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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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 題和第 
2 題。

 ...而關於我對戰爭事件的真實報導，我已經確
立的一個原則是不要寫自己第一個聽到的故事，
甚至不要受自身一般印象的引導；我要麼是親
身經歷過自己所描述的事件，要麼是聽取目擊
者的講述，但盡可能徹底核查他們所說的內容。
並不是這麼做就容易發現真相：不同的目擊者
對於同一事件的敘述不盡相同，當他們藉著不
完整的記憶敘述時，往往會偏袒[偏好]事件的一
方或者另一方。而且很可能我寫的歷史因為缺
乏浪漫元素而不太容易讀。然而，對我來說，
只要那些想要清楚地瞭解過去發生的事件和未
來某個時間會以大致相同的方式重複發生的事
件（人性使然）的人認為我的話有用，那就夠
了。我的作品不是為了滿足一個當時直接受眾
的品味，而是為了長久流傳。...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 在這段話中，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強調他使
用的是哪一種來源？

 有條理的  一手的
 外國的  二手的

 2 根據修昔底德 (Thucydides) 的說法，什麼使他
作為歷史學家的工作更困難？

 他的記憶力減退
 目擊觀察者的偏見
 缺乏浪漫元素
 他渴望取悅直接受眾

 3 高人口密度的模式往往與什麼相關

 海拔在 10,000 英尺以上
 熱帶植被茂密的地區
 每年的降雨量少於 10 英寸的地區
 水路和運輸系統暢通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 題。

 ...定居的另一個結果是能夠儲存多餘的食物，
因為如果沒有留在附近來保護儲存的食物，則
儲存是毫無意義的。雖然一些遊牧採獵者偶爾
可以在幾天內獵獲超出食用所需的食物，但這
樣的幸運對他們而言毫無用處，因為他們不能
保護這些食物。但儲存的食物對於供養無法捕
獲食物的專業人員來說是至關緊要的，當然對
於支持他們的整個城鎮也很重要。因此，遊牧
採獵者群體幾乎很少或者根本沒有這樣的全職
專業人員，這種人反而先出現在定居的[穩定
的]社會中。...

—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4 歷史上的哪一項重大變化與這段話中提供的資
訊最密切相關？

 新石器革命創新的採用 
 執政政府喪失天意
 石器的發展
 防火的能力

 5 哪一個地理因素影響了古希臘獨立城邦的發
展？

 季風循環
 熱帶位置
 平坦的海岸線
 多山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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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6 題。

資料來源：Buddhist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online (經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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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這張地圖上的資訊，哪一個位置代表佛教從擴張起點開始傳播到的最東邊地
區？

 高麗  雲岡
 日本  長安

 7 哪一條貿易路線將拜占庭帝國和基輔俄羅斯與
中國相連？

 絲路  太平洋
 波羅的海  黃海

 8 哪一種特質是農奴制的特徵？

 有限的經濟選擇 
 向上的社會流動
 廣泛的政治影響
 作為戰士服役

 9 十字軍東征被認為是歷史轉捩點的原因是他們 

 創造了一個永久的猶太國家
 導致歐洲與亞洲的貿易衰落
 促成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過渡
 導致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的統一

10 在日本德川封建期間，一些如俳句、插花和岩
石園藝等文化表現形式反映出什麼的影響力日
益增加

 禪宗佛教  道教
 印度教  基督教

11 哪一塊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受蒙古的影響和統
治？

 非洲  亞洲
 歐洲  南美洲

12 13 世紀威尼斯、南京、卡利卡特等城市是哪方
面的重鎮

 開採金礦  民主
 宗教朝聖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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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結束鄭和航程的決定被認為是中國明朝歷史上
的一個轉捩點，因為這個行動

 標誌著中國轉變為更傳統的向內聚焦策略
 促進了中國對非洲和南亞的殖民化
 迫使皇帝退位
 導致王朝拒絕儒家思想

14 哪一種技術最早由中國人發展，並幫助奧圖曼
帝國擴張到西亞、歐洲和北非地區？

 火藥  手推車
 木版印刷  磁羅盤

15 哪一個地理特徵對印加帝國前哥倫布時期的發
展影響最大？

 尤卡坦半島  大西洋
 加勒比海  安地斯山脈

16 歐洲在拉丁美洲的重商主義政策的主要結果是
什麼？

 土著人民的地位提高
 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被歐洲人剝削
 歐洲君主的權力減少
 將利潤再投資以惠及當地殖民經濟

