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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類別: 論述題

何種程度下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導致尼古拉二世之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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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言:

在多年任教會考班歷史科的經驗裡,課程內的章目基本上可分為兩種不同類

型,一為眾多國家牽涉其中,另一類為個別國家之歷史發展,但有趣的是,在此兩種

課程章目的設計中有著千絲萬縷之關係。就個人意見取向來說,對俄國大革命與

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兩章目最感興趣,而此兩章亦正正是在上面本人所提及的兩類
各具特色的章目。

俄國在十九世紀初年是歐洲最封建及專制之國家,超過九成以上的人口層於

農奴階層,尼古拉二世時的戰敗於克里米亞戰爭(1855)孕育了亞歷山大二世的改

革浪潮,但農奴改革不但不能夠將俄國的問題舒緩,相反更導致農奴的生活百上加

斤,到尼古拉二世執政後,低下階層的不滿已到了一觸即爆的情況。他在無計可施

的情況下在 1914年將俄國帶進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直接或間接地導致羅曼諾夫皇
朝數百年的基業推向未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雖在 1917年 10月時退出,但在眾多主要的參戰國

中,俄國死傷的軍民是最多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亦是)究竟這反映了甚麼而

俄國在內部的情況的突變而令她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對日後無論在戰後的和

平處理和世界事務上更有深遠的影響,而因蘇聯與一次戰後的盟國惡劣關係更間

接地導致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之興起。因而自己在這次 SCT的結業功課中嘗試以
論述題的方式作為此次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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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題目理解:

Ø 論述題:‘何種程度下俄國因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導致尼古拉二世之落台?’

Ø 本人自己在本學年中分別任教兩班中四班級,而兩班同學的程度差異亦頗
大。

Ø 個人認為在處理這題目時一方面可使同學要了解俄國在 1914年參戰前國內

的整體情況,另一方面亦要求同學對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遭遇清楚了

解,最重要的就是同學要了解俄國在孤注一擲下的情況參戰,前線上的情況及
結果對大後方之政局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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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建議教學重點:

老師在發放此題目給學生並要求他們完成前,應先充分講解及使學生

理解對題目之認識 理解及答題技巧等。

第一節教學重點

俄國大革命(引言)
教學重點:

Ø 老師利用三角型以表示俄國的社會階級制度。
Ø 此社會階級制度之特色(封建,分封特權階級及非
特權化,階級之間的流動性很低,最重要的是有
90%的俄國人屬於農民階級,而接近一半的農民是
農奴(接近九百萬人)

Ø 90%以上的農民均生活在極為困苦的處境中,老師
需要具體地描述困苦的生活情況。

Ø 老師隨即提出 a.)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民族主義
及自由主義經拿破崙的間接傳播而對俄國有所影

響.b.) 工業化的推行亦是原因之一

第二節教學重點

俄國大革命 (地理環境及
工業化的影響)

教學重點:
Ø 老師預先給每位同學分發俄國之地圖
Ø 俄國之惡劣地理環境對俄國農民困苦有著直接之
關係

Ø 俄國雖是全世界土地面積最大之國家,但接近 75%
之土地是冰封(西伯利亞)

Ø 俄國在 1800年代有接近二千萬的人口,再加上經
濟以農業為主,故對沙皇政府在處理經濟事務時
實困難重重

Ø 俄國眼見眾多歐洲國家在推行工業革命有所成效
後,沙皇政府亦有希望進行大規模工業化來紓緩
國內嚴峻的經濟問題

Ø 工業化助長了城市的興起。在聖彼得斯堡及莫斯
科四周,大型城鎮逐漸形成。工廠的出現,吸引不少
農民由農村遷徙到新市鎮找工作。但是,正如其他
歐洲國家曾經歷過的一樣,工業化給俄國社會帶
來很多後遺症。

Ø 工廠的工作條件極之苛刻,工人每天工作十四至
十五小時,而工資非常微薄。

Ø 由於城市擠迫和租金高昂,居住環境很差,衛生環
生問題和傳染病的發生很普遍。

Ø 結果,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日益增加。
Ø 這批工人無論在生活和工作條件上都是非常惡劣
及差勁,故在當時的俄國無論在工業城市或鄉郊
地方均凝聚了從低下階層而來之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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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俄國大革命)
革命的蘊藏

