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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國與日本法律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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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1老師的挑戰

任教歷史科會考課程，其中一項最大的挑戰，便是要令學生掌握論文題的技巧。

學生能理解、熟讀課文，並能靈活地分析史事，自能從容應付卷一的選擇題及卷

二的歷史資料題。但論文題部份，除要求學生要對各歷史事件有全面透徹的認識

外，學生更要懂得在眾多的資料中選取相關的部份，然後進行綜合、歸類、分析、

評述的工作。如何令學生掌握這些答題技巧，便成為歷史科老師一項重要的工

作。

1.2學生的質數

我任教的學校是屬於第三組別，是次做題目的對象是在校內成績屬於較佳的一班

中四學生，一共38人。這班學生最大的特色是「勤奮用功、但欠缺靈活性」。他

們會熟唸一頁又一頁的筆記，因此面對選擇題及歷史資料題時，尚算能夠應付；

可是在回答論文題時，他們「生吞活剝」史料的弊病便表露無遺。

1.2.1學生回答論文題常見的弊病

在九月至十二月期間，學生曾作過四次論文題習作，分別是:

(a)明治維新的的目標及改革措施是什麼？這些措施又取得甚麼成效?試分述

之。

(b)試述日本兩場對外戰爭的原因及對日本的重要性。

(c)直至1894年，在《五條誓文》中允諾的改革能否得以實施?

(d)試述自強運動的背景及其改革措施。

我選取這些論文題的理念，是按學生的進度及會考的趨勢而訂立，因此先以論述

性質為主，然後逐漸滲入分析性及評論性質。整體來說，我發現學生在論述題出

現的主要弊病可歸納為以下三項:

(a) 論述性的部份未能把史料加以選取、刪減，只抄錄筆記及課文相關部份，致

使篇幅過長；

(b) 分析性的部份未能清楚回應題目，只是把一些相關的資料羅列及堆砌；

(C)引言及總結欠佳。

有見及此，針對這班學生的特性及弱項，我期望設計一個相關的工作紙及課堂活

動，使我的學生不但能從中改善論文題的技巧，更能加強對學習歷史的靈活性及

興趣，明白牢記史實並不是學習歷史的唯一途徑。這些都成為我製作這份期終習

作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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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題目

2.1題目

是次的論文題習作，我選取了以下的題目:

a.十九世紀中葉，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及日本皆採取改革以圖自強。試比較

兩者的不同。(15%)

b.「直到十九世紀末，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由此可見中國的改

革是全盤失敗。」你是否同意這說法?(15%)

2.1.1命題的理念

以上的題目是屬於會考課程中「中國從自強運動至五四運動」及「日本崛起為世

界強國」的範圍。我在擬定此條題目時有以下的考慮因素:

(a) 包含論述性質，以加強學生對選取及組織資料的訓練；

(b) 論述部份包含兩個不同的範圍，使學生學習如何進一步精簡資料；

(c) 包括評論部份，以訓練學生的分析能力及配合會考趨勢；

(d) 採取兩分題，使同學更易掌握，並配合會考趨勢。

2.1.2目標

我期望學生在完成此題目後能夠

(1) 在內容理解方面，能清晰地掌握中國及日本的改革內容、成效及兩者相同及

不同之處；

(2) 在資料組織方面，能夠扼要地選取重點，並作有系統的分析；

(3) 在評論部份方面，能做到立場清楚，正面回應題目，具充份理據，並非只羅

列相關史料。

2.2程序

是次論文題習作，我會先派發相關的工作紙，以幫助同學掌握及理解內容。然後

由同學正式嘗試去撰寫這條論文題。批改後，我會按同學是次表現中表現良好及

仍待改善的地方，選取部份習作設計相關的工作紙，使同學能進一步明白

回答論文題所需的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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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紙(學生版本)

a.十九世紀中葉，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及日本皆採取改革以圖自強。試比較

兩者的不同。(15%)

b.「直到十九世紀末，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由此可見中國的改

革是全盤失敗。」你是否同意這說法?(15%)

「為何它國小而強?為何吾國大而       「我們重新組織了中央和地方的
弱?吾僅學匪夷一事……師夷之長        行政管理體制，及對帝國的教育
技以制夷……」                       制度實行了改革。這都是吸收西

                                        方優越制度產生的結果。」
    馮桂芬奏文片段，1861年                   小隈重信 1908年

(A) 改革政策的異同 (ü或X)

           政策      中國     日本

政治方面       

軍事方面

經濟方面

外交方面

司法方面

教育方面

（1）相同的政策

政策 改革項目 實例（中國） 實例（日本）

徵兵制度

海軍改革

軍事方面

陸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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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的政策

政策 改革項目 實例（中國） 實例（日本）

政治方面 廢除封建制度

憲政改革

          

          

(3) 小結

經過上表的比較，你認為哪一個國家的改革更全面？

                                                                 

(B)成效的比較

成效 中國 日本 誰的成效較大？

中國？　日本？
(以*表示)

