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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一：應考基本功 

 

同學要在考試取得良好的成績，就必須達到一定的學術水平及考試要求，所

以一切都要從基本入手，現在從以下幾方面作出討論。 

 

細閱試題，擇善而從 

打開試卷後，必須仔細把所有題目閱覽一遍，然後根據對題目的理解以及熟

悉程度，挑選出最有把握的題目作答。這樣才可以避免在開始後，才發現對題目

的認識不足，論點、論據欠缺說服力，白白浪費了寶貴時間。所以，考生要按照

自己的能力，擇善而從，切忌眼高手低，錯選難度過高的題目。 

 

分析題目，重點出擊 

考生最容易犯的錯誤是末能準確掌握題目要旨，偏離考核的要求。試題一般

會包含特定的關鍵詞(Key words)，考生須細閱題目，然後圈下關鍵詞，舉例來說： 

“何等情度上俾斯麥的外交政策促進了德意志的統一”，接着再對題目的性質作出

分析(見策略二)。考生遇到上述題目，往往會產生誤解，一口氣羅列所有相關的

史實，又或者逐點列出德意志的統一的各種因素(例如：民族主義、關稅同盟、

普魯士改革等)，反而忽略了題目本身的核心要求:考生說明俾斯麥外交政策在德

意志統一運動中的重要性，需要與其他因素作出比較，籍此說明俾斯麥外交政策

比較於其他因素何者較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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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處理，擬訂大綱 

考生往往過份自信，認為擬訂大綱是浪費時間，輕視該步驟，導致全文組織

鬆散。又或是突發奇想，臨時加入一些新觀點，打亂陣腳。其實，在開始作答前，

應先把題目的結構以及論點、論據、論證，以簡單的列點形式(point form)或腦圖

(Mind-map)寫出來。 

一般而言，論文包括引言、正文和總結三大部份，考生作答之前，應先清楚

考慮全文的觀點、主旨及各段大意，以數分鐘來構思大綱，才能更有效地按照原

來部署發揮水準。 

 

時間管理、檢閱全文 

高考歷史科考試主要分為兩部份，即以歷史資料題(DBQ)為形式的必答題及

論文式的選答題。考生宜平均分配時間，避免於自以為較熟識的題目上浪費過多

的時間，令到其餘題目在沒有足夠時間下作答，試想每條題目的時間多出原訂的

5 分鐘，最後一條題目可能只剩 15-20 分鐘作答，又如何能夠順利完成呢？完成

試卷後，應預留 5-10 分鐘檢閱全文，這並不是要作大篇幅地修改 (一來沒有時

間，二來又可能會弄得亂七八糟)，而是用來查找謬誤(特別是史實上的錯誤)，例

如把第一次大戰的年份由 1914 年誤寫為 1814 年等不必要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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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二：試題性質分析 

 

考生面對試題，往往末能準確掌握問題的重心，又或對題目產生誤解，導致

成績不理想。所以，考生必須清楚認識不同類型題目的性質，針對問題，對症下

藥。一般而言，題目性質主要可分為以下的 5 大類。 

 

1. 敘述型 

 敘述性題目主要是要求考生根據史實，系統地敘述事件的內容、經

過或發展。一般都離不開時間、地點、人物等元素。考生可考慮以

時序式的敘述，或者按照不同的類型、性質加以分門別類。 

例題： 

 “試描述 1905 年至 1917 年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經過” 

 “英國如何改變孤立政策？” 

 “試追溯(trace)克里米亞戰爭的背景” 

註：這類題目近年已較少在公開試中出現。 

 

2. 定義型 

 定義型題目主要是考核考生對特定的歷史概念、名詞或制度的銓釋

能力，考生必須明確地對題目作出解釋，並援引史實材料加以說明，

或者引用歷史學家的定義或權威性的解釋。考生應選擇恰當的例子

加以說明，切勿濫竽充數。 

例題： 

 “巴爾幹半島為何稱為歐洲火藥庫” 

 “何謂歐洲協調” 

 “試解釋民族主義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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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果型 

 因果型的題目是主要是要求考生就指定的歷史現象的成因、結果、

影響加以分析。一般而言，考生可按照不同重要性排列，又或者從

宏觀與微觀的角度(例如外部成因、內部成因，或遠因、近因等)對

有關事件作系統性的分析。這些題目常見於公開試，考生較容易掌

握，經常成為考生作答的「首選」。 

例題： 

 “試分析意大利成功統一的成因” 

 “試評估軍事競賽對歐洲局勢的影響” 

 “結盟制度的出現對於國際局勢有何影響？ 

 

4. 比較型 

 顧名思義，比較型題目主要是就不同的事件、人物、現象作出系統

性的比較，題目一般要求考生比較異同(最好能做到同中求異)以及

不同因素的重要性等。 

例題： 

 “試比較加富爾與加里波的在意大利統一運動的作用” 

 “相對於民族主義，賽拉耶佛事件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

要性為何” 

 一次世界大戰與二次大戰爆發有何共同因素？ 

 

5. 評價型 

 評價型題目主要是就特定時間的歷史現象、事件、史實加以歸納，

然後再對題目作出分析及評價。這類題目需要以獨到的分析力及鮮

明的立場，考生宜提出一已之見，運用例證法，對歷史現象、不同

的論述(discourse)加以評價，考生應以獨到的個人見解或引用史家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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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等作答。此類題目發揮空間較大，是取得坐 C 望 A 的踏板。但必

