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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題

中二（中四適用）　南宋

金舒嘉

張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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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 南宋

課程： 中學二年級
使用教科書： 文達出版有限公司、現代教育研究社、齡記出版有限公司、香港

教育圖書公司

內容方面 1. 「宋金和約」工作紙
2. 「蒙古擴張」工作紙（一）
3. 「蒙古擴張」工作紙（二）
4. 「聯蒙滅金」工作紙
5. 「岳飛的罪名」工作紙（一）
6. 「岳飛的罪名」工作紙（二）

工作紙目錄

語文運用方面 1. 工作紙一
2. 工作紙二
3. 工作紙三
4. 工作紙四

甲、導言

本港中學的中國歷史科教學書質素良莠不齊，向為人咎病。其主要問題在於

觀點陳舊，沒跟上現代史學發現的新論據，導致史實內容失實，史觀的敘述流於

偏頗。更嚴重者甚至連行文內的遣詞造句也大不暢順，因果關係糾纏不清，用字

不能清楚表達內容。此凡種種，實有興革必要。

本文旨在提出若干教科書現存的問題，製作一些用以糾正有關問題的工作

紙，以供教師課堂之用。鑑於中史課程冗長，史料浩瀚，一時間難以盡為審覽，

遂把研究範圍收窄至南宋（1127－1279年）期間，以中學二年級的中國歷史教
科書為例，盼能收拋磚引玉之效。

乙、現存教科書問題

　　平情而論，市面上教科書對南宋一段歷史的描述已有所改善，問題不太顯

著。綜觀幾本教科書的問題大致涉及內容偏頗失實及用詞不當兩大方面，前者高

舉大漢族主義和忽略近人研究結果，以致未能如實描述歷史；後者忽略用語以致

未能準確表達所傳遞的信息。現分析如下：

內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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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漢族主義

宋代（960－1279年）面對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外患，僅南宋一代先後面
對金人和蒙古人兩大主要外患，史事均集中在對外戰爭上。在字裏行間，隱

約透露出大漢族主義，即以中原為本位的價值取向來判斷歷史事件，以中原

的利益、立場為中心撰寫史事。例如在描述金（1115－1234）、蒙兩國南下
時，以「南侵」形容之；反之，南宋反攻則是「伐」，字詞已帶有判斷色彩。

1. 外族提出的和約條件必然是苛刻、屈辱的：
　　與外族簽訂的和約必定是「屈辱」的，不平等的。但作者似乎沒想過，

從來戰後所簽訂的和約均是一面倒對敗方不利，即使如此，然而總好過亡

國，以條約內容判斷是否「屈辱」，似乎有點那個。

　　在坊間教科書內此類觀點俯拾皆是，例如：

「但欽宗聽信投降派的主張，突然與金議和，接受了苛刻的條件。」1；

「接受金人苛刻條件」2，

「苛刻的條件」3、「屈辱的和約」4、「委屈求和」5；

「訂立屈辱和約，不但割地賠款，還向金俯首稱臣」6；

而當宋人武功不及人家，被迫求和簽約，然而這些條約必然是「喪權辱國的」
7。

2. 同一件事有不同評價

把發動戰爭的責任加諸外族身上，金人主動發動戰爭是「攻掠」8、蒙人

是「積極部署侵宋」9、「西夏不斷侵擾邊境」10只有極少數例外，如「蒙哥

伐宋陣亡」11。相反，宋人主動發動戰爭叫「北伐」12、「恢復中原」13。而同

樣是外族主動發動戰爭，外族（蒙古）攻打外族叫「大舉西征」，外族攻打

                                                
1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45。
2 余炎光、陳偉明：《中國歷史（二）──教師手冊》（香港：文達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47。
3 譚松壽、陳志華等人：《中國歷史第二冊》（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9年）頁 65。
4 余炎光、陳偉明：《中國歷史（二）──教師手冊》（香港：文達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51。
5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66。
6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64。
7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51。
8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52。
9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58。
10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58。
11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79。
12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51；余
炎光、陳偉明：《中國歷史（二）──教師手冊》（香港：文達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50。
13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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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宋人）是「向南進侵」1。

