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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題目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均為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重要的人物。試比較兩人：

(a)  他們的對內政策有何異同？                                   (15分)
(b)  哪人的外交政策對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較重要的作用？       (15分)

二. 命題理念及目標

香港中學會考歷史科考卷共分三類題目，分別是歷史資料題、論述題和選擇題。

其中學生感到最難以應付，則非論述題莫屬了。而老師們在教授學生撰寫論述題時也

必然感到吃力萬分。為了讓學生能掌握答題技巧，因此老師設計一道適合學生程度、

切合學生需要的論述題，實在至為重要。

我所教的是屬於第五組別的學生。幸好的是，這屆中五學生對世界歷史科都甚有

興趣，所以他們做習作的時候也肯花點心機。不過，現實終歸是現實，我始終不得不

承認他們的分析與表達能力都未及水準，由是在擬訂此道題目之時有下列的考慮因

素﹕

(a) 學生的能力稍遜，為了鼓勵他們努力嘗試，將題目一分為二，設兩分題
會較為合適﹔

(b) 要選取學生較感興趣且易掌握的課題，以提高他們學習動機﹔

(c) 基於會考的命題趨勢，所擬的題目也需有分析成份，以刺激學生的思維
和分析能力。

我選擇了「二十世紀的人物」這一課題。但二十世紀的中外歷史人物有很多，包

括墨索里尼、希特拉、列寧、史太林、孫中山、袁世凱、邱吉爾和杜魯門等等，實在

不勝枚舉。假若要學生能作些思考和比較，所選取的人物必須有共通點。最終我以為

墨索尼里和希特拉應是學生耳熟能詳的人物，兩人所處的時代和環境亦甚相似，實在

值得深入探討，因此便決定比較兩者的治國政策。又因墨索里尼及希特拉都是野心

家，威脅著世界和平。為著令學生理解到對內政策與外交的關係，故此在討論內政的

同時，我也希望學生思索兩人的外交政策，從中比較何者較具野心，何者對世界和平

較有威脅。可見，我要求學生不僅能掌握重要史實，更要他們作出分析，以至了解歷

史發展的脈絡。

我期望學生在完成這題目以後，能夠

(a) 清晰地掌握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對內與對外政策﹔

(b) 理解兩次大戰間極權主義的特徵﹔

(c) 明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基本因素﹔

(d) 認識兩次大戰之間的相互關係。
訂下目標以後，我便著手為學生設計工作紙，期望盡最大的努力去幫助他們完成

此題目，從而學習到論述題的撰寫方法。我也期望能透過這項工作，改善我的教學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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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紙 (學生版)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均為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重要的人物。試比較兩人：

(a)   他們的對內政策有何異同？                                   (15分)
(b)   哪人的外交政策對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較重要的作用？       (15分)

                                               

(A)   對內政策

                                                             ( 4或7)
政策 墨索里尼 希特拉

1.  一黨專政
2.  鎮壓反對者
3.  控制經濟
4.  控制資訊及思想
5.  提倡種族主義
6.  與天主教達成協議

史實 (墨索里尼) 史實 (希特拉)
相同

1.     一黨專政
例﹕

- 成立法西斯黨
- 強迫國會修改法例，控制國會
- 宣布其他政黨為非法組織
- 自稱「統領」，要求絕對服從

- 透過      黨操縱政權
- 宣布其他政黨為非法組
織(如﹕            )

- 自稱「            」，

要求絕對服從

2.                    

「一切獻給國家，不能

  超越國家，不能違背

  國家。」--墨索里尼

「當帝國疆土擁抱了全部日耳曼

  人以後，又發現不能保證他們

  的生計… …去取得外國的領

  土。」--希特拉《我的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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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相異
1.                    

2.                    

(B)  外交大事

年份 墨索里尼 希特拉

1923- 佔領希臘科孚島

1924- 接管阜姆

1926- (1)              成為其保護國

1933 - 退出(2)

- 重新(3)           德國

1935- 入侵(4)

1936- 干預(5)            內戰

- 與希特拉簽訂《柏林－羅馬軸心

  條約》

- 重新將(6)            軍事化

- 與墨索里尼干預西班牙內戰

- 與墨索里尼簽訂(7)《                  》

1937- 退出國際聯盟

1938 - 吞併(8)
- 佔領捷克(9)

- 出席(10)            會議

1939- 與希特拉簽訂《鋼鐵同盟》 - 吞併整個(11)
- 與史太林簽訂(12)《                》，

  同意瓜分波蘭

- 入侵(13)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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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根據上表，回答下列各題。

