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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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對新英格蘭和中部殖民地的商業發展來說，
什麼地理特征最重要？
(1)
(2)
(3)
(4)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5 題和
第 6 題。
. . .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的職權混淆不清，使
得人們對公正憂慮不已。與之相關的一切事務
都是基於模棱兩可的條款——採用模糊不清的
不確定表述，以至於在再次審查 [不讚成]一個
體系時，起草人將這種表述作為充分依據，爾
不提出任何其他反對意見，甚至都不敢進行明
確的調查。 . . .
沒有規定可以輪流執政，也沒有什麼可以
阻止誰能永遠 [永恆] 的終身執政；透過一些
及時的小額賄賂，就可能將最優秀的人才排除
在執政圈之外。 . . .

有限的降水量
天然海港
較長的生長季節
多山地勢

2 法國和印第安人戰爭 (1754 年–1763 年) 爆發
後，英國結束了有益忽視措施，這直接導致了
(1)
(2)
(3)
(4)

非洲奴隸販賣的終結
法國拒絕放棄加拿大
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與西班牙衝突加深
美國反對新稅法的殖民抗議

— Mercy Otis Warren, 1788

5 關於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莫西·奧提斯·沃倫
(Mercy Otis Warren) 表達的立場是什麼？

3 《西北地域法令 (Northwest Ordinance)》
(1787 年) 和《宅地法 (Homestead Act)》
(1862 年) 都反映了國家政府的什麼政策
(1)
(2)
(3)
(4)

(1) 總統和國會的職責分工不清
(2) 聯邦法院威脅著個人自由
(3) 十 三 個 州 在 重 大 問 題 上 從 來 無 法 達 成
共識
(4) 《美國憲法》只能讓少數富人受益

鼓勵人們在邊疆土地上定居
保護土著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土地
把奴隸制度擴展到大平原
向外國購買土地

6 針對起草人認識到的有關當選職務的問題，
採取了何種補救措施來糾正錯誤？

4 《美國憲法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作者
的最初目的是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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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除兩院制的議會
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
保護各州的最高權力
削弱司法部門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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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開銷限制
擴展公職服務體系
對美國國會議員任期設限
直選總統

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7 題。

聯邦憲法正式獲批，1787–1790 年
英屬北美
(加拿大)
蘇必利爾湖

緬因
地區

紐約

1788 年 6 月
湖
倫
休

新罕布什爾

密歇根湖

1788 年 6 月
略湖
安大

馬薩諸塞

1788 年 2 月

羅德島

湖

伊利

1790 年 5 月

康涅狄格

賓夕法尼亞

1788 年 1 月

1787 年 12 月

新澤西

1787 年 12 月

特拉華

1787 年 12 月

馬里蘭

肯塔基
地區

1788 年 4 月

弗吉尼亞

田納西
地區

1788 年 6 月

北卡羅來納

1789 年 11 月

南卡羅來納

1788 年 5 月

佐治亞

多數人支持聯邦體
系的地區
多數人反聯邦的地區

1788 年 1 月

兩派人數相同的地區
資料來源：Martin Gilbert, Atlas of American History, Dorset Press, 1985 (經改編)

7 美國的哪個地區對批准憲法表示了最強烈的支持？
(1)
(2)
(3)
(4)

大西洋附近的沿海地區
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邊境地區
紐約州西部和賓夕法尼亞州的農場區
南部山區

9 如《美國憲法》所述，哪個團體由人民直接
選出？

8 總統對法律的否決權和眾議院的彈劾權體現了
(1)
(2)
(3)
(4)

聯邦政治
不成文憲法
行政特權
制約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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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3]

最高法院法官
總統內閣成員
眾議院成員
政黨領袖
[接下頁]

根據下面的表格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0 題。
入選州的選舉團數量
州

1904 年選舉
(共 476 個)

2012 年選舉
(共 538 個)