政治方面 -大權仍操於慈禧之手

-滿漢官員仍存在衝突

-成立一個中央集權

 的政府
-君主立憲政體

-部份武士對廢除封建

 不滿，遂發起動亂，

 如1877年薩摩叛亂

經濟方面 -大部份兵工廠、造船

 廠、工廠紛紛在通商

 口岸和沿海城市出

 現，大城市因而發展
 起來，例如上海、南

 京、天津及廣州等

-大量的賠款及貪污令

 中國經濟狀況仍處於

 困境

-由農業國家轉型成一

 個現代化及工業化的

 國家

-新地稅為政府提供穩
 定的收入

-徵收新地稅令農民稅

 務沉重，不少農民被

 逼出售土地

軍事方面 -1885年中法戰爭中戰

 敗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

 中戰敗

-1895年中日甲午戰

 爭中獲勝

教育方面 -受教育者仍限於士大

 夫階層

-日本成為亞洲讀寫能

 力最高的國家

外交方面 -1870年與西方關係惡

 化，先後發生伊犁事

-自1899年起各國先

 後取消在日本的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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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天津慘案及瑪嘉

 里案
-1895-1899年各國先後

 在中國建立勢力範圍

 法權

完成上表後，若按日本及中國在十九世紀末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方面的情

況而言，哪一個國家的成效較大?

                                                                          

試細心思考，若把「自強運動前的中國」與「自強運動後的中國」作一比較，中

國是次改革是否真的毫無成效可言? 試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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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紙(教師版本)

a.十九世紀中葉，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及日本皆採取改革以圖自強。試比較

兩者的不同。(15%)

b.「直到十九世紀末，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由此可見中國的改

革是全盤失敗。」你是否同意這說法?(15%)

「為何它國小而強?為何吾國大而       「我們重新組織了中央和地方的
弱?吾僅學匪夷一事……師夷之長        行政管理體制，及對帝國的教育
技以制夷……」                       制度實行了改革。這都是吸收西

                                        方優越制度產生的結果。」
    馮桂芬奏文片段，1861年                   小隈重信 1908年

(B) 改革政策的異同    (ü或X)

           政策      中國     日本

政治方面        X       ü
軍事方面        ü       ü
經濟方面        ü       ü
外交方面        ü       X

司法方面        X       ü
教育方面        ü       ü

（1）相同的政策

政策 改革項目 實例（中國） 實例（日本）

徵兵制度        
       ／

‧ 1873年實施徵兵法，
  規定所有成年男子須

  服役3年

軍事方面

海軍改革 ‧1866年福州船政局

‧1880年天津海軍學校
‧1888年北洋艦隊

‧以英國體制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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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改革 ‧1865年上海江南製造

局
‧1867年南京製造局

‧1885年天津陸軍學校

‧ 起初以法國體制為模

  式，後來採用德國的
  體制

工業 ‧ 發展重工業如1867年

天津機器廠、1877年

中國輪船招商局、

1877年開平礦務局及
1890年漢陽鐵廠等

‧ 發展輕工業如1878年

甘肅紡織廠，1889年

廣州棉廠及1891年上

海紙廠等

‧ 政府開辦重工業及

輕工業

‧ 政府向工業家提供補

  助金、貸款及技術諮
  詢
‧ 1890年時為了減輕負

擔，將非工業售給私

人企業如三菱、住友

及和田等

運輸及通訊 ‧ 1876年建設由上海至

吳淞之鐵路
‧1881年電報總局

‧ 1872年在東京和橫濱

  間架設鐵路線
‧ 建立了郵政、電話、

電報等系統

財政 　
　　　　／

‧ 1871年新貨幣制，日
元成為新貨幣單位

‧1872年成立首間銀行

經濟方面

農業 　　　　

　　　　／

‧ 1873年新地稅制，地

主須按地價付3%的貨
  幣稅，令國家收入增

  加

‧ 聘外國專家為顧問，

  設農業學院，引進新

  種子及耕作法

教育方面 派學生出國留

學

‧ 自1872年起先後派

學生往英、法、德、

美等國學習
‧ 1884年派遣教育使團

  往歐洲學習造船和航

  海知識

‧派學生往外國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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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 ‧ 在上海、廣州及福州

設立外文學校

‧ 1871年成立文部省

‧ 規定所有學童6歲起
接受強逼教育，後來

更把教育的年期延長

至6年

‧ 仿傚法國教育制度，

全國分為8個學區，
每區設一所大學和多

間中、小學

‧ 開設科學、數學等西

方教育科目，又聘請

外國人為教師

(2)不同的政策

政策 改革項目 實例（中國） 實例（日本）
政治方面 廢除封建制度   

        ／

‧ 1869年四大藩把土地

歸還給天皇，其他大

名亦仿傚之

‧ 1871年天皇宣佈廢藩

置縣
‧日本全國分為75縣，

  每縣置一名中央任命

  的地方長官

憲政改革

      ／

‧ 伊藤博文採取德國憲
  法模式

‧ 1889年天皇正式頒布

憲法，憲法授予天皇

極大的權力

外交方面 處理外務機構

的設立

‧ 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

‧1862年同文館

        ／

外交使團的出

訪

‧ 1868年蒲安臣率領清

朝官員出訪西方

　　　　／

司法方面 法制改革 ‧ 1871年成立司法部
‧ 政府實施新刑法、民

法及商法

　　　　／

(3) 小結

經過上表的比較，你認為哪一個國家的改革更全面？

日本的改革較中國有系統，且內容更深入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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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成效的比較

成效 中國 日本 誰的成效較大？

中國？　日本？
(以*表示)

