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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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 題和第 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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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張地圖最好的標題是什麼？
(1) 東遷
(2) 革命的結果

(3) 領土擴張
(4) 內戰前的移民

2 哪個地理特徵形成了美國在 1783 年的西部邊界？
(1) 太平洋
(3) 五大湖區
(2) 密西西比河
(4) 落磯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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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邦條款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的主要目
的是
(1) 為國家政府提供收入
(2) 建立國家政府的基本框架
(3) 給國家政府規範州際貿易的權力
(4) 保 證 權 利 法 案 以 保 護 公 民 不 受 國 家 政 府
侵犯

8

在創建國家銀行的問題上，國務卿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 和 財 政 部 長 漢 彌 爾 頓
(Alexander Hamilton) 對什麼的看法有所不同
(1) 採用嚴格或寬鬆的憲法解釋
(2) 建立關稅以增加收入
(3) 使用存款來資助一個新的海軍
(4) 向農民發放貸款
依據以下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9 題。

4 1787 年的西北條例 (Northwest Ordinance)
提供了什麼而建立後來的殖民模式
(1) 奴隸制的法律擴張
(2) 建立國家公園
(3) 分配免費的土地給退伍軍人
(4) 領土成為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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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洛克 (John Locke)、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和孟德斯鳩 (Baron de Montesquieu) 的著作在
美國歷史上有顯著地位，因為他們
(1) 反對在美洲使用奴隸勞工
(2) 支持國王徵收稅款的絕對權利
(3) 鼓勵政黨和政治機器的形成
(4) 影 響 了 獨 立 宣 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和憲法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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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哪個是使用不成文憲法的一個例子？
(1) 在白宮舉行內閣會議
(2) 將一項條約提交參議院批准
(3) 提名駐法國大使
(4) 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
ཥटվປ!; Clifford Berryman, National Archives (༄ӽሡ)

7 哪項陳述最準確地描述了聯邦制？
(1) 政府司法部門的權力比其他兩個分支更大。
(2) 總統和副總統劃分行政權力。
(3) 在國家政府和各州之間劃分權力。
(4) 國會兩院之間共享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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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這幅漫畫中的資訊最好地支持以下對美國國會
的哪項陳述？
(1) 國會每年必須至少舉行一次會議。
(2) 眾議院議員必須每兩年選舉一次。
(3) 國會兩院必須分別公佈其會議記錄。
(4) 眾議院議員的代表權是以州的人口為基礎。

[3]

[接下頁]

10 美國憲法的序言中指出了哪項政府原則？
(1) 聯邦法律必須經過州的批准。
(2) 政府權力來自於人民。
(3) 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容侵犯。
(4) 不論男女，人人平等。

15 19 世紀末在南方通過 Jim Crow 法律的目的是
(1) 支持非洲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
(2) 建立一套法律隔離制度
(3) 給以前被奴役的人免費的土地
(4) 補償內戰期間對地主造成的損害

11 威士忌叛亂（1794 年）的結果加強了誰的權威
(1) 國家政府
(2) 州長
(3) 領土立法機關
(4) 當地警方

16 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美國勞工聯合會
(AFL) 的一個主要目標是
(1) 結束對童工的限制
(2) 接納婦女加入工業勞動力
(3) 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
(4) 讓所有工人加入單一工會

12 1812 年戰爭被稱為「第二次美國獨立戰爭」，
主要是因為
(1) 英國阻止美國進入新奧爾良港
(2) 美國繼續反抗英國徵稅
(3) 英國政府從來沒有完全尊重美國，將其視
為一個自由的國家
(4) 美國和英國在革命戰爭之後沒有簽署和平
條約

17 在 19 世紀 90 年代，許多美國農民如何設法解
決他們的經濟問題
(1) 加入人民黨
(2) 召集對政府的暴力抗議活動
(3) 支持政府對鐵路的援助
(4) 要求國會結束農業補貼

13 伊利運河對美國的發展作出了哪種貢獻
(1) 消除對鐵路的需要
(2) 將大湖區與大西洋連接
(3) 成為到加州的主要貿易路線
(4) 允許南方種植園主將他們的棉花銷往西部

