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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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下面的時間軸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 題和第 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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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間軸上的資料最能支持哪一個結論？
(1) 英國最終給予殖民地議會代表權。
(2) 只有當選的英國官員才有權徵稅。
(3) 英國試圖增加對殖民地的控制，但並未成功。
(4) 在《印花稅法案》(Stamp Act) 通過之後，立即決定召開第一次大陸會議。
2 哪一個事件發生在時間軸上 1763 年之前？
(1) 波士頓慘案
(3) 薩拉托加戰役
(2) 法聯印第安人對英之戰
(4) 通過西北土地條款

4 殖民時代新英格蘭鎮民大會和維吉尼亞的鄉鎮
會議都
(1) 是早期社會改革運動
(2) 嘗試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
(3) 是代議民主發展的步驟
(4) 努力規範與土著印第安人的貿易

3 從 17 世紀到 19 世紀，移居者參與西進運動的
主要原因是
(1) 躲避沿海城市動亂
(2) 避免東部較高的稅收
(3) 在中西部尋找製造業工作
(4) 獲得土壤肥沃的新地區發展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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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司法審查一詞最適合的定義是
(1) 被告對陪審團判決提出上訴的權利
(2) 國會設立新的聯邦法院的能力
(3) 參議院確認最高法院法官的權力
(4) 最高法院判定法律的合憲性的權力

5 美國獨立革命結束到批准憲法之間的這幾年時
間，有時候被稱為「關鍵期」是因為
(1) 西部地區領土未納入國家統制
(2) 美國與法國交戰
(3) 西班牙拒絕將佛羅里達出售給美國
(4) 中央政府未能解決存在的許多經濟問題

10 根據美國憲法，聯邦政府人口普查可用來確定
(1) 美國最高法院的大小
(2) 內閣成員的最多人數
(3) 眾議院成員的分派
(4) 分配給各州的參議員人數

根據下面說話者的陳述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
答第 6 題和第 7 題。

說話者 A： 我們的國家政府應該強大。州政府應
該只有有限的權力。
說話者 B： 兩院制的立法體制能同時保護大州和
小州的權力。
說話者 C： 國家政府的擴張終將導致暴政。
說話者 D：行政部門應該擁有重大的權力。

11 在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總統任期內，
聯邦政府的權力為什麼會加強
(1) 消除政黨
(2) 鎮壓威士忌叛亂
(3) 與英國形成軍事聯盟
(4) 國家語言的建立

6 1787 年起草憲法期間的《大妥協》(The Great
Compromise) 提到上述哪一個說話者表達的
觀點？
(1) A
(3) C
(2) B
(4) D

12 在 首 席 大 法 官 馬 歇 爾 （John Marshall，
1801–1835 年）的領導下，最高法院如何擴大
國家政府的影響
(1) 強迫各州豁免個人債務
(2) 授權總統不經國會批准即可調用軍隊
(3) 終止進口受奴役的非洲人
(4) 加 強 聯 邦 政 府 對 州 際 貿 易 和 銀 行 業 的 控
制權

7 在批准憲法的辯論中，支持說話者 A 和說話者
D 的觀點的人被稱作
(1) 保皇黨人士
(2) 聯邦主義者
(3) 反聯邦主義者
(4) 民主共和黨人士
8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提供的哪一項保護條款是
受到約翰・彼得・曾格 (John Peter Zenger)
案（1735 年）的影響？
(1) 出版自由
(3) 集會權
(2) 宗教自由
(4) 請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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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根據下面的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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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89 (經改編)

13 地圖顯示路易斯和克拉克 (Lewis 和 Clark) 以及派克 (Zebulon Pike) 的探險路線。
根據這幅地圖可以得出的有效結論是這些探險都
(1) 只遇到少許的自然地貌障礙
(2) 避開其他國家宣稱所有的土地
(3) 在旅途中運用了河流系統的幫助
(4) 採取到達太平洋最直接的路線
15 在 19 世紀 40 年代，《天定命運論》(Manifest
Destiny) 的支持者主張
(1) 關閉邊境阻止移居
(2) 終止美國制度
(3) 獲得德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
(4) 割讓奧勒岡領土給俄羅斯

