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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學家依靠第一手資料，是因為這些來源

(1) 比第二手資料更為詳細
(2) 提供目擊者對事件的說法
(3) 獲得宗教當局的批准
(4) 建立歷史書寫規則

2 • 研究政府體系
• 制定公共政策提案
• 分析選舉投票和結果

專門從事這些活動的人被稱為

(1) 經濟學家 (3) 社會學家
(2) 政治學家 (4) 人類學家

3 哪一組是受季風影響最嚴重的國家？

(1) 迦納和阿根廷
(2) 阿爾及利亞和土耳其
(3) 印度和中國
(4) 古巴和阿富汗

4 新石器革命被視為人類歷史一個轉折點主要是
因為

(1) 耕作導致定居的社區
(2) 人們開始使用獸皮製作服裝
(3) 最早開始使用銅來改善石材工具
(4) 洞穴壁畫記錄了游牧群體的活動

5 哪項行動與早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最密切相
關？

(1) 建設水上花園種植玉米
(2) 建立代議制民主
(3) 使用楔形文字開發書寫系統
(4) 建造印度教寺廟

6 哪兩個主要區域是直接由絲綢之路連接？

(1) 歐洲和南美洲
(2) 中美洲和非洲
(3) 亞洲和非洲
(4) 亞洲和歐洲

7 道教、神道和萬物有靈論的信仰體系強調

(1) 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以和平生存
(2) 接受一神教實現救贖
(3) 維護社會秩序的正確行為
(4) 服從種姓規則來實現解脫

8 • 查士丁尼規定實行新的法典。
• 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完成為君士坦丁堡增添美

感。
• 保留了希臘羅馬的傳統。

在這些陳述中描述了哪個帝國？

(1) 拜占庭 (3) 孔雀
(2) 波斯 (4) 奧圖曼

9 以下哪項是回教在 632 年至 750 年間擴張的一
個影響？

(1) 哈裡發禁止武裝征服。
(2) 文化和貿易往來在一個相當大的區域中形

成。
(3) 大多數西歐人口改變了宗教信仰。
(4) 一個單一的中央集權政權統治了從地中海

到印度河的區域。

10 十字軍東征的結局是什麼？

(1) 塞爾柱突厥人征服了西班牙。
(2) 耶路撒冷仍然在回教徒的控制之下。
(3) 查理曼大帝建立了法蘭克帝國。
(4) 教皇成為東正教教會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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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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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哪項關於 14 世紀黑死病的陳述最準確？

(1) 衛生系統的改善消除了黑死病的威脅。
(2) 醫學的進步阻止了黑死病的傳播。
(3) 歐洲與亞洲之間的貿易正好在黑死病流行

前停止。
(4) 黑死病造成的死亡人數導致勞動力短缺。

13 文藝復興開始於義大利城邦國家的主要原因是
什麼？

(1) 萊茵河為義大利的工業提供了電力。
(2) 阿爾卑斯山將這些城邦國家與歐洲其他地

區隔離開來。
(3) 這些城邦國家的地中海沿岸位置促進了貿

易發展。
(4) 義大利的有利氣候導致其對農產品的依

賴。

根據下面的對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4 題。

…「那麼我必須對秋山大人保持忠誠，無論他
做什麼 — 即使他對武田大人不忠？」我問道。

「當然！」堪助毫不遲疑地回答道。「你的
大人就像你的父親，你必須追隨他的腳步，即
使走向死亡，通向西天。」…

— Erik Christian Haugaard, The Samurai’s Tale, 
Houghton Mifflin

14 這段《武士物語》的摘錄表達了哪種傳統信
仰？

(1) 輪迴 (3) 聖地朝覲
(2) 武士道 (4) 涅槃

根據下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1 題。

蒙古人統治俄羅斯、波斯和中國

11 根據此表中的資訊，哪項陳述最能夠總結蒙古人統治俄羅斯、波斯和中國的影響？

(1) 整個蒙古帝國內允許地方官員統治。
(2) 蒙古人要求被征服的民族改信回教。
(3) 蒙古人使用不同的手段統治他們征服的不同民族。
(4) 在所有被征服地區採行文官考試來選拔政府官員。