須謹記，考生很容易犯了流於空泛的毛病。除非很有把握，否則勿

輕言作答。 

例題： 

 “賽拉耶佛事件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此說當

否？” 

 “試評論俾斯麥的鐡血政策是否德意志統一的關係因素” 

 “列寧是俄國革命的領航者，評論此說能否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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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三：優異成績的要訣 
 

考試中取合格的成績只要好好掌握基本事項即可，但要取得 B、C 甚至 A 級，

則必須在論文裡下功夫，一篇優異的論文，需做到觀點立場鮮明、結構嚴密、論

據充分，現以引言、正文、總結三方面入手，說明取得優異成績的要訣。 

一般而言，論文大抵可分為引言、正文、總結三部份。考生宜先擬訂大綱，

按照部署作答，互相呼應，觀點一致，才能發揮出應有的水準。一篇論文通常只

有一個主要的論點，全文都是以不同的論據支持主要論點，切勿以為觀點繁多便

好，這樣只會令到文章流於空談，反而產生負面作用。 

 

引言部份 

首先，以引言為例，我們試以 “試評估國外形勢如何改變英國孤立政策”為

題，分別以兩個例子，作進一步說明如何可在考試中取得優異成績。 

 
例一 

 
 
 
 
 
 
 
 

 
 

 
 
 
 
 
 
 
 

1904 年，英國與法國達成諒解，解決兩國長期以來的

矛盾，並簽訂協約，結成一線。1907 年，英、俄

又達成協議，是次外交事件，正式把英、法、俄

結合成為同一陣營，即所謂的 “三國協約”，與德、

奧、意的三國同盟分庭抗厲。以上種種事件，意

味着英國徹底放棄自 1823 年以來對歐洲大陸採取

孤立政策，打破光榮孤立政策，積極介入國際事

務。簡單地說，英國放棄孤立政策主要是因為日

本擊敗俄國，使到英國減低對俄國的戒心，令英

國不再視俄國為競爭對手，促成兩國分作的可能

性。德國在經濟上和海軍急起直追，威脅英國的

領導地位，迫使英國與法國達成諒解，解決法紹

達危機，聯手抗衡共同對手。由此可見，20 世紀

末以來歐洲與亞洲的種種國際形勢變化，對於英

以極為重要來形容，

過於空泛，且末能帶

出國外形勢的重要性 

錯誤理解題目的要

求，沒有透過比較說

明國外形勢的重要性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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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二 
 

 
 
 
 
 
 
 
 
 

 

 

 

 

 

 

 

 

簡言之，例一犯了以下錯誤，分別是錯誤理解題目，以及沒有作出適當的比

較，同時言辭又過於含糊，末能明確指出國外形勢的重要性。相反，例二以史實

作為討論的開始，再以二分法簡單地歸納出內、外因素，辦法雖然膚淺，但在公

開考試要求考生在短時間內簡單而明確提出看法，這倒是一個不俗的選擇。總言

之，引言是文章的開始，亦是全文立論的基石。切合題旨、立場鮮明的引言，可

謂是成功的開始。 

 

1902 年英、日結盟，1904 年英、法又達成諒解，1907 年，

英、俄達成協議，正式把英、法、俄結合成為同一陣

營，即所謂的 “三國協約”，以上事件意味着英國徹底

放棄自 1823 年以來對歐洲大陸採取孤立政策，積極

介入國際事務。其中，可以從內因與外因分析事件的

成因。內因而言，自 20 世紀 70 年代，英國國內受到

循環性經濟衰退影響，經濟不景，英國急需一方面需

確保既有的利益，並拓更多的海外市場，在帝國主義

的年代，除了放棄孤立政策，強化在國際上影響力

外，似乎別無他法。外因而言，自 20 世紀末年，隨

着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勢力平衡受破壞，特別是德

國的急促冒起，以及日本擊敗俄國等重大事件，改變

了全盤的國際形勢，對於英國在歐洲的利益造成威

脅，甚至德國又在經濟上、軍事上處處“挑戰”英國的

領導地位，迫使英國作出“回應”，急需尋求盟友，對

抗德國的擴張，英國逐放棄孤立政策，與長期的敵

人—法國、俄國聯成一線。簡單地來，英國在 20 世

紀初放棄孤立政策而言，相對於內因來說，國外因素

用二分法，簡單歸

納出存在內、外因

比較內外因素 
的相對重要性 

以史實帶出英

國放棄孤立政

策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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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部份 

一篇優秀的論文，就必須做到結構嚴密、段落分明，每段都有一個中心點，

同時又要注意段落之間的承接，善用轉接詞(例如首先，其次、另一方面等)，注

意邏輯、因果關係，避免前後矛盾，觀點不一致。 

另一方面，大多數論文都有既定的範式，例如開題句式(Topic Sentence)、支

持句式(Supporting Sentence)以及總結句式(Concluding Sentence)等。開題句式，

是指在段落的頭一句，開宗明義，以簡單直接的方法表明段落的要旨。支持句式，

主要是例用論據、運用論證法作為論點的理據，一般可用例證法，援引史實、數

據以支持論點，或又可利用反證法，先列出相反的意見，然後再從邏輯、史實等

方面作出質疑，最後提出較合理的推論作為反駁。最後，總結句式可視為該段落

的簡單總結，通常會利用歸納法根據有關的論據，得出通論性的結論，又或者為

下一段埋下伏筆。現以下例作示範： 

 