14 在 1800 到 1830 年間修建的國道和伊利運河是
為了連接哪些地區？
(1) 大西洋海岸和中西部
(2) 南部和新英格蘭
(3) 太平洋海岸和墨西哥灣沿岸
(4) 大平原和洛磯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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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哪一項憲法原則是進而引發內戰的南北衝突的
焦點？
(1) 州權利
(2) 正當法律程序
(3) 三權分立
(4) 總統否決權

20 美西戰爭（1898 年）的主要結果是美國
(1) 採行孤立主義政策
(2) 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重要的角色
(3) 放棄西半球以外領土的控制權
(4) 增加對歐洲盟友的對外援助
21 在「進步時代」，對累進所得稅的支持主要
基於
(1) 企業期望減輕它們的賦稅
(2) 需要從下層階級提高收入
(3) 應該向所有人同等徵稅的理念
(4) 對財富分配不均的忿恨

17 美國各地的奴隸制被什麼永久地廢除了
(1) 批准美國憲法
(2) 1860 年通過的共和黨黨綱
(3) 發佈奴隸解放宣言
(4) 採行憲法第 13 修正案
18 「既然從法律上來說，南方各州並未真正脫離
聯邦，聯邦應該儘快將它們收復。」

22 老 羅 斯 福 總 統 (Theodore Roosevelt) 加 強
《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的方法是制定
美國的哪種政策
(1) 要求拉丁美洲國家斷絕與歐洲的貿易
(2) 減少亞洲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
(3) 介入拉丁美洲事務以阻止歐洲干涉
(4) 與太平洋海軍強國發展軍事聯盟

上述陳述中表達的立場與什麼人的觀點最密切
相關
(1) 羅伯特・李
(3) 傑 佛 遜 ・ 大 衛 斯
(Robert E. Lee)
(Jefferson Davis)
(2) 泰迪爾斯・史蒂文斯 (4) 亞 伯 拉 罕 ・ 林 肯
(Thaddeus Stevens)
(Abraham Lincoln)
根據下面的詩詞摘錄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
答第 19 題。
「古老的帝國，儘管保留你們的榮耀與堂
皇！」她無聲地呐喊。「把你們那些筋疲力
盡、一無所有、渴望呼吸自由空氣的卑微眾生
交給我，把那些被你們人口眾多的國家視為草
芥而遺棄的不幸人們，那些無家可歸、飽受顛
沛流離的人們送來我這裡，我站立在金碧輝煌
的大門口高舉著明燈迎接他們！」
— Emma Lazarus, “The New Colossus,” 1883

19 這首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詩反映出對於移民的
哪一種態度？
(1) 來自所有國家的人都應當受到歡迎。
(2) 應優先考慮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員。
(3) 應採用配額限制特定族群。
(4) 應該限制沒有技能的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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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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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工業的保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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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ernhard Gillam, Puck, 1883 (經改編)

23 哪一項陳述最正確地表達了這幅 1883 年漫畫的主要思想？
(1) 大多數美國工人都能成為企業主。
(2) 企業主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財富。
(3) 社會階層的劃分源自個人能力的自然差異。
(4) 富人從工人階級的勞動中獲利。
24 漫畫中所描述的問題在 19 世紀末葉主要是透過什麼來解決
(1) 組織工會
(2) 實施人民黨黨綱
(3) 消除童工
(4) 增加移民工人

U.S. Hist. & Gov’t. – June ’14 Chinese Edition

[6]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5 題和第 26 題。
這個工作令人厭惡，但卻非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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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tica Saturday Globe, 1906 (經改編)