其他例子不勝枚舉，如金人打敗仗叫「大敗逃竄」2、「大敗而遁」3；宋

人打勝仗叫「挫敗金兵」4、「截擊」5、「重創金兵主力」6、「力挫金兵」7；

宋人被迫迎戰稱「抗元」8、「英勇抵抗」9、「南宋軍民奮起抵抗」10等等。

3. 同一件事有不同描述角度
同樣一件事情，不同出版社的教科書卻有不同描述，例如在聯蒙滅金事

件中，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便這樣描寫：

「蒙古滅金後，並未依約將黃河以南之地歸還南宋，兩國關係遂惡化。」11

而文達則寫道：

「由於宋朝未能依約攻佔南京，只好協議增付贖城費，以巨額款項換回幾座

空城，並把每年給遼的銀、絹轉送給金。」12

而齡記則這樣描述：

　　「宋徽宗（趙佶，1082－1135，1100－1125在位）時，見金伐遼每次都
取得勝利，便派人和它訂立協議，合兵攻遼⋯⋯遼亡後，金責備宋用兵不力，

幾經交涉，才同意把燕京（今北京）等地歸宋。但宋朝付出大筆款項，換得

的只是幾座空城⋯⋯滅金後，蒙古沒有實踐歸還黃河南岸全部土地給宋的承

諾，宋乘蒙軍北返，進佔汴京、洛陽。於是蒙古回師南下，從此與宋反目成

仇。」13

除了齡記的描述較整全以外，其餘兩者均從單一角度提供事實的一面，容易

誤導讀者。

                                                
1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67。
2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48。
3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66。
4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48。
5 余炎光、陳偉明：《中國歷史（二）──教師手冊》（香港：文達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49；譚松壽、陳志華等人：《中國歷史第二冊》（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9年），頁 72。
6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64。
7 譚松壽、陳志華等人：《中國歷史第二冊》（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9年），頁 72。
8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58。
9 余炎光、陳偉明：《中國歷史（二）──教師手冊》（香港：文達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49。
10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64。
11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58。
12 余炎光、陳偉明：《中國歷史（二）──教師手冊》（香港：文達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46。
13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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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沿襲前說、高舉道德教育牌坊而忽略史事的真確性和近人研究的新成果

在岳飛（1103－1142年）冤獄一事上，教科書大多採用不求甚解的態度，
認為岳飛致死的罪名乃「莫須有」。然而據近人研究所得，從大宋律例觀之，

在控告岳飛的四項罪名中，並無一項為「莫須有」罪，而是另有別情，處死

岳飛一事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合法的。當然，是否合情合理則作別論。

單單抽出「莫須有」三個字便硬說秦檜以此誣告岳飛致死，實為不求甚

解，須知「莫須有」的意思是要配合歷史場境、前文後理才能解釋，不能抽

空議論。史載韓世忠（1089－1151年）在岳飛入獄後在廷上質問秦檜（1090

－1155年），秦當時的回答是：「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

據近人研究，當時控告岳飛的四條罪，分別為稽延軍期、指斥乘輿、唆

擺張憲據襄陽和虛報軍情，故被高宗賜死。秦檜所謂「其事體莫須有」，是

指岳雲寫給張憲的信，意思是說，根本不用這封謀反的信，也另有其他罪名

足以令岳飛招殺身之禍。

教科書大概是沿襲前說，近代因政治及德育原因而褒揚岳飛、貶斥秦檜

的說法，加上民間流傳故事影響太深所致，而缺乏求真精神。

語文運用方面：

    中國歷史教科書以中文為載體，描述史實的始末因由，並展示作者對歷史事

件的看法。語文的運用是否適切，直接影響讀者（學生）理解內容。綜觀現行教

科書，文字使用的問題屢見不鮮。

    作者不恰當地運用語文，不但會影響學生中文水平的發展，更會令學生無法

準確地掌握文章的內容和作者的觀點。就中史科而言，教科書中常見的毛病大致

有三，包括：用詞不當、句意殘缺（句中欠缺某些字詞，導致整段文字意思不完

整）及文句不合邏輯。

    無疑教科書是課堂教學的主要工具，但當中所存有的問題也會阻礙教師的教

學素質。教師在備課時，需要多加注意課文文句的毛病，以免影響學生對史實的

理解， 當課文所提供的資料不足，可翻查相關的一手史料，以作補充，幫助學

生充分掌握課題內容。

    由於教科書中的文句毛病繁多，而且問題大同小異，故此以下的工作紙所設

的題目，只集中在南宋部分，以作示例，供各位老師及同學作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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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工作紙的目的在於讓各位老師明白教科書的不足，並且提供建議答案及