 

 

 

 

 

 

 

 

 

 

 

 

首先，國外形勢的轉變對於英國放棄孤立政策，相對

於內因而言，有更直接的推動作用，故亦遠較之

為重要。由於普魯士於 1870 年徹底擊敗法國，並

帶領德意志於 1871 年統一，之後更積極對外擴

張。1873 年與奧國、俄國結成三帝同盟，力圖維

護三國的既得利益。1882 年又成功拉攏意大利加

入德、奧陣營，簽訂三國同盟，成為歐洲的強大

勢力，破壞了自維也納會議以來的勢力平衡局

面。另方面，1898 年德國開始大肆擴充海軍，激

發起與英國的海軍競賽，1890 年俾斯麥下台後，

威廉二世一改「大陸政策」為「世界政策」，一方

面鼓吹泛德意志主義，同時又積極參加開拓殖民

地。英國作為海上大國，最大的殖民者，眼見三

國同盟的出現及向非洲、近東大肆擴張，直接影

響英國的貿易與殖民地的利益，此時，英國急需

進行反制，奪回主導權，相對於其他因素而言，

德國與興起等國外形勢，是直接迫使英國放棄孤

開題句式 

支持句式 

總結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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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部份 

改卷員需批改大量的試卷，所以出色的引言與總結特別容易令改卷員留下深

刻的印象。所以，必須利用總結來重申全文的核心立論，同時又可利用正文的討

論，以歸納方式得出與立論相符合的論據，又不妨以反問方式，反駁相反的意見，

最重要是有力地提出概括性的結論。以下例子為例。 

 

 

 

 

 

 

 

 

 

 

 

 

總言而之，掌握以上的應試策略，是取得優異成績的要訣，但這不過是成功

的一半，正如馬拉松選手縱然有一流的運動鞋，卻沒有足夠的體力缺不會在比賽

中取得好成績，所以同學必須透過長期的閱讀，吸收豐富的歷史知識，清晰的歷

史脈絡，並以大量系統性的練習，培養出獨到的分析、組織力，這樣才會事半功

倍，在公開考試取得理想的成績。 

 

開啟下後 

綜合上述討論，內部因素如經濟衰退、輿論壓力等雖

然對於英國放棄孤立政策造成一定的壓力，然

而，從事情的發展來看，內部因素只不過是限於

表面上的影響而已，所以，在事件上只可視之為

英國放棄孤立提供客觀的環境，並不足以導致英

國對外政策採取 180 度的轉變。反觀外因，德國

的興起，三國同盟的出現，實實在在打擊到英國

的既得利益和國際地位，甚至令到英國處於被動

位置，不得不透過積極介入國際事務以期打破困

境。由此可見，國外形勢相對於內因而言，重要

性遠遠比內因顯著，甚至可以說是整件事件的關

鍵。總言之，若非國外形勢發生巨大的變化，英

國斷不至於在 20 世紀之初，毅然放棄近百年歷

透過比較強調

外因的重要性 

重申全文的主旨 

提出概括性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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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歷史科 DBQ 應考攻略 

 

第一部份：應考三部曲 

 

1. 細心審題，揣摩要旨 

高考歷史科 DBQ 題目的命題形式一般提供幾段相關的文字資料，配以統計

數據、圖像、漫畫，而題目又分為幾條小題。同學必須注意題目與題目之間的連

貫性，因為彼此間息息相關，第一條題目的答案，往往與下一部份有關。考生應

儘量保持鮮明立場，切勿前後不一，以致造成混亂。 

與此同時，考生必須細心閱讀題目，把關鍵詞圈下，然後正確地按照題目的

要求回答。同學應注意題目圍繞着某人所持的態度如何，語氣怎樣、論點是否有

說服力、論據是否合理等問題，都是直接提問型的方式，考生必須正面地、以平

鋪直述的方式回答問題。至於有些具有相對意味的題目，如「……較為合理」、

「……較具說服力」、「……何者最為」，是屬於比較型題目，同學要以衡量事件

與其他因素的因果關係以及高低輕重之分。故此，同學需要細心審訂題目，以免

問非所答，偏離題旨。 

 

2. 處理史料，恰當運用 

歷史資料題，顧名思義「歷史資料」是答題的基本根據，當然最為重要。至

於如何有效地掌握、分析史料，是取得優異成績的關鍵。 

首先，同學必須分辨出歷史資料的形式與性質。一般而言，DBQ 考試中最

常見的有歷史文獻(例如條約、政治聲明等)、時人評價、圖表數據、地圖、照片

諷刺式的漫畫等等，同學緊記先要認清史料的來源以及性質，那些是歷史事實，

那些是論者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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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資料的性質，必須要加緊注意。以 1996 年「德國戰爭罪責」考題為例，

