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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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每一道題目的陳述或問題，在所給答案中選擇最恰當的詞或詞句，把代表該答
案的編號寫在分開的答題紙上。
3 哪一個城市與最直接影響其發展的地理特徵正
確地配對？
(1) 紐奧良 — 太平洋
(2) 紐約市 — 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 Bay)
(3) 芝加哥 — 五大湖
(4) 洛 杉 磯 — 阿 帕 拉 契 山 脈 (Appalachian
Mountains)

根據下圖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第1題和第2
題。
對所選擇的州按人口數量的排名:
1900年、1950年和2000年
州名
(按字母順序排列)

1900
排名

1950
排名

2000
排名

加利福尼亞州

21

2

1

佛羅里達州

33

20

4

伊利諾州

3

4

5

印第安那州

8

12

14

10

22

30

麻薩諸塞州

7

9

13

密蘇里州

5

11

17

紐約州

1

1

3

15

10

11

俄亥俄州

4

5

7

賓夕法尼亞州

2

3

6

德克薩斯州

6

6

2

維吉尼亞州

17

15

12

愛荷華州

北卡羅來納州

4 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被視為美國民
主發展的重要步驟，因為它
(1) 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
(2) 為普利毛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提供
自治的基礎
(3) 界定與當地美洲印地安人之間的關係
(4) 在麻薩諸塞灣殖民地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廢除奴隸制度
5 哪一項經濟政策是建立在美洲殖民地的存在主
要是為大不列顛提供經濟利益的思想上？
(1) 重商主義
(2) 社會主義
(3) 自由貿易
(4) 放任資本主義
6 為什麼聯邦條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的作
者創設了一個軟弱的中央政府？
(1) 他們對各州的問題缺乏了解。
(2) 他們預期會有遭到外國侵略的威脅。
(3) 他們仰賴皇家總督的建議。
(4) 他們害怕會經歷像英國君主制的那種統治。

資料來源: U.s. Census Bureau (經改編)

1 根據人口普查表的排名，1900年和1950年人口
最多的州是
(1) 加利福尼亞州
(3) 麻薩諸塞州
(2) 伊利諾州
(4) 紐約州
2 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的排名，哪兩個州在2008
年總統選舉時，選舉人票數最多？
(1) 佛羅里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
(2) 愛荷華州和印第安那州
(3) 賓夕法尼亞州和維吉尼亞州
(4) 加利福尼亞州和德克薩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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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憲法中包括五分之三妥協(Three-fifths Compromise)用以解決哪種衝突
(1) 計算涉及稅務和代表權的被奴役人口
(2) 就逃跑的奴隸而補償農場主人
(3) 參議院批准條約所需要的票數
(4) 批准修正案所需的州數

10 在立憲大會中，代表們同意國會應有權
(1) 宣告法律違憲
(2) 徵收稅項
(3) 選擇總統
(4) 在各州廢除奴隸制度
11 下列哪一個行動是制約和平衡的範例？
(1) 個人要繳州所得稅也要繳聯邦所得稅。
(2) 紐約州要求每年至少有180天上課日。
(3) 眾議院投票將其中一名議員開除。
(4) 參議院批准總統所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

8 哪 一 個 政 體 特 點 是 由 最 初 的 美 國 憲 法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所建立的？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2) 聯邦政府必須維持平衡預算
(3) 劃分國家與州政府的權力
(4) 授與政府行政部門比其他部門較大的權力

12 哪一個標題最能完成下面的部分大綱？

根據下面的引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9題。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國家銀行的創立
B. 提供國債的全部資金
C. 徵收威士忌酒的消費稅

. . . 我們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與外國世界的任
何部分訂立永久性聯盟，依我所見，我們現在
有自由這麼做；但請不要誤會，以為我贊成不
履行現有的條約。我認為，誠實永遠是最好的
政策，這句格言[原則]不僅適用於私事，同樣
適用於公共事務。所以我一再重申，那些條約
應按其原意加以履行。但我認為延長那些條約
既沒有必要，也是不智之舉。. . .

