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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知: 

 

1. 本模擬試題由資深的中史科教師草擬香港中學文憑試(DSE)中史

科一些熱門的題目，輔以書面答案及分析，讓同學們了解答題

技巧及考試須注意的地方。 

2. 本期模擬試題合共 10題問題。 

3. 每條題目另附上答案供參考。 

4. 本模擬試題所使用的内容及圖片只供學習用途，並只作非商業

用途免費提供給老師和學生教學與學習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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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一 (二十分題) 

甲部：必修部份，歷代發展(必答題) 

東漢戚宦相爭 

 

資料一： 

⚫ 西漢武帝為抑制相權，擴大尚書、侍中等近臣職權，使宮內形成新的決

策機構，稱為 A，同時又將太尉改名 B，讓他們參預機要。 

⚫ 東漢光武帝時，再進一步削弱三公權力，但擴大 C職權，給予審核詔

令、參議朝政的權力，權力凌駕三公以上。 

 

資料二：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

士横議(即清議)。 

范曄《後漢書・黨錮傳》 

 

 

a.  資料一中的 a、b 和 c 分別是什麼名稱?(6 分) 

 

b.  西漢武帝設立 a，如何造成東漢戚宦相爭?(2 分) 

 

c.  東漢光帝擴大 c 的職權，如何造成東漢戚宦相爭? (2 分) 

 

d.  根據資料二，分析與東漢戚宦相爭經過有何關係?(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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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二 

甲部：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選答題)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葉 

秦始皇 

 

資料一： 

 

圖為《雲夢睡虎地秦簡》，是

1975年 12月於中國湖北省出土

的秦代竹簡，屬秦始皇時期的法

律文件 

 

資料二： 

臣(王綰、馮刧、李斯)等：「昧死上尊號，王座稱」為『泰皇』。命為『制』，

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始皇)曰：去『泰』，著『皇』……朕為始

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 

 

資料三： 

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

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天下

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

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 

 

資料四： 

堕名城，殺豪強，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

之民。 

賈誼《過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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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五： 

丞相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職，天下敢有藏《詩》、《書》，

百家語者。悉詣、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滅族；

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

筮、種樹之書。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 

 

 

 

根據資料一至五，說明秦始皇施行的政策如何能鞏固統治。(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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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三  

甲部：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選答題)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葉 

北魏孝文帝漢化 

 

資料一：  

從部落聯盟軍事首領轉變過來的北魏皇帝，在轉變過程中經常要和堅持士族

權利的貴族也即是抗拒漢文化的人，因為他們的權利是和過去遊牧部落舊習

相聯繫的，而皇帝為了排斥貴族們的權利，就必須解除鮮卑舊習的約束，並

吸引一批漢族官僚在他周圍。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績編》 

 

資料二：  

在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中……變胡語即不說鮮卑複合語，而說單音漢語。隨著

語言的轉變，姓也要改變，故改拓跋氏為元氏。其他所改諸姓，均見《魏

書•官氏志》。如果不變胡語為漢語，不變複姓為單姓，就不配作為文化士族

了。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義》 

 

 

a. 根據資料一分析孝文帝推行漢化的原因。(15 分) 

 

b. 根據資料二說明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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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四 

甲部：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選答題)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葉 

隋唐盛世 

 

資料一：  

(唐太宗)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借忠臣。」 

《貞觀政要・求諫》 

 

資料二：  

在開元之初，他把宮中的妃嬪、宮女遣散了許多；他厲行節約，生活相當儉樸，

把織錦坊（專門替紀嬪織造錦繡）裁撤；規定三品以下的官，身上不能夠佩帶

金玉的裝飾；並且大規模淘汰和尚尼姑。 

陳致平：《中國通史一百講》 

 

a. 根據資料一分析唐太宗用人的方法。(10 分) 

 

b. 根據資料二說明唐玄宗面對什麼治國問題，又實行什麼政策以改善國家經

濟。(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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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五 

甲部：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選答題)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葉 

清君主專權 

 

資料一：  

雍正年間，用兵西北，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儤直者(值班官吏)多，慮洩漏事

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

地近宮廷，便於宣召。 

趙翼《簷曝雜記・軍機處》 

 

資料二：  

⚫ 推行秘密政治 

⚫ 大興文字獄 

整理自錢穆《國史新論》 

 

a.  根據資料一分析軍機處如何加強清君主集權?。(15 分) 

 

b.  清代君主集權措施為政治帶來負面影響。試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

實，加以闡析。(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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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六 

甲部：必修部份，歷代發展（選答題） 

十九世紀中葉至二十世紀末 

鴉片戰爭 

 

資料一： 

 

圖為《萬國

來朝圖》(局

部)，描繪乾

隆年間，藩

屬及外國使

臣到紫禁城

朝貢的場

面。 

 

資料二： 

 

出自《東亞三

國的近現代

史》共同編寫

委會員會《東

亞三國的近現

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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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嗣後來船永不敢夾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没官，人即正來，情甘

服罪。 

出自《中國歷史里程碑•75禁煙運動與虎門銷煙》 

 

 

a.  根據資料一說明圖中是屬於中國對西方那種外交制度?(2 分) 

 

b.  承上題，說明中國與西方對外交及貿易有何分別?(8 分) 

 

c.  根據資料二說明林則徐的禁煙政策。(5 分) 

 

d.  根據資料三分析此與鴉片戰爭爆發的關係。(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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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七 

甲部：必修部份，歷代發展（選答題） 

十九世紀中葉至二十世紀末 

八國聯軍 

 

資料一： 

 

圖為 1898年，以「扶清滅洋」

旗幟，將主要目標放在「保護中

原，驅逐洋寇」方面。 

 

資料二： 

 

義和團在北京殺逐洋人

(西方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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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八國聯軍入侵中國(西

方明信片) 

 

a.  根據資料一說明圖中是屬於那個組織的旗幟?(2 分) 

 

b.  承上題，該組織與八國聯軍之役有何關係?(8 分) 

 

c.  資料二和資料三均屬西方明信片，明信片中描繪中國人於八國聯軍前

後對洋人態度有何轉變。試找出證據加以說明。(1+4 分) 

 

d.  承上題，試分析中國人對洋人態度轉變的原因。(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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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八 

乙部：選修部份                       

單元五：宗教傳播與文化交流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流 

 

資料一： 

臣本遠夷，向慕天朝德化。昔跋涉而來，僦居聖朝。下至庶人，上至巨卿，

成與晉接。先年携帶方物，進京朝貢。物雖不足為珍，稍效芹曝之私，所獻

天主聖像，以祝聖上萬壽無疆，以佑天朝國泰民安。臣唯事奉天主，不婚不

娶，孓然一身，無所望幸。唯仰天恩浩蕩，俯賜京都彈丸之地，供臣棲身。

臣不勝感激，屏營待命之至。謹奏。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 

資料二： 

羅馬教廷最後禁令，使中國天主教會不能再有讀書人入教，自絕於知識階級

之外；因清代習慣，兒童入學，即須拜孔子；每月初一、十五，進士舉人、

生員亦必須入孔廟行禮；其次，使中國天主教徒自絕於中國人之外，而成為

「非我族類」，因依照禁令，教徒不許進入祠堂行禮；結果，乃使雍正以後，

一百二十餘年間，天主教上為朝廷與地方官禁止，下為民間排斥；教堂被毀

被改。 

方豪《中西交通史》 

 

a. 根據資料一說明利瑪竇的傳教策略。(15 分) 

 

b. 根據資料二分析中國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的原因。(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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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九 

乙部：選修部份                      

單元四：制度與政治演變 

均田制 

 

資料一： 

由於北魏均田制頗得民心，於政府、豪強及農民三方均有利……此後隋、唐

兩代之能復興，實乃建基北魏之均田制。 

錢穆《中國經濟史》 

資料二： 

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

路蕭條，進退艱阻。 

魏徵《諌止唐太宗東封泰山》 

 

a. 根據根資一說明北魏均田制實施的成效。(15 分) 

 

b. 根據資料二分析唐太宗實行均田制的原因。(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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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十 

乙部：選修部份  

單元四：制度與政治演變 

明科舉 

 

資料一： 

(考試)制度逐步嚴密化，有時反而失卻(選拔真才的)本義，而專在防弊上著

想。宋代考試制度，是遠比唐代嚴格了。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資料二： 

明代科舉分成兩層，下層是秀才、舉人，没法當大官，上層是進士與翰林，

也没有做小官的。如是則科舉場中也分了流品，進士及第是清流，留在中央

讀書，得入翰林院，前途無限；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流，沉澱在下面，永

遠不超升。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a. 根據資料一，說明宋代科舉制度的防弊措施。 (15 分) 

 

b. 根據資料二，說明明代科舉考試對人才消長的影響。(10 分) 

 

- 試卷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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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一 (二十分題) 評卷參考 

甲部：必修部份，歷代發展(必答題) 

東漢戚宦相爭 

 

 
a. 資料一中的 a、b 和 c 分別是什麼名稱?(6 分) 

 

A：內朝 (2分) B：大司馬(2分) C：尚書(2分) 

 

b. 西漢武帝設立 a，如何造成東漢戚宦相爭?(2 分) 

 

西漢武帝成立內閣，目的為抑制相權，使宮內形成新的決策機構，與丞相

等官員組成的外朝互相對抗，把決策中心移入宮內，由尚書發佈詔令，內朝的

出現使漢武帝大權獨攬，而內朝出現讓外戚和宦官有機會弄權，如西漢昭帝時

外戚霍光、和西漢成帝、平帝時王氏外戚，都以「大司馬領尚書事」之職把持

朝政；西漢元帝時，宦官石顯亦曾藉掌管尚書而弄權。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內朝如

何造成東漢戚宦相爭。整體而

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深

入分析，內容豐贍，條理分

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

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2 

考生能根據資料，只能介紹內

朝制內容，惜未能廣泛援引資

料與史實說明內朝如何造成東

漢戚宦相爭，部分論據欠完

備；整體而言，表達清晰，論

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遺

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1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內朝

