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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二零零一年開始，中學會考中國歷史科將會出現嶄新的命題模

式，而改革內容主要是集中在試卷一的問答題部分。每條題目的總分

額仍然維持在25分，但每題的考問內容卻明確劃分為「引入」、「主

題」、「評論」及「表達能力」四部分，其中加入的「評論」部分就

是今次改革中最大的特色了。

今次在命題模式上的改革，不但改變了會考題目的出題方式，同

時也改變了老師在課堂上的教學方法。以往教師在授課時只需著重在

歷史資料的傳遞上，但今後卻要大大加強學生在歷史評論能力方面的

訓練。

而我們今次就選擇了在晚清歷史發展過程中，設計一條與歷史轉

捩點有關的問答題，來考核學生對上述課題的認識。進而再分析學生

作答的表現，從而檢討及調整我們的教學方向。

以下的報告我們會分開四個部分處理﹕

(一) 授課模式簡介﹕這部分將集中介紹本人在教授晚清歷史

時，

                  所採用的模式及方法。因為在會考命題的新

                  模式之下，學生的答題表現，將會在更大程

                  度上取決於老師的教學表現及引導方法。所

                  以我要首先在這方面作一簡介。

(二) 模擬會考題目﹕按會考的新命題方式，設計一條25分的問

                      答題，作為學生的測驗題目，並擬定評分參

                      考。

(三) 學生表現分析﹕詳細分析學生的作答表現。

    (四) 教學模式檢討﹕檢討及調整自己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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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方法簡介

(一) 向學生介紹會考問答題的設題模式﹕

劃分範疇 評核內容 分額

1. 引入部分
以歷史資料為主，考核學生對基礎知識

的了解。
2分

2. 主題部分
考核學生的認知、分析、比較、綜合等

能力，重視考問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
15分

3. 評論部分 學生須就重要史事發揮自己的意見。 4分

4. 表達能力部分 評核學生安排表達方面的能力。 4分

(二) 晚清歷史(公元1840年至1911年)的授課方法簡介﹕

A 追溯式﹕為培養學生有宏觀的歷史視野，本人在教授晚清歷史

          時，會先向學生講述1911年導致清代覆亡的「辛亥

          革命」，先讓學生思考為什麼有二百多年基業的大清

          帝國會走向覆亡。然後再帶領同學們由1840年的「第

          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作追溯探討，接著再按時序教授

          「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之亂」、「自強運

          動」⋯⋯。從而逐步引導學生思考究竟哪一件事件是

          導致滿清走向衰亡的轉捩點？

B 比較式﹕因為晚清時期的幾場戰役，以及幾次不同的改革運

          動，一直容易令學生產生混淆。所以在教學時須將幾

          場相關的戰役和改革運動進行比較，以免學生會有含

          糊不清及張冠李戴的現象。

C 研討式﹕關於講述歷史事件的成因及影響方面，除了使用傳統

          的講授方式之外，也加入了小組討論的模式，讓學生

          有更多思考的機會，從而加深學習的印象。

D 講授式﹕這是講述中國歷史的傳統方式，雖然用這種方式授課

          會較為沉悶，但很多時(例如講述史事的經過時)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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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仍然是必須的，實在不可偏廢。

(3) 測驗題目及評分參考

(1) 細閱下文，並填上X及Y的答案。(2分)

   中日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戰敗投降。清政府派

   出X為和談代表，並簽訂了《 Y 條約》。

   

(2) 試簡述中日甲午戰爭中，「黃海之役」及「威海衛之役」的經過。

   (6分)

(3) 從政治、外交及軍力三方面分析中國戰敗的原因。(9分)

 (4) 「中日甲午戰爭是清代走向覆亡的轉捩點。」你是否同意此說？

    試抒己見。(4分)

評卷參考﹕

(1) 李鴻章                                              (1

分)

   馬關條約                                            (1

分)

(2)中日甲午戰爭的經過﹕

1.黃海之役 日本艦隊與丁汝昌率領的北洋艦隊在黃海相

遇，雙方展開激戰，中國四艘戰艦被擊沉，

死傷六百餘人。

3分

2.威海衛之役 1895年初，日本軍艦封鎖威海衛的東西海 3分



6

口，圍攻北洋艦隊，轟沉多艘戰艦，海軍提

督丁汝昌兵敗服毒自殺，北洋艦隊全軍覆

沒。

(3)中國戰敗的原因﹕

1.政治方面 當時的滿清政府貪污成風，加上政出多門，

行政效率散漫，自難與明治維新後強盛的日

本為敵。

3分

2.外交方面 李鴻章昧於國際形勢，一味相信「以夷制夷」

的策略，以為俄國可協助中國與日本言和。
3分

3.軍力方面 滿清的軍隊訓練不足，而且軍費被慈禧挪

用，以致缺乏糧餉，武備不全；加上李鴻章

在作戰期間指揮失宜，各軍隊之間又不相統

屬，令致臨陣對敵時一敗塗地。

3分

(4)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即可酌量給分。

                                         (此部分最高可得4

分)

評核準則 此部分最高可得4分

答案完備，盡符題旨，分析力強，資料豐

贍。考生能根據史實對題自加以分析及作

出評論，具一己之見，表現優異。

4

答案頗佳，史料大致無誤，且符合題旨。

考生有分析能力，表現良好。
3

答案尚可，惟內容時有舛誤及闕漏之弊。

考生的分析能力較弱，表現未及水準。
1-2

答案凌亂，內容貧弱不堪，對史事的認識

不足，且有離題的現象。考生對中國歷史

毫無基本認識，表現遠離水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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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作答表現分析

