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五級結業考試 2002 – 2003

中國歷史 試卷一

評卷參考

甲部

1a.  X﹕外戚                                                                                                               (1分)

 b.因為﹕
 i.外戚專政弄權，對皇帝或國家構成了一定的威脅，如在西漢時，       (3分)
王莽弄權便是一好例子 / 東漢和帝死後，鄧太后不立和帝長子
劉勝，她卻迎立了剛生來百日的殤帝﹔

ii.皇帝自幼便受宦官照料，宦者從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c.兩者是有關連性的�                                              (5分)
   因自西漢武帝始，他重用內朝官(包括外戚和宦官)，後來更成為
   固定的制度﹔相反地，相權便日漸低落，這便成為日後宦官和外
   戚弄權的憑藉� 至東漢光武帝時，他把大權集中於內朝的尚書，
   於是相權更加低落� 內朝已成為實權操重的機構，故特許出入內
   朝的外戚與宦官便有了擅權的機會�
    
 d.他們不顧大局而相互擅權傾軋對國家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影響�        (8分)
 i.東漢自和帝起，戚宦只懂爭權奪利，貪贓枉法，任用私人，排斥
   異己，以致國家大小事情都不致理會，國運隨之而走下坡，國勢
   逐漸衰落�
    
ii.戚宦長期的爭鬥，引起大部分朝中的正直之士的不滿，他們紛紛
   議論戚宦的不是，終引致兩次黨錮之禍，在那期間，黨人受害後，
   治國人才更覺凋零，國事更形腐敗不堪�
    
iii.戚宦只顧相爭，從來也不過問天下間百姓的生活情況如何﹔反之，
    他們更侵吞百姓的辛勞成果，最終釀成了黃巾民變的爆發�

 iv.黃巾之亂爆發後，因當時地方力量很薄弱，不能應付黃巾民亂�
於是朝廷改刺史為州牧，�予給他們政﹑軍﹑財大權來平定亂事�

結果，亂事雖被平定，但他們已割地稱雄，形成了地方割據的局

面，東漢亦實已名存實亡了�

e.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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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X﹕鮮卑    Y﹕匈奴                                            (2分)

 b.胡族要侵擾中原的原因是﹕
 i.胡族是居住在塞外的，這裡的生活非常艱苦，如天氣十分寒冷﹑       (5分)
   土地又貧瘠，故糧食也不足夠﹔相反地，中原一帶情況便截然
   不同了﹑天氣沒有漠北一帶那麼寒冷﹑土地可耕性高，能栽種
   不同種類的草本植物，故糧食豐裕﹑物質及生活條件都要比漠
   北地區還要好，故胡族有侵吞中原的意圖�

ii.部分胡族自漢代始已遷入中土，但他們常被中國官吏和豪強所
欺壓，故胡族已萌生了向他們報復的心理� 當時機成熟之際，
亂事便隨之而起�

c. 兩者是有密切關係的� 西晉武帝的兩個政策也是釀成日後胡族侵       (5分)
   犯晉室的起因�
 i.撤回地方兵將﹕晉武帝為了減少地方兵將對中央構成日後的威脅，
   於是他便撤離大部分的地方軍隊，他的原意是無可口非的﹔但當
   亂事發生起來，便沒有足夠的兵力去應付下來，故撤將也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ii.收納投降的胡人﹕晉武帝接納投降的胡人，准許他們遷入中國境
   內居住，並且賜給他們官職，以便管轄和他們一起內徙的胡人�
   這便使他們洞悉了晉室的虛實情況，當機會到來時，他們便乘時
   造反�

d. 朝廷對於胡族的威脅行為採取了置知不理的態度�                    (3分)
   晉武帝時，官員郭欽知道胡族對晉室構成了一定的威脅，故請武
   帝把他們遷離中土，但武帝不加理會﹔至惠帝時，另一名官員江
   統著有《徙戎論》，促請快把胡族遷離中原，但執政者也沒有注
   意到他的遷胡用意，故便埋下了胡族對晉室侵擾的危機�
    
e. 公元 311年，匈奴人劉聰派石勒攻陷洛陽，並且擄走了晉懷帝，       (2分)
   大肆焚燒和殺戮� 次年，晉愍帝即位於長安� 至公元 316年，劉
   曜攻陷長安，愍帝被擄，西晉亡國�

f.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3a. 元朝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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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                                    (4分)

 c. 兩種制度都呈現了對漢人和南人的不公平現象﹕                    (5分)
  i.在司法制度方面﹕漢人及南人殺害了蒙古人或色目人，前兩者
都要處死及給予死者家屬殮葬費﹔相反，蒙古人殺害漢人，只

