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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史科會考試卷(連答案) 
 
甲部 
商代至明代(第1至第4題，選答一題) 
 
1. 細閱下列資料： 

春秋時代，繼齊桓公稱霸的晉國君主是X。而秦國在Y即
位後，發求賢令，終起用衛國人商鞅為相，實行變法。 
 
(1) 上文資料中的X和Y分別代表了甚麼?(2分) 
(2) 試析述春秋霸主提出的「攘夷狄，抑兼併」的原因。(6分) 
(3) 試析述商鞅如何革除秦人的陋習，增強國力以及壓抑宗室勢 
  力。(9分) 
(4) 有謂秦國日後統一天下，全賴商鞅奠下了良好基礎。你同意嗎? 
  試抒己見。(4分) 

 
2.  細閱下列一段資料1 

資料甲：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公元280年西晉武帝時，全國人口有
1600萬。又據《晉書．太祖文帝紀》載，西晉初，北方匈奴、羯、
鮮卑、氏、羌各族內遷，進入塞內的人數多達「八百七十餘萬
口」，於是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許多民族離居的狀況。 
 
資料乙：西晉時，內徙的胡人經常受漢人欺侮，他們之中有很多人
成為漢人豪強的佃農、奴婢；胡人佃農負擔沉重的田租，甚於內地
漢人。西晉邊吏貪殘，也經常侵奪虐殺胡人，晉宗室司馬騰甚至把
胡人販到山東。因此，魏、晉以來的匈奴人、氏人、羌人等，都經
常起而作亂。 
(1) 西晉末年，「五胡」中的哪一個部族在懷帝時首先入侵?(1分) 
  這場亂事歷史上稱為甚麼?(1分) 
(2) 為何「五胡」部族會入侵中原，釀成禍亂?試從「五胡」勢力的 
  發展，晉室內政和胡漢關係三方面加以分析。(9分) 
(3) 試分別從東晉及前秦兩方面分析淝水之戰後的南北形勢。(6分) 
(4) 若說內徙胡人對西晉構成嚴重的統治危機，你是否贊同？試抒 
  發你的意見。(4分) 

 
3. 細閱下列三段資料：2 

                                                 
1 此問題在於提示學生不要只集中在「胡人對中原的害處」「胡人狡詐殘暴」等等，也讓學生反

省漢族對胡人也存在極深的欺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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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甲 
安史之亂時，唐玄宗一行人抵達X，隨行兵士發生嘩變，
先殺掉被指禍國殃民的Y，其後更逼玄宗下令縊死楊貴
妃。 
資料乙 
十大兵鎮 統兵數目 十大兵鎮 統兵數目 
平盧 37500 安西 24000 
范陽 91400 河西 73000 
河東 55000 隴右 75000 
朔方 64700 劍南 30900 
北庭 20000 嶺南 15400 
資料丙 
玄宗天寶年間，中央�蜆M兵力共十二萬。中原承平日久，
中央�蜆M兵缺乏作戰能力。 
 
(1) 上文所指的X及Y分別代表了甚麼?(2分) 
(2) 試從軍隊配置失調、胡人勢力攀升以及玄宗荒怠政事三方面分  
  析安史之亂產生的原因。(9分) 
(3) 在安史之亂期間，唐室曾抽調西部兵鎮的軍隊並先後兩次向回    
  紇借兵以抗叛軍，試分析此舉與日後唐室邊患日熾的關係。(6  
  分) 
(4) 唐朝統治者為甚麼警覺不到軍力「外重內輕」的危機?試抒己  
  見。(4分) 

 
4. 細閱下面的資料： 

資料甲：X嘗置鐵牌於宮門外，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
事，預者斬。」 
資料乙：宦官王振慫恿英宗親征瓦剌，卒至皇帝被擄，史
稱Y。 
 

 
(1) 上述資料中的X及Y分別是指甚麼？(2分) 
(2) 明朝的政治架構及其運作方式如何有利宦官擅權？(6分) 
(3) 試舉例說明明代宦官橫徵暴歛、殘害士人及引起變亂的情況。 
  (9分) 
(4) 有謂明代宦禍起於成祖的親信，你對此說有何看法？試抒己 

                                                                                                                                               
2 此題目著重考生的判斷，安史之亂是本屆的熱門題目之一。評鑑部份提問學生對於「為何未能

警覺軍力外重內輕」，此部份並不容易回答，也未必有坊間的書提此問題，故著意在訓練學生的

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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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4分) 
 
清代至明代( 第5至第8題，選答一題) 
 
5. 