18 排華法案 (Chinese Exclusion Act)（1882 年）
和君子協定 (Gentlemen's Agreement)（1907 年）
類似的一個方式是他們
(1) 反映本土主義者在美國的態度
(2) 鼓勵人民主權的政策
(3) 導致亞裔移民增加
(4) 放鬆對公民的要求

14 哪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下面的部分大綱？

19 哪個與美西戰爭有關的標題是不符合事實的報
導的例子？
(1) 「麥肯利 (McKinley) 總統要求國會對西班牙
宣戰」
(2) 「美國為了與西班牙的戰爭而動員」
(3) 「美國要求對西班牙的行動做出反應」
(4) 「西班牙軍隊屠殺無辜的古巴公民」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暫停人身保護令
B. 簽署解放宣言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C. 林肯總統當選第二任
(1)
(2)
(3)
(4)

戰時宣傳活動
戰時對公民自由的限制
少數民族的權利減少
在內戰期間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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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0 題和第 2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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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地圖上的資訊最明確支持哪個結論？
(1) 美國尊重拉丁美洲國家的主權。
(2) 用美國的軍事行動來保護美國的利益。
(3)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很少在拉丁美洲使用武裝部隊。
(4) 美國在拉丁美洲的軍事行動支持歐洲的殖民地。
21 哪項美國的外交政策最常被用來展開地圖上所顯示的行動？
(1) 羅斯福 (Roosevelt) 推論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2) 威爾遜 (Wilson) 總統的十四點方案 (Fourteen Points)
(3) Kellogg-Briand 條約
(4) 門戶開放政策 (Open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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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27 輿論對 Scopes 審判和禁酒令的意見分歧表明
20 世紀 20 年代的什麼特點？
(1) 歧視移民
(2) 文化價值觀的衝突
(3) 恐懼國際共產主義
(4) 反對三 K 黨

22 「…換句話說，我們的要求是大企業給人民一
個公平交易，並且人民也給參與誠實努力正當
行事的大企業的任何人一個公平交易。」…”
— Theodore Roosevelt, “A Charter for Democracy,”
February 21, 1912

這個聲明反映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總
統的立場，他認為聯邦政府應該
(1) 將大企業的監管權交給各州
(2) 停止監管商業活動
(3) 規範舞弊性商業實務
(4) 取得所有信託的控制權

28 在 20 世紀 20 年代，消費者所積累的債務大多
是因為
(1) 分期付款購買製成品
(2) 農產品生產過剩
(3) 工會長期罷工
(4) 提高所得稅

23 《叢林》(The Jungle)，《章魚》(The Octopus) 和
《城市的恥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 都是
為了什麼而撰寫的書籍
(1) 支持一個新政黨的形成
(2) 提倡環境保育
(3) 鼓勵企業和政府改革
(4) 表達關於帝國主義的意見

29 在 20 世紀 30 年代，土地管理不善和中西部部
分地區的嚴重乾旱條件導致
(1) 形成美國農業部
(2) 產生小麥過剩
(3) 農會運動 (Granger movement) 的增長
(4) 大平原上的沙塵暴地帶 (Dust Bowl) 條件的
發展

24 於 1913 年創建聯邦儲備系統是為了
(1) 調節貨幣供應量
(2) 運作造幣廠以鑄造錢幣
(3) 徵收稅收
(4) 保護儲蓄銀行的存款

30 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為最高法
院增設更多法官的計劃目的何在？
(1) 幫助最高法院執行其判決
(2) 限制對新政 (New Deal) 方案的司法反對
(3) 說服國會制定新的經濟法律
(4) 取代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2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總統運用他的戰時權力
(1) 爭取通過配額法
(2) 賦予所有婦女投票權
(3) 擴大新聞自由
(4) 增加政府對經濟的控制

31 為了有助於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聯邦政府認
為有必要
(1) 重拾金本位制
(2) 取締工會
(3) 強制執行定量配給和價格管制
(4) 整合軍隊

26 參 議 院 反 對 美 國 成 為 國 際 聯 盟 (League of
Nations) 成員國主要是因為
(1) 黨費的花費
(2) 未能給予美國否決權
(3) 害怕被捲入未來的戰爭
(4) 擔心美國企業將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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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緊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年間，美國
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
(1) 確保中東的和平
(2) 遏制共產主義的傳播
(3) 派遣志願者到發展中國家
(4) 在世界的衝突中保持中立