(1)
(2)
(3)
(4)

—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1796

13 傑弗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支持路伊斯安納
購買(Louisiana Purchase)的一個原因是他想要
(1) 取得密西西比河的完整控制權
(2) 建立一個控制加勒比海的基地
(3) 保持奴隸貿易的控制權
(4) 獲得一個既定的製造區

9 華盛頓總統(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之所
以提出此建議是因為他相信
(1) 美國的宿命是要統治其他國家
(2) 美國應該尋求與他國結盟
(3) 結盟可能會使美國捲入戰爭
(4) 美國應該中止與法國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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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傭制度
美國制度
漢米頓財經計畫(Hamilton’s Financial Plan)
憲法修正案

14 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1823年)所建立的
美國外交政策
(1) 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外來援助
(2) 反對在拉丁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
(3) 直接導致內戰
(4) 鼓勵向東亞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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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15 十九世紀初期，哪個因素是北部製造中心發展
最重要的因素？
(1) 豐富的水力
(2) 北方擁有奴隸勞動力
(3) 金礦的發展
(4) 穿過阿帕契山脈的通道

19 十九世紀末時，哪一個因素對於鋼鐵工業的成
長有直接的影響？
(1) 政府對該工業的規定
(2) 員工在該工業的擁有權
(3) 提高效率的新生產技術
(4) 允許集體協商的法院判決

16 「湯姆叔叔的小屋引起爭議」
「流血衝突震驚了堪薩斯」
「約翰布朗的查抄激起的南方的憤怒」

20 十九世紀末的大多數本土主義者最可能會支持
(1) 建立社區協調教育中心以協助新移民
(2) 通過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3) 繼續實施勞動合同制度
(4) 將土著印地安人同化使其融入主流文化

哪個有關1850年代美國情況的陳述最能受到這
些標題的支持？
(1) 國家因奴隸制度的前途而日趨分裂。
(2) 美國人對於內戰後的重建計畫失去了信心。
(3) 南北雙方的選民聯合起來支持人民主權。
(4) 在這段期間人們對廢除奴隸制度運動的支
持減少了。

21 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對「麵包和奶油」聯合主義的支持是企圖
(1) 取得對州議會和聯邦議會的控制
(2) 將經濟體制改變成社會主義
(3) 將所有技術和非技術工人結合成一個大型
組織
(4) 改善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

17 《 安 家 法 案 》 (Homestead Act, 1862年 )和
《太平洋鐵路法案》(Pacific Railway Act, 1862年)
都是聯邦政府努力要
(1) 為少數群體提供土地
(2) 解決與土著印地安人之間的衝突
(3) 鼓勵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定居
(4) 支持在前莊園土地上定居

22 不符事實的報道以何種方式導致了1898年西美
戰役(Spanish-American War)的開始
(1) 將麥金萊總統(William McKinley)描繪成一
個好戰的總統
(2) 激起民眾對古巴狀況的憤慨
(3) 顯示取得太平洋殖民地的必要性
(4) 要求取消君子協定

18 內戰之後，南方各州議會企圖以何種方式限制
以前被奴役者的權利
(1) 通過限制黑人自由的法律(Black Codes)
(2) 批准第15條修正案
(3) 支持激進共和黨人的目標
(4) 制 定 法 案 以 增 強 自 由 民 局 (Freedmen’s
Bureau)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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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前進運動時代，因為什麼而實現了瀑布城會
議(1848年)所既定的一個目標
(1) 聯邦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成立
(2) 國際聯盟的建立
(3) 全國所得稅的採用
(4) 婦女投票權修正案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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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全國都關注1925年的Scopes審判是因為該案件
(1) 代表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衝突
(2) 推翻最高法院先前對言論自由的判決
(3) 維護退伍軍人在華盛頓特區抗議的權利
(4) 揭露了對移民偏見的程度

24 像諾里斯的《章魚》(The Octopus by Frank
Norris)、傑科瑞斯的《另一半的人這樣活著》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by Jacob Riis)以及厄
普頓辛克萊的《屠場》(The Jungle by Upton
Sinclair)等書都揭露了與什麼相關的問題
(1) 移民歸化
(2) 西向擴張
(3) 快速工業化
(4) 環境保護

