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REGENTS HIGH SCHOOL EXAMINATION

世界歷史 
和地理

僅限用於 2018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15 分至下午 12 時 15 分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本考試中，嚴禁持有或使用任何形式的通訊工具。如果你持有或使用了任何
的通訊工具，無論多短暫，你的考試都將無效，並且不會得到任何分數。

請用工整字跡在以上直線上填寫你的姓名和學校名稱。一份分開的第 I 部分專用
答題紙會發給你。請遵循監考老師的指示在答題紙上填寫學生資料。然後再填寫論文
題本的每一抬頭。

本次考試共有三個部分。你必須回答每一部分的所有考題。請用黑筆或藍筆作答
第 II 部分、第 III A 部分和第 III B 部分。

第 I 部分包括 50 道選擇題。根據指示將答案記錄在答題紙上。

第 II 部分包括一道以主題為主的論文題。請在論文本上寫下你對這個問題的答
案，從第 1 頁開始。

第 III 部分基於幾份文件：

第 III A 部分包含這些文件。請務必在這部分的第一頁上填寫你的姓名和學
校名稱。

每一文件後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問題要回答。在本考題本上，將各題的答案
寫在各問題後面的直線上。

第 III B 部分包含一個基於這些文件的論文題。請在論文本上寫下你對這個
問題的答案，從第 7 頁開始。

在本次考試結束後，你必須簽署印在答題紙最後的聲明，表明在考試之前你沒有
非法得到本考試的試題或答案，並且在本考試中沒有給予過或接受過任何的幫助。你
如果不簽署本聲明，你的答題紙將不會被接受。

未經指示請勿打開本考題本。

REGENTS EXAM IN GLOB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REGENTS EXAM IN GLOB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CHINESE EDITION

CHINESE EDITION
GLOB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WEDNESDAY, JANUARY 24, 2018
9:15 A.M. to 12:15 P.M., ONLY



Global Hist. & Geo. – Jan. ’18 Chinese Edition [2] 

 1 哪一項原始資料最有可能提供印度民族主義者
的觀點？

 食鹽長征 (Salt March) 中一位印度教參與者
的日記

 一位在印度的英國總督寫給議會議員的信
 由基督教傳教士所繪製的阿姆利則血案 

(Amritsar Massacre) 繪畫
 一份關於英屬印度劃分的聯合國文件

 2 飢荒、戰爭與宗教性迫害的時期最常影響人們

 集體化其農場的決定
 移居到其他區域的決定
 擴張其領土的決定
 工業化某區域的決定

 3 美索不達米亞、埃及與中國早期文明面臨到哪
一種環境性問題？

 大量破壞雨林，以取得木材以建立大型結構
 年降水量超過 100 英寸，導致水土流失
 災害性洪水，淹沒作物與村莊
 年中大部分時間皆無法通航的水道

 4 哪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了下面的部分大綱？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戰國時期
 B. 儒家學說的發展
 C. 道教的發展

 孔雀帝國  瑪雅王國
 周朝  希臘城邦國家

根據下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5 題。

羅馬帝國內部區域 該些區域的貿易商品

希臘 大理石

迦太基 橄欖油

埃及 亞麻

英國 錫

 5 哪一項關於羅馬帝國的概括性結論為根據本表
所示資訊？

 羅馬僅在帝國內交易。
 帝國的擴張提供了各式商品貿易。
 橄欖油是羅馬人最重要的交易商品。
 被征服的地區必須以來自希臘的大理石建
造建築。

 6 何種行動與朝聖者在瓦拉納西 (Varanasi) 恆河
中沐浴最相關？

 造訪印度教的神聖地點
 遵循耶穌的教誨
 準備進入神道教神社
 在釋迦牟尼 (Siddhartha Gautama) 的出生地
獻上祈禱

 7 在歐洲的早期封建時期，自給自足的農業和經
濟上的自給自足最常見與下列何者相關？

 莊園制度
 圈地運動
 商業成長
 引入輪式車輛

第 I 部分

請回答本部分的所有問題。

答題說明 (1–50)：對於每個陳述或問題，在分開的答題紙上寫下所提供的、最佳完成陳述或回答問題
的詞或語句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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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架構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8 題。
Global OP 118 #09

資料來源： Farah and Karls, World History: The Human Experience,
Glencoe/McGraw-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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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下列關於中世紀天主教教堂的陳述何者為真？

 天主教教堂解放貴族的農奴
 拒絕權力與財富
 為國王維持軍隊
 提供社會與教育性服務

 9  拜占庭帝國的位置造成下列何種結果？

 君士坦丁堡成為了貿易與知識的重要中心。
 塞爾柱突厥人保衛並防禦拜占庭國王。
 莫斯科成為了所有東正教教徒的宗教中心。
 拜占庭皇帝能夠征服從韓國到西班牙的區
域。