俄羅斯

• 蒙古人允許俄國親王統治並要求他們進貢。

• 蒙古人容忍當地的宗教習俗。

波斯

• 蒙古人讓波斯人擔任等級較低的政府官員、地方首長和國家官員。

• 在波斯的大多數蒙古人改信回教。

中國

• 蒙古人帶來了國外的管理者來運作政府。

• 蒙古人終止了儒士的特權，並破壞了儒家的科舉制度。



16 迦納、馬利和桑海帝國都能達到鼎盛時期，一
部分是因為他們

(1) 依賴尼日三角洲的蔗糖種植園
(2) 控制了跨撒哈拉貿易商路
(3) 發現了幾內亞灣的石油儲備
(4) 能夠利用大西洋沿岸的天然港

17 到了 16 世紀末，奧圖曼帝國統治的區域包括從

(1) 亞洲西南部到東歐以至北非
(2) 阿拉伯半島橫跨非洲北部以至西班牙南部
(3) 蒙古一路延伸至中亞的帝國
(4) 印度次大陸以及麻六甲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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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插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5 題。

資料來源：Ancient Middle Americ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t Duluth

15 為了達到所示的發展程度，阿茲特克人必須先

(1) 發明帶輪子的車輛來運輸建築材料
(2) 使用圈養動物來幫助農耕
(3) 建立有組織的政府和專業化的勞動力
(4) 採用歐洲文化傳播而來的先進工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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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文件摘錄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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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1789

《婦女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Female Citizen)

— Olympe de Gouges, 1791

1. 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且具平等權
利的。除了因為公共利益所可能產生的
社會差別外，其他一概不能成立。

2. 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人的自
然的和不可動搖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
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
迫。…

1. 女性生來自由且始終擁有與男性相等的
權利。社會身份差異只能建立在共同的
服務上。

2. 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無論
男女的自然的和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包
括享有自由、所有權、安全和，最重要
的，反抗壓迫的權利。…

18 根據這些摘錄，奧蘭普・德古熱 (Olympe de Gouges) 最可能支持哪種行動？

(1) 處決國王 (3) 制定更激進的軍事策略
(2) 限制受教育的機會 (4) 擴大平等的定義

19 哪項變革與俄羅斯彼得大帝最密切相關？

(1) 建立莫斯科作為首都
(2) 將俄羅斯的邊界延伸到北高加索和烏克蘭
(3) 國家的西方化和現代化
(4) 解放私人莊園農奴

20 哥倫布大交換的一個經濟結果是什麼？

(1) 在歐洲建立封建土地制度
(2) 發展歐洲主導的全球貿易網路
(3) 在美洲引進刀耕火種耕作技術
(4) 創建漢薩同盟

21 哪個名詞作為土地授予和稅收政策，被西班牙
人用來在拉丁美洲殖民地為土地提供勞動力？

(1) 監護制 (3) 中間通道
(2) 重商主義 (4) 資本主義

22 哪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了下面的部分大綱？

(1) 維也納會議
(2) 瓜分非洲
(3) 專制主義時代
(4) 德國統一

23 蘇黎世和巴拿馬運河的主要目的是

(1) 控制前往殖民地的移民
(2) 限制奴隸貿易
(3) 擴大灌溉系統
(4) 縮短貿易路線的距離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鐵血”
B. 普奧戰爭

C. 普法戰爭

D. 威廉一世



根據下面的圖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4 題。

資料來源：Punch, September 25, 1852 (經改編)

24 這幅 1852 年的繪畫最可能用來說明哪方面的進步

(1) 濟貧院規定 (3) 工廠條件
(2) 衛生法規 (4) 選舉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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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5 題和
第 26 題。

…經濟改革包括以日圓、銀行、商業和稅收
法、證券交易以及通訊網路為基礎的一種統一
的現代貨幣。一個可以促進先進的資本主義經
濟的現代制度框架的建立需要時間，不過在
19 世紀 90 年代完成了。此時，主要由於預算
原因，政府放棄了許多對現代化過程的直接控
制。許多獲得一次性支付大筆養老金的前大名
從 他 們 投 資 的 新 興 產 業 中 獲 得 巨 大 的 收
益。那些在明治維新之前非正式地參與對外貿
易的人也富裕起來。延續傳統方式、服務幕府
的老企業在新商業環境中紛紛倒閉。…