如何造成東漢戚宦相爭。對題

旨毫無認識，錯漏頗多。忽略

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

或偏離題旨。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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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東漢光帝擴大 c 的職權，如何造成東漢戚宦相爭? (2 分) 

 

東漢光武帝時，擴大尚書職權，給予審核詔令、參議朝政等權力，使政務

更集中於尚書，權力更凌駕於三公之上，進一步削弱三公的權力，三公只掌民

政、考課等閒事。尚書台是為皇帝發號施令和執行機關，使能夠自由出入宮禁

的外戚和宦官更易得勢。明帝、章帝以後，尚書漸為宦官、外戚所壟斷，成為

他們專權亂政的工具。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尚書一

職如何造成東漢戚宦相爭。整

體而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

作深入分析，內容豐贍，條理

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

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2 

考生能根據資料，只能介紹尚

書內容，惜未能廣泛援引資料

與史實說明尚書如何造成東漢

戚宦相爭，部分論據欠完備；

整體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

據，所引史例無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1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尚書

如何造成東漢戚宦相爭。對題

旨毫無認識，錯漏頗多。忽略

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

或偏離題旨。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0 

 

 

d. 根據資料二，分析與東漢戚宦相爭經過有何關係?(10 分) 

 

 根據資料二中桓靈二帝時，因「國命委於閹寺」，導致士子羞與為伍，即流

行議論朝政得失的「處士横議」。清議即東漢末年，官僚、士大夫品評人物，批

判政治的風氣。其時太學為清議中心，太學生試圖透過清議反對擾亂朝綱的宦

官與外戚，藉以扭轉官場上腐敗風氣，他們以節氣之士自命，互相標榜，激揚

名聲，評核公卿，議論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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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官員和大學生以清流自居，轉為對宦官進行猛烈的攻擊，指責宦官

及其黨羽的惡行，他們對宦官進行輿論抨擊，這些做法引來宦官的報復，終導

致東漢後期的兩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在桓帝時，宦官單超消滅梁氏勢力，單超五人封五

侯，士人李膺帶頭打擊宦官勢力，結果觸怒宦官，反誣告李膺等人結黨營私，

誹謗朝廷，被桓帝下令通輯。最終，李膺與二百多名士人一同被捕，永久流放

歸田，而為其申辯的太尉陳蕃亦遭革職。 

第二次黨錮之禍發生在靈帝時，桓帝死後，其寵信的宦官亦因而失勢，竇

氏家族重新掌權，復用之前被流放的李膺等人。自此，朝士與外戚聯合，陳蕃

更罷斥宦官。可惜事機泄露失敗，陳蕃被宦官曹節所殺，李膺等人被告謀，反

牽連七百多名朝士被殺死、禁錮終生。 

所以東漢清議之風終導致戚宦相爭中的兩次黨錮之禍。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清議與東漢

戚宦相爭經過的關係。整體而

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深

入分析，內容豐贍，條理分

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

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9-10 

考生能根據資料，清議與東漢

戚宦相爭經過的關係，並能選

取準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釋

有關內容。全文緊扣題旨，惜

未能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

分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

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

無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7-8 

考生能根據資料，清議與東漢

戚宦相爭經過的關係。整體而

言，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引

史事作簡單說明，或史論結合

不盡理想，只列舉史科而欠缺

分析，或舉例闕如，只能道出

大要，整體而言，尚能切題，

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4-6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清議與東

漢戚宦相爭經過的關係。惟作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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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

不理會資料。史例內容空洞無

物，錯漏頗多。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清議與東

漢戚宦相爭經過的關係。對題

旨毫無認識，錯漏頗多。忽略

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

或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1 

 

 

試題分析 

1.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甲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戚宦

相爭 

   ☆☆

☆ 

王莽

篡漢 

  ☆☆

☆ 

戚宦

相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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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目分析及作答技巧 

 

整體分析 本題 A題，為填充題，名稱必需正確，亦不容許錯別字。B題

和 C題必需根據 A題答案而進行分析。至於 D題獨立式論述

題：考生需整理評論，從資料中整理論點，分析論點的準確

性，然後分析清議與東漢戚宦相爭經過的關係。 

資料分析 資料題中要求學生整理論點，點出評論的相關史實，解構清議

與東漢戚宦相爭經過的關係。 

答題技巧(b) ⚫ 考生應緊貼題目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內朝內容。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必須依據內朝進行分析，考

生需分析內朝如何造成東漢戚宦相爭。 

答題技巧(c) ⚫ 考生應緊貼題目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尚書內容。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必須依據尚書進行分析，考

生需分析尚書如何造成東漢戚宦相爭。 

答題技巧(d) ⚫ 考生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戚宦相爭的經過，必

須配合資料進行分析。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國命委於閹寺」、「處士横議」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國命委於閹寺」如何導致

「處士横議」，而此造成戚宦相爭經過(黨錮之禍)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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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二 評卷參考 評卷參考 

甲部：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選答題)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葉 

秦始皇 

 
評分參考 

 

資料一為《雲夢睡虎地秦簡》，屬秦始皇時期的法律文件。秦始皇廢棄六國原有

法律，據李悝的《法經》修訂秦國法律。並命李斯修訂《秦律》，推行全國，劃

一了法律制度。為確保各地推行法治，秦始皇又規定各級官吏須精通法律，以

便隨時解答百姓的法律問題。秦法以嚴苛著稱，罪輕刑重，令人生畏；官吏觸

犯法規，也受到嚴懲，不可輕貸，秦始皇的《法治》理念，是以皇帝制定的刑

法管治人民，一切權力收歸皇帝手中，秦始皇便能鞏固其大權。 

 

資料二中提及「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可見秦皇確立皇

帝至尊地位，秦統一全國後，嬴政認為自己的功德勝過三皇五帝，因此自定稱

號為「皇帝」；又規定皇帝自稱「朕」、命令稱「詔」或「制」、印信稱「壐」，

及制定一套尊君的朝儀和文書制度，以突顯皇帝的尊貴地位，皇帝權力至高無

上，皇位世襲。嬴政自號「始皇帝」，預期繼位者稱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直

至千世萬世無窮。秦皇確立皇帝至尊地位，確立皇帝握有最高權力，達致鞏固

統治的效果。 

 

資料三提及「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屬秦始皇全面推行郡縣制，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採納李斯的建議，廢封建，行郡縣，把全國劃分為三十六

郡，各郡以郡守為最高長官；又置郡尉管軍事，郡監監察郡政。郡下設縣，最

高長官稱為縣或縣長，由縣丞、縣尉輔助。郡縣長官皆由皇帝任免，依皇帝的

意旨辦事，所有郡守須定期向中央匯報地方情況，使地方軍、政、財大權完全

由中央支配，鞏固政權統治。 

 

資料四提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屬秦始皇防止

六國遺民叛變的措施，秦始皇為防止人民造反，遂下令没收全國兵器，並集中

到咸陽銷毀；然後鑄成大量銅鐘及十二銅人，陳列於宮中，秦始皇採取一系列

防止六國遺民叛亂的措施，能消除六國殘餘勢力，更藉以鞏固政權。 

 

資料五提及的「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和「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

古非今者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屬秦始皇的「焚書令」政策。秦始皇接

納李斯建議下令焚書，以防止儒生以古非今。焚書令規定，除秦國史書和醫

學、占卜、種植等書外，所有書籍一律焚燬，嚴禁民間收藏；至於談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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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者，亦一律處死，史稱「焚書」。秦始皇此舉目的為限制人民的言論自

由，以免日後再有人利用《詩》、《書》非議朝政，使人民不敢反抗政府，收鞏

固政權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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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秦始

皇施行的政策內容及如何達

致鞏固統治成效，準確的史

實，詳細而有條理地進行比

較，論據具說服力。整體而

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

深入比較，內容豐贍，條理

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

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

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22-25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秦始

皇施行的政策內容及如何達

致鞏固統治成效，並能選取

準確的史實，有條理地作出

比較。全文緊扣題，旨惜未

能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

分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

史例無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

漏；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

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

出有理據的議論。 

16-21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秦始

皇施行的政策內容及如何達

致鞏固統治成效。整體而

言，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

引史事作簡單說明，或史論

結合不盡理想，只列舉史科

而欠缺詳細比較，只能道出

大要，整體而言，尚能切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

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確，但稍欠

均衡；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

試對試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

著重史實鋪陳。 

10-15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只直述

秦始皇施行的政策內容及粗

略分析如何達致鞏固統治成

效。惟作答內容失衡，或避

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史

例內容洞洞無物，錯漏頗

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不相關的資料；表達能力薄

弱，論點嚴重矛盾。 

6-9 



10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只直述

秦始皇施行的政策內容及未

能分析如何達致鞏固統治成

效。對題旨毫無認識，錯漏

頗多。忽略題旨，胡亂綜

合，線索不明，或偏離題

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組織混

亂，表現遠離水準。 

0-5 

 

試題分析 

1.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甲

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秦

始

皇 

 ☆☆

☆ 

秦始

皇的

貨幣

政

策。

秦百

姓重

稅下

的生

活困

境。 

 ☆☆ 

秦建

設(填

圖)、

以法

家思

想治

國原

因，

和解

釋秦

猛政

令秦

迅速

被推

翻。 

 ☆☆

秦統

一六

國後

的施

政能

鞏固

政

權。 

☆☆

秦始

皇施

政內

容。 

  ☆☆

秦建

(填

圖)、

統一

文字

貨弊

的措

施及

成

效，

和對

秦統

一政

策的

評

論。 

☆☆☆ 

秦始皇

的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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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目分析及作答技巧 

 

