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    適異教案示例

12.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影響
(Jigsaw / RAFT)



中學歷史課程學與教資源套

高中歷史 中五級

課題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影響

課節 2堂（每堂35分鐘）

學習目標

知識 • 巴黎和會的戰後安排
•《凡爾賽條約》如何懲處德國

理解 • 戰後勢力均衡的改變及集體安全等概念
•《凡爾賽條約》與戰後德國發展的因果關係

技能 • 解釋《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影響
• 分析不同人士對《凡爾賽條約》的不同看法

適異教學工具 / 策略

適異教學工具

• 表格A及B（附件1）

• 均衡器    （附件2）

• 多滑鼠活動 (Microsoft Mischief)
  這軟件可以用作電子學習的工具。透過電腦軟件設計多項選擇題給學生
  搶答，適合喜歡視覺及動態方式學習的學生。

• Padlet 應用程式
  透過這電子應用程式讓學生上傳討論的結果或搜尋的圖片等，適合喜歡
  視覺及動態方式學習的學生。

適異教學策略

• Jigsaw
  這是彈性分組的策略，學生先後組成討論組及專家組，待專家組成員返
  回所屬組別後，討論組內的不同專家報告他們負責研究的範圍。
  *可參考動畫短片第3集。

• RAFT
  這是提供選擇給學生的策略，以引起他們的興趣、配合他們的學習特性
  及按他們的準備程度作出調適。
  *可參考動畫短片第3集。

學與教材料

短片 • 巴黎和會及《凡爾賽條約》 (概述) (8:34) (Jigsaw 影片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nEy8FuElc

軟件及應用程式
• 多滑鼠遊戲 (Microsoft Mischief)

• Padlet應用程式

電子器材 • 2人一隻無線滑鼠及一部平板電腦

前測 • 前測問題 (附件3)

活動材料 • 文字、數字、地圖及短片資料 (附件4)

堂課
• 討論組工作紙 (附件5)

• 政治漫畫工作紙 (附件6)

延伸活動 • RAFT寫作 (附件7)

教案示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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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 高中
12.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影響

(Jigsaw / RAFT)

教 學 流 程

時間 教學步驟 學與教活動 適異教學元素／策略

15分鐘
前測：

多滑鼠遊戲

·學生分成8組，每組4人，每兩人一
只無線滑鼠，以組別的模式進行有
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搶答活動。

·教師按學生前測的結果，掌握他們
對這課題的準備程度，要求學生解
釋答案，然後教師給予具體回饋。

表格A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喜愛透過
短片、小組及延伸活動學習歷史。表格
B結果顯示，少數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附件1)

均衡器 (附件2)
準備程度較高的學生可嘗試作答層次較
高的問題。(由基礎性到轉換性)

前測問題 (附件3)

調適過程
多滑鼠活動讓各組內喜歡動態學習的學生
操控滑鼠，讓較喜歡靜態學習的學生在活
動中翻閱課本找答案，從而調適過程，評
估學生對這課題的準備程度及同時提升學
生對課堂的學習興趣。

30分鐘 活動一

分組活動：Jigsaw
1. 成立討論組及專家組
課室中分成4大組，每組8人。組員
按編號選取適合自己興趣及準備程度
的閱讀材料包括文字、數字、地圖及
短片。各組相同編號的組員組成專家
組。

2. 專家組閱讀 (15分鐘)
小組討論題目為「《凡爾賽條約》對德
國的影響」。學生2人一組，使用一部
平板電腦，就所選材料在Padlet系統內
閱讀有關資料，並摘錄要點。

3. 返回討論組 (15分鐘)
學生於專家組摘錄要點後，返回討論
組，並完成工作紙，把有關《凡爾賽
條約》對德國的影響表達出來。學生
完成後把有關工作紙上傳Padlet系統
上，然後由教師抽取部分組別匯報。

閱讀材料：文字、數字、地圖及短片資
料 (附件4)

調適內容：教師按學生興趣及學習特性
在內容方面作調適。透過Jigsaw及電子
學習的教學策略，組成不同的專案組及
討論組，照顧學生的興趣及學習需要。

參考討論組工作紙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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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歷史課程學與教資源套

