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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EDITION
U.S. HISTORY AND GOVERNMENT
THURSDAY, JANUARY 2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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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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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本考試中，嚴禁持有或使用任何形式的通訊工具。如果你持有或使用了任何的
通訊工具，無論多短暫，你的考試都將無效，並且不會得到任何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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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監考人的指示把你的學生資料填寫在答題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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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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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考題本上，將各題的答案
寫在各問題後面的直線上。
第 III B 部分包含一個基於這些文件的論文題。請在論文本上寫下你對這個
問題的答案，從第 7 頁開始。
在本次考試結束後，你必須簽署印在答題紙最後的聲明，表明在考試之前你沒有
非法得到本考試的試題或答案，並且在本考試中沒有給予過或接受過任何的幫助。你
如果不簽署本聲明，你的答題紙將不會被接受。

未經指示請勿打開本考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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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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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題和第
5 題。

1 英國政府在 1763 年採用哪一個地理特徵作為
限制美國殖民者向西部遷移的邊界？
(1) 聖勞倫斯河
(2) 落磯山脈
(3) 阿帕拉契山脈
(4) 密西西比河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
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不
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
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
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政黨權力，則係
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

2 哪一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了下面的部分大綱？

4 哪份文件中包含這段文字？
(1) 五月花公約 (Mayflower Compact)
(2) 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3) 西北條款 (Northwest Ordinance)
(4) 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鄉鎮會議
B. 五月花公約
C. 新英格蘭鎮民大會
(1)
(2)
(3)
(4)

英國在北美洲的國家政府制度
殖民地對有益的忽視做法的回應
英國試圖控制殖民地政府
殖民地努力實現政府自治

5 這段文字說明政府的權力
(1) 來自君權神授
(2) 以為了保證個人權利而締結的社會契約為
根據
(3) 包括佔據私有財產用於國防的權力
(4) 是公民所有自然權利的來源

3 在殖民時代，英國推行重商主義的目的是
(1) 控制他們在美洲殖民地的商業
(2) 促進殖民地與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貿易
(3) 禁止與北美洲英國殖民地之間的一切貿易
(4) 限制非洲奴隸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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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 憲 會 議 (1787) 中 的 《 維 吉 尼 亞 方 案 》
(Virginia Plan)、《紐澤西方案》(New Jersey
Plan) 和《大妥協》(Great Compromise) 解決
了哪個問題？
(1) 州際商業的監管權
(2) 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數
(3) 總統選舉制度
(4) 確定國會中各州代表人數的方法

[2]

11 傑佛遜總統 (Thomas Jefferson) 在 1803 年決定
購買路伊斯安那州領土的主要目標是什麽？
(1) 研究美國土著印第安人的社會
(2) 開採加利福尼亞州的金礦和銀礦
(3) 獲得對紐奧良港的控制
(4) 確保進入五大湖區附近鐵礦石礦床的通路

7 哪個標題報導的是美國憲法的制衡制度最典型
的範例？
(1) 「環保機構提議對空氣污染實施更嚴格的
控制」
(2) 「最高法院對亞利桑那州移民法作出裁決」
(3) 「總統否決國防支出法案」
(4) 「加州通過嚴格的槍支管制法」

12 馬伯瑞訴麥迪遜 (Marbury v. Madison) 案 (1803
年) 建立了什麽原則
(1) 最高法院可以宣佈聯邦法律違憲
(2) 各州權力大於聯邦政府
(3) 總統提名聯邦法官
(4) 國會可以再否決總統的否決

8 1787 年憲法中採納的《五分之三妥協方案》
(Three-fifths Compromise) 造成的影響是
(1) 增加南方各州在國會中的代表數量
(2) 提供一個批准修正案的方法
(3) 使得彈劾總統成為可能
(4) 允許在立法程序中採用彈性條款