— Japan: A Country Study, Library of Congress 

25 根據這段話，這個國家試圖做什麼？

(1) 對大名提供福利
(2) 為傳統企業開發安全網
(3) 成為一個工業化民族國家
(4) 放棄對外國貿易的控制

26 哪一組因素直接促進了這段話所描述的現代化
過程？

(1) 孤立主義政策、稅收政策、一次性支付
(2) 資本投資、政府干預、經濟改革
(3) 對外貿易、政府直接控制、服務幕府的老

企業
(4) 通訊網路、慣例做法、廢除養老金

27 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20 世紀 10 年代）和
烏克蘭強迫饑荒（20 世紀30 年代）是什麼的
例子

(1) 國際恐怖主義
(2) 宗教衝突
(3) 游擊戰
(4) 侵犯人權

28 檢查制度、一黨獨裁和以國家的宗教理念取代
個人的宗教理念都是什麼的特點

(1) 民主政府
(2) 有限君主制
(3) 極權政府
(4) 議會制

29 史達林 (Joseph Stalin) 的五年計劃的主要目
的是

(1) 增加農業和工業產出
(2) 限制上層階級的財富
(3) 增加消費品的生產
(4) 限制少數民族移民

30 20 世紀 30 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主要是
由什麼驅動

(1) 報復它的城市被轟炸
(2) 對自然資源的需要
(3) 保留其傳統價值觀的願望
(4) 決定要傳播禪宗

31 • 大躍進
• 文化大革命
• 四個現代化

所有這些政策都與什麼有關聯

(1) 印度 (3) 智利
(2) 義大利 (4) 中國

32 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在哪個區域的成員國
最多？

(1) 拉丁美洲 (3) 中東
(2) 歐洲 (4) 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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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3 題。

資料來源：John Trever, Albuquerque Journal, 1998 (經改編)

33 這幅 1998 年的漫畫表達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1) 美國成功地主導了俄羅斯的經濟變革。
(2) 俄羅斯在從共產主義轉變為資本主義時遇

到困難。
(3) 大多數俄羅斯人支持回到共產主義。
(4) 俄羅斯政府沒能夠維持社會秩序。

34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的創作是回應

(1)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暴行
(2) 在盧旺達胡圖人的住所被燒毀
(3) 瓜地馬拉的拉美農民對改善待遇的要求
(4) 紅色高棉政權下城市人口的強制移居

35 20 世紀名詞綠色革命是指在哪方面的重大進步

(1) 電子通訊
(2) 食品生產
(3) 人口零成長
(4) 生物戰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6 題。

…他 們 一 起 成 群 結 隊 [排 隊 ]投 票—白 人 、
黑人、有色人種、印第安人—他們發現其實彼
此都是同胞[國人]。南非白人發現他們肩上沉
重的愧疚感沒有了。他們意識到我們之前所說
的—那就是自由是不可分割的，黑人的解放必
然[無可避免地]意味著白人的解放。我們看到
了奇跡就在我們的眼前展開—這就是夢想成
真。這是所有南非人的勝利。這是民主和自由
的勝利。…

— Bishop Desmond Tutu, The Rainbow People of God: 
The Making of a Peaceful Revolution

36 這段話描述的事件標誌著哪項政策的結束？

(1) 種族隔離 (3) 殖民主義
(2) 緩和 (4) 姑息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7 題。

約翰尼斯堡訊—非洲經常被形容為是充滿戰
爭、疾病和貧窮的地方，並將行乞的手伸向全
世界。但是一篇新報導卻將這片大陸描繪得較
為積極樂觀，這裡的國家經濟正在發展，不斷
擴大的消費者群體為外來投資者帶來了開發中
國家中最高的投資回報率。…
— “Report Offers Optimistic View of Africa’s Economies,” 

New York Times, June 24, 2010

37 哪項額外證據最能支持這段話的論點？

(1) 大多數非洲國家的貧困率上升
(2) 非洲兒童的死亡率上升
(3) 一些非洲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上升
(4) 整個非洲通貨膨脹率持續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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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地圖和圖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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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ohn T. Rour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McGraw–Hill, 2003 (經改編)

38 根據這幅地圖和圖表所提供的資訊，哪項陳述是準確的？

(1) 女性只在西方民主政體中取得國家領導人地位。
(2) 自從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女性的政治權力不斷下降。
(3) 女性國家領導人在非洲國家很普遍。
(4) 世界上幾乎每個區域都有女性國家領導人。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9 題。

資料來源：Jimmy Margulies, The Record, Hackensack, N.J., January 14, 2010
(經改編)