分析，供各位老師作為日後備課的參考。同時，老師可利用工作紙，讓學生明白

教科書存有的毛病，及語文運用對於描述史實的重要性，並藉此提醒學生第一手

史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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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和約」工作紙

適用年級： 中二

適合學生程度： 中上
時間： 十五分鐘

目的： 明白教科書內提及「屈辱」、「苛刻」等字眼只是從打敗仗的

漢人角度出發，相對於打勝仗的一方，條約未必算苛刻

試閱下面兩段文字，再回答以下問題：

資料甲：聯金滅遼後，金人得悉宋軍軍力薄弱 … …

「一年後，金兵再渡河圍攻汴京，由於多數朝臣急於求和，欽宗（1100－1161）

接受了金人苛刻的條件後〔註一〕，金兵便解圍北歸 … …

〔註一〕金人的主要條件是：（一）宋輸金五百萬兩、絹百萬匹、牛馬萬頭。

　　　 　　　　　　　　　（二）尊金為伯父。

　　　　 　　　　　　　　（三）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

∼取自現代教育研究社《中國歷史第二冊》 1

資料乙：

「高宗（1107－1187）、秦檜（1090－1155）和金人訂立屈辱和約，不但割地賠
款，還向金俯首稱臣〔註四〕。

〔註四〕和約的要點有：（一）宋奉表稱臣於金，金冊宋主為皇帝；

　　　　　　　　　　 （二）宋每歲向金國輸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三）宋割唐、鄧二州，以及商、秦二州之半給金；  　　　　　　　　　　　

　　　　　　　　　　 （二）宋金兩國，東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關為界。」

　　

∼取自齡記出版有限公司《簡明中國史第二冊》 2

                                                
1譚松壽、陳志華等人：《中國歷史第二冊》（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9年），頁 65。
2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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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述兩項資料均視南宋與外族簽訂的條約是苛刻、屈辱和不平等的，觀乎條
約內容，哪次和約比較苛刻？你認為哪項條件對宋室最苛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假設打勝仗的是南宋，請你發揮想像力，替南宋擬定條約內容，你會強調哪
一方面的條件：土地？物資金錢？從屬關係？邊界協定？請加以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如果你是打敗仗的金人，現在要你接受由你剛才定下的條款，你內心有甚麼
感受？你認為條約公平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根據上述討論，你覺得教科書的作者基於哪些因素屢次聲稱南宋與外族簽訂
的條件是苛刻屈辱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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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擴張」工作紙（一）

適用年級： 中二

適合學生程度： 中上
時間： 十分鐘

工作紙性性： 堂上做

目的： 明白教科書內的用詞受到作者史觀或主觀意願影響，未必盡為

公允敘述史事

試閱下面一段文字，再回答以下問題：

當宋金和戰的時候，蒙古乘機崛起於漠北。最初蒙古也曾向金臣服，後來勢力強

大，便向南發展，屢敗金人。

蒙古先打敗西夏，然後攻打金國，進圍燕京，金被迫遷都開封。蒙古軍包圍開封，

經過激烈的戰鬥後，雙方損失慘重，蒙古軍只好暫時退去。宋理宗也想擊敗金人，

收復失地，蒙古為求宋供應糧草，便約宋夾攻金國，並答應事成後，把黃河以南

的地方歸還宋朝。宋派軍隊伐金失利，而當蒙古軍最後攻入開封時，金主哀宗奔

蔡州，最後，宋蒙聯軍攻陷蔡州，哀宗自殺，金亡。

金滅亡後，南宋和蒙古接壤，兩國從此發生衝突。理宗時，蒙古大舉侵宋，大汗

蒙哥親自領兵攻合州，他的弟弟忽必烈攻鄂州。蒙哥圍攻合州，苦戰數月，不但

城未攻下，反而戰死了。忽必烈渡江圍鄂州，宋朝派遣賈似道領軍往救，賈似道

不敢接戰，還私自割地納幣求和。當時，忽必烈得知蒙哥戰死的消息，急於北返

爭奪帝位，便答應跟宋軍議和，帶兵北歸，自立為帝，改國號為元，是為元世祖。

∼取自現代教育研究社《中國歷史第二冊》 1

5. 作者在描述蒙古發動戰爭攻打西夏和金國時，用甚麼字眼來形容或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作者在描述蒙古發動戰爭攻打南宋時，用甚麼字眼來形容或描述？