25 哪一本書促成了漫畫中所描述的調查？
(1) 諾里斯 (Frank Norris) 的《章魚》(The Octopus)
(2) 厄普頓・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屠場》(The Jungle)
(3) 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的《城市之恥》(The Shame of the Cities)
(4) 傑科・瑞斯 (Jacob Riis) 的《另一半的人這樣活著》(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26 1906 年，聯邦政府如何應對漫畫中所描述的情況
(1) 控制肉類加工設施
(2) 派遣聯邦軍隊鎮壓肉類加工業者的罷工
(3) 禁止進口肉類產品
(4) 授權政府機構檢驗肉類食品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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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27 題。
我們打算於 2 月 1 日發動無限制潛艇戰。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努力保持美國中
立。如果無法保持中立的話，我們基於下列條件向墨西哥提出建議或與墨西哥結盟：
一同參戰或者一同講和，美國慷慨解囊，向墨西哥提供財務支援，並且對墨西哥想要
奪回失去的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領土表示理解。…
— Zimmerman telegram, 1917

27 這份文件的公開最終導致
(1) 向墨西哥宣戰
(2) 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3) 《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 的通過
(4) 限制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

28 「 哈 丁 拒 絕 威 爾 遜 的 外 交 政 策 — 希 望 回 歸
‘常態’」
「柯立芝聲明：‘美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做
生意’」
「胡佛呼籲‘嚴格的個人主義精神’；拒絕
家長作風和社會主義」

31 1935 年《全國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Wagner 法案）的主要目的是
(1) 允許工廠主對工人使用法院禁令
(2) 保障集體談判權
(3) 建立社會安全福利 (Social Security) 制度
(4) 禁止工會使用罷工

20 世紀 20 年代共和黨總統的哪一項政策與上
述標題所述的立場最為一致？
(1) 美國應該協助工會，提供養老保險。
(2) 美國應該佔領並保護一個帝國。
(3) 聯邦政府應該支持窮人並提高農產品價格。
(4) 聯 邦 政 府 應 該 支 持 商 業 發 展 並 限 制 對 外
承諾。

32 哪一項是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新政》(New Deal) 的經濟後果？
(1) 銀行放鬆管制鼓勵投資。
(2) 主要產業國有化。
(3) 經濟穩定採用平衡預算模型。
(4) 聯邦政府在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33 題。

29 20 世紀 20 年代，哪一種經濟趨勢導致經濟大
蕭條？
(1) 賒購商品
(2) 儲蓄而不消費
(3) 消費品持續短缺
(4) 對進口產品徵收低關稅

… 我們必須成為民主的偉大兵工廠。對我們來
說，這是和戰爭本身一樣的非常時刻。我們必
須像在戰場上一樣，以同樣的決心、同樣的緊
迫感以及同樣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犧牲精神來完
成我們的任務。…
—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December 29, 1940

30 胡佛總統 (Herbert Hoover) 用軍隊將補助軍隊
驅逐出國家首都的主要結果是？
(1) 退伍軍人廣泛支持胡佛總統的決定。
(2) 胡佛總統競選連任被破壞。
(3) 人身保護令在全國暫緩執行。
(4) 最高法院宣佈行動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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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主張美國成為「民主的兵工廠」時，小羅斯
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認為國家應該
(1) 使其中立法更加嚴格
(2) 開展徵兵
(3) 向盟國提供戰爭物資
(4) 派遣軍隊到歐洲參戰

[8]

36 美 國 制 定 《 馬 歇 爾 計 劃 》 (Marshall Plan)
（1947 年）的目的是
(1) 開發原子彈
(2) 在冷戰期間提高民防
(3) 為遭受戰爭破壞的歐洲提供經濟援助
(4) 提供武器給國民黨統治的中國

根據下面的海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4 題。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37 題。


「一定要特別關照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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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3 (經改編)
資料來源：Herblock,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3, 1955 (經改編)

34 哪 一 項 是 這 幅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海 報 的 一 個
目的？
(1) 阻止就業歧視
(2) 支持拘留日裔美國人
(3) 要求所有公民宣誓效忠
(4) 促進經濟多元化

37 漫畫表明在 20 世紀 50 年代，政府和教育部門
的領導人
(1) 面對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的挑戰
(2) 為農村學校提供多於城市學校的資源
(3) 透過聯邦立法給學校施加過重的負擔
(4) 支援根據性別將學生分班