禮葬明思宗 

尊重漢文化 

編纂巨籍 

(1) 上述三項令你聯想起清代統治漢人的哪一種政策？(1分) 
(2) 清初除了實行第(1)題所述的統治政策外，還施行哪一種統治政 
  策？(1分)在這種政策下，清政府如何對待士人和百姓？(6分) 
(3) 試就施惠平民、籠絡士人、禮待明臣三方面，說明滿清政府對 
  漢人施行之措施。(9分) 
(4) 清室享國二百六十餘年，是否與施行上述兩項政策有關？試抒 
  己見。(4分) 

 
6. 細閱下列的資料：3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1) 試指出上述宣傳標語是屬於清代哪一個民間組織的宗旨？(1分)

又該組織是由光復會、興中會及哪一個組織在1905年合組而
成？(1分) 

(2) 試就革命理論、組織及實踐三方面分析孫中山對革命運動的貢 
  獻。(9分) 
(3) 試析述新軍與袁世凱與辛亥革命成功的關係。(6分) 
(4) 有謂辛亥革命並不成功，你同意嗎？試抒己見。(4分) 

 
 
 
 
7. 細閱以下的資料，並回答問題： 4 

資料甲 
北伐期間，由於蔣介石清黨而引發國民政府一度分裂，史稱

                                                 
3 由於孫中山先生的個人背景，不在考核的範圍之內，故本問題提問時尤其要指出「孫中山」、

「新軍」、「袁世凱」、「辛亥革命」等等的相互關係。 
4 此問題考核學生在民國諸多的事件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考生宜在「國民革命軍北伐」、

「寧漢分裂」、「寧漢復合」、「日軍的阻撓」等等問題上有一條理之分析。 



2004-CE-CH HIST 1 4

「X」。 
資料乙 
奉系軍閥張作霖於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其子Y宣佈東北易
幟，歸附國民政府。 
 
(1) 上述資料中，X及Y分別指甚麼？(2分) 
(2) 試就國共分裂及日本製造事端方面，扼述北伐過程中所遭遇之 
  障礙。(6分) 
(3) 試就戰前部署，戰略運用及民心歸附三方面，說明北伐軍何以 
  能在1928年成功統一中國。(9 分) 
(4) 北伐成功後，蔣介石採取「先安內，後攘外」的策略。你認為 
  該策略是否正確？(4分) 

 
8. 細閱下列兩則圖片，然後回答問題。 

   
       圖片一      圖片二 

(1) 圖片一中所示之群眾運動，共高舉了三條標語，這三條標語的 
  總稱是甚麼？(1分)又這群眾活動是誰策劃的？(1分) 
(2) 承上題，試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何會在 1958至1961年期  
  間，策動上述之群眾活動。(6分) 
(3) 圖片二中是運動在推行期間的報章描述，試嘗試從這推斷此運 
  動的失敗原因。(9分) 
(4) 大躍進之失敗，是人禍還是天災造成？試抒己見。(4分) 

 
 
乙部：(第9至14題，選答兩題) 
9. 細閱下列資料5 

唐代門下省的長官為X，而明代的內閣大學士以Y的方式向皇帝提
供批答的建議。 

                                                 
5 會考課程之中許多時候會問及中央政制，而秦漢、隋唐、宋、元、明清歷朝均是常被問及的部

份，然而多數問題是以秦漢與唐宋比較，唐與宋及明清比較，而本試題則採唐的三省六部比較明

之內閣，尤其突顯明代內閣之不足之處，使考生更清楚明代黑暗政治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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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述資料中的X和Y分別是指甚麼？(2分) 
(2) 試從名實不副以及運作特點兩方面分析內閣制對明代政治的負 
  面影響。(6分) 
(3) 唐代三省制後來加入了「政事堂」。試根據「政事堂」的運作

