
2020年中學文憑考試
中國歷史科

試卷一 第二部分

（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考生表現



5 （a）（i） 資料一圖一是指哪一場戰爭？(1分)試從
圖一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看法。(1分) 

資料一：圖一：1900年西方出版的明信片 八國聯軍之役

圖中八個體型較小
的人物象徵英、美、
德、法、俄、日、
意、奧八國，他們
正聯手攻擊梳着長
辮的中國人/泥石人
正分崩瓦解，象徵
戰敗。

明信片於 1900 年出
版，該年是八國聯軍
之役發生的年份。

表現理想

絕大部分考生能指出資
料一圖一是「八國聯軍
之役」。

能清楚說明圖中的「八個
小人及巨人分別代表英、
美等八國及中國人」者極
少，一般考生只作表面描
述圖片內容，如「八個小
人手拉着手圍着巨人在跳
舞」，言未中的。

表現欠佳

57.1 %



5 （a）（ii） 承上題，試援引史實，說明這場戰爭對
中國國防和民族自信兩方面的影響。(4分)

• 表現優異的考生，對八國聯軍後簽訂的《辛丑條約》
有一定的認識，在對「中國國防」的影響，如拆除
大沽炮台、列強可駐軍北京及禁止輸入武器兩年等，
都能一一道來。在對「民族自信」的影響，則多作
浮泛論述，只言民族自信低落，未能點出民族自信
心由仇外、排外，轉為媚外、懼外的轉變。

• 表現較遜的考生，羅列鴉片戰爭以來簽訂的條約中
有關國防部分，如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權、劃定
勢力範圍、割讓領土等，未符題旨。

表現中規中矩



資料一圖二與清廷頒布的哪項政策有關？
(1分)試從圖二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看
法。(2分)

5
（b）（i）

資料一：圖二：「盛來與端去」，作於1911年。

借款盛來

鐵路端去

粵(廣東)

鄂(湖北)

川(四川)

漢
湘(湖南)

鐵路國有政策

將川漢、粵漢鐵
修築權賣予列強，
以換取借款。



資料一圖二與清廷頒布的哪項政策有關？
(1分)試從圖二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看
法。(2分)

5
（b）（i）

資料一：圖二：「盛來與端去」，作於1911年。

借款盛來

鐵路端去

粵(廣東)

鄂(湖北)
川(四川)

漢
湘(湖南)

表現不錯

大部分考生能理解資料一圖
二與清廷頒布的「鐵路國有
政策」有關，只有小部分考
生誤認為民國初期袁世凱的
「善後大借款」。

至於要求考生找出證據支持
自己的看法，則表現差劣。
大部分考生只抄錄資料的
「鐵路端去」、「借款盛來」
充數，未能闡釋其含義。

表現差劣



5 承上題，民眾對此項政策的態度如何？
(1分)這與武昌起義的成功有什麼關係？
試援引史實，加以解釋。(2分)

（b）（ii）

題目要求考生回應民眾對「鐵路國有政策」的態度及與武昌
起義成功的關係，考生對「保路運動」有清楚的理解及認識，
表現極佳。

表現極佳



5 根據資料二，在答題簿內寫出A和B代表的革命
組織，以及C代表的地點。(3分)

（c）

資料二：

• 1895年，孫中山在香港成立 A  總部，並以「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宗旨。

• 1903年，黃興在長沙組織華興會。

• 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創立光復會。

• 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聯合各革命團體成立統一的組
織，稱 B ，並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
平均地權」為綱領。

• 1906-1911年間，起義此起彼落。1911年4月在廣州發
生起義，七十二位烈士遺骸葬於 C 。

A 興中會

B 中國同盟會

C 黃花崗

只有極少考生混淆興中會與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時間。

表現良佳



5 資料二和資料三是否足以闡釋辛亥革命發生
的背景？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
(10分)

（d）

• 1895年，孫中山在香港成立 A  總部，並以「驅
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宗旨。

• 1903年，黃興在長沙組織華興會。

• 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創立光復會。

• 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聯合各革命團體成立統
一的組織，稱 B ，並以「驅除韃虜，恢復中
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

• 1906-1911年間，起義此起彼落。1911年4月在
廣州發生起義，七十二位烈士遺骸葬於 C 。

資料二： 革命組織



5 資料二和資料三是否足以闡釋辛亥革命發生
的背景？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10分)