39
16
34
27
5
18
10

29
11
20
20
29
38
55

紐約州
馬薩諸塞州
賓夕法尼亞州
伊利諾伊州
弗羅里達州
德克薩斯州
加利福尼亞州

資料來源：U.S. Electoral College

10 表格中最突出的表現了美國人口的什麼趨勢？
(1)
(2)
(3)
(4)

比起美國的其他地區，氣候較溫暖的州人口增長更快
農村的人口比例在 20 世紀有所增長
北部和東部的投票人數有所增加
南部和西部的人民預期壽命有所增加，但其他地區則有所減少

11 哪一個敘述最準確的描述了聯邦政治的原則？
(1)
(2)
(3)
(4)

13 最高法院對麥可洛克訴馬里蘭州案 (McCulloch
v. Maryland)（1819 年）和吉本斯訴奧格登案
(Gibbons v. Ogden)（1824 年）的裁決導致

各州有權審核國家法律。
最終權力屬於投票人。
權力分配到國家和州政府。
權力由兩個政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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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803 年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的
農民支持購買路易斯安那領地 (Louisiana
Territory)，最初是因為他們想要
(1)
(2)
(3)
(4)

14 19 世紀上葉，運河建造對經濟增長很重要，
因為運河

結束在西部邊境和墨西哥的衝突
自由進出密西西比河和新奧爾良港口
結束奴隸制度
爭取獲得一條將其貨物運往太平洋沿岸的
更便利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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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土著美洲印第安人授予大量土地
非裔美國人權利擴大
對商業活動制定了更嚴厲的州制度
聯邦政府的權力增加，超過州政府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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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一年四季都可使用
為到達西部的自由土地提供了便利
比洲際鐵路收費低
可更快地運送農產品和工業產品

21 1890 年代末期，黃色新聞直接影響了美國政
府做出的哪個決定

15 1828 年安德魯·傑克遜 (Andrew Jackson) 贏得
總統選舉得到了哪方面的幫助
(1)
(2)
(3)
(4)

東部銀行家的支持
執行婦女選舉權
降低了投票的財產資格要求
支持北部廢奴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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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以下哪一條 19 世紀的習語最好地描述了美國
向西往太平洋擴張的全面努力？
(1)
(2)
(3)
(4)

22 「. . .糾正全世界的錯誤不是美國的使命，
哪怕我們想參與其中，或者說想改變統治 4
百多萬人、對外國插手本國事務深惡痛絕的
政府。. . .」

「勿忘阿拉莫」
「天定命運」
「血洗堪薩斯」
「牢記緬因河」

— Josiah Quincy, 1900

這段話的作者表達了他對什麼的支持

17 哪一個舉動體現了內戰后南方州政府嘗試用來
限制非裔美國人的權利？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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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第 13 次修正案
實施《黑人法典 (Black Codes)》
建立自由民局 (Freedmen’s Bureau)
彈劾安德魯·傑克遜 (Andrew Johnson)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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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居者受土著美洲印第安人社會影響
西部女性人數遠超男性人數
開闢生活往往需要男女平等分擔責任
在西部定居的移民帶來了源自歐洲的性別
平等理念

通過第 14 次修正案以獲得民權
哈林文藝復興運動的好處
為非裔美國人獲得平等權利的途徑和進度
利用聯邦政策中的平權行動幫助非裔美
國人

24 哪一項最好地表達了漸進式改革者的思想？

19 1800 年代末期出現的商業壟斷的形成可能是源於
(1)
(2)
(3)
(4)

將戰爭作為一種外交政策工具
帝國主義政策
在外國進行的商業投資
不插手原則

23 W. E. B. 杜波依斯 (W. E. B. Du Bois) 和布克
T. 華盛頓 (Booker T. Washington) 對什麼強烈
反對

18 西部邊界女性的政治權利發展速度最快，主要
是因為
(1)
(2)
(3)
(4)