模式解釋其作用。(9分) 
(4) 有謂明代內閣的權力不足，此論是否正確？試抒己見。(4分) 

 
 
10. (1) 九品官人法是在哪位皇帝統治期間確立？(1分)又唐代釋褐試是 
                  由哪一個部門負責？(1分) 

(2) 試從九品官人法的內容，分析它如何針對漢末察舉制的流弊。 
(6分) 

(3) 唐代科舉在任官方法與魏晉九品官人的選士有何不同？(3分)並
說明兩者不同之原因。(6分) 

(4) 有謂魏國確立九品官人法是要鞏固高門世族的利益，你同意 
  嗎？試抒己見。(4分) 

 
 
11.  

租庸調制：「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兩稅法：「全國各地定居人口，不論主戶客戶，一律以現有
男丁與田地的數目為標準，劃分等級，規定稅額繳稅。」 

 
(1) 「兩稅制」是由誰提出的？(1分)又「租庸調」制中的「調」是 

指甚麼？(1分) 
(2) 試從制度本身的弱點、人口和土地比例失平衡以及時局的變化 
三方面分析租庸調制在安史之亂後終被兩稅制取代的原因。(9
分) 

(3) 試據兩稅制的內容，析述此制如何解決國家財政困難和實物繳 
  納不便的問題。(6分) 
(4) 有謂兩稅制不符合中國傳統「為民制產」的觀念，你對此說有 
  何見解？(4分) 

 
12. 市舶司最早在X朝設立，其中一項職責是管理專供外商居住的Y。 

(1) 以上提及的X和Y分別是指甚麼？(2分) 
(2) 試說明宋代市舶司如何處理進口的貨品。(6分) 
(3) 試從政府鼓勵、航海技術的發展及時代背景三方面分析宋代海 
  上貿易興盛的原因。(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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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認為宋代市舶司是為了促進海外貿易才設立，還是因應對外  
  貿易繁盛的需要而設立的？試抒己見。(4分) 

 
13. (1) 西漢武帝時，X奉命出使西域。而東漢明帝時，又派Y出使西 
     域。X及Y分別是誰？(2分) 

(2) 試從漢室對西域的統治、中外交通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三方  
  面，說明使者X西域的貢獻。(9分) 
(3) 試從政治及交通兩方面，說明使者Y通西域的貢獻。(6分) 
(4) 有謂使者Y比使者X更成功，因為東漢更能掌握西域的情況， 
  你同意這一說法嗎？(4分) 

 
 
14. 細閱下列的資料： 
 

X是佛教中的重要流派，其代表人物為唐代的六祖慧能，
又東漢時張角所創立的Y，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 
 
(1) 以上資料中所提及的X和Y分別指甚麼？(2分) 
(2) 試從君主提倡以及政局動盪兩方面分析魏晉南北朝期間佛教盛 
  行的原因。(6分) 
(3) 試分析道教對我國民間風俗、科技及文藝三方面的影響。(9分) 
(4) 有謂道教的發展與佛教的刺激關係密切，試析述之。(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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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卷參考答案) 
甲部 

1.  
(1)  X代表晉文公(1分)  
       Y 代表秦孝公(1分)  
 
(2) 天子威望下降，無力統領諸侯。 

弱國渴求庇護，每每依附強國，渴望霸主出現，免遭兼併。 
渴望恢復秩序，宗法制度難以維持，故人希望有擔起「禁篡弒」的霸主。 
抵抗邊族入侵，華夏以外的邊族常入侵，威脅諸侯國的安全。 
封建制度維持，受著傳統封建制的影響，諸侯國大體上希望維持以往的封

建制度，期望打起「尊周室，攘夷狄，抑兼併，禁篡弒」的口號。 

(以上五點,考生可任選三點,每點二分) 
 
(3) 革除秦人的陋習：禁止私鬥，鼓勵人民為公而戰。又使秦民移風易俗，禁

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規定成年後必須分家，否則徵收兩倍稅項。(3分) 
 