教 學 流 程

時間 教學步驟 學與教活動 適異教學元素／策略

10分鐘 活動二

分組活動：政治漫畫大搜尋
·學生2人一組，於互聯網上搜尋有

關《凡爾賽條約》的政治漫畫一
幀，並上傳至Padlet系統上。完成
後，安排其他組別的學生回答有
關政治漫畫的思考題。

政治漫畫工作紙 (附件6)
調適過程
透過電子學習，讓各組內喜歡動態學習
的學生操控平板電腦，讓較喜歡靜態學
習的學生在活動中翻閱課本尋找政治漫
畫，一方面調適過程，另方面亦可提升
學生對課題研究的獨立性。
(由結構型到開放型)

10分鐘
延伸活動：

「大戰的結果：
巴黎和會」

·學生結束分組活動，單獨進行
RAFT 寫作活動。可選角色包括克
里孟梭、威爾遜及希特拉。如課
堂時間不足則可作為課後功課。

RAFT 寫作 (附件7)
調適成果
教師按學生興趣及學習特
性調適成果。透過RAFT 的寫作策略，
設計適合不同學習需要的任務，同時加
強學生的寫作及創意思維。
(由單方面到多方面)

5分鐘 討論及小結
·教師就本課堂教學內容進行簡單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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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 高中
12.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影響

(Jigsaw / RAFT)

附 件 1

表格A數據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Q1  Q9  Q5 Q13  Q2  Q10  Q6 Q14  Q3  Q11  Q7 Q15  Q4 Q12  Q8 Q16  Q17  

40名學生

表格B數據

閱讀水平
R(1-3)

寫作水平
W(1-3)

小組(G)/
個人(S)

興趣
視覺(V)
聽覺(A)
動覺(K)

R1 : 27%
R2 : 61%
R3 : 12%

W1 : 24%
W2 : 45%
W3 : 31%

/ /

V                         : 21%
V/A                      :  6 %
V/A/K                    : 12%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  3 %
N/A                       : 58%

批判能力
C1(1-3)

協作能力
C2(1-3)

創造力
C3(1-3)

C1-1 :  0 %
C1-2 : 12%
C1-3 :  3 %
其他 : 85%

C2-1 :  0 %
C2-2 : 24%
C2-3 : 0 %
其他 : 76%

C3-1 : 0 %
C3-2 : 9 %
C3-3 :  0 %
其他 : 91%

改編自：Carol Ann Tomlinson, Leading and Managing a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ASCD, 2011, 頁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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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基 礎 性

說明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

轉 換 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延續嗎？

結 構 型

搜尋及上載有關

《凡爾賽條約》

的政治漫畫，並作答

工作紙上的問題。

開 放 型

你認為上載了有關

《凡爾賽條約》的政治漫畫

是否有偏見？

單 方 面

分析《凡爾賽條約》
對一個國家的影響。

多 方 面

分析《凡爾賽條約》

對多個國家的影響。

均衡器：用作調適過程和成果的工具
課題 :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影響 (中五級)

改編自：Carol Ann Tomlinson, How to differentiate instruction in mixed-ability classrooms,
              Pearson Education, 2005, 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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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 高中
12.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影響

(Jigsaw / RAFT)

附 件 3

活動一：多滑鼠遊戲前測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背景

2. 1905年和1911年，哪兩個國家為爭奪摩洛哥
   而導致兩次摩洛哥危機。

德、法

美、英

英、德

德、奧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多滑鼠遊戲

3. 極端民族主義者鼓吹 

睦鄰外交，國民絕對效忠國家。

對外擴張，國民絕對效忠國家。

對外擴張，國家絕對效忠國民。

睦鄰外交，國家絕對效忠國民。

1.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年份？

1911

1913

1912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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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歷史課程學與教資源套

資料A2：(有關大戰前後德國家居支出的對照)

附 件 4

活動二：Jigsaw (A：數據組)
《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影響

資料A1：(有關大戰後德國貨幣馬克價值的網上資料)

思考點：

1. 根據資料A1，大戰後德國貨幣馬克有甚麼變化？

2. 資料A1反映德國面對甚麼問題？

思考問題：

1. 大戰後哪一項支出佔德國人家居支出的最大比例？為甚麼？

2. 資料A1和A2反映了戰後德國在哪些方面受到嚴重影響？你認為這影響與《凡爾賽條約》有何關係？

日期 購買一安士黃金所須的馬克

1919年1月 170.00

1919年9月 499.00

1920年1月 1,340.00

1920年9月 1,201.00

1921年1月 1,349.00

1921年9月 2,175.00

1922年1月 3,976.00

1922年9月 30,381.00

日期 購買一安士黃金所須的馬克

1923年1月 372,477.00

1923年9月 269,439,000.00

1923年10月2日 6,631,749,000.00

1923年10月9日 24,868,950,000.00

1923年10月16日 84,969,072,000.00

1923年10月23日 1,160,552,882,000.00

1923年10月30日 1,347,070,000,000.00

1923年11月5日 8,700,000,000,000.00

1923年11月30日 87,000,000,000,000.00

急促貶值。

大戰後德國的經濟狀況很差，人民日常生活大受影響。

食物，因為通貨膨脹，馬克貶值，德國人缺乏經濟能力購物食物以外的物品。 

戰後德國的經濟及民生受到極大的影響。大戰期間德國已耗用大量軍費，

加上《凡爾賽條約》要求巨額賠款，導致通貨膨漲，馬克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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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 高中
12.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影響