整體分析 本題屬評論資料設題的論述題，考生須理解資料的內容，然後

分析秦始皇施行的政策內容及如何達致鞏固統治成效，需準確

把握資料反映的觀點和描述的事實，然後能整理答題。 

資料分析 資料屬於圖片資料、古代史論等，考生需掌握資料重點，分析

秦始皇施行的政策內容，及其政策如何達致鞏固統治成效。 

答題技巧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秦始皇的統治

政策內容。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 

⚫ 每項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屬秦始皇時期的法律文件」、

「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今海

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收天下之兵，聚之咸

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和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

不舉者與同罪」，因此作答必須引用秦始皇的相關治國政

策史實。 

⚫ 本問仍要注意必須強調：分析秦始皇施行的政策內容及如

何達致鞏固統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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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三 評卷參考 

甲部：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選答題)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葉 

北魏孝文帝漢化 

 
評分參考 

 

a. 根據資料一說明孝文帝推行漢化的原因。(15 分) 

 

北魏孝文帝即位後，即致力推行全盤漢化，著力淡化鮮卑習俗，因他矢志

統一南北，以繼績前人漢化成果，期望日後能統一全國，所以實行全面漢化。 

 

根據資料一：「他們(北魏貴族)的權利是和過去遊牧部落舊習相聯繫的」，

北魏孝文帝要改變遊牧舊習，必須進行漢化。因西晉末年以來，中原地區的漢

胡衝突頻生，不利胡人政權穩定。北魏統一北方後，鮮卑貴族仍未完全脫離遊

牧民族習性，肆意搶掠漢人土地、財富、殘殺漢人，多次激起漢人起事。為了

消弭漢胡矛盾，穩定北魏政權，避免重蹈五胡政權敗亡的覆轍，孝文帝遂銳意

推行漢化改革。 

 

 根據資料一：「皇帝為了排斥貴族們的權利，就必須解除鮮卑舊習的約

束」，北魏孝文帝希望改變鮮卑貴族的舊習，利用漢化乘機削弱貴族的勢力。北

魏孝文帝雖然實力尚強，但許多鮮卑貴族世代享受特權，已經腐化，喪失活力

和進取心，無復建國初年的勇悍，長遠不利政權的穩定和發展。因此，孝文帝

希望通過全盤漢化刺激族人，使他們重現朝氣，並乘機削弱貴族勢力，以提升

君權。 

 

根據資料一：「吸引一批漢族官僚在他(北魏孝文帝)周圍」北魏孝文帝希望

籍全盤漢化，以此廷攬漢族官僚繼續為北魏政府效力。因北魏前期國君面對胡

漢融和趨勢，已積極展開漢化工作。國君延攬大批漢族士人，協助國家確立官

制，修定律令，如道武帝用鄧淵、王德，太武帝用崔浩、高允等。孝文帝執政

前，馮太后亦推行過班祿制、三長制等漢化措施。及至孝文帝親政後，延績前

人基礎上進行全盤漢化，藉以吸取漢族統治經驗，提高鮮卑族的文治水平，令

北魏能統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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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孝文帝

推行漢化的原因，詳細而有條

理地解釋是孝文帝希望漢化成

功日後能統一全國，論據具說

服力。整體而言，全文緊扣資

料及題旨作深入分析，內容豐

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

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13-15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孝文帝

推行漢化的原因，並能選取準

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釋有關

原因。全文緊扣題旨，惜未能

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論

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

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10-12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孝文帝

推行漢化的原因。整體而言，

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作簡單說明，或史論結合不盡

理想，只列舉史科而欠缺分

析，只能道出大要，整體而

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

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6-9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分析孝文

帝推行漢化的原因。惟作答內

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

會題旨。史例內容空洞無物，

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3-5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分析孝文

帝推行漢化的原因。對題旨毫

無認識，錯漏頗多。忽略題

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或

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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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說明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10 分) 

 

根據資料二內容是指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是禁胡語和改漢姓。 

 

1. 禁胡語 

北魏孝文為進一步革除鮮卑舊俗，使漢胡兩族徹底融合，特意下令禁止士

民禁說胡語，孝文帝曾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規定

凡三十歲以下的士民不准再說鮮卑語，必須改說漢語；三十歲以上者，容許慢

慢適應。官吏在朝廷上嚴禁使用鮮卑語，違者免官。 

 

2. 改漢姓 

 北魏孝文帝下令把鮮卑族的複姓改為單字漢姓，皇族由姓「拓跋」改為

「元」，在鮮卑語中「拓」是土地、「跋」指君主、土地是萬物之始，「元」在漢

語中亦有開始的意思，故改為皇族之姓拓跋氏為元氏。其餘鮮卑貴族及部落的

一百多個胡姓，全部改為漢姓，如「獨孤」改為「劉」、「步六孤」改為「陸」、

「賀賴」改為「賀」等。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北魏孝

文帝的漢化政策。整體而言，

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深入分

析，內容豐贍，條理分明，立

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9-10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北魏孝

文帝的漢化政策，並能選取準

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釋有關

內容。全文緊扣題旨，惜未能

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論

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

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7-8 

說明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

整體而言，內容欠均衡，或只

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或史

論結合不盡理想，只列舉史科

而欠缺分析，或舉例闕如，只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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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道出大要，整體而言，尚能

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

錯誤。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說明北魏

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惟作答內

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

會資料。史例內容空洞無物，

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2-3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北魏

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對題旨毫

無認識，錯漏頗多。忽略題

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或

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1 

 

試題分析 

1.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甲

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北

魏

孝

文

帝

漢

化 

   ☆ 

孝文

帝漢

化影

響 

 ☆ 

孝文

帝漢

化原

因 

   ☆ 

孝文

帝漢

化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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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目分析及作答技巧 

 

整體分析 本題 A題獨立式論述題：考生需整理評論，從評論中整理論

點，分析論點的準確性，然後分析北魏孝文帝漢化的原因。B

題屬於資料論述題：考生須理解資料的內容，然後整理出孝文

帝漢化政策，需準確把握資料反映的觀點和描述的事實，然後

能整理答題。 

資料分析 評論中要求學生整理立論，點出評論的相關史實，解構評論中

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的原因。另一資料亦屬於評論資料，說明

孝文帝的漢化政策，考生需利用資料解說孝文帝禁胡語和改漢

姓的政策。 

答題技巧(a) ⚫ 考生應緊貼評論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孝文帝推行漢

化的原因。 

⚫ 本問為評論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評論中的論點，

援引史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他們(北魏貴族)的權利是和過去

遊牧部落舊習相聯繫的」、「皇帝為了排斥貴族們的權利，

就必須解除鮮卑舊習的約束」和「吸引一批漢族官僚在他

(北魏孝文帝)周圍」，因此作答必須說明推行漢化原因的

相關史實。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必須依據評論進行分析，考

生需分析評論的論點和漢化原因的關連。 

答題技巧(b)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孝文帝漢化政

策內容，必須配合資料進行分析。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變胡語即不說鮮卑複合語，而說單音

漢語。隨著語言的轉變，姓也要改變」，扣題說明漢化的

禁胡語和改漢姓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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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四 評卷參考 

甲部：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選答題)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葉 

隋唐盛世 

 
評分參考 

 

a. 根據資料一分析唐太宗用人的方法。(10 分) 

 

根據資料一唐太宗「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借忠臣。」可見

唐太宗以廣闊胸襟吸納人才，用人不計親仇，並虛心聆聽大臣的諫言。 

 

1. 太宗用人只問才幹，不計恩怨與出身。著名文武大臣中，馬周出身寒微，

尉遲恭、秦督寶為隋末降將，魏徵原是太子建成舊臣，曾加害太宗，但均獲太

宗重用。對於昔日親信，太宗採取「苟或不才，雖親不用」的原則，只起用當

中有才之士，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正是當中的代表。 

 

2. 太宗以隋煬帝拒諫招亡為戒，即位後廣開言路，鼓勵群臣進諫，故貞觀朝

諫臣湧現，魏徵、馬周、禇遂良等，皆以極諫知名。群臣中最能直諫的是魏

徵，他多次犯顏直諫，直指太宗過失，一度氣得太宗聲言「殺此田舍翁」，但最

後仍接受魏徵諫言。太宗虛心納諫，是他善用人才的明證。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唐太宗

用人的方法。整體而言，全文

緊扣資料及題旨作深入分析，

內容豐贍，條理分明，立論充

實有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9-10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唐太宗

用人的方法，並能選取準確的

史實，有條理地解釋有關內

容。全文緊扣題旨，惜未能廣

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論據

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

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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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唐太宗

用人的方法。整體而言，內容

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

單說明，或史論結合不盡理

想，只列舉史科而欠缺分析，

或舉例闕如，只能道出大要，

整體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

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4-6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說明唐太

宗用人的方法。惟作答內容失

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資

料。史例內容空洞無物，錯漏

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2-3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唐太

宗用人的方法。對題旨毫無認

識，錯漏頗多。忽略題旨，胡

亂綜合，線索不明，或偏離題

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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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說明唐玄宗面對什麼治國問題，又實行什麼政策以改善國家經

濟。(15 分) 

 

 根據資料二唐玄宗面對的治國問題是武、韋時代的經濟問題，因武韋統治

時社會上形成奢侈風氣和僧尼逃稅問題，所以唐玄宗便「厲行節約」和「大規

模淘汰和尚尼姑」。 

 

至於唐玄宗實行「厲行節約」的經濟政策如下： 

開元初年，玄宗針對武、韋時期奢靡的社會風氣、除自奉儉約外，更採取

了多項措施，包括：把宮中錦繡、金銀器元集中起來，焚於殿前：規定后妃以

下不許戴珠玉、穿錦繡，又對百官的服飾、用品作出規定：罷兩京織錦坊，禁

止各地採珠玉、織錦繡，違者杖一百：明文對當時盛行的厚葬風俗加以限制。

玄宗以身作則，於是上行下效，一改武、韋以來社會上的浮奢風氣。 

 