39 這幅漫畫表達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1) 地震之後，海地政府對人民的需要反應迅速。
(2) 海地人民在 2010 年地震之前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
(3) 2010 年的地震為海地人民帶來了經濟援助。
(4) 儘管地震造成巨大的財物損失，但是只有少數海地人民受傷或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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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柬埔寨最高法院開始審理選舉訴訟」「在肯亞有爭議的選舉中現任者宣稱獲勝」「對穆加比總統 (Robert Mugabe) 操縱選票的指控玷污辛巴威選舉」
這些頭條新聞說明某些國家存在著針對什麼的
持續鬥爭

(1) 創造公平的民主進程
(2) 保護新聞自由
(3) 建立公正的法院
(4) 保障集會自由

41 在《未來學家》(The Futurist) 雜誌上標題為
「少數民族的語言能被保留下來嗎？」的文章
最能說明什麼矛盾衝突

(1) 生產率與收入
(2) 自由與獨裁
(3) 宗教與世俗主義
(4) 全球化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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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巴比倫、哈拉帕和基輔成為文明重鎮的主要原
因是什麼？

(1) 河谷貿易使他們成為重要經濟地區。
(2) 他們對附近海峽的控制使他們強大。
(3) 臨近海洋使他們成為朝聖之地。
(4) 靠近山口的地理位置使他們成為通往其他

地區的關卡。

43 • 伽利略 (Galileo) 使用望遠鏡，挑戰了當時的
教導。

• 牛頓爵士 (Isaac Newton) 發現了萬有引力定
律。

• 哥白尼 (Copernicus) 認定太陽是宇宙的中
心。

哪個時期與這些事件最直接相關？

(1) 中世紀早期
(2) 科學革命
(3) 新教改革
(4) 工業革命

44 這些技術革新中的哪一項最先被開發？

(1) 蒸汽機 (3) 木犁
(2) 火藥 (4) 輕帆船

45 • 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 (James II) 逃亡法國。
• 威廉 (William) 和瑪麗 (Mary) 登上英國王位。
• 英國《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 成立。

在英國歷史上哪個事件與這些行動最直接相
關？

(1) 聖公會成立
(2) 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3) 光榮革命
(4) 清教徒革命

根據下面說話者的陳述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
答第 46 題。

說話者 A： 商品交易會和行業工會在我生活的時
代出現。我在城鎮間穿梭，與工匠做
生意，尋找沿著既定的商貿路線從東
方運來的新貨物。

說話者 B： 國界和對國家的忠誠在我生活的時代越
來越不重要。許多國家取消了關稅，
一個新的國際貿易組織就此誕生。

說話者 C：我的家族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獨立生
產。我們種植的糧食足夠餵飽我們自
己，而且透過我們的勞動幾乎可以滿
足所有的需求。

46 這些說話者主要關注的焦點是什麼？

(1) 公民權 (3) 人權
(2) 城市化 (4) 經濟

47 比 較 法 國 大 革 命 （ 1789 年 ） 和 俄 國 革 命
（1917 年），以下哪項說法正確

(1) 政治和經濟的不平等往往引發變革的呼聲
(2) 民主政府通常從革命中誕生
(3) 單一的不滿是革命的導火線
(4) 私有化最終導致階級鬥爭

48 印度士兵叛變 (Sepoy Rebellion) 和南非祖魯抵
抗 (Zulu Resistance) 的目標是

(1) 分裂他們的國家
(2) 建立政教合一的政府
(3) 反對民族主義運動
(4) 結束外國控制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9 題和第 50 題。

橋上的缺口

資料來源：Leonard Raven-Hill, Punch (經改編)

49 這名漫畫家是在評論哪一場衝突後的國際政治局勢？

(1) 拿破崙戰爭 (3) 第二次世界大戰
(2) 第一次世界大戰 (4) 冷戰

50 這名漫畫家認為國際聯盟會失敗是因為

(1) 聯盟的基礎被法國和英國把持著
(2) 美國過於依賴英國和義大利的支持
(3) 美國沒有成為成員國
(4) 英國和義大利不想得到比利時和法國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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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第 II 部分的問題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a) 說明指「使其平實易懂；提供原因或來由；顯示邏輯發展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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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和自然地理