29 哪一位美國作家是1920年代哈林復興(Harlem
Renaissance)的一部分？
(1) 史考特費茲傑羅
(3) 藍斯頓休斯
(F. Scott Fitzgerald)
(Langston Hughes)
(2) 海明威
(4) 史坦貝克
(Ernest Hemingway)
(John Steinbeck)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25題。
我將為廣大民眾製造機動車輛。這種車輛
大到可供全家人搭乘，小到可由個人來操作及
維護。車輛的製造將採用最優質的材料、聘用
最優秀的人才並且選擇現代工程所能達到的最
簡單設計。但是其價格將會十分低廉，任何一
個薪水不錯的人都買得起 ─ 和全家人一起在
上帝所創造的天地間共度快樂的時光。

30 在1920年代的經濟繁榮中，有一部分是因為受
到什麼的刺激而造成的
(1) 政府補助農民
(2) 歐洲貨品關稅降低
(3) 股票市場中的投資增加
(4)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VA)的建設

— Henry Ford, 1909

25 哪一個行動與亨利福特(Henry Ford)這一願景
的實現有最密切的關聯？
(1) 提供各種車型
(2) 建立商業壟斷
(3) 縮減勞動力
(4) 使用生產線

31 造成大蕭條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1) 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
(2) 消費產品的供應量降低
(3) 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增加
(4) 全球市場上的小麥價格上漲
32 新政(New Deal)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理念，因為
它的基本原則是
(1) 即使放任不管，經濟也將會自我修復
(2) 聯邦政府應試圖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
(3) 各政黨應攜手處理全國性的問題
(4) 各州應採取領導地位來解決社會問題

26 美國藉由遵循哪項政策來試圖避免參與第一次
世界大戰
(1) 中立
(2) 共同防衛
(3) 經濟制裁
(4) 軍隊備戰

3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因需要更多的戰
爭物資而導致
(1) 放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
(2) 勞工工會採取長時間的罷工
(3) 某些消費產品的配給
(4) 國防工業的利潤降低

27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非洲裔美國人離
開南方鄉間向外遷移情況加劇的主要原因是
(1) 西部有價格低廉的農地
(2) 北方有工廠的工作機會
(3) 藉著從軍而逃脫種族隔離政策
(4) 北方各州肅清三K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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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哪一個事件是其他三者的結果？
1) 在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保羅的白人午餐區
靜坐示威
(2)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華盛
頓特區遊行
(3) 簽署1964年的人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4) 阿拉巴馬州蒙哥瑪利市的巴士抵制事件

34 A. 日本偷襲珍珠港。
B. 德國入侵波蘭。
C. 麥克阿瑟要求日本採行民主立憲。
D. 同盟國在諾曼地登陸日(D-Day)入侵歐洲。
哪一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這些事件的列
序是按照正確的時間順序排列的？
(1) D → B → A → C
(3) C → A → B → D
(2) B → A → D → C
(4) A → B → C → D

40 . . . 要取得抗貧窮戰爭的勝利，並不是在華盛
頓。這場戰爭必須下至田野、每家每戶和每一
個公共辦公室，上至法庭到白宮獲得全面的勝
利. . .

3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審判為什麼被
列入國際法中
(1) 透過仲裁解決歐洲的國界爭議
(2) 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歸咎於許多國家
(3) 裁定倫理道德考量不適用於戰爭時期
(4) 主張高級官員及個人必須為其在戰時的行
為負責

— 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8, 1964

這段陳述表達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
關於什麼的看法
(1) 聯邦政府應對抗貧窮戰爭負有全權責任
(2) 法院系統必須為貧窮負責
(3) 貧窮的問題很容易解決
(4) 全國必須一起對抗貧窮