建造巴拿馬運河
開放日本與西方的貿易
打響美西戰爭
購買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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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放任政策的效果
聯邦反托拉斯法律的通過
自由企業體系的淘汰
社會經濟實踐的採用

經濟增長應優先考慮社會問題
政府行為應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
改革應由私營企業領導者發起
工會會破壞自由企業體系

20 哪一組配對體現了 19 世紀企業領導人及其發
展的產業？
(1) 科尼利爾斯·范德比爾特 (Cornelius Vanderbilt)
—紡織
(2) 安德魯·卡內基 (Andrew Carnegie)—肉類包
裝
(3) J.P. 摩根 (J.P. Morgan)—糖
(4) 約翰 D. 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石油
U.S. Hist. & Gov’t. – Jan. ’19 Chinese Edition

[5]

[接下頁]

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5 題。
「移民。
是利還是幣？」

資料來源：Victor Gillam, Judge, September 19, 1903 (經改編)

25 哪一項表述最準確地表達了這幅 1903 年漫畫反映的觀點？
(1)
(2)
(3)
(4)

需要進行讀寫能力測試以限制來美國的移民
美國人強烈反對移民政策
國家經濟依賴於持續進行的大規模移民
本土主義者對移民的反對正在減少

27 厄普頓·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小說《叢林
(The Jungle)》導致了哪項立法的出臺？

26 就拉丁美洲來說，羅斯福推論透過什麼鞏固了
原來的門羅主義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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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要用軍事干涉阻止歐洲的干預
把這一主義延伸到亞洲
為墨西哥和加勒比海進行人道主義援助
發揚先前美國殖民地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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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恩法案 (Hepburn Act)》
《道斯法案 (Dawes Act)》
《肉類檢驗法 (Meat Inspection Act)》
《州際商業法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33 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 總統和富蘭克林
D. 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在政策
上最大的區別是羅斯福 (Roosevelt) 總統

28 1919 年美國參議院沒有批准《凡爾賽和約
(Treaty of Versailles)》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該
合約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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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迫使德國返還被佔領的領土
威脅將本國引入未來的國際紛爭
沒有涵蓋戰爭賠償
遭到了伍德羅·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總統的反對

34 很 多 歷 史 學 家 認 為 富 蘭 克 林 D . 羅 斯 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上任的前 100 天很
成功，因為

29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帕爾默搜捕存有爭議，
因為聯邦政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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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了反對歧視和種族隔離的活動
逮捕了領導抗議遊行的主張婦女參政權者
妨礙了疑似激進分子的公民自由
為歐洲難民提供保護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擯棄傳統宗教觀念
對綜合公立學校的支持
猴子審判的負面反應
本土主義的成長

A. 美國在 1935 年限制售賣武器。
B. 羅斯福 (Roosevelt) 總統在 1937 年
發表「隔離」演說。
C. 現購自運政策於 1939 年生效。
D. 英國於 1941 年獲得租借法案援助。

31 什麼因素是 1920 年代末期經濟大蕭條的主要
原因？
(1)
(2)
(3)
(4)

製成品過度生產
所得稅稅率高
限制使用消費信貸
對歐洲產品收取低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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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930 年代初期，多家銀行倒閉的一個原因是
什麼？

美國國會擴張戰爭勢力
媒體影響外交政策
美國不再保持中立
國際社會為和平而聯手

36 在 珍 珠 港 遇 襲 后 ， 富 蘭 克 林 D . 羅 斯 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決定

(1) 銀行進行了存在風險的貸款和股票市場
投資。
(2) 聯邦政府對銀行過度管制。
(3) 大型銀行形成壟斷。
(4) 銀行對貸款收取高額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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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同意加入國際聯盟
他增加了最高法院法官人數
羅斯福新政的很多提議都寫入了法律
結束了經濟大蕭條

35 下面哪個標題最適合填入以下部分大綱？

30 在 1920 年代，三 K 黨的影響和設定移民配額
法律的通過反映了
(1)
(2)
(3)
(4)