政治方面 -大權仍操於慈禧之手

-滿漢官員仍存在衝突

-成立一個中央集權

 的政府
-君主立憲政體

-部份武士對廢除封建

 不滿，遂發起動亂，

 如1877年薩摩叛亂

       *

經濟方面 -大部份兵工廠、造船

 廠、工廠紛紛在通商

 口岸和沿海城市出

 現，大城市因而發展

 起來，例如上海、南
 京、天津及廣州等

-大量的賠款及貪污令

 中國經濟狀況仍處於

 困境

-由農業國家轉型成一

 個現代化及工業化的

 國家

-新地稅為政府提供穩

 定的收入
-徵收新地稅令農民稅

 務沉重，不少農民被

 逼出售土地

   *

軍事方面 -1885年中法戰爭中戰

 敗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

 中戰敗

-1895年中日甲午戰

 爭中獲勝

   *

教育方面 -受教育者仍限於士大

 夫階層

-日本成為亞洲讀寫能

 力最高的國家

   *

外交方面 -1870年與西方關係惡

 化，先後發生伊犁事

 件、天津慘案及瑪嘉

 里案

-1895-1899年各國先後
 在中國建立勢力範圍

-自1899年起各國先

 後取消在日本的治外

 法權

   *

完成上表後，若按日本及中國在十九世紀末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方面的情

況而言，哪一個國家的成效較大?

整體而言，日本在是次改革取得更大的成效。

試細心思考，若把「自強運動前的中國」與「自強運動後的中國」作一比較，中

國是次改革是否真的毫無成效可言? 試加以分析。

其實自強運動並非全無成效可言，因為它總算踏出了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步。長遠

來說，它可說是為日後的改革鋪路，提供了珍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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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表現評估

5.1 評分標準

是次評分是按照會考的評分準則，詳列如下以供參考:

評分標準   等級    分數

能準確掌握題旨。

內容均衡，能恰當及有效運用相關之材料。

組織佳，表達清晰，文筆流暢。

   A   27-30

   B   24-26了解題旨。

內容頗均衡，並頗能正確運用相關之材料。

組織頗佳，文筆頗為清楚流暢。
   C   21-23

   D   18-20對題旨了解不足，但尚能回應題目。
有基本相關之史實，但內容欠缺均衡。

組織有點紊亂。
   E   15-17

   F   13-14對題旨幾無了解。

絕少相關之史實，重要的概念及字詞有錯誤。

組織紊亂，難以理解。
   F    7-12

對題旨完全錯誤理解，未能區分相關及無關之史實。

差不多完全沒有相關及準確的史實。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

   U    0-6

按照以上的標準，則是次論文題具體評分標準如下:

題目(a)評分標準   等級    分數

能列舉有關日本及中國改革的相關內容，資料充足均
衡。

能有系統及條理地表達兩者的異同，並能同中求異。

組織佳，表達清晰，文筆流暢。

   A    14-15

能列舉有關日本及中國改革的相關內容，資料充足均

衡。

能有系統及條理地表達兩者的異同，但未能在相同項中

再進一步指出其不同之處。

組織頗佳，文筆頗為清楚流暢。

   B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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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1

   D    9-10能列舉有關日本及中國改革的相關內容，但資料並不均

衡，所舉史料過多或過少。

未能有系統及條理地表達兩者的異同，只羅列史實，亦

未能在相同項中再進一步指出其不同之處。
組織有點紊亂。

   E    7-8

   F    5-6未能列舉有關日本及中國改革的相關內容，甚至列舉與

兩個改革無關的資料。

未能作有系統的比較，又或者只羅列史實。
組織紊亂，難以理解。

   F    4

所舉史料與中國及日本改革無關，又或是資料錯誤。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

   U    0-3

題目(b)評分標準   等級    分數

能對「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及「中國的
改革是全盤失敗」有清晰的立場，並列舉充足及相關的

史實以支持立場。

論述具條理，組織佳，表達清晰，文筆流暢。

   A    14-15

   B    12-13能對「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及「中國的

改革是全盤失敗」有清晰的立場，但列舉的資料並不均

衡及充足。

論述頗具條理，組織頗佳，文筆頗為清楚流暢。

   C     11

   D    9-10能對「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及「中國的

改革是全盤失敗」具立場但表達不清晰，列舉的資料非

常不足。

組織有點紊亂，欠缺條理。

   E    7-8

   F    5-6對「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及「中國的改

革是全盤失敗」並無表明立場，只羅列史實。

更甚或所列史實與題目無關。

組織紊亂，難以理解。

   F    4

對「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及「中國的改

革是全盤失敗」並無表明立場，所列史實與題目無關，

又或是資料錯誤。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

   U    0-3

5.2 學生表現

5.2.1成績分佈

在學生完成工作紙，並和他們在課堂上核對答案後，學生便回家完成論文題。

是次論文題的成績分佈如下:

     分數/等級        人數

      27-30/A         0

      21-26/B-C         11

      15-20/D-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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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F        6