(1)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外交目標分別是什麼？

墨索里尼 希特拉

外交目標 證據 外交目標 證據

1. 洗脫和平方案的恥辱 1. 廢除《凡爾賽條約》

2. 爭取光榮和聲望 2. 統一           人

3. 擴張

(2) 你認為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外交活動中哪一項最具挑釁性﹖試各舉一項。

墨索里尼﹕

希特拉﹕

(3) 經過對以上問題的思考，請你判斷哪人的外交政策對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較重要

的作用？

你的判斷﹕     墨索里尼  /  希特拉     

  他的外交政策如何

  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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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何撰寫論述題的引言及結論

     以下列舉此題的引言和結論部份各一，請選出你認為較佳的，以作參考之用。

    引言

      (A).                                   (B)
                                                       

    結論

      (A).                                    (B).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身處於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當

時歐洲經濟衰退，民族受到挫

折，兩人分別在這情況下建立

了極權政府。兩人內政十分相

似，都是一黨專政，鎮壓反對

者，控制經濟、資訊及思想，

只有提倡種族主義和與天主教

達成協議兩項有所不同。從內

政及於外交，可看出兩人都是

極具野心，尤以希特拉的外交

較具挑釁性。他廢除《凡爾賽

條約》、進行擴張行動，更不理

會列強的調停，都對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爆發起了重要的作

用。

   兩次大戰期間的德國和意

大利均面著嚴重的經濟和政

治問題。當時的政府不能應付

戰後的困難，於是兩國先後出

現了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極

權統治。兩人的對內政策有相

同也有不同之處。由於兩人皆

具野心，尤以希特拉為甚，於

是他的政策對第二次世界大

戰爆發起了重要的作用。

   總括而言，墨索里尼和希特

拉的治國政策有頗多相似的地

方，但亦有個別的特點，例如

墨索里尼注重與天主教達成協

議，而希特拉則強調種族主

義。而由於希特拉具野心的擴

張行動，最後導致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爆發。

   總括來說，墨索里尼和希

特拉這兩個獨裁者的治國政

策極為相似，都是實行一黨

專政，消除反對者，以及控

制人民思想及國家經濟活

動。但亦有個別的特點，如

只有希特拉倡議種族思想。

兩人當中，希特拉野心較

大。他違反《凡爾賽條約》、

奉行擴張主義，又不理會列

強的干預，都直接或間接的

導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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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紙 (教師版)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均為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重要的人物。試比較兩人：

(a)   他們的對內政策有何異同？                                   (15分)
(b)   哪人的外交政策對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較重要的作用？       (15分)

                                               

(B)   對內政策

                                                             ( 4或7)
政策 墨索里尼 希特拉

1.  一黨專政 4 4

2.  鎮壓反對者 4 4

3.  控制經濟 4 4

4.  控制資訊及思想 4 4

5.  提倡種族主義 7 4

6.  與天主教達成協議 4 7

史實 (墨索里尼) 史實 (希特拉)
相同

1.     一黨專政
- 成立法西斯黨
- 強迫國會修改法例，控制
國會

- 宣布其他政黨為非法組
織

- 自稱「統領」，要求絕對
服從

- 透過納粹黨操縱政權
- 宣布其他政黨為非法組
織(如﹕共產黨)

- 自稱「元首」，要求絕對
服從

2.     鎮壓反對者
- 成立秘密警察以監視反
對份子

- 不能容忍反對或批評的
言論(殺害社會黨領袖馬
諦奧狄)

- 成立秘密警察(蓋世太
保)以監視反對份子

- 利用「德國國會縱火案」
和「長刀之夜」去清除

共產黨人及納粹黨黨內
可能的反對人士

3.     控制經濟
- 成立由政府操縱的企業
組合(22個)

- 發動「戰役」(如﹕小麥戰
役、生育戰役)