主要關注降低關稅
強調為大型企業減稅和提供補貼
採用自由放任的理念
提議為農民和無業人士提供直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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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禁止日本裔美國人在美國國會任職
將多數日本裔美國人遣送回日本
立即招募所有年輕的日本裔美國人從軍
將日本裔美國人關入俘虜收容所，遠離太
平洋海岸

[接下頁]

37 臨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雅爾塔會議和波
茲坦會議上達成的協議造成
(1)
(2)
(3)
(4)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0 題。
. . .你必須要抓住獲取和平的機會，就像在戰
爭中一定要抓住機會一樣。有人說我們處在
戰爭一觸即發的邊緣。我們當然在戰爭爆發的
邊緣。有能力走到邊緣卻不被捲入戰爭才是要
學會的藝術。如果你學不會，那就必然會被捲
入戰爭。如果你想逃離，如果你害怕走到邊緣
去，那你肯定會輸。. . .

把德國分割成佔領區
同盟國入侵蘇聯
達成軍控協議
聯合國武裝力量控制了朝鮮半島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
第 38 題和第 39 題。

—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 Time,
January 23, 1956

「何去何從？」

援助
希臘
和
土耳
其

40 杜勒斯 (Dulles) 國務卿所描述的政策在美國後
來進行的什麼期間表現最明顯
(1) 古巴導彈危機
(2) 《禁止核試驗條約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3) 1973 年能源危機
(4) 埃及和以色列進行的戴維營會談

$

美國
新外交政策

41 1956 年通過的《州際高速公路法 (Interstate
Highway Act)》加速了什麼社會變革？
(1) 城市地區的復興
(2) 對新興公共運輸工具的需求
(3) 相對於南部和西部，東北地區的人口得
到了增長
(4) 從城市向郊區社區的遷移
資料來源：Fred O. Seibel, Richmond Times-Dispatch,
March 14, 1947 (經改編)

42 因 為 人 們 普 遍 持 有 以 下 哪 種 理 念 ， 導 致
1960 年代初美國捲入越南的紛爭變得有理有
據

38 漫畫家表達的觀點是這一「新」美國外交政策
(1) 有風險且可能會失敗
(2) 一定會引發另一場戰爭
(3) 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United Nations
Charter)》
(4) 代價太大，無法支持

(1) 美國的經濟繁榮取決於對南越的控制
(2) 無法保衛南越的自由導致共產黨對東南亞
的統治
(3) 對南越的支持體現了美國在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 (NATO) 中應盡的責任
(4) 參與東南亞事務是阻止共產黨控制中國
的必要手段

39 這幅漫畫指的是美國的哪個外交政策？
(1)《中立法案 (Neutrality Act)》
(2)《大西洋憲章 (Atlantic Charter)》
(3)《杜魯門主義 (Truman Doctrine)》
(4)《曼哈頓計劃 (Manhattan Project)》
U.S. Hist. & Gov’t. – Jan. ’19 Chinese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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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1957 年 10 月 4 日—蘇聯發射了人造衛星

根據下面的摘錄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
第 46 題。

• 1961 年 4 月 12 日—蘇聯宇航員成為首個繞
地球飛行的人

. . .提問：總統先生，美國國會中的很多人支
持減稅—我是說，削減預算，但他們又對減稅
感到十分擔憂。他們擔心會引起通貨膨脹。您
打算如何消除國會的這一恐懼？
里根 (Reagan) 總統：我昨晚就說過擔心減
稅會造成通貨膨脹這一問題。首先，莫里·魏
登鮑姆 (Murray Weidenbaum) 等一些著名經濟
學家及其同事認為並不會這樣。且歷史也可以
作為我們的佐證。本世紀我國做出的每一次重
大減稅決定都導致政府得到比減稅前更多的稅
收，這是因為減稅能夠擴大經濟的基礎。. . .