                                                
1 譚松壽、陳志華等人：《中國歷史第二冊》（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9年），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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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有論者認為中學教科書以大漢族主義為本位撰寫，即以中原為本位價值取向
來判斷歷史事件，以中原的利益、立場為中心撰寫史事。若就上文有關南宋

與外族和戰的描述，你是否贊同此說法？請加以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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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擴張」工作紙（二）

適用年級： 中二

適合學生程度： 中上
時間： 十五分鐘

工作紙性質： 堂上做／家課

目的： 讓學生了解歷史可以有多元中心，從不同角度、立場出發研

讀中國歷史，而以往從教科書內讀到的只是其中一種以中原

為中心的歷史觀

試閱下面兩段文字，再填寫下表以及回答問題：

版本甲：

當宋金和戰的時候，蒙古乘機崛起於漠北。最初蒙古也曾被迫屈服於金，後來勢

力強大，便向南發展，力挫金人。

蒙古先攻伐西夏，然後進攻金國，圍燕京，金逼不得已遷都開封。蒙古軍包圍開

封，經過激烈的戰鬥後，雙方損失慘重，蒙古軍被迫暫時退去。宋理宗也想侵略

金國，取回失地，蒙古為求宋供應糧草，便約宋攻打金國。宋派弱兵攻打金失利，

而當蒙古軍卻節節勝利，最後攻入開封時，金主哀宗奔蔡州，最後，蒙宋聯軍攻

陷蔡州，哀宗自殺，金亡。

金滅亡後，南宋和蒙古接壤 … …

版本乙：

當宋金和戰的時候，蒙古乘機崛起於漠北。最初蒙古也曾被迫屈服於金，後來勢

力強大，便向南擴張，發動戰爭攻打金國。

蒙古先攻打西夏，然後揮軍直指金國，圍燕京，金便遷都開封。蒙古軍包圍開封，

戰事令雙方損失慘重，蒙古軍只好暫時退去。與此同時，宋理宗也想取回金國失

地，蒙古為求宋供應糧草，便與宋聯合攻打金國，並答應事成後，把黃河以南的

地方歸還宋朝。宋軍連番敗陣，而當蒙古軍最後攻入開封時，金主哀宗奔蔡州，

最後，蒙宋聯軍攻陷蔡州，哀宗自殺，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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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滅亡後，南宋和蒙古接壤 … …

作者站在那一國家的立場？

版本甲

版本乙

1. 你認為那一個版本較好？何以見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上述改寫版本仍未有結尾，如果要你為你所選取的版本（甲／乙）寫下結局，
你會怎樣寫？就把它寫在下面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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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蒙滅金」工作紙

適用年級： 中二

適合學生程度： 中上
時間： 十五分鐘

目的： 知道同樣一件事情，不同出版社的教科書有不同描述，了解

「盡信書不如無書」的道理，並從而明白歷史未必有一個「真

相」

試閱下面三段有關南宋聯蒙滅金的文字，再回答以下問題：

資料甲：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蒙古滅金後，並未依約將黃河以南之地歸還南宋，兩國關係遂惡化。」1

資料乙：文達出版有限公司

「由於宋朝未能依約攻佔南京，只好協議增付贖城費，以巨額款項換回幾座空

城，並把每年給遼的銀、絹轉送給金。」2

資料丙：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宋徽宗（1082－1135）時，見金伐遼每次都取得勝利，便派人和它訂立協議，
合兵攻遼⋯⋯遼亡後，金責備宋用兵不力，幾經交涉，才同意把燕京等地歸宋。

