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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師給你們最後的——考言考語 

第一部分 

考言考語一：題目評析 

題號 課題 選答人數 (總數 40人) 
1. 西周封建 5 (12.5%) 
2.  漢武帝士人政府 16 (40%) 
3. 北宋國策及王安石變法 14 (35%) 
4. 明之君主集權 5 (12.5%) 
5. 清初統治政策 28 (70%) 
6. 洋務運動及甲午戰爭 9 (22.5%) 
7. 中國共產黨之興起及國共關係 3 (7.5%) 
8. 國共關係及國民革命軍北伐 0 (0%) 
9. 漢代察舉徵辟及魏晉九品中正制 27 (67.5%) 
10. 明代內閣及清代軍機處 10 (25%) 
11. 唐代均田制及兩稅法 0 (0%) 
12. 魏晉清談 20 (50%) 
13. 佛道兩教之傳播 18 (45%) 
14. 張騫及班超通西域 4 (10) 

 

甲部：商代至明代 

1. 周代封建 
(1) 西周兩次封建，周天子為保存殷祀，殷人分別被封到甚麼地方？ (2分) 
(2) 西周兩次分封，以甚麼措施防範殷民叛變？（6分） 
(3) 試從收買人心，屏藩王室和向東擴張三方面比較兩次分封的不同之處。（9
分） 

(4) 假如你是周武王，你會保存殷祀嗎？（4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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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時考生未能附以實質例子
說明，以致內容空洞，缺乏史
實支持。例如部分考生在作答
第 2 題時未有明確說明叔鮮﹑
叔處及叔度所封之地，只概略
說明他們被分封在外。又例如
考生在第 3 題未有分別說明兩
次分封的措施，或只輕輕帶出
武王及成王兩人的名稱了事，
未有將兩人清楚作出比較。 

敘述時不應含糊其辭，反而要突
顯重點，持據充份，明確以事例
說明。考生宜用一至兩個（較長
的例子應舉一至兩個例子，較短
的則舉兩至三個）例子敘述每個
重點。例如第 3題「收買人心」
一點，分封在外的諸侯眾多，但
亦要指出兩至三個例子，如武王
時的祝﹑陳等，成王時的魯﹑衛
等，以說明封建如何達收買人心
之效。 
 
同學可製作大事年表及人物事件
表，方便記誦繁瑣的歷史。 
 

部分考生作答第 4題時立場自
相矛盾，前部分贊成保存殷
祀，但後部分卻說成不支持，
前後未能呼應。 
 

不要擔心論說立場，只要能自圓
其說，言之成理則可。題目最後
部分宜重申一己之立場，務求做
到前呼後應。當然切忌做「騎牆
派」，否則必失分嚴重。 
 

良佳 
 
 
 
 
 
 
 

 

部分考生未能用完整句子作
答，又或欠引言﹑總結。（此類
考生在作答往後的題目亦犯此
弊，故後不再敘述） 

必須以完整句子作答。又要在作
答主題內容（即佔分 15分，多為
第 2及第 3題題目）部分時，需
附以引言﹑總結說明，務求令答
案建構為一個有完整架構的論
文，以增加閱卷員對同學的正面
評價，以拿取較高的表達分。 
 

 
 
 
2. 漢武帝士人政府 
(1)  a. 漢初鑑秦亡之歷史教訓，以甚麼治國思想以矯其弊？（1分） 

b. 及至漢武帝，政府主要由哪個階層人士組成？（1分） 
(2)  漢武帝在中央及地方均積極培養治國人才。試述該措施之具體內容。（9分） 
(3)  承上題，就政治方面分析該措施之影響。（6分） 
(4)  有言漢武帝文化措施令中國學術思想產生一場浩劫，你同意嗎？（4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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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劣 部分考生作答第 2 題時未有小
心審題，竟將漢武之措施內容
與措施影響混淆，又或列�瑼Z
帝採行儒家學說的背景，既顯
考生審題疏忽，又顯偏讀之
弊。亦有考生未有準確掌握題
目考問的關鍵字詞，將「中央」
及「地方」理解為「中國」，又
或將兩地之措施一概而論，以
致失分者眾。亦有部分考生在
第 4 題評論題，指出儒家以外
思想因武帝的文化措施而被
「貶抑」，又或「滅亡」，觀點
含糊。 
 

清楚掌握題旨，按問題的指示方
向作答是拿取高分的先決條件。
時刻打醒十二分精神，好嗎？ 
 
若儒家以外思想「滅亡」，那何來
魏晉時滲入道家思想的清談玄
學，何來往後的宋明理學。同學
亦應留意中國學術思想往後只變
得「偏狹」，但武帝卻未有實質「貶
抑」的舉動。 
 

 部分考生概念含糊，將史實混
淆。竟有個別考生將漢武帝「重
視士人」之措施理解為北宋一
朝的「重文輕武」國策。又有
將「軍人」誤作為民國時的「軍
閥」，「貴族」當作魏晉時的「世
家大族」。亦有個別同學將道家
的清靜無為與清談玄學相提並
論。 
 