唐玄宗實行「大規模淘汰和尚尼姑」的經濟政策如下： 

 武則天時期，佛教勢力迅速發展，僧尼、寺院數目大增，佛寺的興建、石

窟的開鑿，耗奪民力，浪費國帑。其時佛寺擁有大量土地，招徠人民為其耕

種，因僧尼獲政府免除賦役，使人民得以逃避政府賦稅，嚴重損害國家經濟。

玄宗即位後，接受宰相姚崇的建議，下詔裁汰天下僧尼，勒令一萬二千僧尼還

俗，寺院土地收歸國有，以增加國家收入。又規定各地不得新建寺院和鑄造佛

像，減少崇佛開支，以此改善國家經濟問題。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唐玄宗

面對武韋時期的經濟問題，詳

細而有條理地說明唐玄宗糾正

弊端的經濟政策，論據具說服

力。整體而言，全文緊扣資料

及題旨作深入分析，內容豐

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

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13-15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唐玄宗

面對武韋時期的經濟問題，詳

細而有條理地說明唐玄宗糾正

弊端的經濟政策，並能選取準

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釋有關

原因。全文緊扣題旨，惜未能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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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論

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

大遺漏。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唐玄宗

面對武韋時期的經濟問題，詳

細而有條理地說明唐玄宗糾正

弊端的經濟政策。整體而言，

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作簡單說明，或史論結合不盡

理想，只列舉史科而欠缺分

析，只能道出大要，整體而

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

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6-9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說明唐玄

宗的經濟政策。惟作答內容失

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

旨。史例內容空洞無物，錯漏

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3-5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唐玄

宗的經濟政策。對題旨毫無認

識，錯漏頗多。忽略題旨，胡

亂綜合，線索不明，或偏離題

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2 

 

試題分析 

1.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甲

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隋

唐

盛

世 

☆☆

☆ 

開元

盛世 

 ☆☆

☆ 

貞觀

盛世 

 ☆☆

開

皇、

貞觀

盛世 

 

。 

☆ 

貞觀

盛世 

 ☆☆ 

開

皇、

貞觀

盛世 

 ☆☆

開皇

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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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目分析及作答技巧 

 

整體分析 本題 A題獨立式資料題：考生需整理資料，從資料中整理論

點，分析論點的準確性，然後分析唐太宗用人的方法。B題屬

於資料題：考生須理解資料的內容，然後整理出唐玄宗面對什

麼治國問題，需準確把握資料反映的觀點和描述的事實，然後

能整理出唐玄宗的經濟政策。 

資料分析 評論中要求學生整理立論，點出評論的相關史實，解構評論中

唐太宗用人的方法。另一資料亦屬於歷史資料，說明唐玄宗面

對什麼治國問題，考生需利用資料解說唐玄宗的經濟政策。。 

答題技巧(a)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唐太宗用人的

方法。 

⚫ 本問為資料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中的論點，

援引史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主欲知過，必借忠臣」，因此作答

必須說明唐太宗用人的方法。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必須依據資料進行分析，考

生需分析資料扣緊唐太宗用人方法。 

答題技巧(b)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唐玄宗的經濟

政策，必須配合資料進行分析。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厲行節約」和「大規模淘汰和尚尼

姑」，扣題說明唐玄宗的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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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五 評卷參考 

甲部：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選答題)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葉 

清君主專權 

 
評分參考 

 

a. 根據資料一分析軍機處如何加強清君主集權?。(15 分) 

 

根據資料一中的「雍正年間，用兵西北，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儤直者(值班

官吏)多，慮洩漏事機。」中反映軍機處架空內閣和南書房。軍機處成立後，內

閣發佈命令之權為軍機處所奪，而內閣大學士品位尊崇，正好給予皇帝對大臣

作明升暗降的機會。此外，南書房從此也不參與機務，只負責文章書畫工作而

已。清代軍機處的職能雖比明代內閣大，但處理軍政要務，只能由皇帝下旨方

可執行，全無決策權可言。加上軍機處的權力大小全視乎皇帝信任而定，對加

強君主集權甚有幫助。 

 

根據資料一中的「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地近宮廷，便於宣召。」中

可見軍機處提高機密和行政效率，軍機處具有高度機密性，因其值房離皇帝寢

宮養心殿甚近，皇帝可隨時召見軍機大臣，商議機務。其次，軍機處是以「廷

寄」方式行事，即軍機處擬旨後，交皇帝御覽，再直接下達執行者，無須經六

部傳達，使軍國要務得以高度保密。另外，軍機處規模小，只有軍機大臣、軍

機章京兩層，工作流程快捷，行政效率大為提高，更能便於皇帝集中事權。 

 

根據資料一中的「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中軍機處編制的不定

性，皇帝可按自己的信任度挑選軍機處內大臣，軍機處不屬正規官機制，無固

定具額和編制，軍機大臣少則二、三人，多則八、九人，軍機章京則無定額，

可由君主隨意改動。軍機大臣選任的主要原則是「惟用親信，不問出身」、軍機

大臣、軍機章京的任免由皇帝決定，多從內閣、六部選拔大學士、尚書、侍郎

等兼任，各有自己的本職，彼此之間互不統屬，君主可藉此防止臣下結黨，以

加強君主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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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軍機處

如何加強清君主集權，詳細而

有條理地解釋，論據具說服

力。整體而言，全文緊扣資料

及題旨作深入分析，內容豐

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

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13-15 

考生能根據資料，軍機處如何

加強清君主集權，並能選取準

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釋有關

原因。全文緊扣題旨，惜未能

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論

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

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10-12 

考生能根據資料，軍機處如何

加強清君主集權。整體而言，

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作簡單說明，或史論結合不盡

理想，只列舉史科而欠缺分

析，只能道出大要，整體而

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

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6-9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軍機處如

何加強清君主集權。惟作答內

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

會題旨。史例內容空洞無物，

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3-5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軍機處如

何加強清君主集權。對題旨毫

無認識，錯漏頗多。忽略題

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或

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2 

 

  



24 
 

b. 清代君主集權措施為政治帶來負面影響。試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加

以闡析。(10 分) 

 

推行秘密政治 

 清推行秘密政治是指廷寄密摺制度。清自雍正時起，凡軍國大事由軍機處

草擬諭旨，交皇帝過目後，即蓋印密封，直接寄送各行政部門。這種「廷寄上

諭」令天下官吏都可直接與皇帝聯繫。而密摺制度的實行，讓各級官員可互相

密奏彈劾。皇帝遂藉廷寄、密摺等制度，更嚴密監控官員，使全國陷入秘密政

治的氣氛中。在這種氛圍下，官吏辦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形成因循苟且的

陋習，亦有官吏趁機告密，陷害異己，助長了政治鬥爭。 

 

大興文字獄 

清代君主為了箝制反滿思想及遏抑士大夫，清初大興文字獄，且株連甚

廣，殺戮者眾，使士子人人自危，不敢議論朝政，遂埋首於古籍的整理和校

勘。這一方面促成清代考據學的興盛，另一方面卻造成士風萎靡，思想閉塞，

對文化思想產生負面的影響。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清代君

主集權措施的負面影響。整體

而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

深入分析，內容豐贍，條理分

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

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9-10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清代君

主集權措施的負面影響，並能

選取準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

釋有關內容。全文緊扣題旨，

惜未能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

部分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

例無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7-8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清代君

主集權措施的負面影響。整體

而言，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

引史事作簡單說明，或史論結

合不盡理想，只列舉史科而欠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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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分析，或舉例闕如，只能道

出大要，整體而言，尚能切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

誤。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說明清代

君主集權措施的負面影響。惟

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輕，

或不理會資料。史例內容空洞

無物，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2-3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清代

君主集權措施的負面影響。對

題旨毫無認識，錯漏頗多。忽

略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

明，或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1 

 

試題分析 

1.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甲

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清

君

主

集

權 

 

 ☆ 

清軍

機處 

  ☆ 

清君

主集

權政

策 

  ☆ 

清軍

機處 

 ☆ 

清君

主集

權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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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目分析及作答技巧 

 

整體分析 本題 A題為獨立式論述題：考生需整理評論，從評論中整理論

點，分析論點的準確性，然後分析軍機處如何加強清君主集

權。B題屬於資料論述題：考生須理解資料的內容，然後整理

出君主集權措施的負面影響，需準確把握資料反映的觀點和描

述的事實，然後能整理答題。 

資料分析 評論中要求學生整理立論，點出評論的相關史實，解構資料中

軍機處內容如何加強清君主集權。另一資料屬於論述資料，說

明清代君主集權措施，考生需利用資料解說政策帶來負面影

響。 

答題技巧(a) ⚫ 考生應緊貼評論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軍機處的內

容。 

⚫ 本問為評論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評論中的論點，

援引史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雍正年間，用兵西北，以內閣在

太和門外，儤直者(值班官吏)多，慮洩漏事機。」、和

「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地近宮廷，便於宣召。」，

因此作答必須說明推行軍機處的相關史實。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必須依據資料進行分析，考

生需分析軍機處和清君主集權的關連。 

答題技巧(b)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清代君主集權

措施的負面影響，必須配合資料進行分析。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推行秘密政治」和「大興文字獄」，扣

題說君主集權政策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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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六 評卷參考 

甲部：必修部份，歷代發展（選答題） 

十九世紀中葉至二十世紀末 

鴉片戰爭 

 
評分參考 

 

a. 根據資料一說明圖中是屬於中國對西方那種外交制度?(2 分) 

 

朝貢制度。 

 

b. 承上題，說明中國與西方對外交及貿易有何分別?(8 分) 

 

 根據資料二所描述的朝貢制度，是指清朝視所有來自他國的均為朝貢國，

外國通使的行為均視為朝貢，所以中國與西方對外交及貿易存在很大差異。 

 