增強國力：廢除封建，開田阡陌。推行縣制,使地方之令、丞，由國君任
免，加強國君權力。另外，又鼓勵耕織，獎勵生產。(3分) 

 
壓抑宗室勢力：無軍功之宗室一概除籍除祿，不再享有特權。另訂爵位二

十級，不論出身，皆依軍功大小授以爵位、田宅，以鼓勵軍功，使兵民皆為國效

力。沒有軍功的宗室，一概不予爵位。(3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2. 
(1). 匈奴(1分) 
 永嘉之亂／五胡亂華(1分) 
 
(2) 五胡勢力的發展：東漢末年以來，胡人乘中國內亂而內徙，居於塞內，廣
佈北方，勢力日益強大。並得悉晉室之虛實及部署。(3分) 

 
 晉室內政：武帝分封諸子，形成宗室內鬥，產生「八王之亂」。另外，武

帝又撤州郡兵，一旦地方有事或邊境民族入侵，便無力抵抗。(3分) 

 
 胡漢關係：正如資料乙所示，胡人在漢境內慘遭欺侮，也受到北方漢人漢

官的欺壓，故對漢人充滿憤恨；漢人也對胡人諸行剝削，將他們當作奴僕般奴

役。胡漢關係甚為惡劣。(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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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晉在結束淝水一戰後，在江南的地位鞏固下來，得以繼續偏安，致力於
南北經濟的發展；而北方在戰後，前秦的瓦解，各大胡族紛起建立政權，相互混

戰，北方再度陷入割據分裂之局。由於北方分裂而弱，南方也因內亂而無暇北

伐，形成了膠著狀態，也是南北朝的對峙局面。(6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3. 
(1) X：馬嵬驛(1分) 
  Y：楊國忠(1分) 
 
(2) 軍隊配置失當：唐初之府兵制在高宗時已經受到破壞，玄宗改行�蜆M制，
軍隊素質下降。而且�蜆M兵有十二萬，地方諸鎮的軍隊卻達到四十八萬人，造成

內重外輕之局，一旦有亂，中央乏力控制。(3分) 

 
胡人勢力攀升：李林甫為保相位，杜絕出將入相之路，大量起用胡人為邊

將。地方節度使由胡人擔任者眾，如哥舒翰、安祿山等，均受重用而坐大，加上

節度使之權甚重，集軍、政、財於一身，終成亂事。(3分) 

 
玄宗荒怠政事：玄宗執政後期，縱情聲色，荒怠政事。他寵愛楊玉環，重

用李林甫、高力士等，權傾朝野。後來又重用楊國忠為相，他權傾內外，賄賂公

行，朝政更形腐敗。(3分) 

 
(3) 由於唐朝為平定安史之亂，兩次各回紇借兵，回紇遂居功勒索，屢屢侵
擾。此外，唐室將邊疆駐軍內調平亂，吐蕃、南詔等遂乘機寇邊；吐蕃更一度攻

入長安，唐朝國威便逐漸淪落。(6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4. 
(1) X是明太祖(1分) 
 Y是土木之變(1分) 
 
(2) 明之政治架構：自太祖廢相，國無輔弼，使一國之大權集中在皇帝身上，
一旦君主昏庸，無心國事，便容易將政務委託於身邊親近之宦官，為其擅政造就

了有利之條件。(3分) 

 

 運作形式：明代君主設立之特務機構，如錦衣衛、東廠、西廠等，多由宦

官把持，手握對朝臣之生殺大權。不少大臣為了維持自己的權位，謀求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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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策，往往結納宦官，因而使宦官氣焰日熾。而且明代政治既無輔弼之臣，許多

議事由內閣票擬以供於上，閣臣名不正則言不順，權限不足，而宦官在中途的傳

旨、甚至批紅之中，就掌了權力。(3分) 

 
(3) 橫徵暴歛：宦官憑藉權勢，貪贓枉法受賄，侵奪民產。明神宗時宦官以開
礦徵稅為名，大事搜刮、強佔民田，貪污之風盛行，人民生活困苦。(3分) 