17 18 世紀初，彼得大帝征服瑞典沿海地區的原因
是他想要

 獲得一個通往西歐的港口
 消除歐洲大陸的封建制度
 傳播俄羅斯東正教的教義
 增加俄羅斯對西伯利亞的控制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8 題。

 勤奮的讀者，在這部剛完成創作和出版的著作
中，你能看到恒星和行星的運動，因為這些運
動已經根據古代和近期的觀察再造[重塑]，而
且還以新奇而非凡的假說加以潤色。你也可以
使用最方便的表格來隨時輕鬆計算出這些運
動。所以來購買、閱讀並享受[這部著作]吧。

 不要讓任何未經幾何訓練的人進來這裡。
— Nicholas Copernicus of Toruń, 

Six Books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18 在這段話中，哥白尼 (Copernicus) 表示他是如
何完成這部著作的

 排除古社會的教義
 結合新舊觀察
 質疑科學方法的原理
 否認幾何的重要性

19 以下哪一個問題在對羅伯斯比爾 (Robespierre) 在
法國的恐怖統治與李奧波德國王 (King Leopold) 
在剛果統治的研究中被提出？

 城市化
 環境惡化
 人權
 殖民抵抗

20 在拉丁美洲 19 世紀，天主教會和軍隊普遍支
持誰的利益

 富有的地主
 無地的農民
 民主改革者
 土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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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說話者的陳述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
答第 21 題和第 22 題。

說話者 A： 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尊重我的信仰。我
不能遵循佛法並依然做他們的士兵。
我要回到我在泰爾米村的家人身邊。
我們全都要搬到錫蘭的茶園去工作。

說話者 B： 那些造反的同胞無法接受我的新宗教，
因此他們憎惡我和我的「洋鬼子」朋
友。傳教士們明天要離開北京前往 
英國。我必須在教會被包圍之前加入
他們。

說話者 C： 沙皇的士兵們今天又來了，他們掠奪
我們的村莊，驅趕我們的牲畜，而且
踐踏阻擋他們道路的任何人。他們甚
至燒毀了我們的禮拜場所。我們的生
活方式一去不復返。是時候移居到巴
勒斯坦了。

說話者 D： 奧圖曼土耳其人不會給予我們自由。
俄羅斯在戰後沒收了我們的土地。我
們為我們的土地、教會和生活方式而
戰鬥。我已經預訂了前往美國的票，
我的家人將在那裡迎接新世紀。

21 說話者討論的主題是哪一個問題？

 內戰
 城市貧困
 宗教迫害
 資源稀缺

22 哪一個說話者最有可能是在回應義和團運動？

 A  C
 B   D

23 「海牙和平會議未能裁減軍備」  —1907 年
 「德國炮艦威脅法國對摩洛哥的佔有」 

  —1911 年
 「德國和英國海軍的發展加劇緊張氣氛」 

  —1912 年

 用這些標題作為證據最能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哪一個起因？

 軍國主義  恐怖主義
 聯盟  最後通牒

24 20 世紀 30 年代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與什麼
直接相關

 未能懲罰那些該為「反人類罪」負責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貿易增加
 拉丁美洲獨裁政府的發展
 全球蕭條造成的動盪

根據下面的法律摘錄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
第 25 題。

 第 1 條

 猶太工業企業的所有者（1938 年 6 月 14 日 
《帝國公民法》(Reich Citizenship Law) 第三條
規定，RGBI I 627）可以被命令在一定時間內
出售或清算企業資產。命令中可以規定[指定]
某些條件。...

 第 7 條

 1.  猶太人不能合法獲得房地產和抵押貸款。...

