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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題 

世界歷史 - 二十世紀中的歷史人物 

題目 : 從二十世紀的歷史中選取一位歷史人物被視為最具影響力的，並加以解

釋。 

I、引言 

     已步入21世紀，20世紀也隨著21世紀的開始而結束。為了讓人了解 20世紀

世界的變遷，很多不同之媒體紛紛舉辦「20世紀大事選舉」、「20世紀風雲人物選舉」

等等。縱然沒有試圖將各選舉結果整合或比較，但單單觀其初步之結果，卻得出一個

不謀以合之答案 --- 20世紀是一個動盪、複雜之時代。要在這複雜的時代中成為風雲

人物必定有其獨特之處。在選舉中能 “勝出” 之風雲人物，大多是叱吒一時，極具影

響力之人物，故在名題時便選取了「最具影響力之人物」一詞，並擬定以下題目 --  從

20世紀的歷史中選取一位歷史人物被視為最具影響力的，並加以解釋。 

 

  單單對「具影響力的人物」一詞作出界定的話，這人物不一定是極其成功或

極其有名的，重點反卻放在他/她所持的思想理念、所作的事情、所用的手法或所帶來

的影響之上。其影響之程度既要有深度，能貫串不同時代；也要有闊度，既能影響獨

立個體的行為思想之同時，又能牽動其他群體與國家。正因為此，沒有了他/她的出現，

歷史將要被改寫。無論如何，歷史必然因為他/她的出現而帶來轉變。「影響力」則是

看看他/她如何扭轉世界或扭轉的程度有多大。當然不能單觀此人物對其時勢之影響來

作出評價。一個真正有影響力之人物，其影響往往遠超過其時勢之所限，帶來深遠之

影響。 

 

  從以上所寫的內容，或許能對「影響力」一詞有著初步之概念。但當要從歷

史中選取一位具影響力人物的時候，這卻不是一件易事。當中所涉及的是價值觀定位、

不同角度、不同標準等籌的問題。對於不同標準或定義，可能會選取不同之人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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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20世紀歷史中，如將「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演繹為是世界之破壞者。那麼我們

或許會選擇希特拉；但如以思想主義之落實者來作標準的話，史太林也未尚不是一個

選擇。他貫徹其共產主義，並落實在蘇聯推行，甚至影響中國未來的方向。從以上短

短的兩個例子來看，便發覺這條論述題真的有其難度。 除此，還要在20世紀的歷史

中選取的一位歷史人物的話，也就是在根本之難度上多加擔子了。 

    對學生以言，他們所接觸的20世紀可算是由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所貫穿。正

因為這樣，他們的選擇未免會面對一些偏差或局限性。尤其明顯的則會發生在20世紀

之國家領袖身上。 

 

    其實在 20世紀的歷史當中，有影響力之部分是否只在政治、外交、戰爭上呢？

又或只停留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呢？除此之外，受課程之局限，對於20世紀的歷史

來說，學生對歐洲及其歷史發展的構圖是較為清晰的。故此在選取人物的過程裡，毫

無疑問地會偏向於20世紀之歐洲國家領袖上。因為他們的事蹟及角色是較為鮮明的。

不單受著上述理由所影響，另一方面則在性別的選擇上。20世紀中的政治人物大多是

男性，原因是女性之地位尚未完全得到確立與肯定。因此，縱然學生在芸芸的選擇當

中，相信他們也只會偏重於男性上。 

 

   正因為受著以上種種偏差之影響，為了方便處理這條題目，引用之例子及人物

只會局限於學生所收讀之課程內。縱然面對一定程度之局限及難度，但仍然希望學生

能作出嘗試，相信學生也能夠在20世紀的歷史中選取心中所想之人物，並作出分析與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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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學生之作答 

  為求了解學生之看法及答題技巧，特意選取了兩位學生之作答樣本進行分析

與了解。 

 