3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聯邦政府如何呼籲美
國人支持戰爭
(1) 製造更多消費品
(2) 增加支出以刺激經濟
(3) 減少軍隊所需的資源消耗
(4) 將他們的儲蓄投資股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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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948 年，美國如何回應蘇聯對西柏林的封鎖
(1) 拆除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圍牆
(2) 支持聯合國在西德的維和行動
(3) 封閉前往東柏林的交通
(4) 組織空運物資到西柏林

41 20 世紀 60 年代，甘迺迪總統 (John F.
Kennedy) 的進步聯盟和美國和平部隊的共同
目標是
(1) 改善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係
(2) 控制愛滋病的傳播
(3) 終結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殖民主義
(4) 在遏制共產主義的同時支持開發中國家

39 在美國修建州際高速公路系統的一個主要效應
是什麼？
(1) 陽光地帶人口流失
(2) 聯邦政府對城市更新專案的資助減少
(3) 郊區化增加
(4) 來自新英格蘭的國會代表增加

42 1963 年的《禁止核子試驗條約》(Nuclear Test
Ban Treaty) 和 1972 年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
(SALT) 的目的都是試圖
(1) 解決歐洲邊界爭端
(2) 促進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3) 緩解冷戰的緊張局勢
(4) 與開發中國家分享軍事技術

根據以下報紙頭條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
第 40 題。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3 題。

ᘣᐲΉʪيೕࢂΔଈᇯܱh
̚˞ҰɩࣂߜԈؿ۹ᓳΔଈh
Εω༎൙ਝɐুࣂيᔙԷᇯܱଈ

…在目前的危機中，政府不是解決我們問題的
答案，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我們一次又一次地
試著相信社會已經太過複雜，不能依賴自治管
理，因此由精英群體組成的政府應該優於民
享、民治、民有的政府。如果我們當中沒有任
何一個人能夠管理自己，那麼誰還有能力管理
他人呢？我們政府機關內外的所有人都必須承
擔責任。我們尋求的解決方案必須是公平的，
沒有任何一個群體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1957

Ɂᗘɐ˂ଈ
ʪيɁΕ̡ࡈh
νඑ֍͏ᅚ̯cైɐਝ࿏
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July 21, 1969

40 哪一項陳述最能解釋這些報紙頭條所描述的事
件之間的關係？
(1) 人造衛星 (Sputnik) 的發射促使美國擴展太
空計劃。
(2) 太空探索結束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競賽。
(3) 國會削減軍費以資助太空探索。
(4) 美國和蘇聯開始共用太空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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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81

43 雷根政府如何試著解決上述情況
(1) 限制聯邦政府的作用
(2) 削減軍事防禦開支
(3) 加強商業監管
(4) 擴大聯邦僱員工會的力量

[10]

46 非洲裔美國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從南部遷移到北部與什麼最直接相關
(1) 可以獲得工廠的工作
(2) 普遍的農業危機
(3) 從事軍事職業的計劃
(4) 獲得免費土地

根據以下陳述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4 題。
同胞們，伊拉克問題如今已經到了最後決斷的
關頭了。十多年以來，美國和其他國家一直很
有耐心地做出真誠的努力，希望能夠不藉由武
力來解除伊拉克政權。作為結束 1991 年波斯
灣戰爭的條件，該政權也曾承諾他們將清查和
銷毀所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47 詹森總統 (Lyndon B. Johnson) 如何在小羅斯福
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新政》(New
Deal) 的基礎上建立「大社會」計劃
(1) 支援擴大社會福利方案
(2) 恢復政府忠誠名單
(3) 反對新移民改革措施
(4) 依靠平衡聯邦預算

—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March 17, 2003

44 布希總統 (George W. Bush) 在發表這段聲明之
後採取了哪一項行動？
(1) 退出波斯灣戰爭
(2) 命令美國軍隊入侵伊拉克
(3) 撤銷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
(4) 用核武器威脅伊拉克

48 哪一項行動說明制衡制度的理念？
(1) 杜魯門總統 (Harry Truman) 發佈行政命令，
廢止軍事種族隔離
(2) 國 會 推 翻 尼 克 森 總 統 (Richard Nixon)
《戰爭權力法》(War Powers Act) 的否決
(3) 眾議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成員的財務記錄
(4) 卡 特 總 統 (Jimmy Carter) 選 擇 孟 岱 爾
(Walter Mondale) 擔任副總統競選搭檔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5 題。