      0-6/U         0

是次的分數比較過往的成績，最明顯的是獲取A級的同學較以往為少(從前獲取

A級的同學通常平均不多於5個)，而獲取F級的同學較以往少，但減幅並不算

大(從前獲取F級的同學通常平均不多於10個)。

5.2.1 具體表現

  內容方面，在題目(a)中，學生此部份普遍表現理想。大部份同學均能列舉相

關的資料，就各方面指出中國及日本改革項目的異同，並列舉相關之事例，更有

能在同中求異者。在題目(b)中，同學表現則較參差。大部份同學都能列舉相關

史實，去支持「日本改革成效較中國為大」的說法。然而，在論述自強運動是否

全盤失敗時，則部份學生未能列舉充足的事例去支持他們的立場。這可能是由於

工作紙中在此部份並沒有給予更充足的資料。

  在表達與結構方面，同學今次有明顯的改善。在問題(a)中，同學大都能在各

分段的開首及結尾作一小總結及回應題目，清楚分析兩項改革的異同，條理清

晰，不是只限於羅列及堆砌史料。在題目(b)中，同學則表現較參差。表現欠理

想的同學，大部份只在此部份的開頭表明立場，指出日本改革的成效較中國改革

的成效為大，然後便分段羅列事實，沒有在各分段中再回應題目，重申立場，令

組織欠嚴密。在論述自強運動是否全盤失敗時，可能受到內容不足的影響，同學

表達欠缺組織及層次，未能有條理地按不同的項目舉出例子。

總結來說，我將同學要改善及注意的地方總結成下列各點:

(1)注意分數的分配及篇幅的均衡，若(a)(b)兩部份分數相等，則不應因為某一

部份資料充足而令兩部份篇幅相差太遠；

(2)各分段的開首可以用主句說明該段的內容；若該段是作為支持某一立場之例

證，則不妨在各分段開首再簡單地表明立場，以回應題目；

(3)若一分題中有兩個討論的項目，則不妨在兩個討論項目中加一轉折段以令文

氣通順；

(4)注意引言及總結的撰寫，勿出現「虎頭蛇尾」的情況。

以下列舉了兩篇同學的作品，並附評語，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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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生習作範例

(A)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及日本均面對西方的沖擊。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後，

中國的知識份子及官員紛紛提出改革，希望能挽救清室的弱勢，因而有自強運動

的出現。另一方面，自1854年培里用炮艦政策打開日本的門戶後，日本意識到

改革的逼切性，因此在1868年展開了明治維新。兩個改革有其相同及不同之處，

茲在下詳細說明:

  先言兩個改革的相同之處。首先，兩國均進行軍事方面的改革。在海軍方面，

中國在1866年建立福州船政局，又在1880年建立天津海軍學校，在1888年更

成立北洋艦隊。日本亦按英國的體制進行海軍方面的改革。在陸軍方面，1865

中國成立上海江南製造局，1867又有南京製造局，以製造槍炮。1885更成立天

津陸軍學校。日本則按先後按法國及德國的體制為模式改革陸軍。此外，日本更

革新徵兵制度，在1873年實施徵兵法，規定所有成年男子須服役3年。由此可

見，兩國雖然都進行軍事上的改革，但日本的改革可謂更全面，除涉及陸軍及海

軍外，更改革徵兵制度，並參照西方各國的體制。

  此外，兩國亦同樣進行經濟方面的改革。在發展工業方面，中國分別建了天津

機器廠、輪船招商局及漢陽鐵廠等重工業工廠，又建立了甘肅紡織廠、廣州棉廠

及上海紙廠等輕工業工廠。日本的做法亦極相似，政府開辦了不少重工業及輕工

業，政府甚至更進一步向工業家提供補助金、貸款及技術諮詢。在運輸及通訊方

面，中國在1876年建設由上海至吳淞之鐵路，又在1881年成立電報總局。日本

則在1872年在東京和橫濱間架設鐵路線，又建立了郵政、電話、電報等系統。

日本在經濟方面的改革可謂較中國更全面，因為它更改革了財政及農業制度。例

如在1871推行新貨幣制，1872年又成立首間銀行；此外，又聘外國專家為顧問，

設農業學院，引進新種子及耕作法。



15

教育方面，兩國均有進行改革。中國及日本皆派學生出國，而中國更在上海、廣

州及福州設立外文學校。除派學生外出留學外，日本更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如

在1871年成立文部省，又規定所有學童6歲起接受強逼教育，後來更把教育的

年期延長至6年。此外又學習法國教育制度全國分為8個學區，每區設一所大學

和多間中、小學。學校開設科學、數學等西方教育科目，又聘請外國人為教師。

可見日本在教育方面的改革較中國更完備。

在外交方面，中國為了改善和西方的溝通，分別在1861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及在1862年設立同文館。此外，又派遣外交使團出訪各國，如在1868年由蒲安