但宋朝付出大筆款項，換得的只是幾座空城⋯⋯滅金後，蒙古沒有實踐歸還黃河

南岸全部土地給宋的承諾，宋乘蒙軍北返，進佔汴京、洛陽。於是蒙古回師南下，

從此與宋反目成仇。」3

                                                
1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58。
2 余炎光、陳偉明：《中國歷史（二）──教師手冊》（香港：文達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46。
3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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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資料甲的描述，你認為宋蒙關係惡化的責任在哪一方？請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根據資料乙的描述，你認為宋蒙關係惡化的責任在哪一方？請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資料丙的描述與資料甲、乙的描述有甚麼分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資料丙對南宋聯蒙滅金的描述較前兩者詳盡，你能從資料丙中得知為何資料
甲、乙有兩個不同的敘述版本嗎？試詳述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有人說，歷史未必有「真相」，視乎人從甚麼角度看同一件事，從不同人物、
不同角色、角度，你會看到事情不同的一面。你同意這說法嗎？請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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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的罪名」工作紙(一)

適用年級： 中二／高中

適合學生程度： 中上
時間： 二十五分鐘

目的： 了解岳飛被宋高宗賜死的罪名並非「莫須有」以及「莫須有」

的來源

試據下面幾段有關岳飛之死的資料填寫下表及回答問題：

資料甲

正當岳飛準備渡河北上收復失土之際，高宗和丞相秦檜卻決定議和，連發十二道

金牌召他返京，並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殺害。

∼取自齡記出版有限公司《簡明中國史第二冊》 1

資料乙

岳飛之死確為多種因素和多重矛盾的必然結局，但不論宋金和戰，還是君臣矛

盾、臣僚矛盾，直接或間接地觸及到皇權──即趙構的皇權問題。岳飛是以「謀

反」而被害的，而非以他罪致死的。因此，趙構理所當然是元凶，秦檜等人是幫

凶。

∼取自穆朝慶、任崇岳〈關於岳飛死因與死責的幾點看法〉

資料丙

紹興十一年（公元 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狀：進（准）尚書省

劄子：「張俊奏：『張憲供通，為收岳飛文字後謀反2，行府已有供到文狀。』… …
有旨：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飛並依軍法施行。」

∼取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3

                                                
1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64。
2 意思是說，岳飛的部下張憲已經招認在收到岳飛的信件後謀反。
3 李心傳（1167－1244）：《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乙集卷 12，〈岳
少保誣證斷案〉，頁 98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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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丁

於是飛以眾證，坐嘗自言己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節度使，為指斥乘輿1，情理切害；

及敵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留2，當斬。閬州觀察使、

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制〕張憲坐收飛、雲書，謀以襄陽叛3，當絞 … …詔

飛賜死 … …

∼取自《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4

文章 資料性質 岳飛被賜死的罪名是甚麼？

資料甲 中學教科書

資料乙 現代學者論文

資料丙 宋人歷史記載

資料丁 宋人歷史記載

1. 上述四項資料所提到「岳飛的罪名」均有不同說法，教科書的說法具體可信，
仰或其他的說法清晰有理？請說明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大宋律例中，沒有一條罪名與教科書所講的一樣，請想一想，何以今天的
教科書會這樣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岳飛三十二歲建節，自比與宋太祖差不多，被指為指斥乘輿，在言論上對宋代祖宗不遜。
2 責岳飛屢次接到詔令要求領岳支援淮西，岳飛卻逗留不進，違抗聖旨。
3 岳飛及岳雲寫信給張憲，指使他佔據襄陽陰謀叛變。
4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 143，頁 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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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的罪名」工作紙(二)

適用年級： 中二／高中

適合學生程度： 中上
時間： 十分鐘

試據下面有關岳飛之死的資料回答問題：

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

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1」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乎？！

∼取自《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2

1. 根據上述資料，「莫須有」的出處是秦檜回答韓世忠質問時提出的，按照前
文後理，秦檜說的「莫須有」（不需要）是甚麼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由此可見，「莫須有」是一項詳列於法律條文的罪名，仰或是描述岳飛的處
境？岳飛是否死於「莫須有」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岳飛兒子岳雲寫信給張憲這件事雖然不太清楚，但根本不須要這件事（也有其他罪名判岳飛死
罪）。
2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 143，頁 4501－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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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適用年級： 中二

