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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結業考試 2002 – 2003

科目﹕中國歷史                          試卷一                         時限﹕兩小時完卷

  
考生注意﹕

1.本試卷分甲﹑乙兩部，佔全卷 70 分�
2.甲部分為兩組﹕I.商代至明代 II.清代至現代�
  每組各命四題，考生須於每組選答一題�
3.乙部共命六題，考生須選答其中兩題�
4.全卷共答四題，每題內容方面佔 21 分，安排表達方面佔 4 分�
5.在可能範圍內，應使用簡略地圖輔助作答�

甲部

商代至明代 (第 1 至第 4 題，選答一題)

1.細閱下面圖表﹕

君主年幼即位

      宦官有機弄權      X專政

君主聯合宦官殺害 X

  a.上圖是東漢政權互相傾軋的情況，X是代表哪類人物呢 ﹖            (1分)

  b. 如上圖所示，為何君主要聯合宦官殺害 X，而不是聯合 X殺害宦官 ﹖   (3分)
   試用一個例子說明之�

 c. 他們的擅權與相權的低落有沒有關係呢 ﹖                           (5分)

  d. 他們的弄權傾軋對於整個國家造成了甚麼的影響 ﹖                   (8分)

  e. 有人認為東漢政權的覆亡是由於上述兩者的權力鬥爭所引致�           (4分)
   你同意這個觀點嗎 ﹖試抒發你的意見�



2

2. 細閱附圖﹕

 a.上圖是西晉時代的五胡分佈情況�試填上 X和 Y所代表的胡族名稱�     (2分)

 b.為何這些胡族要侵擾中原 ﹖                                       (5分)

 c.承上題，他們的侵擾行動與西晉武帝的對外國策有沒有關係 ﹖         (5分)

 d.朝廷對於胡族的威脅行為採取了甚麼的態度 ﹖試解釋之�              (3分)

 e.胡人又怎樣導致西晉亡國呢 ﹖                                     (2分)                                             

f.有人認為外族是促使西晉滅亡的主因 ﹖你在若干程度上同意此說法 ﹖  (4分)
   試抒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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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細閱下面的資料﹕

   執政者自恃武功蓋世，不重視文治政令，故其統治手法，與傳統亦有異，如將全國人
   民分為四個不同的階級，無論政治﹑科舉及法律上，均歧視漢族人民�  在社會上，
   自先秦以來享有崇高社會地位的士人卻被視為低賤，連優妓也不如� 在經濟方面，
   政府亦欠缺理財經驗，因而造成國用不足 … … 其稅額極重，終至民生凋敝�
                                                      區士麒 《國史述要》
                                                 
a.從上文的資料中，執政者是指哪個朝代的人物 ?                       (1分)

b.上文中的四個不同的階級分別代表什麼 ?                             (4分)    

c.試用史實解釋上文所提及的法律制度與科舉兩方面的不公平現象�        (5分)
    
d.為何當時的執政者要實行這些政策 ? 他們的用意何在呢 ?              (3分)

e.試從經濟的角度分析當時人民受苦的情況�                            (4分)

f.倘若你是當國的執政者，你會否運用上述的重武輕文的政策管治國家呢 ? (4分)          
  試抒己見�

4. 細閱下面的資料﹕

朝代 X 備註

唐代﹕
a.高力士可以檢閱奏章
b.楊思勗掌理征伐權
c.魚朝恩掌理禁兵權
d.陳弘志﹑王守澄殺害憲宗及擁立穆宗和文宗

朝政混亂

明代﹕
a.王振專權用事
b.曹吉祥迎立英宗復位
c.劉瑾掌管東西廠
d.魏忠賢掌管內外政權

朝政混亂

a.上面資料中的 X是代表朝廷裏哪類的人士  ﹖                          (1分)

b.唐代和明代初期，為何 X未能參與朝廷的事務 ﹖                      (2分)                    
c.上面資料反映了甚麼的情況 ﹖                                      (1分)

d.試說明在明朝的時候，為何 X能在後期參與國家的事務呢﹖           (8分)     
e.他們的干政怎樣導致朝政混亂 ﹖試從上述明代的資料中，選擇兩個      (5分)
  例子說明之�

f.有人認為明代這 X類人士的用事是始於太祖的君主集權政策�            (4分)
你同意該說法嗎 ﹖試抒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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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至現代 (第 5 至第 8 題，選答一題)

5. 細閱下面兩幅漫畫﹕

           
             漫畫一                                  漫畫二

a.從上面的兩幅漫畫中，你能辨認出是中國哪個朝代的政策所造成的       (1分)
結果呢 ?