考生應試準備不足，對史學概念
及史事發展認識不深，將史實混
淆，是考評局每年必對考生所作
的評語。同學溫習務必徹底，對
一般概念須有清晰觀念，這些，
不是我經常所強調的嗎？ 
 
溫習務要仔細，使概念清晰，同
時亦要做到融會貫通，貫穿史
事，有一清晰脈絡。 
 
同學可製作大事年表及人物事件
表，方便記誦繁瑣及細微的資
料。 
 

 
 

3. 北宋國策及王安石變法 
(1) 上文中 X和 Y分別是誰？（2分） 
(2) 解釋北宋軍事集權政策怎樣導致軍力薄弱。（6分） 
(3) 從軍隊素質﹑兵將協調及軍器改良三方面具體說明王安石之改革方案。（9

分） 

(4) 北宋積貧積弱，卻能享祚百餘年，是王安石變法成效之故，你同意嗎？（4
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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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考生對史事混淆，人物張
冠李戴。有考生竟將第 1 題的
「趙普」誤作為漢代的「董仲
舒」，又或清代的「倭仁」。 

考生應試準備不足，對史學概念
及史事發展認識不深，將資料混
淆。同學溫習務必徹底，對一般
概念須有清晰觀念，這些，不是
我經常強調的嗎？ 
 
溫習務要仔細，使概念清晰，同
時亦要做到融會貫通，貫穿史
事，有一清晰脈絡。 
同學可製作大事年表及人物事件
表，方便記誦。 

一般 

第 4題評論題可顯多數考生對
「成效」二字缺乏認識，竟有
考生徒費筆墨論述熙寧變法失
敗之由，又或顧左右而言而遲
遲不入正題，致失分者眾。 
 

考生偏讀之弊為問題之癥結，同
學不應選答只懂部分內容的題
目，如此只可以取得非常有限的
分數。論述時毋須長篇大論，只
要一語中的，具足夠的推論和例
證便可得分。同學應有一具策略
性的讀書方法。詳參下文考言考
語三。 
 

 
 
4. 明之君主集權 
(1) a. 以上兩則資料，均為哪一位皇帝事跡？（1分） 

b. 資料二中的 X是甚麼？（1分） 
(2) 承上題，試述該位皇帝在加強監察﹑設立三司﹑折辱大臣三方面措施的內

容。（9分） 
(3) 試從宗室相殘及吏治因循兩方面，說明該位皇帝施政的影響。（6分） 
(4) 美國史學家費正清認為該位皇帝「總體而論似乎是中國的一個劫難。」你

對此說有何意見？（4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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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考生仍犯史事混
淆，人物張冠李戴之弊。有考
生論述第 2 題時，竟將明太祖
設錦衣衛與成祖設東廠相混
淆。 
 

同?，考生應試準備不足，概念
模糊，以致史實混淆。同學溫習
務必徹底，對一般概念須有清晰
觀念，以改同學這積習難返之弊
端。  
 
溫習務要仔細，使概念清晰，同
時亦要做到融會貫通，貫穿史
事，有一清晰脈絡。 
 
同學可製作大事年表及人物事件
表，方便記誦。 
 

一般 

個別考生未有作有計劃的時間
分配，書寫了大半頁答案後竟
全然刪去，既未有小心審題，
亦影響其餘各題的作答時間及
答案質素。 

在會考選題時務必保持冷靜，小
心審閱題目，理解題目要求，並
要有系統的根據提問依次作答。
同學須因應時間處理題目，不可
顧此失彼，影響其餘各題的作答
時間。 
 

 
 
5. 清初統治政策 
(1) 試將 A﹑B﹑C﹑D﹑E﹑F﹑G﹑H及 I的答案填寫。（10分） 
(2) 試從士風及民族觀兩方面，分析清代施行上述政策的影響。（4分） 
(3) 試指出清初的統治政策在政治方面所帶來的好處。（3分） 
(4) 有認為滿清統治中國的措施是弊多於利。此說當否？試評述之。（4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欠佳 部分考生未有按分數作答，較

有準備的考生只顧背誦課文內
容，自說自話，亦多胡謅亂扯。
例如有第 1 題有考生竟以三﹑
四行之多作答只佔 1 分的題
目，情況令人擔憂。 

簡直令人心碎。這不是我以往已
強調的嗎？為何再犯了。要知道
將課文生吞活剝，搬字過紙的答
題並非取勝之道。需知道考試除
了考你讀了多少外，亦要考你的
機警和聰明。我們需要學懂繞圈
子才行。不要再令人失望了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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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多考生對「士風」一詞理解
未深，多從士人反清意識論
述，表現強差人意。 
另外，同學時空觀念顛倒，似
對一些史事不求甚解。例如有
同學將「文字獄」錯誤理解為
秦代「焚書坑儒」的措施，又
有將清談玄學與士風混為一
談。 

