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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香港中學文憑會考 

中國歷史科校本評核「學習及評核計劃」 
 

課題︰「列強的入侵」及「改革與革命」 

評核 
項目 

日期 時間 課業評量 課業 
比重 

評核重點 類別 項目

比重

觀看「走向共和」有關甲

午戰爭及馬關條約部份

內容，並完成工作紙，從

中了解列強入侵對中國

的影響。 

40% 一 2009 年

3 月 

4 星期 

把學生分組進行歷史舞

台劇，對於馬關條約簽定

的前後內容、威海衛之役

等，作一演出，讓學生在

排演之時可以對該歷史

有更深入認識。 

60% 

 知識︰認識與了解列強入

侵中國的歷史，認識中日近

代最早的衝突起源。 

 

 技能︰培養學生綜合及分

析相關歷史資料的能力。 

 

 態度︰尊重、求真、客觀精

神 

家課 

堂課 
35% 

參觀孫中山事蹟徑，特別

參觀道濟會堂與西醫書

院等，並觀看相片及相關

資料，已了解孫中山在港

情況，從中分析香港對辛

亥革命的重要性。已簡報

作為最後報告方法。 

70% 二 2009 年

4 月至 5

月 

7 星期 

閱讀有關辛亥革命之導

論文章，同時間，閱讀辛

亥革命的原始史料，在課

堂進行討論並完成工作

紙的內容。 

30% 

 知識︰認識革命歷史，了解

同盟會、興中會等革命在中

國發展的歷史及辛亥革命。 

 

 技 能 ︰ 運 用 歷 史 探 究 方

法，進行個人思辨及評價史

事能力。 

 

 態度︰尊重、求真、客觀精

神 

 

家課 

堂課 

50% 

三 2009 年

7 月至 8

月 

2 星期 進行跨學科研習，參考世

界歷史主題甲二十世紀

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內

容，並撰寫反思文章，了

解孫中山等革命分子在

該時期的重要影響。 

100%  知識︰清末與民國初期知

識分子在香港。 

 

 技能︰對歷史問題多樣性

的了解。對人物在事件的影

響作多角度認識。 

 

 態度︰尊重及反思 

家課 15% 

1. 時間︰整個學習及評核計劃為期 12 星期    2. 評核項目︰包含三個「評核項目」  3. 日期︰在中五至中六時進行 

4. 課業比重︰文字形式佔 85%，非文字形式佔 15%  5. 評核項目︰包括知識、技能及態度三方面 

 



香港中學文憑會考中國歷史科校本評核 
「學習及評核計劃」 

 
一. 課題︰ 

必修部份乙部單元一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課題一及二︰列強的入侵和改革與革命 

 

二. 設計理念︰ 

本學習及評核計劃內容以「列強的入侵」和「改革與革命」兩部份為重心，期望 

學習對必修部份知識有進一步了解。透過了解列強的入侵，讓學習認識近代中國對 

於外力入侵的回應。第三階段的評核項目，更嘗試與世界歷史課進行跨學科學習設 

計。希望學生可以對所學知識加以融入。整個學習及評核計劃具彈性，學生自選研 

習對象，以個人及小組學習形式，在教師引導下，完成三個階段的評核項目，從而 

獲得以下知識、技能與態度︰ 

 

知識︰ 

 認識中日戰爭歷史、列強入侵中國的內容。 

 認識革命內容，掌握革命與香港的關係 

 認識革命分子 

 

技能︰ 

 透過完成三個階段的評核項目，學生可檢討其學習進度及成果，貫徹以學習促 

進評估的精神，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力。 

 整理、綜合及分析相關的歷史資料，運用歷史探究的方法，提升個人思辨及評 

價史事的能力。 

 培養解難、內省及創意思維等能力，藉此讓學生可以有多元的歷史認識方法。 

     

    態度︰ 

 重新認識乙部單元一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課題一及二的內容，從中讓學生認識 

時代的轉變與多角度了解歷史發展 

 學習革命分子為國家與理想的不屈不撓 

 反思個人生活上可改善的地方 

 

 

 

 

 

 

 

 

 

 

 



三. 評核程序及注意事項︰ 

本學習及評核計劃分為三個評核項目，首兩個評核項目各設兩項課業，第三個評核 

項目設一項課業。具體評核程序及注意事項，詳列如下︰ 

 