罰從征或賠償金錢給他們家屬作為補償﹔還有，蒙古人毆打漢

人，後者不得還手�

 ii.在任官制度方面﹕所有政府的官職，正官由蒙古人或色目人
    出任﹔相反地，漢人及南人只能任較低微的官階�
     
 d. 當時執政者要實行這些政策的原因是﹕                            (3分)
    因為當時元朝的統治者是一個異族，以異族的身分來治理中國，
漢人必定對他們的統治有所不滿﹔此外，他們的文化水平又不
高，以低文化水平的他們治理比較高文化水平的中原人士，元

朝執政者實須要擁有一套強硬的政策才能有效地管治中原的�

政策的用意﹕

防止漢人造反，以便鞏固元朝的統治地位�

 e. 從經濟角度解釋當時人民受苦的情況﹕                            (4分)
    人民受苦的情況﹕元政府任用聚歛之臣子，積極地榨取百姓的
錢財，例如稅項的名目繁多，如稅糧﹑科差等﹔政府又設立鹽﹑

茶﹑酒等專賣制度，與民爭利﹔加上，政府准許特權階級

到處強奪民田，當國的人民真是苦不堪言�

 f.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4a. X﹕宦官                                                       (1分)

 b. 因為在唐初的時候，君王已知宦官為禍的歷史，故他們不准許        (2分)
宦者干預國家事務﹔在明代初期，明太祖因前朝宦官為禍熾烈，

故不准許宦官干預任何政事�

 c. 反映了兩代的宦官勢力的熾盛情況�                               (1分)

 

d.在明朝的時候，宦官能在期後參與國家事務的原由是﹕               (8分)
 i.明太祖是一個能幹的皇帝，他廢相後都能處理一切事務� 但自
   宣宗以後，君主多年幼或昏庸無能，未能處理一切政務，故侍
   從皇帝的宦官便有了竊取國家政權的大好機會，這可說是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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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相後的後遺症�

ii.明成祖得位也依賴宦官的幫助，故得位之後，賜予宦官多種權
   力，如掌理東廠事務﹑征伐﹑監軍等權力﹔宣宗設立內書堂，
   命大學士等教導宦官讀書識字﹔而且，�批紅�也由宦者處理，
   宦官得到了君主的信任，故造就了他們參與國家事務的機會�
    
iii.宣宗以後，歷任君主多是幼弱，如英宗即位時僅九歲﹑孝宗﹑
武宗即位時僅十五歲﹔此外，憲宗﹑武宗﹑神宗，他們又長期

不理政事，故一切專決的事務交付給宦官負責� 君主年幼或昏
庸無能也使宦者有了干政的機會�

iv因宦官的權勢日漸高漲，臣子也要依附他們，臣子的目的是為了
   鞏固自己的權位，如權臣張居正便是一個好例子� 朝臣的攀附也
   促使宦官乘時得勢起來�

e. 考生可從上述明代的資料中，選擇兩個例子說明宦官的預政如何       (5分)
   導致朝政混亂的情況� 例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誘使皇帝追
   求享樂，不親政事，大權全落在他們的手上﹔熹宗時，魏忠賢手
   握大權，當皇帝命顧秉謙等纂修《三朝要典》，以備輯錄梃擊﹑
   紅丸和移宮三案時，魏忠賢竟令編者要顛倒是非黑白，以孫慎行﹑
   楊漣為案中的罪首，並誣陷東林黨人的不是� 宦者這樣的卑劣行
   徑無疑對朝政造成了日趨混亂的情況出現�
    

f.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5a. 清朝                                                          (1分)

 b. 高壓和懷柔兩種的統治政策                                      (2分)

 c. 清朝實行該等政策的原意在於﹕                                 (10分)
 i. 因為他們是以異族身分入主中原，漢人必定對他們的統治加以
    反抗，為了要防止漢人的反抗，滿清皇族便使用了武力來大加
    鎮壓，令漢人不敢存有造反的念頭�

