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ents eXAM in U.s. HistoRy And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CHINESE EDITION
U.S. HISTORY AND GOVERNMENT
THURSDAY, JUNE 16, 2011
9:15 A.M. to 12:15 P.M., ONLY

REGENTS HIGH SCHOOL EXAMINATION

美國歷史
和政府
僅限用於 2011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15 分至下午 12 時 15 分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工整字跡在以上直線上填寫你的姓名和學校名稱。已經提供給你分開的答
題紙以用於填寫第 I 部分的答案。按照監考老師的指示，在你的答題紙上填寫學生資
料。然後填寫你的論文本上每一頁的標題。
本次考試共有三個部分。你必須要回答每一部分的所有題目。用黑色或深藍色的
原子筆回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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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指示將這些問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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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達到試題的這個部分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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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本考題本上，將各題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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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
回答此部分的所有問題。

答題說明 (1–50)：對於每一個陳述或問題，請在分開的答題紙上填入代表最能完成該陳述的文字或描
述，或答案的編號。
5 美國殖民者主要透過什麼行動表明他們反對英
國在十八世紀 60 年代實施的稅賦及貿易限制
(1) 支持法國對抗英國
(2) 抵制英國的產品
(3) 推翻大多數殖民地的皇家總督
(4) 向土著印地安人部落購買其它產品

1 關於殖民地時代的資料的主要來源將會包括
(1) 第 二 次 大 陸 會 議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會員代表的日記內容
(2) 教科書上關於賓夕法尼亞州和解的段落
(3) 最近的報紙文章紀念派屈克•亨利 (Patrick
Henry) 的誕生
(4) 關於獨立宣言的電視節目

6 哪種思想指導聯邦條款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的發展？
(1) 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會威脅到人民的權利。
(2) 所有的人都應該被賦予投票權。
(3) 大部分的權力應歸於司法部門。
(4) 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有權力徵稅。

2 哪個地理區域因路易斯安那購買 (Louisiana
Purchase) 而被加入美國？
(1) 阿帕拉契山脈 (Appalachian Mountains)
(2) 哥倫比亞河谷 (Columbia River valley)
(3) 大平原(Great Plains)
(4) 皮德蒙特高原 (Piedmont Plateau)

7 「…所有的權力、立法、行政和司法集中交到
同一個體手中，這個個體無論是由一個、幾個
或很多人所組成，亦無論是世襲、自自任命或
選舉產生的，可以恰當地定義為非常明顯的暴
政….」

3 哪個標題最能完成下面的部分大綱？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五月花公約 (Mayflower Compact)
B. 獨立前鄉鎮會議 (House of Burgesses)
C. 新英格蘭鄉鎮會議
(1)
(2)
(3)
(4)

— 詹姆斯•麥迪遜 (James Madison)

針對詹姆斯•麥迪遜 (James Madison) 所表達的
關切，列舉出美國憲法的哪些特點？
(1) 選舉團
(2) 制衡
(3) 人權法案
(4) 修正程序

試圖推翻英國統治
美國殖民地自治政府的發展
英國議會對殖民地控制權的建立
美國殖民地的社會改革運動

4 在十八世紀，三角貿易直接導致
(1) 中部殖民地作為農產品主要進口者的作用
(2) 南方殖民地的快速工業化
(3) 新英格蘭經濟的衰退
(4) 增加對西半球進口非洲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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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聯邦黨人文集 (Federalist Papers) 主要目的是
為了
(1) 向殖民地居民證明美國革命的正當性
(2) 推動延續英國統治
(3) 鼓勵批准美國憲法
(4) 支持推選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擔任總統

11 最 高 法 院 首 席 大 法 官 約 翰 •馬 歇 爾 (John
Marshall) 1801 年至 1835 年）所作出的裁決產
生了什麼重大的影響？
(1) 聯邦政府的權力增加。
(2) 奴隸制的範圍受到限制。
(3) 總統使用否決權被限制。
(4) 給予各州對州際貿易擁有更多控制。