適合學生程度： 中上
時間： 十五分鐘

目的： 讓學生明白語文運用對歷史描述的重要性， 及第一手史料的
重要性。

請仔細閱讀以下各段文字， 並依提示作出修改 。

一、宋聯金滅遼

女真族自古居住在中國東北，初受遼統治，其後強大起來，舉兵抗遼， 並

建立金國。以後多次對遼用兵，佔領了遼的大部領土 １.。 宋徽宗見金人不斷

戰敗遼國2.，欲聯金滅遼。雙方議定：金攻中京，宋取燕京; 滅遼之後，燕雲

地區還宋，宋把每年給遼的銀絹轉送金國。結果金國依約攻陷中京、西京，宋軍

敗北;金兵攻克燕京，並責宋違約。宋增付贖城費一百萬貫，但因金兵撤出燕京

時擄掠一空， 所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3.。

二、北宋的滅亡

金滅遼後，分兵兩路南下，直逼東京。徽宗驚慌無策，將帝位傳給兒子（欽宗），

自己逃往南方。朝廷中出現了主戰派和投降派，爭論不休。欽宗迫於形勢4.，

任用主戰將領李綱負責京師防務，並下詔各地發兵救援。

∼取自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中國歷史第二冊》1

1. （詞語殘缺，在句中補上一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用詞不當，改用適當兩字詞）  

3. （主語殘缺，在句中補上主語）　　　　　　　　　　　　　　_

4. （欠缺形容詞，使句意不完整，參閱以下文字，然後補上合適的形容詞：「靖

康元年春 … …金人破相州。戊辰，破濬州。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師潰，河北、

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退保滑州 … …帝欲親征，以李綱為留守。」2「靖康元年，
以吳敏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

上暫避敵鋒。3）

                                                
1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 45。
2 脫脫等：《宋史》（台北：中華書局，1977年），卷 23，〈欽宗本紀〉，頁 422。
3 脫脫等：《宋史》（台北：中華書局，1977年），卷 117，〈李綱列傳〉，頁 1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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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適用年級： 中二

適合學生程度： 中上
時間： 十五分鐘

目的： 讓學生明白語文運用對歷史描述的重要性及第一手史料的重

要性。

請仔細閱讀以下各段文字， 並依提示作出修改 。

三、南宋的建立

金兵撤回北方時，在汴京立張邦昌為傀儡皇帝，改國號為楚。北宋的遺臣

擁立欽宗之弟趙構為帝，在南京應天府即位，是為宋高宗。史書把這 1.以後的

宋朝，稱為南宋。

四、宋金和戰

    岳飛被殺以後， 南宋朝政為主和派控制。以高宗、秦檜為首的主和派， 與

金訂立和約。秦檜專權十幾年，抗金將領都被他排斥 2.，南宋再沒有恢復中原

的力量了。後來孝宗繼位，雖圖北伐，但終歸失敗，只得向金求和。寧宗時，外

戚韓侂冑出師伐金，軍中出了內奸 3.，功敗垂成，宋殺韓侂冑求和。總計南宋

一朝，與金和議凡四次，每次都簽訂喪權辱國的和約。

∼取自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中國歷史第二冊》1

1. （用詞不當，改為合適的兩字詞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排斥」二字詞義含糊，未能充份交代秦檜如何對待抗金將領。參閱以下文
字，然後改用更合適的兩字詞：飛歸朝廷，檜誣以莫須有之罪殺飛父子，與

金成和議。韓世忠連續上奏章反和，議力陳秦誤國，亦因此而罷免兵權一時，

主戰之臣，誅鋤殆盡，而宋室的武從此不振。孝宗即位之初，銳意恢復 … …
當時宋之忠臣良將，早被秦檜誅殺殆盡，一般士大夫，苟且偷安，早已失去

恢復的勇氣2）

3. （補上一個連接詞以表示與上句是轉拆關係）

                                                
1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48及 51頁。
2 鄭佩華等合編：《國史縱論》（香港：雅集出版社，1987年），上冊，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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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適用年級： 中二