ii.為了鞏固已得的政權，清廷不得不使用武力來作為他們的輔助
   統治政策，務使漢人唯命是從，他們認為這樣的統治方法才能
   把他們的江山穩固下來�

iii.清人使用高壓政策也是希望摧毀漢族的民族意識，冀使他們
    一心一意地只對清廷俯首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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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清廷認為只運用強硬的手段來統治漢人是千萬不可能的，因這政
   策必會加深人民對清廷的反抗情緒� 有鑑於此，為了要達到長治
   久安的境地，統治者便想出了一些使漢族易於接受的政策，即懷
   柔政策，以達到收買人心的用意�

 v.清廷鑑於元代的速亡是與它實行了單一的高壓統治政策有直接的
   關係，故清廷便實施了軟硬兩種不同政策來統治中國�

 d.成效方面﹕                                                     (4分)
 i.正面﹕該兩種政策實能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清朝的統治地位�
   元朝與清朝同是異族入主中原，但清朝的國祚要比元朝來得更長�

ii.負面﹕該兩種政策亦激起了滿漢民族的仇恨� 在整個清朝時期，
   漢族反清的民族活動為數不少，全因清朝統治我族的不善政策所
   產生出來的結果�

 e.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6a. X﹕馬關條約      Y﹕中俄密約                                  (2分)

 b. 1﹕旅順(俄租)    2﹕威海衛(英租)     3﹕膠州灣(德租)          (6分)
    4﹕福建(日本勢力範圍)   5﹕北九龍(英租)   6﹕廣州灣(法租)                              

 c.美國 (它發表�門戶開放宣言)，嘗試從中作出調解�)                 (1分)

 d.美國作出是次調停工作的原因﹕                                   (6分)
 i.英國在華的經商利益會就各國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後受到一定的
   威脅，故它便慫恿美國出面作出是次的調停工作�

ii.各國在中國劃分其勢力範圍後，這亦會對美國在華的商貿利益構
   成威脅�有鑑於此，它便決定作出是次的調停工作�

iii.列強不顧一切而競相爭奪利益範圍，彼此利害衝突難免，戰爭
    也有一觸即發的可能性，故美國從中作出調停是有必要的�
     
e.成效顯著﹕
  該門戶開放政策能緩和各國在爭奪利益時的衝突與矛盾，使中國        (2分)
  在某程度上避免了被瓜分的危機�

f.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7a. X﹕袁世凱      Y﹕二次革命                                    (2分)



6

 b. 袁世凱取得了臨時大總統職位 (1912) → 更換內閣 (1912)          (9分)
→ 鎮壓二次革命 (1913) → 迫國會選自己為大總統 (1913)
→ 解散國會，廢止臨時約法(1914) → 簽訂二十一條 (1915)
→ 令手下宣揚帝制的優點 (1915) → 組織請願團勸說他登位
(1915) → 決定即位 (1916)

  
c. 他這種竊權的行徑終未能得逞，因為﹕                             (6分)
 i.袁世凱硬要把已死的帝制恢復過來，他已經違反了民主時代的
   潮流趨勢，故當護國之役一起，各路 雄便紛紛響應，希望打

   倒袁氏的勢力�

ii.袁氏稱帝一事又得不到其他軍閥的支持，如段祺瑞�馮國璋�
   因為他們都有當總統的野心，希望袁氏快快的被擊倒，他們
   才有機會當總統的一天�

iii.在對外方面，英﹑法﹑俄等國又強烈地反對日本支持袁氏的稱
帝行動，日本最後也要放棄了支持袁氏� 結果，袁世凱的陰謀
稱帝行動就無法得逞了�

d.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8a.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間﹕1921年 (A區)                            (3分)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1924至 1927年(B區)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1936至 1945年(從 E至 F區)

b.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一次合作背景﹕                                (6分)
i.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期，該黨的勢力尚未穩固，故黨員主動
  要求與國民黨合作，鞏固黨內的勢力，兩黨的共同合作期便開
  始了�

ii.蘇俄為了強大共產主義的實力，於是便派遣代表來中國，與孫
   中山談話，促使他與共產黨的合作機會�

iii.孫中山也明瞭到國民黨的勢力還處於弱勢，故未能在民初以來
的革命事業上取得成果，故他亦有意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透過他們的加入以期望強大國民黨，一舉消除軍閥及外國侵略

