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歷史科
課程簡介



小測驗時間
各位家長，請問如何造一個蛋糕？



首先準備材料……



其次要有
食譜……



最後加上誠意、態度
是否用最新鮮的材料？

製作過程是否一絲不苟？

盛蛋糕的盒子是否和蛋糕

配合？

是否親手製作？



其實，做蛋糕和學中史十分相似

材料=知識

食譜=技能

誠意=態度

三者均十分重要，不分彼此



中國歷史科教學目的 ASK

a)認識中國歷代治亂興衰的基本史實，以
了解現今事物的背景與演變；

b) 透過歷史知識的學習，訓練理解、綜合
分析及評論史事的能力；

c) 通過理解史事的因果關係及相互影響，
培養對事物的客觀態度。

知識(K)

技能(S)

態度(A)



價值觀及情感的培養

d) 學習中國文化，從而提高對中華民族的
歸屬感，培養民族情感；

e) 通過對科技發明、中外文化交流及學術、
宗教思想的認識，了解中國文化具有兼併
並包、開拓創新的精神，在發展過程中，
不斷融匯其他民族的文化；

f) 透過對歷史人物及史事的認識，培養學
生優良的品德，以及對民族、國家的歸屬
感和對社會的責任感。

民族情感

責任感和品德



課程設計特色

知識

技能

態度

• 介紹歷代治亂興衰的概略，上起黃

帝，下及當代。目的在使學生對中

國歷史有一整體的概念，並對史事

的源流、演進有清楚的認識。

• 著重能力訓練：理解、

應用、綜合、分析、評

鑑

• 鼓勵學生閱讀及參與各類

考察、探究活動，從而培

養對中國的情感。



中一級中國歷史科課程

乙部
遠古時期的文化─北京人

甲部
華夏政治的肇始

周代封建與列國相爭
秦代大一統帝國的建立與驟亡

西漢國力的統整張弛
東漢的戚宦政治
魏晉南北朝的分裂

乙部
文字的起源與發展



評估方法

* 本課程將採用持續性評估及總結性
評估方法。

* 持續性評估包括學生課堂表現、習
作、閱讀報告等。

* 總結性評估每年安排兩次測驗及一
次考試，考核學生在課程所學有關
知識及能力的掌握情況



學期 分數類別 項目 滿分 次數 佔全年%
成績表
顯示分數

第一學期 日常評估 課堂表現 2 1 2%

100分自學簿 10 2-5 2%

作業 10 2-5 3%

測驗 100 1 25% 100分

第二學期 日常評估 課堂表現 2 1 2%

100分自學簿 10 2-5 2%

作業 10 2-5 3%

測驗 100 1 25% 100分

第三學期 日常評估 課堂表現 2 1 2%

100分
自學簿 10 2-5 2%

作業 10 2-5 3%

課外閱讀 10 2 4%

考試 100 1 25% 100分

全年 100% 100分

日常
評估

課堂
表現

作業

讀書
報告

自學
簿



自學簿─預習
作業─課後練習



第一學期測驗 第二學期測驗 期終考試
S.1 四十五分鐘 四十五分鐘 一小時

中一級
時序 10%
填充 20%
選擇 10%
問答 20%

資料分析題 10%
自學/參觀/資料閱讀 10%

其他 20%

測驗及考試時間及試題模式



選擇題 (10%)
1. 西漢初年，以「黃老無為」思想治國，是運用了戰國時
哪一派學說？
A 陰陽家 B 法家 C 道家 D 墨家
2. 漢景帝時，接納晁錯意見削藩，引起了哪一件事？
A 吳楚七國之亂 B 八王之亂 C 州牧割據 D 三監之亂

填充 (20%)
1. 漢高祖即位後，在地方政制方面，吸取了前朝經驗，採用了
和郡縣並行的制度。
2. 漢武帝時頒佈 ，令侯國的封土越分越小，無力抵抗中央。

P 明章之治 Q 張騫出使西域 R 戚宦相爭 S 王莽輔政

歷史時序10% 把代表歷史事件的英文字母，根據事件
發生先後次序，填寫在答題紙上 (4%)

測考試題舉隅



填圖 10%  
在答題紙適當位置，填寫長江、黃河、鎬京、
洛邑、殷墟名稱

1

2

3
4

5



2. 現在你進入時光穿梭機，回到中國古代旅行觀光，
你會選擇到下列哪個朝代？
(A) 秦始皇在位期間 (B) 漢武帝在位期間

試以不少於50字，說明和解釋你的選擇。(內容8分，
安排表達2分)

1. 漢武帝即位後，推行不少革新措施。試解答下列各
項：
1.1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除《春秋》和《易》
經外，朝廷只留下熟悉哪三種經書的人充當博士？
(3%)
1.2 漢武帝在哪方面耗費大量國庫，於是推行新經濟政
策？(3%)
1.3 漢武帝用哪兩個方法，解除匈奴的威脅？(4%)

問答



資料分析題(10%) 安排表達佔2%
細閱上文，並根據平日研習所得，解答下列問題：

西漢時，儒學大盛，當時的儒生，受了一套政治思想—
「五德終始」學說影響。認為上天是有思想、有感覺的，對於
世人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意，尤其是對一國之君的表現，就
更加關注了，上天會透過一些天象變化，反映君主的施政的優
劣。西漢末年，社會出現了很多問題，人民的生活非常艱苦。
當時已接二連三有知識分子上書，要求漢帝退位讓賢。王莽輔
政期間，各地出現一些奇怪現象，例如有人上奏，說在夢中見
到天使，宣告王莽應該做皇帝；另外，又說有人民在鑿井時，
從地底挖出一塊石頭，上面寫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字樣。

1. 西漢時的儒生，受哪一套政治思想的影響？(2%)
2. 儒生認為上天會透過哪些方法，反映上天對君主的觀感？(1%)如
果出現地震、水災等現象時，表示上天是否滿意君主的施政？(1%)



1. 象形 A  老
2. 指事 B  杖
3. 會意 C  水
4. 形聲 D  本
5. 假借 E  信
6. 轉注 F  令

自學題：10%
一、配對 3% 
把代表答案的字母填在答題紙適當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