13 哪一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了下面的部分大綱？

9 反對批准美國憲法的人所持的主要觀點是什
麽？
(1) 各州不應該被迫向聯邦政府納稅。
(2) 新憲法不足以保護個人自由免受聯邦政府
侵犯。
(3) 司法部門被賦予的權力比立法和行政部門
的權力更大。
(4) 聯邦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保衛國家免遭外國
侵略。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關稅稅率之爭
B. 奴隸制的引入
C. 廢奴主義者的要求
D. 各州權利的分歧
(1)
(2)
(3)
(4)

10 華盛頓總統 (George Washington) 在他的告別
演講中推薦哪種對歐外交政策？
(1) 軍事聯盟
(3) 帝國主義
(2) 國際主義
(4)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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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制度的理由
第三政黨的成功
地方主義的成因
經濟改革的正當理由

[接下頁]

根據下面的海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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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14 這張 1863 年的海報徵召非洲裔美國人入伍是為了幫助
(1) 在內戰中擊敗南方邦聯
(2) 出力修建地下鐵路
(3) 在南方和邊界各州開墾定居
(4) 執行《追緝逃奴法》(Fugitive Slave Act) 中的條款

16 聯邦政府應對 1877 年鐵路罷工和 1894 年普爾
曼罷工的方法是
(1) 出動軍事力量對付工人
(2) 要求進行談判解決分歧
(3) 在勞工和管理階層之間保持中立
(4) 提供經濟援助給罷工工人

15 內戰之後，許多南方大種植園主應對被奴役勞
工損失的方法是
(1) 僱用愛爾蘭移民從事自由民的工作
(2) 將他們的種植園出售給先前的受奴役者
(3) 建立佃農農場和佃農耕種制
(4) 支付薪水給來自北方的農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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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7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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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經改編)

17 圖中趨勢出現的主要原因是什麽？
(1) 關閉西部邊境
(2) 北方和中西部的工業化
(3) 通過《安家法案》(Homestead Act)
(4) 完成橫貫大陸的鐵路
19 最高法院在普來西訴弗格森 (Plessy v. Ferguson)
案 (1896 年) 中建立的「隔離但平等」主義支
持什麽的合法性
(1) 女性在州選舉中的投票權
(2) 三 K 黨的活動
(3) 在公共設施實施的種族隔離
(4) 限制非洲裔美國人的投票權

18 美國在 19 世紀末葉對移民幾乎沒有限制的主
要原因是移民
(1) 願意從事低薪工作
(2) 是投資資本的豐富來源
(3) 會增加人口多樣性
(4) 幾乎不會遭到公民的反對

U.S. Hist. & Gov’t. – Jan. ’16 Chinese Edition

[5]

[接下頁]

根據下面的照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0 題。

資料來源：Nebrask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890

資料來源：Smithsonian Institution,
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rchives

20 這些攝於 19 世紀大平原的生活照片說明
(1) 美國土著印第安人和白人定居者使用相同的建築材料遮風擋雨
(2) 美國土著印第安人和白人定居者對相同環境的適應程度不同
(3) 白人定居者向美國土著印第安人學習耕種方式
(4) 美國土著印第安人和白人定居者都靠北美野牛生存

22 哪個提議和山謬‧岡帕斯 (Samuel Gompers) 領
導下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目標最一致？
(1) 運輸和通訊業歸政府所有
(2) 集體談判以達成工資和工時協議
(3) 成立第三政黨以推動工會政策
(4) 將非技術工人組織進一個全國性的工會

21 從 1870 年到 1900 年，美國的商業領袖在嘗試
提高生產力、最大化利潤和降低成本時常常會
(1) 藉由設立托拉斯減少競爭
(2) 增加產業工人福利
(3) 支持通過嚴格的反托拉斯法
(4) 阻止外國人在美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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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3 題和第 24 題。
不缺大獵物
看起來總統嚇到了不少爪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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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harles Bartholomew, The Minneapolis Journal, April 13, 1903 (經改編)