簡而言之，「士風」即士人的風
骨，這些字詞並非艱深難明的特
別詞彙，同學切不可胡亂猜想，
又或理解錯誤。若有溫習者，只
要與課文內容相互比對一下，亦
可推敲一二。不應再錯了。 
 
同學可製作大事年表及人物事件
表，方便記誦重要史事，亦應做
到融會貫通，掌握及釐清各朝代
的史事及概念。 
 

亦如前述，考生對歷史詞彙及
概念混淆不清，被扣減了不少
分數。部分考生在第 1 題竟將
清末時的「革命運動」與清初 
的「屠城鎮壓」二詞等同。 

正如前述，這是考評局每年務必
對考生所作的指責。 
 
有策略，具系統的溫習，才時最
好的解決方法。詳參下文考言考
語三的敘述。 
 

 

部分考生依序由甲部作答至乙
部，但考生作答至此題，字體
已見潦草，評卷員已不能清晰
辨認考生字體。部分考生更因
錯別字而在表達分被扣減了不
少分數。 

因字體潦草而令評閱困難，最吃
虧的只會是考生。評卷員批改工
作繁重，絕不會因為你的「狂草」
而與你周旋，看不到你的答案只
會當作你沒寫到而已。就此項，
我已在有關同學的答題簿中加以
提醒。為保險計，同學可與兩三
知己互相審視對方的字體，看不
到了，就要好好提醒一下，注意
改正。 
 

 
 
6. 洋務運動及甲午戰爭 
（1） 資料一中是洋務運動時哪一個改革者的說話？（1分）又指出資料二中 X

及 Y兩地的名稱。（2分） 
（2） 試從經濟壓迫及西學東漸說明洋務運動推行的背景。（5分） 
（3） 試指出洋務運動中在交通方面的改革措施。（2分）又說明有關措施與保守

勢力反對的關係。（3分） 
（4） 試從經濟層面說明甲午戰爭對中國的影響。（5分） 
（5） 有言中國甲午戰敗所帶來的刺激比洋務運動的推行更甚。你同意嗎？試抒

己見。（4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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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考生概念含糊，時空顛倒
之弊。個別考生誤將太平天國
的李開芳與李鴻章相混淆。 

慘不忍睹。溫習再仔細一點吧！ 
 
 
 

考生普遍有審題不周之弊。部
分考生作答第 3題第二部分的
問題時，竟將「有關措施」（即
交通措施）四字忽略了，敘述
時未有回應題目指出洋務運動
交通方面的措施之失敗與保守
勢力之關係。 
 

對題目關鍵性的字眼必須有透徹
的理解和認知。考生務必因應題
目考問作答，切勿脫離題目要求
而自說自話，否則只會白費功
夫。 

欠佳 

部分考生作答第 4題時立場含
糊，有欠鮮明，未能透過清晰
比較說明何者刺激較大。更有
考生立場欠奉，表現令人失望。 
 

有清晰的立場，再配以具說服
力，並有史實支持的推論和例
證，言之成理者便能取得高分
數。題目最後部分宜再重申一己
之立場，務求做到前後呼應。 
 

 
 
7. 中國共產黨之興起及國共關係 
(1) 以上資料，X及 Y分別代表甚麼？(1分) 
(2) 從國際政局﹑內部民生及西方思潮三方面分析中國共產黨興起的背景。(10
分) 

(3) 試說明孫中山如何促成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3分) 
(4) 試說明國共合作與國民黨力量壯大的關係。（3分） 
(5)  你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比第二次的更成功嗎？試抒己見。(4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理想 部分考生仍犯概念不清之弊，

例如將民國時期的共產思想等
同於冷戰時期的共產主義，似
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表現令
人失望。又有個別考生思緒混
亂，將已背誦課文默寫了事。
又有考生竟將第 2題馬克思主
義的形成與洋務運動的影響混
為一談，令人失望。 
 

正如前文所述，概念不清之弊實
因同學溫習未夠仔細所致。在會
考選題時能保持冷靜，小心審
題，理解題目要求，這才可在考
試中拿取較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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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考生時空觀念混亂，在作
答第 4題，竟將北伐軍與抗日
時期的新四軍及八路軍混為一
談。 

敘述史事錯誤如斯，真的與自己
分數過不去了嗎？要釐清時空觀
念，在溫習時除了微觀的了解各
歷史事件外，更要建構一宏觀鳥
瞰式的歷史系統，不但有助解決
此項缺失，亦有助應付多項選擇
題的考問。 
 

 
 