25 這些法律表明政府的什麼政策

 審查制度  歧視
 治外法權  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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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6 
題。

「他們表示不會再等待」

大規模攻擊

冬天

飢餓

資料來源：Vaughn Shoemaker, 1939 A.D.,
Chicago Daily News (經改編)

26 這幅漫畫表達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自然力可能會擾亂人的計劃。
 季節差異可以被安全地忽略。
 溫水港口是生存必需的。
 錯誤的地圖可能會產生不利後果。

27 哪一個因素對 20 世紀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日本
的擴張影響最大？

 與俄羅斯爭奪領土
 日本本國島嶼的工業資源有限
 報復對東京的轟炸
 希望收回歷史上屬於日本的領土

28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蘇聯控制的匈牙利等國家
最常被稱為 

 地區  託管地
 衛星國  卡特爾

29 巴拿馬運河和蘇黎世運河成為策略性水域的原
因是他們被用作

 水力發電來源
 屏蔽帝國主義的障礙
 前往其他地方的通道
 用於灌溉的水庫

30 史達林 (Joseph Stalin) 五年計劃與毛澤東 (Mao 
Zedong) 大躍進的比較顯示出兩位領導人

 鼓勵個人權利和自由
 實行資本主義的某些方面
 支持富裕的企業家參與經濟
 把重點放在增加工農業產值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1 題。

 ...雖然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綠色革
命大幅推動了生產，使得印度在糧食方面自給
自足，但環境和社會成本也很驚人。在綠色革
命最成功的旁遮普邦，大規模灌溉計劃導致水
源過剩，加上合成肥料產生的高濃度硝酸鹽流
出，導致土壤貧瘠，水資源遭到污染。糧食生
產現在正在下降。印度的農藥使用率也很高，
導致食品鏈中存在高濃度的農藥殘留。...

— Mira Kamdar, “India’s Agrarian Crisis:  
An Urgent Opportunity,” December 8, 2006

31 這段話表明，綠色革命的成就被什麼影響減 
弱了

 環境破壞
 運輸投資
 人口成長
 離岸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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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2 題。

資料來源：Henry Payne, Catskill Daily Mail, May 31, 1994 (經改編)

橋

民主

南非

曼德拉

德克勒克

32 南非哪一項政策由於這幅漫畫中的行動而被淘汰？

 不結盟政策  多元文化主義
 種族隔離  軍國主義

33 關於 20 世紀拉丁美洲的哪一項陳述是意見而
非事實？

 卡斯楚 (Fidel Castro) 領導的革命在古巴建
立了共產主義政府。

 美國幫助尼加拉瓜反抗軍對抗桑地諾解放
陣線。

 軍事獨裁統治提高了拉丁美洲國家的穩 
定性。

 數以千計的阿根廷政治異議人士在 20 世紀 
70 年代消失了。

34 奈及利亞的經濟依靠石油業創造就業機會。當
世界石油價格下跌時，他們的經濟就崩潰了。
造成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

 全球相互依存
 自給自足
 人口過剩
 政治上的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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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5 題。

廣島市 
60 週年

展覽

看起來
很恐怖

基地
組織

看起來
很可怕

看起來令
人恐懼

我不知道…
在我看起來很好…北韓

資料來源：KAL, Baltimore Sun

伊朗

35 這幅漫畫表達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核擴散持續威脅世界。
 不同的人對藝術價值觀有不同的看法。
 大多數國家已經忘了廣島的影響。
  國際原子能機構成員支持一項策略性 防禦計劃。

36 明治皇帝 (Emperor Meiji)、凱末爾 (Kemal 
Atatürk) 和巴勒維 (Shah Reza Pahlavi) 的一個
相似之處是他們都支持什麼政策

 綏靖  普選
 緩和  西方化

37 哪一種經濟體系的特點是供給和需求、投資資
本以及競爭？

 以物易物  莊園制度
 計劃經濟  自由企業

38 西班牙語是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主要語言，法語
是西非的主要語言。什麼原因導致這些地區使
用這些語言？

 區域專門化
 殖民統治
 現代化
 種族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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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9 題。

婦女在議會中所佔席位的百分比（單院議會或僅下議院），*1990–2005 年
開發中地區 1990 1997 2005

北非 2.6 1.8 8.5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7.2 9.0 14.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11.9 12.4 19.0

東亞 20.2 19.3 19.4

南亞 5.7 5.9 8.3

東南亞 10.4 10.8 15.5

西亞 4.6 3.0 5.0

大洋洲 1.2 1.6 3.0

*資料是取自每年 1 月 1 日的數據。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Statistic Division, “World and Regional Trends,” Millennium Indicators Database,  
(accessed June 2005) based on data provided by the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39 哪一項措施最有可能加快圖表所示趨勢的速度？

