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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卷分甲部及乙部。 考生需回答兩部分的問題。
2. 甲部有兩條必答的歷史資料題。每條問題的最高分數顯示在括號內。
宜用一小時十五分鐘完成此部分。

3. 乙部共有九條論述題目，考生可任擇兩題。每條分數為三十分，必須
用論述形式作答，條理分明。

4. 考生必須清楚列明選答題目篇號，否則其答卷可能不獲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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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歷史資料題）

本部兩題各題全答。

1. 細閱資料 A、B及 C﹐然後回答題目（a）至（e）。

參考資料 A

a.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女性的地位很高漲。」你同意此說嗎﹖

試參考資料 A所言﹐以及就研習所得﹐解釋你的答案。（6分）

參考資料 B

b. 根據資料 B所顯示﹐指出當時女性在國際社會之貢獻。（2分）

參考資料 A 及 B

c. 資料 A及 B分別反映不同階層女性的社會角色﹐你是否同意﹖試

解釋一下你的答案。（4分）

參考資料C

d. 第一次世界大戰提高女性在社會上的重要性。資料 C 有什麼支持

可證實這論點﹖（2分）

參考資料 A、B 及C

e. 資料 A、B 及 C 能否充分反映女性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

社會角色及地位呢﹖（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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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閱資料 D、E、F及G﹐然後回答題目（a）至（d）。

參考資料D 及 E

a. 直到十九世紀末年﹐俄國的農民生活是怎樣的﹖試從兩份資料中

找尋証據支持你的答案。（4分）

參考資料 F

b. 綜合資料 F﹐試指出沙皇及微德等人發表《十月宣言》的目標和

態度。試從其用語及內容中找尋證據作論述。（5分）

參考資料G

c. 該圖反映了漫畫家什麼態度﹖其作畫的目的是什麼﹖（4分）

參考資料D、E、F 及G

d. 試就各資料﹐以及你個人所認識﹐論述俄國革命的原因。（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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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論述題）

回答任何兩條題目：

歐洲現代史，約自 1800 年至 1980 年

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發展及成長

3. 試就多項刺激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發展因素﹐評估其在 1800至 1848

年期間的重要性。

4. 為何奧地利會在巴爾幹半島的政治干預日益強烈呢﹖試就 1870 年至第

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情況論述一下。

5. 「在意大利統一過程中﹐外交的角色比皮德蒙軍隊更重要﹐但在德意志

統一過程中﹐普魯士軍隊的角色則不亞於其他因素。」在什麼程度上﹐

你同意此說法﹖

6. 什麼力量使 1880-1914 年的歐洲成為「帝國主義年代」﹖

7. 試評估拿破崙三世對外政策的成效。他的對外政策如何影響直至 1871

年法國的政治發展。

8. 「壓制和反動是俄國最後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統治的特色。」試討論此

判斷對他直至 1914年的統治是否恰當。

爭取國際協調與合作的努力

9. 在什麼程度上你同意 1878年的柏林會議改善了近東問題﹖

10. 試追溯及解釋 1871-1914年德國與英國的關係。

對和平及民主的主要威脅

11.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對交戰雙方來說﹐都

是非正義的。」你在什麼程度上同意此說﹖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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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A