者在中國橫行的惡行�

c.西安事變                                                        (1分)

d.西安事變的發生始末﹕                                            (5分)
i.從 1931年起，日本再度入侵中國，但蔣介石堅持共產黨員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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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最大敵人，故未有對日本的侵略行為作出回應﹔相反地，
  他繼續攻打共產黨員�

ii.在 1936年，蔣介石命令張學良攻打共產黨員，但張氏反對以同
   胞對抗同胞的策略，於是堅決反對攻打共產黨員的任務� 在十二
   月的時候，當蔣介石飛往西安，準備剷除共產黨員之際時，他
   即被張學良所擒，張學良迫蔣介石要馬上停止內戰，並與共產黨
   合作共同對付日本，最後於 1937年，蔣介石同意與共產黨合作一
   起對抗日本� 這便開始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事宜，這次歷史事件
   稱為�西安事變��

e.它的歷史意義是﹕                                                (2分)
  兩個意識形態不同的黨派除去了彼此間的成見與分歧，一起向著一
  共同目標而前進� 結果，他們的合作挫敗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
  抗戰還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可說是國共合作的功勞�

f.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9a. 三公九卿制度                                                  (1分)

 b. X﹕御史大夫   Y﹕大鴻臚     Z﹕刑法                           (3分)

 c.相同之處﹕兩代三公九卿的職掌是相同的�                          (5分)
   
   相異之處﹕秦代與漢代的官名有四個是不同的，

如奉常改為太常﹑郎中令改為光祿勳﹑

治栗內史改為大司農�典客改為大鴻臚�

 d.該制度的特色﹕                                                 (8分)
 i. 三公九卿制取替了周代及以前的世卿世祿制，他們現在全由皇帝
任免，不得世襲，這便大大提高了皇帝的權力，有助皇權的正式

確立�

ii. 三公的職權是分開的，各司其職，這不但防止一人集大權於一身
以致弄權的情況出現，而且，由於各司其職的關係，他們的辨事

效率也相應地提高了�

iii.該制度仍然帶點封建色彩，例如除了九卿中的廷尉﹑治栗內史和
典客是負責國家事務外，而其餘的六卿都是負責皇室的事務，故

該制度仍然存在著以往的封建色彩�

iv.秦代和漢初的丞相權力非常重，因為他是輔助皇帝處理全國的政
   務，地位甚受皇帝的尊重，該職位的設立確能幫助皇帝處理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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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多的事務，分 了他的工作量�

e.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10a. X﹕唐代的府兵制      Y﹕明代的衛所兵制                       (2分)

  b. X﹕西魏的的府兵制    Y﹕唐代的府兵制                         (2分)

  c. 組織編制方面﹕                                               (8分)
唐代的府兵制﹕在全國各地設立了 634個折衝府，由中央 12衛
所統領，折衝府分為上﹑中﹑下三等，最高長官為折衝都尉，

負責訓練士兵� 以下的編制單位還有團﹑旅﹑隊﹑火�

明代的衛所兵制﹕一郡設所，連郡設衛，衛所由地方的都指揮

使司所統領，它是隸屬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
      

調遣士兵方面﹕

唐代的府兵是由兵部掌調兵權，戰事來時，命將統兵從征﹔戰

事完結了，士兵歸還於府，將領歸還於朝廷� 至於明代衛所制
在調遣士兵方面，也有與唐代的府兵制相類似� 如﹕兵部也是
掌調兵權，戰事來時，命將統兵從征﹔戰事完結了，士兵歸還

於衛所，將領歸還於朝廷�

   
  d. 兵將分離                                                     (5分)

好處﹕因將不專於兵，兵又不專於將，有助防止將領擁兵割據

的情況出現�

弊處﹕因將不專於兵，兵又不專於將，對於在行軍上絕無好處，

缺乏了相互之間在戰事時的默契，導致在打仗時不能得心應手�

軍糧來源﹕

好處﹕因軍餉為自備，故減低了國家在軍事上的開支�

弊處﹕但這措施很依賴社會及經濟上的穩定性才能實施下去�

      如唐中葉後，均田制始受破壞，府兵制亦不能繼續維持
      下去�

 
 e.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11a.宋代在海上貿易發達的原因﹕                                    (8分)
  i.在宋朝時，西北方一帶為外族所佔據，故政府很積極地發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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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交通，以求增加海上貿易，補助它們在經濟上的緊�問題