 提高出生率  改善女性的教育
 擴大農業產量  降低婦女結婚的年齡

40 • 一支商隊穿過沙漠。
 • 開羅黃金的價值下跌。
 • 君主在麥加祭拜。

 非洲歷史上哪一個事件與這些陳述最密切相
關？

 亞歷山大 (Alexander) 征服埃及
 茫薩姆薩 (Mansa Musa) 的聖地朝覲
 歐洲建立大西洋三角貿易
 祖魯人抵抗英國殖民

41 在文藝復興時期，個人的角色以及對拉丁和希
臘古典文學、道德哲學和歷史的研究與什麼相
關

 民族自決
 宿命論
 修道主義
 人本主義

42 • 五倫
 • 騎士勳章
 • 武士道

 這些詞彙之間的一個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

 代表經濟哲學的關鍵思想
 提供貨物和服務的轉讓
 傳達社會中可接受的行為規則
 促進社會流動性

43 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和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的一個相似
之處是

 質疑歐洲帝國主義
 支持收復失地運動
 挑戰人們的世界觀
 發展新的航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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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的插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4 
題和第 45 題。

資料來源：Philip Dorf, Our Early Heritage, 
Oxford Book Company

國家

獨裁政府的掌控

徵收稅款

頒佈
法律

任命官員
囚禁犯罪者
製造
戰爭

國王

資料來源：Philip Dorf, Our Early Heritage,    
Oxford Book Company

44 這幅插圖最能表示哪種類型的政府？

 絕對君主 
 議會君主制
 軍政府
 共產主義獨裁

45 哪一位統治者最有可能與這幅插圖相關？

 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路易十四 (Louis XIV)
 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根據以下的條約條款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
第 46 題和第 47 題。

 ...第七條

 雙方同意停靠於開放給他們停靠的港口的美國
船隻，應被允許根據日本政府為此目的臨時制
定的規定，以金銀幣和貨物交換其他貨物。但
是規定[指定]美國船隻應被允許帶走任何他們
不願意交換的物品。...

 第九條

 雙方同意，如果日本政府在今後任何時間授予
任何其他國家本條約中未提供給美國及其公民
的特權和優惠，那麼這些特權和優勢將在無任
何協商或延誤的情況下，同樣被授予美國及其
公民。...

— Treaty of Kanagawa, March 31, 1854

46 這些條約條款最清楚地反映出美國的什麼意圖

 破壞日本文化 
 促進日本農業
 加強日本民族主義
 影響日本的貿易關係

47 日本歷史上哪一個事件是日本政府簽署這項條
約的直接結果？

 德川幕府倒臺
 陷入日俄戰爭
 吞併韓國
 成立滿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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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8 題和第 49 題。

10 萬人以上歐洲城市

1800

莫斯科

華沙

維也納
威尼斯

柏林阿姆斯特丹
巴黎

里昂 米蘭

馬德里
里斯本

都柏林
倫敦 漢堡

聖彼得堡

羅馬

巴勒莫

瓦倫西亞

馬賽

0 250 500 公里             

0        250     500 英里

1900

資料來源：John P. McKay et al., A History of World Societies: Volume II Since 1500, Houghton Mifflin (經改編)

巴塞隆納

哥本哈根

拿坡里
君士坦丁堡

48 1800 年至 1900 年間，哪兩個地區人口 10 萬人以上的城市的數量增加最多？

 俄羅斯和法國  義大利和西班牙
 英國和德國  葡萄牙和丹麥

49 哪一個歷史事件直接影響到這些歐洲地圖上所示的變化？

 清教徒革命  奧圖曼帝國滅亡
 維也納國會  工業革命

50 「抗議者要求和平、土地和麵包」
	 「布爾什維克鎮壓抵抗」
	 「列寧提倡新經濟政策」

 哪一個事件與這些頭條最密切相關？

 冷戰
 俄羅斯大屠殺
 烏克蘭饑荒
 俄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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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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義──個人主義