題目提供英國作家的漫畫，因此漫畫是反映了英國人的立場及態度，而並非客觀

的歷史事實，因此同學要分辨出史料中的論述(discourse)與事實(fact)，切忌混淆，

因為不少歷史資料可能含有偏見，甚至有跨大的成份，例如 1997 年的漫畫「塞

爾維亞─巴爾幹半島的新巨人」中，塞國的體積比奧地利為大，這顯然與事實不

符。由此可見，此類題目主要是考核同學的分析力及對史料的詮釋能力。 

其次，同學需要細心探討史料所表達的要旨，以及其背後所隱含的義意。史

料的標題、對話、圖像的象徵意義。細微之處可能是關鍵之所在，同學切勿掛一

漏萬。 

 

3. 系統處理，下筆作答 

首先，歷史資料題是要求考生根據考卷所提供的資料，再加上同學對歷史事

實與史學觀點的認識作為答題的根據，因此同學需要擁有堅實的史學基礎。另方

面，同學必須清楚指出答案是「根據資料所示」，或「某歷史學家的觀點」或說

明是自己的觀點，避免把史實與個別觀點混為一談。 

其次，如何要在 DBQ 考試中取得好成績，答題時必須注意內容是否結構嚴

密、段落分明，並且特別留意段落之間的承接，善用轉接詞(例如首先，其次、

另一方面等、然而、由此可見、顯而易見之類)，同時要運用邏輯、因果關係加

以分析，最重要的是答案的觀點是否一致，避免前後矛盾。 

最後，由於考試形式在一大題下再分為若干分題，分數只有 1 分者，只需求

要作簡單說明，用一兩句直接的文字表達即可。相反，分數高者，就必須按照比

例增加內容。同學要避免在較熟悉但分數較小的題目上，浪費過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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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考試 Q & A 

 

能否掌握題目的關鍵詞是取得優異成績的重要原素，同學面對一些較難掌握

的詞彙，很容易會迷失方向。稍一不慎，會導致答案偏離題旨，離題萬丈，嚴重

影響到考試的成績。以下專就一些常見的艱深詞彙，以及常見問題，加以解釋。 

 

1. 問：何謂原始史料？  

答：歷屆 DBQ 考試中，有不少是原始史料，或稱第一手資料，即指當代

的文獻，主要包括檔案以及政治聲明、條約內容等史料。例如 1994

年考題中，就分別提供了聖斯提法諾條約與柏林條約的條文，要求考

生根據內容作答。 

 

2. 問：何謂二手史料？ 

答：考試題目的二手史料包括當代社會的意見、報章的報導以及後人的評

價、歷史學家的觀點等等。2003 年「德國的戰爭罪責問題」就引述

了費雪與李特兩位歷史學家的觀點，讓考生加以討論。 

 

3. 問：何謂論點？ 

答：論點就是同學的主張與觀點，與主要考核考生的獨立思想能力，同學

需多加注意，盡量以個人的分析力加以回答，切忌人云亦云，立場不

明，言論空泛。所以，同學必須持有明確的立場，再以堅實的論據加

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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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何謂論據(Argument)? 

答：顧名思義，就是指支持論點的理據，當中包括歷史事實、數字等資料。

高考歷史科考試中比較常見的考試形式，是就指定的歷史資料，要求

考生討論其論據是否充分。 

 

5. 問：何謂用語(Language)？ 

答：考試題目往往會以漫畫以及某人的言論作為題目，然後要求同學對漫

畫或文字的用語分析作者的態度(Attitude)，再加以評價，1999 年「帝

國主義與大戰爆發原因」即為一例。一般而言，同學可循資料作者支

持/反對或是認同/否定兩個大方向作答。 

 

6. 問：如何取得優異考績？ 

答：一般而言，要在 DBQ 考試中取得坐 C 望 A 的成績，往往取決於四個

方面。第一，考生的歸納與分析能力；第二，答案是否表現出考生的

獨立思考力及對作者觀點的掌握；第三，同學對史實與史識掌握的程

度；第四，文字是否流暢以及專業(例如外交、經濟、軍事等)詞彙的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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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長題目個案分析 

個案一 

 

題目：即使沒有俾斯麥的努力，德意志統一亦可達成。此說當否？ 

 

題目分析：要求學生理解德意志統一般原因並將各項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分析。 

 

學生答案： 

 

即使沒有俾斯麥的領導，德意志統一最終亦會完成。有很多史家批評說德意志的

統一的最大貢獻由於俾斯麥的精名領導，及對外戰爭所促成。但我認為這只是

促使德意志完成統一的小部份原因。尋根究底，俾斯麥之所以能完成德意志的最

後一統，是需依靠龐大的經濟力量的支持，這樣的經濟基礎便是德意志在最初的

關稅同盟。有了龐大的經濟力量支持下，俾斯麥才有足夠的資金擴充軍隊。因此，

我認為最首要條件是有足夠的經濟基礎才是完成德意志一統的最重要條件，所以

即使沒有俾斯麥的領導，德意志統一也最終能夠完成。現先述關稅同盟成立的經

過，及分析關稅同盟對德意志統一的重要性。 

 

「以偏蓋全」 

 

建議改善方向： 

 