依據下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2 題。
ࠛڟͶĂ1929–1942!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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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 1946 年至 1954 年之間，眾議院非美活動委
員 會 和 參 議 員 約 瑟 夫 ・ 麥 卡 錫 (Joseph
McCarthy) 因調查什麼而吸引了公眾關注
(1) 指控共產主義對政府的影響
(2) 侵犯非洲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
(3) 國防工業公司的腐敗
(4) 德國和日本官員的戰爭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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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總統於 1957
年將聯邦軍隊派往阿肯色州小岩城
(1) 監督地方選舉
(2) 強制執行學校整合
(3) 結束巴士抵制
(4) 驅散鋼鐵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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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古巴導彈危機在何時獲得有效的結束
(1) 蘇聯同意從古巴撤除武器
(2) 豬灣入侵剝奪了卡斯楚 (Fidel Castro) 的權力
(3) 古巴當局與美國簽署新的貿易協議
(4) 美國宣布進步聯盟的形成

Бϋ
ཥटվປ!;!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ӽሡ)

32 以下哪項最能解釋 1941 年到 1942 年之間失業
率的變化
(1) 胡佛 (Herbert Hoover) 總統對股市崩盤的
反應
(2) 《Wagner 法案》的影響
(3) 《國家復甦法》(National Recovery Act) 獲
得通過
(4) 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39 瑞秋・ 卡森 (Rachel Carson) 出版《Silent
Spring》導致了什麼結果
(1) 通過《美國殘障法案》(Disabilities Act)
(2) 通過 1964 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3) 現代環保運動獲得支持
(4) 消費者保護運動開始

3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送往集
中營，主要是因為他們
(1) 被視為非法居留的外國人
(2) 被定罪為日本間諜
(3) 拒絕應募入伍美軍
(4) 被認為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34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的創建表明對什麼
概念的承諾
(1) 殖民主義
(3) 共同防禦
(2) 孤立主義
(4) 人權
U.S. Hist. & Gov’t. – Jan. ’12 Chinese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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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依據以下圖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3
題。

依據以下信函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0
第 4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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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民眾
投票

選舉團
投票

民主黨：
戈爾 (Al Gore)

50,996,582

266

共和黨：
布希 (George W.
Bush)

50,456,062

271

資料來源：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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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圖表中的資訊最能支持哪項陳述？
(1) 大多數人口選擇的候選人當選總統。
(2) 公民投票不是贏得總統選舉的決定因素。
(3) 候 選 人 必 須 在 所 有 的 州 活 動 以 贏 得 總 統
選舉。
(4) 選舉團制度在本次選舉後被廢除。

Ъ

ќҁ・ן՚ϡᄧʮ
ਜ਼ࢧ
ർླ५!!!31631

依據以下引言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4
題。

ཥटվປ!;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自從我們的國家六年前遭到攻擊以來，我
希望我能告訴你，危險已經結束…。但他們沒
有。因此，利用情報、外交、執法和軍事行動
的一切合法和適當的工具來盡我們應盡的責
任，找到這些敵人，並保護美國人民，仍然是
政府的政策。…

40 哪個事件導致寫下這封信？
(1) 蒂波特山石油保留地醜聞
(2) 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
(3) 伊朗門事件
(4) 水門竊聽事件

—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41 哪種憲法權力最直接對這封信中所採取的行動
負責？
(1) 國會再否決總統的否決的權力
(2) 總統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權力
(3) 眾議院的彈劾權
(4) 參議院批准擬議條約的權力

44 布希 (Bush) 總統在這段引述中指的是哪個事
件？
(1) 1995 年 4 月 17 日奧克拉荷馬市爆炸事件
(2)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攻擊行動
(3) 蘇聯入侵阿富汗
(4) 展開自由伊拉克作戰

42 美國參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ATT) 和北美自
由貿易協定 (NAFTA) 說明了哪個概念？
(1) 相互依存
(3) 民族主義
(2) 綏靖
(4) 不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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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哪組事件顯示了正確的因果關係？
(1) 墨西哥戰爭 ’ 淚之痕
(2) 哈林復興 ’ 大遷徙
(3) 組 織 犯 罪 增 加 ’ 通 過 全 國 禁 酒 令
(Prohibition)
(4) 《州際公路法》(Interstate Highway Act) 獲
得通過 ’ 郊區化的增加

