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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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須回答所有部分的所有考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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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考試中，嚴禁使用任何形式的通訊工具。如果你使用了任何的通訊工具，無
論多短暫，你的考試都將無效，而且不會得到任何分數。

未經指示請勿打開本考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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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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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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ࢿԞ : Exploring American History, Globe Book Company (ҝᇁ)

1 哪個地理特徵曾用來劃定 1763 年的公告線 (Proclamation Line)？
(1) 五大湖區
(3) 阿帕拉契山脈
(2) 落磯山脈
(4) 密西西比河

3 哪一份文件和洛克 (John Locke) 的政府社會契
約論最密切相關？
(1) 奧伯尼聯邦計劃
(2) 獨立宣言
(3) 1783 年巴黎條約
(4) 1798 年鎮壓暴力法案

2 憲法制訂者的何種做法改正了聯邦條款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下的經濟劣勢
(1) 授予國會徵兵和徵稅的權利
(2) 建立由總統領導的行政機構
(3) 授權總統協商條約
(4) 建立兩院制立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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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下對話內容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 題和第 5 題。

8 司法審核可以最準確地描述為以下何者的權力
(1) 總統推翻最高法院的決定
(2) 州法院推翻最高法院的決定
(3) 參議院核准所有總統任命的聯邦法院法官
(4) 最高法院判定法律的合憲性

說話者 A： 依現況來看，憲法無法保障公民自由。
說話者 B： 制衡的系統將控制任何政府機構的濫
權情況。
說話者 C： 多數人的需求會壓制少數人的聲音。
說話者 D：修訂程序能使「憲法」在出現需要時
得到修改。

9 最高法院在吉本斯訴奧格登案(1824 年)中所做
的裁決的一個結果是什麼？
(1) 聯邦政府對州際商業的權力增強。
(2) 被告的權利擴增。
(3) 司法部門的權力受到限制。
(4) 法院拒絕對涉及州際爭議的案件進行聽證。

4 說話者 A 的疑慮是如何解決的？
(1) 採用彈性條款
(2) 成立眾議院
(3) 建立聯邦法院制度
(4) 增補人權法案

10 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利用酬庸制度來
(1) 抨擊厭惡關稅法
(2) 獎勵美國政府工作的擁護者
(3) 贏得建造伊利運河的支持
(4) 順利通過印地安人移居法

5 哪兩位說話者支持批准憲法？
(1) A 和 D
(3) B 和 D
(2) A 和 C
(4) B 和 C

11 1800 到 1860 年抵達美國的大多數移民是來自
(1) 東亞
(2) 拉丁美洲
(3) 北歐和西歐
(4) 南歐和東歐

6 在針對以下哪個議題的辯論中，嚴格解釋和鬆
散解釋憲法的對比最強烈
(1) 1791 年成立美國銀行
(2) 1812 年決定對英國宣戰
(3) 1821 年兼併佛羅里達
(4) 1823 年發佈門羅主義

12 在內戰開始前，許多南方政治領袖支持
(1) 州權利
(2) 提高關稅稅率
(3) 婦女投票權
(4) 廢除追緝逃奴法 (Fugitive Slave Act)

7 哪一個標題說明不成文憲法的用途？
(1) 「華盛頓成立內閣」
(2) 「眾議院投票彈劾詹森總統
(Andrew Johnson)」
(3) 「參議院拒絕凡爾賽條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4) 「總統提名約翰‧羅伯特 (John Roberts)
擔任最高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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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ϒУцфΧϸѓйіСюДЌϙтИЯ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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ЪКХъсʟǡǇǇє…

—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1865

13 ˑȾМЮіщͱȨϸ̫͌ТчБыЀΣі͒Ч
(1) èʻ̙ˢ
(2) ϺΚȓ̟̈́Ѝͻ͘ȊВ
(3) ΓЖϯϚΦёкϠͤɴ
(4) чϤϭǗёϖϬͰʴіͩ

— Traditional

17 ʭ̢лОϸіͬЍϼшіϟϷ̕ϡ϶ѐа
(1) ·ЬͬϣΏǨ
(2) кϠʓоõ͜
(3) ͬϳ̠А̽Πρ
(4) лͽϨ̫ьů

14 ΓЖάϯѕ̼Ћʒ˞/ͬ2ˮЬуЛяϳЪц
фКХіȧƃ
(1) δͬϣΠρϿȐʦ
(2) ЪͬЍʓоВϺΚΛхЈΚͻ
(3) ϺΚ˻κɾĹї́ЍͻЗυϾ
(4) ήϔέ̱ǔмёэіФσψ̯