第一階段評核項目︰近代外力對中國的挑戰 

課業一︰(參考工作紙一) 

觀看「走向共和」有關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部份內容，並完成工作紙，從中了解列 

強入侵對中國的影響。 

 

課業二︰(參考工作紙二) 

把學生分組進行歷史舞台劇，對於馬關條約簽定的前後內容、威海衛之役等，作演 

出，讓學生在排演之時可以對該歷史有更深入認識。 

 

第二階段評核項目︰國人對外力所作的回應 

課業三︰(參考工作紙三) 

參觀孫中山事蹟徑，特別參觀道濟會堂與西醫書院等，並觀看相片及相關資料，已 

了解孫中山在港情況，從中分析香港對辛亥革命的重要性。已簡報作為最後報告方 

法。 

 

課業四︰(參考工作紙四) 

閱讀有關辛亥革命之導論文章，同時間，閱讀辛亥革命的原始史料，在課堂進行討 

論並完成工作紙的內容。 

 

第三階段評核項目︰對回應的重新反思 

課業五︰(參考工作紙五) 

進行跨學科研習，參考世界歷史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內容，並撰寫 

反思文章，了解孫中山等革命分子在該時期的重要影響。 

 

四. 評核準則及方法 

1. 學生必須準時按指定日期繳交習作。 

2. 所有功課必須以個人，又或在規定時以小組形式繳交。 

3. 如果以小組形式繳交，必須列明各組員的工作範圍及數量。 

4. 所有課業必須由學生自行完成。 

5. 任何內容使用均需要提供資料來源。 

 

 

 

 

 

 

 

 



香港中學文憑會考中國歷史科校本評核 
「學習及評核計劃」 

工作紙一 

 

一. 課題 

必修部份乙部單元一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課題一︰列強的入侵 

 

二. 評核項目一課業一 

觀看「走向共和」有關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部份內容，並完成工作紙，從中了解列 

強入侵對中國的影響。 

 

三. 工作指引 

觀看教師預備的三則有關「走向共和」的內容，並完成工作紙。 

 

片段一---「走向共和」有關甲午戰爭劇情 

講述日本出兵前後的經過，解釋他們為何出兵，如何出兵，與及如何取得成功。最 

重要是談及黃海海戰這場重要的戰爭，如何改變戰局。 

 

片段二及三--- 「走向共和」有關馬關條約簽定的劇情 

    講述中國與日本就馬關條約簽定的內容所作出的爭論，從討論中了解馬關條約的安 

排，讓學生對馬關條約簽定有基本了解，以配合他們在下一項歷史舞台劇中有更佳 

發揮。 

 

四. 評核準則 

工作紙分為兩部份，前部佔 60 分，後部佔 30 分，佔評核項目一︰40% 

 

下 中 上 評核重點 

0-5 分 6-10 分 11-15 分 

運用資料 立場不明，不能援引史事

或已有知識作論證。 

對所持立場作出分析，但

未能對事件作深入分析。

立場鮮明，有足夠史事作

支援，分析深入。 

內容理解 內容安排不均衡，離題，

不能就走向共和的內容作

解釋。 

內容安排均衡，但不能突

出影片重點。 

內容安排均衡，突出重

點，並且剪裁恰到好處。

組織 組織不清晰，觀點前後矛

盾。 

組織一般，雖非前後矛

盾，但有所缺漏。 

組織嚴謹，論點分明，有

條理，前後一致。 

表達 言語不清，難以理解。 能表達其意，但時有不清

晰。 

意思清晰，條理分明，讀

者可以充份理解。 

 

 

 

 



班別︰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繳交日期︰____________ 

 

觀看三段影片的內容，根據其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內容 影片一 

 

日本參戰原因 

 

 

中國失利原因 

 

 

日本勝利原因 

 

內容 影片二及三 

 

日本對條約的立場 

 

 

中國對條約的立場 

 

 

 

 

 

 

 

 

 

 

 

 

 



參考答案 (供教師參考) 

 

班別︰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繳交日期︰____________ 

 

觀看三段影片的內容，根據其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內容 影片一 

 

日本參戰原因 

 建立日本在亞洲的新地位 

 獲得寶貴土地與資源 

 確保作為日本戰略要地的朝鮮受他管治 

 天皇已至全日本人民的共同願望 

 