黑暗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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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聯邦政府採取哪一項行動以應對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的冷戰緊張局勢和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
「911 恐怖攻擊」？
(1) 擴大公民權利的保護
(2) 監控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員
(3) 退出國際組織
(4) 限制盟國貿易

ڥЊϒႋҁ

50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和歐巴
馬總統 (Barack Obama) 都在執政期間進行銀
行和金融改革，目的是
(1) 讓各州在監管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2) 結束外國對銀行系統的影響
(3) 恢復國家經濟的穩定
(4) 減少政府參與經濟

資料來源：Randy Bish, Pittsburgh Tribune-Review,
May 15, 2009 (經改編)

45 哪一項陳述最正確地表達了這幅漫畫的主要思
想？
(1) 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和社會安全福利
(Social Security) 並沒有有效幫助美國人。
(2) 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和社會安全福利
(Social Security) 的財務未來岌岌可危。
(3) 社會安全福利 (Social Security) 將在聯邦醫
療保險 (Medicare) 之前用完資金。
(4) 已經廢除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和社會
安全福利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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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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以下任務的幾個段落、以及結論。
主題：變革——最高法院
縱觀美國歷史，最高法院曾經處理過許多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最高法院對這
些案件的判決對美國和/或美國社會都造成重大的影響。

任務：
選擇對美國社會造成重大影響的兩個美國最高法院判決，並且針對每個判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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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述該判決對美國和/或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

你可以使用在學習美國歷史時學到的任何最高法院判決。你不妨考慮以下建議，渥
謝斯特訴喬治亞州案 (Worcester v. Georgia)（1832 年）、德雷德‧斯科特訴桑福德案
(Dred Scott v. Sanford)（1857 年）、普來西訴弗格森案 (Plessy v. Ferguson)（1896 年）、
申克訴美國案 (Schenck v. United States) 1919 年）、松訴美國案 (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1944 年）、恩格爾訴維塔勒案 (Engel v. Vitale)（1962 年）、米蘭達訴亞利桑那
州案 (Miranda v. Arizona)（1966 年）、紐約時報訴美國案 (New York Times v. United
States)（1971 年）、羅伊訴韋德案 (Roe v. Wade)（1973 年）以及美國訴尼克森案
(United States v. Nixon)（1974 年）。
你不必侷限於以上建議。

不要使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作為你的最高法院判決的其中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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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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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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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紀 60 年代，作家們經常會在作品中反映那些對美國歷史產生影響的社
會現狀。這些作家提高了社會大眾對美國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的意識，並且對美
國及美國社會都產生重要影響。三位這樣的作家分別是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 博士（《伯明罕監獄的來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及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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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紀 60 年代作家，並針對每個作家
• 描述作家所說的問題歷史的來龍去脈
• 論述作家是如何影響美國和/或美國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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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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何非暴力運動都有四個基本步驟：
(1) 收集事實以判斷不公正是否存在；
(2) 談判；(3) 自我滌罪；以及 (4) 直接
行動。我們在伯明罕已經完成了所有這
些步驟。種族歧視正在吞沒這個群體的
事實不容反駁[否認]。伯明罕可能是美
國種族隔離最徹底的城市。其員警暴行
的醜惡記錄全國各地人盡皆知。黑人[非
洲裔美國人]在法庭上所遭遇的不公正待
遇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現實。在伯明罕，
尚未解決的黑人住宅和教堂爆炸案比我
國任何一個城市都多。這些都是確鑿、
殘酷而又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基於這
些情況，黑人領袖們曾尋求與市政府要
員進行談判。但是這些政治領袖們總是
拒絕進行誠心誠意的協商。…

文件1b
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罕的民權抗議活動期間，公共安全
官員尤金・康納（鬥牛）是警方和消防部門的負責人。
消防員依照他的命令行事，將軟管水喉對著示威者。