縱觀歷史，許多個人採取行動促進民族主義發展。民族主義讓某些人為其人
民文化而自豪，也造成另一些人在外國統治下尋求自由。他們的努力取得了
不同程度的成功。

任務：

選擇從事民族主義事業的兩個人，並且對於每個人
• 描述導致此人領導民族主義事業的歷史環境 

• 論述此人如何試圖促進民族主義發展

• 論述此人促進民族主義發展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你可以使用在學習世界歷史和地理時所學到的任何人。你不妨考慮的一些建議人選
包括伊莉莎白一世 (Elizabeth I)、杜桑・盧維圖爾 (Toussaint L’Ouverture)、西蒙・玻利瓦
爾 (Simón Bolívar)、加富爾 (Camillo Cavour)、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孫中山 (Sun 
Yat-Sen)、甘地 (Mohandas Gandhi)、恩克魯瑪 (Kwame Nkrumah)、胡志明 (Ho Chi Minh) 
和何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

你不必侷限於以上建議。

不要在你的回答中使用美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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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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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著作經常表達對社會問題的反思。《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
《薩德勒報告》(Sadler Report)、《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的發行引起對社會問題以及引 
發變化的關注。其中某些書面著作引發了長期的變化，而另一些則造成有限的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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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部書面著作，並且對於每一部著作

• 描述促成這部書面著作的歷史環境

• 說明這部書面著作的具體目標

• 論述這部書面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影響了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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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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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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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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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16 世紀初，中世紀教會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進入了嚴重危機時期。在這個時
候，教會已經存在了有 15 個世紀之久。縱觀教會的整個歷史，總是不得不面對組織
內部和外部的一連串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到了 1500 年就浮出水面，教會根基也搖擺不
定。...

 該時期的第二個問題涉及歐洲最大的城鎮的商人、銀行家和工匠，他們對教會的地
方主教控制了他們所有商業和經濟活動的事實感到不滿。雖然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組
織形式尚未滲透到歐洲，但這些生產者和汲汲於營利的人明白，只有教會減少對他們生
活的監管，他們才能得到更多的金錢和權力。我想我們在此又一次看到了關於工作和收
穫的世俗觀念的發展。教會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在 16 世紀，有許多改革者公開批評教
會的眾多罪行。祭司結婚但又結交情婦，宗教法庭以最高的價格買賣，神職人員不稱職
成為常規，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也許暴露了神職人員的不道德。總之，問題是腐敗。...

資料來源：Steven Kreis, The History Guide, “Lectures on Early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Revised August 4, 2009

 1 根據史蒂文・克雷斯 (Steven Kreis) 的觀點，16 世紀初羅馬天主教會被批判的兩個原因是什麼？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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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文件 2 

這是《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 的一段摘錄。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博士關於放縱的權力和 
功效[效果]的辯論[論證]，1517 年 10 月 31 日

 ... 21. 因此，推銷贖罪券的教士們鼓吹，教皇 的贖罪券能使人免除一切懲罰， 
並且得救，便陷入了謬誤；…

  27. 他們鼓吹的僅僅是人的主張[人的教條]，說什麼當錢櫃中的銀幣叮噹作響， 
[煉獄中的]靈魂即會應聲飛入天堂。…

  36. 真誠悔過的基督徒，即使沒有贖罪券，也能夠獲得全面免除罪罰的權利。

  37. 真誠的基督徒，或生或死，即使沒有贖罪券，也能分享神和教會的賜福和恩典；
這是上帝所恩賜的。...

資料來源：Martin Luther, Works of Martin Luther with Introductions and Notes, Volume I,  
A.J. Holman Company, 1915 (經改編)

 2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希望藉由《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 達到什麼目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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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Score

文件 3

...宗教改革時代最顯著的結果是它對歐洲政治、文化和思想的持續世俗化的貢獻。在短
期內，新教的興起強化了宗教感覺，把宗教推向歐洲生活的最前線。在很大程度上，由
於與新教的鬥爭，天主教會恢復了大部分精神焦點和活力。然而從長遠來看，互競信仰
的擴散分裂並削弱了歐洲的教會，無休止的[無止境的]宗教不寬容和戰爭破壞了許多人
對宗教的信任。個別國家和整個歐洲逐漸接受宗教多樣性表明大家對宗教信仰的態度
不那麼認真了。反常[矛盾]的是，這個時代的強烈宗教激情幫助削弱了宗教在歐洲生活  
思想中的作用。...