學生甲 

   20世紀的歷史可算是面對很多形形式式的轉

變。而其中有一位人物卻牽涉在這形形式式的改變

中，對那些改變也起了深遠的影響，他就是希特拉。

他的出現令沈睡不振的德國得以喚醒。他所領導之納

粹黨令德國由一民主的國家變成一個獨裁的國家。總

言之，他的出現對德國帶來巨大的改變。除此，他也

令整個歐洲有改變。他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令整個歐洲及全世界落入戰爭中。所以在 20世紀的

世界歷史中，希特拉便成為最具影響力之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戰敗令德國陷入

深深的危機。德國之戰敗迫使她要簽下不平等之條

約，要承認她的失敗，同時也為她所作的負上責任。

她簽了<<凡爾賽條約>>以後，這些都使德國的經濟加

潻很大的負擔，導致人民的怨恨達至頂點。這時希特

拉的出現令德國人民重現希望。希特拉的政綱令德國

經濟復甦。他要廢除不平等約，因此得到中上階級和

國民的支持。德國人也相信他是德國之拯救者。 

     

   

 

          

          老師批改 

縱然學生未有對 「具有影響力」

一詞有清晰之界定，但從文字中

可見他的看法。他認為「最具影

響力」就是會帶來改變的。除此

之外，他也嘗試以史實來支持他

的看法。 

 

 

 

 

從這段之內容來看，學生也認

為希特拉是有清晰之目標與

方向。故此也能吸引失望中的

德國人來支持他的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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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藉著暴力於選舉中得勝。他用暴力迫人民

投票支持他，將反對他的人殺害，令他從國會選舉中得

勝。他上台以後，實施了一連串的獨裁行動，又成立了

秘密警察，不少反對他的人都死在秘密警察和蓋世太保

之下。 

        

     希特拉的納粹主義中認為日耳曼民族之亞利

安人為最優秀之民族，德國人正是這民族之人。相

反，斯拉夫人和猶太人則是十分低等的。他的反民

主、反共產都深深吸引了當時的人民，他又推行極端

民族主義。他又施行了企業組合國家，藉以全面管制

工商業，一切都由政府控制。他又認為農民是低等的。 

 

   希特拉也有其外交政策。他先要滅除所有他

認為低等的猶太人。很多猶太人也被殺害，數目更有

600萬之多。他上台之後，不理 <<凡爾賽條約>> 的

條款，先後進行徵兵及進入非軍事區。除此,，也計

劃攻打波蘭。最後更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希

特拉的出現令整個德國都變化起來。他的納粹黨、獨

裁主義是令人討厭，他也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

發。但是他所作的真的帶來巨大的影響，故此我會選

擇他成為20世紀中最具影響力之人物。   

 

 

 

 

但此段之內容未能論出希特拉如何具影響力，內容

較為偏向描述人物的事蹟。 

 

 

 

從這段內容可見，縱然其手法是

值得商榷，希特拉也是思想之落

實者。 

 

 

 

 

 

學生未有在外交部分道出其最

具影響力之原因，只是描述其外

交政策矣。 

 

整體上，學生甲對「具影響力」

一詞是有明顯或其個人的看

法。可是該生未能提供或運用史

料作論據來支持其論點。 

 

 

 

 

 

學生乙 

   如要從20世紀中選取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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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人物被視為最具影響力的話，我會選取國父孫中山

先生。孫中山本 

是學醫。但後來因看見清朝之腐敗，決定放棄行醫，致

力革命推翻清朝，挽救中國。 

 

   1905年孫中山與其他志同道合之士聯合，建立

了同盟會。孫中山也向各地華僑宣傳革命，獲得他們人

力與財政的支持，成為當時中國革命運動之領袖。他也

四處遊歷，試圖尋找最適合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思想。孫

中山也從中創立了三民主義，作為建設中國之模式。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義，推出了辛亥革命各

