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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清代的中衰 

 

 

 

甲、自習部分 

 
填充：清代中衰原因簡表 

範疇 內容 

政治方面 乾隆帝生活奢侈，寵信 1.(        )，官場貪污舞弊的風氣盛行，以

致政風敗壞 

財政方面 乾隆帝好大喜功，在位期間征戰頻繁，更自誇為 2.(「            」)，

又四出 3.(         )，消耗國庫，使國家財政入不敷支 

軍事方面 滿洲 4.(         )在入關後享有特權，疏於訓練，腐化不堪；就連康

熙帝用以平定三藩之亂的 5.(         )也因為缺乏訓練，戰鬥力下降 

社會方面 皇室耗費和對外征戰，增加了人民的 6.(         )和 7.(         )

的負擔；加上，當時土地兼併和耕地不足，人民生活艱難，觸發

8(           )四起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甲+至丁) 

 

批改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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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鴉片戰爭 

 

 

 

 

 

甲、自習部分 

填充：鴉片戰爭簡表 

遠因  中國資源豐富，自給自足，只視對外貿易為 1.(            )的手段。

乾隆時，只開 2.(         )一口通商，並規定外商必須通過

3.(「         」)進行貨物買賣 

 中國的茶葉、4.(         )等大量輸入英國，但英國輸入中國的毛織

品、5.(        )等在中國的需求不大，使英國對中國的貿易出現重大

的 6.(        ) 

 於是英國多番派使者如 7.(           )、8.(           )來華與清廷

交涉通商問題，但清廷以天朝大國自居，常因禮儀問題與使者衝突，

令交涉無功而還 

 英國於是在印度種植 9.(          )，大量走私到中國銷售 

近因  清初，對於解決鴉片泛濫的問題，清廷內分成兩派意見：一派稱為

10.(「         」)，主張准許鴉片入口，卻課以重稅；另一派稱為

11.(「         」)，強調鴉片的禍害，主張徹底禁絕鴉片 

 12.(         )派遣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林則徐逼令外商交出鴉

片，並集中於 13.(         )銷毀 

導火綫  九龍尖沙咀村民 14.(         )被英國水手打死，15.(         )不肯

交出兇手，中英雙方交惡，戰爭爆發 

結果  16.(           )戰敗求和，中英雙方簽訂 17.(《               》)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甲+至丁) 

 

批改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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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圖：細閱以下地圖，把正確的地方名稱填於橫線上。以下為中英《南京條約》開放

商埠圖：  

 

 
 

英文代號 A 至 E 是中英《南京條約》開放的商埠，它們分別是 

A：__________；B：__________；C：__________；D：__________和 E：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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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進階技能訓練部分 

以下是 2016 年 DSE 的題目，試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一： 

 

 

 

你是否同意資料一的看法？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評論與比較  

 

 

拆解題目： 

中西觀念的不同 VS 鴉片問題，比較誰是戰爭爆發的主因。 

 

答題步驟和提示： 

同意 

引言：表達立場 

論點一：中西方對國際關係的觀念如何不同？ 

論點二：中西方對貿易觀念如何不同？ 

相反意見：鴉片問題如何引發戰爭？ 

駁論：將中西觀念不同與鴉片問題比較，推論中西觀念不同才是戰爭爆發的主因。(應

提出衡量準則，如表面借口 VS 根本原因、直接原因 VS 間接原因、問題可解決 VS 問

題不可解決) 

不同意 

引言：表達立場 

論點一：鴉片問題如何引發中方不滿？ 

論點二：鴉片問題如何引發英方不滿？ 

相反意見：中西方對國際關係、貿易觀念不同，如何引發戰爭？ 

駁論：將中西觀念不同與鴉片問題比較，推論鴉片問題才是戰爭爆發的主因。誰(應提

出衡量準則，如表面借口 VS 根本原因、直接原因 VS 間接原因、問題可解決 VS 問題

不可解決) 

 

 

 

 

 

 

 

 

由於中西方對國際關係、貿易……的觀念大相徑庭，即使沒有鴉片，雙方之間的衝

突也照樣會爆發。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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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框架： 

 