 
 殘害士人：宦官的專政使朝綱不振，剛正不阿之士往往起而攻訐，抨擊宦

官，而佞倖小人則趨炎附勢於閹黨，爭權奪利，於是造成明後期的東林黨與非東

林黨之爭，至熹宗時之魏忠賢至為甚，殘害士人，誅除異己。(3分) 

 
 引起變亂：宦官不懂軍事，卻又要典兵，往往貽誤戎機，喪師辱國。如土

木之變，王振誤國以致英宗被俘。宦官亦多不通政事，攬權自恣，造成政治日益

腐敗，國勢極度衰頹，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的民變。(3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5. 
(1) 懷柔政策(1分) 
 
(2) 高壓政策(1分)  
 血腥屠城，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事件。 

 厲行薙髮之令，藉以消滅漢人的民族意識。下令「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

頭。」 

 圈地遷海，任由各宗室掠奪漢人土地；以遷海令切斷沿海居民與鄭成功的

聯繫。 

 軍事鎮壓，在全國要衝地方分駐八旗兵，並立保甲，以嚴密監視民眾的行

動。 

 壓抑士紳，如江南奏銷案及「哭廟案」中嚴懲士人。 

 嚴刑峻法，頒《大清律》，凡屬謀反、大逆、不義等十惡，處以極刑。 

 興文字獄，如南山集、試題獄等，禁止一切反清思想。 

(以上任擇三項，每項2分) 

 

 (3) 施惠平民：除明苛政，包括廢除一切雜稅及三餉加派，凡兵災之處，錢糧
減半。又禁止圈地，凡圈佔之地一概退還予地主。又命減免賦役，規定「盛世滋

丁，永不加賦」。(3分) 

 
 籠絡士人：開科取士，利用功名誘使士人為清廷效力，並開博學鴻詞科，

大量羅致山林隱逸。又編纂巨籍，如《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

全書》等。最後，又尊孔崇儒，以籠絡讀書人，推崇理學，標榜忠君思想。(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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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待明臣：對於「投順」的明朝文武百官，授以高官厚祿，甚至會裂土封

王，誘使降臣誠心歸順，為清廷服務。(3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6. 
(1) 同盟會(1分)、華興會(1分) 
 
(2) 革命理論：早期是：「驅除滿洲統治，建立合眾政府」，提出「三民主
義」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去建立新中國，實現大同的世界、建立主

權在民的民治國家，以及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並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同盟會之號召，主義明確。(3分) 
 
 組織：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再在 1905年合組同盟會，集中一切革命力
量，以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主國家為目標。(3分) 

 
 實踐：長年在海外奔走，宣揚主義，號召華僑捐獻及支持祖國革命，與黃

興等組織不下十次革命起義。另外，孫中山又能放棄本身之權益，以臨時大總統

之位而換取袁世凱承認共和，推倒滿洲政府，有廣闊的心胸。(3分) 

 
(3) 新軍：由於四川出現保路風潮，清政府以部份新軍入川鎮壓，武昌防務空
虛。而新軍之中也是革命力量的潛伏，革命黨人散佈各處，一見時機成熟，則毅

然起義，高舉革命的旗幟，是為武昌起義，也是革命之先聲。(3分) 

 

 袁世凱：本屬清末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由於辛亥革命的爆發，清廷以袁世

凱對付革命黨人，給了袁氏可乘之機，他利用自己身邊的權力，在革命黨人與清

廷之間的糾纏中，反逼清帝退位，而奪得了臨時大總統一職，雖則此屬他的私心

作祟，但也為辛亥革命這新生命帶來了新的一頁。(3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7 
(1) 寧漢分裂(1分) 
 張學良(1分) 
 
(2) 1925年，中國國民黨在廣州成立軍政府。於翌年以蔣介石為「北伐軍總司
令」，誓師北伐。但由於北伐途中，在武漢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通過清黨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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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力圖消滅共產黨的勢力，當時在南京的汪精衛則不表認同，故出現「寧(南京)

漢(武漢)分裂」，北伐一度受阻而暫時終止。數月之後，南京的國民政府也開始

認識到共產黨的威脅，於是促成「寧漢復合」，而北伐軍也於1928年1月再重

整旗鼓，再度北伐。(3分) 