臣率領清朝官員出訪西方。此行為日後中國在各國設立大使館鋪路。

日本並無進行外交上的改革，但卻改革了政治制度。首先它廢除了封建制度。

1871年天皇宣佈廢藩置縣，及後又把日本全國分為75縣，每縣置一名中央任命

的地方長官。在憲法方面，日本派伊藤博文往西方學習憲法，在1889年天皇正

式頒布憲法。除上所述，日本還改革了司法制度。在1871年成立司法部，並實

施新刑法、民法及商法。

由上可見，中國及日本皆進行了軍事、經濟、教育方面的改革，但日本在這幾方

面的改革項目較中國更為完備。兩個改革還有其他不同之處，例如日本並無如中

國般進行外交上的改革，但改革了政治及司法。可見日本的改革較中國更全面及

廣泛。

「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本人十分認同此說法。首先，在政治方

面，在十九世紀末，日本成功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及君主立憲政體，此舉

令日本建立了一個現代化政治體制，亦有助日本建立一個現代化形象。雖然日本

在1887年間，曾有部份武士因不滿廢除封建制度而發生薩摩叛亂，但整體來說，

直至十九世紀末日本的政局大體穩定。反觀中國，在經過自強運動後，慈禧太后

仍把持朝政，而滿族與漢族官員之間仍存在不信任和猜疑，貪污風氣依然存在。

在經濟方面，日本的改革亦較中國取得較大的成效。到了十九世紀末，日本巳成

功由農業國家轉型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國家亦因新地稅而有穩定的收入。

此外，不少農民因新地稅的徵收而令稅務負擔沉重，被逼出售土地，這進一步加

速了工業化。中國方面，直至十九世紀末，除部份沿海地區外，整個經濟依然以

農業為主。此外，由於不平等條約的賠款及貪污問題，中國經濟依然陷於困境。

日本在軍事方面亦較中國取得較大的成效，戰爭結果可反映這個情況。日本在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獲勝。反觀中國，在1885年的中法戰爭及1895年的中

日甲午戰爭均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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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及外交方面，毫無疑問，日本亦取得較佳之成果。十九世紀末，中國的教

育機會並不普遍，主要仍是士大夫階層才有機會讀書。但在同一時期，日本巳成

為亞洲讀寫能力最高的國家，文盲率少於5%。外交方面，在十九世紀末，日本

巳取消治外法權。自1870年起中國先後與各國發生衝突，如與俄國發生伊犁事

件，與德國發生天津慘案，與英國發生瑪嘉里案。這些事件發生後，中國先後賠

款或與各國達成協議。到了1895-1899年期間，各國更在中國建立勢力範圍，如

英國佔據長江流域一帶，德國佔據山東等。

不過，我並不贊同中國的自強運動是全盤的失敗。毫無疑問，若與日本比較，中

國的改革成效的確較少。但比較起自強運動前的中國，在不少項目巳可以說是有

一定的進步。例如在軍事方面，設立軍器製造廠，軍事訓練學校等，都是前所未

有的事。在經濟方面，大城市紛紛在沿海地區出現，如上海、南京、天津及廣州

等。在外交方面，中國與美國在1868年簽訂了友好條約，美國的蒲安臣願意協

助率領外交使節團等，這些都是外交上的一大進步。在教育方面，中國派學生出

國留學，帶回了西方的新思想。這一切都可說是自強運動的成效。

總括來說，十九世紀末，中國及日本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教育各方面的

情況均反映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但並不能因此而說自強運動是全

盤失敗，因為對比起改革前的中國，在不少方面其實巳有一定的進步，亦為日後

中國漫長的改革道路鋪路。

題目(a)得分及評語:

此部份表現極佳。學生能列舉相關史實外，最令人可喜的是，在兩國相同的改革

項目內，能同中求異，在各分段結束處作進一步更深入的分析，而並不是單單指

出兩國在哪幾方面同樣地作出改革。此外，引言及總結亦表現理想。若學生能在

描述軍事，經濟及教育方面的改革後，能加入一轉折段，才再描寫相異之處則更

佳。亦應注意篇幅，部份例子可再刪減。

得分:13分

題目(b)得分及評語:

此部份表現頗佳。學生能清楚表達立場，及引相關史實，各段的起首處亦能概括

該段內容及回應題目。尾二段引史實時能具條理地按各方面說明，層次分明。

但偶有描述過份概括的情況，如1899年，只有英國一個國家取消治外法權，但

同學卻說成「在十九世紀末，日本巳取消治外法權」。可改成「自1899年起，各

國先後取消治外法權」。另外，亦可替題目(b)另加一個獨立的引言。部份文句亦

並不通順。

得分:12

總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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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十九世紀中葉，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及日本皆採取改革以圖自強。這兩

個改革有相同及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兩國都改革了軍事、經濟及教育。

不同的地方是，中國改革了外交，而日本改革了政治及司法。

軍事的改革，日本改革了徵兵制度，1873年實施徵兵法，規定所有成年男子須

服役3年。中國改革海軍，1866年有福州船政局，1888年有北洋艦隊。日本以

英國體制改革海軍。中國改革陸軍，1867年有南京製造局，1885年天津陸軍學

校。日本也改革陸軍，採用法國及德國的體制。

此外，經濟的改革，中國改革工業，發展重工業如1867年天津機器廠、1877年

中國輪船招商局，也發展輕工業如1878年甘肅紡織廠，1889年廣州棉廠。日本

改革工業，政府開辦重工業及輕工業，也向工業家提供補助金、貸款及技術諮詢。

1890年時為了減輕負擔，將非工業售給私人企業如三菱、住友及和田等。

中國改革運輸及通訊，有鐵路，也有電報總局。日本架設鐵路線，也建立了郵政、

電話、電報等系統。日本改革財政，1871年有新貨幣制，日元成為新貨幣單位，

1872年成立銀行。日本改革農業，1873年新地稅制，地主須按地價付３％的貨

幣稅，令國家收入增加。還聘外國專家為顧問，設農業學院。

還有教育的改革。中國在上海、廣州及福州設立外文學校。中國也有派學生出國

留學，派學生往英法德美等國學習。1884年派遣教育使團往歐洲學習造船和航

海。日本同樣有派學生出國留學。日本在1871年成立文部省，規定所有學童6

歲起接受強逼教育，又仿傚法國教育制度，把全國分為8個學區，各設大學、中、

小學，學校也開設科學、數學等西方教育科目，又聘請外國人為教師。

日本改革了政治，但中國並沒有。日本廢除封建制度，1868年四大藩把土地

還給天皇，其他大名亦仿傚。1871年天皇宣佈廢藩置縣，又把全國分為75縣，

設地方長官。日本也改革憲政，伊藤博文採取德國憲法模式。在1889年天皇正

式頒布憲法，天皇有極大的權力。

中國改革外交方面，設立處理外務機構，如1861年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1862