8. 國共關係及國民革命軍北伐 
(1) 分別指出上圖中 X及 Y所代表的軍閥名稱。（2分） 
(2) 試從和議失敗﹑軍閥割據及革命勢力之增長三方面說明北伐之背景。（9分） 
(3) 試從寧漢分裂及南昌起義說明國共分裂的情況。（6分） 
(4) 假如你是當時的國民黨員，你會支持清黨嗎？試抒己見。（4分） 
（由於無考生選答此題，故今不作探討分析） 

 
 
9. 漢代察舉徵辟及魏晉九品中正制 
(1) 試分別指出 A﹑B﹑C和 D是甚麼？（2分） 
(2) (a) 試述 B的具體內容。（4分） 

(b) 何謂察舉考廉？試說明它的推行方式。（3分） 
(3) 試分析漢代察舉的流弊與曹魏九品中正制設立的關係。（3分） 
(4) 試指出九品中正制如何形成門閥政治及門第制度。（5分） 
(5) 有認為九品中正制能補漢代選仕制度的不足，你同意嗎？試評述之。（4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明顯地，部分考生溫習時流於
囫圇吞棗，預備乙部考題時，
偏讀之風極盛，以致部分考生
只能選答部分分題了事，表現
令人失望。 
 

能有策略性的溫習是取勝之道，
只憑一己好惡選讀題目不僅在卷
一選題有困難，亦未能在卷二考
取佳績。詳參下文考言考語三。 

欠佳 

部分考生概念含糊不清，竟有
將漢代的常舉﹑魏晉的九品中
正制﹑布衣卿相﹑士人政府，
以及與始於唐時的科舉混為一
談，有史事時序混淆之弊。 
 

同學可以圖表﹑流程圖﹑溫習簡
表等將重點記下，以方便記誦。 
 
有策略，具系統的溫習，才時最
好的解決方法。詳參下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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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代內閣及清代軍機處 
(1) 上文中 X及 Y分別指甚麼？（2分） 
(2) 試比較明清兩代內閣制的組織及職權。（6分） 
(3) 試分析內閣制與明代宦禍之關係。（6分） 
(4) 試指出軍機處的設立如何提升君主權力。（3分） 
(5) 假如你是君主，你會採用內閣制還是軍機處的制度來行使君權？試抒己

見。（4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低劣 選答此題之考生多準備不足，

故資料多有錯失遺漏，內容多
欠詳盡具體，言之無物亦大有
人在，情況慘不忍睹。 
 

連這乙部制度史亦不作準備，簡
直是捨易取難。還等甚麼？還不
好好檢討，再努力溫習。詳參下
文考言考語三。 

 
 
11. 唐代均田制及兩稅法 
(1) 上述資料中 X及 Y所指的是甚麼？（2分） 
(2) 試分別說明均田制及 X的內容。（6分） 
(3) 從國家收入及被課稅者的負擔比較 X及兩稅制的優點。（6分） 
(4) 試從農民負擔說明兩稅制的缺點。（3分） 
(5) 有認為唐初的稅制比兩稅制落伍。你同意嗎？試抒己見。（4分） 
（由於無考生選答此題，故今不作探討分析） 

 
 
 
 
 
12. 魏晉清談 
(1) 魏晉士人常以「三玄」作為談論題材，「三玄」即指哪三部書籍？試列寫兩

部。（2分） 
(2) 試就政治﹑社會及學術三方面，分析魏晉清談盛行的原因。（9分） 
(3) 清談學風，一方面令社會風氣敗壞，另方面卻有助學術發展。試加說明。（6

分） 

(4) 時人認為東晉偏安及北伐失敗，全因清談所致。你認為此說公允嗎？為什
麼？（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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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明顯地，部分考生溫習時亦流
於囫圇吞棗，偏讀情況普遍。
多數考生只按喜好選讀課題，
只能應付部分題目，情況令人
憂慮。 
 

能有策略性的溫習是取勝之道，
只憑一己好惡選讀題目不僅在卷
一選題有困難，亦未能在卷二考
取佳績。詳參下文。 

欠佳 

部分考生將「儒家」與「先秦
時講學之風」混淆，又將「九
流十家」視為「清談玄學」的
一部分，概念含糊。 
 

同學可以圖表﹑流程圖﹑溫習簡
表等將重點記下，以方便記誦。 
 
有策略，具系統的溫習，才時最
好的解決方法。詳參下文敘述。 
 

 
 
 
 
 
 
 
 
 
 
 
 
 
13. 佛道兩教之傳播 
(1) 上文中的 X和 Y 分別是誰？（2分） 
(2) 「亂世有助宗教發展。」試引魏晉時期佛道二教發展為例加以說明。（6分） 
(3) 試分析佛道二教對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影響。（9分） 
(4) 道教是迷信不科學的，你同意嗎？（4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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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大抵表現令人鼓舞，惟仍
有部分考生在作答第 2 題時未
能釐清魏晉時的南北分裂﹑唐
時的藩鎮割據，以及民國初年
的軍閥割據這些重要概念，將
三者混為一談。亦有將第 3 題
的「文學藝術」理解為「學術
思想」，又將「宋明理學」與「道
教」﹑「道家」等同，既顛倒史
事，又見考生對時序脈絡認識
不深。 
 