省紛紛宣佈獨立，支持革命，並在南京成立臨時國民政

府。孫中山即由海外趕回中國途中走訪西方各政府，要

求他們不要支持清政府，不要干預中國革命。他回國

後，被各省起義領袖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當時

清兵統帥袁世凱仍佔據北中國。孫中山為避免發生內

戰，與袁世凱達成秘密協定，孫中山願意讓出臨時大總

統一職，以來換取袁世凱迫使溥儀退位。孫中山以中國

為重，最終遵守協定，讓位給袁世凱，以求實現中國南

北統一的理想。 

 

   可惜，袁世凱違反協定，迫使孫中山要途往日

本。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軍閥割據之局面。1925年 3

月，孫中山帶病之身與軍閥談判要求統一。可惜未 

 

 

從學生乙之引言中可見一般學

生之通病。他們未有對題旨之背

景作交代或對題旨作初步之界

定，便以一兩句說話寫下他們的

看法。 

 

學生試圖勾劃出孫中山在革命

之角色，但未有對題旨作出回應

及指出孫中山最具影響力之原

因。 

 

該生試圖提供很多歷史資料，如

該生與學生甲相比，他對其選取

之人物的事蹟及背景是較為清

晰，可是他未能運用已知之史料

帶出題旨。 

 

 

 

 

 

 

 

 

 

 

達成協議，孫中山已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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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之理想雖然未能達到，但是孫中山所創 

立之三民主義卻成為革命份子所追求之方向。他所領導

的革命，卻推翻了中國數千年之帝制，成立了共和政

府。孫中山的一切卻未能盡錄，但他真的要一位重    

 

 

學生乙之總結也道出孫中山具

影響力之地方，但未能加以發

揮，成為清晰明確之論據。

要的領袖。 

 

   對於這條論述題來說，共有7 位同學回答。其中有4位同學認為希特拉是最具

影響力的；有 2位同學則認為是孫中山；只有 1位認為是墨索里尼。從以上兩條學生

的樣本當中，可見學生未能完全掌握此類題目之答題技巧。 

    他們的問題大多圍繞在兩個範圍內。第一方面則是有史觀，但未能提供足夠及

據理之史料作支持 (學生甲)。此類學生之問題大多可分為兩類；一是對人物之史料未

能完全熟悉，他們對所選取人物的事蹟也只是略知一點‧二是他們不懂得將已熟悉之

史料作出篩選及整合，故此未能在主體之部分完全地回應題旨。 

    第二方面的答案則是質重於史料上，卻沒有交代學生之史觀與看法 (學生乙)。

他們只懂得將所背誦的全數答出，明顯地沒有經過分析與整合。此類學生之分析能力

是較為遜色的，這問題也是香港考生普遍遇見的‧ 

   為了幫助學生面對以上種種的問題、重新評估其答案或認識此類題目之答題技

巧，特別設計一份工作紙，盼能從中得到一點點之幫助。此工作紙共分三部分，第一

部分是針對分析能力較薄弱之學生，學生回答此部份時，需要在思考層面上發揮多一

點；第二部分則針對對史料不大熟悉或未能整合之學生，試圖以表列方式讓學生得到

一個較清晰之圖畫；至於第三部分之設計目的是要提供更多相關資料，以求擴闊每一

類學生的資料庫，從而在日後也能回答類同之題目。 

 

 

 

III 、工作紙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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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黃鳳翎中學 
中五級世界歷史 
模擬試 – 建議答案 

 
試卷一 

 
乙部 (論述題) 
 
4. 從 20世紀的歷史中選取一位歷史人物被視為最具影響力的，並加以解釋。 
 
第一部份 – 特質逐個捉 
i) 你認為一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有何特質呢? 

(看看以下之評價，試看能否給你一點點的提示吧! ? !!) 