年的設立同文館。但日本沒有改革外交。日本改革司法，改革法制，1871年成

立司法部，也實施新刑法、民法及商法。但中國沒有改革司法。

以上是中國及日本改革的相同和不同之處。相同的是兩國都改革軍事、經濟和教

育。不同的是中國還改革外交，日本改革政治及司法。

我同意「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但不同意「中國的改革是全盤失

敗。」在政治方面，在中國大權仍操於慈禧之手，滿漢官員仍存在衝突及不和。

日本改革後成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政體，政體成為君主立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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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方面，因為大部份兵工廠、造船廠、工廠紛紛在通商口岸和沿海城市出現，

大城市因而發展起來，例如上海、南京、天津及廣州等。不過，大量的賠款及貪

污狀況令中國經濟狀況仍處於困境。日本改革後，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新地稅

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不過，徵收新地稅令農民稅務沉重，不少農民被逼出售

土地。

在軍事方面，中國在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戰敗，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也

同樣地戰敗。日本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卻獲勝。在教育方面，在中國受

教育仍限於士大夫，日本在改革後卻成為亞洲讀寫能力最高的。在外交方面，1870

年後與西方關係惡化，如有伊犁事件和天津慘案。1895-1899年各國先後在中國

建立勢力範圍。日本卻在1899年起各國先後取消治外法權。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日本的改革較中國有成效。

「中國的改革是全盤失敗。」這句說話我並不同意。因為它是中國現代化的第一

步。例如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槍砲製造廠、電報局等。也是第一次有處理外務機

構。長遠來說，自強運動可說是為日後的改革鋪路，亦替日後的改革提供了經驗。

題目(a)得分及評語:

表現並不理想。尚能列舉相關史實，並概括地指出兩個改革的相同及不同之處。

但欠進一步的分析，在相同的改革範圍中未能指出各改革項目的不同。字句亦欠

完整及通順。引言及總結亦只重覆地概括全文的內容。

得分:7

題目(b)得分及評語:

表現並不理想。比較中國及日本的改革成效時，尚能列舉相關史實，但表達欠清

晰及條理，往往只列舉事實而沒有給予分析，各分段亦未能在開首時回應題目。

在描述中國的改革並非完盤失敗時，列舉史實不足，亦欠缺條理，篇幅過短。欠

缺總結。

得分:5

總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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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課堂討論

在完成批改後，我按照同學常見的問題製作了以下的工作紙，並在課堂上分組討

論，然後邀請同學逐組作口頭報告。

(學生版本)

(1) 引言及總結

習作(A):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及日本均面對西方的沖擊。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後，中國的

知識份子及官員紛紛提出改革，希望能挽救清室的弱勢，因而有自強運動的出

現。另一方面，自1854年培里用炮艦政策打開日本的門戶後，日本意識到改革

的逼切性，因此在1868年展開了明治維新。兩個改革有其相同及不同之處，茲

在下詳細說明:

習作(B):

十九世紀中葉，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及日本皆採取改革以圖自強。這兩個改革

有相同及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兩國都改革了軍事、經濟及教育。不同的

地方是，中國改革了外交，而日本改革了政治及司法。

以上哪一段引言較佳? 原因何在?

                                                                        

                                                                         



20

由此可見，一個好的引言應具備甚麼特質?

                                                                          

                                                                     

習作(C):

以上是中國及日本改革的相同和不同之處。相同的是兩國都改革軍事、經濟和教

育。不同的是中國還改革外交，日本改革政治及司法。

習作(D):

由上可見，中國及日本皆進行了軍事、經濟、教育方面的改革，但日本在這幾方

面的改革項目較中國更為完備。兩個改革還有其他不同之處，例如日本並無如中

國般進行外交上的改革，但改革了政治及司法。可見日本的改革較中國更全面及

廣泛。

以上哪一段總結較佳? 原因何在?

                                                                        

                                                                         

由此可見，一個好的總結應具備甚麼特質?

                                                                          

                                                                     

(2) 比較題的技巧

習作(A):

在軍事改革方面，日本改革了徵兵制度，1873年實施徵兵法，規定所有成年男

子須服役3年。中國並沒有改革徵兵制度。海軍方面，中國在1866年建立福州

船政局，1888年成立北洋艦隊；日本則按英國體制改革海軍。此外，中國改革

陸軍，在1867年建立南京製造局，1885年成立天津陸軍學校；日本則按法國及

德國的體制改革陸軍。

習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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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兩國均進行軍事方面的改革。在海軍方面，中國在1866年建立福州船政

局，又在1880年建立天津海軍學校，在1888年更成立北洋艦隊。日本亦按英國

的體制進行海軍方面的改革。在陸軍方面，1865中國成立上海江南製造局，1867

又有南京製造局，以製造槍炮。1885更成立天津陸軍學校。日本則先後按法國

及德國的體制為模式改革陸軍。此外，日本更革新徵兵制度，在1873年實施徵

兵法，規定所有成年男子須服役3年。由此可見，兩國雖然都進行軍事上的改革，

但日本的改革可謂更全面，除涉及陸軍及海軍外，更改革徵兵制度，並參照西方

各國的體制。

以上哪一段較佳，原因何在?