- 操控德國的經濟生產，

很多資源被調配發展軍
需工業

「一切獻給國家，不能

  超越國家，不能違背

  國家。」--墨索里尼

「當帝國疆土擁抱了全部日耳曼

  人以後，又發現不能保證他們

  的生計… …去取得外國的領

  土。」--希特拉《我的奮鬥》



9

4.   控制資訊及思想
- 教科書和傳媒被利用宣
揚法西斯思想

- 秘密警察以監視人民的
生活

- 教科書和傳媒被利用宣
揚納粹思想

- 秘密警察以監視人民的
生活

- 青年被迫加入希特拉青
年團

相異

1.    提倡種族主義
- 反猶太主義政策
- 純正日耳曼人

2.  與天主教達成協議
- 1929年與教皇簽訂《拉特
蘭條約》

(B)  外交大事

年份 墨索里尼 希特拉

1923- 佔領希臘科孚島

1924- 接管阜姆

1926- (1) 阿爾巴尼亞 成為其保護國

1933 - 退出(2)  國際聯盟

- 重新(3)  武裝    德國

1935- 入侵(4)  阿比西尼亞

1936- 干預(5)  西班牙  內戰

- 與希特拉簽訂《柏林－羅馬軸心

  條約》

- 重新將(6) 萊茵河地區  軍事化

- 與墨索里尼干預西班牙內戰

- 與墨索里尼簽訂(7)《 柏林－羅馬軸心
  條約 》

1937- 退出國際聯盟

1938 - 吞併(8)  奧地利

- 佔領捷克(9) 蘇台德區

- 出席(10)  慕尼黑  會議

1939- 與希特拉簽訂《鋼鐵同盟》 - 吞併整個(11)  捷克

- 與史太林簽訂(12)《 互不侵犯條約 》，

  同意瓜分波蘭

- 入侵(13)   波蘭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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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根據上表，回答下列各題。

(1)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外交目標分別是什麼？

墨索里尼 希特拉

外交目標 證據 外交目標 證據

1. 洗脫和平方案的恥辱 -  接管阜姆 1. 廢除《凡爾賽條約》 -  重整軍備
- 重新將萊茵河地

區軍事化

2. 爭取光榮和聲望 -  入侵阿爾巴尼

   亞、阿比西尼

   亞和干預西班

   牙內戰

2. 統一  日耳曼  人 -  吞併奧地利

- 吞併捷克蘇台德

區

3. 擴張  領土 - 吞併捷克
- 入侵波蘭

(2)  你認為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外交活動中哪一項最具挑釁性﹖試各舉一項。

墨索里尼﹕ 入侵阿比西尼亞。因國聯曾作出經濟制裁，又建議把阿比西尼亞三分

          之二割讓予意大利，但墨索里尼斷言拒絕，並於1939年將之吞併。

希特拉﹕ 吞併整個捷克。因希特拉於慕尼黑會議(1938年)中承諾會尊重捷克新國

         界，卻旋即於1939年吞併整個捷克，可見希特拉的野心沒完沒了。

(3)  經過對以上問題的思考，請你判斷哪人的外交政策對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較重

    要的作用？

你的判斷﹕     墨索里尼  /  希特拉        (讓學生自己作出判斷)

  他的外交政策如何

  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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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何撰寫論述題的引言及結論

     以下列舉此題的引言和結論部份各一，請選出你認為較佳的，以作參考之用。

     (由學生自由選擇，宜徵詢他們的意見)

     引言

      (A).                                   (B)
                                                       

     結論

      (A).                                    (B).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身處於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當

時歐洲經濟衰退，民族受到挫

折，兩人分別在這情況下建立

了極權政府。兩人內政十分相

似，都是一黨專政，鎮壓反對

者，控制經濟、資訊及思想，

只有提倡種族主義和與天主教

達成協議兩項有所不同。從內

政及於外交，可看出兩人都是

極具野心，尤以希特拉的外交

較具挑釁性。他廢除《凡爾賽

條約》、進行擴張行動，更不理

會列強的調停，都對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爆發起了重要的作

用。

   兩次大戰期間的德國和意

大利均面著嚴重的經濟和政

治問題。當時的政府不能應付

戰後的困難，於是兩國先後出

現了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極

權統治。兩人的對內政策有相

同也有不同之處。由於兩人皆

具野心，尤以希特拉為甚，於

是他的政策對第二次世界大

戰爆發起了重要的作用。

   總括而言，墨索里尼和希特

拉的治國政策有頗多相似的地

方，但亦有個別的特點，例如

墨索里尼注重與天主教達成協

議，而希特拉則強調種族主

義。而由於希特拉具野心的擴

張行動，最後導致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爆發。

   總括來說，墨索里尼和希

特拉這兩個獨裁者的治國政

策極為相似，都是實行一黨

專政，消除反對者，以及控

制人民思想及國家經濟活

動。但亦有個別的特點，如

只有希特拉倡議種族思想。

兩人當中，希特拉野心較

大。他違反《凡爾賽條約》、

奉行擴張主義，又不理會列

強的干預，都直接或間接的

導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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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習作範例 (A)

     意大利的墨索尼里和德國的希特拉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重要人物。當時意、德兩

國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和平方案中受辱。但當時意大利的議會政府及德國的威瑪共和

