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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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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A：有關中國文物保育的數據 

  文物事業經費、佔國家財政支出比重、 

  全國文物保護機構數目 

B：報章對中國文物保育的評論 

C：有關中國文物保育的漫畫 

  城市化與古蹟被摧毀、中國旅遊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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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a) 描述資料A所示中國政府在文物保育開支及發展
的趨勢。（4分） 

(b) 就資料B及C，解釋現時中國經濟發展對中國文物
保育的兩個影響。（6分） 

(c) 「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能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軟實
力。」利用所提供的資料，提出並解釋一個支持和
一個反對這項聲稱的論據。（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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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文物事業經費 

（億元人民幣） 

佔國家財政支出

比重 

（百分比） 

全國文物保護 

機構數目 

2012 218.1 0.17 2705 

2013 267.1 0.19 2809 

2014 295.8 0.2 3280 

2015 323 0.18 3307 

2016 354.5 0.19 3318 

a. 描述資料A所示中國政府在文物保育開支及發展的趨勢。
（4分） 

卷一：第2題 
• 將項目分類 

• 描述：程度 

不斷
上升 

↑136億 

62% 

持續
上升 

↑ 613間 

22% 



年份 
文物事業經費 

（億元人民幣） 

佔國家財政支出

比重 

（百分比） 

全國文物保護 

機構數目 

2012 218.1 0.17 2705 

2013 267.1 0.19 2809 

2014 295.8 0.2 3280 

2015 323 0.18 3307 

2016 354.5 0.19 3318 

a. 描述資料A所示中國政府在文物保育開支及發展的趨勢。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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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項目分類 

• 描述：程度 

持續平穩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指出及清楚描述資料A所示中國文物保育在不同項目數據的趨勢，例如︰ 

 中國的文物事業經費不斷上升。從資料A可見，2012年的文物事業經費不

足220億元人民幣（218.1億元人民幣），2014年相關經費已接近295億

元（達295.8億元），增幅達35%；2015年相關經費已超過300億元（達

323億元）；2016年為多年來最高，超過354億元，比2012年多近136億

元，增幅超過62%。 

 文物事業經費佔國家財政支出比重一直平穩，並無顯著升跌。從資料A可

見，2012年文物事業經費佔國家財政支出有0.17%，翌年2013年微升至

0.19%；2014年達最高，達0.2%，及後2015和2016年則分別為0.18及

0.19%。2012至2016五年間的比重皆在0.17%至0.2%之間，最高與最低

只相差0.03%。 

 全國文物保護機構數目有明顯增加。從資料A可見，2012年全國文物保護

機構數目有2705間，然後每年都有增加。2014年已超過3000間，達

3280間，2015年及2016年則微升至3307間及3318間。2012至2016五

年間全國文物保護機構數目增幅超過22%。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所提供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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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適切
描述 

適切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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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擁有眾多的文物及古蹟，
包括建築物、現存古老城鎮及遺址等。自改革開放後，中國政
府財政收入增加，開始加強對傳統文物古蹟的保護。1987年北
京故宮、長城及西安秦始皇陵等申請成為中國第一批世界遺產，
反映中國有意貼近國際文物保育的標準。至2018年7月，中國
擁有53項世界遺產，為世界第二，亞洲之冠。 

  中國政府制訂《文物保護法》，加強管理文化遺產，同時
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交流及活動。然而，有意見指中國政
府的監督意識不足，地方執法成效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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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資料B及C，解釋現時中國經濟發展對中國文物保育的
兩個影響。（6分） 



(b) 就資料B及C，解釋現時中國經濟發展對中國文物保育的
兩個影響。（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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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畫四元素 

1. 人物物件 

2. 表情動作 

3. 標題文字 

4. 說話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指出及清楚經濟發展對中國文物保育的兩個影響；能充分理解及
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
例如︰ 

 中國自1978年開始實施市場經濟，加上對外開放，令中國政府財
政收入逐漸增加。政府的財政資源漸見寬裕，開始有能力保育文
物古蹟及建築，部份更申請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資料B） 

 歷史文物建築及古蹟為重要的旅遊及觀光資源。近年興起的文化
旅遊，提高部份文物建築的知名度。古蹟透過收取入場費等開拓
經濟來源，幫助維護及修復建築，同時亦能宣揚地方不同文化。
（資料C） 