10 在十七世紀早期，下列哪一個歐洲與日本之間
的接觸問題是德川幕府治下最主要的問題所
在？

 歐洲人可能會干預日本的文化傳統。
 日本的工作機會被歐洲勞工奪走。
 日本的輸出在歐洲市場中不具競爭性。
 歐洲人可能會控制日本的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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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1 題和第 1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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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本地圖提供的資訊，關於印度洋貿易網路的一項正確結論是印度洋貿易網路

 阻礙了非洲沿岸城市的成長
 阻礙了非洲與波斯之間的文化交流
 將印度連接至中東與東非
 促進了西非內陸與東非之間的移民 

12 根據這張地圖的資訊，哪一項地理因素直接影響了印度洋旅行與貿易的時間點與方向？

 海峽   平整的海岸線
 島嶼港口  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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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馬利和桑海的財富與繁榮奠基在控制下列何種
貿易？

 煤礦與水   金與鹽
 鐵與銅  茶與棉花

14 西歐的文藝復興是

 對抗聖地的武裝抗爭時期
 在地中海區域封建主義興起的時期
 人們大量從都市遷移至鄉間區域的時期
 從關注心靈轉變為關注人文主義的時期

15 • 紫禁城為皇帝與其家族的住所。
 • 青花瓷器聞名全球。
 • 鄭和旅行前往「西洋」。

 這些事件與何種文明最密切相關？

 阿茲特克   中國
 波斯  阿克蘇姆

16 西班牙與葡萄牙政府在十五世紀晚期與十六世
紀早期資助海外探險與擴張，原因是其

 希望獲得印度的香料
 對回教哈里發誓效忠
 在軍事上擊敗了奧圖曼帝國
 缺乏進入北非的路徑

17 • 中國人將天意的思想應用至政府中。
 • 法國人全面接受國王的君權神授。

 上面的陳述在以下的文化方面顯示類似 

 支持相同的宗教原則
 證明統治的正當性
 建立有限專制君主制度
 促進經濟平等性

根據下面的圖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8 題。

資料來源： Miguel León-Portilla, ed., The Broken Spears:
The Aztec Account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Beacon Press

Global OP 118 #17

資料來源： Miguel León-Portilla, ed., The Broken Spears:
The Aztec Account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Beacon Press

Global OP 118 #17

18 本圖中所描繪的情形對於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
地帶來了什麼影響？

 西班牙總督提高了原住民勞工的薪資。
 大量的西班牙移民受僱在殖民地礦場中工
作。

 在西班牙菁英中的眾多造反威脅了殖民地
的破壞。

 土著的高死亡率使得西班牙人必須輸入非
洲奴隸。

19 下列哪一項陳述最適當地描述科學革命？

 宗教性權威必須負責理解並解釋新資訊。
 迷信與魔術是自然世界中重要的一部分。
 科學性概念應因應現有的思想系統。
 人們應採用理性與實驗來取得科學性結
論。

20 與杜桑・盧維圖爾 (Toussaint L’Ouverture) 所
領導的最有關係的革命是

 墨西哥  海地
 智利  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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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1 題和第 22 題。

資料來源： Punch, 1852

Global OP 118 #22-23

罷工對資本家與勞工的影響

21 下列哪一項陳述反應出漫畫中所表現出全面的罷工影響？

 勞工可以獲得應得的假期。
 勞工被剝奪了收入並遭遇困境。
 雇主可以從家裡管理業務。
 雇主通常迅速回應勞工要求。

22 根據這幅漫畫中所繪，哪一項政府政策最可能影響漫畫中勞工的處境？

 自由放任  限制移民
 普選  公共衛生法

23 下列那一項事實幫助了俄國抵禦拿破崙的軍
隊？

 海軍封鎖
 電報系統
 閃電戰術 
 嚴酷的氣候條件

24 在 1880 年之後，歐洲殖民受到了下列何者的
刺激？

 希望獲得非洲技術的慾望
 蔗糖生產提高的需求
 對新市場需求 
 對美洲勞工的需要

25 義和團運動的主要目標為

 結束在中國的外國勢力
 將馬克思主義引進東亞
 增加對中國的鴉片輸入
 反對孫逸仙掀起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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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6 題到第 28 題。

 . . .正確的方法—也是目前國家[大英帝國]會持續堅持的方法—就是隔離所有德國居民。他們
不會受到不當對待，但是必須保持嚴加監視。一位誠實的人便會理解其中的必要性，且將不
會有所埋怨；且這將終結不誠實的行動。還有一件事情必須完成。這個國家的歸化手續非常
簡單，且一旦外國人歸化之後，便大幅脫離了警方的權力之外。我們有理由認為有某種已歸
化的德國人是非常危險的。應該下放權力暫時取消入籍證明，並在必要時對已歸化者與外國
人等同對待。

  這種作法可能看似嚴苛，但是戰爭就是件嚴苛的考驗。當我們的士兵與水手們為國家 
捐軀時，若我們在國內因任何的消極作為 [無所作為] 而危及了他們的大業，這將會是一個
恥辱。. . . 