23 根據這幅漫畫提供的資訊，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的目標是
(1) 說服企業接受國有化
(2) 幫助企業抵抗投資者的干涉
(3) 在工廠中建立工人安全規章
(4) 動用聯邦權力控制壟斷
24 哪項國會法案授予了老羅斯福總統 (President Roosevelt) 漫畫中所展示的權力？
(1) 《肉類產品監督法案》
(3) 《安德伍德關稅法》
(Meat Inspection Act)
(Underwood Tariff Act)
(2) 《Sherman 反托拉斯法》
(4) 《純淨食品與藥物法案》
(Sherman Antitrust Act)
(Pure Food and Drug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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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根據下面的照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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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25 這張照片展示的是哪個活動？
(1) 舉行罷工糾察反對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2) 發表聲明支持國際聯盟
(3) 抗議國家否定女性投票權
(4) 支持懲罰德國發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27 1915 年到 1930 年間的非洲裔美國人大遷徙運
動主要是從
(1) 城市遷往郊區
(2) 北方農場遷往北方城市
(3) 南方城市遷往西部的自由土地
(4) 南方鄉間遷往北方城市

26 通過《聯邦儲備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
(1913 年）是為了嘗試
(1) 增加美國的出口
(2) 保護工人的健康
(3) 監管貨幣流通量
(4) 保護全國的森林免遭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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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下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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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ohn M. Murrin et al., Liberty, Equality, Power: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omson Wadsworth, 2006 (經改編)

28 關於 1918 年到 1929 年間的哪項陳述最能明確支持此圖中的資訊？
(1) 最富有的美國人掌握的收入所佔的百分比下降了。
(2) 人口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和其他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了。
(3) 美國整體人均收入下降了。
(4) 窮人掌握的收入所佔的百分比穩定增加。
30 1935 年《Wagner 法案》（全國勞工關係法）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利用什麽方法組
織起勞工
(1) 強制政府控制工業
(2) 保證工人的集體談判權
(3) 禁止工作場所只僱用工會會員
(4) 要求所有工人都加入工會

29 哪一個新政機構以創造新就業機會為主要目
標？
(1) 農業調整署 (AAA)
(2)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
(3) 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4) 公共事業振興署 (W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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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31 題。
最高法院工作資格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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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dward S. Brow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12, 1937 (經改編)

31 這幅漫畫的主要思想是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想要
(1) 彈劾不支持他的法官
(2) 控制最高法院的裁決
(3) 提高法官任職資格
(4) 鼓勵最高法院更有效率地運行

33 1941 年《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 顯著地
改變美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參戰國的政策，因
為此法案
(1) 在未宣戰的情況下提供戰爭物資給盟國
(2) 對德國和日本實施貿易抵制
(3) 授權扣押美國境內的英國資產
(4) 同意法國和英國政府的綏靖政策

32 在 1930 年代中期，聯邦政府為了試圖避免將
美國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採取了哪项措施？
(1) 通過《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s)
(2) 只允許美國海軍向海外運送軍用物資
(3) 在受德國威脅的國家投資資金
(4) 與蘇聯建立軍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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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公告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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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 (經改編)

34 這份公告中提及的指示導致
(1) 大多數日籍外國人被驅逐回日本
(2) 日裔美國人的家園和財產得到保護
(3) 日裔美國人被遷至拘留營
(4) 所有年輕的日裔美國人被徵召進美國軍隊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36 題。

35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曼哈頓計劃工作的科學
家要為什麽負責
(1) 設計用於 D 日入侵的武器
(2) 建造針對軸心國的間諜衛星
(3) 創造用於生物化學戰的物質
(4) 開發原子彈

…特此宣佈，總統的政策規定，不論人種、膚
色、宗教和民族，軍隊中所有人都應該得到平
等的對待和機會。考慮到在不降低效率和士氣
的情況下完成[進行]必要改變所需要的時間，
應該儘快執行本政策。…
— Section 1, Executive Order 9981

36 杜魯門總統 (Harry Truman) 發佈第 9981 號行
政命令的目的是
(1) 鼓勵女性參軍
(2) 結束軍隊中的種族隔離
(3) 確保朝鮮戰爭（韓戰）兵力充足
(4) 在西歐成立戰爭罪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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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圖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9 題。