任務：

你可以使用在學習世界歷史和地理時所學到的任何自然地理特徵。你不妨考慮的一
些自然地理特徵包括大西洋（輕帆船）、安地斯山脈（道路）、撒哈拉沙漠（駱駝篷
車隊）、亞馬遜雨林（火/切割設備）、俄羅斯苔原（專業鑽孔設備）、印度洋季風（三
角帆）、中國東流的河流（大運河）以及尼羅河氾濫（水壩）。

你不必侷限於以上建議。

在答題時，不要寫對美國造成挑戰的
自然地理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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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地理特徵有時候會對社會造成挑戰。社會使用各種科技創新來克服這些
挑戰於是造成改變。

選擇兩個對社會造成挑戰的自然地理特徵並且對於每一個特徵

• 解釋為什麼這個自然地理特徵會對社會造成挑戰

• 論述為了克服這個地理特徵造成的挑戰而使用科技創新所帶來的改變

論文題的答案應填寫在分開的論文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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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刻意留白。

翻到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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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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巴勒斯坦和英屬印度因為不同的原因而分裂。每
次分裂都影響了這個地區的人民、地區本身和其他國家。

任務：運用文件資料和你的世界歷史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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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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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所提到的兩個地區，並且對於每一個地區

• 描述導致分裂的歷史情況

• 論述這個地區的分裂如何影響了這個地區的人民、地區本身和/或其他國家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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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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資料來源：Patrick K. O’Brien, general editor, Oxford Atlas of World History,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ondon (經改編)

* 儘管斯洛伐克托管地與德國是同盟，但它還是保持獨立。

1 根據這幅地圖，指出德國在 1938 年至 1939 年間併吞的一塊領地。 [1]

1938 3 – 1939 3
1939 12 31

1933
1935
1936

1939 3 23
1938-39

1939 3 23

1938

1933–1939

1939 10 12

1939 3 16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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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2 根據這些地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德國的兩個影響。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48-1989

 ,
Geography Skills Worksheets, D.C. Heath ( )

 Richard Natkiel,
,

Facts on File ( )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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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a

資料來源：“Building the Berlin Wall,” BBC World Service

文件 3b

「看看有多少人留在我們這邊。」

資料來源：Don Wright, The Miami News, 1961

3 根據這些文件，說明柏林牆的建立對柏林市民的一個影響。 [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柏林是鐵幕背後的一個孤島，西方勢力一個被包圍的前哨。

東柏林市民開始大批搬到西柏林。事實上，在建立柏林牆之前，每週大約有 2,000 人
從東柏林搬到西柏林。…

阻隔東西柏林的屏障的建立發生在寂靜的夜晚，被完全保密。…
1961 年 8 月 13 日凌晨，一道屏障豎起，基本上[在東德]監禁了一個 1700 萬人的

地區。…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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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資料來源：Balfour Declaration, 1917

4a 根據《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國政府在 1917 年承諾給猶太人什麼支持？ [1]

b 根據《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國政府給了巴勒斯坦的非猶太人社區什麼保證？ [1]

1917 年 11 月 2 日

親愛的羅斯柴爾德勳爵：

我很高興代表國王陛下政府[英國]向您轉達，已上交並獲得內閣批准的同情猶太復國
主義願望的下述聲明。

「英國政府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民的民族之家，並將會盡最大努力幫助
實現這個目標，同時明確聲明不得透過任何方式損害[傷害]在巴勒斯坦的現有非猶太人
社區的公民和宗教權利，以及猶太人在其他任何國家所享有的權利和政治地位。」

感謝您將此聲明轉達給猶太復國主義聯盟。

謹啟

亞瑟・詹姆斯・貝爾福

Score

Score



文件5a

資料來源：BBC News

…這塊領地充斥著本地阿拉伯人和猶太移
民（現在佔有該地區大約 1/3 [的]人口和
擁有約 6% 的土地）之間的長期動盪。局
勢隨著數十萬在歐洲的猶太人逃離納粹迫
害而變得更加嚴峻。大約有六百萬猶太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於大屠殺。

聯合國成立專門委員會，提議將這塊
領地分隔成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兩個單
獨的國家。被稱作阿拉伯高級委員會的
巴勒斯坦代表們拒絕了此提案；猶太人
的對應機構則接受此項提案。

劃分計劃將 [英屬 ]巴勒斯坦托管地
56.47% 的領土劃給猶太人的國家，將
43.53% 給阿拉伯國家，而耶路撒冷則是
國際飛地。在 1947 年 11 月 29 日，聯國
大會中有 33 個國家投票支持劃分計劃，
有 13 票反對，10 票棄權。這項巴勒斯
坦人拒絕接受的計劃從未實施。…