b.上述漫畫代表著當時新政權實行了什麼類型的統治政策 ?               (2分)

c.為何當政者要實行這些統治政策 ?                                  (10分)

d.這些統治政策的成效如何 ?                                         (4分)

e.有史家認為上述朝代的國祚比元朝的還要長，其中主因是前者實行了     (4分)
  不同的政策所引致� 你贊同此說嗎 ﹖試抒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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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細閱下面的資料﹕

資料一﹕

  於 1895 年，日本在甲午戰役擊敗了中國後，它與中國簽訂了 X 條約，該條約內容
已招致各列強的妒忌�  後來俄國能成功地逼日本歸還遼東半島給中國，它便趁著

  這大好的機會與中國簽訂了Y，從而使俄國的勢力大增�當列強知道該條密
約後，邀起了它們對俄國的嫉妒心，於是各列強逼中國租借軍港的活動便開始了�

                                                        漢史氏《清朝興亡史》
    

   資料二﹕列強瓜分中國附圖

a. 在上面的資料一中，X和 Y的條約名稱是什麼 ?                      (2分)                  
b. 試在資料二的附圖中，把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六個正確地方      (6分)                 
   名稱填寫下來�

c. 正當列強你爭我奪地在中國劃分其勢力範圍之際，哪國嘗試作出以      (1分)
   中介者的身分來調解它們的爭奪活動 ?
    
d. 承上題，為何該國要作出這樣的調停行動呢 ?                        (6分)

e. 該國的調停行動的成效如何 ?                                      (2分)

f. 史家認為中國沒有被列強瓜分是與各列強國根本沒有意圖瓜分中國有    (4分)
   著密切的關係� 你同意嗎 ? 試抒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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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細閱下面的資料﹕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以為國家政治可逐漸走上正軌，前

途是光明的﹔可是，事與願違，因為當時 X 為了自身一己之利，準備竊取國家的
大權�  他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最終引致了Y 在 1913 年的爆發� 事件雖失敗，
國父仍繼續其革命事業，務期有所成�

                                                         郭兆華《中國革命史》

a.在上面的資料中，X和 Y分別代表什麼 ?                             (2分)

b. 試略述 X在竊取國家大權時的過程。                                 (9分)
  (須交代竊權過程進行中的時間)

c. X的這種罔顧國家安危的行為終能得逞嗎 ?                           (6分)

d. 民初局勢的混亂是否代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呢 ? 試抒己見�             (4分)

8. 細閱下列所附的資料﹕

   資料一﹕歷史時段
      
                A 區       B 區       C 區       D 區       E 區        F 區

              1920              1924               1928               1932              1936              1940               1945

   資料二﹕中國歷史大事發生的時間

       (1)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間

       (2)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3)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

a.試從上面的時段中，選擇正確的時間區域安插在資料二中的三項         (3分)
  中國歷史大事上�

b.試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一次合作背景�                              (6分)

c.哪一件事件促成第二次的國共合作 ?                                 (1分)

d.承上題，試述該事件的發生始末�                                    (5分)

e.該事件的歷史意義為何呢 ?                                         (2分)

f.倘若沒有了上述該事件的發生，中國能否戰勝日本人呢 ? 試抒己見�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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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第 9 至第 14 題，選答兩題)

9. 下列是秦代及漢初時代的中央制度簡表﹕

 皇 帝
    
   ↓

秦代的官名 漢初的官名 職權管理範圍

1.丞相
2.太尉

    3. X

1.丞相
2.太尉

     3. X

政務

軍務

監察

   ↓

  1.奉常
  2.郎中令
  3.廷尉
  4.治栗內史
  5.典客
  6.宗正
  7.衛尉
  8.太僕
  9.少府

    1.太常
2.光祿勳

    3.廷尉
    4.大司農
    5.  Y
    6.宗正
    7.衛尉
    8.太僕
    9.少府

宗廟禮儀

宮殿門戶

Z
財政

外交

宗室事務

宮門警衛

皇室輿馬

山海池澤稅收

a.上面是秦漢什麼的中央制度 ?                                       (1分)

b.上面資料中的 X﹑Y及 Z分別代表什麼 ?                             (3分)

c.從上面的資料看，該制度有什麼相同和相異之處 ?                     (5分)
  試引用例子說明之�

d.試述該制度的特色�                                                (8分)

e.治史者都認為秦漢的中央制度的影響非常之深遠，                   (4分)
  你在這個方面有什麼看法 ? 試抒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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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細閱下列資料﹕