根據下面的節錄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7 題和第 38 題。
…事實上，歐洲在未來三到四年對—主要來自
美國的—外國食品和其他重要物資的需求遠遠
超過了歐洲目前的支付能力，因此歐洲必須得
到大量額外援助，否則將面臨經濟、社會和政
治惡化的可怕局面。…

ፍࢂᑷᗒֺ
ʹ˫

—Secretary of State George Marshall, Remarks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June 5, 1947

ࠏऋ(CHUCK WEST) ട

37 在這段摘錄中，國務卿馬歇爾指出什麽需要
(1) 提供經濟援助給苦苦掙扎的歐洲各國
(2) 允許歐洲工人到美國定居
(3) 在西歐各國設立民主政府
(4) 加强歐洲的軍事防禦
38 國務卿馬歇爾描述的歐洲形勢是什麽的結果
(1) 聯合國未能幫助有需要的人們
(2) 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毀壞
(3) 蘇聯修建柏林圍墻
(4) 共產黨接管希臘和土耳其

資料來源：Fawcett Publications (經改編)

39 這本手冊照片中的屏障是設計用來幫助美國人
從什麽中存活
(1) 全球氣候變化
(2) 傳染病
(3) 自然災難
(4) 核子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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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956 年的《州際公路法》(Interstate Highway
Act) 通過後的其中一個主要影響是什麽的擴張
(1) 搭乘長途旅客列車的人數
(2) 移民人口
(3) 郊區的社區數
(4) 航空工業

根據下面的詩歌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0 題。
哈林

久久不來的夢想會變成怎樣？
它是否會枯萎
好像葡萄被烈日烤乾？
還是像傷口一樣潰爛—
然後化膿流淌？
它是否會臭如腐肉？
還是結出殼一樣的糖衣—
好像那久放的糖漿？

42 最高法院對 1961 年馬普訴俄亥俄州 (Mapp v.
Ohio) 案、1963 年吉迪恩訴韋恩懷特 (Gideon
v. Wainwright) 案以及 1966 年米蘭達訴亞利桑
那州 (Miranda v. Arizona) 案的判決的一個相似
之處是每一條都導致
(1) 沒有搜查令的法律搜查增多
(2) 槍枝管控規章減少
(3) 宗教自由受到額外限制
(4) 被起訴有罪的人享有更多權利

也許它只是低垂下陷
好像重擔在那身上

還是會砰然爆開，就此消散？
— Langston Hughes, 1951 (經改編)

43 禁止人頭稅的第 24 修正案和 1965 年的《選舉
權法》(Voting Rights Act) 的一個主要影響是
(1) Jim Crow 法的數量增加
(2) 出現建立新的西語裔政黨的運動
(3) 女性非洲裔美國人的投票人數減少
(4) 消除對非洲裔美國人的歧視性投票做法

40 這首詩中「久久不來的夢想」是指非洲裔美國
人當時對什麼的希望
(1) 社會和政治平等
(2) 獨立的非洲裔美國人國家
(3) 享受負擔得起的醫療
(4) 黑白分乘公共設施

U.S. Hist. & Gov’t. – Jan. ’16 Chinese Edition

[13]

[接下頁]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4 題。

Ґˢࠨज
Εᆱɥ…
҈˱ʦೢඑ
ผ߬ፖԷȿ…

ܰ੬ؿᚿΑટᏜd
ᔢᏻړ৪੬
ծɥ̖ؿพХ…

ంೢˀ
এผ

൯ͧ
ਝ

ਝ൯ͧ

資料來源：Jimmy Margulies, The Record (Hakensack, NJ), April 14, 2009

44 哪個陳述最能表達漫畫家的觀點？
(1) 公民有時無法認同政府利用稅收資助提供的福利。
(2) 年老的美國人需要更多社會福利方案。
(3) 年老的美國人拒絕政府利用稅收提供的協助。
(4) 茶黨運動缺乏公衆支持。
47 「檢察總長帕爾默 (Palmer) 下令搜捕被舉報的
共產黨員」
「參議員麥卡錫 (McCarthy) 發起了對國務院內
被指控為叛徒的人的調查」
「檢察總長雅斯科 (Ashcroft) 授權對恐怖分子
嫌疑人使用竊聽設備」