9 哪個陳述最準確地解釋為什麼奴隸制根據美國
原有的憲法繼續施行？
(1) 早期工廠制度仰賴奴隸的勞動力。
(2) 大部分的美國家庭擁有幾個奴隸。
(3) 奴隸反抗使大多數白人反對非洲裔美國人
自由。
(4) 南方各州不會同意禁止奴役的憲法。

12 伊利運河 (Erie Canal) 於 1825 年建成如何影響
美國商業？
(1) 紐 約 市 隨 著 西 部 製 造 中 心 的 成 長 而 損 失
業務。
(2) 美國對歐洲國家的出口下降。
(3) 西部農民獲得更多機會進入東海岸市場。
(4) 中西部地區成為紡織生產的中心。

10 美國憲法的彈性條款賦予國會什麼權力
(1) 「為政府制定關於土地和海軍部隊的規定
和法規；…」
(2) 「規管與外國國家、各州之間和與印地安
人部落的商業；…」
(3) 「規定並徵收稅金、關稅、進口稅和消費
稅，…」
(4) 「制定對於實施以執行上述各項權力應是
必要且適當的所有法律，…」

13 在十九世紀 30 年代，一個國家發展出兩黨政
治制度主要是由於
(1) 採行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的衝突
(2) 關於國家銀行和關稅的辯論
(3) 關於奧勒岡州邊界的糾紛
(4) 關於印地安人移居法 (Indian Removal Act)
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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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依據下面的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4 題和第 1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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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Robert A. divine et al., America: Past and Present,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99 (經改編)

14 地圖說明什麼對美國的造成影響
(1) 大妥協 (Great Compromise)
(3) 德雷德司各脫裁決 (Dred Scott decision)
(2) 密蘇里妥協 (Missouri Compromise) (4) 解放奴隸宣言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15 地圖上的資訊支持 1820 年和 1821 年的國會領導人想要做什麼的結論
(1) 維持相同數量的自由州和蓄奴州
(2) 禁止密西西比河以西實行奴隸制
(3) 把奴隸制帶入奧勒岡州
(4) 開放北方領土實行奴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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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下面的圖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6 題。
美國各地區製造業，1860 年
製造機構
數量

平均工人人數

年產品價

新英格蘭各州

20,671

391,836

$468,599,287

中部各州

53,387

546,243

$802,338,392

南方各州

20,631

110,721

$155,531,281

西部各州

36,785

209,909

$384,606,530

地區

資料來源: Bailey and Kennedy, The American Pageant: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d.C. Heath And Company, 1987 (經改編)

16 從圖中的資訊最能得出哪個結論？
(1) 南方各州的製造業領先全國。
(2) 西部各州的製造業生產超過新英格蘭各州。
(3) 中部各州在與製造業有關的所有類別領先全國。
(4) 新英格蘭各州更依賴於農業而不是製造業。

20 哪個地理特徵將上中西部地區的鐵礦石場與主
要鋼鐵中心相連？
(1) 五大湖 (Great Lakes)
(2) 墨西哥灣 (Gulf of Mexico)
(3) 哈得遜河 (Hudson River)
(4) 田納西河 (Tennessee River)

17 林肯 (Abraham Lincoln) 總統用哪個論點來解
釋他在內戰後對南方的寬鬆政策？
(1) 大多數南方人在戰爭期間仍然忠於聯邦。
(2) 大 多 數 南 方 人 願 意 給 予 以 前 被 奴 役 的 人
平等。
(3) 聯邦政府無權懲罰各州脫離聯邦。
(4) 快速癒合國家的傷口至關重要。

21 十九世紀末期形成全國工會主要是回應
(1) 支持工人的聯邦法律通過
(2) 限制移民和歸化的法律
(3) 許多行業工作條件差而且工資低
(4) 導致高失業率的經濟衰退

18 在 1877 年結束重建時期的大妥協中，共和黨
人同意
(1) 從南方撤回聯邦軍隊
(2) 支持限制黑人自由的法律 (Black Codes)
(3) 將總統職位授予民主黨的塞繆爾•蒂爾登
(Samuel Tilden)
(4) 接 受 最 高 法 院 對 德 雷 德 司 各 脫 對 桑 福 德
(Dred Scott v. Sanford) 一案的裁決