國均無力對此作出反抗，加上戰後經濟蕭條和社會動盪，兩國人民對政府極為不滿，墨索

里尼和希特拉乘時崛起，而奪得政權。兩人的對內政策同是實行一黨專政、鎮壓反對者、

控制經濟及控制資訊和思想。不同的是墨索里尼曾與天主教達成協議，而希特拉提倡種族

主義。他們的對內政策都是以鞏固個人權力為主，可見兩人野心勃勃，其中尤以希特拉為

甚。他為要恢復德國的光榮而違反《凡爾賽條約》、奉行擴張政策，以致無視其他國家的

調解。這些外交政策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

      對內政策方面，墨索里尼跟希特拉所施行的政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首先，兩人都

是奉行一黨專政。墨索里尼成立法西斯黨，他掌權後查禁了其他政黨和工會，議會成為橡

皮圖章，意大利從此成為一黨獨裁的政體，一切政府政策都由墨索里尼決定。與墨索里尼

一樣，希特拉取得德國政權後，便陸續取締其他工會及政黨，又大肆清除異己，以鞏固其

地位。當總統興登堡逝世後，希特拉更集總統及總理於一身，他還是海陸軍總司令，成為

名符其實的獨裁者，奉納粹黨為唯一合法的政黨，要求人民絕對服從元首。

      其次，兩人都鎮壓一切反對者。墨索里尼成立秘密警察來消除反對派，所有反對者

不是被殺就是被捕。其時的社會黨領袖馬諦奧狄，曾批評墨索里尼在選舉中使用暴力，隨

後便遭綁架及殺害，墨索里尼對反對者的鎮壓手段從中可見一斑。而希特拉亦曾利用「德

國國會縱火案」和「長刀之夜」去清除共產黨人及納粹黨黨內可能存在的敵對份子，從而

鞏固自己的獨裁地位。

     此外，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均控制國家的經濟發展。其中墨索里尼企圖把意大利變為

企業組合國家，便於意大利成立二十二個企業組合，由政府來組建和監督。為解決意大利

的經濟問題，他更發動一連串「戰役」如「小麥戰役」、「生育戰役」等，以期盡快復興經

濟。至於希特拉也有相關的改善經濟措施，他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建設、擴充軍備和發展新

工業，既提供了就業機會，亦反映出希特拉操控著德國家的經濟生產。

      再者，兩人為鞏固權力，更著重控制資訊及思想。兩人均設立嚴格的報章審查制度，

只允許報章刊載法西斯或納粹主義的文章，藉以宣揚法西斯及納粹思想。而且兩人更下令

改寫教科書，向青少年灌輸極端民族主義。又成立秘密警察來監察人民的生活。此外，希

特拉更成立青年團，規定年滿十四歲的青年必須參加，藉此控制青少年的思想。

      希特拉及墨索里尼的內政雖大致相同，但亦有相異之處。首先是希特拉提倡種族主

義，而墨索里尼則沒有。納粹黨其中一個思想是堅信雅里安人是最優越的民族，而猶太人

是最低劣的。希特拉尤其憎恨猶太人，由是實行了反猶太主義，迫害、滅絕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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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對內政策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墨索里尼曾與天主教達成協議，而希特拉則不推崇

宗教信仰。一九二九年墨索里尼與天主教教廷簽訂《拉特蘭條約》，教皇承認意大利，並

獲得梵蒂岡的統治權作為回報，結束了意大利政府與教廷多年以來僵持的關係，令墨索里

尼的聲望得以提高。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對內政策大同小異，都可見兩人實行獨裁統治，而且野心勃勃。

從內政而看兩人的外交政策，也是充滿野心的，其中尤以希特拉的外交較具挑釁性，此對

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較重要的作用。

      希特拉的外交政策極具侵略性，破壞了國際間的和平穩定，是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重要原因。首先，希特拉的外交目標是廢除《凡爾賽和約》，他先退出國際聯盟，更於

一九三五年重整軍備，繼而將萊茵河區重新軍事化，公然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規定，這

樣使德國與列強的關係漸趨緊張，戰爭再度爆發的機會因而出現了。

     此外，希特拉又提出「泛日耳曼主義」，聲稱要統一所有日耳曼人。他逐步吞併日耳

曼人居住的領土，他首先吞併奧地利，及後又佔領捷克的蘇台德區。希特拉藉口要統一日

耳曼人而進行侵略，英、法等基於兩地皆是德語人居住的地方，並未加以阻止，此舉無疑

助長希特拉的野心，進一步促進其侵略行動，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

     再者，希特拉為取得額外的生存空間，於是奉行擴張政策，這更是引發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直接原因。希特拉取得奧地利及蘇台德區後，並未滿足，進一步吞併整個捷克，表

明了希特拉的野心並不止於日耳曼人居住的土地。一九三九年，希特拉與史太林簽訂《互

不侵犯條約》，他便入侵波蘭。至此，希特拉的瘋狂侵略行動終於令英、法向其宣戰，因

而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最後，希特拉的強硬外交態度，對列強的調停及干預不加理會，亦間接導致第二次