45 華盛頓總統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 對
威士忌叛亂（1794 年）的應對和艾森豪總統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 對小岩城高中
事件（1957 年）的應對表明
(1) 最高法院經常宣佈總統行動違憲
(2) 憲法中的聯邦至上條款很少執行
(3) 各州成功地藐視聯邦法律
(4) 總統可以動用軍隊執行聯邦的決定

這些標題展現出哪兩方之間的緊張態勢
(1)
(2)
(3)
(4)

46 哪本書的標題和該書的主題完全一致？
(1) 《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治機器的腐敗
(2) 《屠場》(The Jungle)—環境保護
(3) 《另一半的人這樣活著》(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城市貧困
(4) 《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種
族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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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權利和聯邦控制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綱
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
立法權和執法權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8 題。

༜Аʿβ

྆

ፕᐾ

ᅕ
ق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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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at Oliphant, November 10, 2000

48 這幅漫畫的發表是為了回應
(1) 批准限制總統任期的第 22 修正案
(2) 第三方候選人競選總統的影響
(3) 最高法院建立「一人一票」原則的判決
(4) 關於布希 (George W. Bush) 和戈爾 (Al Gore) 競選總統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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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胡佛 (Hoover) 和史密斯 (Smith) 的廣播競選」
「甘迺迪 (Kennedy) 的民調聲望在電視辯論之
後超過尼克森 (Nixon)」
「歐巴馬 (Obama) 利用網際網路募得破紀錄的
捐款」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9 題。
通向無底深淵

這些標題表明關於在政治競選中使用媒體的哪
項陳述？
(1) 媒體偏見不會影響政治領袖和選民溝通的
能力。
(2) 政治領袖適應使用新媒體和選民溝通。
(3) 電子媒體並不是政治領袖與選民溝通的有
效方式。
(4) 媒體背書對選民的影響最大。

ᖾӶ…

ᐢ



ᅩʱᐢ
資料來源：John de Rosier, Albany Times Union,
November 26, 2009

49 這幅漫畫的主題思想是歐巴馬總統 (Barack
Obama)
(1) 決心要結束詹森總統 (Lyndon B. Johnson)
關於外交政策的承諾
(2) 為在戰爭期間領導國家所做的準備比詹森
總統 (Lyndon B. Johnson) 充分
(3) 應該從詹森總統 (Lyndon B. Johnson) 在越
南的失敗中吸取教訓
(4) 應該聽從詹森總統 (Lyndon B. Johnson) 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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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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19 到 20 世紀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引發了許多涉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區國家的外交和/或軍事行動。
任務：
選擇選擇美國涉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兩項外交和/或軍事行動，並針對
每行動一項
• 描述導致美國採取該行動的歷史背景
• 描述美國採取這項行動的一個目標
• 討論美國完成此目標過程中的成功和/或失敗之處