資料來源：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April 16, 1963

資料來源：AP/World Wide Photos, May 1963

1 根據這些文件，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 博士演講中指出的種族歧視的兩個例子是
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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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在寫完《伯明罕監獄的來信》兩年後，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 博士在一次採訪中被問及，其出
版後發生的事件是否驗證了那封信件所表達的情緒。
…我同意這種說法。這封信件已經部分導致兩個或三個重要並有建設性的事件發生。到如
今，已有將近一百萬份的信件副本在大多數主要教派的教堂中廣為傳閱。它有利於讓國際
社會更加關注在伯明罕所發生的一切。並且我確定，沒有伯明罕的事件，也就不會召開華
盛頓大遊行—─我認為這是黑人[非洲裔美國人]鬥爭所採取的最有創造性的一步。華盛頓
大遊行激發並刺激[加強]了百萬民眾的良知。它給予美國黑人一個全新的國內和國際地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記錄了這次事件，有包括白人和黑人在內的將近 25 萬美國人莊
嚴地聚集在一起，見證黑人要在這個時代實現自由的決心。...
資料來源：James M. Washington, ed., 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HarperCollins

2 根據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 博士所說，其作品《伯明罕監獄的來信》產生了哪兩個影響？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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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 如今我們要將世界性的鬥爭進行到底，以發揚並保護所有渴求自由之人的權利。並且我
們派遣美國人去越南或西柏林時，我們不會只要求白人前往。因此，無論何種膚色的美國
學生都理應可以到其選擇的任何公立學校就讀，而無需軍隊的許可支援。…
現在這個國家實現自己承諾的時刻到來了。發生在伯明罕及其他地方的事件將人們對於平
等的呼聲如此高漲，以致於沒有任何城市、州或立法機關能夠選擇視而不見。
挫敗與衝突之火正在從南到北每一個無法得到法律救濟的城市中燃燒。人們上街示威、
遊行、抗議來尋求補救之法，但這樣的舉動卻造成氣氛緊張，並引發出對於生命的暴力威
脅。…
因此，我要求國會立法賦予所有美國人在向公眾開放的酒店、餐廳、劇院、零售店以及類
似設施中享受服務的權利。…
資料來源：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Radio and Televisio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Civil Rights, June 11, 1963

3 根據甘迺迪總統 (John F. Kennedy) 所說，國會為什麼應該通過公民權利立法？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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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作為哈金斯 (Olga Owens Huckins) 的朋友，在 1958 年收到這封信的
副本。
致《[波士頓]先驅報》編輯：
科德曼 (R. C. Codman) 先生曾經寫道，他與為了所謂的蚊蟲防治而進行的大規模空中
噴灑專案有密切的關聯，並表示州測試已經證明去年夏天在普利茅斯和巴恩斯特布林縣使
用的燃油和 DDT [化學殺蟲劑]的混合劑完全無害。...
在紐約州的長島經歷了同樣的噴灑行動之後，傑出的科學家墨菲 (Robert Cushman
Murphy) 博士的觀察結果發現靜水中的魚類無一倖存。該州大部分的蜜蜂都被殺害了。事
實上，證明是 DDT 的空中噴灑造成此一浩劫的證據如此迅速地累積，以致於科德曼先生
當初沉著[平靜]的保證變得荒謬可笑。
去年夏天，負責蚊蟲防治飛機飛過我們的小鎮。因為我們住得離沼澤地很近，飛行員
在我家上空盤旋時灑下足以致死的劑量。我們認為在私有土地上噴灑活性毒藥是一種嚴重
的空中入侵行為。…
這個問題[殺死蚊蟲]的解決方法並不是把噴灑的強度加倍然後再次實行。而是全面停止
從空中噴灑農藥，直到得到所有生物和科學、短期和長期、以及其對野生動物和人類所產
生的影響的證據。…
奧爾加・歐文斯・哈金斯
(Olga Owens Huckins)
達克斯伯里，1958 年
資料來源：Adler and Adler, eds., Letters of the Century: America 1900–1999, Dial Press