X兵制的內容 Y兵制的內容
﹡兵源﹕揀選農民中的富 壯丁出任

﹡任務﹕平時務農，閒時受訓，
        戰時從征，戰後歸田�

﹡兵源﹕來自從征﹑歸附﹑謫發﹑垛集

﹡任務﹕平時屯田﹑受訓﹔戰時從征，
        戰後歸回原處�

a.上述的資料中，X和 Y分別代表著哪個時代的兵制 ?                   (2分)

b.X和 Y的設立源於哪時的兵制而來 ?                                 (2分)

c.試從組織編制和調遣士兵兩個方面，比較上述兩項兵制的內容�          (8分)

d.上述的兵制有些共同的特色，如兵將分離及軍糧來源方面�              (5分)
   試述它們的利弊之處�

e.有人認為 X兵制的軍人質素要比 Y兵制的為佳，你同意該說法嗎 ?      (4分)
  試抒己見�

11.細閱下列資料﹕
     

   兩宋期間，絲綢之路被金﹑西夏等所阻，對外貿易只好集中在東南沿海的海路
   進行�  當時與宋朝通商的海外國家，共五十多國，總稱為〝海南諸國〞�  中國
   過去的海外貿易，主要為統治階層帶來珍貴的奢侈品，整體經濟收益不大�  然
而，宋朝的海外貿易不僅在規模上遠超過前朝，而且為政府取得了可觀的經濟

   收益�  宋朝因此增設機關負責管理和推廣海外貿易�
                                               杭侃《兩宋﹕在繁華中沉沒》
           

a.分析宋代在海上貿易發達的原因�                                    (8分)

b.上文資料提及到機關一詞，它是指什麼呢　?　　　 　　　　　　　　   (1分)
　　 
c.該機關的職權範圍是什麼呢 ?                                       (8分)                          

d.有人認為南宋仍能茍延其國祚多年，實有賴於南宋政府繼續大力推動     (４分) 　  
  海上貿易所致的� 你同意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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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細閱下列資料﹕

資料一﹕

當西漢武帝決心與匈奴作一死戰時，一方面直接對北發動攻擊，另方面則計

劃向西方尋求可資聯盟的國家，由側翼進行夾擊�他聽了匈奴降人的說法，

便選擇了 X 作為聯絡對象�一位郎官應募出使，在建元三年，率領百餘隨從
向茫昧未知的世界進發�

資料二﹕

元狩二年，漢朝取得河西走廊的地盤，掌握了通西域的要道，又過了兩年，

這位郎官遂再出使西域，目的在聯絡 Y，以斷匈奴右臂�

                                                   鄒紀萬《秦漢史》

a.上述資料一中的 X和一位郎官是指什麼 ?                           (2分)

b.從上述資料一看，這位郎官在是次的出使目的為何 ?                 (1分)                                               

c.這位郎官能順利地完成是次出使的任務嗎 ?                         (2分)                                       

d.細閱資料二，Y 是指哪個結盟的國家呢 ?                           (1分) 　　                                                     

e.他在這第二次的出使任務成功嗎 ?                                 (2分)                                        

f.從政治﹑交通及宗教三方面，分析這位郎官的出使所作出的貢獻�      (9分)                                        

g.「絲綢之路實對中西文化的交流起著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4分)                                        
     你同意此說嗎 ? 試抒己見�

13a.從宗教角度看，為何天主教耶穌會要在明末的時候派遣傳教士到東方來傳教呢 ?
(2分)                                             

  b.他們在中國明清期間的傳教事業是否一帆風順呢 ?                   (6分)                  　                                      

  c 分析傳教士東來傳教時，他們在宗教和學術兩方面對中國所造成的     (9分)                                                                 
    影響� 　                                                                 
                           
  d.有史家認為該教會的傳教方式實埋下了清初禁教的伏線�              (4分)          　                                                                                                   
你同意此說嗎 ? 試抒己見�

14.細閱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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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一﹕

先秦學術流派 代表人物

儒家 孔子﹑孟子﹑荀子

名家 惠施﹑公孫龍

墨家 墨子

農家 許行

法家 韓非

雜家 呂不瑋

道家 X
陰陽家 鄒衍

縱橫家 蘇秦﹑張儀

小說家 沒有代表人物

    
   資料二﹕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荀子�君道》

a.從上面資料一當中，哪些是先秦的四大顯學流派 ﹖                    (2分)

b.根據資料一，X是指哪兩位人物呢 ﹖                                      (1分)

c.在儒家思想的體系裏，孟子及荀子的倫理觀有什麼不同 ﹖              (2分)                                                                                                                      

d.孟荀兩人同出於一個學術流派，為何他們的倫理觀有所不同 ﹖          (4分)                                                                                                                 

e.從資料二中，荀子的思想與哪一個流派有著關係 ﹖在當時候，          (2分)
  哪一列國是應用了該派思想來治國呢 ﹖

f.承上題，這個思想流派對於該國當時及日後造成了什麼的影響 ﹖        (6分)

g.從治國觀點看，墨家流派實在是不能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              (4分)
  你同意此說嗎 ? 試抒己見�

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