36 成立聯合國的主要目的是
(1) 維持國際性軍隊
(2) 透過國際協定促進和平
(3) 將東歐各國從共產主義中解放出來
(4) 為全體會員國供應食物

根據下面的摘錄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1題。
親愛的巴爾先生：
. . . 這封信實在不足以表達我全部的心聲，巴
爾先生。但是即使不說別的，它要說的是我們
並不恨您，也不樂見您的產業被摧毀；我們痛
恨的是一直企圖奴役我們的農業綜合企業系統
[農業公司]，我們必將克服並改變這種狀況，
但不是透過報復或流血衝突，而是由那些想要
獲得自由並且期望被當成人來看待的廣大農業
勞工們，透過堅定的非暴力抗爭來達成。
敬啟
凱薩查維斯(Cesar E. Chavez)

37 美國捲入韓戰的主要原因是
(1) 共產主義擴展到整個亞洲的威脅
(2) 需要防止中國和蘇聯之間發生戰爭
(3) 美國需要韓國的天然資源
(4) 希望限制日本的擴張
38 在1950年代的民權運動的主要目標是
(1) 建立獨立的非洲裔美國人經濟和社會機構
(2) 消除美國人生活中的法定隔離政策
(3) 建立糾正對種族、性別、年齡歧視的政策
以補償過去的錯誤
(4) 為非洲裔美國人建立一個新國家

— Cesar Chavez, letter to e.L. Barr Jr.,
good Friday, 1969, in Andrew Carroll, ed.,
Letters of a Nation, Broadway Books

41 凱薩查維斯(Cesar Chavez) 採取的哪一種行動
與這段摘錄的主題最一致？
(1) 組織農場勞工工會
(2) 呼籲嚴格執行移民法
(3) 要求國會通過低收入住宅的立法
(4) 提倡由農場勞工接手大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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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最高法院對 馬普 訴 俄亥俄州 (Mapp v. Ohio,
1961年 )、 吉 迪 恩 訴 韋 恩 懷 特 (Gideon v.
Wainwright, 1963年)和 米蘭達 訴 亞利桑那州
(Miranda v. Arizona, 1966年)等案的判決中相似
的一點是
(1) 界定公立學校學生的權益
(2) 強化警察在逮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3) 表明法庭對犯罪率上升的不認同
(4) 擴大被指控犯罪者的憲法權利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4題。

Ϭ҈

ဳଉ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3題。

ਝ

ּ͠
К

֮࢜ͫɥ

資料來源：Marshall Ramsey, Clarion Ledger, June 30, 2004
(༄ӽሡ)

44 哪一個陳述最能表達漫畫的主要思想？
(1) 伊拉克利用恐怖主義來結束美軍的佔領。
(2) 伊拉克拒絕美國的幫助來打擊恐怖份子。
(3) 美國和恐怖份子在影響伊拉克一事上互相
較勁。
(4) 伊拉克在反恐戰爭上已追上了美國。

Сᅼ

45 自1970年以來，美國顯著的經濟趨勢是什麼？
(1) 在勞工中有子女的職業婦女人數下降
(2) 從製造業轉為服務業的工作轉型
(3) 減少對外國石油的依賴
(4) 聯邦預算盈餘增加

༛
ι̯

46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歐盟(EU)都想以
何種方式擴展組織內貿易
(1) 禁止自非會員國進口貨品
(2) 建立共同貨幣和議會
(3) 在會員國之間降低關稅和消除進口配額
(4) 建立軍事聯盟

ཥटվປĈIrving L. Gordon, American Studies,
Amsco School Publications, 1979

43 哪一個陳述最正確地表達了漫畫的主要思想？
(1) 農場成本的上升使利潤減少。
(2) 外來的競爭造成農場成本上升。
(3) 農場生產量不足以配合需求的步調。
(4) 乾旱導致農場利潤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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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國會通過了外僑法和懲治煽動暴亂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 」
「林肯取消人身保護令」
「威爾遜簽署了1918年的鎮壓暴力法案(Sedition
Act)」

根據下面的憲法修正案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
回答第50題。
修正案第二十五條
第一節
在總統遭到罷免、死亡或辭職造成
職位虛懸時，副總統當繼位成為總
統。
第二節
當副總統出缺時，總統得提名副總
統人選並經由參眾兩院以多數決通
過後任命。