資料來源：Andrea and Overfield, The Human Record: Sources of Global History, Volume II: Since 1500,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1

3a 根據安德莉亞 (Andrea) 和奧菲菲爾德 (Overfield) 的觀點，由於新教改革，歐洲發生的一種短期變化是
什麼？   [1]

 b 根據安德莉亞 (Andrea) 和奧菲菲爾德 (Overfield) 的觀點，由於新教改革，歐洲發生了哪一種長期 
變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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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塔克拉 (Charles Turner Thackrah) 博士和奧斯特勒 (Richard Oastler) 博士是英國工廠改革的主要支 
持者。

...此後，塔克拉 (Thackrah) 及其[關於職業病]的著作被列入了改善工廠工作條件的持續
運動。隨著工廠改革運動的發展，兒童的工作顯然與成年人的工作密不可分。因此，為
兒童設立合理的工作日同樣也涉及成年勞工的監管。1831 年 4 月，奧斯特勒 (Oastler) 
向西騎工人階級發出宣言，他制定了一天 10 小時的明確目標，並啟動了一場個對英國
社會政治造成無法估量的[巨大的]後果的運動。... 

資料來源：George Rosen, “Charles Turner Thackrah in the Agitation for Factory Reform,”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4 根據喬治・羅森 (George Rosen) 的觀點，塔克拉 (Charles Turner Thackrah) 和奧斯特勒 (Richard 
Oastler) 在 19 世紀 30 年代所奮鬥的一場英國工廠改革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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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文件 5 

《薩德勒報告》(Sadler Report) 摘錄：孩子是童工的班尼特 (Thomas Bennett) 於 1832 年 5 月 18 日在
薩德勒 (Michael Sadler) 和他的下議院委員會作證。

薩德勒：你的孩子在你身邊工作嗎？ 

班尼特：是的，其中兩個。

薩德勒：說一說對孩子的影響。

班尼特：一天早上他們需要起床時，他們又很快地睡著了，我不得不上樓把他們從床上
拉起來，他們又哭又鬧，我作為父母覺得很難受；我為此受到很大的影響。

薩德勒：在這樣一天的勞動結束時，他們不會感到很疲勞嗎？ 

班尼特：會；我經常看到他們一邊打盹，幾乎睡著了，手還一邊在動；他們幾乎是機械
式地在工作。

薩德勒：他們幾乎要睡著的時候，仍然試圖去工作？ 

班尼特：是的；他們會錯過梳理並弄壞線，這種時候我們不得不打他們一頓。

薩德勒：如果他們沒有被嚴懲[懲罰]，他們能在這樣漫長的一天過後完成他們的工作嗎？ 

班尼特：不能。

薩德勒：你認為他們無法在不受懲罰的情況下保持清醒或一直工作十七個小時？ 

班尼特：我不這麼認為。

薩德勒：你能說明一下一天工作結束後對孩子產生的影響嗎？ 

班尼特：在他們一天的工作結束時，他們回家的時候並不是先吃飯[食物]，而是手裡拿
著食物睡著了；有時候我們把他們放在床上，並會放一點麵包或吃的東西在他們手中，
第二天早上我會在床上找到這些東西。...

資料來源：The Sadler Report: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n the “Bill to Regulate the Labour of Children in the 
Mills and “Factor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House of Commons, 1832 (經改編)

 5 根據《薩德勒報告》(Sadler Report) 摘錄中的證據，下議院尋求從班尼特 (Thomas Bennett) 等人的證
詞中獲得什麼線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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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文件 6 

議會在 1833 年《薩德勒報告》(Sadler Report) 發佈後的這一段期間通過若干改革法案。

議會改革法案 (Parliamentary Reform Acts) 的時間表

1833── 《工廠法》(Factory Act)。這項法案由輝格黨政府通過，試圖調控女性和兒童
的工作時間。仍有許多有待改進之處，但這是向政府監管工作條件邁出的一
步。...

1844── 這份《工廠法》(Factory Act) 僅針對紡織工廠立法，是對 1833 年《工廠法》
的延續。這份法律規定，女性和青少年（13–18 歲）每天工作時間不超過 12 
小時；13 歲以下的兒童每天工作時間不超過 6.5 小時，8 歲以下的兒童不得
被僱用。...

1847── 《工廠法》(Factory Act)。輝格黨政府的另一項妥協立法，即所謂的「10 小時
法案」(10-Hour Act)，規定女性以及 13 至 18 歲的兒童每天最多工作 10 小時
或每週最多工作 58 小時。沒有規定明確的工作時間，「接替」或轉移系統倖
存下來。男性的工作時間沒有變化。... 