中國失利原因 

 沒有足夠支援 

 外國不支持 

 缺乏資源 

 

 

日本勝利原因 

 上下一心 

 沒有外力影響 

 戰術得宜 

內容 影片二及三 

 

日本對條約的要求 

 鉅大的賠款額 

 土地要求 

 港口與商業利益 

 

中國對條約的要求 

 無需割地 

 以賠款解決問題 

 賠款額可以再減少 

 

 

 

 

 

 

 

 

 

 



五. 工作紙 

 

班別︰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繳交日期︰____________ 

 

試綜合影片內容，並就你所知，回答以下問題。 

 

黃海戰爭的失敗原因除了影片所述，還有何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認為黃海戰爭是否中國失敗的轉捩點，配合影片並就你所知作出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中學文憑會考中國歷史科校本評核 
「學習及評核計劃」 

工作紙二 

 

一. 課題 

必修部份乙部單元一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課題一︰列強的入侵 

 

二. 評核項目一課業二 

把學生分組進行歷史舞台劇，對於馬關條約簽定的前後內容、威海衛之役等，作演 

出，讓學生在排演之時可以對該歷史有更深入認識。 

 

三. 工作指引 

    根據項目一課業一的資料，並教師提供的書本資料，把全班分為三組進行歷史舞台 

劇。歷史舞台劇分為三部︰ 

 

第一部︰主要演繹開戰前日本的備戰策略及開戰決定。學生需要閱讀相關材料，並 

        編寫第一部份劇本。此部主要講述日本在開戰前國會、天皇和人民的想法 

        學生需要在最後送呈劇本，作為評分內容之一。 

 

第二部︰主要演繹戰爭時重要戰役黃海之戰和威海衛之役的情況。學生需要閱讀相 

關材料，並編寫第二部份劇本。內容需要把中日雙方的優劣提出，同時間 

學生要把主要角色如丁汝昌等作更真實描寫，以增加同學間對歷史內容的 

了解。學生需要在最後送呈劇本，作為評分內容之一。 

 

第三部︰主要演繹馬關條約前伊李的多次會面。學生需要閱讀相關材料，並編寫第 

三部份劇本，內容需要把伊李二人的討論內容及過程作交代，如可行，更 

可以把陸奧宗光等的外交內幕提出。學生需要在最後送呈劇本，作為評分 

內容之一。 

 

學生在進行分組後，可依據指引書本進行閱讀，並在指定課堂時間作討論及排練， 

學生亦可以在課堂以外作出綵排，演出當天需要進行拍攝，作為評分內容之一，演 

出後需在指定時間內送呈劇本，逾時將會扣分。 

 

 

 

 

 

 

 

 

 

 



四. 評核準則 

    本課業分兩部份，每部份各佔 50 分，總共 100 分，佔評核項目一︰60% 

     

演出內容 

     

下 中 上 評核重點 

1-3 分 4-6 分 7-10 分 

運用資料 立場不明，不能援引史事

或已有知識作論證。 

對所持立場作出分析，但

未能對事件作深入分析。

立場鮮明，有足夠史事作

支援，分析深入。 

劇情 劇情散亂，難以理解。 劇情安排均衡，但未能把

重點突出。 

劇情安排均衡，突出重

點，並且剪裁恰到好處。

組織 組織不清晰，觀點前後矛

盾。 

組織一般，雖非前後矛

盾，但有所缺漏。 

組織嚴謹，論點分明，有

條理，前後一致。 

表達方法 言語不清，難以理解。 能表達其意，但時有不清

晰。 

意思清晰，條理分明，觀

眾可以容易理解。 

合作性 缺乏合作性，劇情零散。 有合作性，整體劇情還算

可以。 

協調性極佳，劇情推進緊

湊。 

 

劇本內容 

  

下 中 上 評核重點 

1-3 分 4-6 分 7-10 分 

史料運用 對史事或已有知識的論証

不足，缺乏史實部份。 

除創作部份外，有引用史

事支援。 

以史事為中心，歷史成份

和史事意味極重，讓學生

對歷史有正確認識。 

角色分配 角色性格不清，比重散

亂。 

角色性格顯現，但不突

出，角色分配並不均衡。

人物性格鮮明，有助學生

了解人物的性格特色。 

組織 組織不清晰，觀點前後矛

盾。 

組織一般，雖非前後矛

盾，但有所缺漏。 

組織嚴謹，論點分明，有

條理，前後一致。 

劇情 劇情散亂，難以理解。 劇情安排均衡，但未能把

重點突出。 

劇情安排均衡，突出重

點，並且剪裁恰到好處。

表達方式 只以言語為主，較單調 言語外還有故事推進的描

寫，惟不細緻 

除了言語描寫與故事推

進，還有歷史解釋。 

 