教學重點:
Ø 尼古拉二世無疑是一位不甚稱職的獨裁君主,他優
柔寡斷 缺乏主見 容易受人唆擺的性格,再加上
在孩童時目睹祖父亞歷山大二世的因解放農奴而

落得被刺殺的下場,均使尼古拉二世及其父親亞歷
山大三世採取了極為高壓的管治政策

Ø 尼古拉二世對政事產生不到興趣,本來已很難解決
之社會 經濟問題在政府官員嚴重貪污的情況下
愈來愈嚴重

Ø 工業化的推行在幾個主要工業城市如聖彼得斯堡
莫斯科 基輔等聚集了由農村而來之工廠工人,
這批工廠工人無論在工作環境及生活上均非常惡

劣,因身同感受的關係,便組織了一些如’工會’性質
的組織

Ø 由列寧所領導之布爾什維克黨所主張的是非常吸
引低下階層之馬克思社會主義,故在當時的工人階
級之間十分普及

第四節(血腥星期日
/1905年革命之爆發)

教學重點:
Ø 國內問題愈演愈烈的時候,沙皇仍沉醉於狩獵之享樂
中,致使國內不滿的情緒已到了一觸即爆的情況。

Ø 國外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急速發展,已威脅到俄國在
遠東的利益,而朝鮮半島及中國之東北均為日俄極欲
得到之地盤

Ø 故尼古拉二世政府一方面可以將國內的問題轉移,一
方面亦可透過對外戰爭的勝利來提高自己和政府在
國內外之威望,最後亦可因戰勝國的身分而得到實質
的經濟利益

Ø 日 俄雙方卒於 1904年在黃海進行了一場大規模之
海戰,俄國最後戰敗的消息很快便傳回俄國,當聖彼得
的俄國群眾接到戰敗的消息後;十分震驚

Ø 加本神父率領數百個工人家庭到冬宮向尼古拉二世
要求改善工人之生活及環境

Ø 但換來的只是冬宮守衛向他們的射殺
Ø 此事件被稱之為’血腥星期日’。尼古拉二世向手無寸
鐵的工人開火,再加上日 俄戰爭的戰敗,在全國各地
便很快爆發了反政府之動亂

第五節(沙皇渡過難關之
原因)

教學重點:
Ø 十月宣言的頒佈無疑導致革命勢力之分裂,中產階
級 地主因私利而投向沙皇使革命勢力不戰而潰

Ø 再加上大量從前線(日俄戰爭)回流的繼續支持尼古
拉二世,致使尼古拉二世得以保留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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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法國的大量經濟援助使得尼古拉二世在財政上可
以有效調度

Ø 革命黨欠缺經驗 組織 資金等。

第六節 杜瑪的失敗及
欠缺大刀闊斧的改革

教學重點:
Ø 杜瑪在 1906-1912年間曾召開四次
Ø 尼古拉二世因:貴族及地主的不滿
² :個人不願放棄權力
² 欠缺足夠的資金

Ø 他將第二次的杜瑪廢除並在其後的杜瑪中安插自
己的親信(貴族 大地主 神職人員等)於杜瑪亦因
特權階級的強烈反對,史托里賓只能推動一些流於
表面及有限的改革

Ø 故在 1905年革命以後,局勢雖大致在尼古拉二世的
控制下,實際上根本的問題仍未得以解決

Ø 農民 工人及中產階級產生了極大的不滿,斯托里
賓雖實行土地改革,但對大多數農民來說他們仍過
著貧困的生活。

第七節: 俄國與第一次
世界大戰之關係

教學重點:
Ø 應首先指出俄國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理由,並
指出此等理由多屬尼古拉二世個人之私心。

Ø 尼古拉二世欲通過世界大戰來轉移人民對政府的
不滿,以及取得國人的全力支持

Ø 希望取得戰勝國地位來提高個人及政府聲望
Ø 成為戰勝國後可:
l 提高個人及其政府之威望
l 從戰敗國中奪得所需的資源
l 阻礙革命勢力之蔓延
l 紓緩國內之社會及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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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題目剖析:

何種程度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沙俄政權之敗亡?