外交方面 

 中國向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周邊國家為藩屬，故不承認世界上有與其平等

的國家孝。在當時中國以「朝貢制度」處理對外關係，視外夷朝貢為理所當

然，西方諸國亦是其朝貢國之一。但，西方國家外交觀念並不如此，英國雖為

發展貿易來華，但期望中英商貿建基於平等的國家關係之上，堅持兩國平等外

交，不接受宗主與藩屬的關係，與中國的天朝觀念截然不同。 

 

貿易方面 

 清廷在對外貿易態度上採取了閉關自守政策，只把通商當成「嘉惠遠人」

的懷柔手段，只要外九夷奉中國為宗主，以藩屬自居，中國便准許他們以朝貢

為名進行貿易。但西方國家對貿易的態度截然不同，英國自工業革命以來生產

大量商品，故急欲拓展海外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英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故

英商對中國在貿易上的種種限制頗為不滿，如「公行」制度被視為發展障礙，

廣州一口通商亦限制在華貿易的自由，可見中西方對貿易態度的極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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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朝貢

制度中的中國與西方對外交

及貿易有何分別，準確的史

實，詳細而有條理地進行比

較，論據具說服力。整體而

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

深入比較，內容豐贍，條理

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

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

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8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朝貢

制度中的中國與西方對外交

及貿易有何分別，並能選取

準確的史實，有條理地作出

比較。全文緊扣題，旨惜未

能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

分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

史例無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

漏；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

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

出有理據的議論。 

6-7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朝貢

制度中的中國與西方對外交

及貿易有何分別。整體而

言，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

引史事作簡單說明，或史論

結合不盡理想，只列舉史科

而欠缺詳細比較，只能道出

大要，整體而言，尚能切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

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確，但稍欠

均衡；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

試對試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

著重史實鋪陳。 

4-5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只直述

中國與西方對外交及貿易有

何分別的內容及粗略分析如

何達致鞏固統治成效。惟作

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輕，

或不理會題旨。史例內容空

洞無物，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不相關的資料；表達能力薄

弱，論點嚴重矛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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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未能根據資料，只直述

中國與西方對外交及貿易的

內容及未能分析如何達致鞏

固統治成效。對題旨毫無認

識，錯漏頗多。忽略題旨，

胡亂綜合，線索不明，或偏

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組織混

亂，表現遠離水準。 

0-1 

 

c. 根據資料二說明林則徐的禁煙政策。(5 分) 

  

道光帝於 1838年底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主持禁煙大局。林則

徐抵達廣州後，即嚴查煙販，諭告外商需呈繳鴉片，並要求外商簽署保證書，

聲明不再販賣鴉片，如有違反，「貨盡没官，人即正法」。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

律拒絕交出鴉片，又阻撓英商簽署保證書。林則徐遂下令暫行「封艙」，停止中

英貿易，並派兵封鎖英人居住的商館，義律方才答應呈繳鴉片。林則徐没收

英、美商人繳來的二萬多箱鴉片，集中於虎門鎖毀。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林則

徐的禁煙政策，準確的史

實，詳細而有條理地進行，

論據具說服力。整體而言，

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深入

比較，內容豐贍，條理分

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

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

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5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林則

徐的禁煙政策，並能選取準

確的史實，有條理地作出說

明。全文緊扣題，旨惜未能

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

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

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

例無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

漏；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

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

出有理據的議論。 

4 

考生能根據資料，簡單說明

林則徐的禁煙政策。整體而

言，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確，但稍欠

均衡；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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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史事作簡單說明，或史論

結合不盡理想，只列舉史科

而欠缺詳細說明，只能道出

大要，整體而言，尚能切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

錯誤。 

試對試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

著重史實鋪陳。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只直述

說明林則徐的禁煙政策。惟

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

輕，或不理會題旨。史例內

容空洞無物，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不相關的資料；表達能力薄

弱，論點嚴重矛盾。 

2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未能說

明林則徐的禁煙政策。對題

旨毫無認識，錯漏頗多。忽

略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

明，或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組織混

亂，表現遠離水準。 

0-1 

 

d. 根據資料三分析此與鴉片戰爭爆發的關係。(10 分) 

  

 資料三是林則徐命令外商「簽署保證書」，聲明不再夾帶鴉片來華，否則

「貨盡没官，人即正法」。林則徐為了加強阻嚇力，便於外人商館佈置兵丁、外

人皆圍禁商館之內，並下令停止中英貿易，禁止停泊的洋船裝卸貨物，這樣可

向洋商宣示清廷禁煙的決心和林則徐執法的能力，使洋商不敢違命，以後不再

來華販賣鴉片。 

 

 但林則徐的禁煙行動與西方現代法制觀念不容、其涉嫌違規的手法，引起

中英進一步的衝突。英人眼中，林則徐不認識西方現代法制觀念，只依據傳統

觀念來執法，為求達到目的而採取不合法的行動。例如，他迫洋商簽署同意

書，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便「貨盡没官，人即正法」，又勒令交出鴉片、圍禁商

館等，這些行為招致英人的反感，等同剝奪他人的財產權和人身自由權，被英

人視為強暴非法。由此可見，林則徐要求外商簽訂具結的行為失當，驅使英國

以軍事行動回應，發動鴉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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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簽訂具

結與鴉片戰爭爆發的關係。整

體而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

作深入分析，內容豐贍，條理

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

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9-10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簽訂具

結與鴉片戰爭爆發的關係，並

能選取準確的史實，有條理地

解釋有關內容。全文緊扣題

旨，惜未能廣泛援引資料與史

實，部分論據欠完備；整體而

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

引史例無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7-8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簽訂具

結與鴉片戰爭爆發的關係。整

體而言，內容欠均衡，或只能

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或史論

結合不盡理想，只列舉史科而

欠缺分析，或舉例闕如，只能

道出大要，整體而言，尚能切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

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4-6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說明簽訂

具結與鴉片戰爭爆發的關係。

惟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

輕，或不理會資料。史例內容

空洞無物，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2-3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簽訂

具結與鴉片戰爭爆發的關係。

對題旨毫無認識，錯漏頗多。

忽略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

明，或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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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分析 

1.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甲

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鴉

片

戰

爭 

☆ 

南京

條約

的經

濟影

響 

☆☆ 

鴉片

戰爭

原因

及與

英法

聯軍

之役

關係 

  ☆☆ 

鴉片

戰爭

原因

及影

響 

 ☆ 

南京

條約

如何

引發

英法

聯軍

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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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目分析及作答技巧 

 

整體分析 本題屬細分多題。屬圖片資料設題的論述題，考生須理解資料

的內容，然後整理出(B)根據資料一說明中國與西方對外交及

貿易有何分別。(C)根據資料二說明林則徐的禁煙政策。(D) 

根據資料三分析此與鴉片戰爭爆發的關係，需準確把握資料反

映的觀點和描述的事實，然後能整理題問。 

資料分析 資料屬於圖片及及當代史料，扣題作答。 

答題技巧(b)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中國和西方的

不同外交制度。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為圖片，字眼包括：以圖片資料《萬國來朝

圖》、。「朝貢的場面」，因此作答必須以資料分析中國和

西方的不同外交制度。。 

答題技巧(d)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鴉片戰爭爆發

的原因，必須配合資料進行分析。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強調具結，與鴉片戰爭爆發的關係。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貨盡没官，人即正來」。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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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七 評卷參考 

甲部：必修部份，歷代發展（選答題） 

十九世紀中葉至二十世紀末 

八國聯軍 

 
評分參考 

 

a. 根據資料一說明圖中是屬於哪個組織的旗幟?(2 分) 

  

義和團。 

 

b. 承上題，該組織與八國聯軍之役有何關係?(8 分) 

 

義和團在京津排外 

 根據資料一所描述的組織是義和團，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因清

末民間情緒高漲，使義和團受到社會下層的支持，勢力迅速發展，團民到處拆

教堂，毀鐵路，殺士、山東巡撫對義和團的政策剿撫不定。後來團民轉移到京

津進行排外活動、引起西方各國的強烈不，滿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亦未能採

取果斷行動，化解義和團引發的危機，終導玫八國出兵中國，爆發八國聯軍之

役。 

 

義和團得慈禧重用 

 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太后幽禁光緒帝，並欲緝拿康有為、梁啟超，康、

梁二人卻在英國、日本協助下逃亡海外。其後慈禧太后屢欲廢黜光緒帝，但因

外國使節的反對而未能成事，因此，慈禧太后對洋人痛恨甚深，遂招撫義和

團，利用他們來對抗洋人，義和團得慈禧太后的重用，慈禧允許義和團進京，

更稱之為義民，默許他們到處燒教堂、毀鐵路，後期更至發展成每活捉外國教

士就可獲朝廷賞賜，終導致八國出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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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義和

團如何引發八國聯軍之役，

準確的史實，詳細而有條理

地進行分析，論據具說服

力。整體而言，全文緊扣資

料及題旨作深入比較，內容

豐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

有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

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8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義和

團如何引發八國聯軍之役，

並能選取準確的史實，有條

理地作出分析。全文緊扣

題，旨惜未能廣泛援引資料

與史實，部分論據欠完備；

整體而言，表達清晰，論有

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遺

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

漏；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

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

出有理據的議論。 

6-7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義和

團如何引發八國聯軍之役。

整體而言，內容欠均衡，或

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或史論結合不盡理想，只列

舉史科而欠缺詳細比較，只

能道出大要，整體而言，尚

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

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確，但稍欠

均衡；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

試對試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

著重史實鋪陳。 

4-5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只直述

八國聯軍之役的原因。惟作

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輕，

或不理會題旨。史例內容空

洞無物，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不相關的資料；表達能力薄

弱，論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只直述

八國聯軍之役的原因。對題

旨毫無認識，錯漏頗多。忽

略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

明，或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組織混

亂，表現遠離水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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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資料二和資料三均屬西方明信片，明信片中描繪中國人於八國聯軍前後對洋

人態度有何轉變。試找出證據加以說明。(1+4 分) 

  