適合學生程度： 中上
時間： 十五分鐘

目的： 讓學生明白語文運用對歷史描述的重要性， 及第一手史料的
重要性。

請仔細閱讀以下各段文字， 並依提示作出修改 。

五、夏的滅亡

十二世紀時， 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興起; 蒙古首領鐵木真建立了蒙

古汗國， 是為成吉思汗。當時中國國土上， 還存著三個國家1.：南宋、夏和

金。

六、金的滅亡

蒙古與金有世仇， 蒙古汗國成立後， 不斷進攻金國。金向蒙古求和， 並遷都

汴京。窩闊台為蒙古大汗後， 分兩路向金進攻， 攻陷金都汴京 2.，金帝逃到

蔡州。

∼取自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中國歷史第二冊》1

1. 不合邏輯，宜更改為：甲　當時蒙古的鄰國是
           　　　　　　乙　當時還有三個國家

　　　　　　　　　　　 丙  刪除原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重複累贅，宜更改為：甲　攻陷金都
　　　　　　　　　　　 乙　攻陷汴京

　　　　　　　　　　　 丙　攻陷汴京（金都）                                  

                                                
1 周佳榮：《中國歷史第二冊──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56頁。



22

金之崛起與北宋聯金滅遼

金是女真族所建的國家。該族原散居在東北地區，初時受遼統屬。3.

∼取自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簡明中國史第二冊》 1

3. 不合語法，用詞不當，宜更改為：甲　臣服於遼
　　　　　　　　　　　　　　乙　附屬於遼

 　　　　　　　　　　　　　　　　丙  受制於遼   　                                

南宋抗金

與南宋皇帝的態度4.相反， 朝廷湧現了一些抗金將領， 如韓世忠在兩淮、岳

飛在襄陽， 都屢敗金兵。

            　　　　　　　　　　∼取自文達出版有限公司《中國歷史（二）──教師手冊》

2

4. 欠缺形容詞，使句意不完整。參閱以下文字，然後補上合適的形容詞：宋高
宗固然難以接受金朝的苛刻條款，卻又無論如何不肯放棄能難可貴的和談機

會，當時呂頤浩已經罷相，宋高宗同朱勝非等宰執大臣商議的結果，於1134

年（紹興四年）正月，命章誼為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孫近為副使，隨金使

北上，其使命是請還兩宮及南地，宋高宗自即位以來，他的基本和平構想，

就是與金朝劃河為界3

　　　　　　　　                       

    

                                                
1 陳佳榮：《簡明中國史第二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58頁。
2 余炎光、陳偉明：《中國歷史（二）──教師手冊》（香港：文達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50

頁。
3 王曾瑜：《宋高宗》（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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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

適用年級： 中二

適合學生程度： 中上
時間： 十五分鐘

目的： 讓學生明白語文運用對歷史描述的重要性

請仔細閱讀以下各段文字， 並依提示作出修改 。

定都臨安

不久，高宗回到杭州，將杭州改名為臨安，定都在那裏，於是 （1）形成南宋

偏安的局面。

金的滅亡

宋理宗也想擊敗金人，收復失地，蒙古為求得宋供應糧草，便約 （2）宋夾攻

金國， 並事成後，把黃河以南的地方歸衰宋朝。

蒙古侵南

忽必烈渡江圍鄂州，宋朝 （3）派遣賈似道領軍往救（4），賈似道不接 （5）

戰，還私自割地納幣求和。

∼取自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中國歷史第二冊》 1

1. （用詞不當，改用合適的兩字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搭配不當，改用合適的單字詞）　　　　　　　　　　　　　　　_

3.（搭配不當，改用合適的主語）　　　　　　　　　　　　　　　　_

4.（語法不當，改用合適的字詞）

5. （用詞不當，改用合適的單字詞）

                                                
1 譚松壽、陳志華等人：《中國歷史第二冊》（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9年）頁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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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宋金和約」工作紙

題目  建議答案

 1. 由學生自由發揮

 2. 由學生自由發揮

 3. 由學生自由發揮

 4.由學生自由發揮

 5.由學生自由發揮

「蒙古擴張」工作紙（一）

題目  建議答案

 1.  向南發展、屢敗、攻打等

 2.  大舉侵宋、苦戰、圍

 3.  由學生自由發揮

「蒙古擴張」工作紙（二）

作者站在那一國家的立場？

版本甲蒙古

版本乙中立／不站在任何國家立場

題目  建議答案

 1. 由學生自由發揮

 2. 由學生自由發揮

「聯蒙滅金」工作紙

題目  建議答案

 1. 蒙古，因為蒙古不遵守條約將黃河以南之地歸還給南宋

 2. 南宋，因為南宋沒有依約攻佔南京

 3. 兩者對同一件事的態度立場不同

 4. 蒙古及南宋均需為雙方關係惡化負上責任，而資料甲把宋

蒙關係惡化的責任推在蒙古身上，資料乙則相反

 5.由學生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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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的罪名」工作紙（一）