4 根據這封信，哈金斯 (Olga Huckins) 擔心 DDT 噴灑行動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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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5a
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 警告繼續使用 DDT 這樣危險的殺蟲劑的
後果。
… 這裡有一種奇異的寂靜。比如，鳥兒們都去了哪裡？很多人談及牠們，都感到困惑
不安。後院的餵養站已經荒廢。人們所能看到的鳥兒都已處於垂死邊緣[臨死]；它們劇烈
地顫抖，無法飛翔。這是一個無聲的春天。曾被知更鳥、貓鵲、鴿子、松雞、以及其他
各種鳥兒的鳴叫聲喚醒的清晨，如今悄無聲息；唯有一片沉寂籠罩著這片土地、森林與濕
地。…
那曾經美不勝收的小路旁如今卻被漆黑乾枯的植被覆蓋著，就像被火燒過一樣。這些
也同樣被寂靜籠罩著，沒有一絲生機。甚至連水流都毫無生氣。垂釣者[漁夫]也不再光
顧，因為所有的魚都已死去。
在屋簷下的雨水槽裡，屋頂的木瓦之間仍舊可以看見白色粒狀粉末 [DDT] 的斑塊；幾
個星期之前，它像白雪一樣灑落在屋頂上、草地上、田野和溪流裡。…
資料來源：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1962 (經改編)

文件 5b
፷ܬؿʨ

資料來源：L.D. Warren, Cincinnati Enquirer,1972,
in Jerry Robinson, ed., The 1970s: Best Political
Cartoons of the Decade, McGraw-Hill

5 根據這些文件，DDT 對環境造成的一個可能的影響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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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a
根據 1970 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53% 的美國民眾把空氣和水污染防治視為一項重大問題，比 5 前年
的 17% 大幅度提高。 這使得環境成為包括尼克森總統 (Richard Nixon) 在內的當選官員所關注的一項重
要的政治問題。
… 20 世紀 70 年代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是該向環境屈服，還是與大自然和平共處，並彌補
[補償]我們曾經對空氣、土地和水源所造成的傷害？…
我們仍然認為空氣是免費的。但是新鮮的空氣和潔淨的水都是有代價的。污染防治的價
格很高。我們過去多年的草率舉動使我們對大自然負債累累，現在到了償還這筆債務的
時候。…
我將向國會提議展開一項 100 億美元的全國淨水專案，在美國各地建造現代城市垃圾處理
廠，我們需要它們使我們的水源重回清澈，並且我們現在就要付諸行動。我們擁有這樣的
工業能力，如果我們現在開始，5 年之內就能將它們全部建成。這項專案將在 5 年之內將
它們全部建成。…
汽車是我們最大的空氣污染源。充分的防治需要進一步發展引擎設計和燃料成分。我們應
該增強我們的研究，制定更嚴格的標準，並加強執法程序，並且現在就付諸行動。…
資料來源：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2, 1970

6a 根據 1970 年的國情諮文，尼克森總統 (Richard Nixon) 為了應對如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 這樣的
環保人士的擔憂所做出的一項提議是什麼？ [1]

Score

文件 6b
…《寂靜的春天》 埋下了新行動主義的種籽，並已成長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民眾勢力之
一。當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 於 1964 年春去世時，人們都很清楚她的聲音永遠不會
沉寂。她不只喚醒了我們的國家，也喚醒了世界。《寂靜的春天》的出版可以視為現代環
保運動的開端。…
資料來源：Vice President Al Gore, introduction to 1994 edition of Silent Spring

6b 根據戈爾副總統 (Al Gore) 所說，《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所產生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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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7
… 也該是時候停止說那些美國的女性無需再進行任何鬥爭，女性已經爭取到自身權益這種
言不由衷的應酬話了。讓女孩子們在進入一個新或舊的領域時保持沉默，以便不讓男人注
意到她們，這樣的說法簡直荒唐可笑。幾乎在每一個專業領域，無論是商界、藝術界還是
科學界，女性依然被當作二等公民。應該叫那些即將邁入社會的女孩子們對這種微妙又讓
人難堪的歧視做好準備，告訴她們不要一邊沉默一邊希望它會消失，而要與之抗爭。一個
女孩子不應指望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特殊待遇，但是她也不應「習慣於」偏見與歧視。…
資料來源：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W.W. Norton, 1963