 資料二的明信片是描述中國人肆意殺洋人；資料三的明信片是描述中國人

懼怕洋人。由仇外轉為懼外。 

 

證據：資料二的明信片中見到義和團隨意在北京街頭，三五成群地追殺洋

人，有洋人甚至已被殺害倒在地上，無人理會，反映出當時中國人對洋人十分

憎恨。 

 

資料三的明信片中見到中國人樣子十分懼怕洋人，彎著身子只想逃走，反

映出當時中國人對洋人十分害怕。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

人對洋人態度的轉變，詳細

而有條理地進行比較兩則資

料的明信片，找出論據並具

說服力。整體而言，全文緊

扣資料及題旨作深入比較，

內容豐贍，條理分明，立論

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

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5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

人對洋人態度的轉變，並能

選取準確的史實，有條理地

作出說明。全文緊扣題，旨

惜未能廣泛援引資料證據，

部分證據欠完備；整體而

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

所引史例無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

漏；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

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

出有理據的議論。 

4 

考生能根據資料，簡單說明

中國人對洋人態度的轉變。

整體而言，內容欠均衡，或

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或史論結合不盡理想，只列

舉資料證據而欠缺詳細說

明，整體而言，尚能切題，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確，但稍欠

均衡；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

試對試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

著重史實鋪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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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

誤。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簡單說

明中國人對洋人態度的轉

變。惟作答內容失衡，或避

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史

例內容空洞無物，錯漏頗

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不相關的資料；表達能力薄

弱，論點嚴重矛盾。 

2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未能說

明簡單說明中國人對洋人態

度的轉變。對題旨毫無認

識，錯漏頗多。忽略題旨，

胡亂綜合，線索不明，或偏

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組織混

亂，表現遠離水準。 

0-1 

 

d. 承上題，試分析中國人對洋人態度轉變的原因。(10 分) 

  

 中國人對洋人態度由仇外轉為懼外。 

中國人初期對洋人態度是仇外。是因十九世紀後期，清廷對外戰爭屢遭挫

敗。甲午戰後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的舉動，使中國陷入存亡的危機，民眾對洋人

侵略表示強烈的反感，1898年，德國把山東劃為其勢力範圍後，當地民間瀰漫

著強烈的仇外情緒。再加上來華傳教士迅速增加，但傳教士倚仗特權強佔土地

及部分教民仗勢欺人，地方官對民教衝突又未能持平辦理，都令民眾深痛惡

絕，遂有義和團等排外組織的出現。 

 

 中國人後期對洋人態度轉為懼外。八國聯軍之役前，清廷與中國民眾、士

大夫對洋人心理上尚未屈服，抱有輕外、仇外的態度。但八國聯軍之役時，京

師再被攻陷，中國任由列強魚肉，慈禧太后對列強的議和條款不僅全部答允，

而且表示今後當盡力取得列強之「歡心」，對洋人百般順從，中國的民族自尊心

掃地殆盡。清廷由輕外、仇外，一轉為懼外、媚外，對洋人百般順從。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人

對洋人態度由仇外轉為懼外，

更分析轉變的原因。整體而

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深

入分析，內容豐贍，條理分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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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

服。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人

對洋人態度由仇外轉為懼外，

更分析轉變的原因，並能選取

準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釋有

關內容。全文緊扣題旨，惜未

能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

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

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

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7-8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人

對洋人態度由仇外轉為懼外，

更分析轉變的原因。整體而

言，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引

史事作簡單說明，或史論結合

不盡理想，只列舉史科而欠缺

分析，或舉例闕如，只能道出

大要，整體而言，尚能切題，

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4-6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

人對洋人態度由仇外轉為懼外

情況。惟作答內容失衡，或避

重就輕，或不理會資料。史例

內容空洞無物，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2-3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

人對洋人態度由仇外轉為懼

外。對題旨毫無認識，錯漏頗

多。忽略題旨，胡亂綜合，線

索不明，或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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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分析 

1.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甲

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八

國

聯

軍

之

役 

  ☆ 

八國

聯軍

之役

的原

因 

     ☆ 

八國

聯軍

之役

的影

響 

  

 

 

2.題目分析及作答技巧 

 

整體分析 本題屬細分多題。屬圖片資料設題的論述題，考生須理解資料

的內容，然後整理出(A)根據資料一屬什麼組織，然後(B)該組

織與八國聯軍之役的關係。(C)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說明中國

人對洋人的態度有何不同，然後(D)說明態度轉變的原因，需

準確把握資料反映的觀點和描述的事實，然後能整理題問。 

資料分析 資料屬於圖片資料，扣題作答。 

答題技巧(b)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八國聯軍之役的原

因。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圖片資料，援

引史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為圖片，字眼包括：以圖片資料「扶清滅

洋」，因此作答必須以資料分析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之役的

關係。。 

答題技巧(c)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比較。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圖片資料，援

引史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為圖片，字眼包括：以圖片資料「義和團在北

京殺逐洋人」、「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因此作答必須以資

料比較中國人對洋人態度前後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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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技巧(d)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中國人對洋人

態度轉變的原因，必須配合資料進行分析。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強調中國人對洋人態度轉變的原因。。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義和團在北京殺逐洋人」、「八國

聯軍入侵中國」。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中國人對洋人態度轉變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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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八 評卷參考 

乙部：選修部份                       

單元五：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評分參考 

 

a. 根據資料一說明利瑪竇的傳教策略。(15 分) 

 

十六世紀中己有傳教士來華傳教，惜來華的傳教士大多未能踏足國內傳教，

直至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來華，才成功打破傳教事業的悶局，能進入內地傳教，

更為傳教事業奠定基礎。因利瑪竇自己有一套獨特的傳教方式。 

 

根據資料一「下至庶人，上至巨卿，成與晉接」，見利瑪竇能融入中國主流

社會，因利瑪竇於 1581年來華傳教時，先到達澳門，兩年後隨羅明堅進入廣

東，留居肇慶達十年，利瑪竇來華之初，曾以僧人裝束傳教，但後來發現僧不

大受尊重，而儒士的社會地位較尊崇，於是他便改穿儒服，潛心學習漢文漢

語，不單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更能熟讀諸子經史，以便結交儒士，擴大在社會

主流的影響力。利瑪竇到廣東後，向官員贈送西方器物，獲准居留，他廣結名

士和官員，才能成功獲得引薦晉見神宗，可見利瑪竇以結交主流社會的士大夫

為其傳教策略第一步。 

根據資料一「携帶方物，進京朝貢」，見利瑪竇携帶西方器物，獻給神宗，

因而得神宗接見，後更獲神宗批准，居留首都傳教。利瑪竇因結交名士和官

員，成功獲得引薦，晉見神宗，更獻上自鳴鐘、西琴、萬國圖、三稜、鏡天主

像、聖母像等器物，神宗賞識利瑪竇才華，欲授以官爵，但利瑪竇拒絕。神宗

遂准利瑪留居京師，讓利瑪竇能繼續在華傳教。 

 

根據資料一「臣唯事奉天主」，利瑪竇清楚知道，基督教的教義與中國、儒

道佛思想不太相同，其中特別是儒家思想，了解中國傳統學者特別尊崇儒家的

孔孟思想，儒家重視「天命」，主張敬天、尊天、祭天，利瑪竇將其教名定為

「天主教」，尊主宰一切的造物主為「天主」，取意為「天地主宰，主神主人，

亦主萬物」。所以利瑪竇特意把天主教教義多符合孔孟學說，因而使中國人接受

天主教，相信天主教能「補儒正佛」，利瑪竇對中國祭祖尊孔的傳統採取寛容政

策，更不干涉天主教信徒在家或在官場的祭祀活動，讓天主教得以迅速在中國

傳播和發展。 

  



42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利瑪竇

的傳教策略，詳細而有條理地

分析利瑪竇成功的傳教策略，

論據具說服力。整體而言，全

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深入分

析，內容豐贍，條理分明，立

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13-15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利瑪竇

的傳教策略，並能選取準確的

史實。全文緊扣題旨，惜未能

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論

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

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10-12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利瑪竇

的傳教策略。整體而言，內容

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

單說明，或史論結合不盡理

想，只列舉史科而欠缺分析，

或舉例闕如，只能道出大要，

整體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

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6-9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說明利瑪

竇的傳教策略。惟作答內容失

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

旨。史例內容空洞無物，錯漏

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3-5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利瑪

竇的傳教策略。對題旨毫無認

識，錯漏頗多。忽略題旨，胡

亂綜合，線索不明，或偏離題

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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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分析中國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的原因。(10 分) 

 

 根據資料二「羅馬教廷最後禁令……；結果，乃使雍正以後，一百二十餘

年間，天主教上為朝廷與地方官禁止，下為民間排斥」顯示中國與羅馬教廷發

生「禮儀之爭」的衝突。十七世紀中葉，多明我會教士向羅馬教廷報告，批評

耶穌會教士的傳教策略，於是，羅馬教廷發出禁令，要求中國天主教信徒必須

嚴格遵守誡條，此舉導致清帝大感不滿，最終更頒下禁令。 

 

耶穌會傳教方式 

 耶穌會教士如利瑪竇為方便傳教，對中國傳統祭天、祀祖、尊孔等儀式取

寬容態度，容許信徒在家、在官場參加祭祀活動，又調整部份天主教教義，以

配合中國傳統禮教。但後來的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外方傳教會的教士卻未明

耶穌會教士的苦心，認為中國人的祭祀傳統違反了基督教「不可敬拜別的偶

像」的誡條，所以主張禁止中國信徒參加各種祭祀活動，責難他們的傳教方

式，發生爭議，羅馬教廷堅持傳教士必須要求信徒嚴格守誡條。 

 