世界大戰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對德國採取了綏靖政策，認為只要滿足德國合理

的要求，歐洲便得以和平。故此，希特拉佔領奧地利時，列強未有阻止。而當他佔領蘇台

德區後，他更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簽署《慕尼黑協定》，表示會尊重捷克的邊界，其後卻違

反該項協定，吞併整個捷克。由此可見，希特拉根本無視列強的調解，野心浩大。最終，

列強意識到綏靖政策不可行，不得不以武力阻止希特拉的侵略行為，於是引發了第二次世

界大戰。

     總括而言，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在治國政策上有頗多相似之處，如一黨專政、鎮壓反

對者、控制經濟及控制資訊和人民的思想，但兩人也有個別之處，如希特拉提倡種族優越，

墨索里尼則與天主教達成協議。而對外政策方面，希特拉無疑較墨索里尼更具野心，他違

反《凡爾賽和約》、吞併奧地利、蘇台德區和整個捷克，又入侵波蘭，其瘋狂的侵略行動，

對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13分+12分=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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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生習作範例 (B)

     希特拉與墨索里尼崛起的時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1923年至 1933年。在當時世

界各國包括德國和意大利都面對著嚴重的經濟問題，人民的失業率十分高，加上國內社會

政治動盪，因此吸引了好像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的獨裁者出現。他們內政有相同，亦有不同

之處。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第一個相同的內政都是一黨專政。在墨索里尼當政期間，其他政

黨及工會被查禁，意大利成為一黨獨裁政體。議會議員不再由選舉產生，而是由他指派，

權力集中於墨索里尼手中。而德國希特拉成為總統後，他也留任總理一職，鞏固其勢力外，

及控制陸軍海軍總司令。他廢除國會，廢除其他政黨及工會，廢除地方選舉。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為維護一黨專政，實行鎮壓反對者。當墨索里尼在選舉中使用暴

力，時遭受社會黨領袖馬諦奧狄的反對批評，其後馬諦微狄遭到法西斯特務殺害，自此墨

索里尼為保護職位以暴力來推毀一切反對他的工會。而希特拉以消除共產黨為首，以一步

一步進行他的鎮壓行動。他除了反對他的人，以納粹精衛隊等特務對德國人民進行情報工

作，在不經審訊便關押和處死。自此以後，希特拉亦著手消滅黨內的敵對份子，以納粹精

衛隊去監視黨內的人。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亦有控制經濟。墨索里尼把意大利變成企業組合國。一切經濟活

動、工作條件及生產計劃等都由國家控制。他全面地規定工資、商品價格及規定不准罷工

及廢除工會。而希特拉實行著重軍備工業，要將德國變成自給自足國家。

     在控制資訊及思想方面，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政策都相似。他們都會傳播其政黨的

思想。他們亦會透過教育、資訊等方面把思想灌輸給人民。而且他們亦嚴格控制報刊的出

刊等。而希特拉更強迫 14歲以下的人民必須參加希特拉青少團，他們要唱納粹歌曲，聽

納粹的演說等，還控制宗教的活動。

     然而他們亦有不同之處。希特拉提出種族主義思想，而墨索里尼則與天主教達成協

議。

     希特拉提倡極端民族主義，他認為分散各地的德意志人應聯在一起，而且他亦傳播

雅利安人中的德意志人是極為優越，反而猶太人為低劣等。因此他剝奪了猶太人的權利，

禁止猶太人的活動，到最後亦殺害了六百多萬的猶太人。在這一方面墨索里尼是沒有做

的。

     而墨索里尼的內政中，他與天主教教皇達成協議。他曾與教皇簽訂《拉特蘭條約》，

意大利除梵蒂岡城由教皇管轄外，皆由墨索里尼管治。而希特拉則反對任何的宗教活動，

教堂被關禁，神職人員被捕。這就是他們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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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內政，往往影響他們的對外政策。而他們的對外政策中以希特拉較具野心及

較具挑釁性。因此希特拉的外交政策有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希特拉的外交政策中最具挑釁性的是違反《凡爾賽條約》，如他重新將萊茵河地區軍

事化，干預西班牙內戰及入侵奧地利、捷克、波蘭等地區。因此引起列強的不滿及恐懼，

列強有戒心，形成局勢緊張，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的外交政策亦有具大的野心。他不斷入侵，向外擴展其勢力。他先吞併奧地

利，佔領捷克蘇台德區，後更吞併整個捷克，進攻波蘭。由於德國進攻波蘭，德國顯明他

的野心，使列強不得以放棄綏靖政策，而引發二次大戰。

     希特拉不理會列強的調停及干預。他一步一步表明野心及對列強挑釁，因此希特拉

對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較重要的作用。

(9分+5分=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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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評分標準