這些標題顯示了聯邦政府可以
(1) 在危機期間限制公民的權利
(2) 在不通知民眾的情況下徵兵
(3) 隨時都可以在民宅裡駐軍
(4) 要求公民當證人指控自己

50 此憲法修正案使什麼成為可能
(1) 選民於1944年投票選出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使其第四度連任總統
(2) 福特(Gerald Ford)在1974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辭職後繼任成為總統
(3) 眾議院於1998年彈劾柯林頓總統(Bill Clinton)
(4) 最高法院裁決要求重新驗算2000年佛羅里
達州的總統選舉選票

48 《州際商業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 1887
年)、《Sherman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1890年)和《Clayton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 1914年)等法案類似之處在於這些
法案都想要
(1) 重申聯邦政府對於大型企業的放任態度
(2) 加強聯邦政府規範管理商業行為的權力
(3) 准許工會解體
(4) 拒絕採用反托拉斯
49 「補助金管理部門陷入動產信貸爭議中」
「哈定總統的內政部長在哈蒂山事件的調查中
被起訴」
「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抗軍醜聞導致雷根總統顧
問辭職」
上述標題可得出哪一個結論？
(1) 美國總統不受國家法律的限制。
(2) 參議院審判曾經用於罷免腐敗的總統。
(3) 只有民主黨總統曾經因不當行為受到調查。
(4) 有些總統因其助手的行為而遭到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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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的答案填寫在分開的論文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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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下列任務相關的幾個段落、以及結論。
主題：多元化（憲法賦予的權利）
縱觀美國歷史，最高法院的判決已闡述了憲法所賦予給各種不同族群之權
利。這些判決或限制、或擴大了這些族群成員的權利。
任務：
指出兩宗最高法院與特定族群權力相關的案件，並且對每一宗案件
• 描述該案件歷史的來龍去脈
• 說明最高法院對該案件的判決
• 論述最高法院的判決如何限制或擴大該族群成員的憲法所賦予的權利
你可以使用在學習美國歷史時學到的任何最高法院案例，其中涉及到最高法院闡述
的對各種不同族群之憲法所賦予的權利。你不妨考慮以下建議，渥謝斯特訴喬治亞州案
(Worcester v. Georgia, 1832年)、德雷德‧斯科特 訴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ford, 1857
年)、普來西 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 1896年) 是松訴美國案 (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1944年)、布朗 訴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1954年)
亞特蘭大之心旅館訴美國案(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1964年)，以及羅伊訴
韋德案(Roe v. Wade, 1973年)。
你不必侷限於以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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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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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指「使其平實易懂；提供原因或理由；顯示發展之邏輯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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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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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回答第III部分的問題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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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背景：
在冷戰時期，世界局勢和態度的改變都會影響美國總統處理蘇聯問題的方式。
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以及雷根總統
(RonaldReagan)分別採用了不同的外交手段來對付蘇聯。
任務： 運用文件資料和你的美國歷史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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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述在甘迺迪總統(John F.Kennedy)、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以及雷根
總統(Ronald Reagan)任期內，美國如何處理與蘇聯之間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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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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要讓每一個國家都明白，不論它希望我們走運或倒楣，我們將不計一切代價，
承受任何重擔，面對任何艱難，支援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的存在和
成功。. . .
最後，對於那些欲與我們為敵[對手]的國家，我們提出的不是誓言而是要求：雙方重
新開始對和平的追求，且莫等到科學釋放出的邪惡力量在預謀的或偶然的自我毀滅之
中把整個人類吞沒。
我們萬萬不可以表現出軟弱而誘惑他們。因為只有當我們擁有無可置疑的強大武力
時，我們才能有確切的把握永遠不使用這些武力。
然而，這兩個強大的國家集團都不能對現狀高枕無憂 ─ 雙方皆對現代化武器的開支
感到不勝負荷，都對致命的原子力量的逐漸擴散理所當然地感到驚恐，但雙方都力圖
改變那種遏制任何一方都可能發動人類最後決戰的不穩定的恐怖均勢。
因此讓我們重新開始 ─ 雙方都記住禮貌並不表示軟弱，而誠意則向來都須驗證。我
們決不因畏懼而談判，但我們也決不畏懼談判。
讓我們雙方探究那些能使我們團結起來的問題，而不要在引起雙方對立的問題上徒費
精力。. . .
資料來源: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1