正如前文所述，同學不僅要更為
仔細溫習，更要在考試時保持冷
靜。。 
 

良佳 

不少考生未能謹慎審題，將第 3
題的關鍵字眼「文學」﹑「藝術」
兩意等同，以致失掉部分分
數。另有個別同學將中國編印
技術的發達，視為佛教對文學
發展之影響。 
 

對題目關鍵性的字眼必須有透徹
的理解和認知。考生務必因應題
目考問作答，切勿脫離題目要求
而自說自話，否則只會白費功
夫。 
 

 
 
 
14. 張騫及班超通西域 
(1) X及 Y 為漢武帝先後派人出使西域的目的地，試分別指出它們的名字。（2

分） 

(2) 說明漢武帝派人出使兩地的原因及結果。（6分） 
(3) 略述王莽時期東西交通斷絕的原因。（3分） 
(4) 西漢張騫，東漢班超兩人出使西域，對中外交通往來有何影響？（6分） 
(5) 從張騫出使西域過程中，最值得後人學習的是甚麼？試抒己見。（4分） 
 
 
考生一般表現 問題剖析 改善方法 
一般 考生多犯史事混淆之弊，論述

第 2 題時情況尤為嚴重。考生
多將匈奴與突厥﹑夷狄這些外
族混為一談，對中國歷史的外
族意義明顯含糊薄弱。 
 

正如前文所述，概念不清之弊實
因同學溫習未夠仔細之故。 
 

 
 
* 我會依次根據良佳﹑理想﹑一般﹑欠佳﹑低劣五等級評析考生的整體表現。 
考生若屬良佳者，即作答考生全屬合格，且多成績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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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屬理想者，即只不足一成者不及格，一般表現不俗。 
若屬一般者，即四成者不及格，成績有優有劣，表現差距極大。 
若屬欠佳者，即不及格者佔六成，成績頗遜，且優秀者乏善足陳。 
若屬低劣者，即不及格者佔六成以上，表現極劣。 

 

 

考言考語二：是次考試中一般考生常犯的毛病  

1. 偏讀嚴重： 
是次考試充分反映了普遍學生流於偏讀，只能對課題有較透徹深刻的認知，

但對部份課題，尤其乙部政制﹑宗教傳播等部份卻認識理解不足，以致顧此失彼，

失分嚴重。 

 
2. 不切題旨： 
較有準備的考生只顧背誦課文內容，卻未能謹慎審題，並未有根據題目考問

的要求作答，如題目要求考生就政治﹑社會﹑軍事等方面作答，但同學卻未分類

及依次列述，脫離問題要求，因而被扣減不少表達分數。此情況在甲部政治史尤

為嚴重。囫圇吞棗並非取勝之道。 

 
3. 史事混淆： 
考生多對相關或相似之史事相互混淆，時序脈絡糾纏不清，或人物張冠李戴。

如 13題要求考生指出道教對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影響，部分考生卻誤將道教等
同為道家，既失掉分數，又浪費作答時間。記著，若能舉出例證，綜合歸納，才

可令答案更為豐富，考試才可獲取高分數。同學可以圖表﹑流程圖﹑溫習簡表等

將重點記下，以方便記誦。 

 
4. 表達欠佳： 
普遍學生皆能清晰作答，惟部分學生史料剪裁失當，答案組織紊亂，結構欠

條理，表達力弱，錯別字又多。學生務必注意改善。 

 
** 考評局就安排表達的評分準則如下： 

安排表達 分數 
安排妥善、層次分明；表達流暢、用詞恰當。 4 
頗有層次、組織尚佳；表達尚算流暢。 3 
組織稍遜、條理欠清晰；表達力較弱，多錯別字 1-2 
毫無組織、結構散亂；表達力弱、錯誤百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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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應緊記在作答時須以完整句子分點﹑分段作答，措辭務要簡潔清晰。切

記，完整的答案需包括引言﹑內容和總結三部分，如此結構才能在安排表達

分中取得較佳成績。至於錯別字多亦是同學失分的主因之一。 

 
5. 內容空泛： 
不少考生未能掌握答題內容，內容貧弱不堪，對史事認識不足。學生在抒發

己見時亦只多憑空想像，始終不改往日未能有效援引史事說明的毛病，以致內容

空泛。更有甚者離題萬丈，自說自話，表現強差人意。同學必須把各題的特點及

專有名詞好好記著，方可應試。 
 

**評分準則 

試題的第一及第二部份，根據標準答案批改及評分。引入部分著重考生

對資料的認識，佔1至2分，而主題內容則佔15分（分數的安排多為6分 + 

9分），著重考核考生對資料的稔熟程度。至於評論部份則佔4分，可見同學

若能掌握重點內容的15分，其他部分亦當易如反掌，較易處理。 

 