— “The Alien Peril,” The War: Nelson’s Picture Weekly, October 31, 1914

26 此段文章的主要概念為在戰爭期間

 應限制嚴格監控
 對外國人的不當對待應加以仔細調查
 警察應有權力歸化外國人
 某些人的權利應為更大的利益而被加以限制

27 本段中所呈現的推理可以在邏輯上導致德國居民被置於

 作戰部隊   政府職位
 遷徙營  軍火工廠工作

28 下列哪一個陳述對作者的論點提出批評？

 以愛國主義形式表現的偏見。
 自我利益因安全為由而遭到犧牲。
 建議採取綏靖政策來回應侵略。

 慈悲被描繪成最佳政策。

29 俄羅斯的血腥星期日 (Bloody Sunday, 1905) 以及
奧圖曼帝國的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 (Armenian 
Massacre, 1915) 皆為下列何者的例證？ 

 焦土政策
 強迫遷移
 人類暴行
 政治革命

30 哪一個事件導致俄羅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
並將大量領土交給德國？

 列寧 (Vladimir Lenin) 的突然死亡
 布爾什維克黨奪權
 召開雅爾達會議
 奧匈帝國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遭到暗殺

31 凱末爾 (Kemal Atatürk) 成名是因為幫助土耳其
成為

 現代且世俗的國家
 在非洲與亞洲的帝國主義強權
 與蘇聯聯盟的共產主義國家
 一個以古蘭經 (Koran) 為基礎的神權國家

32 蘇聯的五年計畫最主要目的為

 增加鋼與機械產量
 製造更多消費者商品 
 消除中央經濟計劃
 尋求直接外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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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3 題。

第二次
世界大戰

Global OP 118 #33

軍隊入侵：
德國入侵波蘭、

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
日本入侵中國

法西斯主義領導者崛起：
希特勒（德國）、墨索里尼（義大利）

與東條英機（日本）

歐洲與世界經濟失敗：
高失業率、銀行倒閉、經濟大蕭條開始

凡爾賽條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德國必須賠償、喪失非洲殖民地，並負起引發戰爭的責任

第一次世界大戰

33 最適合此圖的標題為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事件
 戰爭與戰爭期間的極權政權
 戰爭與戰爭期間的經濟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因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4 題和第 35 題。

 . . . 我提到這些我記憶深刻的細節，以便讓你們了解圍牆對我們所感受到的震撼。我們當時
身在柏林，在東方與西方的十字路口，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交匯處，而突然之間我們像
籠子裡的金絲雀一樣被鎖了起來。真的就在一天之內，柏林從一個充滿活力和文化的城市直
接消失在鄉間的仲夏午後昏昏欲睡[沉悶]中。我們被囚禁在一個沈悶平板的國家裡。. . . 

— Jens Reich, “Reflections on becoming an East German dissident, on losing the Wall and a country,”  
in Gwyn Prins, ed., Spring in Winter: The 1989 Revolutions

34 本段中直接反應出下列哪一個歷史事件？

 在東西柏林之間建立圍牆
 華沙公約 (Warsaw Pact) 組織的建立
 佔領德國
 柏林空投行動

35 本段中所呈現的歷史事件象徵著下列哪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對立？

 教會與國家  民主與共產主義
 絕對專制君主制度與法西斯主義  軸心國權力與同盟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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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6 題和第  
37 題。

 我們南非的人民向全國與全世界宣告：

 南非屬於其無論黑人與白人的居民所有，沒有
任何政府可以宣稱統治權，除非其宣稱是以全
民意志為基礎的；

 我們人民被一種基於不公正與不平等的政府形
式剝奪了他們與生俱來的土地、自由與和平；

 我們的國家直到全人民和睦生活在一起，且享
有平等的權利與機會為止，將不會繁榮發展或
獲得自由；

 只有基於全民意志的民主國家能夠在沒有膚
色、種族、性別或信仰等區別之下，獲得全民
與生俱來的權利；

 因此，我們南非的人民們，無論膚色白或
黑，皆為同胞與兄弟，一同採用此自由憲章 
(Freedom Charter)；

 且我們承諾要不惜一切力量與勇氣共同奮鬥，
直到在這裡所提及的民主變革獲得勝利為止。
— The Freedom Charter, adopted at the Congress of the 