18 1800 ьЁʊзʹѺΖϷ͗ (robber baron) щ
р̢т͓ϸыϹШ̐ϣуѕуЛяϡЪнс
(1) ųʳЗυǥˊ
(2) Ўз̺ͯіʎͱt˚ƣ͒
(3) ͮч̐ϣіȫж
(4) ϺΚΛвϰƨвΖ

15 1870 ьЁ̦;ͬюдхяЪТȀΏ϶ВіЎƂ
(1) уϛξгΆкбВ (3) в̿Λв
(2) ͬ¿
(4) Ͷȹ͘Ͼ

19 1800 ьЁʊѕБыϞε˰ͼхТϬн͑Ϟ
ε˰а
(1) вю̦ж
(2) чЗΖǙі͖̒͠˯
(3) ϭϋкϠǂƖ̐ϣȝ͙Ї
(4) ρϣж̫

16 1870 ьЁ˞ѕ̼ЋϩXȖ Jim Crow ђϳЪц
фКХіȧƃ
(1) Ъ̖ϤΨЊȼВϺΚ˷ɚ
(2) ή˸̖ϤΨЊȼВіχπб
(3) τǭˮǌʕ˜
(4) ̲ήѐђ͵άфΨЕ̯͐ή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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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的《城市之
恥》(The Shame of the Cities) 和艾達‧塔貝爾
(Ida Tarbell) 的 《 美 孚 石 油 公 司 史 》 (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是使用以
下什麼的例子
(1) 財富的福音書
(2) 融爐理論
(3) 社會達爾文主義
(4) 揭露醜聞

依據以下海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4 題。

БΛΛᑪൕ

Ϭͅʔ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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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肉類產品監督法案 (1906 年) 和純淨食品和
藥物法案 (1906) 是聯邦政府在哪一方面所做的
努力
(1) 保護大眾健康與安全
(2) 支持企業壟斷
(3) 限制外國競爭
(4) 童工法制化

С
ᜑˢ
ྒ
ιभ

22 老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總統的門羅主
義推論，主要在哪一方面影響拉丁美洲
(1) 保證整個西半球的人權
(2) 支持許多國家的獨立運動
(3) 鼓勵移民至美國
(4) 增加美國在區域內的干預

ΛΛ

ᑪൕ
Ϭͅʔඦ

23 「美國參議院被批評為『百萬富翁俱樂部』」
哪一項行動解決了這個前進時代標題所表明的
問題？
(1) 推動參議員直選
(2) 增加各州的參議員人數
(3) 縮短參議員任期
(4) 賦予年滿十八歲的公民投票權

ეˢࠨௗફϤᓊk

ᑪൕϬͅʔඦ
༅ࢿԞ :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24 這張海報在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總統執
政時期被用來
(1) 說服男子從軍
(2) 協助戰爭募款
(3) 支持取得國際聯盟會員資格
(4) 強調十四點方案的目標
25 反共恐慌、三 K 黨的發展和 Sacco 和 Vanzetti
被判謀殺罪是受到以下什麼的影響
(1) 組織型犯罪的興起
(2) 移民配額法案的通過
(3) 對外國人的不信任
(4) 制止法西斯主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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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28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1) 通過太多反托拉斯法。
(2) 外國製造貨品的關稅降低。
(3) 收入分配不均。
(4) 未限制移民。

26 「… 如果官員選擇性執法或人民選擇性支持偏
好的法律，我們自治政府的整個體制將會徹底
瓦解。無視某些法律最邪惡之處在於，將會摧
毀對所有法律的尊重。…」
— President Herbert Hoover, 1929

胡佛總統在這段陳述中討論的是什麼問題？
(1) 國家禁酒令
(2) 環境保護
(3) 社會安全稅
(4) 婦女投票權

29 哪個行動是國際姑息的例子？
(1) 國會授權曼哈頓計劃
(2) 日本攻擊珍珠港
(3) 德國和蘇聯簽署互不侵犯條約
(4) 英國和法國同意希特勒取得捷克斯洛伐克
部分領土的要求