??希特拉既擁有組織與操縱的能力之同時，也是一個非常狡猾的人。             

(資料來源：http://encarta.msn.com) 

??孫中山願意向任何人或團體、中國人或西方人互讓妥協，以達成他最高的目

的 – 建設一個富強統一，能保護並能有效處理與世界各國間關係的中國。             

(資料來源: 孫中山 未完成的革命之前言) 

??史太林嘗試建立一強人的形象，並試圖以其政策阻止反對聲音的出現。在兩次

世界大戰期間，史太林被譽為是最成功之獨裁者。 

(資料來源：http://ftp.bbc.co.uk) 

??羅斯福於1933年成為新總統。他給人一種自信及樂觀之感覺。正因為其性格

的影響，民眾均紛紛擁護其政策 –「新政」。 

(資料來源：http://www.letrun.nl) 

   

以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集中在其個人的辦事及外交能力上，你覺得足夠嗎?  

例如其主張言論、對內及對外之政策方針等，你認為對他們被評鑑為最具影響力

的人物上，作為重要的準則嗎? 

試寫下你個人認為最具影響力的特質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那麼基於以上所寫之特質，你會從20世紀的歷史中選取那一個歷史人物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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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為何你有這樣的想法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如果你要以上述之人物作中心來回答這條論述題，你會怎樣寫你的引言呢？ 

以下有兩個的例子，他們均是選取了希希特拉為最具影響力之人物。試看他們
的作答，看看是否恰當吧! ? 或 ? ! 
 
學生甲 
   20世紀的歷史可算是面對很多形形式式的轉變。而其中有一位人物卻牽涉在

這形形式式的改變中，對那些改變也起了深遠的影響，他就是希特拉。他的出現令沈

睡不振的德國得以喚醒。他所領導之納粹黨令德國由一民主的國家變成一個獨裁的國

家。總言之，他的出現對德國帶來巨大的改變。除此，他也令整個歐洲有改變。他促

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令整個歐洲及全世界落入戰爭中。所以在20世紀的世界歷

史中，希特拉便成隃最具影響力之人物。 

 
學生乙 
     20世紀是一個領導群擁之時，自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均傷亡慘重，

經濟大受打擊，社會民生問題十分嚴重，天災、人禍使各國人民生活堪苛。1919年，

戰勝國在巴黎召開了巴黎和會，會上簽定了<<凡爾賽條約>> 和 << 聖澤門和約>>。

這兩條條約均對德奧二國作出懲罰。條約對德國作出苛刻的要求，令德國人深感受辱，

他們所想的要一位強大的領袖，能復甦德國經濟。希特拉就在這時崛起的了。 

 
現在請你嘗試撰寫你的引言，試作比較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 – 人物大比拼 
**如果以下兩位歷史人物被選為20世紀中最具影響力之歷史人物，你認為合適嗎？與



 9

你的選擇相比，有沒有分別呢？ 
 
v) 試完成以下之工作欄，看看能否助你了解問題之要點? 
 
希特拉 
(1889-1945) 
 

 
孫中山 
(1866-1925) 
 
 

事蹟 
 

影響 附合之特質 事蹟 影響 附合之特質 

鼓吹納粹主
義(提示：納
粹主義之思
想) 
 
 

  提兵革命理
論 (三民主
義) 

  

經濟政策 – 
目的解決德
國之失業問
題 
 
 

  創立興中會
及同盟會 
? 聯合各
方力量 

  

採取獨裁統
治 、一黨專
政 (秘密警
察) 
 
 

  在海外籌款
及爭取支持 

  

鼓吹日耳曼
民族之優
越、擴張侵
略主義 
 
 

  讓出臨時大
總統之位給
袁世凱 

  

誓要廢除 
<<凡爾賽和
約>> 
 
 
 

  改組同盟會
成為國民黨 

  

 
 
 

     



 10 

 
 
 
 
vi) 根據以上之工作欄，你會怎樣為這條論述題撰寫總結呢？ 

又試比較以下的總結，看看是否恰當吧! ? 或 ? !! 
 