評論題並無標準答案，考生可自由發揮，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據，便

可給分。詳見如下： 

 
評核準則 此部分最高可得 4分 

答案完備，盡符題旨，分析力強，資料豐贍。考生能根
據史實對題目加以分析及作出評論，具一己之見，表現
優異。 

4 

答案頗佳，史料大致無誤，且符合題旨。考生有分析能
力，表現良好。 

3 

答案尚可，惟內容時有舛誤及闕漏之弊。考生的分析能
力較弱，表現未及水準。 

1-2 

答案凌亂，內容貧弱不堪，對史事的認識不足，且有離
題的現象。考生對中國歷史毫無基本認識，表現遠離水
準。 

0 

 
 因此，同學應選取一些自己比較熟悉的題目作答，不要取難捨易。評卷員不

會因為你選答較難的題目而給你同情分的，選取有把握的題目作答才是考試

成功之道。另外，學生不應選答只懂部分內容的題目，這樣只能取得非常有

限的分數。 

 
6. 書寫緩慢： 
部分同學仍未改其書寫速度緩慢之弊，未能有效掌握時間作答，以致老師在

批改時發現同學虎頭蛇尾，至最後一題多因作答時間不足而草草收筆。記著，誰

不能善用兩小時全答四題者（平均三十分鐘一題），又或 1小時內完成 55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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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者（平均約 1分鐘作答一題），誰便不能拿取 C或以上成績。切記切記！ 
 

7. 字體潦草： 
縱內容充實，答案完備，但無法清晰辨認的「狂草」是無法獲取高分的。考

試中部分同學因字體潦草，以致評卷時因未能辨認而未有給予分數。同學務需緊

記字體端正的重要。若未知自己的字體是否清晰，找兩至三個知己互相審視一下

吧！ 

 
 

考言考語三：考試前的溫習準備 

1. 擬訂溫習時間表 
會考距今不足一月，怎辦？學生應量力而為，先估量一下自己的實力，客觀

為自己訂定明確目標，認清自己實際所需，按目標擬定溫習時間表。若實力高者，

不妨提高目標及溫習難度；若實力較遜者，則先以合格為最低目標，切勿定下過

高要求，以免操之過急（當然不要妄自菲薄，我可預期今年我們會有很多同學有

機會拿取不錯的成績的，你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呀，知道嗎？）。同時亦提醒自己

不應氣餒，務須作全力衝刺。（你們一定得！！！） 

 
認清目標後，便需妥善製作溫習時間表，有效分配溫習及作息的時間。應緊

記，不切實際的溫習計劃不但徒勞無功，且打擊士氣，倒不如腳踏實地，量力而

為，預留富彈性的空間稍作檢討及休息，調節溫習的進度。溫習需按步就班，中

史科資料浩繁，但仍應做到融會貫通，務求掌握各時期﹑各課題的重點，以求目

標達到。 

 
2. 有策略的溫習 
正如前述，不少考生偏讀風氣盛行，往往只憑一己之好惡選題溫習，以致對

史事發展過程缺乏完整的認識。同學宜留心會考試題分佈，對各課題均能有全面

的了解及認知，有效掌握重點。誠然，到了這個時刻，你要記著： 

 
(a)  卷一甲部（一）：（商代至明代） 
 卷一甲部的第一部分為古代史課程。根據考評局每年編制的《香港中學會考

規則與課程綱要》指出，考生須熟讀以下的課題，並在卷一考試古代史部份，選

取一題作答。有關古代史的課程內容及出題形勢則臚列如下： 

 
(一) 商、周（前 1766－前 221） 
1. 商之社會與文化 
2. 西周之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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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春秋戰國之政局 
 
(二) 秦、漢及魏晉南北朝（前 221－589） 
1. 秦之政治措施 
2. 漢武帝之政治措施 
3. 王莽篡漢及其新政 
4. 東漢宦官與外戚之爭 
5. 三國鼎立 
6. 西晉之政局與衰亡 
7. 南北對峙 
 
(三) 隋、唐及五代十國（581－960） 
1. 隋之建設與衰亡 
2. 唐之盛世 
3. 安史之亂與唐之衰亡 
4. 五代十國之政治與社會 
 
(四) 宋、元、明（96－1644） 
1. 宋初之中央集權政策 
2. 北宋變法 
3. 南宋偏安 
4. 元之統治政策 
5. 明之君主集權 
6. 明之政局與衰亡 
 