依據以下海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7 題。

30 小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說美國
必須成為「民主世界的軍火庫」，主要是因為
他想要
(1) 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數
(2) 協助盟國
(3) 限制國防工業的影響力
(4) 獲取大眾對他第三屆任期的支持
31 1945–1949 年的紐倫堡大審確立的國際先例是
(1) 美國應避免對外國提出承諾
(2) 軍事領袖不對戰時行為負責
(3) 個人可能因為違反人性的罪行受審
(4) 即 使 命 令 有 違 基 本 人 性 價 值 ， 士 兵 仍 須
遵守

ਝ

32 士兵福利法案在哪一方面有助於第二次世界大
戰中服役的官兵
(1) 強制軍隊整合
(2) 提供退伍軍人大學教育學費
(3) 要求婦女放棄戰時的工作，交給男性
(4) 刪除對退伍軍人不利的工會年資規定

ˤ໔

҈ࠨ͂ஃցؿˤ໔Аพc
Ԏᛷ͐ᔂᜡАݯАؿᅟႌ
༅ࢿԞ: Graphic of National Recovery Act (NRA) Blue Eagl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27 海報中提到的合作是尋求哪兩方面的合作
(1) 企業和政府
(2) 消費者和生產者
(3) 勞工和退休人員
(4) 社會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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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冷戰期間使用柏林空運補給系統來
(1) 援救西德各地逃亡的人
(2) 防止共產主義者接管希臘和土耳其
(3) 穿破蘇聯的封鎖
(4) 支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的和平行動

37 以下哪一項行動是採取不合作態度的最佳例子？
(1) 通過 1965 年投票權法案
(2) 遊說國會停徵人頭稅
(3) 參與愛荷華州的政治集會
(4) 到南方的餐廳靜坐

34 1950 年代的麥卡錫主義與什麼最密切相關
(1) 宣稱共產主義者已經滲入聯邦政府
(2) 防止在拉丁美洲產生支持共產主義的 政府
的做法
(3) 擬定華沙公約
(4) 通過州際高速公路法

依據以下歌詞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8 題。
… 來吧，母親和父親
在國土的各個角落
不要批評
你不能理解的事物
你們的兒女
不聽從你們的指揮
你們老舊的道路
很快就會遭到挑戰。
請別擋著這條新路
如果你不能伸手相助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

依據以下引述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5
題和第 36 題。
… 讓我們所有的民眾都瞭解我行動的理由是非
常重要的。如你所知，美國最高法院已經裁決
種族隔離的公共教育機構在本質上並不公平，
因此強制學校隔離法律是違憲的。…

— Bob Dylan,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1963

—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september 24, 1957

38 這首歌的作詞者評論的是 1960 年代的哪一個
議題？
(1) 鄉村貧窮
(2) 成人文盲
(3) 環境保護
(4) 代溝

35 這段引述所指的是哪一個最高法院判例？
(1) 德雷德．史考特訴桑福德案
(2) 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
(3) 亞特蘭大之心旅館訴美國政府案
(4) 廷克訴德梅因學區案
36 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總統採取哪一
項行動以強制執行這項最高法院裁決？
(1) 下令關閉阿肯色州小岩城中央高中
(2) 派遣美國軍隊強制實施學校整合
(3) 提出支持學校隔離的法案
(4) 將白人學生轉至新的公立高中就讀

U.S. Hist. & Gov’t. – June ’12 Chinese Edition

39 尼克森 (Richard Nixon) 總統與蘇聯簽署的戰略
武器限制條約 (SALT) 是推動哪一項外交政策
的努力
(1) 緩和
(3) 邊緣
(2) 帝國主義
(4)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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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依據以下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0 題。

ɩԑȹᅝk

Ꮬ

༅ࢿԞ: Sean Delonas, New York Post, 1991

40 這幅 1991 年的漫畫的靈感是來自老布希 (George H. W. Bush) 總統
(1) 成功剷除海珊在伊拉克的勢力
(2) 成功寫下降低美國都市犯罪率的記錄
(3) 有效處理外交政策挑戰，但轉而面臨經濟挑戰
(4) 已經為了改善經濟蓄勢待發