資料來源：Marjie Bloy, The Victorian Web: literature,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age of Victoria 

 6 根據這份文件，議會通過的《工廠法》(Factory Acts) 試圖解決工廠中婦女和童工問題的一個方法是什
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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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權觀念更強了。納粹政府殺害超過六百萬猶太人、辛特和羅馬
尼（吉普賽人）、同性戀者和殘障者的滅絕行動震驚了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紐
倫堡和東京進行了審判，戰敗國官員因犯下戰爭罪、「反對和平罪」和「危害人類罪」
而受到懲罰。

 隨後，各國政府承諾建立聯合國，其主要目標是加強國際和平，防止衝突。人們
想確保再也不會有任何人不法地否認生命、自由、食物、住所和國籍。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941 年的《國情咨文》(Union Address) 中提到這些新興的人
權原則的實質，當時他談到一個以四項基本自由為基礎的世界：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
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和免除恐懼的自由。這些呼籲來自全球各地的人權標準，以保護公
民免遭其政府暴行，這些標準規定各國為其境內居民受到的待遇負責。這些聲音在 1945 
年起草《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 的舊金山會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資料來源：Nancy Flowers, ed.,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Here and Now: Celebrating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99 (經改編)

 7 根據《人權的短暫歷史》(A Short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摘錄，說明促使聯合國成立的一個人權不
公正現象。  [1]



Global Hist. & Geo. – June ’17 Chinese Edition [21] [接下頁]

Score

文件 8

序言
 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和不可剝奪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
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
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
願望，...

 因此，本大會現在發佈《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以期每一個人和社會機構經常銘念本宣
言，努力透過教誨和教育促進對權利和自由的尊重，並且藉由國家和國際的漸進措施，
使這些權利和自由在各會員國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轄下領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
認和遵行。...

資料來源：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online (經改編)

 8 根據序言摘錄，聯合國大會希望透過《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達成
什麼目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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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關於創建法庭審判戰爭罪
行的會議

羅馬， 6 月 14 日──聯合國將於星期一在此召開會議，研究解決國際

法庭起訴危害人類罪的規則，這是為了擴大國際法管理而採取的最雄

心勃勃的舉措之一。
 

作者亞歷山卓・斯坦利 (Alessandra Stanley)，

 
1998 年 6 月 15 日，www.nytimes.com

法院判決 1994 年盧旺達種族滅絕
事件中 3 人有罪

坦尚尼亞阿魯沙， 12 月 3 日──自紐倫堡審判案以來的第一起類似案件中，

國際法庭於星期三在此判定 3 名盧旺達人犯下種族滅絕罪，根據媒體報導，

他們在 1994 年幾個月內造成約 80 萬盧旺達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圖西族人。

 
作者莎朗・法蘭西 (Sharon LaFraniere)，

 
2003 年 12 月 4 日， www.nytimes.com

世界法庭調查達爾
富爾暴力事件

海牙， 6 月 6 日──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星期一宣佈，他們已經開始對蘇

丹的戰爭罪行進行調查，向被認為最應該對達爾富爾數百個村莊因種族

暴力和饑餓導致滅亡而負責的人員發出起訴書和逮捕令。

 

作者馬利斯・西蒙斯 (Marlise Simons)，

 

2005 年 6 月 7 日， www.nytimes.com

逮捕有助於法庭起訴戰爭罪

前檢察官、法律專家和人權團體表示，星期一逮捕拉多萬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zic) 為多年來一直努力將逃犯繩之以法的國際戰

爭罪法庭贏得了迫切需要的公信力。
 

作者大衛・羅德 (David Rohde) 和馬克・萊西 

 
(Marc Lacey)，2008 年 7 月 23 日， www.nytimes.com

 9 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的這些摘錄，國際社會為了應對侵犯人權行為而採取了哪兩項行
動？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Global Hist. & Geo. – June ’17 Chinese Editio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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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著作經常表達對社會問題的反思。《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
《薩德勒報告》(Sadler Report)、《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的發行引起對社會問題以及引發變
化的關注。其中某些書面著作引發了長期的變化，而另一些則造成有限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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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部書面著作，並且對於每一部著作

• 描述促成這部書面著作的歷史環境

• 說明這部書面著作的具體目標

• 論述這部書面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影響了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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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