People, Kliptown, South Africa, June 26, 1955

36 自由憲章 (Freedom Charter) 的簽署者要求國
家給予他們什麼？

 對抗敵人的機會
 所有人民皆平等
 分開的主權國家
 明顯的經濟改革

37 撰寫自由憲章 (Freedom Charter) 是為了回應？

 抑制政策
 宗教迫害政策
 真相和解政策
 種族隔離政策

依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8 題。

Global OP 118 #38

資料來源： Edmund S. Valtman, 1991

38 下列哪一組問題是造成這幅 1991 年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漫畫中情況的最直接原因？

 拒絕採納並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
 烏克蘭的強迫饑荒以及古拉格造反
 外國軍隊入侵，蘇維埃城市陷入軍事包圍 
 蘇維埃經濟惡化且分離主義共和國希望 
獨立

39 胡志明 (Ho Chi Minh) 與卡斯楚 (Fidel Castro) 
的行動中其中一個相似之處在於兩位領導者皆

 排除與所有主要外國強權接觸
 為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的革命家
 強化並現代化民主政府
 促進所有人民的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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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0 題。

Global OP 118 #41

資料來源： Michael Ramirez, New York Daily News, February 18, 2006 (經改編)

資訊超

中國

高速公路

40 這幅 2006 年的漫畫表達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電子資訊的出口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進入中國的電子資訊受到管制。
 中國建立了資訊超高速公路。
 長城保護中國資訊不受駭客入侵。

41 那項關於綠色革命的陳述是事實而非意見？

 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藥增加了某些地區單位
土地的產量。

 使用精良的農業工具與技術是避免飢荒的
唯一方法。

 使用農業化學藥品的弊端大於好處。
 使用生物工程農業技術的成本過高。

42 在二十與二十一世紀中，伊拉克的庫德族人、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俄羅斯的車城人皆曾
抗議並試圖爭取

 衛星狀態
 文化同化
 經濟的相互依賴
 獨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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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3 題。

Global OP 118 #43

資料來源： Tom Toles, Th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12,1994 (經改編)

你把我們的牛
拿去跟俄國人
換了一手
魔法的什麼？

鈈

他說我可以用這個打倒巨人。

43 此幅 1994 年漫畫的主旨為何？

 使用高產量種子  核子材料的散播
 取消經濟制裁  違反緩和協議

44 • 佛教盛行於中國。
 • 墨西哥說西班牙文。
 • 俄羅斯種植馬鈴薯。

 這些陳述代表了下列哪一項的例證？

 文化融合   衝突
 自決  種族中心論

45 新石器時代革命 (Neolithic Revolution) 的一個
影響為

 引介對股份公司的商業投資
 擴大肖像畫與山水畫中對現實主義的運用
 發展剩餘糧食生產與永久性居住點
 證明太陽是太陽系的中心，而非地球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6 題。

 . . . 這些展覽會不是唯一的方法，但卻是最主
要的，沿岸的黑奴商人便是透過此方法取得黑
人。一小群約五到十位黑人經常被綁架他們的
人帶到商人的家中，而在尋找買家的同時，他
們也持續受僱採購（獲得）供貨。. . . 

— Alexander Falconbridge, 1788

46 亞歷山大・佛爾康布賴奇 (Alexander Falcon-
bridge) 記述描述了

 沿著絲綢之路的駱駝貿易篷車隊
 大西洋奴隸貿易在非洲的第一步驟 
 在中美與南美洲的監護征賦制
 班圖人移居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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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7 題。

資料來源： David Horsey,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November 18, 2009

Global OP 118 #47

氣候變化

世界領導者

就這樣決定了...

我們同意簽署誓言

以開啟另一場會議

再考慮變更路線，

日期尚待決定。

47 下列哪一項陳述最適當反應出此幅 2009 年漫畫的主要思想？

 世界領導者們已竭盡所能應對氣候變化。
 世界領導者們正在思考氣候變化的長期影響。
 氣候變化並非嚴重問題，請世界領導者們需要暫停行動。
 誓言與會議等並沒有為氣候變化帶來重大行動。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8 題。

  昨晚在摩爾達瓦坎 (Moldavanka)、斯洛博德 
卡 (Slobodka) 與布格奧卡 (Bugaieoka) [俄羅斯]
郊區發生的事件實在太慘無人道。無數軍隊在
警察的陪同下入侵了所有猶太人的住房，並無
情地屠殺了其中居民。. . . 