這部份涵蓋範圍歷經商至明，史事錯綜複雜，同學可能難以掌握。但若從會考試

題分析，可見學生只要熟習某幾個朝代或時期歷史，便可應付此部。簡而言之，

這部分便包括了： 

 
一. 上古時代 商朝至魏晉南北朝 
二. 中古時代 隋﹑唐﹑五代十國 
三. 近古時代 宋﹑元﹑明 

 
從以往的出題趨勢可以預見，這三個重要時期中，每個時期每年至少會有一題，

故建議同學溫習方針，應以朝代/時期為要，但不以題目為主。故此，同學應就
個人能力及興趣，就以上三個時期中揀選一個時期為重心，熟讀此時期的所有課

題。同時，又以另外兩個時期為副，選取重點題目加以攻讀。這種有策略性的備

試方法，比同學只憑一己之好惡，漫無目的去預備更來得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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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得不提的，是卷二的多項選擇題的考核範圍會包括由商至現代整個

歷史發展時期的各重點史事，每一個朝代均有一定數量的題目。故此同學溫習時

並非完全放棄某一時期，反而仍須努力了解各個時期的重要歷史，並務求有一通

盤﹑完整的概念以應付多項選擇題的考問。 

 
(b)  卷一甲部（二）：清與現代 

根據考評局規定，清至現代史會如同古代史一樣，同學需選答一題，方可完

成中史卷一第二部份的考試要求。回顧我們在中四及中五課堂所準備的，這部分

的課程內容包括： 
 

(一) 清（1644年－1912） 

1. 清初之統治政策 

2. 鴉片戰爭  

3. 太平天國  

4. 英法聯軍之役  

5. 洋務運動  

6. 中日甲午戰爭  

7. 列強勢力範圍之劃分 

8. 戊戌變法  

9. 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10. 孫中山先生之革命運動及中華民國之成立  

 

(二) 現代 (1912-1976) 

1. 民初之政局  

2. 五四運動  

3. 中國共產黨之興起及國共關係  

4. 國民革命軍北伐  

5. 中日戰爭  

6. 戰後之國共關係  

7.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立  

8. 當代中國之概況  

 

我過往已不斷強調，清史應是我們務必讀熟的部分，而現代部分則可個別選取幾

條預備。如同前文我所強調的，清至現代亦是多項選擇題考核範圍之一，同學不

能顧此失彼，不作準備。但由於現代史部分史事繁複紊亂，同學溫習現代史時應

以表列方式，務求訓練自己有一宏觀及完整的概念預備選擇題題目。 

 
(c)  卷一乙部：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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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規定同學在乙部六條題目中選答二條。文化史的課題包括了重要制度、

經濟發展、中外交通及學術思想與宗教傳播四個單元。其內容如下： 
 

(一) 重要制度 

1. 秦漢之宰輔制度 

2. 唐、宋、明、清之中央制度 

3. 漢代之察舉徵辟及魏晉南北朝之九品中正制 

4. 唐、宋、明、清之科舉制 

5. 唐、宋、明、清之重要兵制 

 

(二) 經濟發展 

1. 春秋戰國之工商業發展 

2. 漢代重農抑商政策 

3. 唐代賦稅與經濟發展 

4. 宋代之工商業與海上貿易 

5. 明代賦役與經濟發展 

 

(三) 中外交通 

1. 張騫、班超通西域 

2.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 

3. 元代東西文化交流 

4. 鄭和下西洋 

5. 明清兩代傳教士之東來 

 

(四) 學術思想與宗教傳播 

1. 先秦學術思想 

2. 魏晉清談 

3. 宋明理學 

4. 新文化運動 

6. 佛教及道教之傳播 

 

正如我在課堂所強調，制度史及學術與宗教史兩部分是同學的溫習核心，不可偏

讀。溫習時務必對這兩部分所有題目有一清晰的圖象及真切的認知。溫習時宜用

圖表﹑線列，或撮寫重點等方式加強記憶。另外，在考試中亦可反映部分同學對

乙部其餘兩個單元個別課題亦有所預備，成績蜚然。故我亦建議同學按空間及能

力，對部分課題（包括張騫﹑班超﹑租庸調制﹑兩稅法等，即期終考試所考問的

題目）亦能有所準備，或可助同學揀選更多題目。但同學亦當知道因選擇題不考

問乙部之故，同學可以比甲部有更多空間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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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在決定溫習哪些課題時，必須留意往年試題分佈及其佔分多寡，