評分標準 分數(最高 15分)

- 能準確掌握題旨。
- 清楚交代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內政，將史料整合
和歸類，並能將兩人作比較，以突顯兩人治國政

策的異同。

- 在分析何者的外交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起的作用較
重要時，能將資料歸納，並能緊扣題目。

- 能舉出例子以說明論點。
- 組織嚴謹，表達清晰，文筆流暢。

11 – 15

-  對題旨有一般性之理解。
- 內容以鋪陳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內政與外交為
主，未能就史料作分析、比較與歸納。

- 未有足夠的例子以說明論點。
- 組織一般，惟文筆尚算清楚。

6 – 10

- 對題旨幾無認識，只能分說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
   內政與外交政策。
- 未能區分有關及無關之史料
-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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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表現評估

(A) 整體表現
完成此題目的學生共有三十五人，成績分佈如下﹕

分數 / 等級 人數

24-30 / A-B 2

18-23 / C-D 16

13-17 / E-F 14

7-12 / F 3

0-6 / U 0

從上表可見，學生的整體表現大致令人滿意，分數亦較以往的習作為高。此反映

出學生在足夠的指導之下，論述題的表現可大有改善，這誠然是個可喜的現象。至於

內容方面，學生均能交代墨索里尼和希待拉的內政與外交政策，並從中作出比較和分

析，同中求異，又能嘗試將兩人的外交行動聯繫到歐洲乃至世界和平之上。而表達與

結構方面，亦見清晰而富有層次。更為重要的是，學生能懂得分段分點作出論述，表

達得有條有理。

不過，不少學生在回答此題目時，仍出現以下的毛病﹕

(a) 引言及結論之撰寫方法未盡完善﹔

(b) 每段的開首未能撰寫合宜的主句(Topic Sentence)作為論點﹔

(c) 未能適當地援引史實或例子去解釋及說明論點﹔

(d) 此題設有兩道分題，而分數相等。惟學生不自覺地花費大量的篇幅和精
力於前部份，後半部份則草率了事，出現前重後輕的情況，影響整體的

成績。

老師在教學時不妨多提醒和指導學生以上的注意事項，以期有更好的表現。

(B) 論述內政部份的表現
 學生在此部份的表現甚佳。由於資料與提示充足，學生大都能清楚指出墨索里

尼和希特拉均是獨裁者，在治國政策上都存有很多的共通點，同時亦有本身的信念

和考慮。此部份學生的得分相若，分數的高低取決於學生能否選取適當的史實，確

切地反映出兩人的統治國家的主張。值得一提的是，學生指出希特拉存有「種族優

越」的思想，卻只集中討論他反猶太主義，而未能從另一個角度去帶出希特拉強調

日耳曼人的優越性，正是由於這個思想，致使希特拉決心統一所有日耳曼人，建立

「大德意志帝國」。可見此思想影響希特拉的外交為甚，惟學生大都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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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論述外交部份的表現
此部份要求學生自行判斷何者的對外政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起著較

重要的作用，所有學生都認定希特拉較墨索里尼更具野心。從此部份看來，學生的

表現顯然較前遜色，主要原因是此分題牽涉分析問題，需要相當的思維與組織能力，

才能作出判斷。學生往往不善於處理此類題目。

經過分析，學生出現的問題如下﹕

(a) 只按年份臚列希特拉的外交活動，而未能從此等事件中作些歸納，
如希特拉重整德國的軍備及進駐萊茵河區，可被視為違反《凡爾賽

條約》的行動，其實可將之歸類，惜不少學生未能做到﹔

(b) 未能緊扣題旨而指出希特拉的外交政策如何引發第二次世界大
戰﹔

(c) 教科書的立場傾向於是希特拉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故此學生在判
斷時可能有所偏差，容易人云亦云，減低了學生思考的機會。

  有見及此，老師在施教時必須多提點學生將手上的資料作出分析和歸納，亦

要鼓勵他們突破書本的界限，確立自己的立場，那麼將有更突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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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跟進活動

批改完畢後，我將習作發還學生，並就是次習作進行檢討。我選取了表現較佳及

表現稍遜的習作各一份，並抽取了其中一小部份印發給學生，更將之以投影片展示於

班上，方便與學生作出討論。「跟進」工作紙如下﹕

-----------------------------------------------------------------------------

請閱覽以下兩篇習作撮要。

學生 (A)

     意大利的墨索尼里和德國的希特拉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重要人物。 ….
…兩人的對內政策同是實行一黨專政、鎮壓反對者、控制經濟及控制資訊和思
想。不同的是墨索里尼曾與天主教達成協議，而希特拉提倡種族主義。他們的對

