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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 —申論題

長期的議題，是指社會長時間面對或辯論的難題或問題，是諸多社會試圖解決，但成敗結

果不盡相同的難題或問題。

請在論文中，

•	 辨識出這組文件提出的長期議題，並加以定義。 
•	 運用你在社會研究方面的知識及文件內的證據，論證你所選擇的議題為什麼重要，而
該議題又是如何長時間持續存在。

請務必

•	 用符合史實的方式解釋這三份文件，然後辨識出議題。 

•	 利用至少三份文件內的證據定義議題。 
•	 以展現以下這兩件事的方式，主張此議題足以持續存在：
 

o 這個議題對人的影響，或是人對這個議題的影響
 
o 這個議題長時間以來如何繼續成為議題或有所變化
 

•	 包含你在外所學社會研究知識的資訊和文件內的證據。

DRAFT: Update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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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份結構指南

•	 總計五份文件 

•	 至少有一份文件與文章架構重點 10.1到 10.6連結 

•	 至少有兩份文件與文章架構重點 10.7到 10.10連結 

•	 至少有一份文件以視覺方式呈現 (動畫、地圖、相片、圖表、
時間-事件示意圖表、圖形 ) 

•	 每份文件可以找到一個以上長期的議題 

•	 整組文件有共同的長期議題 

•	 考量可能有可供使用的外部資訊

DRAF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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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 —申論題

第 1組文件

文件 1

朱利厄斯・施特列歇爾 (Julius Streicher)，納粹黨黨員，1933年 3月 31日

全國德國同志！德國的猶太人是這起瘋狂罪行的凶手，他們必須為此等必須抵制的惡意暴

行宣傳和煽動負責。他們已經號召海外同胞對抗德國人民。他們已經在海外散播謊言和毀

謗。因此，德國自由運動的帝國領導人已經決定，為防範煽動犯罪行為，將抵制所有猶太

商店、百貨公司、辦事處等，開始實施的時間是 1933年 4月 1日星期六上午 10點。我們

在此呼籲各位德國女性和男性服從這項抵制。切勿在猶太商店和保或公司購物、切勿找猶

太律師、避開猶太醫師。讓猶太人見識，他們必須為了糟蹋德國及毀謗其榮譽受到懲罰。

凡是違反此呼籲者，視同德國敵人的同路人。榮譽的大戰陸軍元帥帝國總統保羅・馮・興

登堡 (Paul v. Hindenburg)萬歲！領袖和帝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萬歲！

德國人民和神聖的德國祖國萬歲！

資料來源：Schulthess’ europä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Neue Folge, ed. by Ulrich Thürauf, Vol. 49 

(Munich: Beck, 1933), p. 81

DRAFT 2018

文章架構參考
10.5 d：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對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影響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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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探究希特勒領導時期，民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在德國

扮演的角色。






文件 2

米隆・多羅特 (Miron Dolot)，描述在史達林蘇聯政策統治下之烏克蘭長大的親身經驗

但幸虧有那些會議，我們這些得以參加的人才能得知，蘇聯共產黨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在指控烏克蘭蓄意破壞達成糧食配額後，已經在一月的某一天派 [帕維爾 ]波

斯特雪夫 (Postyshev)這個殘忍的俄國沙文主義虐待狂，出任其烏克蘭總督。他的派任對全

體烏克蘭人的性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波斯特雪夫就是在烏克蘭引進並實施新蘇維埃俄國政

策的人。這項政策公然宣布蓄意無限制銷毀一切烏克蘭的事物。從這一刻起，他們不斷耳提

面命，我們必須消滅身邊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 (bourgeois-nationalists)。這群人是導

致「食物困境」 (food difficulties)的原因。那些可憎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害我們活活

餓死，此外各項指控不勝枚舉。每次開會時，他們都交待我們要對抗烏克蘭民族運動 

(national movement)，其重要性不亞於「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也不亞於尋求溫飽。這項對抗烏克蘭民族運動的新活動，導致烏克蘭中央政府和所