文件 5b

1947

 Peter N. Stearns, et al.,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

Pearson Longman, 2006 ( )

5a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新聞台，建議巴勒斯坦分治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b 根據這幅地圖顯示的邊界，聯合國劃分計劃可能造成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1]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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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的事件
1948–1950

資料來源：Based on The Avalon Project at Yale Law and The Jewish Virtual Library

6 根據這個表格，說明 1947 年聯合國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劃分計劃失敗的一個結果。 [1]

1948 • 以色列宣佈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 戰爭爆發

• 聯合國促成和平的努力失敗

• 聯合國第 194 號決議包括一項條款，允許那些
希望回到祖國和平生活的難民在可行的最早日期
返回，而不願返回的難民將得到財產補償。[雖
然這項決議已經過多次表決，但卻一直沒有得到
落實。]

1949 • 以色列和埃及、黎巴嫩、約旦、敘利亞簽訂停戰
協議

• 約旦河西岸處於約旦統治之下

• 加薩走廊被埃及佔領

1950 • 約旦河西岸包括東耶路撒冷被約旦王國併吞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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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

回教聯盟

資料來源：Indian Independ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Pakistan, Choices Program,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7 根據這段摘錄，某些回教徒不信任國大黨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並非所有印度人都同意國大黨的方式或目標。很多回教徒對他們所認為的國大黨的
宗教本質感到不安。甘地 (Gandhi) 的策略在很多回教徒眼裡是基於印度教的—例如：他
的禁食和非暴力抗議。不僅只是親印度教，國大黨也被視為是反回教的。

教派意識的升級導致即使是溫和的回教領袖開始擔憂和國大黨的合作。有些人擔心
英國式的代議制民主在印度行不通。他們認為印度教多數會壓倒回教少數。有些人也感
到回教徒在正規教育上已經落後印度教徒，教育現在是以英文而不是波斯語為基礎了。
回教徒在商貿、工業和地方政府的參與程度也遠不及印度教徒。…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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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

8 根據這幅地圖，說明印巴分治的一個影響。 [1]

0.7

1.0

0.3

800
500

0.7

5.9

4.1

1.2

3.3

 Christine Hatt, Judge for Yourself: Mahatma Gandhi, World Almanac Library ( )

1947
1947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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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a

300 

70° 75° 80°

30°

35°

 Philippe Rekacewicz, Le Monde diplomatique, English edition, January 2000 ( )

1947 8 15

1965 1999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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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b

這是喀什米爾一家酒店經理穆罕默德・薩迪克 (Mohammad Sadiq) 的採訪摘錄。這家酒店位於喀什米
爾印度治理地區的卡吉爾。

資料來源：“Voices from Kashmir,” 2003 BBC News

9 根據這些文件，印度和巴基斯坦邊境緊張局勢的兩個結果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已經經營卡吉爾鎮的錫亞琴(Siachen)酒店 17 年了。這家酒店在 1986 年開幕[開張]。

由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邊境緊張局勢，今年[2002 年]的生意是最糟糕的。幾乎沒有什麼
外國遊客，很多人從國外打電話過來取消他們的預訂。

這是喜馬拉雅山徒步登山者的一個主要中轉站。但是今年遊客都不來了，因此我們被迫
倒閉。

自1999 年印巴之間的卡吉爾衝突後，情況稍有好轉。去年遊客數量有所上升。但是今年
卻不行。

我們迫切地需要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儘快結束這些過多的
暴力衝突。

因為我們首當其衝，形勢對我們尤其不利。

我們是巴基斯坦密集炮轟的攻擊目標，它徹底破壞了我們的生活。

每一次兩國間的緊張局勢升高，我們就會遭到猛烈的轟炸。

我們不得不離開和丟下我們的家園、財產和生活。戰爭打亂了我們的生活，使我們深受
其害。…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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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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回答中，至少�四份文件

中引述證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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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巴勒斯坦和英屬印度因為不同的原因而分裂。每
次分裂都影響了這個地區的人民、地區本身和其他國家。

任務：運用文件資料和你的世界歷史知識撰寫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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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所提到的兩個地區，並且對於每一個地區

• 描述導致分裂的歷史情況

• 論述這個地區的分裂如何影響了這裡的人民、地區本身和/或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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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再生紙印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