節錄自 Leo A. Loubere 的《十九世紀的歐洲︰生活的革命》一書。
女性受學校教育的擴張在 1900 年提供了世紀中時沒人想像過的機會。法國的教

育部承認性別差異﹐但受平等這革命性的理想刺激﹐其對女性的目標為座右銘「不同

但平等」。⋯⋯女性及男性在分開的學校校舍裏受教育﹔性別沒有性別混合﹐這是歐洲

的普遍政策。女子中學提供的課程比傳統的男性青少年學校提供的更廣泛﹐男生最終

會完成傳統學業﹐但除非他們在通過公務員測試後﹐靠關係而在政府做事﹐否則他們

的學位沒有實際價值。很多女性結果成為失業的知識份子或私人企業中的低級文員。

另一方面﹐大量年輕女性可以當教師﹐但只在低收入的小學程度。她們的高校
文憑對專業不很有用﹐因為開啟給她們專業事業的閘門很狹窄、艱難。當在西歐獲准

升讀大學後﹐一些人在法律、醫學能於考試中成功﹐而有醫學學位的可以實習﹐但有

法律學位的則不被承認﹐直到戰前幾年為止。受過高等教育女性的情況不會比低學歷

的女性好。若她找到丈夫的話會很幸運﹔沒有遺產或嫁妝的中產婦女則很可能沒有機

會結婚。她在家庭商店或辦公室工作﹐或成為家庭女教師﹐這是很多教育和背景良好
的貧困女性頗不會羨慕的。

上層社會而且婚後的﹐或財政獨立的婦女的生活因人而異。一些奉獻部分時間

給慈善工作⋯這些女性完全不會與與世隔絕、沒有公共生活及沒有作用地生存的維多

利亞女性的信念合模。但大多數中上層女性則到處走動、購物、試裙試鞋。⋯當生活

苦悶﹐為數不少的婦女會沉醉於藥物（麻醉藥）中⋯弗洛伊德以藥物平靜其神經。他
們的女兒是 1920 年代的野女郎、新潮少女。

下層婦女生活也多因人而異⋯但她們需要收支平衡﹐這表示她們要從事半職針

織工作。單身或孤寡的需要賺取生計⋯對她們來說﹐「快樂的九十年代（The Gay
Nineties）」毫不快樂。

資料 B
照片中乃三位波蘭的姐妹﹐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之自願協助分遣隊。

資料 C

以下照片來自 1916 年的法國﹐女工正在軍備工場中生產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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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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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D
以下乃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沙俄時代的農村﹐題目為「農民拆卸屋頂茅屋﹐

飼養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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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E
以下乃有關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沙俄時代的農民生活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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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F

以下是 1905年《十月宣言》的內容。
聖彼得堡、莫斯科和本帝國其他部分的叛亂、不安使我們十分傷感⋯⋯我們運用
此宣言﹐因沙皇強迫我們利用我們的力量、智慧和權力以盡快結束叛亂⋯

1. 基本公民自由會頒給予人民﹐包括不可侵犯個人、良心、言論、集會及結社
自由。

2. 准許現在被剝削投票權的階級參與杜馬（國會）﹐這將會引進全民投票的發
展。杜馬之選舉事不宜遲。

3. 國家杜馬沒有確認前﹐任何法律都不可以執行﹐此規則是不會動搖的﹐而人
民代表會給與機會真正地參與監管政府機關的合法性。

我們召喚俄國所有真正的孩子緊記國家﹐協助結束前所未有的不安、叛亂﹐恢復

和平局面。

資料 G

以下資料中﹐粗大的俄國漢子用手指將日本艦隊掀入海中。該圖描述約 1904-05
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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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資料頁完

－全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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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言之成理、論述飽足、組織條理、語言表達、證據掌握、應題作答⋯）

甲、資料題

1a.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女性的地位很高漲。」你同意此說嗎﹖試參考資

料 A所言﹐以及就研習所得﹐解釋你的答案。（6 分）

‧ 必要包括有資料 A中的証据﹐再加上一些額外資料（日常研習）
‧ 意見﹕同不同意

‧ 同意﹕如女性接受教育的机會多了﹐可以比前更獨立自主﹔比男性進步

‧ 不同意﹕如女性只多參與低下工作﹐譬如教職﹐生活不太愉快

1b. 根據資料 B所顯示﹐指出當時女性在國際社會之貢獻。（2 分）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與醫療救援工作﹐因圖中三女士皆穿著護士服飾

1c. 資料 A及 B顯示對女性角色的中心思想﹐是否相同﹖試解釋一下你的答案。

（4 分）
‧ 相同﹕如女性地位“開始”上升﹐角色轉向重要

‧ 不同﹕資料 A的描述較負面﹐而 B的顯示比較正面看出女性擔當的責任

1d.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女性的重要性提高。資料C有什麼證據可證實這一點﹖（2
分）

‧ 女性正在生產軍需品

‧ 因男性在戰爭﹐女性自然留在國內負責生產、供應補給等

1e. 資料 A、B及 C能否充分反映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女性角色、地位

呢﹖（6 分）
‧ 清楚指出意見

‧ 重點在「充分」二字

‧ 要在三份資料中找尋證據

‧ 例如﹕能夠──因為三則資料的著眼不同﹐能全面了解社會各階層婦女的角

色、地位﹔而且能從正反兩面分析

2a. 直到十九世紀末年﹐俄國的農民生活是怎樣的﹖試從兩份資料中找尋証據支

持你的答案。（4 分）
‧ 貧苦

‧ 如資料 D反映出農民要拆房子以飼養家畜à沒糧可用
‧ 簡陋﹐設備落後

‧ 人多⋯⋯

2b. 綜合資料 F﹐試指出沙皇及微德等人發表《十月宣言》的目標和態度。試從

用語及內容中找尋證據作論述。（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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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用語”及“內容”引證

‧ 目標﹕安撫人民、阻止叛亂﹐不是建設民主

‧ 態度﹕誠懇﹖敷衍了事﹖

2c. 該圖反映了漫畫家什麼態度﹖其作畫的目的是什麼﹖（4 分）
‧ 諷刺俄態度輕佻

‧ 實際上情況反而是日本勝利

2d. 試就各資料﹐以及你個人所認識﹐論述俄國革命的原因。（7 分）
‧ 農民生活困窘

‧ 十月宣言未能滿足人民

‧ 戰爭失敗﹕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
‧ 其他﹕革命分子活躍、改革失敗、沙皇缺乏能力等