[8]

依據以下時間軸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6 題。
1890Б!
1904Б!
1935Б!
ఫڻҁ۳ᛖᘰൂ!
͕̟ᘌ֔˴ͧਔට!
ڥЊϒ!ٲ
(McKinley
(Northern Securities
(Social
Protective Tariff) Company Prosecution) Security Act)

1875

1900

1925

1964Б!
༄ᐼጠٲर
(Economic
Opportunity Act)

1950

1975

1994Б!
̶ߨභؾᕑ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0

46 時間線中的資訊最明確支持哪個結論？
(1) 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限制了國內生產總值的成長。
(2) 美國的經濟政策已修改以滿足不斷變化的情況。
(3) 美國政府顯示規範大企業的興趣不大。
(4) 大多數美國人反對政府干預經濟。

49 哪項陳述說明制衡制度？
(1) 選舉團在 1912 年投了 435 票給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2) 杜魯門 (Harry Truman) 總統決定解除麥克
阿瑟將軍 (Douglas MacArthur) 韓國軍事指
揮官的職務。
(3) 參議院拒絕雷根 (Ronald Reagan) 總統提名
羅伯特・伯克 (Robert Bork) 至最高法院。
(4) 裴洛西 (Nancy Pelosi) 在 2007 年當選為眾
議院首任女議長。

依據以下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7 題。
եᅄĂʙѝྀ֗
ਝτதᔈڟᐉᇘ
Ф˧ᅄབྷࡌჳĉ

ڥЊϒႋҁ

50 • 拉爾夫・納德 (Ralph Nader) –《任何速度都
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
• 貝蒂・傅瑞丹 (Betty Friedan) –《女性的奥秘》
(The Feminine Mystique)
• 鲍勃・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和卡爾・
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 –《總統班底》
(All the President’s Men)

Ӥව"
///ݣᓙФʙ˃༐""

ཥटվປ!;!Joe Heller, Green Bay Press-Gazette,
October 16, 2007

47 漫畫家表達了對目前的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的哪
個關注
(1) 徵稅過高
(2) 不包括大多數美國工人
(3) 面臨未來受助人數目增加的威脅
(4) 不能支持體面的生活標準

這些書籍的影響最能得出哪個結論？
(1) 作者往往會提高公眾對重大問題的意識。
(2) 作家往往會推動大企業。
(3) 文學作品往往會忽視有爭議的問題。
(4) 記者往往會揭露腐敗的政客。

48 強森 (Andrew Johnson) 總統和克林頓 (Bill
Clinton) 總統類似的一個方式是他們兩人都
(1) 被迫打一場不受歡迎的戰爭
(2) 反對民權立法
(3) 在總統被暗殺後宣誓就職
(4) 由參議院彈劾後被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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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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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以下任務的幾個段落、以及結論。
主題： 最高法院的判決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對國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任務：
指出兩宗美國最高法院的重要案件，並且對於每一宗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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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述法院的判決對美國的影響
你可以使用任何適當的最高法院案例。你不妨考慮的某些建議包括馬伯瑞訴麥迪森
案（1803 年），吉本斯訴奥格登案（1824 年），烏斯特訴喬治亞州案（1832 年），普
萊西訴弗格森案（1896 年），申克訴美國案（1919 年），松訴美國案（1944 年），布朗
訴 托 皮 卡 教 育 局 案 (1954年 )， 米 蘭 達 訴 亞 利 桑 那 州 案 （ 1966 年 ） ， 羅 訴 韋 德
案（1973 年），以及紐澤西州訴 T.L.O. 案（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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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年到 1860 年期間，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導致北方和南方之間的分段差
異發展。這些差異包括如何最有效地擴展美國經濟，奴隸制擴充到領土內，以
及州和聯邦政府之間的關係。這些差異奠定了內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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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討論北方和南方之間最終導致內戰的經濟、政治和/或社會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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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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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ყఅڟᅋࢄĞ̾лࠛ˯ࡎ႗ğĂ2971!Б
ർླᄴˀ
$1.4