文章 岳飛被賜死的罪名是甚麼？

資料甲 莫須有

資料乙 謀反

資料丙 謀反

資料丁 指斥乘輿、擁兵逗留、唆擺張憲謀反

題目  建議答案

 1. 由學生自由發揮

 2. 由學生自由發揮

「岳飛的罪名」工作紙（二）

題目  建議答案

 1. 就算岳雲沒有寫信給張憲這件事，也有其

他罪名判岳飛死罪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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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題目  所犯毛病  建議答案

 1.  詞語殘缺 （漏字） 大部分領土

 2.  用詞不當  打敗

 3.  主語殘缺  宋

 4. 欠缺形容詞，

 使句意不完整

 緊張/危急

 （「形勢」是中性名詞。在原文中，作

  者沒有加上合適的形容詞， 故此未能

  明確地指出當時宋處於甚麼景況。）

工作紙二

題目  所犯毛病  建議答案

 1.  用詞不當  自此

 (原文「這以後」未能明確指出從宋高宗即位

當時起，便是南宋的開始。相反，改用「自此」

便能標明由宋高宗即位那一刻起計算，及以後

的宋朝， 稱為南宋。）

 2.  詞義含糊  殘害/罷免/誅鋤

（在原文中，一方面，作者沒有詳細交代秦檜

如何對待抗金將領， 另一方面作者只是運用

「排斥」二字來描述秦檜當時的惡行，而對於

中二學生來說「排斥」最普遍的意思是疏遠、

不理睬，故此原文未能讓學生充分掌握當時的

史實。）

 3.  欠缺連接詞  然而/不過/但是/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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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題目  所犯毛病  建議答案

 1.  不合邏輯  甲  當時蒙古的鄰國是

（原文中的首句提及中國， 中國是一個

國家，但第二句卻說當中有三個國家，既

是一個國家，又怎可能在當中同時又有三

個國家存在? 除非是國土被瓜分。  大抵

作者以今日中國的領土來描述當  時的

情形，這樣卻又犯了另一個毛病:在南宋的

時候，中國應指南宋，對外存在的民族只

是外族而已。故此無論如何， 這兩句在

意思上都是不成立的。

 2.  重複累贅  攻陷金都/

 攻陷汴京（就整段文字的用詞而言，此

答案較為可取，原因是文中多次出現「金」

字， 給讀者累贅沉悶的感覺。）

 3.  不合語法

 用詞不當

 臣服於遼

 （沒有「統屬」一詞， 大抵作者想表達

「統治」和「附屬」的意思。）

 4. 欠缺形容詞，

 使句意不完整

 軟弱的態度/主張求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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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

 題目  所犯毛病  建議答案

 1.  用詞不當 自此

（「於是」是連接詞，以表示前後兩句句

子存有因果關係。但在原文中，高宗定都

於杭州，這並非南宋偏安的原因，而只是

象徵南宋偏安局面的開始。）

 2.  搭配不當 聯

（「聯」是「聯合」的意思，配合「夾攻」

二字。相反，「約」只有「相約」的含  意，

不能配合「夾攻」二字。）

 3.  搭配不當──

 主謂搭配不當
宋/宋理宗

（原文的主語「宋朝」是一個朝代，它

不可能發出謂語「派遣」的動作。應更改

為「宋」（國家），或宋理宗（人物）， 他

們才可發出動作──「派遣」。）

 4. 不合乎語體文語法 前往營救

（在語體文語法中，當「往」字解作 「去」

的意思是不能單字成詞，即不能是一個單

一語素的詞語，必須配上其他語素，例

如：往返、開往、往來⋯⋯此外，「救」

字在沒有賓語的情況下，也絕少單字成

詞。）

 5. 用詞不當  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