• 1962 年 2 月 20 日—約翰·格倫 (John Glenn)
成為首個繞地球飛行的美國人
• 1969 年 7 月 20 日—尼爾·阿姆斯特朗
(Neil Armstrong) 在月球上行走
這些事件直接支持了什麼結論？
(1)
(2)
(3)
(4)

美國是第一個繞地球飛行的國家。
美國的太空專案最終超越了蘇聯的專案。
蘇聯和美國都將太空軍事化。
人造衛星對美國國內鮮有影響。

—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1981

44 自 1960 年代以來，婦女運動的主要目標是為
了獲得
(1)
(2)
(3)
(4)

46 根據節選材料，羅納德·里根 (Ronald Reagan)
總統的經濟政策要求

完整的財產權
更好的接受公共教育的機會
平等的經濟機會
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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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為阻擋發表
五角大樓文件所用的主要論據是文件洩露會
(1)
(2)
(3)
(4)

47 通過《美國愛國者法案 (USA Patriot Act)》
(2001 年) 是為了

損害其環境政策
破壞貿易關係
破壞國家繁榮
威脅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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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私人企業投資而減稅
增加政府在社會福利專案上的開支
限制軍事開支以平衡聯邦預算
增加稅收以降低通貨膨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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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為服兵役招募志願者
保護美國不受恐怖分子的侵害
禁止公民批判政府政策
保護公民自由不受政府的侵犯

[接下頁]

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8 題。

資料來源：Mike Keefe, Denver Post, March 16, 2011

48 哪一項陳述最正確地表達了這幅漫畫的主要觀點？
(1)
(2)
(3)
(4)

核電站有風險。
核廢料不應被丟棄到海洋中。
政府應鼓勵建造核能設施。
核電站是恐怖分子的目標。

49 • 通過《純食品與藥品法案 (Pure Food and
Drug Act)》。

50 公 平 交 易 ( S q u a r e D e a l ) 、 新 邊 疆 ( N e w
Frontier) 和偉大社會 (Great Society) 的共性是
每一個都是

• 設立累進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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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聯邦儲備系統。
這些事件是在什麼歷史時期發生的？
(1) 戰後重建
(2) 進步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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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咆哮的二十年代
(4) 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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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大企業發展的計畫
延伸婦女選舉權的活動
由揭發名人醜聞的記者寫的書
總統的改革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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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動
縱觀美國歷史，聯邦政府進行的行動不是為了擴大就是為了限制美國的個人
權利。這些政府行動對國家產生了深遠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影響。
任務：
選取兩項 聯邦政府為擴大或限制個人權利而進行的行動，並針對每項
• 描述導致這一政府行動的歷史環境
• 討論該行動對美國和/或美國社會的影響
您可以使用在學習美國歷史時政府採取的任何用來擴大或限制個人權利的行動。
您可以考慮的例子包括《印第安人遷移法案 (Indian Removal Act)》(1830 年)，德雷德·斯
科特訴桑福德案 (Dred Scott v. Sanford) 案 (1857 年)，第 15 次修正案 (非裔美國人的選舉
權，1870 年)，普萊西訴弗格森案 (Plessy v. Ferguson) (1896 年），申克訴美國案 (Schenck
v. United States)（1919 年），第 18 次修正案 (禁令，1919 年)，第 19 次修正案 (婦女選
舉權，1920 年)，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1954 年），《民權法 (Civil Rights Act)》(1964 年)，《投票權法案 (Voting Rights Act)》
(1965 年)，第 26 次修正案 (18 歲公民的選舉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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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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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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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 1800 年代中期前，美國一直是一個為農村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到 20 世紀
初，美國成為了一個城市化的工業國家。這一變革引起了與住房 和工作 條件相
關的問題。政府、團體和個人嘗試改善住房 和工作 條件，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
成功。
任務： 運用文件資料和您的美國歷史知識，回答 A 部分每一份文件後面的問題。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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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描述 1800 年代末期和 1900 年代初期城市地區的住房 條件和工作 條件
• 討論解決住房 和/或 工作 條件的工作取得了何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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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很多人住在狹小的空間里：一些城市的街區中每英畝上居住了 800 人。肥蒼蠅肆無忌憚
的到處亂飛，因為夏天門窗一直都要開著，只希望一縷微風能從河邊穿過擁擠的街道，穿
過壓抑的公寓，吹到人們的後頸上。除了蒼蠅，還有鋼製車輪碾過石子路的噪音、嬰兒的
哭聲、小販的叫賣聲、刺耳的火車咆哮聲、兒童的叫喊聲、刮擦聲和留聲機響亮的尾聲。
夏末是充滿塵埃和污垢的季節。似乎半個城市都在施工當中，至少有十層的新大樓每五
天就要再高一些，即將完工的摩天大樓高聳入雲，東河上架起了第三和第四座橋 (上一代人
在的時候一座都還沒有)。濕熱的空氣里瀰漫著灰塵、水泥粉塵、木屑還有蒸汽挖土機的尾
氣。 . . .
資料來源：David Von Drehle, Triangle: The Fire that Changed America, Grove Press, 2003