即便沒有俾斯麥的領導，德意志統一最終亦會完成。史家有謂德意志統一全靠俾

斯麥的精明領導所促成，但個人認為俾斯麥的貢獻只可歸納為德國統一的原因之

一。德國統一的背後需要強大的民族主義思想支持，亦需要具備相當的經濟實力

以及有利的國內、外經濟環境所促成，現就俾斯麥對德意志統一的貢獻及其它各

項有利統一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作一評述。 

 

 
關稅同盟成立初期是由於德意志意識到其國經濟的衰弱，因此他成立關稅同盟的

原因是想通過建立關稅同盟而促使德意志境內的經濟的一統。就德意志十九世紀

上半期而言，普魯士境內便有獨立的關卡，各境界之間的關卡更達67個之多，對

貿易發展帶來很大不便，更影響了經濟的發展，於是普魯士便發起設立關稅同盟

的念頭。為了促使各境界之間的一統，及後，北德有6個城鎮加入了關稅同盟，

其後南德亦仿效之，這便是關稅同盟初期成立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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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北德及南德也完全加入了關稅同盟，它佔領了德境內的四分之三土地，人

口約一千二百萬，這樣加深了各境界之間的障礙。廢除了關稅的結果是促進了各

境的貿易發展，使各境之間的貿易發展更加暢通無阻，大大增加了普魯士的經濟

收入。及後，普魯士更廢除來國境內與外國之間的關稅，促進了普魯士與外國之

間的貿易發展，使更多外商願意與普魯士進行貿易，為普魯士帶來了龐大的經濟

利益。後來，普魯士也廢除了地方稅，這也為促進境內的貿易帶來很大便處。起

初普魯士境內對是否加入關稅同盟猶疑不決，但普魯士承諾他們加入同盟後的貿

易收益不會少於加盟前，甚至犧牲商人的利益也在所不計，於是北德及南德的商

人便紛紛加入關稅同盟，而加入關稅同盟的最後成果也為他們帶來了大量金錢。

其後更影響到北德及南德的政治改革也以普魯士為出發點，因此關稅同盟的成立

為德意志建立了良好的經濟基礎。縱使沒有俾斯麥的領導，憑藉良好的經濟基礎

支持下，德意志的統一也是會最終完成的。 

 

內容問題 

明顯地，同學在温習時出現嚴重的偏讀情況，他只注重溫習關稅同盟對德意志統

一的重要性，而忽略了其它因素。 

 
內容過份簡單，理據欠說服力，並且嚴重偏離題旨，充份顯示同學溫習不足。

 
改善建議  
 
–先計論俾斯麥在德意志統一過程中的貢獻 

 

–再指出導致德意志的其它因素 

 

–最後指出在沒有俾斯麥的情況下德意志統一的可能發展方向 

 

–俾斯麥的貢獻及其它導致統一因素在文中所佔的篇幅多寡主要視乎你的立場，

假    如你強調俾斯麥的重要性，那麼關於「鐵血首相」的內容篇幅應佔全文

一半以上，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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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問題  

 
–計論部份的立場與主要內容無大關連。 
 

改善建議 

 
–應再一次闡明你的立場，點出德意志過程中，俾斯麥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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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題目：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破壞較建設為多，試評述

之。 

 

學生答案： 

 

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時中國造成的破壞較建設為多，由第一階段(1800-42)、第

二階段(1842-60)、第三階段(1860-95)、第四階段(1895-1899)，這個階段帝國主義

對中國的 

 

引言未完成 

 
–同學似乎筆走偏鋒，他先完成文章內容再回頭書寫引言部份，好處是文中內容

及引言必然互相配合，但倘若時間控制不太理想，便會出現此等引言未能完成便

要交卷的情況。 

 

–引言開首即回應題旨，明確指出作者的立場。 

 

–與此同時，同學亦嘗試按文章內容的分段(時段)在引言中點明，令考官對文章

結構有較好掌握。 

 

–除了在引言開首推出文章時間分段外，亦可對文章的分析方法作出簡介。 

 

建議改善答案： 

 

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思想發展產生了極深遠的影

響，現將十九世紀分為四個時期：第一階段(1800-42)、第二階段(1842-60)、第三

階段(1860-95)及第四階段(1895-99)對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作一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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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第一階段的「引渡段」 

 

改善建議: 

 

第一階段(1800-42)時期中國的國力虛實仍未被西方列強所洞悉，中國仍以「天朝

大國」自居，東西方的接觸僅恨於經濟層面上，但鴉片戰爭改寫了東西方往後的

發展方向。 

 

 

第一階段的時期(1800-42)，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破壞較建設為多。政治方

面，中國自認為「天朝大國」故此它視西方為藩屬國，所以只開放廣州一口通商，

而且對西方來華使節的態度亦怠慢。由於中國的傲慢態度，因此西方於1839年進

行了第一次中英戰爭，便中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敗。 

 

鴉片戰爭的起因問題 

 

改善建議: 

 

由於中國不願與西方發展更緊密的外交及商貿關係，再加上鴉片貿易上的衝突，

終於在1839年爆發鴉片戰爭。 
 
 

經濟方面，由於西方只能在廣州一口通商貿易，所以中國的手工業及剛萌芽的工

業得以興盛發展，因此西方帝國主義未在經濟上對中國造成破壞。加上茶葉的輸

出，更為中國帶來建設性的效果。 

 

鴉片的影響隻字未提 

 