    今次參加測驗的學生共有39名，他們都是來自同一班。若以教

署對學生的級別劃分，他們是屬於第五類(BAND 5)的學生。

一、 題目(1)的考生得分分佈﹕

     

得分 人數

0 0

1 4

2 35

第一題因題意淺顯，旨在考問學生最基本的歷史知識，所以絕大

部分的學生都能全取滿分，只有幾位同學錯寫了條約名稱而已。

二、 題目(2)的考生得分分佈﹕

     

得分 人數

0 0

1-2 12

3-4 21

5-6 6

第二題學生的表現未如理想。不少學生對記述史事經過視為畏

途，所以在作答時往往錯記名稱，混淆時序，不少更將「黃海之

役」誤作「平壤之役」，又或將「威海衛之役」誤為「遼東之役」，

凡此種種，所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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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目(3)的考生得分分佈﹕

     

得分 人數

0 2

1-2 0

3-4 9

5-6 9

7-8 11

9 8

第三題的表現普遍比第二題為佳，因為本題內容在課堂上曾作討

論，而答案也大抵可憑分析、推理得出，無須仰賴機械式的資料

記誦，所以學生的表現尚算良好。

四、題目(4)的考生得分分佈﹕

     

得分 人數

0 0

1 6

2 13

3 16

4 4

第四題是2001年會考新增的考問模式，旨在考核學生對史事的

評論能力，從而培養學生的史學和史識。因題目並無固定答案，

考生大可自由發揮。所以就今次測驗所見，有的同學洋洋灑灑，

評論達數百字之多﹔亦有的只寥寥數語便無以為繼，真可謂瑕瑜

互見，未可一概而論。

綜觀全部答卷，贊同題目立論的同學約有百分之四十五，其中表

現較佳者他們所持的論點主要是﹕

1) 孫中山先生也是甲午戰爭之後才積極投身革命運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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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非甲午戰爭的失敗為晚清的自強運動劃上句號，不少人仍

會沉醉在清代的中興改革運動之中哩！

3) 堂堂大清帝國竟敗予一個蕞爾小國，所以才令不少有識之士

對滿清政權絕望。

至於反對題目立論的，則有百分之五十五。其中較有見地的看法

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

1) 有同學認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才是滿清步向衰亡的轉捩點。部

   分同學甚至能夠引用李鴻章認為鴉片戰爭開中國二千年來未

   有之變局，一論作為佐證。

2) 另外也有同學認為太平天國之亂，令到清室半壁江山淪喪，

   而漢人的力量也因平亂有功而日漸抬頭。所以清室衰亡，應

   是由此而起。

3) 也不少看法認為八國聯軍之役才是最重要的轉捩點，因為大

   戰過後，中國被豆剖瓜分，淪為列強之次殖民地﹔而「東南

   互保條約」也令致地方勢力明顯與中央抗衡，為日後滿清政

   權的土崩瓦解埋下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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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方法檢討

    該次測驗一方面評估了學生的學習表現，另一方面其實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師的教學成果。所以以下我會就學生在「引

入」、「主題」、「評論」及「表達能力」四部分的表現作一檢

討，從而對個人的教學方法作適當的斟酌調整。

(一) 引入部分﹕這部分題意淺顯，主要是考問學生對該課題最基

              本的常識，而學生也大多表現良佳。証明同學們

              都能在課堂吸收到正確的基礎知識。所以在這方

              面的教學方式可以繼續沿用。

(二) 主題部分﹕在該次測驗中，這部分考問了兩條題目，分別是

              問「戰爭經過」及「戰敗原因」。前者偏重考核

              學生的記誦能力，後者則旨在考核他們的分析能

              力。而學生在回答「戰爭經過」的表現並不理想，

              而分析戰敗原因卻頭頭是道。個人相信後者表現

              佳是課堂上多討論機會的結果，學生透過平日的

              研討、論辯，對該部分的內容留下深刻印象，所

              以作答時也表現較佳。但也可能因為平日的課堂

              太偏重分析，令致學生忽略了記誦史實的重要

              性。所以日後在課堂上本人打算多花一點時間，

              以講述故事的方式加深同學們對基本史實的認

識

              和了解。

(三) 評論部分﹕這部分學生在作答時大抵能對應題目，論而有

              據，當中也不乏有真知卓見者，表現比預期為

佳，

              証明平日的課堂研討，的確對他們有一定的幫

              助。但原來同學們一般對「轉捩點」一詞的認識

              未夠深入，作答時往往忽略了要作詳細的前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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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所以日後在課堂研討上要特別重視這一點。

(四) 表達部分﹕同學們對於全題要有引言、結論，作答時要分

段、

              分點，這些基本的答題技巧大致都能掌握。但行

              文上的遣詞用字仍未能做到精確老練，這方面則

              還需多做練習，多下功夫了。

(6) 結語

    總括而言，對於會考中史問答題的新命題模式，同學們基本上都

能適應。而且新的切題模式較重視同學們的思辯和評論能力，也令到

課堂上同學們的表現比過去更為積極和投入。而今次測驗的整體表現

也比預期為佳，足以反映他們在課堂上的學習成果。至於這條測驗題

目，我已要求同學們作為家課重做一遍，希望他們一方面能糾正測驗

時的錯處，另一方面也能加深對這個課題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