— “Barbarous massacre in Odessa,” Guardian, 
November 1905

48 諸如此類的反猶太人事件造成了下列哪一項運
動？

 猶太復國主義  分離主義
 團結  解放神學

49 星盤、輕帆船的技術發展與經改良的製圖學與
下列哪一項最直接有關？

 漢薩同盟的成立
 探險時期
 中國社會主義興起
 蒙古人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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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的時間線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50 題。

Global OP 118 #50

公元前 460 年到
公元前 429 年 公元 1215 年 1628 1789

佩力克里斯
年代 (Age 

of Pericles)

大憲章 
(Magna Carta)

權利請願書 
(Petition of Right)

《人民與公民權利宣
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50 哪一個標題最適合此時間線？

 宗教寬容的發展
 邁向全球貿易網路的步驟
 民主發展的里程碑
 軍事技術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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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的答案應填寫在分開的論文本上。

在回答第 II 部分的問題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a) 描述指「用文字闡述或陳述」
(b) 論述指「透過事實、推理和論證來對某件事發表意見；加以詳述」

第 II 部分

主題論文題

答題說明： 撰寫一篇條理分明的論文，包括引言、解決以下任務的幾個段落、以及結論。

主題：改變—個人

綜觀歷史，有些人物試圖透過行動來實現政治、社會、經濟與智慧的變
化。他們的行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任務：

請選擇兩位嘗試帶來改變的人物，並針對各人物
• 描述促成該人物尋求改變的歷史環境

• 描述該人物為帶來改變所採取的一項行動

• 討論該人物的行動在帶來改變方面有多成功

你可以使用在學習世界歷史和地理時所學到的任何嘗試帶來改變的人。你不妨考慮的
一些建議人選包括孔子、馬丁路德、伽利略、西蒙・玻利瓦爾 (Simón Bolívar)、馬克斯 
(Karl Marx)、凱末爾 (Kemal Atatürk)、鄧小平、甘地 (Mohandas Gandhi)、曼德拉 (Nelson 
Mandela)、翁山蘇姬 (Aung San Suu Kyi) 以及馬拉拉・優素福扎伊 (Malala Yousafzai)。

你不必侷限於以上建議。

不要在你的回答中使用美國歷史上的人物。

指南：

在你的論文中，請務必
• 闡述任務的各個方面
• 引用相關事實、例證及細節來支持主題
• 須合乎邏輯、條理分明，包括一個不只是重複主題的引言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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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III 部分

基於文件題

本問題是基於隨附的文件。該問題的設計是為了測驗你運用歷史文件的能力。其中一些文件是為這個
問題編輯的。當你分析文件時，請參考每份文件的來源及文件中所論述的任何觀點。請記住，文件中使
用的語言可能反映出撰寫當時的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

當人們的需要與欲求無法以可取得資源獲得滿足時，即發生缺乏的現象。人、
社會與政府經常在資源缺乏時採取行動以獲得資源，諸如食物、清水、與工業
資源。這些行動對社會、國家與區域將造成各種影響。

任務： 運用文件資料和你的世界歷史和地理知識，回答 A 部分每一份文件後面的問
題。你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有助於撰寫 B 部分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你將被
要求

指出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個資源，並且對於每一個資源
• 描述為回應此資源缺乏而採取的行動

• 描述這些行動如何影響社會、國家與區域

在回答第 III 部分的問題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a) 描述指「用文字闡述或陳述」
(b)  論述指「透過事實、推理和論證來對某件事發表意見；加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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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A 部分
簡答題

答題說明：  分析以下文件，在所提供的空白處上回答每份文件後的簡答題。

文件 1a

秘魯的高山、多風的高原與沙漠非常難以耕種。在過去數千年來，人類一直努力嘗試馴
服這片嚴峻的大地。人們將水帶到乾燥的地區、從陡峭的山坡挖梯田並改良馬鈴薯等野
生植物，直到它們成為有用的糧食作物。在印加時代，三分之二的農作物被留給國王與
祭司，因此實際辛勤耕種的人僅能獲得微薄的回報。. . . 

資料來源：Philip Steele, Step Into the Inca World, Lorenz Books

文件 1b

運河中的水在白天
吸收太陽的熱能，
並在夜間將熱能輻
射回去，幫助保護
作物不受霜害。愈
多以這種方式栽種
的農田，對微環境
的影響便愈大。

平台一般約寬 
13 到 33 英尺、
長 33 到 330 
英尺長，高約 
3 英尺，由從
類似尺寸的運
河中挖出的土
壤所堆成。

運河中的沈積物、富
氮藻類與動植物遺骸
則為作物提供肥料。
在一場 [現代的] 實驗
中，[使用本方法栽種
的] 馬鈴薯產量超過
了化學肥料農田。 在乾旱期間，來自運河的水分會緩慢地上升到根部。溝渠在

洪水期間則會排除多餘水分。運河也提供農作物灌溉用水。

GFT Q3 16 #1b

資料來源：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Lost Crops of the Incas:
Little-Known Plants of the Andes with Promise for Worldwide Cultivati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經改編)

 1 根據這些文件所述，印加人採取了哪一項行動來種植食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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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 . . 儲存系統是安地斯人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鍵[關鍵]連結所在，且不只對印加人來說是 
如此，對當地社會亦然。在此給你一個關於其規模的概念，至少根據某些報告指出庫 
斯科[印加首都]的印加人每四天或每天從國家倉庫領取食物。經常性地供應約 2 萬到 5 
萬人。. . . 