ሟϰЎ
$38.2
ՂࣇЎ
$37.6
బฬቝฬЎ
$255.6
ᗳᆈ࣬!$40.7
શʝԳѺЎ $81.9
হጩљЎ $76.3
ᆈΟЎ $9.9

ѣ५Ў
$14.6

ഒ



ᕑ

Ў
ྀ
ᚃ ݄
಼
ͻ
˱಼͑
 ق3.4 $ શ
27 ՚Ў
$
ᄴˀ
হ࠘Ў
.8
ઝљळЎ
$0.6
$378.9
ճЎ
$32.7
๒ർЎ
ჽ˂ͻٲ
.1
0
0
$13.9
ۼμۼЎ
ങ͂Ў
$2
$121.7
ᄴˀ
$0.9
ઝ
ըᛌЎ $41.7
ᕡ಼ᄴˀ
ᚃ
ႰϡͻճЎ
$4 ը
$37.9
$50.7
$4.4
1. Ў
8
ർླ५ $5.4
ัڻઅЎ
Ў
љ
ዎљࢰ
ঽ
Τ
ϟϴЊ
͕͚ᗳঽЎ
$18.0
ۡڻѓЎ
ᄴˀ
ᄴˀ
ౖ
$16.7
$2.9
$1.2
ٽ
$1 ճ
͚ܒᗳঽЎ
6. Ў
9
$8.6
ᆈЎ
$6.6

ᄴ

ˀ

ઝљљ̨Ў
$6.6

͑Ў
$68.2

ϟЊեЎ
$41.8

π
$5 ҁ
7. Ў
6

ูਗ਼Ў
$3.0

ьΥЎ

ۡ̑Ў ѣᗳըྀЎ
$2.4
$10.6
಼ؾЊեЎ
$15.6

ͷᓵЎ
ᄴˀ

ཥटվປ!;!Abraham Lincoln Historical Digitization Project,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ӽሡ)

文件 1b
͎ࠛʿڟᅋࢄĂ2961−2971!Б

͎ʿڟᅋࢄĞ̾лࡎ႗ğ

$350
$300

͎ʿᒂࢄ

$250
$200
$150

ೝ͎ۆʿ
$100
$ 50
1850

1852

1854

1856

1858

1860

Бϋ
ཥटվປ!; Douglas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 –1860,
W. W. Norton & Co., 1966 (༄ӽ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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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1c
̺ࡌᛡĂ2971!Б

ᚃΆୱ
ٰ५ᛌ

ݡ

ઝљ

ळ



τ
અ



ઝ

π

ࢰ

͑

ۀ

হ࠘


ҁ
Ѻҁ̉ᛌ

५

Ο

ၭ

ٰˁླ



ୱ
Њ˃
̫̲ܲ

ౣ

˾৭

಼ؾႰၭ

ܲ
̑ၭڟᆞ
ർླ
ը
হർѺ

༑಼ؾ
ᗳ
݄ླق
͑҆ัޥ
םඅ಼

ޥၭ಼ླ

ճ५ᛌ˃

ᕡʳঽ
ఱѺᄋႰၭ
̨ၭ
হูՊ

ս

͑ၭႰ಼ླ

̺ࡌᛡ

ཥटվປ!; Kownslar and Frizzle, Discovering American Histor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ӽሡ)

1 根據這些文件，說明北方和南方的經濟之間在內戰前的兩個差異。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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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2a
美國反奴隸制協會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代表在美國各地四處奔走，敦促廢除奴隸制。
閣下—已被任命為美國反奴隸制協會代表；…
… 我們的目標是推翻美國奴隸制，曾經存在任何國家最殘暴和壓迫的束縛制度。我們期望
藉由向大眾顯示它的真實特性和合理成果[真正的效果]，它與宗教、道德和人道的首要原
則的對立性[反對]，以及它與我們作為一個自由、人道和文明的人的主張[目的]格外矛盾來
實現這個目標。這樣一來，我們期望能借助真理的力量，糾正關於奴隸制普遍存在的常見
錯誤，並產生公正的公眾民意，喚起擁有奴隸的同胞的良知和愛心，並說服他們，不論是
從他們的職責或是福祉作為出發點，奴隸制都必須立即廢除。…
資料來源：Barnes and Dumond, eds., Letters of Theodore Dwight Weld, Angelina Grimké Weld and
Sarah Grimké, 1822–1844,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34