改善建議: 

 

不過隨西方向中國輸入鴉片的數量不斷增加，中國在外貿上的入超於1822年以

後變為出超，中國經濟逐步受到鴉片貿易的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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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方面，中國未受到破壞，雖然展開了鴉片戰爭，但知識分子亦認為中國的儒

家思想較西方的資本主義優越，故中國知識分子亦認為儒家是最好的思想，故帝

國主義的入侵未能對中國造成破壞。由此可見第一階段的時期，西方帝國主義對

中國造成了建設的影響。 

 

立論不當 

改善建議: 

 
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思想體系未有太大的影響 

 

 

宜作一小結 

 

改善建議: 

 

整體而言，西方帝國主義在1800-1842年間對中國的主要影響及破壞集中在經濟

方面，而中國的政治、社會及思想體系大體上仍然保持高度獨立性。 

 

 

至於第二階段(1842-60)，這階段發生了第一次中英戰爭的結束(1842)並簽訂了《南

京條約》，其後更簽訂《天津條約》，就政治、經濟、社會及思想方面分析西方

帝國主義在第二階段對中國造成了破壞的影響。 

 

政治方面，在第二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沒有任何影響。由於第一次中英戰爭

(1839-42)戰敗了，其後更簽訂了《南京條約》，這條約是不平等條約，不但賠款，

而且割地(《南京條約》中要割讓香港)，使中國的領土受損。但中國官員及知識

分子大部份皆認為中國戰敗只是偶然的事，因此對帝國主義的入侵忽視。由此可

見，在政治上(第二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沒有任何影響。 

 

經濟方面，在第二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破壞的影響。由於在《南京條約》

中指明開放五口通商口岸，所以大量外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令中國的手工業皆

被外國受到打擊。而且剛萌芽的工業更倒閉了。加上中國需求的鴉片日益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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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輸入中國的鴉片數目也增加，使中國的白銀大量流失，令中國的經濟敗壞。

故此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是破壞性的。 

 
立論值得相榷 (中國在1840年代是否有工業體系？) 

 
 
社會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破壞的影響。1942年以後，中國人與西方人

的接觸甚密，不必只限於口岸地區，外國的工作模式影響中國商人的工作模式，

使中國的買辦階級出現，並且商人成為了第一級的民族主義商人，可見商人的階

級轉變了，地位越來越高。此外，由於外國人與中國人的接觸甚密，故此他門的

衝突亦有所增加，西方人濫用治外法權，欺壓中國人，使中國人與西方人的關係

惡化，而且中國人更有仇外情緒。由此可見，西方帝國對中國社會方面造成破壞

的影響。 
 
立論值得相榷 (基督教的傳入對中國可有做成破壞？) 

 

 

思想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了破壞的影響。由於《天津條約》中提及外

國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故此西方的傳教士在中國進行大規模傳教。因為傳教

士想吸納更多信眾，故此以糧食援助吸納中國人民，便中國除了道教外，還有耶

蘇教的出現。由此可見在第二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在思想上對中國造成破壞的影

響。 

 

由此可見，在第二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了破壞的影響。 
 
在第三階段時期(1860-93)，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破壞的影響。在這期間，中

國於第二次中英戰爭戰敗(1856-60)並簽訂《北京條約》(1860)，而且進行了1860-93

年的自強運動。以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思想分析第三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

的影響破壞的。 

 

政治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是建設的。1860年代，帝國主義對中國政

治影響很深。由於中國再次於與外國的戰爭中失敗，他明白了傳統的對外關係欠

完善，因此朝貢制度由總理衙門所取代。另外，中國領導層慈禧、恭親王等皆支

持改革運動，而地方領導者李鴻章、左宗棠、曾國藩亦認為需改革，故此經歷了

1960-95年的自強運動，當時中國官員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和知識來進行改革。

由此可見，中國的政治方面轉為改革運動，故此西方帝國主義於第三階段政治方

面的影響是建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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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論以偏蓋全 (未有提及「炮艦外交」) 

改善建議: 

 

不過在此期間，中國與西方的外交及政治上除了享有一段短暫的「蜜月期」

(1860-69)外，1870-95年間，東西方衝突不斷，西方列強以「炮艦外交」(天津屠

殺、馬嘉里事件、中法戰爭等)迫使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 

 

 

經濟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是破壞的。1860年後，中國一共開放

了十五個通商口岸，使中西的貿易額增加，而且基於中國當時進行改革運動，故

此中國人口機器的數目增加，而且中國在重工業或民用工業亦得以發展，如李鴻

章的電報局、製鐵廠等。可惜，鴉片輸入中國數目多，令中國的白銀大量外流，

經濟日衰。故此在第三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是破壞的。 

 

社會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是破壞的。1860年後，中國人與西方

人的接觸甚密，而且外國人更可在中國國內居住，便中西雙方的關係惡劣。而商

人因貿易制度而使他們的地位提高了，因此社會階級出現了改變，故此在第三階

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是破壞的。 

 

思想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是破壞的。1860年後，兩方的生活以

及學說都使中國人的思想受到改變，但最先受改變的並不是儒家學者，而是商人

階級。加上知識分子開始明白到要改革才能挽救中國，所以中國人的思想出現了

改變，這對中國造成了破壞的影響，因為改變了傳統儒家思想。 

 