學生甲 
   以上所述的均是希特拉之政策，從此可見希特拉之野心。他的野心也促使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出現，令世界各國之關係再次緊張。第二次世界大戰更被稱為最慘重之

戰爭。 

    
   學生乙 

   總而言之，希特拉是一位獨裁者，但也不失為一位有領導才能之領袖。不論他

對德國所施行之內政與外政是怎樣，他對德國有深遠之影響。不過，希特拉最配得被

稱為最具影響力之人物的原因，莫過於他在世界大戰中所扮演之角色。他連繫了第一

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為將來的兩大世界陣營埋下伏線，故在20世紀的歷

史中，希特拉是配稱為最具影響力之人物。 

 
請撰寫你的總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份 – “析”多一點點 
 

你會不會選取以下之人物加入你的「最具影響力之人物」之名單中呢？試看看以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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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並作出分析吧！ 
 
史太林 (1879-1953) -- 「他要使每一個人都知
道他的成功。」  
 

 
羅斯福 (1882-1945)--「我們一定要成為民主之
寶庫。」 
 
 

事蹟 影響 附合之特質 事蹟 影響 附合之特質 
強調在國家
內實現社會
主義 
 
 
 

  推行「新
政」、引入社
會保障計劃 

  

經濟改革 --
「五年計劃」 
 
 
 

  領導美軍參
與戰爭 

  

清黨運動 
 
 
 
 
 

  戰時外交   

戰時外交 
(雅爾達會
議、波茨坦
會議) 
 
 
 
 

  支持創建聯
合國 

  

冷戰 
 
 
 
 
 

     

IV、整體評估 

i) 複卷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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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思想題目到批改學生之作答，差不多已完成一條論述題之處理過

程，而最後一環則是複卷了。相比以往，我大多採用之方式是向學生匯報選答

之結果或與學生討論他們之問題。故此是次採用這一種由問題思考到答題技巧

之複卷方式，也可算是一新嘗試。在預備的過程中也會對其果效略作預計，大

抵預計他們的脈絡會較前清晰、內容會較前豐富等。 

  透過課堂上之討論與思考，這複卷方式也帶給我一些驚喜。看看以下的

比較，或許會明白多一點。 

 

學生甲 – 考試時之引言 

  20世紀的歷史可算是面對很多形形式式的轉變。而其中有一位人物卻牽涉在這形

形式式的改變中，對那些改變也起了深遠的影響，他就是希特拉。他的出現令沈睡不振

的德國得以喚醒。他所領導之納粹黨令德國由一民主的國家變成一個獨裁的國家。總言

之，他的出現對德國帶來巨大的改變。除此，他也令整個歐洲有改變。他促使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爆發，令整個歐洲及全世界落入戰爭中。所以在20世紀的世界歷史中，希特拉

便成為最具影響力之人物。 

 

學生甲– 複卷時重寫之引言 

  20世紀可算是面對很多形形式式之轉變的時代。如要在這形形式式之改變中仍然

站穩，這人物必然是一個有吸引力、有說服力及有清晰目標之領袖。正因此他便能站穩

及發揮他的所長來影響他的國家，甚至影響全球。在20世紀的歷史中，希特拉的性格與

特質便合乎及成為20世紀中最具影響力之人物。因為他的出現令沈睡不振的德國得以喚

醒。他所領導之納粹黨令德國由一民主的國家變成一個獨裁的國家。他的領導對德國帶

來巨大的改變。除此，他的擴張思想與野心令整個歐洲起了變化，迫使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爆發，令整個歐洲及全世界落入戰爭中。所以在20世紀的歷史中，希特拉便成為最具

影響力之人物。 

  

學生乙 – 考試時之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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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是一個領導群擁之時，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均傷亡慘重，