2a 根據這些文件，說明美國反奴隸制協會反對奴隸制的一個原因。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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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b
湯馬斯・迪尤 (Thomas R. Dew) 在維吉尼亞州的立法機關就奴隸制進行了辯護。
根據 1830 年人口普查，維吉尼亞州共有大約 47 萬名奴隸。每個奴隸的平均價值大約
是 200 美元。因此，在 1830 年維吉尼亞州的奴隸人口總價值為 9400 萬美元。假設之後還
有增加，維吉尼亞州的奴隸現值約為 1 億美元。該州的所有房屋和土地評估價值高達 2 億
零 600 萬美元。這些簡單的統計數字不是正足以說明這個主題嗎？ 嚴正地建議維吉尼亞州
放棄奴隸制。換句話說，預計維吉尼亞州將會犧牲總價值的一半！
說實話，正是維吉尼亞州的奴隸勞動為她的土壤和經濟帶來價值。如果剝奪了它，你
就會毀了她。如果哪一天要把該州的奴隸人口統統去掉，那麼說維吉尼亞州將成為「一片
荒野」，也絕不是言過其實。「街頭迅速雜草叢生，狐狸也會四處流竄。」…
資料來源：Thomas R. Dew, Review of the Debate in the Virginia Legislature of 1831 and 1832,
in Martin W. Sandler et al., The People Make a Nation, Allyn and Bacon, 1971

2b 根據湯馬斯・迪尤，奴隸制對維吉尼亞州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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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3
歷史學家艾瑞克・福納 (Eric Foner) 談及向西擴張的作用
問： 奴隸制和向西擴張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答： …但邊境也跟著進行了奴隸制擴張。奴隸制向西擴張是這個國家所發生的最有活力
的經濟和社會進步之一。向西擴展將奴隸制帶往西南部，進入密西西比州、阿拉巴
馬州，並穿越密西西比河而來到路易斯安那州。最後，到了 19 世紀 40 年代，更湧
入了德克薩斯州。所以，後來成為 19 世紀 50 年代重大政治問題的奴隸制擴張，並
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在這個時期的每一個美國人所經歷的生活事實。…
現在，在南方，奴隸主堅稱如果要進步，奴隸制是絕對必要的。他們說，沒有奴隸
制，就沒有文明。奴隸制使上層階級無需從事體力勞動，不必擔心日常經濟上的現
實問題，因此讓他們有時間和理解能力，潛心於藝術和文學，投身於機械優勢和各
種發明。因此，奴隸制本身使得文明進步成為可能。…
資料來源：Interview with Eric Foner, Africans in America, www.pbs.org/wgbh

3 根據艾瑞克・方納 (Eric Foner)，說明南方奴隸主支持奴隸制擴展到西部的一個原因。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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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在 1847 年，麻薩諸塞州立法機關通過了由查爾斯・薩姆納 (Charles Sumner) 所撰寫的一項決議，反
對與墨西哥開戰。這是決議的一段摘錄。

已解決，目前與墨西哥的戰爭，主要是因為美國違憲吞併當時仍在與墨西哥戰爭的德
克薩斯州；因總統命令泰勒 (Taylor) 將軍軍事強佔美墨間爭奪且在墨西哥佔領下的領土而
違憲開戰；且現在被認為是—一個強大國家對弱小鄰國不必要而且師出無名的—不名譽之
舉，以無數的珍貴花費[錢]和生命為代價，目的在於肢解墨西哥，征服她已排除奴隸制的
領土，並實現擴充奴隸制、加強「奴主勢力」並且根據美國憲法取得自由州控制權的三重
目的。…
資料來源：Massachusett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4 根據此項決議，麻薩諸塞州立法機關反對墨西哥戰爭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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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
參議員亨利・克萊 (Henry Clay) 在 1850 年 1 月 29 日提出了一系列決議，為了解決「… 自由和奴隸
州之間爭議的所有問題。…」下面所列包含克萊的講話摘錄。
1850 年妥協案 (Compromise) 的特定決議
1 應該接納加利福尼亞州加入聯邦，而不受任何納入或排除奴隸制的限制。
2 由於法律上不存在奴隸制，而且奴隸制不太可能被引入美國從墨西哥共和國取得的任何
領土，因此通過一項法律，在從墨西哥獲得的土地上建立或禁止奴隸制，並不符合國會
的利益 …
5 當馬里蘭州繼續存在奴隸制時，未取得該州的同意和特區人民的同意，而且沒有正當支
付特區內的奴隸主即廢除哥倫比亞特區的奴隸制，是不明智的。
6 然而，禁止哥倫比亞特區從其他國家引進奴隸，在特區內使用或出售給其他各州使用，
卻是明智的。
7 針對捕獲和送返可能逃入聯邦內任何其他州或領土的奴隸，法律應該制定更強制性的
規定。
8 國會無權禁止或防止各州之間進行奴隸交易。這完全取決於每個州的法律。
資料來源：Martin W. Sandler et al., The People Make a Nation, Allyn and Bacon, 1971