42 哪一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了下面的部分大綱？

41 2000 年小布希 (George W. Bush) 和高爾 (Al
Gore) 的總統大選中一項絕無僅有的特色是
(1) 最高法院對最終結果扮演重要角色
(2) 沒有第三黨的候選人參選
(3) 兩位候選人都曾任副總統
(4) 佛羅里達州的選舉人票由兩位候選人共享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貿易限制
B. 對（經濟）不干預政策
C. 涓流經濟理論
D. 工資與物價控制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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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改革
憲法修正案
經濟政策
宗教信仰

依據以下照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6 題。

依據以下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3 題。

Бࢤ˾˱…ؖ
҈ടኒॾኂc
҈ࠨͲଈธʝཋᄧӮk
ɤɡ

Әɡ

τϳɁိ

፠

˟

ʹ

܃

ɾ

ʨ

ע

༅ࢿԞ : Joel Pett, Lexington Leader-Herald, May 24, 2004
༅ࢿԞ : Mark Bauerlein et al., Legacy Publishing

43 這幅漫畫的主要目的是指出
(1) 全球暖化理論已經證實
(2) 必須發掘其他石油供應源
(3) 個人助長環境問題
(4) 景氣暢旺取決於汽車銷售量增加

46 如照片中所示的情況在何時獲得合法終結
(1) 1863 年發佈奴隸解放宣言
(2) 1870 年批准第 15 修正案
(3) 1896 年普萊西訴弗格森案的裁決
(4) 通過 1964 年民權法案

44 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費茲傑羅 (F.
Scott Fitzgerald) 和辛克萊‧路易斯 (Sinclair
Lewis) 是大受歡迎的作家，他們經常撰寫哪方
面的作品
(1) 1890 年代都市生活的問題
(2) 1920 年代美國社會理想的破滅
(3) 1930 年代農民遷徙
(4) 1960 年代水和空氣污染

47 Teapot Dome、水門事件和伊朗軍事醜聞等詞
與什麼最密切相關
(1) 國內政策
(2) 總統醜聞
(3) 聯邦法院判決
(4) 失敗的改革運動
48 新政和大社會的一個相似之處在於這兩項計劃
都是根據以下什麼信念
(1) 志工組織應接手聯邦救濟行動
(2) 政府應減少企業法規
(3) 州應該分攤聯邦計劃更多的費用
(4) 聯邦政府應更努力協助有需要的公民

45 威爾遜總統和小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的政策轉
變證明
(1) 戰爭可能影響國內的改革計劃
(2) 公眾意見通常反對赤字支出
(3) 總統常在戰時失勢
(4) 美國領土擴張造就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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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最高法院在申克訴美國政府案（1919 年）中做
出的裁決，以及美國愛國者法案（2001 年）的
通過說明一項原則，即聯邦政府可以
(1) 保證人民擁有槍械的權利
(2) 限制總統的權力
(3) 在國家危急時限制個人的權利
(4) 擴張人權法案保障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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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 年）結束以來，
美國人口改變造成的主要影響是什麼？
(1) 社會安全系統破產。
(2) 對醫療院所的需求減少。
(3) 不具備專業技能的勞工過剩，導致移民減
少。
(4) 都市近郊成長的速度比都市更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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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外交政策
美國總統常試圖處理國際問題，而做出外交政策決定。這些決定對美國和其
他國家或地區，都造成了一些影響。

任務：
選擇兩個總統的外交政策決定，並針對各項政策
• 描述該決定的歷史背景
• 論述該決定對美國的影響
• 論述該決定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影響
你可以使用美國歷史上處理國際問題的任何總統外交政策決定。建議您考慮以下的
決定：詹姆士‧波爾克 (James K. Polk) 派遣軍隊至大雷恩河 (1846 年)、威廉‧麥金利
(William McKinley) 決定佔領菲律賓 (1898 年)、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要求宣戰
(1917 年)、杜魯門 (Harry Truman) 決定投下原子彈 (1945 年)、甘迺迪 (John F. Kennedy)
孤立古巴 (1962 年)、詹森 (Lyndon B. Johnson) 派遣特戰隊至越南 (1965–1968 年)、尼克
森 (Richard Nixon) 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1972 年)、老布希 (George H. W. Bush) 派遣軍隊
至科威特 (1990–1991 年)，以及小布希 (George W. Bush) 派遣軍隊至伊拉克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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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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刻意空白。