你 可 以 使 用 涉 及 拉 美 和 加 勒 比 地 區 國 家 的 任 何 美 國 外 交 和 /或 軍 事 行 動 。 你 不
妨考慮以下建議：《門羅主義》（1823 年）、對墨西哥宣戰（1846 年）、對西班牙宣
戰（1898 年）、收購巴拿馬運河地區（1903 年）、將《羅斯福宣言》加入《門羅主義》
（1904 年）、宣佈好鄰居政策（1933 年）、海軍封鎖古巴（1962 年）以及採納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 (NAFTA)（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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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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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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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歷史中，政府的三個分支曾經起過衝突。有三個問題曾經導致過衝突，
包括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拒絕執行最高法院判決，參議院就威爾遜總
統 (Woodrow Wilson) 達成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 進行辯論，
還有國會就尼克森總統 (Richard Nixon) 在水門事件中的角色發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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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個問題，並針對每一個問題
• 討論導致政府兩大分支間衝突的歷史環境
• 討論衝突的結果如何影響美國和/或美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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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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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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亞州的切諾基人是最進步的部落之一，他們試圖通過建立國中之國來鞏固自己
的地位。他們這麼做是受到與美國簽訂的一系列條約的鼓勵，條約承認他們有能力製造和
平和戰爭，在自己的邊界內擁有土地並「根據自己的法律懲罰自己的公民」的民族。和其
他任何州一樣，喬治亞州有義務奉行聯邦政府締結的條約，但是在涉及切諾基條約時卻非
常堅決[毫不讓步]。該[喬治亞]州拒絕承認切諾基人是獨立民族，並迫使他們出售自己的土
地。他們[切諾基人]對這一要求充耳不聞，並尋求聯邦保護。在兩起主要案件中[切諾基族
訴喬治亞州案（1831 年）和渥謝斯特訴喬治亞州案（1832 年）]，美國最高法院維護了切
諾基人在喬治亞州的「權利」，只是換來該州對每次判決的藐視[無視]。
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支持喬治亞州。無論是不是他說出「馬歇爾已經發表了
意見，現在讓他來執行吧。」這句名言，傑克遜政策都完全符合這段評論的精神。他在第
一次年度諮文[1829 年 12 月]中要求國會在遙遠的西部劃出一片地區讓印第安人遷往該處。
國會通過嚴格的黨內投票照做了，强制移民也隨之展開，並且貫穿 1830 年代的整個十
年。…
資料來源：Glyndon G. Van Deusen, The Jacksonian Era: 1828–1848, Harper & Row, 1959

1a 根據范杜森 (Glyndon G. Van Deusen) 所說，切諾基人要求聯邦保護自己不受喬治亞州侵害的一個理
由是什麽？ [1]

Score

b 根據范杜森 (Glyndon G. Van Deusen) 所說，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所採取的一個支持喬治亞
州的行動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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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a
1830–1850 年間，針對美國土著印第安人的政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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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rving F. Ahlquist et al., United States History, Addison-Wesley, 1984 (經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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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b

資料來源：Robert Lindneux, Trail of Tears

2 根據這些文件，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針對美國土著印第安人的政策的一個影響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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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在印第安領土上，已經定居的切諾基人和新來者之間的問題發展迅速，在[1835 年與切
諾基人]簽訂《New Echota 條約》的先遣團[隊]遭到報復之後尤其嚴重。隨著這些問題得到
解決，切諾基人繼續適應著新的家園，他們仿照美國的制度重建自己的政府制度。…
這塊自治區一直相當强大，直到內戰時切諾基人的一支與南方邦聯站在一邊。他們在
重建過程中蒙受自治政府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土地的損失。政府年金[付款]降低了，土地
被出售給新來的部落。土地割讓一直持續到 19 世紀末葉，而聯邦政府憑藉 1887 年的《道
斯法案》(Dawes Act) 成為了土地割讓的主要力量。1907 年設立俄克拉荷馬州又增加土地
割讓的壓力。許多祖先是否為切諾基族尚且存疑的人都成功加入部落名冊，並且參與將這
些土地分配給個人的行動。到了 1970 年代早期，西部的切諾基人已經喪失超過 1900 萬英
畝土地的所有權。…
資料來源：Trail of Tears Association