 

 

 

 

 

 

 



五. 劇本建議內容 

 

班別︰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第一部份 

甲午前夕 

內容 講述甲午戰爭前夕，日本的備戰與各階層的願望，同時間要交待開戰前後國

會、天皇與軍方的決定。 

角色 日本︰天皇、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人民、國會議員 

中國︰袁世凱、李鴻章等 

 

閱讀資料 

 課業一片段一有關「走向共和」內容 

 李定一︰〈中國近代史〉 

 戚其章︰〈甲午戰爭史〉 

 袁偉時︰〈晚清大變局〉 

 陸奧宗光︰〈甲午戰爭外交秘錄〉 

 

第二部份 

黃海之役/威海衛之役 

內容 講述黃海之役與威海衛之役的情況，描述中國由勝至敗的原因，同時間，講

及中國水師的轉變及最後中國失去的控海權。 

角色 日本︰日本海軍、伊東祐亨 

中國︰中國海軍、丁汝昌、鄧世昌、林永昇、薩鎮冰 

 

閱讀資料 

 課業一片段一有關「走向共和」內容 

 王守中︰〈威海衛與甲午戰爭〉 

 陳明福︰〈海疆英魂︰記甲午海戰中的鄧世昌和致遠艦〉 

 王家儉︰〈洋員與北洋海防建設〉 

 

第三部份 

馬關條約 

內容 講述馬關條約簽定的過程，當中中日雙方所面對的困難及彼此要求。 

角色 日本︰伊藤博文、陸奧宗光、日方使節 

中國︰李鴻章、李經方、中國使節 

 

閱讀資料 

 課業一片段二及三有關「走向共和」內容 

 〈馬關議和中之伊李問題〉 

 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內幕〉 

 陸奧宗光︰〈甲午戰爭外交秘錄〉 

 

 

 



香港中學文憑會考中國歷史科校本評核 
「學習及評核計劃」 

工作紙三 

 

一. 課題 

必修部份乙部單元一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課題二︰改革與革命 

 

二. 評核項目二課業一 

參觀孫中山事蹟徑，特別參觀道濟會堂與西醫書院等，並觀看相片及相關資料(工 

作紙中)，已了解孫中山在港情況，從中分析香港對辛亥革命的重要性。已簡報作 

為最後報告方法。 

 

三. 工作指引 

 

參觀項目︰ 

    在指定日子參觀孫中山事蹟徑，特別觀看道濟會堂的新地址(即現在的合一堂)，並 

參觀原有地址，感受當時基督教對孫中山的重要性。這個地中，孫先生曾經與友人 

在此展開革命會議，雖然現已拆掉，但前往那裏仍可感受孫中山當時氣氛。同時， 

觀看孫中山所受洗的美國公理會佈道所，及他就讀的中央書院與香港西醫書院，讓 

同學可以了解他在港的發展情況。 

 

事前預備︰ 

同學需要在事前進行分組，並閱讀有關資料以作參考，讓同學對於該區及歷史有基 

本認識，此外，同學會預先觀看舊有照片，讓他們作比對。同學亦可以自行在康樂 

及文化事務署閱覽有關孫中山事蹟徑的基本資料。 

 

事後功課︰ 

同學在事後需把孫中山事蹟徑所獲得資訊，並分組後搜集資料進行整理，在三星期 

後的課堂作簡報，簡報內容須介紹孫中山事蹟徑的四項建築及其歷史，同時間，同 

學亦需要講述這些地方如何影響孫中山及革命的出現。報告要從建築物等資料解釋 

香港對革命的重要性。每位同學亦需要撰寫考察書面報告，報告內容需要講述有關 

孫中山的建築，及其與孫中山的關連，於三星期後簡報完畢時一并呈上。 

 

 

 

 

 

 

 

 

 

 



 

四.  評核準則 

     本課業共兩部份，前部佔 80 分，後部份 20 分，總共 100 分，佔評核項目一︰70% 

 