請繼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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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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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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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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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歷史中，一般認為運動可以帶來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變革。這些運動對
美國和美國社會的影響深遠。這些運動包括主張廢奴運動、勞工運動及婦女選
舉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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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運動，並針對每一項運動
• 描述導致該運動的歷史背景
• 描述這項運動如何嘗試達成其目標
• 論述該運動對美國和/或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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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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ᒕԹೕࢄ

4,000,000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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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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౽٦́ଐ

2,500,000
2,000,000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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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1,000,000

1,000,000

500,000

500,000

0
1800 1810 1820 1830 1840 1850 1860

0
1800 1810 1820 1830 1840 1850 1860

αͫ

αͫ

༅ࢿԞ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ҝᇁ)

1a 根據這些圖片，說明 1800 至 1860 年之間，棉花生產和奴隸制發展間的一個關係。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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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1b
在非洲出生的詹姆斯‧布萊德利 (James L. Bradley) 是購買了自己的自由的奴隸。他在 1834 年在俄亥
俄州辛西那提藍恩神學院就讀時，寫了一段描述他的人生的短文。這是短文的節錄內容。
… 我會盡量回想以前的事情。當摧毀靈魂的人把我從母親懷中奪走時，我大概是兩、三歲
大，那時我在非洲，離海洋非常遠的某個地方。他們帶我到很遠的地方搭船；一路上我不
斷地回頭望，也不停地哭泣。船上擠滿了繫上鎖鍊的男男女女；但是我還很小，所以他們
讓我在甲板上自由來去。
許多天以後，他們把我們帶到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頓。有個奴隸主買了我，然後把我帶
到彭德爾郡。我猜想我和他待在一起大約六個月。他又把我轉賣給布萊德利先生，從此以
後，他們就用這個名字叫我。這個人被認為是非常仁慈的主人；的確，我得到的對待比我
所認識的大多數奴隸來得好。我從來沒挨過餓或被鞭打；但是，噢，我的靈魂！ 我受過的
拳打腳踢之苦，言語實在難以形容。在我小時候，主人經常狠狠地揍我。有一次，當我還
是個小男孩，大約九歲，他很用力地打我，使我跌倒在地並失去知覺。當我過了一段時閒
以後終於醒來，他告訴我，他以為他把我給殺了。還有一次，他用馬梳刷 [用來梳理馬鬃
的金屬刷]揍我，刷頭重創我的頭部。我之前說過，我的食物不虞匱乏；但衣服就不是這麼
回事了。但不提這個了，因為我想不出任何合適的字眼，能夠告訴你我的感受。…
資料來源：Bailey and Kennedy, eds., The American Spirit, Volume I: To 1877, Houghton Mifflin,1998

1b 根據這份文件，詹姆斯‧布萊德利作為奴隸時，他遭遇的一個困難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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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 [弗雷德里克] 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和主張廢奴的白人、解放者報 (The
Liberator) 編輯威廉‧洛伊‧蓋瑞森 (William Lloyd Garrison) 的戰術不同—這是主張廢奴
的黑人 [非洲裔美國人] 和白人的基本差異。黑人比較希望採取武裝暴動 [叛亂]，但也更樂
於運用既有的政治機制—投票箱、憲法—任何能夠進一步推動志業的方式。他們的戰術不
像蓋瑞森派 (Garrisonians) 一樣在視倫理道德上是絕對的。黑人們深知光憑道德壓力無法
成事，所以他們用盡從選舉到叛亂的一切手段。...
主張廢奴白人在演講台上、報章雜誌上、透過地下通道從事勇敢的先鋒工作。主張廢奴黑
人通常行事低調，他們是反奴運動的中堅份子。1831 年蓋瑞森在波士頓發行著名的解放者
報之前，黑人的第一次全國性集會已經召開，大衛‧沃克 (David Walker) 已經完成他的
「呼籲書」，主張廢奴黑人創辦的自由之刊 (Freedom’s Journal) 雜誌也已經問世。在解放者
報最初的二十五名訂閱者中，多數都是黑人。...
資料來源：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492–Present, Harper Perennial, 2003

2 根據霍華德‧津恩 (Howard Zinn) 所說，主張廢奴者用來達成其目標的一個方法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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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 主張廢奴主義的成敗必須以更廣義的問題來判斷：哪些是可能的？面對美國歷史上最具
分裂性的奴隸議題時，主張廢奴主義代表了良知的聲音。它協助成千上萬的黑人，帶領這
個國家往認同普世人權的方向前進，並且對將這些權利納入憲法起到關鍵的作用。
甚至連主張廢奴主義的「錯誤」都帶來了有意思的結果。例如，因為主張廢奴的男性抗爭
的內容不包括在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中納入「女性」這個字眼，因此在憤怒
的反對聲浪中重新引燃婦女權利運動的動力。…
資料來源：Wendy McElroy, “The Abolitionist Adventure,”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July 1, 2003