壹、 同學首先在一開始時應指出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表面上雖是沙皇為了私人

的理由而提出,但在了解俄國在 1914年國內的情況後革命勢力不斷威脅著尼

古拉二世的政權,再加上社會低下階層的不滿聲音不斷增加,而國內貴族及地

主們的不願作出任何讓步的同時,沙皇尼古拉二世極需要一場對外戰爭的勝
利來提升自己的威望 獲得額外的資源來解決國內的問題等。

貳、 接著同學們應有效地評估當時俄國的作戰能力,在 1905年革命之後到再
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的國力並沒有任何的提升,相反,尼古拉二世

只推行更高壓的管治政策,經濟並沒有起色,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

參、 為了加強題目之效果:1914年之德國是當時被認為擁有歐洲最強大之陸軍,

而國力亦遠較俄國為優勝,故在此情況下俄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德作戰
只有戰敗的命運。

肆、 同學亦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如一面鏡子般暴露了俄國尼古拉二世

及其政府之弱點。

伍、 同學亦要指出俄國為了應付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斷的派遣士兵上前線送

死,到最後逃兵問題非常嚴重,而尼古拉二世並親上前線鼓勵士氣,惡僧

拉斯普庭乘虛而入從皇后手中得到政權而干擾朝政。

陸、 同學在答案的末部仍要指出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雖是最主要的原因導致羅

曼諾夫皇朝的覆亡,但同時亦要指出沙皇在十月宣言中的出爾反爾 欠缺大

刀闊斧的社會經濟改革及拉斯普庭的亂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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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參考答案: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二十世紀初年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國內外難題,再加上當

時的政府官員未能有效地解決國內的社會經濟問題,在日積月累的情況下,平民百

姓的生活每況愈下,而政府除了發動對外戰爭企圖解決外,均未能制定有效的政策
來解決問題。

故尼古拉二世只好再一次採取了冒險的方法-----就是發動一場比日俄戰爭

更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但士兵的訓練及裝備極差,軍需品供應缺乏,軍事準備不足

及領導不良,指揮官不善於調動士兵,管理紊亂。再且,大批男性入伍,工廠和農場的

產量下降,約有 500 家工廠停工,而鐵路線不足,交通運輸困難,許多重要的軍需品

滯留達數月之久,運往各城市的糧食供應品亦受影響,到 1915 年糧食奇缺,通貨膨
脹嚴重。

就個人意見而言,在經濟方面俄國在大戰中的消耗非常巨大,所投入的資源及

人力均是當時國內僅有的資源,而現在卻用於外戰中,這使國內人民生活質素愈來

愈差,致使對政府的仇恨愈來愈深 ,在戰爭期間俄國經常處於弱勢,故俄國國內有

很多工農業的生產均陷於停頓狀態,此舉對俄國的經濟情況造成莫大的傷害。

在軍事方面俄國亦在戰爭中只有捱打的份兒,故俄軍傷亡慘重,而在前線上的

逃兵問題亦非常嚴重,拉斯普庭之亂政更令尼古拉二世陷於眾叛親離的情況中。

而在社會方面,皇帝獨裁制度及封建制度的繼續推行使很多當時的俄國人已

非常不滿,大量兵員在前線上陣亡使很多俄國人損失親人,他們的悲痛亦順理成章
地轉移到政府身上。

再加上俄國一直以來在政治上均推行封建獨裁統治,而俄國亦因在封建形式

的統治下,在各方面都較其他歐洲國家大為遜色,而俄國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一連串

革命運動,均是對整個封建獨裁制度的一種大控訴。

在封建獨裁的政治制度內,沙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沙皇擁有至高無上的

權力,肯定是整個局勢成敗的關鍵 ,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繼任,更使整個羅曼
諾夫皇朝甚至整個俄國均進入了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內。