內政策都是以鞏固個人權力為主，可見兩人野心勃勃，其中尤以希特拉為甚。他

為要恢復德國的光榮而違反《凡爾賽條約》、奉行擴張政策，以致無視其他國家

的調解。這些外交政策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

     對內政策方面，墨索里尼跟希特拉所施行的政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首先，

兩人都是奉行一黨專政。墨索里尼成立法西斯黨，他掌權後查禁了其他政黨和工

會，議會成為橡皮圖章，意大利從此成為一黨獨裁的政體，一切政府政策都由墨

索里尼決定。與墨索里尼一樣，希特拉取得德國政權後，便陸續取締其他工會及

政黨，又大肆清除異己，以鞏固其地位。當總統興登堡逝世後，希特拉更集總統
及總理於一身，他還是海陸軍總司令，成為名符其實的獨裁者，奉納粹黨為唯一

合法的政黨，要求人民絕對服從元首。

     其次，兩人都鎮壓一切反對者。墨索里尼成立秘密警察來消除反對派，所

有反對者不是被殺就是被捕。 … …而希特拉亦曾利用「德國國會縱火案」和「長
刀之夜」去清除共產黨人及納粹黨黨內可能存在的敵對份子，從而鞏固自己的獨

裁地位。
     … …
     希特拉及墨索里尼的內政雖大致相同，但亦有相異之處。首先是希特拉提

倡種族主義，而墨索里尼則沒有。納粹黨其中一個思想是堅信雅里安人是最優越

的民族，而猶太人是最低劣的。希特拉尤其憎恨猶太人，由是實行了反猶太主義，

迫害、滅絕猶太人。

     兩人對內政策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墨索里尼曾與天主教達成協議，而希特拉

則不推崇宗教信仰。 … …結束了意大利政府與教廷多年以來僵持的關係，令墨索
里尼的聲望得以提高。
     … …
      希特拉的外交政策極具侵略性，破壞了國際間的和平穩定，是引發第二次

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首先，希特拉的外交目標是廢除《凡爾賽和約》，他先退

出國際聯盟，更於一九三五年重整軍備，繼而將萊茵河區重新軍事化，公然違反

《凡爾賽和約》的規定，這樣使德國與列強的關係漸趨緊張，戰爭再度爆發的機
會因而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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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希特拉又提出「泛日耳曼主義」，聲稱要統一所有日耳曼人。他逐步

吞併日耳曼人居住的領土，他首先吞併奧地利，及後又佔領捷克的蘇台德區。
… …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
     … …
     總括而言，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在治國政策上有頗多相似之處，如一黨專政、
鎮壓反對者、控制經濟及控制資訊和人民的思想，但兩人也有個別之處，如希特

拉提倡種族優越，墨索里尼則與天主教達成協議。而對外政策方面，希特拉無疑

較墨索里尼更具野心，他違反《凡爾賽和約》、吞併奧地利、蘇台德區和整個捷

克，又入侵波蘭，其瘋狂的侵略行動，對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相當重要的作

用。

學生 (B)

     希特拉與墨索里尼崛起的時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23年至1933年。在

當時世界各國包括德國和意大利都面對著嚴重的經濟問題，人民的失業率十分

高，加上國內社會政治動盪，因此吸引了好像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的獨裁者出現。

他們內政有相同，亦有不同之處。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第一個相同的內政都是一黨專政。在墨索里尼當政期間，

其他政黨及工會被查禁，意大利成為一黨獨裁政體。議會議員不再由選舉產生，

而是由他指派，權力集中於墨索里尼手中。而德國希特拉成為總統後，他也留任
總理一職，鞏固其勢力外，及控制陸軍海軍總司令。他廢除國會，廢除其他政黨

及工會，廢除地方選舉。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為維護一黨專政，實行鎮壓反對者。當墨索里尼在選舉中

使用暴力，時遭受社會黨領袖馬諦奧狄的反對批評，其後馬諦微狄遭到法西斯特
務殺害，自此墨索里尼為保護職位以暴力來推毀一切反對他的工會。而希特拉以

消除共產黨為首，以一步一步進行他的鎮壓行動。他除了反對他的人，以納粹精

衛隊等特務對德國人民進行情報工作，在不經審訊便關押和處死。自此以後，希

特拉亦著手消滅黨內的敵對份子，以納粹精衛隊去監視黨內的人。
     … …
     然而他們亦有不同之處。希特拉提出種族主義思想，而墨索里尼則與天主教

達成協議。

     希特拉提倡極端民族主義，他認為分散各地的德意志人應聯在一起，而且他

亦傳播雅利安人中的德意志人是極為優越，反而猶太人為低劣等。因此他剝奪了

猶太人的權利，禁止猶太人的活動，到最後亦殺害了六百多萬的猶太人。在這一

方面墨索里尼是沒有做的。
     … …
     他們的內政，往往影響他們的對外政策。而他們的對外政策中以希特拉較具

野心及較具挑釁性。因此希特拉的外交政策有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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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拉的外交政策中最具挑釁性的是違反《凡爾賽條約》，如他重新將萊茵