(Jigsaw / RAFT)

附 件 4

活動二：Jigsaw (B：地圖組)
B. 以下是整理自網上地圖有關《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影響

思考問題：

1. 根據《凡爾賽條約》，大戰後德國的領土有甚麼改變？ 

2. 《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領土改變為德國帶來了甚麼損失？

例：德國割讓西普魯士與波森給波蘭，與東普魯士分隔。 

領土及資源的損失。例：失去1914 年約13%土地、損失約47%總鐵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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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歷史課程學與教資源套

活動二：Jigsaw (C：文字組)
C. 以下是有關《凡爾賽條約》的主要內容：

活動二：Jigsaw (D：影片組)
D : 1918 年《凡爾賽條約》及其影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nEy8FuElc

附 件 4

領土方面 賠償及戰爭罪責方面 軍事方面

·阿爾薩斯─洛林交還法國

·割讓土地給比利時、丹麥、立
陶宛及波蘭。

·國聯管理薩爾區至1935年，其
後透過民公投決定主權誰屬。
期間法國可開採該區的煤礦。

·德國放棄所有海外殖民地。

·德國禁止與奧大利合併。

·德國必須承擔發動第一次世界
大戰的全部責任。

·德國須支付66億英鎊作為戰爭
賠款。

·萊茵河區劃為非武裝區。

·德國須解除武裝，並將其陸軍
人數減至十萬。

·禁止製造戰機、坦克及潛艇。

思考問題：

1. 根據《凡爾賽條約》，大戰後德國的領土有甚麼改變？

2. 你認為《凡爾賽條約》哪一項對德國的影響最大？解釋你的答案。

影片關鍵字：

Big Three  「三巨頭」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爾賽條約》

Inflation  通貨膨脹

Rise of Hitler  希特拉的崛起

思考問題：

1. 根據短片內容，《凡爾賽條約》在政治方面對德國帶來甚麼重大的影響？

2. 你同意短片提到《凡爾賽條約》是側重懲罰德國的說法嗎？解釋你的答案。

例：德國放棄所有海外殖民地。

自由作答。 例：戰爭罪責令德國人民十分反感，導致日後希特拉的興起。

德國人民不滿威瑪共和國簽署《凡爾賽條約》，導致日後希特拉的興起。

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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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 高中
12.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影響

(Jigsaw / RAFT)

附 件 5

試於以下地圖及空白位置，用文字及圖像把《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安排呈現出來。

討論組工作紙 - 大戰的結果
巴黎和會及《凡爾賽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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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政治漫畫大搜尋

附 件 6

政治漫畫思考問題：

1. 漫畫指的是哪一條約？試從資料列舉一項線索支持你的答案。

2. 你認為《凡爾賽條約》哪一項對德國的影響最大？解釋你的答案。

3. 你同意漫畫家的看法嗎？試根據資料，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例：以下海報是有關德國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條約》對德國懲罰的感受

資料來源：http://www.fotolibra.com/gallery/490168/clemenceau-vampire-cartoon/

兩人一組，於互聯網上搜尋一幀有關《凡爾賽條約》的政治漫畫，並上傳至Padlet系統上。

完成後，各組自選其他組別的政治漫畫回答以下思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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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 高中
12.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影響

(Jigsaw / RAFT)

附 件 7

「大戰的結果：巴黎和會」 RAFT工作分配

延伸活動：「大戰的結果：巴黎和會」 RAFT 工作紙
自選其中一個角色，代入該歷史人物，然後按指定形式及主題書寫給你的受眾。

R 角色 A 受眾 F 形式 T 題目

1. 克里孟梭 戰勝國人民 舊曲新詞 德國應有此報

2. 威爾遜 美國參議院 公開信
沒有戰爭的時代

快將到來

3. 希特拉 戰敗國人民 海報
《凡爾賽條約》

不公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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