3 根據這份文件，聯邦政府針對切諾基人的政策的一個影響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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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1919 年，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在歐洲獲得徹底的勝利（事實上他就是和平條
約的起草人）並且隨後啓航回國。當三位政府領袖，喬治首相 (Lloyd George)、奧蘭多首
相 (Signor Orlando) 和克里蒙梭總理 (Georges Clemenceau) 與他道別時，他們表現出來的
喜悅和悲傷活像是門徒在和聖人道別。
順便一提，而且這對於理解情節發展很重要，那就是他們都不喜歡他。但是他們都知
道，剛誕生的國際聯盟要想成功，就極需美國的諸多照顧和哺育。他們就和威爾遜一樣，
深信美國參議院會通過這個條約。
歐洲人當時並沒有太注意其中一個小細節，那就是 1787 年*批准的美國憲法中的一項
有力條款。條款列於關於總統權力的第 2 條中「當參議院三分之二成員意見一致時，根據
並在參議院的建議和批准之下，他將有權締結條約。」…
對他和國際聯盟的命運而言更糟糕的是，有人公開憎惡威爾遜總統，而此人在這件事
中對國會的影響最大，他就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會對而且如今的確對參議院能否為
任何外交條約提供必需的批准擁有最後決定權。…
資料來源：“A Plea to the Senate,” BBC News, October 15, 1999 (經改編)

*

美國憲法實際上是在 1788 年批准的。

4 根據這則 BBC 新聞，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在努力爭取參議院批准凡爾賽條約時面臨的一個
問題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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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a

文件 5b
中斷儀式

合衆社報導
華盛頓 3 月 20 日訊—和平條約
(Peace Treaty) 的前途現在掌握在威爾遜
總統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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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參議院以 49 比 35 的票數拒絕
批准條約，並且以 47 比 37 的票數決定
將其送還威爾遜總統，並且告知無法批准
此條約一事，參議院至此在這件事情上已
經收工。今天的問題是：「威爾遜總統會
採取什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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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再將條約送回參議院。考慮到
此，參議員 Lodge 和其他共和黨人以及
部分民主黨人宣佈，除非在條約問題解決
後或在接下來的競選活動中不再解決任何
條約問題，否則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他可以向美國人民尋求發起「神聖的全
民公投」，按他所說，他會致函 Jackson
Day 宴會，將批准條約當作 1920 年全國
競選中的[一個] 問題來討論。

ᙨ

他可以放棄條約並開始和德國談判，爭
取恢復和平狀態。

̡േ

ஊ

參議員們對他的普遍期待是接受第二種
走向，並要求民主黨在競選中將條約當作
最重要的問題來對待。…
資料來源：Carey Orr, Chicago Daily Tribune, December 27, 1918 (經改編)

資料來源：Columbia Evening Missourian,
March 20, 1920 (經改編)

5 根據這份文件，參議院關於凡爾賽條約辯論的一個結果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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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撤銷[參議院對凡爾賽條約最後投票]決定的最後機會在於民主黨候選人考克斯 (James
Cox) 參加大選，繼任威爾遜[總統]入主白宮。但是在 11 月的大選中，考克斯慘遭失敗，
共和黨人哈丁 (Warren Harding) 當選總統。在他當選之前，有人相信哈丁也希望美國加入
國際聯盟，但是他一就職便明確表示，他有意使美國不被捲入世界其他地方任何這樣的麻
煩之中。由此開啓了美國自我孤立的二十年，這二十年讓整個世界，最終包括美國自己，
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資料來源：George Scot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73

6 根據斯考特 (George Scott) 所說，參議院對凡爾賽條約的最終投票對美國外交政策造成的一個影響是
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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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a
…當然，如今水門事件一詞已經成為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深夜，五名穿著商務套裝、
戴著外科手術手套並携帶非法竊聽設備的男人在位於華盛頓特區水門大廈的民主黨總部被
捕。原來，這些盜賊是尼克森[總統] (Richard Nixon) 的頭號助手進行的大範圍政治間諜和
破壞計劃的一部分，引發了由總統本人一手導演的大規模掩飾行動。在掩飾行為被揭穿
後，包括內閣成員和白宮助理在內的 70 餘人被判犯有濫用職權罪；只有尼克森本人憑著
繼任總統的赦免才沒有成為史上第一名橢圓辦公室內被起訴犯下重罪的領袖。用這場醜聞
的主要歷史學家柯特勒 (Stanley Kutler) 的話說，水門事件「吞噬並震撼了整個國家，對自
內戰以來從未被檢驗過的憲法和政治制度進行了檢驗」。...
資料來源：Mark Feldstein, “Watergate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August/September 2004