同時留意哪些是溫習的必然選擇。同學必須在冗長的課題中作出篩選，哪些是必

讀，哪些是兼讀，哪些可以放棄。基本上上年所考問的題目，今年重複再考的機

會不大。同學只要仔細分析，綜合歸類，不難發現考問的趨勢，只要掌握考問規

律，去繁從簡是縮短溫習時間的好方法。 

 
3. 掌握前因後果 
能從微觀及宏觀的方式讀通歷史，是考取好成績的不二法門。同學溫習時，

務要了解各史事的前因後果，並正確無誤的記誦相關內容，包括了時﹑地﹑人等

各方面細節。記著，每一朝代的史事是環環相扣的，每一歷史事件亦必有其深層

的歷史意義。例如唐代的藩鎮割據，便影響著北宋強幹弱枝國策的制訂。故此同

學溫習時務必熟讀各史事的原因及影響。 

 
4. 分析課題重點 
同學在溫習時，除了能正確熟讀相關史料外，亦應對課題建構個人且具分析

性及批判性的觀點及敘述，以應付卷一分題四的評論題。這便是我們平常在課堂

所做的功課啊！還記得嗎？ 

 
5. 做到熟能生巧 
部分課題是會考的大熱，例如貞觀之治﹑開元之治﹑洋務運動﹑中央政制﹑

先秦諸子學說等。同學不僅溫習這些大熱課題，更要對有關課題瑯瑯上口，務求

自己在答題時熟能生巧，輕易取得高分數。 

 
6. 多擬重點 
過往我亦有強調，會考時各重點普遍為 3分一個，同學作答不應符合題目要

求便算，例如 9分只答 3點，12分只答 4點，同學應盡量多答一至兩個重點，
可使答案更完備，以求穩中求勝。故此同學宜多作類比和綜合的工夫，翻查參考

書多集重點（其實這些我已在平日課堂為大家做了）。但要留意的，是溫習基礎

應該針對課本的基本內容及相關概念為主。在我們將基礎的東西弄清楚以後，才

好去研讀「精讀」書，別本末倒置，忽略了課本內容。 

 
7. 考試前的「最後一夜」 
應試前一晚，同學應提綱挈領式的作重點溫習，不應「開夜車」的臨急抱佛

腳，否則甚麼都會忘記了。試前能有好的休息亦是致勝之道啊！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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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言考語四：多項選擇題評析 

同學在是次考試中在多選擇題中表現一般，同學需明白己之過失而作出改進

的空間。佔分 30%的選擇題考問，同學都能在預定的一小時內完成 55題。但同
學仍需注意時間的控制，必須平均在一分鐘內答一題，不可對個別題目耽誤過多

時間而影響之後題目的作答時間。 

 
1. 題目分佈： 
會考著重以詳近略遠的方式擬題，這狀況在選擇題已充分顯示出來。根據

1999年至 2003年的試題分佈，清至現代這短短三百多年歷史已佔 30題左右，
佔全卷超過 50%，可見同學不可只著重古代史或清史部分的研讀，而忽略了現代
史部分。 

 
細閱下表： 

試題分佈參考 

1995至 2002年會考多項選擇題試題分佈 

 
歷年題目分佈 朝   代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商 1 1 2 1 1 1 2 1 
周 2 1 2 2 1 1 2 1 

春秋戰國 2 2 2 1 2 2 2 2 
秦 1 1 1 1 1.5 1 1 1 
西漢 1 1 1 1 1 1 0 0 
新莽 1 1 1 1 1 2 0 1 
東漢 1 1 1.5 2 0 1 1 1 
三國 1.5 1 0 1 1 0 1 1 
西晉 1 2 1 3 1 2 2 2 

東晉南北朝 1.5 1 3 1 1 2 2 1 
隋 1 2 2 3 1.5 2 1 2 
唐 4 2.5 4 3 4 2.5 3 3 

五代十國 1 1 1 1 2 1 1 1 
北宋 1 3 3 2.5 3 3 3 3 
南宋 1 0 1 1 1 1 1 1 
元 0.5 1 1 1 1 1 1.5 1 
明 3 3.5 2.5 1.5 3 3.5 3 4 
清 13.5 15 9 13 15 13 12.5 16.5 

中華民國 9 12 13 11 11 10 10 8 
當代中國 5 3 4 4 3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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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可見，預備多項選擇題是無法偏讀的，同學應能對各朝代﹑各史事做到融

會貫通，對各課題能有一宏觀認知，亦有一微觀了解。多做會考試題，可幫助同

學了解題目形式，又可知道自己的溫習狀況，一舉兩得，這些是不得不做的死功

夫呀。 

 
2. 小心審題： 
作答前需理解清楚考問的內容，並根據題目的關鍵字眼來選取正確。面對選

擇較繁複的題目時，應先剔除不符合命題的項目，再判斷其餘問題何者為正確。

這可令選取答案時較為容易。另外，同學在溫習時亦應熟稔地圖﹑照片及漫畫（這

些可見於課本及我在課堂時派給你們的補充資料），以應付每年必會考問的地圖

題及照片題。 

 
3. 「至死方休」 
同學不應對較為艱深的題目抱放棄態度，就算你猶豫答案的準確性，亦應對

自己充滿信心，至少你有四分一的機會選取正確答案啊！但若你放棄填畫答案，

你就會完蛋了，知道嗎？ 

 
 
 
感言： 
 校內考試已成過去，這次成績是優是劣絕不打緊，優者不應沾沾自喜，自鳴

得意，反而應繼續努力，力求突破；劣者亦無需意志消沉，反而要明白己之不足

以提昇自己。會考在即，望各位能全力以赴。願大家把握光陰，在餘下的時間好

好準備，祝會考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