1 根據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的演說，美國應採取哪一種行動來對付其冷戰時期的對手？[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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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

古巴飛彈危機

ɣϹݗ

߂ႵѺ
ࡖڪઅϴ

̑

13

ྤ

፺

ࠛ

ܤ

Ꮣ಼דॎ
ᆈࡖڪઅϴ



ᖔ



ሣ
ᙼ
ం
ᛮ

ѣᗳըྀ

࠘ໄ̉Πਞ࡛༴ᛮంᙼ
ॼծ
ᚃᒒࡖᙼMARUCLA༴
1962Б10̢26̠

ψਜ਼ఋ247Ă͓ނ
ࣅฬѺ಼༴ڪΔᙼ̅֏〿ᙼ

Њᆈᗳ಼࣬
Ğ࠼ᚴğ

ᚃᒒࡖᙼ
GROZNYY༴
被截獲
1962Б10̢27̠

ࡴᆆઅϴ
಼͚༐࣬

љ಼̗ࣿ

͠

˃Ѻ५࣬

̑

͚ܸ
༑ϴ̱ࢰ

͕
љ

ॕϴ

ٍ
ܒ

ࠛ!ᚴ!
Ⴐյ༐࣬

ᗐ༠ԅᄾᜪ

̱ඵ͑
յˁླ

ϻ͑ͻقϓַ

༑ࠨЊ

༑ϻࢰق
̊˅೫

ٰϻውϨ

༑Ѻ఼

ཥटվປĈ“Flag Plot Cuban Missile Crisis,” October 28, 1962, U.S.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ӽሡ)

2 根據這幅地圖，陳述在古巴飛彈危機中，由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下令採取的一個行動。[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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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3a

文件3b
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和
蘇聯總理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
ĶӨ࢈Ӱ؏ڐᖇਔվķ

...由於戰爭的新型態，我要談談和平。在強權國
家能夠維持大量且相對無法攻破的核武，並且拒絕
在不訴諸於這些核武的情況下屈服時，全面開戰將
是毫無意義的。在一個核子武器就相當於二次世
界大戰中同盟國所有空軍十倍以上威力時，全面開
戰將是無意義的。而在核子交換所產生的致命毒素
可經由風、水、土壤和種子帶到全球各角落，且其
影響遍及尚未出生的世世代代之際，全面開戰也是
沒有意義的。...
簡而言之，美國與蘇聯及其各自的盟友，均
有共同深切的意願希望能有真正的和平並且停止
軍備競賽。能達到這些目的的協議將顧及蘇聯和
我國的利益—即使是高度敵對的國家都可能賴以
接受並保持條約所界定的義務，而且只有條約所
界定的義務符合各方利益才可能被接受。...
資料來源: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63

य˅

ዽڌ

ཥटվປĈHerblock,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1962
)༄ӽሡ*

3 根據這份文件，美國和蘇聯必須處理核戰問題的兩個原因是什麼？[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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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4
. . . 你必須給[里察德總統]尼克森和[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兩人都記上
一筆功勞─尼克森則因他是總統。他很清楚地感到我們應該向中國邁進。我想他也了解因
為他的反共身分，說起來，這件事由他來做會比[參議員]漢弗來(Hubert Humphrey)容易
些。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中國將會變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我們親近中國將會鼓勵蘇聯
改善與我國的關係；因為蘇聯對我們與中國的交往會有點緊張。的確，在季辛吉秘密之旅
公諸於世後的幾個月內，我們與蘇聯已達成展開高峰會的協議，我們在戰略武器限制談判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和柏林談判也均有所突破。而且季辛吉依據同樣的原
因也自行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 .
資料來源: Winston Lord in gerald s. and deborah H. strober,
Nixon: An Oral History of His Presidency, HarperCollins, 1994