7a 根據這份文件，指出導致對水門事件進行調查的一件事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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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Hist. & Gov’t. – Jan. ’16 Chinese Edition

[26]

文件 7b
審判 > 概述
當國會於 1974 年 1 月份聖誕節假期後重新召開時，衆議院使得尼克森的法律問題更加
複雜。2 月 6 日，衆議院授權司法委員會調查彈劾尼克森總統的基礎。除此之外，西利卡
[法官] (John Sirica) 和大陪審團、賈沃斯基 [特別檢察官] (Leon Jaworski) 和司法部門此前已
經展開調查，參議院水門事件特別委員會也完成了一些工作。...

後果 > 概述
到了 1974 年 5 月 9 日，衆議院司法委員會開始聽取彈劾條款。西利卡法官向委員會呈
交大陪審團所搜集的不利於尼克森的證據。同時，賈沃斯基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强迫尼
克森交出更多磁帶。7 月 24 日，法院以 8 比 0 做出判決，擊破了總統的最後一道防線。
7 月下旬，衆議院委員會起草三項弹劾尼克森的條款：
• 妨礙水門事件調查
• 濫用職權和違反就職宣言
• 不遵從衆議院傳喚…
資料來源：“The Watergate Files,” Gerald R. Ford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

7b 根據這份文件，指出立法機構在水門事件調查期間採取的一個行動。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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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
…水門事件所反映的核心問題最終並未得到解決。也就是如何讓美國政府，尤其是總統對
人民負起更大的責任。1973–1974 年間的許多立法，包括 1973 年的《戰爭權力法》(War
Powers Act)、 一 部 監 管 競 選 資 金 籌 措 和 開 支 的 法 律 （ 1974 年 ） 、 《 資 訊 自 由 法 》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1974 年）以及《國會預算和截留控制法》(Congressional
Budget and Impoundment Act)（1974 年）都嘗試促進這種責任，但是這些法律大部分都未
能完成設立之初的目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歷任總統和其他政客都能找出規避的方法。正
如後繼歷任總統的行為所明示，未來還可能而且也確實再次出現高壓專橫的白宮。…
資料來源：James T. Patterson, Grand Expect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7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經改編)

8 根據帕特森 (James T. Patterson) 所說，水門事件調查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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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這個國家的創建者們可能會被水門事件所揭露的問題所震驚。但是他們會為自己創造的
司法制度而自豪。這裡有不接受真相被扭曲的審判法官。這裡有行事果斷的上訴法庭，接
受派遣時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尼克森總統反對公佈磁帶。還是同一個審判法庭和同一個
上訴法庭，他們毫不遲疑地作出決定，將一份關鍵的大陪審團報告遞交衆議院司法委員
會。然後審判法庭駁回總統在涉及犯罪失德的情形下動用行政特權應對隨帶證件出庭作證
(duces tecum) [出示證據]傳票的主張。最高法院為了從速[儘快]實現正義，便越過上訴法
庭，然後大膽行動，盡可能不拖延地平息困擾整個國家的棘手問題。…
我們從水門事件中學到過去幾代人早已知道的事實：我們的憲法是有用的。在水門事
件的那幾年裡，我們再次詮釋並重新確定這一點：絕對沒有人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
資料來源：Leon Jaworski, The Right and the Power: The Prosecution of Watergate, Pocket Books, 1977

9 根據萊昂・賈沃斯基 (Leon Jaworski) 所說，美國水門事件調查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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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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歷史中，政府的三個分支曾經起過衝突。有三個問題曾經導致過衝突，
包括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拒絕執行最高法院判決，參議院就威爾遜總
統 (Woodrow Wilson) 達成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 進行辯論，
還有國會就尼克森總統 (Richard Nixon) 在水門事件中的角色發起調查。
任務： 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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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個問題，並針對每一個問題
• 討論導致政府兩大分支間衝突的歷史環境
• 討論衝突的結果如何影響美國和/或美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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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