                                                                       

                                                                        

由此可見，在比較題中，論及相同項目時，應注意甚麼?

                                                                        

                                                                        

(3) 評論題的技巧

習作(A):

「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本人十分認同此說法 … …
日本在軍事方面亦較中國取得較大的成效，戰爭結果可反映這個情況。日本在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獲勝。反觀中國，在1885年的中法戰爭及1895年的中

日甲午戰爭均戰敗。

習作(B):

我同意「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的說法 … …
在軍事方面，中國在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戰敗，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也

同樣地戰敗。日本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卻獲勝。

習作(A)及習作(B)所持的立場及例證均相同，但兩者在表達方式上有甚麼不同?

                                                                        

                                                                       

你認為何者較佳，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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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根據上題的答案，改寫下列一段:

習作(C):

我同意「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的說法 … …
在經濟方面，因為大部份兵工廠、造船廠、工廠紛紛在通商口岸和沿海城市出現，

大城市因而發展起來，例如上海、南京、天津及廣州等。不過，大量的賠款及貪

污狀況令中國經濟狀況仍處於困境。日本改革後，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

新地稅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不過，徵收新地稅令農民稅務沉重，不少農民被

逼出售土地。

                                                                              

                                                                              

                                                                              

                                                                              

                                                                              

習作(D):

「中國的改革是全盤失敗。」這句說話我並不同意。因為它是中國現代化的第一

步。例如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槍砲製造廠、電報局等。也是第一次有處理外務機

構。長遠來說，自強運動可說是為日後的改革鋪路，亦替日後的改革提供了經驗。

以上所舉的例子是否足以支持作者並不贊成「中國的改革是全盤失敗。」的看法?

                                                                                                                                                

試重寫以上一段文字，替原文補充足夠的例子，並注意表達是否具條理。

                                                                        

                                                                      

                                                                        

(教師版本)

(注意以下答案只供參考，最重要是在過程中老師鼓勵學生參與討論，引導學生思考，

使他們掌握論文題的技巧，勿讓學生被動地等待老師說出「標準答案」)

(1)引言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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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A):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及日本均面對西方的沖擊。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後，中國的

知識份子及官員紛紛提出改革，希望能挽救清室的弱勢，因而有自強運動的出

現。另一方面，自1854年培里用炮艦政策打開日本的門戶後，日本意識到改革

的逼切性，因此在1868年展開了明治維新。兩個改革有其相同及不同之處，茲

在下詳細說明:

習作(B):

十九世紀中葉，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及日本皆採取改革以圖自強。這兩個改革

有相同及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兩國都改革了軍事、經濟及教育。不同的

地方是，中國改革了外交，而日本改革了政治及司法。

以上哪一段引言較佳? 原因何在?

引言(A)，因為能回應題目，替題目補充背景(沖擊所指的是甚麼)，並總起全文，

說明全文的討論重點。

由此可見，一個好的引言應具備甚麼特質?

應能回應題目，補充相關的背景或其他資料，清楚交待立場，並清楚說明將討論

的內容。

                                                                     

習作(C):

以上是中國及日本改革的相同和不同之處。相同的是兩國都改革軍事、經濟和教

育。不同的是中國還改革外交，日本改革政治及司法。

習作(D):

由上可見，中國及日本皆進行了軍事、經濟、教育方面的改革，但日本在這幾方

面的改革項目較中國更為完備。兩個改革還有其他不同之處，例如日本並無如中

國般進行外交上的改革，但改革了政治及司法。可見日本的改革較中國更全面及

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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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哪一段總結較佳? 原因何在?

總結(D)。因為它並不是只重覆全文的重點，並加入更進一步的分析。

由此可見，一個好的總結應具備甚麼特質?

並不是只重覆全文的重點，能加入更進一步的分析，或簡略交待事件日後的發

展或歷史意義。

(4) 比較題的技巧

習作(A):

在軍事改革方面，日本改革了徵兵制度，1873年實施徵兵法，規定所有成年男

子須服役3年。中國並沒有改革徵兵制度。海軍方面，中國在1866年建立福州

船政局，1888年成立北洋艦隊；日本則按英國體制改革海軍。此外，中國改革

陸軍，在1867年建立南京製造局，1885年成立天津陸軍學校；日本則按法國及

德國的體制改革陸軍。

習作(B):

首先，兩國均進行軍事方面的改革。在海軍方面，中國在1866年建立福州船政

局，又在1880年建立天津海軍學校，在1888年更成立北洋艦隊。日本亦按英國

的體制進行海軍方面的改革。在陸軍方面，1865中國成立上海江南製造局，1867

又有南京製造局，以製造槍炮。1885更成立天津陸軍學校。日本則先後按法國

及德國的體制為模式改革陸軍。此外，日本更革新徵兵制度，在1873年實施徵

兵法，規定所有成年男子須服役3年。由此可見，兩國雖然都進行軍事上的改革，

但日本的改革可謂更全面，除涉及陸軍及海軍外，更改革徵兵制度，並參照西方

各國的體制。

以上哪一段較佳，原因何在?