簡報部份 

下 中 上 評核重點 

1-5 分 6-11 分 12-16 分 

運用資料 立場不明，不能援引史事

或已有知識作論證。 

對所持立場作出分析，但

未能對事件作深入分析。

立場鮮明，有足夠史事作

支援，分析深入。 

簡報設計 設計單調，缺乏影像或圖

片等支援。 

設計尚可，有圖片等支

援，惟不夠充份。 

除了圖片影像等，還加插

不同種類表達形式。豐富

鮮明，有助同學了解。 

組織 組織不清晰，觀點前後矛

盾。 

組織一般，雖非前後矛

盾，但有所缺漏。 

組織嚴謹，論點分明，有

條理，前後一致。 

分析 對事件的成因與影響解釋

不清，毫無關連性。 

有關連性，但未能突出香

港對革命的重要性。 

層次分明有條理，可以突

出香港如何影響革命出

現。 

表達 言語不清，難以理解。 能表達其意，但時有不清

晰。 

意思清晰，條理分明，同

學可以充份理解。 

 

考察感想部份 

下 中 上 評核重點 

1-3 分 4-6 分 7-10 分 

史料運用 缺乏對史料的掌握，對建

築物的歷史解釋不足。 

基本歷史資料齊全，惟不

深入。 

運用詳盡歷史資料，清楚

掌握建築物與歷史關連。

圖像 全無使用圖像。 有使用圖像，但只限於過

去或現在。 

能使用過去與現在的圖

像，並能有足夠解釋。 

 

 

 

 

 

 

 

 

 

 

 

 

 

 



五. 事前閱讀資料 

 

班別︰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同學請仔細觀看以下圖片，並閱讀以下書籍，增加對考察時的理解。同學亦可以前往康 

樂及文化事務署網站流覽有關孫中山事蹟徑的內容以往準備。 

 

以下是兩幅合一堂古與今的圖片。 

               

 

以下是兩幅中央書院的古與今的圖片 

 

                
 

同學宜預先搜集圖片，並在考察時拍攝相片以供簡報與報告所用。同學亦可以預先閱讀 

有關書籍，以下是書籍項目︰  

 

 李金強︰〈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求學與革命〉 

 中西區區議會︰〈孫中山事蹟徑〉 

 廣東省中山圖書館︰〈辛亥革命在廣東〉 

 李進軒︰〈孫中山先生革命與香港〉  

 羅香林︰〈國父在香港之歷史遺蹟〉 

 

學生亦可以預先思考以下數項問題︰ 

 香港與其他城市的政治環境在當時有何不同？ 

 革命份子的經費來源？ 

 香港的教育與革命有關連？ 

 香港的宗教與革命又有沒有影響？ 



香港中學文憑會考中國歷史科校本評核 
「學習及評核計劃」 

工作紙四 

 

一. 課題 

必修部份乙部單元一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課題二︰改革與革命 

 

二. 評核項目二課業二 

閱讀有關辛亥革命之導論文章，同時間，閱讀辛亥革命的原始史料，在課堂進行討 

論並完成工作紙的內容。 

 

三. 工作指引 

    閱讀工作紙內容，並在堂上進行討論，其後完成工作紙。 

    教師可使用資料分為三部份︰人物資料、使用原始辛亥革命資料又或外國的報告 

 

    有關人物史料 

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北京︰中華書局，1982 年) 

 

    有關原始史料 

中國科學院近代研究所︰〈辛亥革命資料〉，《南京臨時政府公報》(北京︰中華 

書局，1961 年) 

 

    有關外國報告 

胡濱翻譯︰〈英國藍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料選擇〉(北京︰中華書局，1984 年) 

 

四.  評核準則 

     本課業總共 50 分，佔評核項目二︰30% 

 

 

 

 

 

 

 

 

 

 

 

 

 

 

 



五. 工作紙 

 

班別︰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繳交日期︰____________ 

 

 

資料甲 

以下是當時駐華公使與外交大臣的電報來容︰ 

 

「我已收到起義軍統領的一封信件。該信說他們已組成政府，將尊重對外條約以及以前締訂的借

款和賠款，但不包括此後締訂者在內，只要外國人不幫助滿清政府，他們便將對外國人提供保護。」

 

「各國使節已接受漢口領事團要求，向清政府提出緊急聲明….避免在作戰時使各國租界遭受炮

火的危險。」 

 