4 根據羅德(Winston Lord)所言，美國對中國的新政策在哪兩個方面改善了美蘇之間的關係？[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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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5
. . . 許多人看到本周在莫斯科召開的高峰會都認為─它可能是自1945年波茨坦市高峰會以
來最重要的一次會議，並且也許是蘇聯自史達林逝世以來的一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 它
可能改變了世界局勢。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由於這次會議似乎不是一個單一的激變性[重
大]事件，而是過程中的一部分，是世界進展中的一部分。. . .
此會議強調[注重]推動對彼此雙方自身都有利的緩和政策─尤其是蘇聯自身的經濟利益，
因其他們希望得到西方的貿易以及科學技術。這些協議並不是牢不可破的，有些協議只會
導致未來的交涉。但他們觸及許多領域的事實顯示了尼克森總統的策略：他希望從多方
面─貿易、保健、科學─全面影響蘇聯領導階層，以其在高峰會中所定下的難以扭轉趨
勢的方式參與其中。 . . .
資料來源: “What nixon Brings Home from Moscow,” Time, June 5, 1972

5 根據此文件，莫斯科高峰會為何對美蘇兩國的關係如此重要？[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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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6
. . . 只要是涉及我國與蘇聯之間關係的，我們就應繼續。我們應繼續協商，即使知道他們
不喜歡、不贊同我們的體制，而我們也不喜歡、不贊同他們的體制。布里茲涅夫先生[蘇聯
領袖Leonid Brezhnev]了解此事，我也了解，我們已經開誠佈公地討論過了。
然而至關緊要的是，我們兩個超級強國持續向削減軍備、避免可能導致戰爭的各種衝突的
過程邁進，如果我們不是因為經過這一輪的協商，那麼像中東情勢般的戰爭就有可能會出
現，我們還應繼續進行削減部署在歐洲的武力及駐軍，或限制軍備的協商，並且朝著與蘇
聯共同發起的各項保證前進。
簡而言之，我們應要思考的是：我們想要回到美蘇兩大強權互相對峙，冒著核武競賽隨時
可能失控的危險以及在柏林、中東、甚至再次在東南亞或世界其他地區出現危機的時期，
還是我們要繼續沿著體認彼此的差異但同時也意識到我們必須同生死共存亡的事實的道路
上走下去？ . . .
資料來源: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Press Conference, February 25, 1974

6 根據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的講話，美國應該繼續和蘇聯協商的一個理由是什麼？[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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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7
. . . 自冷戰開始時期的杜魯門總統(Harry Truman)以來，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以最明顯
反蘇聯的美國領袖之姿態入主[總統]白宮。雷根的施政承諾在競爭最激烈的領域加快與蘇
聯競爭的腳步。此舉造成了美國有史以來在和平時期最昂貴的軍備增長，並展開了戰略防
禦計畫(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此計畫旨在使全世界從核武僵局中解脫出來，而在此
僵局中雙方各自的社會均受對方武力脅持。但是雷根時代表現出的卻是這兩項政策有限的
效果。他們清楚表明，美國和蘇聯一樣，在強權競賽中都必須就軍事均勢達成協議。. . .
資料來源: Bialer and Mandelbaum, The Global Rivals, Alfred A. Knopf, 1988

7 根據貝勒(Bialer)和孟德堡(Mandelbaum)所言，雷根施政所採取的哪一個行動顯示了反蘇聯的外交政
策？[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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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8
...現在蘇聯本身能夠以有限的方式開始了解自由的
重要性。我們聽到很多來自莫斯科的有關改革和開
放的新政策。有些政治犯已獲得釋放。某些外國新
聞廣播不再遭到干擾，某些企業也獲准脫離國家的
控制以較大的自由度來經營。這些是蘇聯改頭換面
的開始嗎？還是這只是一種姿態，企圖激起西方的
遐想，或者只是繼續強化蘇聯的體制而不做任何改
變？我們十分樂見改變與開放；因為我們相信自由
與安全是攜手並進的，人類自由的進步只會增強世
界和平。
蘇聯可以做出一個明確無誤的訊號，以利顯著地推
向自由與和平的目標。總書記戈巴契夫先生(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如果您要追尋和平，追求蘇
聯與東歐的繁榮昌盛，如果您要追求自由化：就到
這扇大門前來吧！戈巴契夫先生(Mr. Gorbachev)，
打開這扇大門吧！戈巴契夫先生(Mr. Gorbachev)，
推倒這堵高牆吧！...
資料來源: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speech at the Brandenburg gate,
June 12, 1987