由此可見，在第三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是破壞的。 

 

在第四階段(1895-1899)，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也造成破壞的影響。在第四階段，

中國經歷了甲午戰爭(1894-95)以及列強瓜分的高潮。以政治、經濟、思想三方面

分析之。 

 

政治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是破壞的。在1893年中國於甲午戰爭中戰

敗，中國堂堂大國竟被日本小國打倒，「亞洲第一」稱號被日本佔領。而中國戰

敗於甲午戰爭亦表示了自強運動終告失敗。由此可見，政治方面，西方帝國主義

對中國的影響是破壞的，因在改革運動期間，更被列強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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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是破壞的。甲午戰爭後，中日簽訂《馬關

條約》(1895)，此條約規定日本可在中國設廠，並且要中國巨額賠款，另外日本

享有最惠國待遇。這些使中國的本土工業受到日本廉價貨品的打擊，而且令中國

的經濟走上崩潰之路。由此可見，在第四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是破

壞的。 

 

思想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是建設的。由於中西的人民接觸甚

密，而且西方的書籍更被中國人翻譯，使西方學說流傳，而且留學生學成所歸，

更有傳教士吸納信眾，使更加多人知道中國改革的沒用，中國人開始覺得革命運

動、推翻腐敗的滿清才是救國之路，所以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出現了巨大的轉變。

由此可見，第四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是建設的。 

 

綜合第四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是破壞的。 
 

內容評析  

 
–同學對文章「核心句–解釋–小結三步曲」寫作方法有相當掌握，並且取得可喜

的成績。 

 

–綜觀全文，同學將文章歸納為「小循環」及「大循環」兩個體系，在每一小段

中，必由核心句開首，在段落餘下的篇幅中，對核心句的論點加以解釋，然後

作一小結。 

 

–而同學對每一個時期(如1842-1860)亦作出系統分析，先以一個段落介紹該時段

東西方的接觸情況，然後再以政治、經濟等各項發展獨立成段加以解釋(小循

環)，最後以 另一段落作該時段的總結，形成一個「大循環」。 

 

改善建議 

 
–同學主要以「微觀」形式，分時段及發展方向作答，倘若在文末能作出一個「宏

觀」分析，例如評論各時段內西方帝國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或是綜觀西方帝國

主義對中國 在哪一方面的建設/破壞較多，於文章生色不少。 

 
 
總括而言，十九世紀兩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是破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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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流於簡單，有欠周全 

 
–可能由於時間關係，同學的結論部份只有一句說話，是全文的主要敗筆之處。

 

–掌握有效運用時間，避免引言及結論書寫時間不足，必要時可以省略一、兩段

文章內容，以確保引言–內容–結論的結構完整性。 
 

改善建議: 

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至思想的影響非常深遠，

當中對中國政治及經濟的負面影響遠超其正面影響，但在社會發展及思想進步方

面，西方人的出現亦促進了中國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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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題目：     分析1921-1949年間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發展。 

題目分析： 要求學點對國共之間的第一次聯合陣線、五次圍剿、第

二次聯合陣線及國共內戰的重大事件的發展及轉變有一

清楚認識。 

 

學生答案： 

 
國民黨於1913年成立，並於1919年改組成中國國民黨而共產黨則於1921年成立。

然而在1921年至1949年這短短的廿多年內，國共兩黨共經歷了兩次合作，並進行

了兩次內戰，最終共產黨在1949年正式立國，而國民黨則退居台灣直至現在。 

 

以下篇幅會先簡述國共成立經過，再會分四個時期說明國共的關係，分別是第一

個時期，即由1924年至1927年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二個時期1927年末至1936年國

共分裂，第三個時期1937年至1945年國共第二次合作及第四個時期1946年至1949

年國共內戰。 

 

引言大體上能回應題目的要求 
 
 
 
國共第一次合作經過如下：國民黨於1912年正式立。在辛亥革命後，共和政府被

袁世凱所倒垮，民生比起清末時還要坎坷。故同盟會中堅分子宋教仁正式將同盟

會改組為國民黨，用以對抗袁氏統治。惟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只好被迫地下

工作。然而，此時孫中山明白到國民黨實力薄弱，故於1919年發表《孫文學說》

及《建國方略》，提出改組國民黨，於是國民黨便於1921年正式改名為中國國民

黨，但勢力依然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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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較多沙石 
 

改善建議: 

 
辛亥革命成功後，革命黨人面臨到來自臨時大總統袁世凱的威脅，同盟會領袖宗

教仁於1913年成立國民黨，意在監察聲世凱施政，惟在二次革命後，國民黨不敵

袁氏勢力，被迫轉入地下工作，直至1919年五四運動後，孫中山先生接手改組國

民黨而成中國國民黨，並藉五四運動後中國青年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才稍有起色。

 

 

 

五四運動後，中國境內知識分子除了對西方科學及民主有興趣外，還因布爾什維

克黨在1917年俄國革命成功後對蘇聯社會主義大感興趣。有見當時蘇聯希望在國

際舞台上打破孤立局面，故於1919年成立第三國際，並派出吳廷康及馬林到中國

傳播共產主義。在他們的領導下，共產黨便於1921年正式於中國成立。 

 