22 在十九世紀末期創建的許多商業信託最終被宣
布為非法，主要是因為他們
(1) 藉由形成壟斷而消除競爭
(2) 結合製造不同產品的公司
(3) 捐贈大筆金錢給政治候選人
(4) 允許兒童在不安全的條件下工作

19 在十九世紀末期，工業的迅速發展導致
(1) 關稅稅率降低
(2) 人口成長率下降
(3) 城市化的速度加快
(4) 農產品價格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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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28 哪項運動的主要目標是批准憲法修正案以授權
禁酒令 (Prohibition)？
(1) 主張廢奴者運動
(3) 節制飲酒運動
(2) 民粹運動
(4) 社區協調教育中心

23 南方在重建時期後制定識字試驗和「祖父條款」
的主要目的是
(1) 增加女性選民的人數
(2) 限制非洲裔美國人的選民人數
(3) 保證讓選民能讀能寫
(4) 確保以前被奴役的人達到財產要求

依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9 題。

24 厄普頓辛克萊 (Upton Sinclair)、法蘭克諾里斯
(Frank Norris) 和艾達塔貝爾 (Ida Tarbell) 如何
對前進運動作出了最大貢獻
(1) 努力結束城市中的政治腐敗
(2) 主張拉美裔美國人的平等權利
(3) 支持立法以改善多家合住公寓的住房條件
(4) 出版書籍和文章以揭露社會問題

哦，原來他是這樣的一種水手！

ܒݾਬ˚ݾϩ
Ө๑͞ڟϴ̟Ą
ʰӰͺಲʟĄ
୪ϵĊ

25 哪項行動其他三者的結果？
(1) 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政策
(2) 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3) 竊聽齊默爾曼照會 (Zimmermann Note)
(4) 美國貸款給同盟國

శٲ

26 美國參議院就凡爾賽條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1919 年) 的投票表決表明
(1) 不願加入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2) 對集體安全的承諾
(3) 認為國家需要更強大的軍方
(4) 拒絕殖民主義



27 哪項發展最清楚地說明二十世紀 20 年代存在
於美國的本土主義者的態度？
(1) 配額法 (Quota Acts) 設定對移民的限制
(2) 聯邦政府的親商政策
(3) 哈林復興 (Harlem Renaissance) 的藝術和文
學成就
(4) Scopes 審判所顯示的宗教與科學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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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J. n. “ding” darling, Des Moines Register,
March 29, 1937 (經改編)

29 這幅漫畫說明了富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對什麼不滿
(1) 國會帶領國家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2) 國會抗拒加強海軍的議案
(3) 新政 (New Deal) 方案被宣布違憲
(4) 無法任命少數民族就任最高法院

[6]

30 二十世紀 30 年代通過的中立法 (Neutrality
Acts) 反映國會所作的什麼努力
(1) 拒絕 Kellogg-Briand 條約的條款
(2) 避免導致國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外交
政策失誤
(3) 與其他民主國家形成軍事聯盟
(4) 加強美國對抗歐洲獨裁者的軍事力量

35 美 國 最 高 法 院 首 席 大 法 官 厄 爾 •沃 倫 (Earl
Warren)（1953 年至 1969 年）下了一些具有
里程碑意義的裁決，因而
(1) 支持各州的權利而招致批評
(2) 削弱了聯邦政府的權力
(3) 加強了警方的權限
(4) 增加了個人的權利

31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曼哈頓計劃 (Manhattan
Project) 是什麼計劃的名稱
(1) 在歐洲打開第二陣線
(2) 攻下被日本人佔據的太平洋群島
(3) 發展原子彈
(4) 解放德國集中營

36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嬰兒潮直接導致
(1) 公共教育開支減少
(2) 返回農村生活方式
(3) 對房屋的需求增加
(4) 消費支出減少
依據下面的圖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7 題。

32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婦女如何在國內戰線發
揮重要作用
(1) 成為公職候選人
(2) 為爭取婦女選舉權而運動
(3) 示威反對參戰
(4) 參與國防工業的工作