1 根據大衛·馮·德萊爾 (David Von Drehle) 所說，1900 年代早期居住在城市地區的人們面臨的兩個 狀態是
什麼？ [2]
(1)

Score

(2)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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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2a
1890 年在經濟公寓住宅中的一家人

資料來源：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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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b
1900 年代早期在紐約市家中工作的婦女和兒童

資料來源：Lewis Wickes Hine, December 1911, Library of Congress

2 根據這些照片，居住在公寓中的家庭面臨的一個 狀態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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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3
. . .透過城市更新專案消除 [拆除] 最差的公寓，頒布更加嚴格的管制法律，這些都結束了
租戶系統的貧困狀況 [生活艱難]。從 1867 年到 1901 年，紐約頒布了一系列越來越嚴格
[嚴厲] 的租住法律，要求改善通風和衛生狀況，加強維護和室內水暖系統。但是規章制度
到底對終止租住威脅有多大的幫助？儘管規定要求每個房間都要有窗戶和採光好的樓梯
井，公寓住戶還是無法忍受持續不斷的惡臭，要改善通風的計畫也從來沒有實現過。路易
斯·海恩 (Lewis Hine) 的照片攝於 1901 年法律頒布後的多年，其展現的擁擠程度就和雅各
布·里斯 (Jacob Riis) 在 1880 年代末期看到的一樣糟糕，也和早期戰前 [內戰前] 調查員在奶
牛灣 (Cow Bay) 和老酒廠 (Old Brewery) [街區] 發現的情況一樣。 . . .
資料來源：Tyler Anbinder, Five Points, The Free Press, 2001（經改編）

3 根據泰勒·安斌德 (Tyler Anbinder) 所說，住在公寓的人們為解決問題所做的一次 嘗試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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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 . .作為城市的一個典型例子，亞當斯 (Addams) 在赫爾館安裝了一個小型焚化爐，檢查社
會服務所中女性俱樂部的垃圾處理狀況，並將其調查結果報告給市政廳。但並無效果。最
後，亞當斯 (Addams) 在絕望中申請成為第十九個區域清潔工。沒人在乎她的努力，但因此
激起的民憤迫使城市把她任命為該區域的垃圾巡查員。
從早上 6 點起，步行上班的鄰居就能看到一個女人彎著腰，臉色像蠟一樣蒼白，跟著市
政垃圾車直到垃圾場，看看垃圾車所做的工作是否徹底；晚上簡·亞當斯 (Jane Addams) 就
會看著小巷里堆成山的垃圾燒成灰燼，高達一百英呎的火焰吸引著成群的好奇者的目光。
這個街區內一些生於國外的婦女都「對這種突然像男人一樣幹活的方式，」亞當斯回憶
說，「感到震驚。」但是有些人明白「她們主婦的職責理所當然的擴大到毗鄰的小巷和街
上」，這些地方因為污穢蔓延，她們孩子的健康都會受到威脅。
亞當斯 (Addams) 和其他服務所的工人們長期以來都有壓力——壓力最大的是帕金頓
(Packingtown) 的瑪麗·麥克道爾 (Mary McDowell)——迫使這座城市採取措施在一些移民居
住的區域改善衛生條件。在 1900 年代前，情況都不盡人意。. . .
資料來源：Donald L. Miller, City of the Century: The Epic of Chicago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Simon & Schuster, 1996