‧ 必需要引用各資料及個人史識

乙、論述題

3. 試評估刺激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直至 1848 年的發展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
‧ 留意這題問及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而不是純粹是羅列因素

‧ 亦宜留意年份的規限──1848 年﹐論述不能不橫跨 1800-48 年﹐但也不能超出
範圍

‧ 討論的內容可包括法國大革命的遺產、拿破崙戰爭、維也納會議的安排、知識

傳播、受外族壓迫等﹐但必要討論各點的相對重要性﹔即哪一些較重要﹐哪一

些較次要

4. 為何奧地利會對巴爾幹半島政治的干預日益強烈呢﹖試就 1870 年後的情況
論述一下。

‧ 留意﹕年份為一八七零年后﹔地點為巴爾幹半島

‧ 論點可包括﹕泛斯拉夫 VS泛德意志主義、普法戰爭后奧在中歐影響下跌、德
國支持（結盟制度）、鄂國進一步積弱等

‧ 能舉事例証明更佳﹕如奧吞佔 1908 年波斯尼亞－黑塞哥維拿

5. 「在意大利統一過程中﹐外交的角色比皮德蒙軍隊更重要﹐但在德意志統一
過程中﹐普魯士軍隊的角色則不亞於其他。」在什麼程度上﹐你同意此說法﹖

‧ 要把題目分為兩部分

‧ （i）意大利﹕外交（定義﹖）＞皮德蒙軍

‧ （ii）德﹕軍事＞其他
‧ 指出你的意見

‧ 以不同証據闡釋

‧ 如﹕意大利循外交而得法國協助 VS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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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德意志經歷三場戰爭來統一﹐但當然﹐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國際情況、普

皇的角色等也不能忽視

6. 什麼力量使 1880-1914 年的歐洲成為「帝國主義年代」﹖
‧ 留意新帝國主義的興起

‧ 定義﹕帝國主義

‧ 題目時代範圍﹕1880-1914 年﹐必要全面討論整個時期
‧ 可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國際環境等方面論述

‧ 例如﹕極端民族主義、經濟需求、戰略因素等

7. 試評估拿破崙三世對外政策的成效。他的對外政策如何影響直至 1871 年法國
的政治發展﹖

‧ 拿破崙三世的第二帝國──1852-1871 年
‧ 要把題目分為兩部分

‧ 第一部分﹕評估對外政策──如克里米亞戰爭、助皮德蒙－薩丁尼亞攻擊奧、

普法戰爭等

‧ 第二部分﹕對政治影響──對外良好à專制﹔對外失敗à自由、民主、開放（例

子﹕如擴大選舉人數、部分權力下放）

8. 「壓制和反動是最後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特殊的特色標誌。」試討論此判斷
對他直至 1914 年的統治是否恰當。

‧ 定義﹕壓制、反動

‧ 可根據尼古拉二世在位期間的統治措施或對外政策論述

‧ 例如﹕工業化發展、反猶太政策、俄羅斯化運動、日俄戰爭後“處理”示威等

的手段、國家國會、農業改革等

‧ 再按各施政來扣緊題旨──是否壓制、反動

‧ 看看能否符合定義

9. 在什麼程度上你同意 1878 年的柏林會議改善了近東問題﹖
‧ 要界定什麼是「近東問題」──如鄂圖曼之衰落、民族主義興起、列強野心等

‧ 確切理解及明白柏林會議的前因後果和內容

‧ 可按各點條文討論﹐或據近東問題的定義討論

‧ 一定要表明清楚立法﹐不能矛盾

‧ 可以表示「大多能未解決﹐但解決了一些」或「反而變得更複雜」

10. 試追溯及解釋 1871-1914 年德國與英國的關係。
‧ 先要把 1871 年（德意志帝國成立）-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前）分為數
個階段﹐再指出各期的特色à追溯

‧ 指出趨勢、延續、轉變──如由好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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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階段之處解釋原因

11.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對交戰雙方來說﹐都是非正
義的。」你在什麼程度上同意此說﹖解釋你的答案。

‧ 可以把不同國家分為不同段落

‧ 解釋不同國家參戰的目的﹐或者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的責任﹐再証明是否

為了掠奪而變得不公義

‧ 如﹕德國因欲擴張海外而發展軍備﹐甚至策動戰爭﹐與協約國交惡à戰爭

‧ 如﹕奧匈帝國因想向巴爾幹半島擴充而與塞爾維亞起紛爭à戰爭

‧ 不能只討論是否不公義﹐而是是否因帝國主義而參戰而變得不公義

資料來源﹕高考評分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