7 根據傅瑞丹 (Betty Friedan) 所說，在 20 世紀 60 年代初期婦女所經歷的一種歧視形式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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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
… 其對此問題充滿激情又極富洞察力的分析，在二戰後的幾十年中影響了女性的生活，包
括家務的鉗制、有限的職業前景、以及之後的版本中所記載的墮胎合法化運動，《女性的
奧秘》被廣泛認為是 20 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非小說類書籍之一。這本書由 W. W. Norton &
Company 出版，到 2000 年銷量已達到 300 多萬冊，並且被譯為多種語言。
《女性的奧秘》使傅瑞丹 (Friedan) 小姐世界聞名。它也使她成為 20 世紀 60 年代晚期及
之後女性解放運動的主要締造者，該運動帶來了席捲社會的劇變，使人們回憶起[想起]世
紀之交時的選舉權運動，並被稱為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
資料來源：Margalit Fox,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06

8 根據福克斯 (Margalit Fox) 所說，《女性的奧秘》所闡述的一個關於二戰後美國女性的問題是什
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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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文件 9a
「不要趁著罷工潮正熱燙衣服」是女性訴求平等罷工運動的口號。沒有人知道上週全國數
以千計的婦女加入女性解放運動的首次大遊行中，有多少件襯衫皺巴巴地堆在洗衣籃裡。
在宣告婦女選舉權的憲法修正案的 50 週年紀念發生的這場罷工運動，藉由反戰或公民權
利標準吸引了小批人群，但它也是繼選舉權抗議運動之後最大的婦女權利集會。…
傅瑞丹 (Betty Friedan) 於 1963 年所寫的《女性的奧秘》被認為是振興原名為全國女性遊
行組織會議罷工運動的女權主義運動的一大力作。作為匆忙組成的全國婦女罷工聯盟的領
導者，她預測將會有大批民眾參與，而最終的參與人數也沒有讓她失望。傅瑞丹說：「這
已經超出了我最大的想像。現在它是一場政治運動；它傳達的明確訊息。已經引起了政治
人物的關注。」…
資料來源：Time, September 7, 1970

9a 根據這些文件，《女性的奧秘》影響 20 世紀 60 年代及 70 年代初期婦女運動的一種方式是什
麼？ [1]

Score

文件 9b
… 很多因素促成了[女性的]成就史。19 世紀及 20 世紀早期婦女政權論者為改革付諸的努
力，與 20 世紀 60 年代女權主義者所做的努力一樣重要。美國婦女蒙受那些在 20 世紀 60
年代爭取通過民權立法（特別是 1963 年的《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 以及 1964 年的《民
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人們很大的恩惠。人口和經濟趨勢也塑造了婦女們的經歷。
女性所做的個人選擇可能是這些年女性的經濟進步中最重要卻最不被認可的因素。進
入先前由男性主導的教育和就業領域、晚婚晚育、加入工作行列以及離職以撫養孩子的決
定，對女性是否能與男性平起平坐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其中某些選擇，例如暫時離職以撫
養孩子或擔任兼職工作，對婦女的收入產生負面影響。至於其他的選擇，例如進入先前由
男性主宰的領域，則為職場女性帶來顯著的收穫。…
資料來源：Furchtgott-Roth and Stolba, Women’s Figures: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Women in America, The AEI Press and Independent Women’s Forum, 1999

9b 根據羅斯 (Furchtgott-Roth) 和斯多巴 (Stolba) 所說，促使女性經濟進步的一個因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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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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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紀 60 年代，作家們經常會在作品中反映那些對美國歷史產生影響的社
會現狀。這些作家提高了社會大眾對美國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的意識，並且對美
國及美國社會都產生重要影響。三位這樣的作家分別是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 博士（《伯明罕監獄的來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及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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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紀 60 年代作家，並針對每個作家
• 描述作家所說的問題歷史的來龍去脈
• 論述作家是如何影響美國和/或美國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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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