河地區軍事化，干預西班牙內戰及入侵奧地利、捷克、波蘭等地區。因此引起列
強的不滿及恐懼，列強有戒心，形成局勢緊張，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的外交政策亦有具大的野心。他不斷入侵，向外擴展其勢力。他先吞

併奧地利，佔領捷克蘇台德區，後更吞併整個捷克，進攻波蘭。由於德國進攻波

蘭，德國顯明他的野心，使列強不得以放棄綏靖政策，而引發二次大戰。

     希特拉不理會列強的調停及干預。他一步一步表明野心及對列強挑釁，因此

希特拉對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較重要的作用。

討論問題

(a) 你認為哪份習作的表現較佳？ 學生(A)還是學生(B)？

                                                                           

(b) 表現教佳的習作有什麼優點？

                                                                           

                                                                           

                                                                           

(c ) 表現稍遜的習作有什麼不妥善的地方？

                                                                            

                                                                           

                                                                           

(d) 你會怎樣改善它？ (可重寫亦可指出其毛病或遺漏的重點)

                                              
                                                引言

                                       

 

     希特拉與墨索里尼崛起的時

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23年至

1933年。在當時世界各國包括德國

和意大利都面對著嚴重的經濟問

題，人民的失業率十分高，加上國

內社會政治動盪，因此吸引了好像

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的獨裁者出現。

他們內政有相同，亦有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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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派﹕

黨派﹕

其他重點

                            

                                                                   

                                                                   

                                              分點說明

                              

                              

                              

                               

                              

結論

  

   

     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第一個相

同的內政都是一黨專政。在墨索里

尼當政期間，其他政黨及工會被查

禁，意大利成為一黨獨裁政體。議

會議員不再由選舉產生，而是由他

指派，權力集中於墨索里尼手中。

而德國希特拉成為總統後，他也留

任總理一職，鞏固其勢力外，及控

制陸軍海軍總司令。他廢除國會，

廢除其他政黨及工會，廢除地方選

舉。

     希特拉的外交政策中最具挑

釁性的是違反《凡爾賽條約》，如

他重新將萊茵河地區軍事化，干預

西班牙內戰及入侵奧地利、捷克、

波蘭等地區。因此引起列強的不滿

及恐懼，列強有戒心，形成局勢緊

張，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的外交政策亦有具大

的野心。他不斷入侵，向外擴展其

勢力。他先吞併奧地利，佔領捷克

蘇台德區，後更吞併整個捷克，進

攻波蘭。由於德國進攻波蘭，德國

顯明他的野心，使列強不得以放棄

綏靖政策，而引發二次大戰。

     希特拉不理會列強的調停及

干預。他一步一步表明野心及對列

強挑釁，因此希特拉對引發第二次

世界大戰起著較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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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老師的自我反思

這是一條很「漫長」的道路。由擬訂題目，到設計工作紙、吩咐學生完成習

作、批改，以至跟進和分析學生表現，所耗的時間和精力是超乎想像的。不過，

在這個過程之中，我的確有很深的體會，對我的教學工作產生了一定的衝擊。

這是一次很好的機會讓我真正了解學生的需要。以往的我，在百忙之中只顧

給學生習作，很少時間去考慮他們是否應付得來，更少花費心思去設計一些工作

紙去幫助他們完成工作。現在看來，我真有點「不負責任」，對學生而言更不太

公平。

這次的習作，我用心地為學生擬訂一條適合他們的題目，更精心為他們設計

一份工作紙。而最後出來的效果真的令人鼓舞，學生的表現令我甚為滿意，我得

要感謝他們。

從學生的習作中，給予我許許多多的啟示，這無疑有助於我日後的教學工

作。首先，我明瞭學生能掌握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歷史，這使我更有信心地教

授此課題。其次，我在教授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對內政策時，可考慮將兩者的政

策一併教授，在講授的同時可進行比較，從而突題兩人治國方針的異同。除了省

時以外，更能令學生一目了然，清楚了解兩人的特質。此外，在教授墨索里尼和

希特拉的外交政策時，我應避免按著時間的先後次序，臚列事件及其發生的經

過，反而應多強調外交事件背後的意義和重要性，以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

可見，這次的嘗試對學生有裨益之外，對我的衝擊可說更大。我希望日後能

多為學生設計適當的題目及工作紙，能促使我與學生的不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