雷根總統(President Ronald Reagan)
於1987年6月12日於西柏林布蘭登堡大
門前的演說。
資料來源: german 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經改編)

8a 根據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的演說，蘇聯採取了哪一項行動能顯示其政策的改革？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b 根據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的演說，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應採取哪一項行動以促進
自由與和平？[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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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9
此文是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於2004年6月5日前總統雷根逝世後所撰寫的。
. . . 雷根總統在第一任總統任期內致力於重建美國的自信心。他訴諸於傳統和人們的樂觀
主義，以及美國人的夢想，他也將強化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視為自己的主要任務。與之
相伴的則是對抗蘇聯的辭令，而除了言詞之外尚有造成彼此兩國以及世界各國憂慮的一些
行動。對於雷根而言，最重要的似乎就是他的反共理念以及他將蘇聯視為「邪惡帝國」的
鷹派聲譽。
但是在他的第二任總統任期內，強調的卻是不同的目標。我認為他已了解到，只有和平
締造者才能在歷史中贏得一席之地。而此點則與他根據經驗、直覺以及熱愛生命的信念是
一致的。並因此而得到他的妻子兼摯友 ─ 南茜的支持，而我確信，南茜的角色將會得到
充分的讚賞。. . .
而最後的結果顯示，我們堅持雙邊對話絕對是有正當理由的。1987年在白宮的一場典禮
中，我們簽署了中程核武條約，展開了實質的軍備削減的過程。即使我們對於無核世界之
路的看法並不相同，但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冰島]制定的這個目標，有助於破除武力競賽
的動力卻是不爭的事實。. . .
資料來源: Mikhail gorbachev, “A President Who Listened,”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04

9 根據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所言，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在他的第二任總統任期內對蘇聯的
態度有何轉變？[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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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分
論文題
答卷說明： 撰寫一篇條理分明的論文，包括引言、與下列任務相關的幾個段落、以及結論。在你的論文
中，引述取自最少五份文件中的證據。引用相關事實、例證及細節來支持主題。包括其他的
外部資料。
歷史背景：
在冷戰時期，世界局勢和態度的改變都會影響美國總統處理蘇聯問題的方式。
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尼克森總統 (Richard Nixon)以及雷根總統
(RonaldReagan)分別採用了不同的外交手段來對付蘇聯。
任務： 運用文件資料和你的美國歷史知識撰寫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
• 論述在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以及雷
根總統(Ronald Reagan)任期內，美國如何處理與蘇聯之間的事務
指南：
在你的論文中，請務必：
• 闡述任務的各個方面
• 綜合來自至少五份文件的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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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Hist. & Gov’t.–Jan. ’11 Chinese Edition

[20]

第I部分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

26 .........

美國歷史
和政府

2.........

27 .........

3.........

28 .........

僅限用於2011年1月27日(星期四)上午9時15分至下午12時15分

4.........

29 .........

5.........

30 .........

■ 男性

6.........

31 .........

學生 .................................... 性別： ■ 女性

7.........

32 .........

教師 ....................................................

8.........

33 .........

學校....................................................

9.........

34 .........

第I部分的考題答案應填寫在本答題紙上。第III A部分的答案應填寫在
考題本上，第II和第III B部分的答案填寫在分開的論文本上。

10.........

35 .........

11.........

36 .........

12.........

37 .........

13.........

38 .........

14.........

39 .........

15.........

40 .........

16.........

41 .........

17.........

42 .........

18.........

43 .........

19.........

44 .........

20.........

45 .........

21.........

46 .........

22.........

47 .........

23.........

48 .........

24.........

49 .........

25.........

50 .........

沿此虛線撕下

REGENTS HIGH SCHOOL EXAMINATION

答題紙

僅供教師使用

Part I Score
Part III A Score

Total Part I and III A Score

Part II Essay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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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處得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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