*第 13 修正案平等適用於女性和男性。

3 根據溫蒂‧莫艾洛依 (Wendy McElroy) 所說，主張廢奴運動的兩個影響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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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先驅者雜誌 (The Harbinger) 的代表參訪了麻薩諸塞州羅爾鎮及新罕布夏州曼徹斯特鎮的工廠。以下是
雜誌中針對該次調查的報導節錄：
… [羅爾鎮紡織工廠] 的女工平均一人負責三台織布機；許多人要負責四台，這項工作需要
非常有活力、不分心 [持續不斷的] 注意力才能勝任。但是，有許多人都這麼做。一個操作
員最多應該只能顧到兩台機器。這讓我們大致瞭解他們在每天十三個小時的工時中，需要
承擔多少工作量。廠房內的空氣當然不可能清爽乾淨；相反的，其中充滿許多細棉線和灰
塵，據我們所知，這些對肺部非常有害。
一進入廠房，雖然天氣很溫暖，但我們發現窗戶是關上的。我們問了原因，年輕的女工一
派純真地回答我們，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欠缺新鮮空氣是十分不自然的，她說：「如果風
吹進來，紗線就不好用了」。我們待在廠房內十五或二十分鐘後，因為空氣中的濕氣和熱
度，我們發現自己和陪同人員都已經汗流浹背。…
資料來源：“The Female Workers of Lowell,” The Harbinger, November 14, 1836

4 根據這份文件，1830 年代羅爾鎮紡織工廠的員工所面臨的一個情況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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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
勞動史大事件

— 1869 ୂι৽ᕉɡ྆

— 1877 ּါᄨ‧ࣵ(Rutherford B. Hayes)
ᐢݢႬᐲԄ߶අୄB&Oᚁ༏ᇋɮ

— 1886 ਝɮᐲผፕˮɬᔒ‧̀ؐ
(Samuel Gompers)ኪͨɮผผٽ
— 1892 ΕΪᄨቧ‧˺ʑਥ(Andrew Carnegie)
ؿ፳ճऋᄨ፡ᚁᄥؿɮᇋɮ
1894 ౝဍਅᚁ༏ᇋɮ̖ડʮ‧ټᄨ̠
(Eugene Debs)Ƀတ
— 1902 Ϣᖓါ(Theodore Roosevelt)
ᐢֈɻ࿎ફಲํ๏ᇋɮ

5 根據時間軸，在 1869 年至 1902 年期間，勞工用來回應其工作條件的一個方式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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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a
… 改善勞工和管理人員的關係，是此法案的理想目標。確保僱員作為一體與資方就僱佣條
件的談判權利，可以在平和而平等的基礎上，促進聘僱合約的發展。藉由提供井然有序的
程序來決定由誰代表僱員，此做法的目標是消除費時耗力的經濟鬥爭背後的其中一個主要
因素。透過防止可能摧毀勞工獨立性的做法，此法案旨在使每位勞工在法案允許的範圍
內，能得到選擇的自由以及對他而言公平的行動。…
資料來源：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Statement on Signing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Wagner] Act,
July 5, 1935

6a 根據小羅斯福總統所說，全國勞工關係 [Wagner] 法案對勞工造成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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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b
國會在 1938 年通過公平勞工標準法案。

ʔ̡ɮᅟๅ࣐ؒɾɎ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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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7 (經改編)