大社會立法
立法

33 哪個關於馬歇爾計劃 (Marshall Plan) 的陳述最
準確？
(1) 它在二次戰後被用來資助重新武裝。
(2) 不 對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的 所 有 前 敵 人 提 供
援助。
(3) 它在二次戰後被用來重建歐洲國家。
(4) 它 在 冷 戰 時 期 被 提 供 給 所 有 非 洲 和 亞 洲
盟國。

經濟
機會法

制定例如
職業團和
起始方案等計劃

投票
權法

結束了對投票權以
種族為基礎的限制

為老人和貧困的
聯邦醫療保險
美國人提供
/醫療補助法
醫療福利

37 這個圖表中確定的立法為了解決有關什麼的問
題
(1) 非法移民和恐怖主義
(2) 貧困和歧視
(3) 文盲和家庭暴力
(4) 預算赤字和饑荒

34 1956 年匈牙利起義、U-2 事件以及古巴導彈危
機導致
(1) 東南亞條約組織 (SEATO) 的軍事行動
(2) 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緊張局勢加劇
(3) 國際間為控制共黨中國所做的努力
(4) 華沙公約組織 (Warsaw Pact)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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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下面的地圖和你的社會知識學來回答第 38 題和第 39 題。
ϨЎᜌΓर (ERA) ӳ࢟ٷĈ1972 Бэ 1982 Б

VT

WA

ME

ND

MT

MN
OR

WI

SD

ID

NH
NY

WY

PA

IA
NE

NV

IL

UT

CO

KS

CA

MA
RI
CT

MI
NJ
DE

OH

IN

WV

MO

VA
MD

KY
NC
TN

AZ

OK

NM

SC

AR
MS

TX

AL

GA

LA

಼ۡ͑

FL

ӳ࢟
ૃΐӳ࢟

ࣇ݄ϼ

ӳ࢟ݣʬဤኛ

資料來源: edward L. Ayers et al., American Passage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9 (經改編)

38 根據這張地圖，平權法 (ERA) 在何處所獲得的支持最少
(1) 洛磯山脈各州
(3) 東北各州
(2) 太平洋沿岸各州
(4) 東南部各州
39 根據這張地圖，建議的平權法修正案未被加入憲法，因為
(1) 新英格蘭只有少數州支持
(2) 只獲得了不到四分之三的州批准
(3) 總統否決了修正案的通過
(4) 愛達荷州、內布拉斯加州和肯塔基州從未舉行批准投票

41 雷根 (Ronald Reagan) 總統在提出以下什麼建
議時利用了賣方經濟概念
(1) 減少所得稅以刺激經濟成長
(2) 提供直接付款給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
(3) 創造政府職位以讓人們保有工作
(4) 增加企業法規以促進競爭

40 哪項行動是卡特 (Jimmy Carter) 總統的重大外
交政策成就？
(1) 解決蘇伊士運河危機
(2) 美國從越南戰爭中撤離
(3) 改善與伊朗的關係
(4) 調 解 埃 及 和 以 色 列 之 間 的 戴 維 營 協 定
(Camp David Ac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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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林肯 (Abraham Lincoln) 總統暫停人身保護令
和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強迫日
裔美國人進入拘留營的行政命令都表明
(1) 憲法權利在戰時可以被限制
(2) 國會可以通過法律限制強勢總統的權力
(3) 移 民 都 受 到 與 美 國 公 民 相 同 的 憲 法 權 利
保護
(4) 總統的行動必須提交最高法院批准

42 哪項行動成為冷戰結束的象徵？
(1) 建立和平隊 (Peace Corps)
(2) 實現了韓戰停戰
(3) 拆除柏林圍牆
(4) 改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依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3 題。

46 根據 Dawes 提案（1887 年）實施的土著印地
安人同化政策被二十世紀的立法逆轉，該立法
(1) 給土著印地安人對他們自己的保留地更大
的控制權
(2) 幫助土著印地安人遷移到大城市
(3) 藉由給每個家庭自己的土地拆散土著印地
安人部落
(4) 強迫土著印地安人兒童遠離家人受教育