4 根據唐納德 L. 米勒 (Donald L. Miller) 所述，社區服務所工人在芝加哥試圖改善衛生條件的一個 方式
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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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5
. . .每個行業的故事都一樣的有些單調：窮人的薪水；一直擔心被解僱；令人難受的不衛生
工作條件；每天 10 個、12 個、甚至 14 個小時的工作日 (麵包師要工作 16 個小時)；一週
工作 6 天，有時 7 天 ；不穩定的收入；受傷或死亡後賠償少得可憐甚至沒有賠償；在類似
狀況下被僱用的婦女和兒童人數不斷增加；最糟糕的是，內戰結束後工作男女 (更不用提兒
童) 境遇惡劣。
在這樣的情況下，罷工次數逐年增加，1877 年爆發了大罷工，這並不令人驚訝。
1881 年，471 次罷工對 2,928 家公司和 129,521 名員工造成了影響。五年後罷工次數上升到
1,411 次，影響了 9,861 家公司和近 50 萬名員工。近半數 (46%) 的罷工公司默許 [同意]了
罷工者的主要要求。3,000 多次罷工取得部分勝利，40% 涉及 50% 罷工者的罷工被定為
「失敗」。. . .
資料來源：Page Smith, “How the Other Side Lived,”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Past,
Reconstruction Era, Vol. VI, The Rise of Industrial America, 1984

5a 根據佩奇·史密斯 (Page Smith) 所說，1800 年代末期工業工人面臨的一個 局面是什麼？ [1]

Score

b 根據佩奇·史密斯 (Page Smith) 所說，工人為改善工作環境所做的一次 嘗試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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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3 月 24 日星期五晚上，兩名年輕的女孩從她們上班九樓往下走，然後加入了一群往紐約東
區方向要回家的人群。從八點開始她們就要俯身在絲綢和蕾絲襯衫上，小心地把這些昂貴
的織物送進快速運轉的機器里，身邊還有幾百臺呼呼作響的機器；而現在這兩個人已經非
常疲憊了，忙碌的一天過後她們垂頭喪氣 [沒有希望]，覺得第二天、下星期、明年也都將
是這樣日復一日單調無聊地工作，沒有任何更好的期待。 . . .
「現在比一年前的罷工還要糟糕，」年長的 [女孩] 格西 (Gussie) 痛苦地說道。「老闆各
方面都要壓榨 [施壓] 我們，把我們逼到了極限。他 [每天早上] 送我們上電梯，這樣我們就
能一秒都不浪費的開始工作；但晚上我們累的時候，老闆白天已經從我們身上得到了他想
要的，就讓我們走樓梯下去。他八點鎖門，所以你哪怕是晚了一分鐘也進不去，只能等到
中午，然後你就損失了半天；他這麼做是為了每個人都能準時或者提前到。他在所有的小
事上扣我們的錢；他總是晚付一週的工資，這樣他就能從中扣掉他認為我們造成的損失，
還能阻止我們辭職；每天晚上他搜我們的皮夾子和包，不讓我們帶走任何貨物或裝飾品。
你簡直覺得你又回到俄國了！」. . .
資料來源：Miriam Finn Scott, “The Factory Girl’s Danger,” The Outlook, April 15, 1911

6 根據米里亞姆·費恩·斯科特 (Miriam Finn Scott) 所說，1911 年工廠工作艱難的兩個 條件是什麼？ [2]
(1)