6b 根據這幅勞工部的海報，公平勞工標準法案對勞工持續造成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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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a
… 聚集在瑪莉‧麥克林托克 (Mary McClintock) [瀑布城會議的召集人] 的廚房裡的女人做
出結論，她們認為必須採取行動並集會呼籲婦女權利，會議時間就訂在下週，7 月 19 日和
20 日 [1848 年]。即使會議前不久才通知，仍有超過兩百位婦女和約四十位男士從鄰近的
城鎮和鄉間前來瀑布城的衛斯理教堂與會。他們想必知道這是一場激進而新潮的活動。的
確，活動領袖成功說服詹姆斯‧莫帝 (James Mott) 擔任會議主席，因為他們自己對於在這
麼多背景殊異的群眾面前談話，感到膽怯 [畏縮]。然而，瀑布城的婦女帶來長達七十年的
女性運動傳統。許多人沿著相同的路線一再參與振興活動、宣教集會以及打著節制飲酒、
道德改革和廢除奴隸制度旗號的女性集會。他們母親那一代，是二十年前大覺醒的主要推
動力。他們的祖母和曾祖母杯葛茶葉、為軍隊紡織和編織衣物，並且相信自己「生來自
由」。會議的召集人開始撰寫會議要討論的聲明時，他們回歸女性先祖革命的傳統：「我們
主張不證自明的事實」，他們寫道：「也就是，男性和女性生而平等」。…
資料來源：Sara M. Evans, Born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The Free Press, 1989

7a 根據莎拉‧伊凡絲 (Sara M. Evans) 所說，婦女的哪一個經歷加強了她們對平等的需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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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b
… 人類的歷史就是男性反覆傷害女性與對其強取豪奪 [奪取] 的歷史，直接的目的就是在
她們身上建立絕對的專制權威。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將實情公諸於世。
他從來不准她履行選舉權這項不可剝奪的權利。
他強迫她遵守法律，但在制定法律時，她卻毫無發言權。…
從法律角度觀之，一旦結婚，他迫使她在民法上一如死亡。
他從她身上取得所有財產權，甚至是她賺取的工資。.…
剝奪已婚婦女的所有權利後，單身女子名下若有財產，他會向她徵稅來支持政府運作，而
政府只在她的財產能使其獲益時才認可她。…
資料來源：Seneca Falls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1848

7b 根據這份文件，瀑布城感性宣言中提及的一個不平之處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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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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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1917 (經改編)

文件 8b
… 如同 [伊麗莎白凱迪] 斯坦頓 (Elizabeth Cady Stanton) 的預期，婦女的專業和實戰經驗
對於復興的選舉權運動運動貢獻極大。NAWSA [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 已經證明是一個高
效且令人生畏的組織。協會的會員以幾何級數成長，從 1893 年的 13,150 人，到了 1917 年
已有超過兩百萬人。選舉權運動者在政黨大會、立法會議和憲政會議 [集會] 中舉辦了數以
百計的競選活動。她們募集了數百萬美元的款項，其中大半是小額捐款。多不勝數的男性
和女性熱烈參與祈福活動、遊行、絕食抗議和非法入侵投票所。有許多人因此入獄或處以
罰款。1873 年，蘇珊‧安東尼 (Susan B. Anthony) 被指控聯邦罪行「非法投票」並遭到逮
捕。在紐約州羅徹斯特備受矚目的審判中，法官漠視陪審團的意見判她有罪並罰款，而法
官的裁決其實在審判前就已經寫成。…
資料來源： Sandra F. VanBurkleo, “No Rights But Human Rights: The Emancipation of American Women,”
Constitution, Spring-Summer, 1990

8 根據這些文件，婦女權利團體用來影響美國大眾意見的兩個方法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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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 最後，婦女選舉權運動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好的或壞的的結果。數百萬名婦女能夠投票
（雖然比例遠低於男性）、婦女獲選從政（1920 年代晚期有幾名婦女獲得國會席次），但
是新選民對美國的政治幾乎發揮不了作用。像珍‧亞當斯 (Jane Addams) 這樣的女性做出極
大的貢獻，但在取得投票權後，就很難證明她們還達成了哪些成就。雖然從未獲得證實，但
一般相信在 1928 年的選舉中，女性投票支持主張「禁酒立場」的胡佛，同時相較於男性，
女性更容易被「道德議題」打動而投票。除此之外，地球的運轉仍與從前無異。…
資料來源：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 Perils of Prosperity, 1914–3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9 根據威廉‧洛克騰柏格 (William E. Leuchtenburg) 所說，婦女選舉權對美國社會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什
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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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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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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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運動都曾尋求帶來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變革。這些運動對
美國和美國社會的影響深遠。這些運動包括主張廢奴運動、勞工運動及婦女選
舉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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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運動，並針對每一項運動
• 描述導致該運動的歷史背景
• 描述這項運動如何嘗試達成其目標
• 論述該運動對美國和/或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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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