ӇЙպּ
ψਜ਼ྀЙ
ˉΓ

47 「司法部長長帕爾默將 249 名外國人遞解出境」
（1919 年）
「 尼 克 森 指 控 阿 爾 傑 •希 斯 從 事 間 諜 工 作 」
（1948 年）
「羅森堡因叛國罪而被處決」（1953 年）

資料來源: Mike Lane, Baltimore Sun, June 30, 2005

43 這幅漫畫對伊拉克戰爭的主要思想是
(1) 美國大眾不應再支持總統的目標
(2) 布希 (George W. Bush) 總統過早宣布勝利
(3) 美國軍隊應盡快回家
(4) 建立民主政府已不再是戰爭的目標

上面的每個標題表明，二十世紀期間
(1) 被告的權利得到擴大
(2) 被認為具顛覆性的團體會員人數急劇上升
(3) 審查制度是政府的主要政策
(4) 擔心共產主義活動促使政府採取行動

44 哪次戰爭與美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出現最密切相
關？
(1) 1812 年戰爭
(2) 墨西哥戰爭
(3) 美國內戰
(4) 美西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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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民權法案 (Civil Rights Act)（1964 年）和美國
殘障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1990
年）類似的一個主要方式是這兩條法律
(1) 旨在解救美國人擺脫貧困
(2) 未能通過最高法院憲法審查
(3) 給予少數族群在經過多年的抗議之後投票
的權利
(4) 為經歷過歧視的族群提供平等保護

48 在 1951 年將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將
軍解職和 1973 年通過戰爭權力法案 (War
Powers Act) 都涉及哪個問題？
(1) 對言論自由的司法限制
(2) 媒體對預算政策的影響
(3) 總統作為三軍統帥的權力
(4) 軍工聯合企業的擴大
49 2000 年的總統選舉為何與 1824 年和 1876 年
的總統選舉類似？
(1) 選舉計票以平手告終。
(2) 第三黨候選人贏得幾張選舉人票。
(3) 公民投票的勝選者並沒有成為總統。
(4) 美國參議院選出勝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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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的答案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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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憲法修正案
當開國元勳們撰寫美國憲法時，他們也包括了修正程序。已獲得通過的修正
案對美國社會帶來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化。
任務：
選擇兩條改變了美國社會的憲法修正案，並且對每一條修正案
• 描述導致通過修正案歷史的來龍去脈
• 論述修正案對美國社會所帶來的政治、社會和/或經濟變化
你可以使用任何改變了美國社會的憲法修正案。你不妨考慮的某些建議包括第 13 修正
案（廢除奴隸制，1865 年）、第 17 修正案（參議員直接選舉，1913 年）、第 18 修正案
（禁酒令，1919 年） 、第 19 修正案（女性選舉權，1920 年）、第 22 修正案（總統任期
限制，1951 年）、第 24 修正案（取消人頭稅，1964 年）和第 26 修正案（18 歲以上公民
的選舉權，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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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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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二十世紀 20 年代是繁榮和自信的十年。 然而，這十年
結束之後開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革，將在二十世紀 30 年代創造一個完全
不同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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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述美國社會從二十世紀 20 年代到 30 年代之間的差異和/或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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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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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ڟސĂϑΡĂ͂ސӨڟᙘՔĊ

ޠγۀސӨ࢈ڟЁ̄ىĊ

រࠛ

ޠγۀ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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ཥटվປ: Andrew Cayton et al.,
America: Pathways to the Present,
Prentice Hall, 1995 (༄ӽሡ)