Score

(2)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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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
. . .委員會及員工收集的信息被編入數份報告中，包含兩份主要報告，發表在《工廠調查委
員會初步報告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Factory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中的「工廠建
築的火災危害」和「工廠的衛生條件」(1912年)。為改善衛生條件，委員會向州議會報告
並建議所有工廠在勞工部註冊，為所有的食品加工商發放許可證，為所有食品工人進行體
檢，對危險貿易進行醫療監督，並改善就餐、清潔和洗手間設施。為降低火災危害，委員
會建議增加樓梯井和出口、安裝防火墻、對建築進行防火，在工廠內禁止吸煙、配備滅火
器、報警系統和自動灑水裝置。委員會的其他報告對調查結果進行了總結，並對工廠中的
女工人、公寓中的童工、鉛和砷中毒等工傷情況提出了相關建議。. . .
資料來源：Working Lives: A Guide to the Records of the New York State Factory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
New York State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89

7 基於這份紐約州文件，請陳述工廠調查委員會 (Factory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 1912 年為解決工人
面臨的問題所提出的一項 建議。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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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
. . .國家的最高義務是透過開明的社會和行業公平措施對人力資源進行保護。我們保證為州
政府和國家不遺餘力地做貢獻，從而：
有效立法以防止工傷事故、職業病、非自願性失業及其他在現代行業中會造成損害性影
響事故的發生；
為多個職業設定最低安全和衛生標準，州政府和國家公共機關負責執行這些標準，包括
聯邦對州際商業和課稅的管控；
禁止使用童工；
制定從業女性的最低工資水平，為所有行業的職業提供生活水平測評標準；
禁止女性在夜間工作，為女性和年輕勞動力制定一天工作八小時的標準；
所有帶薪勞動者工作七天需休息一天；. . .
我們青睞工人、男性和女性的組織，將其作為保護這類人群的利益，促其發展的一種
方式。. . .
資料來源：Platform of the Progressive Party, August 7, 1912

8 根據這份文件內容，1912 年美國進步黨綱領 (Progressive Party Platform) 提出的兩個 用於解決工人面
臨的問題的提案是什麼？ [2]
(1)

Score

(2)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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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9
. . .1935 年新政放棄維持商業合作的努力，轉而直接鞏固工人進行集體談判和有效談判的能
力，希望這能帶來公平的工資、工作時長和工作條件。工人間的競爭和對他們的公平對待
會使商業在開放市場上正常運行。由紐約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 (Robert Wagner) 提出，並
由 FDR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簽署的《國家勞資關係法案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經參議院通過後，對工人產生了重大影響。該法案通過被
稱作《瓦格諾法 (Wagner Act)》，迫使僱主和由員工選出代表其利益的工會打交道。工會
在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 的監督下被選出。該法案
也禁止了多種不公平的勞動行為，如免除工人的工會成員身份、支持由僱主控制的公司工
會、拒絕與工會進行誠懇商議。這些行為在《全國產業復興法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出臺以前非常普遍，並在該法採用后繼續風靡。但現在在獨立聯邦機構對勞動管理
關係的監督下，聯邦政府支持著有組織的勞工，使其能夠爭取到更好的勞動條款。. . .
資料來源：David E. Kyvig, Daily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1940, Ivan R. Dee, 2002

9 根據大衛 E. 基維格 (David E. Kyvig) 所說，請陳述新政專案為解決工人面臨的問題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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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取自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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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 1800 年代中期前，美國一直是一個為農村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到 20 世紀
初，美國成為了一個城市化的工業國家。這一變革引起了與住房 和工作 條件相
關的問題。政府、團體和個人嘗試改善住房 和工作 條件，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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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描述 1800 年代末期和 1900 年代初期城市地區的住房 條件和工作 條件
• 討論解決住房 和/或 工作 條件的工作取得了何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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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