（d）

責任內閣

外債賠款及一切捐稅

資料三：「官與民之擔負」，作於1910年。



5 資料二和資料三是否足以闡釋辛亥革命發生
的背景？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10分)

（d）

表現參差

• 認為「足以」闡釋辛亥革命發生背景的考生，多能以「清末的革命組織
湧現」、「清廷的外債及賠款」及「責任內閣缺乏誠意」三個角度闡釋
與辛亥革命發生的關係，立場清晰，分析透徹，條理分明。更有考生在
闡釋「清末的革命組織湧現」時，除利用資料二所提供的史例外，更能
進一步引伸發揮，臚列有利革命思想傳播的刊物，如《警世鐘》、《革
命軍》等，甚至如盧梭的「社會契約」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
內容豐富。

• 考生選用「不足以」立論，有以下模式：
 表明「不足以」立場，然後分析兩則資料如何「不足以」闡釋辛亥革命發

生的背景，再列舉理據支持自己的觀點，析論有度，表現不錯。
 考生表明「不足以」立場，繼而分析兩則資料內容而無說明兩則資料「不

足以」說明辛亥革命發生的背景，頗有肯定兩則資料的意味；然後再補充
若干其他的論據，立場模糊。

 考生表明「不足以」立場，但結論卻是「足以」，立場前後矛盾。
 考生無表明立場，或將辛亥革命的各項背景羅列出來，或泛論清代衰落的

原因，未盡符題旨。



6 23 %

資料一：李烈鈞於1913年發表《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檄文》

「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暗殺元勳，
弁髦(輕視)約法，而擅借巨款。」

根據資料一，李烈鈞所指的「元勳」
是誰？(1分)又這「元勳」為何被暗
殺？(1分)

（a）（i）

宋教仁

表現尚可

• 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指出被殺的「元勳」是宋教仁，並能具體
說明被殺的原因。

• 表現稍遜者則僅能指出誰是「元勳」，而空泛地指出「元勳」
被暗殺的原因，如「他與袁世凱不和」、「他將同盟會改組
為國民黨」等，未中訣要。



6

「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暗殺元勳，
弁髦(輕視)約法，而擅借巨款。」

承上題，「擅借巨款」是指什麼？(1分) （a）（ii）

資料一：李烈鈞於1913年發表《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檄文》

表現一般

• 不少考生能指出「擅借巨款」是「善後大借款」。

• 部分考生的答案夾雜錯誤資料，如袁世凱向「美、意、英、
法、德」銀行借款，或以為「擅借巨款」是《二十一條款》
等。

善後大借款



6 資料二圖中的人物是誰？(1分)試從圖
中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看法。(1分)

（b）（i）

資料二：「自作孽，不可活」，作於1917年

萬歲

民國六年七月一日
立此鎮壓

張勳

漫畫中的人物身穿
清裝，梳着長辮，
正是指有「辮帥」
之稱的張勳；他於
1917年擁護清廢
帝溥儀復辟，與漫
畫顯示的年份相同，
復辟運動以失敗告
終，與畫中的他被
「鎮壓」的描述脗
合。

不少考生誤認圖中
人物為「袁世凱」。
從考生列舉支持自
己看法的答案可見，
多從圖中人物的辮
子及服飾考量，認
為圖中人物穿的是
帝王服飾，便判定
為袁世凱，忽略圖
片的說明，該漫畫
作於1917年，時袁
世凱已離世。

表現欠佳



6 承上題，漫畫作者對此人物有何看法？
試加以解釋。(2分)

（b）（ii）

資料二：「自作孽，不可活」，作於1917年。

萬歲

民國六年七月一日
立此鎮壓

• 漫畫作者諷刺張勳，以「自作孽，不可活」
為標題，指張勳擁護清廢帝溥儀復辟違反
歷史潮流；

• 作者將君主的代稱「萬歲」刻於墓碑上，
象徵帝制已成過去，張勳硬要恢復，最後
亦被鎮壓，落得失敗收場。

表現欠佳

大部分考生能指出漫
畫作者對圖中人物具
負面的看法，惜未能
提供合理解釋。



6
（c）事件、和分別是什麼？把數字連同答

案代表的英文字母寫在答題簿內。(3分)
中華民國
成立

事件 事件 事件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A. 護法運動
B. 二次革命
C. 護國運動