出現�

 ii.兩宋的工商業發展興旺，產品亦有剩餘，故迫切地找尋市場把
　　它們速銷開去，這便有助了海上貿易的發展�

iii.宋代的造船業也很昌盛和他們已懂得使用指南針來作航海的導
　　航工具，航海事業的發達刺激了海上貿易的發展�

 iv.宋政府除了立法保護外商之外，它還在沿海設置了市舶司的機
關，方便管理海上的貿易，這便創造了宋代海上貿易的繁榮景

象�

  b.市舶司的設置　　　　　　　　　　　　　　　　　　　　　　　　  (１分)

  c.市舶司的職權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８分)
  i.徵收關稅﹕徵收外商船舶的貨物以作關稅，稅率以十稅一或
　　〸五稅一�
　　
 ii.管理船舶﹕檢查和登記進出口船舶的貨物，並發給許可證，以防
　　止偷運違禁貨物﹔並且禁止船舶前往不許通航的國家�

iii.收購舶貨﹕由政府以官價收買部分貨物，然後運往其他地方出售�

 iv.招徠外商來華貿易﹕劃定蕃坊及蕃市，以供外商居住和以便他們
進行貿易﹔又為外商祈風﹔此外，當雙方貿易出現紛爭時，市舶

　使充當調停者，以公平的方法解決當時人的糾紛�
　　
　d.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12a. X﹕大月氏   一位郎官﹕張騫                                   (2分)

  b. 聯結大月氏一起合擊匈奴                                       (1分)

  c. 他不能完成合擊匈奴的任務，因為大月氏已征服了大夏，在         (2分)
 �水流域安居樂業了，故大月氏不願與匈奴為敵� 結果，張
 騫只好回朝�

  d. 烏孫                                                         (1分)

  e. 他在該次的出使任務也是失敗的，因為烏孫王已年老及與匈         (2分)
奴為鄰，不敢攻打匈奴，於是張騫只好派遣副使訪問其他國

家，訪畢後，一起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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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張騫出使西域，在政治﹑交通及宗教三方面作出了以下的貢獻�      (9分)
  i. 在政治方面﹕

張騫的出使，使漢朝的聲威遠播至西域各國� 各國也遣使來中
國，與漢室交好，彼此的關係從那時起便密切了� 而且，張騫
又取得了許多西域各國的資料，這有助漢朝日後根據該等資料
經略西域� 日後，當漢軍掌握了西域有關的地理知識後，大破
匈奴，結果使匈奴臣服於漢廷，這與張騫出使西域的功勞不無

關係� 至宣帝時，烏孫與漢朝一起夾擊匈奴，使匈奴的勢力已
日趨衰弱� 後來，漢廷置西域都護管理西域，確立了漢朝在西
域的統治地位�

 ii. 在交通方面﹕
張騫的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國通往西亞的陸上交通路線，即
�絲綢之路�� 歷漢唐至元代，這條道路對於中西文化﹑文物﹑
技術等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最重要的是，中國與中亞或
西亞在經濟上互通有無，從而增加了兩地的經濟合作，商業

貿易也隨之而興旺起來�

iii. 在宗教方面﹕
自張騫出使西域後，打通了中國通往中亞及西亞的陸上交通路

線，佛教也從西漢末從大月氏傳入中國，西域高僧來華亦始頻
密起來� 它的傳入不但豐富了中國的學術思想領域，而且也影
響了我國的繪畫﹑建築﹑文學﹑音樂和日常生活習慣等方面，

故張騫在上述這幾個方面都作出了相當的貢獻�

g.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13a.因為自 16世紀初年，歐洲爆發了宗教改革運動，天主教失勢，       (2分)
    於是天主教耶穌會便積極地奮起改革，並到世界各地進行傳揚
教義的工作，希望藉此能挽回其頹勢�

b. 在初期之際，他們在中土的傳教事業可謂一帆風順�                  (6分)
因為他們懂得敬重中國人的傳統習俗，如他們自己也穿著儒服

和准許中國的教徒可以繼續敬拜祖先和孔子﹔而且，他們對人
們的態度又彬彬有禮，遂而獲得了大眾的尊重和愛戴﹔最重要

的是，他們介紹了種種西洋知識和進貢西洋物件(如自嗚鐘﹑
三稜鏡﹑宗教油畫等)給朝廷認識，終而獲得了明神宗的允許
其在中國裡傳教，這可謂是他們的努力所造成的�

但在清初的時候，他們在中土的傳教事業便停滯下來了�

因為其他傳教士為了爭奪在中國的傳教領導權，於是他們指責

耶穌會准許中國教徒同時地信奉上帝和膜拜祖先﹑孔子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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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引致羅馬教廷開始嚴禁中國教徒不能再尊孔祭祖的行為�

這便引起了清皇廷的不滿﹔再者清皇朝懷疑教徒在中國的不軌

行為，結果他們被勒令趕離中國�傳教士因得不到教廷及清皇

朝的支持，他們在中國的傳教事業便逐漸衰落了�

 c. 在宗教方面﹕                                                  (9分)
  * 從明末開始，經過了傳教士在中國的努力傳教，該教已深入了
中國的民心� 至清康熙年間，中國教徒已約有了二十多萬人﹔
而基督教的教義對於中國人的思想和日常的生活習慣都起著了

極大的影響，例如：教徒每天要讀經禱告﹑不喝酒� 而且，他
們還要孝順父母﹑以誠實與謙和的態度與人相處，這一切一切

都是從聖經上的教義學習得來的�

在學術方面﹕

  i.西方知識的傳入，促進了中國學者對外來書藉的翻譯，如徐光
啟與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從而增加了國人對西方知識
的認識和追求，而且它們也擴闊了國人的視野及在其他方面的

思想領域，這有助中國在學術上的長足發展�

 
 ii.西方學術的治學態度，注重客觀的研究方法，故西學的東傳，
    使國人的治學態度漸趨客觀，從而對古藉進行了一番辨偽的工
    作，這便促進了清初考據學的盛行� 而且，明代理學好談心性，
內容實是空疏泛味，西學的東傳，亦促進了有識之士對理學的

批判及追求實學的治學態度�

iii.自西學的傳入後，中國向來卑視科學的態度已改變，中國人開
始重視科學的實用性� 因為它們是有助於中國的富強和改善國
人的生活環境，故國人特重視它們的寶貴價值，這便使中國的
學術領域更趨完備了�

  
d.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14a.先秦的四大顯學流派﹕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                   (2分)

  b.老子和莊子                                                    (1分)

  c.孟子的倫理觀主張性善論﹔荀子則主張性惡論�                     (2分)

  d.孟子的倫理觀主張性善論，因為他是從人的良知角度去觀察得        (4分)
來的，故繼承了孔子以�仁�為中心的思想� 而且他認為人皆有
�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的四個善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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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它們發揚下去便是仁�義�禮�智四種德行�

    荀子的倫理觀主張性惡論，因為他是從人在社會上的私利角度
    來觀察� 他認為人會在社會裏不擇手段地為自己尋找福利，故
    他堅決認為人的善是裝扮出來的，並非來自人的良善本性�

  e. 它與法家有關係﹔秦國運用法家思想來治國                       (2分)      

  f.法家學說對秦國當時的影響﹕                                    (6分)      
  i.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商鞅主用法家思想來治國，結果皇權提高，
人民團結及守法，又勇於殺敵，令國家轉弱為強，造就了秦統

一六國的條件�

法家學說對秦國日後的影響﹕

 ii.法家學說強調用法來管治國家，秦始皇便是運用該學說來治國，
嚴刑峻法遍佈整個國家，又不惜民命，大肆濫用民力，結果導

致民變，秦也隨之而亡國了�

iii.法家強調提高君主個人威權，以鞏固君權來治理國家，有助國家
的統治� 這便為後世君主提供了一套治國思想的指標，如漢武帝
的儒表法裏﹑唐明兩代的君主也是運用了法家思想來治國的，可

見它的影響力是很深遠的�

g. 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                                (4分)

試卷二答案﹕

1.B 11.D 21.C 31.D 41.A 51.D
2.A 12.C 22.D 32.D 42.B 52.D
3.C 13.D 23.A 33.C 43.C 53.B
4.A 14.D 24.C 34.A 44.D 54.C
5.C 15.A 25.C 35.C 45.C 55.D
6.D 16.B 26.B 36.B 46.D
7.C 17.C 27.D 37.B 47.B
8.A 18.C 28.A 38.A 48.A
9.D 19.A 29.A 39.C 49.D
10.D 20.D             30.C 40.A 50.C

評卷參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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