國共均因勢力單薄而互相找尋扶助是國共合作的至因。共產黨在成立之初，會員

竟只有50多個，且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更顯得需要支助，而國民黨更是因感到勢

力單薄而重組，吸納更多黨員便是其中一個可以強大的因素，故此兩黨便最終得

以合作。 

 

此外，蘇聯從中支持亦是國共合作的最重要元素。蘇聯有見在國際舞臺上被孤

立，故成立共產國際，到中國以建立盟友。惟中國共產黨力量非常單薄，故末能

真正有利蘇聯，故蘇聯希望中國共產黨得以強大，於是與國民黨談及國共合作；

另一方面，孫中山亦希望得到共產黨的協助而變得強大，加上了解剖蘇聯的社會

主義與自己的民生主義不謀而合，故加速了國共合作。於是國共便於1924年正式

合作。 

 

由以上資料可見，國共合作既自願且順利，而在短短合作的三年中成效非常顯

著，國共共同建立了黃埔軍校，以國民黨蔣中正為校長，而共產黨周恩來等為政

治部主任，蘇聯人白呂丘為參謀，加倫為總教官，這一所學校為國共培育了不少

軍事人才如林彪等，可見國共於1924至1927年的第一次合作成效非常顯著。 

 

然而可惜的是，國共合作只能維持三年，主要分裂原因是自孫中山於1925年去世

後，國共出現了矛盾。例如國民黨人員認為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會

讓他門非常了解國民黨，但國民黨對共產黨卻一無所知，這種「黨中有黨」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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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憂慮；且共產黨因加入國民黨後勢力不斷膨脹，令國民黨人更妒忌。這些因素

已為「分共」埋下了伏線，加上1927年國民黨右派分子廖仲愷被殺後，蔣中正等

更可大條道理去清黨，結果於1927年4月2日於上海殺害近八百多共產黨員，又於

4月15日開除所有共產黨員國民黨的會籍，而共產黨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國共正

式分裂。 

 

國共分裂後，即開展了長達八年的內戰，是為第二個時期，即1927年至1937年的

國共分裂。在這段時期，共產黨退守到江西井岡山，國民黨對他們共進行了五次

圍剿，但首四次卻無功而返，反令共產黨勢力日增，惟第五次對共產黨的圍剿中，

國民黨用上了九十萬兵力對付共產黨，令共產黨被迫徹離井岡山，改而陝西。這

次徹退史稱「二萬五千里長征」。共產黨雖退到陝西，但勢力大減，只得三萬人，

已再無力與國民黨抗衡。惟當時日本大舉入侵中國，東三省已全面失陷，國民黨

大部份人都主張先抗日，但總指揮蔣中正卻要「先安內」，並命令東北軍張學良

及西北軍楊虎成進行第六次剿共。 

 

然而，「西安事變」成為了國共再次合作的契機。1936年12月12日，張學良不聽

蔣中正剿共的命令，並將蔣氏困在西安，要求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氏只好

答應，故令國共再次合作，結束近八年內戰。 

 

1937年至1945年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時期，這時一致抗日，成功擊退日本，在西安

事變後，國共共同抗日。儘管在開首的時期中國全面失利，但到了後期歐洲戰事

結束後得到美國大量支持，中國得以反擊成功，退擊日本。由此可見，1937年至

1945年國共第二次合作成效也是顯著的。 

 

國共兩黨在抗日戰爭期間實力的此消彼長 
 

改善建議: 

 

抗戰初期，國民黨失去了中國沿海精華地區，被迫退守西南，接近與世隔絕，實

力大幅被削弱，再加上黨內問題叢生，到了抗戰後期，國民黨實力已今非昔彼；

相反，抗戰期間，共產黨在敵後建立並擴展大量「解放區」，到了1945年，已控

制人口一億，正規兵力100萬及民兵200萬，國共兩黨勢力北消彼長已不言而喻。

 

 

抗戰過後國共衝突再度爆發，並開展了由1946至1949年共三年的內戰。國共合力

擊退日本，但在戰勝接收軍器時有所衝突；加上蘇聯大力支持共產黨發展，令美

國也支持國民黨，令兩黨勢力大增，一戰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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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年至1949年是國共第二次分裂的時期，國共內戰在抗戰後展開。初時以有美

國支持的國民黨佔上風，惟自1947年後美國因希望國共和談而對國民黨停止輸送

十個月，加上國民黨在大戰時失去了民心，領導層又無能，內部貪污又嚴重，令

形勢迅速被有蘇聯支特的共產黨贏過來。到了1948年，美國更發表白皮書表示停

止甬對國民黨的資助，令國民黨形勢急轉直下，更在淮海之戰中大敗，注定了共

產黨主導國家的地位。1949年中後旬，國民黨退守台灣，10月，中共建立了中華

人民共和國，正式結束了三年內戰。 

 

總結全文而言，國共分別在1912年及1921年成立，當時勢力均非常單薄，故合作

之。惟之後因衝突而分裂，再因亂華而合作，但最終都不能共存，而形成了現今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結論分析 

 
–總括而言，學生已嘗試以結論對題目作出總結。 
 
–可能因時間關係，結論似乎未完成。 
 
–有效掌握時間運用，寧可省略小部份內容亦要盡量完成結論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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