習作(B)，在相同的改革項目中，能同中求異，在分段結束處作進一步更深入的

分析，而並不是單單指出兩國同樣在軍事上哪幾方面作出改革。

由此可見，在比較題中，論及相同項目時，應注意甚麼?

可嘗試在相同的項目中尋找不同之處，盡量做到能同中求異，使分析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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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論題的技巧

習作(A):

「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本人十分認同此說法 … …
日本在軍事方面亦較中國取得較大的成效，戰爭結果可反映這個情況。日本在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獲勝。反觀中國，在1885年的中法戰爭及1895年的中

日甲午戰爭均戰敗。

習作(B):

我同意「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的說法 … …
在軍事方面，中國在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戰敗，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也

同樣地戰敗。日本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卻獲勝

習作(A)及習作(B)所持的立場及例證均相同，但兩者在表達方式上有甚麼不同?

習作(A)在段二的開首處能重申立場。習作(B)在段二中則只列舉了例證。                                                                         

                                                                       

你認為何者較佳，為什麼?

習作(A)較佳。因為在各段例證的開首處能重申立場，可令組織更嚴謹，立場更

清晰。

                                                                          

試根據上題的答案，改寫下列一段:

習作(C):

我同意「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的說法 … …
在經濟方面，因為大部份兵工廠、造船廠、工廠紛紛在通商口岸和沿海城市出現，

大城市因而發展起來，例如上海、南京、天津及廣州等。不過，大量的賠款及貪

污狀況令中國經濟狀況仍處於困境。日本改革後，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

新地稅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不過，徵收新地稅令農民稅務沉重，不少農民被

逼出售土地。

               

我同意「日本的改革較中國取得更大的成效」的說法 … …
在經濟方面，日本的改革亦較中國取得較大的成效。到了十九世紀末，雖然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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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兵工廠、造船廠、工廠紛紛在中國通商口岸和沿海城市出現，大城市如上海、

南京、天津及廣州等因而發展起來，但大量的賠款及貪污狀況令中國經濟狀況仍

處於困境。日本改革後，則成功由農業國家轉型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新地

稅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此外，不少農民因新地稅的徵收而令稅務負擔沉重，

被逼出售土地，這進一步加速了工業化。

習作(D):

「中國的改革是全盤失敗。」這句說話我並不同意。因為它是中國現代化的第一

步。例如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槍砲製造廠、電報局等。也是第一次有處理外務機

構。長遠來說，自強運動可說是為日後的改革鋪路，亦替日後的改革提供了經驗。

以上所舉的例子是否足以支持作者並不贊成「中國的改革是全盤失敗。」的看法?

不足夠。

試重寫以上一段文字，替原文補充足夠的例子，並注意表達是否具條理。

不過，我並不贊同中國的自強運動是全盤的失敗。毫無疑問，若與日本比較，中

國的改革成效的確較少。但比較起自強運動前的中國，在不少項目巳可以說是有

一定的進步。例如在軍事方面，設立軍器製造廠，軍事訓練學校等，都是前所未

有的事。在經濟方面，大城市紛紛在沿海地區出現，如上海、南京、天津及廣州

等。在外交方面，中國與美國在1868年簽訂了友好條約，美國的蒲安臣願意協

助率領外交使節團等，這些都是外交上的一大進步。在教育方面，中國派學生出

國留學，帶回了西方的新思想。這一切都可說是自強運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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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老師的檢討

是次的習作對我真的是一個莫大的挑戰，由擬定題目、訂立工作紙、批改、

製作課堂討論用的工作紙、到把所有資料整理，過程並不如我想像中簡單。一方

面要受到時間的限制(由於要按「教學進度表」授課，我並不能用太多的時間在

課堂上講解工作紙、論文題及進行事後的課堂討論。我只好利用中午及放學後的

時間去進行，猶幸同學們大都樂意留下，無甚怨言)；另一方面，論文題的結果

與我想像中有所不同(雖然由D、E級升上B、C級的同學為數不少，但E級的同

學數目變動不大)。

完成了整個習作後，我發現要改善的地方如下:

(1) 注意同學個別能力的差異: E級的同學數目較從的前論文題變動不大，正正

是一個警鐘，告訴我要注意部份同學可能學習能力較差，又或是欠缺努力學

習的主動性。在一連串的工作紙、課堂討論外，我必須按個別同學的問題加

以對症下藥。

(2) 避免學生過份依賴工作紙:在是次的論文題中，當學生論述「中國的改革是否

全盤失敗時」大部份學生出現資料不足的情況。在對比工作紙後，我立即恍

然大悟，原來工作紙中這部份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這固然說明了我製作

工作紙時的疏忽，因此我只好在製作課堂討論用的工作紙上加以補救；但另

一方面，此事亦反映出同學過份依賴工作紙，忽略了學習的主動性。

這次的習作對我來說雖然十分艱辛，但對我的教學生涯來說卻是一個極寶貴的經

驗，我深深體會到何謂「教學相長」。我不冀望能「點石成金」，單靠這次習作便

能完全掌握教論文題的技巧，我亦不敢冀望學生單靠這次習作便能完全掌握論文

題的技巧，但我深信我和我的學生在這次習作中或多或少都能有所得益，而這份

經驗對我日後的教學及對學生的學習都是極之珍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