經濟大受打擊，社會民生問題十分嚴重，天災、人禍使各國人民生活堪苛。1919年，戰

勝國在巴黎召開了巴黎和會，會上簽定了<<凡爾賽條約>> 和 << 聖澤門和約>>。這兩

條條約均對德奧二國作出懲罰。條約對德國作出苛刻的要求，令德國人深感受辱，他們

所想的要一位強大的領袖，能復甦德國經濟。希特拉就在這時崛起的了。 

 

學生乙 – 複卷時重寫之引言 

   20世紀是一個滿有戰爭的時代。戰爭帶來的結果便是傷亡慘重、經濟受打擊、

社會民生出現問題等。為了解決以上之問題，一個能穩定國家、刺激經濟、解決民生問

題之領導也就不可缺少了。除了內政問題外，外交政策也是戰爭過後必定要處理之範圍。

所以如要在這戰爭時代之20世紀中成為最具影響力之人物，他必定要能處理內政及外交

兩方面。德國領袖希特拉就在這時代崛起，他施政穩定了德國的社會，但他也改變了20

世紀之世界歷史，將 20世紀推至戰爭與衝突之高峰。所以希特拉是 20世紀中最具影響

力之人物。 

 

   從學生甲的引言中，可見其兩次之用語大致相約。但試圖比較其層次與

論點則看出也有轉變之地方。在複卷時所寫之引言中，學生甲試圖對「影響力」

一詞再作一較清晰之界定及加入較全面之看法。 

 

   至於對學生乙之幫助也就更明顯了。從其考試作答之引言來看，可見她

未能按著問題之所需給予一個相關之引子。她只是道出她對 20世紀歷史之觀

感。縱然學生乙心感不舒服，但經過課堂討論及複卷，她終明白她的問題之所

在。雖然從其複卷時重寫之引言來看，她的論點好像仍然不大清晰。但試圖兩

者相比，也能看出她對影響力一詞之界定及她對這一詞背後之史觀。 

   

學生甲 – 考試時之總結 

   以上所述的均是希特拉之政策，從此可見希特拉之野心。他的野心也促使第二次

世界大戰的出現，令世界各國之關係再次緊張。第二次世界大戰更被稱為最慘重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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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甲 – 複卷後重寫之總結 

   以上所述的均是希特拉之內政與外交政策，從這兩方面來看，都能夠解釋他具影

響力之原因。縱然他採取獨裁統治 、一黨專政等手法來統治德國，德國人仍視他為偉大

之領袖。他所影響的是當時歐洲第二多人口之德國。他受這樣多人的支持是因為他能刺

激經濟及解決民生問題。至於在外交方面，他的野心也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出現，令

世界各國之關係再次緊張。他的影響甚至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全球的關係帶至另

一個時期。那就是由1945年開始至1990年才結束之冷戰。希特拉對20世紀之戰爭年代

帶來多方面之改變，故此我認為希特拉是最具影響力之人物。 

 

 學生乙 – 考試時之總結 

   總而言之，希特拉是一位獨裁者，但也不失為一位有領導才能之領袖。不論他對

德國所施行之內政與外政是怎樣，他對德國有深遠之影響。不過，希特拉最配得被稱為

最具影響力之人物的原因，莫過於他在世界大戰中所扮演之角色。他連繫了第一次世界

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為將來的兩大世界陣營埋下伏線，故在20世紀的歷史中，希

特拉是配稱為最具影響力之人物。 

 

學生乙 – 複卷後重寫之總結 

   總而言之，希特拉是一位獨裁者，但也不失為一位有領導才能之領袖。不論他對

德國所施行之內政與外政是怎樣，他對德國有深遠之影響。有一歷史學者言道：「希特拉

讓德國人明白獨裁統治所帶出的問題，促使德國人走向另一方面 -- 民主之發展。」不過，

希特拉最配得被稱為最具影響力之人物的原因，莫過於他在世界大戰中所扮演之角色。

他連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為將來的兩大世界陣營埋下伏線。此兩

大世界陣容之出現也扭轉了過去世界強國地位之發展，提升了美國與蘇聯的地位。故在

20世紀的歷史中，希特拉是配稱為最具影響力之人物。 

 