 

 另外，日本眼見國民革命軍北伐節節勝利，於是在 1928年 5月出兵濟
南，造成「濟南慘案」，欲阻止革命軍北上。革命軍於是繞道而行，大敗張作

霖。張氏在由北方退回瀋陽的途中，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其子張學良宣佈服從

中央政府。全國才復於一統。(3分) 

 
(3) 戰前部署：國民黨在廣州設黃埔軍校，藉以培養革命的基本骨幹，加上對
於部份北方軍閥均動之以情，說之以理，遂奠定了北伐的基礎。(3分) 

 
 戰略運用：革命軍以「集中兵力，各個?破」的戰略，先以主力直搗武

漢，消滅吳佩孚，然後回師江西，擊潰孫傳芳，佔江、浙等地。其後日本雖欲阻

撓，革命軍亦能繞道北上，打敗張作霖。(3分) 

 
 民心歸附：自袁世凱死後，軍閥混戰多年，人民不能過安定的生活，加上

列強的欺侮，國民急需渴望國家能早日一統。(3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8 
(1) 三面紅旗(1分) 
 毛澤東(1分) 
 
(2) 在中共早期的創立到了四九年的立國途中，相當依賴蘇聯的支持和照顧，
許多也是以蘇聯為師，包括重工業、農業技術等。但自史太林去世後，中蘇的關

係日益惡劣，蘇聯對中國的支持日漸減少，並在 1956年撤回所有專家，並終止
一切合作計劃。(3分) 

 
 有見於蘇聯的改變，加上當時中國的國際及外交均頗孤立，故必須自力更

生。於 1953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初步成就。毛澤東希望以人民群
眾的革命鬥爭力量去改善農村的落後情況。加上中國城鄉人口過剩，人力資源充

足，他認為可補科技落後、國家缺乏資本等的問題。(3分) 

  
(3) 圖片二明顯表達了當時浮誇的風氣，毛澤東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
產」無論是革命幹部還是平民百姓，許多都信了這一套，就算是不信的，也只好

虛與委蛇，誇大了自己的生產能力。這一種急切求成的風氣，農業生產指標定得

過高，根本無法達到，只有虛報數字交差，形成了「假、大、空」的歪風，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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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下降。而當時頭腦發熱的高層政府，主要是以毛氏為首的官員，根本不理平

民百姓的死活，而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幹過不停，浪費了許多資源。(3分) 

 

 另外，三面紅旗之另一項──「大煉鋼」，所煉的鋼鐵素質甚差，完全不

能使用，帶來極大耗損，又因大批勞動力被抽調到鋼鐵的發展上，破壞了正常的

農業生產。(3分) 

 最後，「人民公社」實施了公有制，農民害怕農作物被充公，於是大吃大

喝，使農村的副業一掃而光。在極端平等主義和公社的處置下，平民百姓大都不

願作出最大的努力去生產，結果，生產與理念是背道而馳的。(3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9 
(1) 侍中(1分) 
 票擬(1分) 
 
(2) 就名不副實而言，明初廢相，明代內閣只屬皇帝的顧問組織，後來雖有票
擬之權，但也只是奉旨行事，六部既不經內閣，內閣也無管理百官之權，造成君

主的專制統治。內閣大學士品秩不高，在朝中難起領導作用，更不敢與宦官勢力

抗爭，如張居正之禮待馮保，內閣首輔也只能仰人鼻息。(3分) 

 
 就運作特點而言，內閣的票擬之權，權限在皇帝手上，又經宦官之手以宣

之於內閣，故宦官每每藉君主疏於政事之時把握朝政。明代之政治腐敗，與閣權

之不足及處理政事的程序甚有關係。(3分) 

 
(3) 唐初以「中書出令，侍中審駁，尚書執行」。但由於中書和門下各司其
職，中書省的草擬每被門下省駁回，令行政效率低降。太宗弊之，故設政事堂，

讓二省合作議事，取得共識後方擬旨。(3分) 

 

 政事堂之設，使行政效率大為加強，往日的爭駁之處也大為減少，這一種

並相共議，既有三省制所具備的分工清楚，也可避免兩省對立，阻礙了詔令之制

定。(3分) 