傳教士對教義的不同解釋 

 天主教入華之初期，以「德斯」為神的譯名，意即「天主」。後來，利瑪竇

以中國古代文獻中的「天」或「上帝」作為神的譯名，藉以說明中國古代便有

基督信仰。雖然來華的傳教士明白，中國文獻中的「天」不同於拉丁文中的

「德斯」，但為方便傳教，仍堅持用「上帝」與「天主」，但羅馬教廷卻認為應

當用「天主」來作為「德斯」的對譯詞，不應用「上帝」一詞。 

 

 終羅馬教廷派主教來華傳達羅馬教廷的禁令，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祀孔，羅

馬教廷的禁令，等同要求中國信徒放棄中國的傳統文化，羅馬教廷的禁令令清

皇帝大怒，遂下令禁教，把在華的傳教士逐出中國，没收教會財產，禮儀之爭

終於由文化衝突演變成羅馬教廷與清廷的對抗。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與

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的原

因，詳細而有條理地解釋有關

內容，論據具說服力。整體而

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深

入分析，內容豐贍，條理分

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

服。 

能扣緊題旨。答案完備，內容豐

贍，能有效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

料；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

前後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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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與

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的原

因，並能選取準確的史實，有

條理地解釋有關內容。全文緊

扣題旨，惜未能廣泛援引資料

與史實，部分論據欠完備；整

體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

據，所引史例無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7-8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與

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的原

因。整體而言，內容欠均衡，

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或史論結合不盡理想，只列舉

史科而欠缺分析，或舉例闕

如，只能道出大要，整體而

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

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4-6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

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的原

因。惟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

就輕，或不理會資料。史例內

容內洞無物，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2-3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中國

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的原

因。對題旨毫無認識，錯漏頗

多。忽略題旨，胡亂綜合，線

索不明，或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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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分析 

1.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卷

二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基

督

宗

教 

☆☆

利瑪

竇播

教手

法 

☆☆

清禁

教、

馬禮

遜 

☆☆

利瑪

竇、

南京

教

案、

禮儀

之爭 

☆☆

利瑪

竇、

馬禮

遜 

☆☆

利瑪

竇、

禮儀

之爭 

☆☆ 

利瑪

竇、

馬禮

遜 

☆☆

利瑪

竇、

馬禮

遜 

☆☆ 

利瑪

竇、

馬禮

遜 

☆☆

利瑪

竇、

馬禮

遜傳

教方

法 

☆☆

利瑪

竇在

華傳

教策

略、

馬禮

遜傳

教方

法 

☆ 

利瑪

竇傳

教方

法 

  

 

2.題目分析及作答技巧 

整體分析 本題屬評論資料設題的論述題，考生須理解資料的內容，然後

整理出(A)根據資料一說明利瑪竇的傳教策略。(B)根據資料二

分析中國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的原因，需準確把握資料反

映的觀點和描述的事實，然後能整理題問。 

資料分析 資料屬於現代史家評論及當代史料，說明利瑪竇的傳教策略；

分析中國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的原因。 

答題技巧(a)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利瑪竇的傳教

策略。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下至庶人，上至巨卿，成與晉

接」、「携帶方物，進京朝貢」、「臣唯事奉天主」，因此作

答必須以資料分析利瑪竇的傳教策略。 

答題技巧(b)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禮儀之爭的原

因，必須配合資料進行分析。 



46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強調傳教方式和傳教士對教義的不同解釋，如何

發生禮儀之爭。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羅馬教廷最後禁令……；結果，

乃使雍正以後，一百二十餘年間，天主教上為朝廷與地方

官禁止，下為民間排斥」。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禮儀之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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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九 評卷參考 

乙部：選修部份                      

單元四：制度與政治演變 

均田制 

 
評分參考 

 

a. 根據根資一說明北魏均田制實施的成效。(15 分) 

 

根據資料一，錢穆認為北魏均田制對政府、豪強及農民三方均有利，更為隋唐

興盛的基礎。 

 

北魏政府 

北魏政府推行均田制後，社會經濟逐漸恢復並加快發展。均田制不僅讓農

民得到土地，又實行「計力授田」，即按勞動力高低，授予相應數量的土地，通

過將國家掌握的荒地授給無地流民，以便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有利統治；更

達致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平衡，使國家賦稅收入大為增加，北魏推行均田制

後，史載「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這強化了北魏的國力，有利政權的

鞏固。 

 此外，均田制作為一種土地國有制，土地的控制和分配權掌握在政府手

裏，政府授田予民，農民老死之後將土還給政府，使豪強、權貴不易伺機侵吞

土地，難以造成土地兼併，有助緩和社會矛盾，北魏政府得以穩定管治。 

 

豪強方面 

 北魏均田制實施雖然從豪強手中奪走蔭戶，但是並没有限制他們畜養奴

婢。均田令下，規定奴婢、耕牛均可獲政府授田，貴族豪強便能據此繼續廣佔

土地，在均田法下，因奴婢也能計口受田，豪強之家畜養奴婢越多，所獲受之

田地越多，豪強利益並未被完全剷除；北魏實施的均田制，是在承認私有土地

的前提下，不干涉現存的土地狀況，也不没收貴族、官員和豪強大族手上的土

地，這政策確保豪強利益，亦減少豪強反對均田制的施行，能均衡雙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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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方面 

 北魏均田制以「計口授田」原則，男子十五年歲以上，國家授予露田四十

畝，桑田二十畝，婦人授露田二十畝，政府所授之露田不許買賣，受露田者死

後或年滿七十歲後要把田交還政府，至於桑田，則可留給子孫，不必歸還，北

魏均田制施惠百姓，讓農民得到土地，有了穩定的收入，生活逐步改善，不再

流離失所，減低了社會矛盾，農民起事情況減少，確令農民生活有保障。北魏

政府更以「力業相稱」原則分田，使有更高勞動力者能相應得到更多土地，令

農業產量得以提升，使農民生活更安穩。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北魏均

田制實施的成效，詳細而有條

理地分析政府、豪強及農民三

方面的成效，論據具說服力。

整體而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

旨作深入分析，內容豐贍，條

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

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顯

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13-15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北魏均

田制實施的成效，並能選取準

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釋均田

制對政府、豪強及農民三方面

的成效。全文緊扣題旨，惜未

能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

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

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

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10-12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北魏均

田制實施的成效。整體而言，

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作簡單說明，或史論結合不盡

理想，只列舉史科而欠缺分

析，或舉例闕如，只能道出大

要，整體而言，尚能切題，表

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6-9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分析北魏

均田制實施的成效。惟作答內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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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

會題旨。史例內容空洞無物，

錯漏頗多。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分析北魏

均田制實施的成效。對題旨毫

無認識，錯漏頗多。忽略題

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或

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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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分析唐太宗實行均田制的原因。(10 分) 

 

自唐高祖起，唐室已頒佈了均田令，但由於政局動盪，並未全面切實執行均田

令，及至唐太宗時，政局稍定，唐太宗為求改善民生，遂更新了均田制內容，

並全國切實執行。 

 

資料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 

 根據資料二中描述「人煙斷絕，雞犬不聞」，因唐初經過隋末的戰禍，人口

銳減，做成人煙斷絕，雞犬不聞的景象，北方地區尤其凋敝。農村經濟大受破

壞，生產力下降，隋代的富庶景象己不復見。唐高祖建國後，人口只得二百萬

戶；太宗貞觀時，也僅得三百萬戶，約只及隋代最興盛時的三分之一，故魏徵

諫太宗時曾表示唐室「人煙斷絕，雞犬不聞」，所以魏徵勸勉唐太宗當前首要任

務是恢復生產力，安頓流亡人口，並鼓勵人民從事耕種。當時國家掌握的土地

充足，適合施行計口授田的均田制，能對唐初產生恢復經濟的積極作用，因

此，唐太宗更新自唐高祖時頒佈的均田令，使均田制全面切實執行。 

 

資料二：「道路蕭條，進退艱阻」 

 根據資料二中描述「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因隋末經過連年戰亂，人口流

亡，形成道路蕭條，戶籍散失，生產廢弛，民生破落至極，貞觀初年，天災連

年，貞觀元年，黃河中游地區發生饑荒，斗米售價竟相等於絹一匹；次年，全

國發生蝗災；第三年，全國更廣泛出現水災。所以魏徵勸勉唐太宗當前首要任

務是應付天災，改善民生。當唐太宗繼位後，決定進一步修訂均田制，讓農民

固定在土地上，於短期內恢復生產，全面執行均田制，以穩定民心，從而消除

民變再現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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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唐太宗

實行均田制的原因，詳細而有

條理地解釋有關內容，論據具

說服力。整體而言，全文緊扣

資料及題旨作深入分析，內容

豐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

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答案完備，內容豐

贍，能有效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

料；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

前後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9-10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唐太宗

實行均田制的原因，並能選取

準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釋有

關內容。全文緊扣題旨，惜未

能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

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

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

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理分

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7-8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唐太宗

實行均田制的原因相關內容。

整體而言，內容欠均衡，或只

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或史

論結合不盡理想，只列舉史科

而欠缺分析，或舉例闕如，只

能道出大要，整體而言，尚能

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

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一

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陳。 

4-6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說明唐太

宗實行均田制的原因。惟作答

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不

理會資料。史例內容空洞無

物，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大

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2-3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唐太

宗實行均田制的原因。對題旨

毫無認識，錯漏頗多。忽略題

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或

偏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

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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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分析 