ཥटվປ: Daniel R. Fitzpatrick, St. Louis Post-Dispatch,
September 21, 1924

1 根據這些漫畫，在二十世紀 20 年代凱文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 總統的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關係
如何？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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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那麼她們[女性]自己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一方面，她們可以工作了。到目前為止，那些
中產階級出身想「做點事」的女性，主要被侷限於學校教學、社會服務、護理、速記和商
行的文書等工作。但現在她們大批地走出學校和學院，踏入所有新的職業形式。她們搶攻
出版商和廣告商辦公室；她們擔任餐室管理職務，直到雞肉餡餅和肉桂麵包的販賣商[賣家]
比消費者還多的地步；她們賣古董、出售房地產、經營各種小商行，最終則進佔了百貨公
司。在 1920 年，百貨公司在一般女大學生的心目中，是一種相當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機
構，只僱用「貧窮的女店員」；但到了該年代晚期，女大學生站在女性運動服裝部開門的
迎接隊伍中，甚至當起櫃檯銷售員，希望有一天幸運之星降臨在她們身上，她們會成為採
購員或設計師。曾經滿足於整日待在[明尼蘇達州]索克中心的小城鎮女孩，現在向父親借錢
到紐約或芝加哥去闖天下，在貝斯特、梅西或馬歇爾百貨追逐她們的財富。被孩子拖累[負
擔]而無法去找工作的已婚婦女，用畢竟家管和撫養子女也是真正的「職業」的想法來自我
安慰。全國各地無論在東岸還是西岸，午餐會上討論最激烈的話題都圍繞著已婚婦女是否
應該工作，以及母親是否有權利這麼做的問題。至於未婚女性，她們再也不必解釋為什麼
會在一家商店或辦公室上班；如今，不工作的人反而需要為自己賦閒在家做辯解。…
資料來源: Frederick Lewis Allen,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Harper and Row, 1931

2 根據弗雷德烈克•劉易斯•艾倫 (Frederick Lewis Allen) 所說，在二十世紀 20 年代，中產階級女性生活
的哪一個方面有了改變？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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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霍華德•約翰遜 (Howard Johnson) 是非洲裔美國人報紙的編輯。
…當時復興的時機已經成熟。在德皇[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敗後，一種樂觀和正面期望
的精神席捲了整個哈林區。盟軍已經贏得了民主戰役，現在該是美國發生一些事情，改變
實行中的隔離制度和私刑的時候了。黑人[非洲裔美國人]軍隊在歐洲被視為解放者而受到歡
迎；所以當他們回到美國之後，他們決定製造出一種類似他們一向所爭取的口號的情況。
他們希望在美國國內也能實行民主。 而這種一般理念有助於培養「文藝復興」的概念。…
很多人懷疑社區在隔離和歧視的條件下怎麼可能會有快樂和樂觀。但黑人社區有兩股非
常重要的力量使它能夠生存和發展。一個是教會，在那裡你接受福音和聖靈的洗禮，它們
的基本內容可以鼓舞人心。另一個是娛樂世界，在這裡你享有表現在爵士樂上世俗面的
音樂。…
資料來源: Howard Johnson, interviewed in Jennings and Brewster, The Century, doubleday, 1998

3a 根據霍華德•約翰遜 (Howard Johnson) 所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對黑人社區造成了一個什麼效果？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b 根據霍華德•約翰遜 (Howard Johnson) 所說，在二十世紀 20 年代哪一個因素對黑人社區有幫助？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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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Σ๛๛˿˞ϋΆԞઠˢȹԒ܁

ѱࡌᐗુ๐ጭѱː༄ુ֗
̶ߨʰڟʙ˸ĈѮѱુ֗ڟඹϻĂ
ѱ˚ڟၖ౷ඹϻĊ
[]ݪز

Ө࢈
ᅎڟঠ
ϑ

ྫᆇ

Ө࢈

ʙ̈́

ጠ

ࡱᇅ

ጠ

ॼᒐ

Нࡱ

୪̈́

ౢ͐

ड़ࠚ
ደम

ϕଝ

Фࡗྫՙ

˃љාኈ

ԡՙ
ዢ



Ҝ

јጠ
ბԡ

͑ᇥ

ཥटվປ: Carey Orr, Chicago Tribune, 1924 (༄ӽሡ)

4 說出這名漫畫家對二十世紀 20 年代的這一代所做的一個批評。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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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a
伯納姆 (I. W. Burnham) 是華爾街股票經紀人。
...人們在股市賺了很多錢 ─ 當你去拜訪客戶或送貨的時候可以感覺得到。每個人真的都很
忙，而且他們對自己的情況感到滿意。在這段期間，人們對股市的興趣比從前任何時候都
大。股票價格相當穩定地持續上漲，儘管主要仍是富人在投資，但就連普通人也開始聽到
有朋友在一夜間賺了 2、3 萬美元的事。投機情況十分猖獗[普遍]，如果你想參與，你需要
做的就是投資百分之十的錢，而經紀人會將剩下的搞定.…
資料來源: i. W. Burnham, interviewed in Jennings and Brewster, The Century, doubleday, 1998 (經改編)