   總結部分的學生甲與引言中的學生乙是同一位學生。從她所寫的引言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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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來看，她認為戰爭是20世紀歷史之特色。故此，對於她來說，最具影響力之人

物必然是在戰爭中有鮮明角色之人物。她也基於以上之觀點而選取了希特拉作為

20世紀中最具影響力之人物。縱然如此，在考試時學生卻未能運用其看法並作出

分析。但透過工作紙的協助，學生能從中找到方向，確定思路與分析，最終在結

語中也能寫下其想法。 

    

至於對學生乙以言，她的總結與考試時相比無異。最大之分別也就是加入歷

史學者之引句，以求加強她的說服力。她也試圖勾畫出較長遠之圖畫，以肯定希

特拉所影響力。 

 

整體以言，這一種複卷模式真的能較具體地幫助學生。透過觀察與傾談，可得出

以下數點： 

1. 透過比較同學與同學之答案，學生能比較出高低答案之分別。從而改善各學生

之引言及總結。 

2. 透過引導及討論，學生也能將已知的史料運用，並進行進一步之分析。 

3. 透過一步步之練習，有助學生重組其論述題之架構，避免組織紊亂。 

4. 此種方式也能協助沒有回答這條論述題之考生，他們也有參與之機會。學生也

能透過觀摩不同類型之論述題，來擴闊其資料庫。 

 

ii)  對日後教授類似題目 

  香港現時之教育方針力求加強學生之分析及判斷能力。對比以往講求背

誦的模式，此類開放式的題目也好像是未來要走的方向。但對於學生以言，

此類題目是十分困難的。因為他們不單要對史料熟悉，更加要掌握分析、判

斷之技巧等才能「成功地」回應問題。當中所需要之技巧可分為對史料選材

及確立史觀兩大範疇。如深入地談及確立史觀這個範疇的話，當中也涉及很

多問題。例如：學生能否在非全面的歷史圖畫中，給予一個全面的分析呢？

會不會受老師的價值標準所影響呢？會不會受現今之價值觀左右，試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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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對「歷史人物」之評鑑呢？從學生之樣本也看到他們未能掌握上述之要

點。故此在日後教授此類問題的時候，我相信要給予學生多些相關的資料，

也在答題前給予多點討論的空間，以求生互相刺激之效。 

 

iii) 對日後之教學 

透過今次複卷的嘗試，不單學生能從中得益外，對我在歷史教學上也

起了一點點的刺激。  

一般情況以言，大部的課堂時間都會用作歷史資料之傳遞。每一堂之

目標就是完成當天預備的資料。如果能夠完成及清晰表達當天的課程大綱已

覺自己十分成功。但透過預備這份功課的時候，卻給了我一些新的啟迪。對

於學生以言，如要他們對歷史人物及歷史資料立即進行分析，相信卻不是一

件易事。但是透過課堂的教導或討論，我相信學生能潛移默化，對分析及史

料的運用也能略為掌握。故此在來年的教學上，我會嘗試於課堂上提供討論

及思考之空間，以求幫助學生掌握這大方向。 

 

iv)  後感 

對於我以言，這一種複卷方式也是一個新嘗試。我除了要在問題處理

上多加留意與預備外，我也試圖從新思考及再加以分析。相比過往的方式，

這真的幫助自己再三思考歷史問題。除此之外，也給予自己不少的驚喜。尤

其是比較學生在考試時及複卷時重寫之答案，你會看見他們的進步。從複卷

時他們的表現來看，學生真的有他們的觀點。他們的問題真的只是不懂得表

達。經過討論及完成工作紙後，他們言道真的有如甦醒過來一般。縱然在預

備的過程中也覺辛苦，但見學生那些正面的回應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