1.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卷

二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北

魏

均

田

制 

 ☆☆ 

北魏

均田

制歷

史淵

源、

施行

背景

和制

度內

容。 

 ☆☆ 

北魏

推行

均田

制目

的。 

比較

北魏

與唐

授田

情況

不

同，

與唐

時政

治社

會的

關

係。 

 ☆☆

北魏

推行

均田

制原

因。 

均田

制如

何促

進農

業發

展。 

☆☆

比較

北魏

與唐

均田

制內

容。 

☆ 

北魏

均田

制內

容如

何鞏

固政

權。 

☆ 

北魏

孝文

帝推

行均

田制

背

景。 

☆ 

北魏

推行

均田

制既

有抑

制豪

強，

亦有

安撫

豪強

的目

的。 

☆☆ 

北魏

推行

均田

制施

行的

背景

與結

果。 

唐

代

均

田

制 

☆☆ 

唐代

推行

均田

制的

兩個

條

件。 

均田

制崩

壞主

 ☆☆ 

唐代

均田

制制

訂是

為了

維護

社會

穩定

和確

保國

☆ 

比較

北魏

與唐

授田

情況

不

同，

與唐

時政

治社

☆☆ 

唐初

均田

制施

行與

當時

政權

穩定

的關

係。

唐代

 ☆☆

比較

北魏

與唐

均田

制內

容。 

☆ 

唐中

葉以

後均

田制

敗壞

以致

國勢

衰

落。 

☆ 

唐初

均田

制有

助穩

定政

權。 

☆ 

唐均

田制

敗壞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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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

素是

耕地

面積

追不

上人

口增

加。 

家賦

稅收

入。 

會的

關

係。 

均田

制衰

敗原

因。 

  

 

2.題目分析及作答技巧 

整體分析 本題屬評論資料設題的論述題，考生須理解資料的內容，然後

整理出(A)北魏均田制的成效，(B)唐太宗實行均田制的原因，

需準確把握資料反映的觀點和描述的事實，然後能整理北魏均

田制實施的背景。 

資料分析 資料屬於現代史家評論及當代史料，說明北魏均田制對政府、

豪強和農民的成效；以唐代史料分析唐太宗實行均田制的背

景。 

答題技巧(a)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北魏實施均田

制的成效。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於政府、豪強及農民三方均有

利」，因此作答必須以三方面分析政策的成效。 

答題技巧(b)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唐太宗實行均

田制的原因，必須配合資料進行分析。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強調唐高祖時未能全面實行均田制，至唐太宗時

才能切實執行。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

條，進退艱阻」。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唐太宗更新均田制內容後切

實全面執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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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十 評卷參考 

乙部：選修部份 

單元四：制度與政治演變 

明科舉 

 
評分參考 

 

a. 根據資料一，說明宋代科舉制度的防弊措施。 (15 分) 

 

資料一「宋代考試制度，是遠比唐代嚴格了」。所以宋代鑑於唐代考試規則寬鬆，

科場舞弊嚴重，不利選拔人才，故致力加強立法，盡量避免考試不公的情形。 

 

糊名與謄錄 

 糊名又稱彌封，把考生考卷上的個人資料糊上，以防止考官閱卷時徇私。謄

錄，即朝廷命人把考生的試卷重新抄錄，專供考官評閱，以免考官能夠在已糊名

的考卷上認出考生筆跡，造成評卷不公的情形。 

 

鎖院 

 鎖院有兩種防弊意義，一是對於考生而言，在入試場後即封鎖貢院之門，以

防考生會有作弊；二是針對考官，考生考選期間考官不能離開貢院，考官不能與

外界接觸，以免洩露試題有舞弊機會。 

 

內外簾分工 

 宋代於各級考試中實行「外簾」與「內薕」的分工：外簾官負責考試組織工

作，內薕官負責試卷評閱工作；又規定兩官不得隨意接觸，以免他們串通作弊。 

 

互保連坐制 

 宋代規定地方薦舉貢士上京前，必須先核實貢士的身分，包括姓名、戶籍、

祖宗三代名諱等，以確保貢士品格可靠，以防止冒籍應考的情形；然後把十個同

區的貢士結為一保，若其中有一人在科場中出現行為不端，不但該貢士會受嚴厲

處分，同保的九人亦受牽連，以後不得再參加科舉考試。 

 

別試與鎖廳試 

 宋代規定除殿試外，所有與各級科舉考試有關的官僚子弟、親屬、門生參加

科舉時，必需另派主試官及另設考場，稱為別試。若現任官員報考科舉，亦須另

設考場，稱為鎖廳試，以防止他們憑藉權力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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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宋代科舉

制度中的防弊措施。整體而言，

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深入分

析，內容豐贍，條理分明，令人

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

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11-15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宋代科舉

制度中的防弊措施，並能選取準

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釋有關情

況。全文緊扣題旨，惜未能廣泛

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內容欠完

備；整體而言，表達清晰，論有

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遺漏。 

能掌握題旨；內容切題及大致

均衡，答案並無夾雜錯誤材料

及/或重要遺漏；表達清晰，條

理分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

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10-12 

考生能根據資料，說明宋代科舉

制度中的防弊措施。整體而言，

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

簡單說明，或史論結合不盡理

想，只能道出大要，整體而言，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

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內容基本切

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表達

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

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

後不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鋪

陳。 

6-9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說明宋代科

舉制度中的防弊措施。惟作答內

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

題旨。史例內容空洞無物，錯漏

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內容夾雜重

大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的資

料；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

矛盾。 

3-5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說明宋代科

舉制度中的防弊措施。對題旨毫

無認識，錯漏頗多。忽略題旨，

胡亂綜合，線索不明，或偏離題

旨。 

完全誤解題旨；內容貧乏及/或

不切題；組織混亂，表現遠離

水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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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說明明代科舉考試對人才消長的影響。(10 分) 

 

根據資料二，明代科舉以功名決定仕途，進士及第是清流，可以留在中央讀

書，進入翰林院任官，飛黃騰達，而秀才、舉人則屬濁流，只能任基層官員，

仕途甚差。 

 

清流濁流對人才消長的正面影響 

 明代科舉以當中最優秀的進士及第是清流，他們取得功名就進入翰林院作

重點培育，為內閣及其他行政部門，發揮儲才之所的作用。明代又實行「進士

觀政制度」，一甲新科進士直接入翰林院任職；二甲及以下新科進士包括庶吉士

都要經過「觀政」，即派遣到中央各部們作短期實習訓練，才被分配到朝廷或地

方任職。進士觀政是優良的職業培訓制度，為明代選官制度的一項創舉，對培

儲人才有重大的意義。 

 

清流濁流對人才消長的負面影響 

 明代科舉以功名決定仕途，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流，沉澱在下面，永遠

不超升，前途黯淡，難以升遷，濁流出身的官員更因地位卑下，往往逃避責

任、鑽營謀私、魚肉百姓，成為明代吏治敗壞的一大根源。而清流出身的官員

未曾擔任基層小官，不熟習史事，不通曉民情，造成官員上下層之間的嚴重隔

閡，政情難以上達，未能妥善制定政策，惠及民生，科場上嚴分流品，造成明

代科舉上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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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明代科舉

考試對人才消長的影響，準確的

史實，詳細而有條理地解釋有關

原因，論據具說服力。整體而

言，全文緊扣資料及題旨作深入

比較，內容豐贍，條理分明，立

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表達

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9-10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明代科舉

考試對人才消長的影響，並能選

取準確的史實，有條理地解釋有

關原因。全文緊扣題，旨惜未能

廣泛援引資料與史實，部分論據

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清晰，

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遺

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

漏；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

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

出有理據的議論。 

7-8 

考生能根據資料，分析明代科舉

考試對人才消長的影響。整體而

言，內容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

事作簡單說明，或史論結合不盡

理想，只列舉史科而欠缺詳細說

明原因，只能道出大要，整體而

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

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確，但稍欠

均衡；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

試對試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

著重史實鋪陳。 

4-6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分析明代科

舉考試對人才消長的影響。惟作

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不

理會題旨。史例內容空洞無物，

錯漏頗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不相關的資料；表達能力薄

弱，論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未能根據資料，分析明代科

舉考試對人才消長的影響。對題

旨毫無認識，錯漏頗多。忽略題

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或偏

離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組織混

亂，表現遠離水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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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分析 

1.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卷二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宋科

舉 

☆ 

宋代

科舉

內容 

 ☆ 

宋代

科舉

內容 

☆☆ 

比較

中晚

唐、

北宋

和明

官員

出身

的變

化，

從制

度內

容分

析原

因。 

☆ 

宋代

科舉

內容 

 ☆ 

印證

宋代

科舉

客觀

公平 

 ☆ 

宋代

防弊

措施

內容 

 ☆ 

宋代

取士

原則 

明科

舉 

☆ 

明代

科舉

影響 

☆☆

明代

科舉

內容

及影

響 

 ☆ 

明代

科舉

影響 

☆☆

明代

科舉

對人

才消

長影

響 

☆ 

明代

科舉

內容 

☆☆

明代

科舉

影響 

☆ 

從唐

明兩

代的

科舉

途徑

和科

目闡

析兩

代科

舉與

社會

階層

流動

的關

係。 

☆☆

明代

科舉

對人

才消

長影

響 

☆ 

明代

科舉

弊病

叢生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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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目分析及作答技巧 

整體分析 本題屬評論資料設題的論述題，考生須理解資料的內容，然後

分別整理出宋代科舉制度的防弊措施和明代科舉考試對人才消

長的影響，需準確把握資料反映的觀點和描述的事實，然後能

整理答題。 

資料分析 資料屬於現代史家評論，說宋代科舉制度的防弊措施；另一資

料則指出明代科舉考試對人才消長的影響，考生需利用資料解

說清濁流不同品流對人才消長的影響。 

答題技巧(a)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宋代科舉制度

的防弊措施內容。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宋代考試制度，是遠比唐代嚴格

了」，因此作答必須引用宋代科舉防弊如何比唐代嚴格的

相關史實。 

⚫ 本問仍要注意則是必須強調：宋代才有防弊措施。 

答題技巧(b) ⚫ 考生應緊貼資料進行分析，以免只流於直述明代科舉考試

對人才消長的影響內容，必須配合資料進行分析。 

⚫ 本問為限制式論述題，因此作答必須要根據資料，援引史

實分析。 

⚫ 資料的提示字眼包括：「清流」、「濁流」 

⚫ 本問仍要注意必須強調：「清流」、「濁流」對人才消長的

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