5a 根據伯納姆 (I. W. Burnham) 所說，大眾在二十世紀 20 年代變得對股市更感興趣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文件 5b
. . . 在二十世紀 20 年代對大型企業的批評強調技術創新帶來的好處不僅集中程度增加，而
且事實上完全沒有均勻分配。企業利潤和紅利遠遠超過了工資的調升，儘管這時期的高度
生產力，失業率也令人感到憂心。「黃金二十年代」的任何一個時刻都有百分之 7 至 12 的
人失業。在如煤炭、皮革和紡織等「病態」[疲弱]產業的工廠工人很少能有富裕[繁榮]的生
活。那些貧民住宅內的黑人[非洲裔美國人]，或洛杉磯和埃爾帕索骯髒的貧民區內的西班
牙裔，或被遺棄在荒僻保留區內的土著印地安人也沒有見識過。位於北卡羅萊納州加斯頓
龍的 Loray 工廠，1929 年一場血腥罷工的現場，當年每一個 70 小時的工作週，每週支付
給男性工人 18 美元工資和支付給女性 9 美元工資。在柯立芝 (Coolidge) 總統任內最繁榮的
高峰時期，加斯頓龍商會的秘書誇口說，十四歲的孩童僅被允許一天工作 11 個小時。大約
有多達兩百萬名十五歲以下的男童和女童繼續在紡織廠、蔓越莓沼澤和甜菜田裡幹苦工。
1929 年，百分之 71 的美國家庭收入在 2500 美元以下，一般認為是生活還過得去的最低標
準。而最富有的 3 萬 6 千個家庭所得，和在貧困線以下每年收入不到 1 千 5 百美元的 1 千
200 萬個家庭的收入一樣多，它們佔美國所有貧困家庭的百分之 42。. . .
資料來源: 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 Perils of Prosperity, 1914–193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b 根據威廉•洛克騰堡 (William Leuchtenburg) 所說，二十世紀 20 年代的一個經濟問題是什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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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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ཥटվປ;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ӽሡ)

6 根據這些圖表中的資訊，說出二十世紀 30 年代初期的一個經濟趨勢。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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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a
布魯斯•克雷文 (Bruce Craven) 回應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的爐邊談話。
1933 年 7 月 25 日
親愛的總統先生：
…被遺忘的人已經被遺忘了，即使他曾經真的被記住的話。我碰巧是一名聯邦土地銀行的
核准律師，並出版了有關新貸款立法的資訊，這個小人物前來見我，徒勞地希望至少他能
被人記住。他代表著北卡羅來納州成千上萬的農民，擁有大約 50 畝土地，完全靠自己一
人工作，就快因為付不出抵押貸款還款而失去他的農場。但要獲得貸款，他必須先支付 20
元的估價費，還要另外 10 元的勘查費，而他一整個月也不會有這麼多的現金。我寫信給
每一個人談到這件事情，上從[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先生開始，沒有
人感興趣。當時的想法似乎是，如果一個人那麼窮的話，他應該永遠都窮。
在這項貸款和任何公共建設工程法規頒布之前，我就曾寫信給您，建議您應該在每一個
監管機構至少安置一個有人性的人，我的意思是這個人必須能夠了解到，在這個國家還有
些「小人物」，他們從未有過一次公平的機會，可是卻應該得到這樣一個機會。我希望您
由於某種原因會記得這個被遺忘的小人物，他沒有辦法去接近任何一個高層人士。
敬上
布魯斯•克雷文
北卡羅萊納州特里尼蒂
資料來源: Levine and Levine, The People and the President: America’s Conversation with FDR,
Beacon Press, 2002

7a 根據布魯斯•克雷文 (Bruce Craven) 所說，這個「被遺忘的人」為什麼需要幫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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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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ཥटվປ: C. D. Batchelor, New York Daily News, October 11, 1936