事件：B
事件：C
事件：A

表現良佳

• 時序辨識，表現優異者對事件的時序概念
清晰。

• 表現較弱的考生多混淆「護法運動」及
「護國運動」的時序。



6
（d）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析國共第一次合

作的背景。(15分)

• 「與國民黨合作的想法，實際上又是共產
黨方面主動提出來的。」

• 「來自共產國際和蘇俄的代表正在積極謀
求與孫中山的合作。」

• 「孫中山為什麼願意吸收共產黨員加入國
民黨？……與孫中山的現實需要有關。」

資料三：



6
（d）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析國共第一次合

作的背景。(15分)

表現一般

• 考生對國共第一次一般能就「共產黨提出合作」、「共產國際的推動」
及「孫中山的現實需要」三方面加以分析。高下在於能否援引適當的
史例和均衡作答。

• 三個角度中，考生最熟識的是「孫中山的現實需要」一項，能從軍事
等多角度分析合作背景。

• 表現較佳的考生，亦能就「共產黨提出合作」一項，舉出實例說明共
產黨有感自身力量薄弱的原因。表現優異者，能同時對「共產國際的
推動」一項有不俗的分析，部分能援引史實指出共產國際希望協助共
產黨爭取發展空間，另有部分則就國際形勢分析共產國際推動合作的
背景。

• 表現較遜的考生多默寫「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原因」，部分內容沒有回
應資料三；也有考生以國共合作後的史料分析兩黨合作的原因，偏離
題旨。



7
19.9 %（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分析「文化

大革命」的背景。(10分)

•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既有領導人之
間的政策分歧，又有權力鬥爭。

• 「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口號是「反修防
修」，是從中蘇的分歧引起的。

資料一：



7
19.9 %（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分析「文化

大革命」的背景。(10分)

表現一般

• 部分考生未能分辨資料一的「政策分歧」及
「權力鬥爭」，而將兩者籠統混合回應。

• 部分考生未有引述相關史實，如劉、鄧推行的
「三自一包」政策、毛澤東於三面紅旗失敗後
退居第二線、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推行「修正
主義」政策等作為證據，內容頗為空洞。



7
（b）根據資料二的圖一和圖二，並援引史實，分別說

明「文化大革命」的其中兩項特點。(6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圖一

資料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照片及宣傳畫

群眾運動

圖中的天安門廣
場，聚集了成千
上萬代表「無產
階級」的群眾，
正在為由他們領
導的「文化大革
命」高呼萬歲。



7
（b）根據資料二的圖一和圖二，並援引史實，分別說

明「文化大革命」的其中兩項特點。(6分)

資料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照片及宣傳畫

圖二

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個人崇拜

人們對毛澤東
非常尊崇，如
將他比作高高
在上的「紅太
陽」，而他的
人像之高大亦
象徵了他在人
們心中的地位
之高。



7
（b）根據資料二的圖一和圖二，並援引史實，分別說

明「文化大革命」的其中兩項特點。(6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圖一

資料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照片及宣傳畫
圖二

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表現一般

• 絕大多數考生能就圖二指出「文革」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且
能引用圖中的高大毛像、紅太陽、人們手中高舉《毛語錄》為例說
明，論述清晰；

• 對圖一所顯示的「群眾運動」特點，頗多考生未能指出，多數只抄
錄圖中人們高舉的標語，指出「文革」是由無產階級發動，未能一
矢中的。



7
（c）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文化大革命」

對經濟、文教和政治的影響。(9分)

資料三：

⚫ 「文化大革命」導致全國經濟破壞、文化遺
產破壞、教育停頓、文藝創作與學術研究停
頓。

⚫ 黨組織遭受了嚴重破壞，許多黨領導人或被
清洗，或被撤職。

經濟 文教

政治



7
（c）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文化大革命」

對經濟、文教和政治的影響。(9分)

資料三：

• 「文化大革命」導致全國經濟破壞、文化遺產破壞、教育停頓、文
藝創作與學術研究停頓。

⚫ 黨組織遭受了嚴重破壞，許多黨領導人或被清洗，或被撤職。

表現一般

• 資料對文教方面著墨較多，考生對此方面的論述亦較全
面及深入；

• 對經濟及政治兩方面的分析則較為失色，亦少能引用相
關的史實作答。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