資料來源：Interview with Terence D’Altroy, edited by Peter Tyson, “Rise of the Inca,”
NOVA, PBS online, May 17, 2007

 2 根據特倫斯・德爾特羅 (Terence D’Altroy) 的說法，印加人的食物儲藏系統其中一項好處為何？   [1]

Score



Global Hist. & Geo. – Jan. ’18 Chinese Edition [18] 

Score

Score

文件 3

. . . 印加人除了擁有巧妙[有智慧]的耕種制度與傑出的公共工程之外，印加人和其祖先有
著保存食物的絕佳方法。

 其中一種技術是冷凍乾燥根莖作物。在安地斯山脈的高地上夜間相當寒冷而白天又
相當乾燥，在露天之下放置數天數夜的塊根[根莖作物]將被冷凍乾燥。人們通常透過在
夜間覆蓋根莖作物，避免被露水沾濕，並在日間踩踏根莖作物來擠出前一晚冷凍釋放出
的水分，藉此幫助冷凍乾燥過程。

 最後的產品大多是由馬鈴薯製成，被稱之為丘紐 (chuño)，讓印加人能夠進行征服並
維持對帝國的控制。例如，它讓數百萬居民得以承受自然災害、為過往軍隊提供糧食，
並成為了農作物歉收（在這個容易發生霜凍的地區一直存在此威脅）的長期保險。印加
人的計劃如此之好，以至於征服者埃爾南多・德・索托 (Hernando de Soto) 感動地說： 
「他們治下人們不知飢餓。」征服者很快地認識到丘紐的美德。事實上，有些西班牙人
用駱駝火車運送丘紐到波多西 (Potosí)（現今為玻利維亞）的貧瘠高原上，丘紐在當地是 
在銀礦坑中工作的奴隸的主要糧食。. . .  

資料來源：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Lost Crops of the Incas:
Little-Known Plants of the Andes with Promise for Worldwide Cultivati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3a 根據這份文件，印加人採取了哪一項行動來保存食物？   [1]

 b 根據這份文件，馬鈴薯農產品讓印加人維持對其帝國控制的一個理由為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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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文件 4

. . . 事實上，所有在這[中東]區域的國家都很快就會缺水。由於該區域人口預計在 2025 年 
前成長高達 15%—即約 3.5 億人—對水的需求量將為 1975 年時的兩倍。諸如埃及、敘
利亞、伊拉克、約旦與以色列等最乾燥的沙漠國家雖然能取得當地內陸的水資源—即俗
稱的化石水—但這些資源[含水層]正在迅速耗盡且最近不會補充。這些於地下含水層中
的水在上一次冰河時期時便滯留於此，在被耗盡之後，將需要數千年的時間才能完成補
充。. . . 

 由於當地的含水層已經不再重要，當地的三條水系必須供應該地區所有用水，即約
旦河、尼羅河與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毫不奇怪的是圍繞著這河流的地緣政治衝突已
經爆發了—其中某些甚至正在令人訝異地重新詮釋著中東的政治聯盟關係—並發起了針
對控制著水源國家的血腥戰爭。. . . 

資料來源：Jeffrey Rothfeder, Every Drop for Sale:
Our Desperate Battle Over Water in a World About to Run Out, 

Penguin Putnam, 2001

 4 根據傑佛瑞・羅費德 (Jeffrey Rothfeder) 的說法，中東國家用以應對缺水問題的一個行動為何？   [1]



Global Hist. & Geo. – Jan. ’18 Chinese Edition [20] 

Score

文件 5a

GFT Q3 16 #doc5a

約旦

以色列和平走廊
用水管道至死海
的計畫路線

約旦與以色列共同使用
亞拉巴含水層協議 (1994)約旦、以色列、埃及

與沙烏地阿拉伯
帶來的海灣污染

埃及抱怨
以色列使用

西奈與內蓋夫
含水層

0 20 40 英里

0 20 40 公里

亞喀巴

約旦河盆地的水文政治

艾拉特

資料來源: Les Rowntree, et al.,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 
Geography of a Changing World, Prentice Hall, 2011 (經改編)