立場： 

我___________(立場)“由於中西方對國際關係、貿易……的觀念大相徑庭，即使沒有鴉

片，雙方之間的衝突也照樣會爆發”的說法。 

 

論點一： 

首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主題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援引史實，解說論點，作為論據) 

 

論點二： 

其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主題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援引史實，解說論點，作為論據) 

 

相反意見： 

雖然有人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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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援引史實，解說論點，作為論據) 

 

駁論： 

但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較中西觀念和鴉片問題，宜提出衡量準則) 

 

結論： 

總括而言，我___________(重申立場)“由於中西方對國際關係、貿易……的觀念大相徑

庭，即使沒有鴉片，雙方之間的衝突也照樣會爆發”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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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太平天國 

 

 

 

 

 

甲、自習部分 

 

排序：細閱下列的資料，然後依事件發生的先後排列次序。 

A. 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 

B. 洪秀全參加科舉考試落第 

C. 洪秀全於金田村率眾起事 

D. 洪秀全與馮雲山到廣西傳教 

E. 洪秀全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 

F. 清軍攻陷天京 

G. 太平軍攻陷南京 

H. 太平天國進行連串改革 

 

次序：1.(    )2.(    )3.(    )4.(    )5.(    )6.(    )7.(    )8.(    ) 

 

 

 

 

填充：太平天國施行措施簡表 

範疇 內容 

政治方面 制定官職，軍政大權由 1.(         )掌管 

經濟方面 頒佈 2.(《                 》)，規定土地公有；建立 3.(         )

制度 

社會方面 提倡男女 4.(          )，禁止婦女 5.(          )、買賣

6.(         )、吸食 7.(          )等 

文化方面 禁止祭祀 8.(         )、尊崇 9.(         )、崇拜神佛等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甲+至丁) 

 

批改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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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英法聯軍之役 

 

 

 

 

 

甲、自習部分 

填充：英法聯軍之役簡表 

導火線  英國：1.(「               」)事件 

 法國：西林教案 

經過  公元 1857 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俘擄了 2.(            ) 

 公元 1858 年，英法聯軍北上，攻陷天津附近的 3.(            ) 

 公元 1859 年，英法兩國因為 4.(              )問題，再度與清廷起

衝突 

 公元 1860 年，英法聯軍攻下天津、5.(           )，咸豐帝逃往

6.(          )，聯軍火燒了 7.(          ) 

結果  清廷先後與英、法兩國簽訂 8.(《            》)和 9.(《            》) 

 
填充：與鴉片戰敗條約的比較簡表 

 《南京條約》 《天津條約》 《北京條約》 

簽訂年份 1.(       )年 1858 年 2.(       )年 

簽約國家 中國、3.(       ) 中國、英國、4.(       ) 中國、英國、5.(      ) 

割讓土地 6.(        ) ---------- 九龍半島南部 

開放商埠 廣州、福州、寧波、

7.(      )、

8.(      ) 

牛莊、登州、台南、淡水、

鎮江、南京、九江、漢口、

9.(       )、10.(       ) 

11.(         ) 

賠款 12.(       )萬両銀

元 

共 13.(       )萬両銀元 增至一千六百萬両銀

元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甲+至丁) 

 

批改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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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礎技能訓練部分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資料二： 

 

1. 資料一和資料二分別是哪兩個條約的部分條款？這兩個條約是因為哪兩次

戰爭而簽訂的？  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根據上述資料，這兩個條約的內容涉及哪些方面的權益？在下表中填寫正確

的答案。  歸納與比較  

 
 

權益 資料一的條約 資料二的條約 

主權方面   

領土方面   

經濟方面   

 

1. 割讓香港島 

2. 賠款二千一百萬兩 

3. 開放廣州、福州、廈門、

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 

4. 僑民由領事審判 

5. 關稅稅率由雙方協議 

1. 割讓九龍半島南部 

2. 賠償兩國軍費各八百

萬兩 

3. 開放天津為商埠 

4. 關稅稅則由雙方協定 

5. 外國船艦可在長江各

口岸自由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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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上題，這兩個條約對清朝的統治造成怎樣的影響？  綜合與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