5a 根據這個文件，這些決議有利於北方的一個方面是什麼？ [1]

Score

b 根據這個文件，這些決議有利於南方的一個方面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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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 奴隸制並不是 19 世紀 30 年代到 40 年代期間南北對抗的唯一原因。自從 1828 年通過
高保護性關稅（南方人稱之為「令人憎惡的關稅」）以來，南方各州一直在抗議它的不公
平性以及違法性。他們設法在 1832 年縮減了它的法律效力，雖然這對南卡羅萊納州的許
多人仍然不夠，他們認為作為創建聯邦的原始協議一方，每個州都有權宣佈其境內的一條
聯邦法律違憲或不公正。有鑑於此，南卡羅來納州的一項特殊公約廢止了 1828 年和 1832
年的關稅法案，禁止在其境內收集關稅，並宣佈聯邦政府使用武力將為脫離聯邦提供一個
正當的理由。國會中的北方大多數投票賦予總統額外的權力去執行徵收歲收，而其他人則
成功地尋求和解[友好]的方法避開在這個問題上不可扭轉[勢不可擋]的衝擊，因而避免了眼
前的危機，不過南卡羅萊納州並沒有放棄其脫離聯邦的議論。…
資料來源：Batty and Parish, The Divided Union: The 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War, 1861–65,
Salem House Publishers, 1987

6a 根據 Batty 和 Parish，南卡羅來納州對於通過聯邦關稅的一個反應是什麼？ [1]

Score

b 根據 Batty 和 Parish，北方對南卡羅來納州就關稅採取的行動的一個反應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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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7
同盟將軍約翰・戈登 (John B. Gordon) 是一名平民出身的士兵，他後來成為羅伯特・李 (Robert E.
Lee) 將軍最值得信賴的指揮官之一。
… 南方仍然維持其根深柢固的宗教信念，認為根據憲法所成立的聯邦是一個同意而非武力
的聯邦；原始各州並非聯邦的產物而是創作者；這些州早已從祖國獲得獨立、自由和主權
，並沒有因為加入聯邦而放棄這些權力；根據憲法明文規定，這些州有權享有未授權的所
有權利和權力；並且南方質疑北方，憲法中能否找出任何一點可侵犯和脅迫一個主權州的
權限。
另一方面，北方則繼續對她的立場的正確性充滿信心，主張根據憲法所成立的聯邦目的是
要永久存在；主權是一個無法分割的整體；無論憲法是否賦予任何明確權力去侵犯一個州
，所有政府都有與生俱來的自我保護的權利；聯邦的生命是自由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也
正如韋伯斯特 (Webster) 所說：「自由和聯邦是密不可分的一體。」…
資料來源：John B. Gordon, Reminiscences of the Civil War,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4

7a 根據約翰・戈登將軍，南方有關根據憲法的各州權力的觀點是什麼？ [1]

Score

b 根據約翰・戈登將軍，北方有關根據憲法所建立的聯邦的觀點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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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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ཥटվປ!: Herman J. Viola, Why We Remember,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ӽሡ)

8 根據此地圖，林肯 (Abraham Lincoln) 為什麼被認為是分段總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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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及細節來支持你的答案。包括其他的外部資料。
歷史背景：
1800 年到 1860 年期間，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導致北方和南方之間的分段差
異發展。這些差異包括如何最有效地擴展美國經濟，奴隸制擴充到領土內，以
及州和聯邦政府之間的關係。這些差異奠定了內戰的基礎。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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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討論北方和南方之間最終導致內戰的經濟、政治和/或社會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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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hinese Edition

[22]

Regents eXAM in U.s. HistoRy And goveRnMent CHinese edition

採用再生紙印製

Regents eXAM in U.s. HistoRy And goveRnMent CHinese e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