「清政府最終任用袁世凱為欽差大臣，這個決定對於清政府來說應該是正確的，因為他保証北方

軍隊的忠誠還大大加強清政府處理這次危機的力量。」 

 

「看來，好像只有經過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之後，才能重新建立滿族人的權力，而對於這場戰爭

清政府是沒有什麼特別准備的。」 

 

「今晚發布的那些上諭，其主要內容將於明天見報，讀起來好像是孤注一擲的努力，以挽救皇位

和朝廷，除非全國堅持驅逐滿族人，它們的目的也許可以達到。它們對民族主義分子的要求徹底

投降，並且完全赦免起義者。」 

 

「人們不了解薩鎮冰提督為何不抵抗起義軍便帶領艦隊離開，但其中有一位軍官告訴我，薩鎮冰

提督缺乏彈葯，並且對他手下的士兵很不放心。」 

 

「袁世凱作出的舉動是驚人的，他無疑把清政府的勢力完全拉下來，問題是，各國是否承認他，

無疑，袁世凱博得了各國信任，他和南方首領們的爭吵是中國內部的事情，……他們相互能夠達

成協議，避免中國分裂是最重要的。」 

 

擇自〈英國藍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料選擇〉

便於出題關係，字眼曾作修改

 

 



資料乙 

以下是兩名辛亥革命人士的資料 

 

田見龍︰「田見龍名承譯，字心安，湖北蒲圻人。清光緒三十二年丙午投湖北新軍第八鎮與八標

第三營當兵，考入湖北陸軍講武堂畢業，升排長。丁未正月，同鄉賀少農介紹他加入同盟會。…

武昌起義時，田氏正值駐防襄陽，未參與武昌戰爭，但對襄陽光復，起了積極作用。」 

 

熊騰蛟︰「清縣學生，光緒壬寅投省城工程營當兵。湖廣總督張之洞保送京師練兵處簡派出洋留

日習陸軍五年，後經白逾桓介紹入同盟會，並混入炮隊當兵，繼續革命…辛亥八月十九日下午，

熊在炮隊用煤油舉火為號起義。」 

 

擇自〈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

便於出題關係，字眼曾作修改

 

資料丙 

以下是外電電報送程孫中山 

 

孫大總統鑒︰「袁世凱託名議和，薄我秦晉。令停戰期滿，萬難再忍，祈速宣戰，以解北危。如

和不顧大局，續行停戰，四省人民，死不承認。豫晉秦隴協會泣叩。」 

 

孫大總統鑒︰「沁電敬悉。停戰之期至明日上午八時為滿，不再展期，己經決定。惟段祺瑞現與

北京四十二將校聯名電奏清廷，速行宣布共和……早定大局，應以議和為先，若再猶豫，戰端更

啟，生靈塗炭自不恃言。」 

 

擇自〈辛亥革命資料〉

便於出題關係，字眼曾作修改

 

請以單行紙回答下列各問題︰ 

 

1. 根據資料甲，革命軍成功原因在於甚麼？(5 分) 清政府採取甚麼方法補救？(4 分) 

這些方法又是否全盤有效？(3 分) 

 

2. 根據資料甲，外國人當時的態度是什麼？他們對於局勢又有何分析？(2 分，4 分) 

你又是否同意他們的意見？試析己見。(3 分) 

 

3. 根據資料乙，兩名革命人士本來身份是什麼？(3 分)他們的背景有何相同？(3 分) 

 

4. 綜合資料甲與乙，解釋清政府失敗原因？(12 分) 

 

5. 根據資料丙，統一的方法是甚麼？(2 分)？就你所知，孫中山最後決定用那一個 

方法？(1 分)你認為孫中山決定是否正確？綜合全文並就你所知，解釋答案。(8 分) 



六.  參考答案(供教師參考) 

 

1. 根據資料甲，革命軍成功原因在於甚麼？(5 分) 清政府採取甚麼方法補救？(4 分) 

這些方法又是否全盤有效？(3 分) 

 

 革命軍功原因在於︰尊重外國人的權利 / 外國人沒有干預革命軍行動 /清廷 

缺乏支援 / 清廷對戰爭沒有足夠準備 / 袁世凱的背叛 (每點各 1分) 