尼古拉二世的性格優柔寡斷,往往對一些重要的事件上沒有果斷的決定,最後

大權更落在皇后手中,尼古拉二世任意的讓政府官員貪污,欺上瞞下的行為在政府

內蔓延,均使他自己及整個政府的聲譽嚴重受損。缺乏自信亦往往令到在重大的
事件上未能作出適當的安排而使情況更加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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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尼古拉二世的落台是由多種不同之原因所造成,而一次大戰的爆發絕對

是最重要的因素,尼古拉二世令俄國參戰對自己的政權有著莫大的打擊,他為了轉

移國民的視線,不顧一切地與德國開戰,令俄國進入史無前例的困境中,沙皇之被
推翻實是咎由自取。

總而言之,俄國沒有計劃及準備不足時加入一次世界大戰使整個沙俄政府的

聲譽無論在國內外均跌至新低點,第一次世界大戰亦充分暴露了政府的空虛無能

和貪污腐化,對沙俄政府的滅亡來說,一次世界大戰實起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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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簡報介紹:

此份簡報設計的主要目的有兩方面,一是除了文字的材料外,利用圖示及簡報

的形式亦可引起學生對課程之興趣。二是此份簡報可作為溫習之用,當老師完成

前面的課程並要求學生開始其論述題習作的時候,簡報可作鞏固之用。

簡報(1-4):

可被視作引言部份,在此四張簡報中帶出俄國的社會制度模式(封建制度 俄國之

地理概況 國民之一般生活情況及國家社會內所面對之問題等。而在簡報(1)之

北極熊預計使學生聯想到即代表俄國,而簡報(2)中之漫畫亦能強化封建制度內低

下階層之苦況。簡報(3)之人口比例表更顯出在羅曼諾夫皇朝的統治下,不斷派兵

參與戰爭,而在國內平民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簡報(4)則解釋了因工業化之推行
令低下階層的工作及生活環境更為惡劣。

簡報(5-8)均圍繞著 1905年革命爆發之近因,目的主要能令同學清楚了解日俄戰爭
及血腥星期日對革命爆發之關係

十月宣言被視為瓦解 1905年革命之最重要原因,故簡報(9-10)主要是點出 1905年

失敗之原因及此次革命的重要性。毫無疑問地 1917 年二月俄國革命之爆發只是

1905 年革命之延續,而一次大戰及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管治方法則成為兩次革命爆
發之橋樑。

簡報(12-15):
主要集中交待出俄國欲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解決尼古拉二世及其政府之問

題。(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原因)>>>主要是尼古拉二世之私心。俄國在參

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國內 外之影響,目的是使學生強化對一次世界大戰是主
要的原因導致尼古拉二世之落台。

簡報(16-17):
是用輕鬆的手法作為此份簡報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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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結語

² 個人反思:

面對這份結業功課,百感交集,真亦沒有想過自己會因籌備一題論述題。而用

了五千字及一份簡報來完成。當然,楊秀珠教授在這些日子之指導,鼓勵推動

及啟發均使自己現在開始體會感受到教學是一門博大精深之學問,一直以來

覺得自己在教學上已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但在開始籌備這份習作時,才發
覺自己一直以來存在著很大盲點及錯誤之想法。

老實說,在整個個程裡最深刻之體會莫過於領悟到自己是有能力在教學的工

作上做得更出色,雖工作量的關係未必可以所有與教學有關的工作均像這份

習作般完成,但起碼知道自己有精益求精的上升空間。

² 習作之評價

在日常工作中因主要處理會考的課程故特別注意論述題之情況(因只需作答

一題便佔 30%分數並相等於卷二之四十題選擇題)。此次是難得之機會可以

使自己用心去設計一套處理論述題之教學模式。步驟:

甲、 能使學生在處理論述題時可以得到理想的表現,以傳授的方法及技巧其

實尤為重要;

乙、 使學生掌握充分的材料及元素並對掌握的材料有充分的理解及認識;

丙、 學生能靈活運用材料以符合題目之要求;

丁、 教導學生有效之答題技巧,如段落之安排 重點之佈置 史料之取選

個人獨特之見解之演繹等;

戊、 像學生般自己親手由頭至尾處理一次;
己、 簡報的製作以增學生對史料之興趣並可作為溫習之用。

最後,望這份習作可以給同工及同學們一點頭緒以作為日後處理論述題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