 改革開放後，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工作或定居，促使中國加劇城鎮
化。一些城市的建設例如興建房屋、道路、鐵路及其他大型基礎
設施，可能會使部份文物建築或遺址受破壞。（資料C）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資料B及C，清楚解釋資料與該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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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 

解釋 

適切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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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
解釋 



(c) 「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能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軟實力。」
利用所提供的資料，提出並解釋一個支持和一個反對這項聲
稱的論據。（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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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有何作用→能提
升中國在國際間的軟實力 

反對：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有何局限→未能
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軟實力 



資料 

分析 

1. 體現中國作為歷史悠久的
文明古國 

2. 立法及其他措施保護相關
文物古蹟 

3. 推動中國發展文化產業 

1. 淪為地方政府追趕「政績」
的一部份 

2. 失去文化遺產的原有風味 

3. 民眾在保育文化遺產的意
識不足 

支持 反對 

中國世遺例子 軟實力 

分析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根據中國現時的情況，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解釋及論
證一個支持和一個反對這項聲稱的論據；恰當運用
相關資料論證論據；能充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有關
知識及概念（例如︰改革開放、文化遺產、經濟發
展、綜合國力及國際地位等）；可採用部分下列或
其他恰當的要點。例如︰（從略）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資料，清楚解釋論據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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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資料所提供的大部分相關資料，解釋一個支持這
項聲稱的論據及一個反對論據，但未能充分利用，
就該論據的論證可能略為不足；利用資料解釋兩個
論據，但解釋不充分或欠清晰；或就資料清楚及詳
盡地解釋一個論據（支持或反對聲稱）；或其中一
個提出的論據可能毫不相干；能運用有關知識及概
念；嘗試運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但或未能就中國的情況充分解釋論據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的相關要點，但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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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留意地方——題 (a) 

 

 考生大多抄寫資料，欠個人引伸解說 

 各年份之間的數據起跌分析有欠深入，數據趨勢反映之現象
亦未能說明 

 部份學生沒有處理數據，只是列寫數字，欠缺「升幅」字眼
等。部份學生錯誤演繹數據，計算百分率出錯。考生多描述
增長情況，而非交代趨勢 

 不少考生簡單將兩者合併形容為「增加」、「上升」等，事
實上「發展趨勢」有多個衡量向度，保育開支外，也有全國
文物保育機構的數量變化，這些都關乎中國政府願意投放多
少資源於文物保育，從而反映其對文物保育的重視程度 

 考生往往簡言兩者為「上升」後，便羅列數據，並未從宏觀
角度詳細說明當中數據與其「發展趨勢」的關係，故未能以
「改善」、「向好」等恰當的歸納加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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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留意地方——題 (b) 

 

 欠具體推論財政上升如何提昇保育質素；側重旅遊業發展，
忽略其他角度 

 部分學生只有正面或負面影響。很多考生未能掌握經濟發展
與文物保育的關係及影響，錯誤解釋申遺成功，帶動旅遊業，
惠及經濟發展。 

 有不少考生抄錄大量資料中有關旅客如何破壞古蹟、跨國商
店進駐如何使古蹟變質等，但並未指出旅客的增加和跨國商
店進駐與經濟發展有何關係 

 部分考生未有全面運用資料B及C，亦未能清楚解釋經濟發
展與中國文物保育的關係。在影響題方面，部分考生只就正
面或負面影響作單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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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留意地方——題 (c) 

 

 欠運用概念、欠運用資料。大部分考生未能理解軟實力，
並以經濟發展作例證，忽略文化、聲譽、 形象等 

 只簡單指出申遺有助吸引旅客，但未說明此與中華文化
的感染力以至國家形象及話語權有何關係 

 反對論據上未能引申到人民素質、綜合國力或國際地位
等概念 

 部分考生舉證錯誤，以上海迪士尼、東方明珠塔、鳥籠
為世遺例子 

 很多考生沒有完成題(c)，反映考生掌握考試時間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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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改善方法 

 

 多運用概念，針對中國議題各個概念加以理解 

 應對中國社會背景資料有更深入的了解 

 妥善萃取相關資料精華，附以個人詳細闡釋以回應題目
的中的概念 

 考生宜加強考試時間管理及分配 

 考生字體不能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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