圖例

城市
首都
國界
巴勒斯坦
邊境

加薩與
以色列的

共同含水層？

可能的水管通道？

以色列
加薩

並行
使用
死海
資源

安曼

死海

耶路撒冷

西岸地區

巴勒斯坦要求約旦河、
雅爾木克河與加利利海
的權利

約旦與以色列同意
共同使用約旦河

約旦向敘利亞要求
雅爾木克河

戈蘭高地以色列害怕
敘利亞的污染

加利
利海 敘利亞

敘利亞要求
以色列：
巴尼亞絲、
哈斯巴尼、
加利利海權利

特拉維夫

巴勒斯坦與
以色列共同

含水層

黎巴嫩

黎巴嫩指責以色列
使用利塔尼河

黎巴嫩要求使用
哈斯巴尼河

海法

約
旦
河

地中海
雅爾木克河

5a 根據此地圖上所示資訊，請指出一項處理缺水且影響了中東社會之間關係的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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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b

. . . 加薩由於沒有溪流或河流，在過往歷史上幾乎完全依靠沿岸含水層，多虧了降雨以及 
從東邊希伯倫山丘留下的水，含水層每年可以獲得 5 千萬到 6 千萬立方公尺的補充。 
但是加薩不斷增長的人口以及鄰近地區以色列農夫的需求，意味著這個被危害[岌岌可
危]的含水層每年被抽取了約 1.6 億立方公尺的水。隨著水位不斷下降，海水從鄰近的地
中海滲入。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顯示，這種鹽污染還因未處理的廢水而更加惡化，再加上 
9 萬立方公尺的原污水每天從加薩流入了淺淺的海水中。

 即便有了含水層，經常性的自來水對許多加薩人來說仍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居住在
領土另外一邊的居民則表示，在夏天月份裡，水可能會每隔幾天便從水龍頭中噴出，且
水壓之低使得住在較高樓層的人只看得到滴滴流水。. . . 

資料來源：Zander Swinburne, “The water is running out in Gaza,” The Independent, June 30, 2013

5b 根據桑德・斯溫伯恩 (Zander Swinburne) 的說法，加薩人口幾乎完全依賴沿海含水層供水，因此導致
了一項什麼問題？   [1]



Global Hist. & Geo. – Jan. ’18 Chinese Edition [22] 

文件 6a  文件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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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ydia M. Pulsipher et al.,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Global Patterns, Local Lives, W.H. Freeman and Company, 

2008 (經改編)

Global OP 118 doc #6a

主要水壩
圖例

底格里斯河

資料來源：John Daly, “Turkey’s Water Policies Worry Downstream
 Neighbors,” Turkey Analyst, September 10, 2014

6a 根據這份約翰・戴立 (John Daly) 摘錄的地圖指出土耳其水管理政策為周遭國家帶來的一項問題。   [1]

 b 根據約翰・戴立的說法，土耳其政府在其鄰國用水問題上的立場為何？   [1]

. . . 幼發拉底河是流經敘利亞領土的唯一主要河
流，也是敘利亞唯一可靠的自來水來源，既用
於灌溉計劃也用於維持塔布卡水庫的阿薩德湖
水庫的水位，以便讓大壩持續進行水力發電。

 而伊拉克是該河下游最遠的國家，則因土耳
其與敘利亞的水力政策而大受限制。據說由於幼
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的缺水，許多伊拉克村莊
因此遷居。伊拉克官員認為，土耳其雖然聲稱每
秒從其水壩向下游釋放 500 立方公尺的河水，但
實際數量卻僅接近每秒 200 立方公尺。

 伊拉克人與敘利亞人認為土耳其將堅稱自己
為該區域的水力[供水]超級大國。土耳其在接下
來的十年中計畫將建立另外 1700 座水壩，讓該
國的水壩設施幾乎達到兩倍之多。土耳其對其
鄰國抱怨的態度則囊括[總結]在其總統蘇萊曼・
狄米瑞 (Süleyman Demirel) 於 1992 年 7 月 25 
日對阿塔圖爾克水壩 (Atatürk Dam) 的談話中，
他表示：「敘利亞與伊拉克對求土耳其河流的
要求，皆不得超過安卡拉[土耳其首都]對他們石
油的要求。這是國家主權的問題。我們有權利
進行我們喜歡做的事。水資源是土耳其的，石
油資源是他們的。我們不表示自己分享他們的
石油資源，所以他們也不可以表示自己分享我
們的水資源。」. . . 

Score

Score



Global Hist. & Geo. – Jan. ’18 Chinese Edition [23] [接下頁]

Score

文件 7a

. . . 但日本面對的重大壓力不只是缺乏土地與人口過剩的問題。另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
是，日本境內沒有對於現代工業不可或缺的足夠礦產資源。日本幾乎完全仰賴外國進口
鐵礦。雖擁有少量的煤炭，卻沒有剩餘的可用在鋼工業中。但是最致命的障礙其實是缺
乏石油這一點，這項資源在運輸與製造工業中扮演著日益重要角色。如果您觀察歐洲與
美國外交的局面，必定會發現各國無不竭盡所能地在世界各地區試圖智取其他國家，以
獲得石油資源控制權。

 在這裡，日本正在努力透過成為一個工業與貿易國家來解決至少是部分的人口問
題，但卻仍由於缺乏三種基本材料—石油、鐵和煤，而受到了限制。如果日本踏出自己
窄小的界區[領土]小小一部，並嘗試從例如西伯利亞或中國取得獲得該些礦產資源的特
權，則來自西方國家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sword of Damocles) [即指持續存在的危機] 便很
快會以無論是官方或其他抗議的形式出現。. . . 