 
 另一方面，皇帝可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職位，徵引更多人才進入政

事堂議事。整個過程之中，政府官員的參與甚多，可以左右大局，君主者也不能

以個人喜好行事，受到一定程度的節制，補足了君王才幹之不足。 (3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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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曹丕(1分) 
 吏部(1分) 
 
(2) 由於漢末以來察舉制被權貴所操縱，出現徇私受賄的情況，被舉者多為世
族子弟，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察考廉，父別居」的荒謬現象，已失察舉之

義。九品中正制遂正式設立大中正及小中正之官，以地方上才德兼備之官員兼

任，負責品評人物，以其家世及才德按九品之分，作為中央授官的基礎。然而，

此制不久亦同樣被世家大族把持，形成了門弟社會。(3分) 

 

 加上察舉以州郡為單位，士人皆原籍候薦。東漢末年發生黃巾之亂，人口

流亡，失去了原有戶籍。而九品中正之制則按本地方的人員以評核之，不必經原

來的戶籍去處理。(3分) 

 
(3) 正如前文所述，九品官人之制選士以品評個人之家世、才德作九品之分，
並以之為授官的基礎。而唐之科舉則以生徒、鄉貢和制舉吸納人才。考生可以不

拘資格到所屬州縣報名；參加縣試及格段，送交禮部，於明年春天與生徒一同考

試，由禮部主持。及格後可獲入仕的資格，可以參加吏部主持的「釋褐試」，如

通過此關，則可獲派官職。(3分) 

 

 魏晉九品官人之法與唐代選士最大不同之處有二。 
 第一，魏晉重視士人的門弟及出身以評定等級，遂易被世家大族所把持，

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局面；而唐代則重視個人之考試，既有公

卷，亦有通榜，打破了傳統的世家大族把持的習慣。(3分) 

 

 其次，唐代有釋褐試之制。通過了禮部試的士子，只是具備了入仕的資

格，卻未有授官，士人還要通過釋褐試，考之以「身」、「言」、「書」及

「判」，既屬詮選性質，是政府為士人提供職前訓練及入職考試，以保證官吏的

素質。魏晉的詮選制度並無此項規定，故相比較之下，唐制明顯有改善之處。(3

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11. 
(1) 楊炎(1分) 
 戶稅(1分) 
 
(2) 租庸調制本身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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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制依賴性強，必須要有一安定的社會秩序，遇有戰亂，就會出現土地破

壞及人口流徙的情況，此時便難以實行此制。另外，租庸調制必須要人口的流動

性低，戶籍的經常更查是稅收的重點，其繳納要求實物也為人民帶來不便。(3分) 
 人口和土地失平衡 

 
 經貞觀盛世以後，人口滋生，待授田的男丁大幅增加，均田制無法如舊運

作，初時還可以「狹鄉」徵稅較「寬鄉」的不同來解決問題，但發展下去，人口

和土地的比例更不平均，此制便無法可施。(3分) 

 
 時局的變化 
 經安史之亂後，八年的戰爭使北方土地殘破，田土之不能應用，加上人口

大量流徙，戶籍混亂，均田制不能行，租庸調也不能用。(3分) 

 
(3) 解決國家財政困難 
 安史亂後，藩鎮割據，擁有地方的財權，稅收不交中央，唐室可控制的範

圍大為減少，無法按戶收戶稅及按地收租，舊制既不足國用，乃取他法。(3分) 

 

 實物繳納不便 

 唐中業以後藩鎮割據，除了間中發生戰爭外，藩鎮自設的關卡亦阻礙了運

輸，以物交稅不方便，必須另尋他法。(3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12. 
(1) 宋(1分) 
 蕃坊(1分) 
 
(2) 宋代市舶司負責檢查和登記進出口船舶的貨物，並頒布許可證。另外，又
負責向外商徵收貨物的入口稅款，稱之為「抽解」。對於外商運入之貨物，不少

都是宋朝規定專賣的項目，如象牙、香藥等。市舶司會代朝廷收購，稱之為「博

買」；之後，運往京師轉賣。最後，市舶司亦為招徠外商而代朝廷款待，包括設

宴送行、提供「蕃坊」居住，並設置「蕃市」方便外商貿易。(6分) 