 清政府採取補救方法︰任用袁世凱為欽差大臣 / 發佈上諭進行改革 (4 分) 

 這些方法是否全盤有效︰ 不是(1 分)，任用袁世凱導致亡國的禍根(1 分)， 

因為他背叛清政府，與南方政府自行簽訂和約 (1 分) 

 

2. 根據資料甲，外國人當時的態度是什麼？他們對於局勢又有何分析？(2 分，4 分) 

你又是否同意他們的意見？試析己見。(3 分) 

 

 外國人的態度是中立(1 分)，要求清政府在作戰時避免傷及租界內外國人  

(1 分) 

 外國人對局勢分析︰清政府面對管治上的危機，因為他們沒有充份的備戰 

                      袁世凱的背叛可能導致南北分裂，使中國陷入混亂  

(4 分) 

 學生可以抒發己見，立場鮮明，言之成理皆可。 

 

3.  根據資料乙，兩名革命人士本來身份是什麼？(3 分)他們的背景有何相同？(3 分) 

 

 兩名革命人士本來身份是︰田見龍，本來是清朝新軍士兵。(1.5 分) 

                            熊騰蛟，本來是工程營兵學生。(1.5 分) 

 他們的背景有何相同︰本來是清朝新式軍隊士兵 / 經友人介紹進入同盟會 /  

起義時均是清代士兵 (3 分) 

 

4.  綜合資料甲與乙，解釋清政府失敗原因？(12 分) 

 

 清政府失敗原因︰缺乏彈葯 / 缺乏外國援助 / 錯誤任用袁世凱 /  

                    軍隊的背叛  

    學生除提出失敗原因，亦需進行解釋，每個論點各得 3分，總分 12 分 

 

6. 5.  根據資料丙，統一的方法是甚麼？(2 分)？就你所知，孫中山最後決定用那一個 

方法？(1 分)你認為孫中山決定是否正確？綜合全文並就你所知，解釋答案。(8 分) 

 

 統一的方法︰派兵向袁世凱宣戰以解北邊危難 / 為大局進行統一 

 孫中山最後決定統一 

 孫中山決定不正確，學生需要提出往後民國發展來支援，解釋孫中山決定導致 

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等事情出現。 

 



香港中學文憑會考中國歷史科校本評核 
「學習及評核計劃」 

工作紙五 

 

一. 課題 

必修部份乙部單元一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課題二︰改革與革命 

世界歷史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內容 

 

二. 評核項目三課業一 

進行跨學科研習，參考世界歷史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內容，並撰寫 

反思文章，了解孫中山等革命分子在該時期的重要影響。 

 

三. 工作指引 

    觀看香港電台製作的「辛亥革命在香港」 

(http://www.rthk.org.hk/rthk/tv/hkhistory/20081217.html) 

並閱讀有關世界歷史課程中內容，撰寫個人評論文章，對革命分子如何影響中國及 

在該時期所發揮作用作一析述。學生直參考互聯網及書籍，並列明參考書籍。 

 

四. 評核準則 

    本課業評核總分為 50 分，佔評核項目一︰100% 

     

下 中 上 評核重點 

1-3 分 4-6 分 7-10 分 

文章主旨 並不瞭解主題，全無立

場。 

立場不夠鮮明，瞭解一

般。 

準確掌握主題，立場清晰

明確。 

文章內容 內容安排不清，離題。 內容安排均衡，但未能深

入講解所需。 

內容安排均衡，並能夠深

入講解，剪裁恰到好處。

文章組織 組織不清晰，觀點前後矛

盾。 

組織一般，雖非前後矛

盾，但有所缺漏。 

組織嚴謹，論點分明，有

條理，前後一致。 

運用資料 並未援引史事或已有知識

作論證。 

對所持立場有所分析，但

未夠深入。 

立場鮮明，論証有足夠史

事作支援，分析深入。 

表達 字句不通，難以理解，錯

別字嚴重。 

當算清晰，文筆普通，但

時有不清晰。 

意思清晰，文筆流暢，讀

者可以充份理解。 

 

 

 

 

 

 

 

 



五. 評論文章 

 

班別︰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繳交日期︰____________ 

 

甲午戰爭的失敗，促成了中國人對清政府的回應︰辛亥革命 

提示︰ 革命活動的起始年期 

       革命分子的不同背景 

       革命後對中國的影響 

       甲午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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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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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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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參考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