資料來源：K. K. Kawakami, “A Japanese Liberal’s View,” The Nation, November 9, 1921

7a 根據河上清 (K.K. Kawakami) 的說法，日本因缺乏石油、鐵礦與煤礦等工業資源而面臨的一項問題為
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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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b

Global OP 118 doc #7b

資料來源： John Kee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Viking Books (經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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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根據本地圖所顯示的資訊，日本試圖解決其工業資源短缺的一項方法為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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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西方對日本的經濟攻勢始於 1939 年美國結束與日本的條約起。到了 20 世紀 40 
年代中期，美國為回應日本的行動而對其採取經濟制裁。

. . . 若經濟攻擊持續下去，日本將很快耗盡原材料，特別是石油，且將無法維持與中國的
戰爭。日本急需做出抉擇：停止與中國的戰爭，或是向美國、英國與荷蘭擴張以取得石
油。前者需要[必須]從中國撤退，在如此晚的時期已經完全不可行。攻打其他國家只是
取得勝利的一個手段：即為了獲取戰勝中國的石油。企劃院總裁同時也是內閣成員的鈴
木貞一決定開戰，並表示「雖然有人指責說日本雖然資源匱乏卻仍在打仗」，但該決定
的理由卻正好相反：日本發動戰爭正是因為其缺乏資源。岡崎文勳的職位讓他得以了解
當時軍隊的態度。岡崎身為海軍省法務局第二部門的長官，當時負責資源調度。他在之
後寫道：「問題在於石油。我們的石油儲藏漸漸消耗，日本會像肺結核病人一般愈來愈
孱弱，一路喘息著直到病死在路上。這是個嚴峻且令人感到恥辱的結果。但是若我們可
以大膽地出擊並從南方獲得石油的話。. . . 」根據岡崎的說法，這種「[絕望的] 態度是
發動戰爭的基礎。」. . .  

資料來源：Saburo- Ienaga, The Pacific War, 1931–1945, Pantheon Books, 1978 (經改編)

 8 根據家永三郎 (Saburo-   Ienaga) 的說法，若日本持續與中國對戰，則其將面臨哪一項問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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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籠罩在貧窮[極度貧困]中。大城市化為了瓦礫。
有將近 10% 的人口在戰爭中死亡或受傷，且有 9 百萬人無家可歸。食物與資源幾乎
全部耗盡，鋼鐵產量只有一年之前的十分之一，而政府則針對食物進行嚴格地配給。幾
乎所有人都在黑市上購買甚至是日常用品，而一位僅吃配給允許食物的良知法官山口良
忠，最終死於飢餓。通貨膨脹也很快開始飆升，在敵對行動結束的第一年裡，價格上漲
了百分之 539！活下去看似問題重重，而復原則幾乎不可能。但是在一個世代後的 1969 
年，日本卻成為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完全值得西方媒體「超級國家」的美譽。這一切
幾乎像是明治時代重演：一個絕望的國家克服了所有厄運的預言、善用本國的精明 [能
力] 與西方的協助，成為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經濟巨人。. . . 

資料來源：James L. Huffman, Modern Japa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經改編)

9 根據詹姆士 L. 霍夫曼 (James L. Huffman) 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本帶來了哪一項負面影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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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
論文題

答題說明： 撰寫一篇條理分明的論文，包括引言、幾個段落、以及結論。在你的論文中，引述取自至少
四份文件中的證據。引用相關事實、例證及細節來支持你的答案。包括其他的外部資料。

歷史背景：

當人們的需要與欲求無法以可取得資源獲得滿足時，即發生缺乏現象。人、社
會與政府經常在資源缺乏時採取行動以獲得資源，諸如食物、清水、與工業資
源。這些行動對社會、國家與區域將造成各種影響。

任務： 運用文件資料和你的世界歷史和地理知識撰寫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

指出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個資源，並且對於每一個資源
• 描述為回應此資源缺乏而採取的行動

• 描述這些行動如何影響社會、國家與區域

指南：

在你的論文中，請務必
• 闡述任務的各個方面
• 綜合來自至少四份文件的資料
• 綜合相關的外部資料
• 引用相關事實、例證及細節來支持主題
• 須合乎邏輯、條理分明，包括一個不只是重複主題的引言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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