 
(3) 政府鼓勵 
 北宋和南宋政府在政治上的積弱，迭受遼、金、西夏的侵擾。為了息事寧

人，宋朝願意給予歲賜，這造成了龐大的經濟負擔。此外，宋朝官多兵多，兩項

支出就已經十分龐大。為了應付大批的支出，政府就要開源節流，而海上貿易正

是宋朝依賴的項目，既提供了入口稅收，也帶動專賣行業，讓政府有更多利潤。 

(3分) 
 航海技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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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造船技術已十分先進，體積巨大，可容納數百人至千人不等，可供

遠洋航行。此外，更有先進器具，如導航用的指南針等。船隻的先進，為海上貿

易提供了必須的條件。(3分) 

 

 時代背景 
 兩宋的陸上交通受阻，只有不斷開發海上貿易一途。加上來自阿拉伯的航

運事業非常發達，充當了重要的中間人的角色，而宋代的江南手工業也有一定之

發展，正為兩地貿易提供了一個更佳的資源。(3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13. 
(1) 張騫(1分)  
 班超(1分) 
 
(2) 漢對西域的統治 
 張騫之出使西域，宣揚了漢朝之國威，吸引了西域各國派遣使節到來中

國，認識漢朝的富強，令漢的國威遠播之餘，也加強了漢對西域的控制能力。(3

分) 
 中外文通發展 
 在出使之前，中土對西域所知本甚少，故張騫之出使有「鑿空」之意義，

也確定了往返西域的路線，中國與西域之交通孔道得以打通，日後更發展成聞名

中外的「絲綢之路」。(3分) 

 
 中西文化交流 
 使節和商人的往返，令文化得以交流。西方的音樂、樂器、舞蹈、繒畫相

繼東傳，豐富了漢族的藝術生活；日後佛僧來華，傳入了佛教，也令中國民眾的

精神生活更豐富。(3分) 

 
(3) 政治方面 
 班超出使西域三十餘年，西域諸國無不臣服，恢復了漢政府對西域的統治

權，令漢的國威遠播。此外，西域都護的重建，亦解除了匈奴對中國北方邊疆的

威脅，維持了漢廷與西域各國數十年之安定。(3分) 

 
 交通方面 
 班超之出使，使新莽以來一度中斷的中西交通得以復通，絲路又再通行無

阻；此外，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雖無成果，但已拓展陸路交通遠至波斯灣。(3

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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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禪宗(1分) 
 太平道(1分) 
  
(2) 君主提倡 
 北朝君主多崇尚佛法，故禮待僧侶，並豁免部份貧苦者出家，又建佛寺，

佛像，以弘揚佛法；南朝君主如梁武帝等更捨身入寺為僧，無疑鼓勵信奉佛教。

至唐朝，太宗及武后均尊崇佛教，有迎佛骨之儀式，促進了佛教的發展。(3分) 

 
 政局動盪 
 魏晉南北朝時，政局混亂而黑暗，社會動盪；唐中業以後，藩鎮割據，戰

亂頻仍，人民生活困苦，對現實感到極度不安，於是找尋精神寄託，以解脫心靈

苦困。(3分) 

 
(3) 道教對我國影響深遠。先就民間風俗而言，其所塑造的神仙家傳戶曉，例
如玉帝、財神、天后，都深入民心，成為崇拜的偶像；而寺廟供奉更是大多數中

國人的生活習俗。這些都對中國的風俗影響深遠。(3分) 

 
 其次就科技而言，道教強調煉丹服藥，道士對化學品有一定的認識，他們

撰寫的道經除了是研究藥物學的資料外，也是認識火藥的重要文獻。(3分) 

 
 最後就文藝而言，道教的神仙、鬼魅提供了小說藝人的創作空間及題材。

除了許多浪漫的故事情節外，也在風格上提供了新的啟發，令書法、山水畫及音

樂均獲啟導。(3分) 

  
(4)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最高可給 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