7b 根據這幅漫畫，「被遺忘的人」和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之間是什麼關係？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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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a
… 職業婦女最初比男性更快失去她們的工作 ─ 不過後來又以更快的速度重新進入勞動市
場。在大蕭條時期最初的幾年，許多僱主，包括聯邦政府在內，試圖將他們僅有的工作機
會分配給一家之主。這意味著把被視為家庭的「次要」收入者的任何已婚婦女解僱。但在
大蕭條之前就已確立的就業模式上的性別隔離也對婦女有利。重工業遭受最嚴重的失業問
題，但相對來說，很少女性會在鋼鐵廠給鼓風爐添加燃料、在組裝線上鑽鉚釘、或在建築
行業揮動鐵鎚。然而，婦女高度集中在教學專業而且佔絕大多數的員工人數，雖然遭到減
薪的命運，但只有極少數的裁員。經濟的基本趨勢意味著在二十世紀 30 年代所出現的新
就業機會，例如電話總機操作及文書工作等，特別適合女性。…
資料來源: david M.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a 根據大衛•甘迺迪 (David M. Kennedy) 所說，大蕭條對婦女產生了一個什麼經濟影響？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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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b
. . . 雖然明顯受到嚴重限制，在大蕭條時期黑人[非洲裔美國人]的改善還是可以辨識[明顯]。
在 1935 年 5 月，隨著「第二次新政」的實施，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發佈
7046 號行政命令，禁止在新成立的「工作改進組織」(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專案中
有歧視的情況發生。歧視繼續存在，但 WPA 對許多黑人來說被證明是天賜良機。在 30 年
代晚期[1930s]，該機構有百分之 15 到 20 的員工是黑人，雖然當時黑人的人口僅佔全國不到
百分之十。當然，這反映出黑人的情況比白人要糟很多，但 WPA 也使得許多黑人得以生
存。不僅如此，即使 WPA 每週 12 元的最低工資，也都是許多黑人以前所能賺得的兩倍。
哈羅德•伊克斯 (Harold Ickes) 的「工作改進組織」針對它所建成的公共房屋，為黑人租
戶提供更公平的份額。PWA 甚至還建設了若干綜合住房專案。PWA 的建設工資對待黑人
也很公平。在 1936 年，PWA 的工資有大約百分之 31 付給了黑人工人。伊克斯首次利用
配額制度，規定按黑人在當地的勞動人口中的人數比例僱用黑人。這一先例之後再次（至
少在理論上）由戰時公平就業實踐委員會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ssion) 和 60 年
代和 70 年代的公民權立法和法院裁決重演。. . .
資料來源: Robert Mcelvaine,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 1929–1941, three Rivers Press

8b 根據羅伯特•麥格伊文 (Robert McElvaine)，新政在經濟上影響非洲裔美國人的一個方式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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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在嘗試刺激經濟時，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宣佈了一項龐大的聯邦支出和
借貸方案。根據 [1938 年通過的]緊急救濟撥款法 (Emergency Relief Appropriations Act)，
美國國會撥款 37.5 億美元用於公共工程和產業擴張。紡織和鋼鐵這兩個產業即時利用了這
項「政府注資」（按羅斯福的話說），因此使得生產有所提升。製鞋業以及建築行業也隨
後跟進。到了 [1938 年]年底，住宅的營建打破了所有最近的記錄。即使是困擾不斷的鐵路
公司，也能利用聯邦的現金挹注，最後竟能放棄已經宣佈的原本可能只會加重其困境的減
薪百分之 15 的決定。…
資料來源: Martin gilbert, 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Two: 1933–1951, HarperCollins, London

9 根據馬丁•吉爾伯特 (Martin Gilbert) 所說，羅斯福 (Franklin D.Roosevelt) 總統的產業政策的一個效果
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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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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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二十世紀 20 年代是繁榮和自信的十年。然而，這十年
結束之後開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革，將在二十世紀 30 年代創造一個完全
不同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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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述美國社會從二十世紀 20 年代到 30 年代之間的差異和/或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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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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