有烏克蘭文化、教育和社會機構被消滅。這項新政策也導致我們村民遭到逮捕。

隨著波斯特雪夫抵達，糧食收集活動改成種子收集活動。當局一點也沒有把農民餓肚子這件

事放在心上。他們只擔心春天沒有種子播種。印象中，波斯特雪夫有一場演講指示，要求所

有黨的組織用收集糧食的相同方式收集種子。他還下令，徵收原已遭竊或已合法分配給集體

農場成員當食物的糧食種子。顯然我們必須立即收集並運送所需的種子，而且不計一切代

價。但令我們不解的是，餓死農民的屍體已經散落在馬路、田野和後院時，共產黨當局居然

還可以如此冷酷地要求糧食。我們一邊聽著這些熱烈的演說時經常會想，或許是有人暗中破

壞，要敗壞共產黨的名聲。但我們太天真了。黨不帶一點人類情感向我們要糧食；飢餓不是

藉口。黨的官員瞧不起我們，而且對我們沒有耐心。俄國傳統不信任也不喜歡烏克蘭農民，

於是情況雪上加霜。因此我們被迫成天聽著這群俄國官員撒謊說沒有飢荒，沒有人在餓肚

子。拒絕在集體農場工作的懶鬼才會沒命。他們死有餘辜。

資料來源： Miron Dolot, Execution by Hunger: The Hidden Holocaust, 1985

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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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架構參考
10.5 e：這個年代存在人類暴行和集體謀殺。 
➢ 學生會探究對亞美尼亞人的暴行、探究烏克蘭大饑荒，以及探究大屠殺 

(針對猶太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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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聯合國大會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一致通過的決議摘錄， 1948年 12月 9日

第 1條

締約國確認，種族大屠殺無論發生在平時或戰時，就國際法而言均屬罪

行，應阻止並加以懲治。

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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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條

本公約內所稱之種族大屠殺之，係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

種、種族或宗教集團，犯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	 (a)殺害該群體的成員； 
•	 (b)致使該群體的成員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 
•	 (c)蓄意使該群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以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

生命；
 

•	 (d)強制實行蓄意防止該群體生育的措施； 
•	 (e)強迫將該群體的兒童移至另一個群體。

資料來源：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ecember 9, 1948, Resolution 260 (III) A.

文章架構參考

10.10 a：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年)完稿，為受威脅群體的保護

提供了一套指導原則。 
➢ 學生會探究《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U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內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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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黛比・沃爾夫 (Debbie Wolf)描述身為白人兒童，在種族隔離政策 (南非)下長大的親身經歷

我出生於種族隔離政策 (南非)下的南非，是擁有各種特權的白人兒童。那一年是 1969年，

也就是尼爾森・曼德拉 (Nelson Mandela)被判處無期徒刑五年後。

我的雙親不富有，父親是工程師，畢業於開普敦大學。我們在開普敦 (Cape Town)郊區有一

間不大的連棟住宅。我有好的食物可以吃。我有洋娃娃可以玩，聖誕節樹下會有禮物。我有

學芭蕾舞，幼稚園就在同一條街上。

我從沒聽過「尼爾森・曼德拉」這個名字。我太小了，不了解國家大事，也不懂種族隔離政

策 (南非)是什麼意思。我們每個幾個禮拜會搭火車去開普敦找父親吃午餐，當時才從中略窺

一二。

我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會親眼見到黑人兒童。不過一向距離我很遠，或者是隔著火車的窗戶。

我在六歲以前，從來沒有和膚色和我不一樣的兒童說過話，也沒有一起玩過。

搭火車時，母親和我在「白人」指定月台，等著上「白人」專用的火車車廂。另外有一個

「黑人」專用月台。一上火車，我們就會經過清楚標示著「白人」和「黑人」的公園和海

灘。在開普敦，如果我們需要去銀行，我們去的櫃台和有黑人兒童的家庭不一樣。

資料來源： Debbie Wolf, I Grew Up In South Africa During Apartheid, Huffington Post, December 6, 

2013

文章架構參考

10.10c：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制定的原則和條文，可以評估歷史和當代違反

人權的情事。

➢ 學生會探究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政策，以及反種族隔離政策 (南非)運動的發

展，同時探討尼爾森・曼德拉在這類運動和後種族隔離政策 (南非)時期扮

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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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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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架構參考




10.7a：因應歐洲控制而在印度和印度支那發展的獨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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