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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
US 61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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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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ਝؿɎȹኝ
༅ࢿԞ Paul Fell, Lincoln Journal Star, 2004

1 哪一項陳述最正確地表達了漫畫的主要思想？
(1) 水污染對公共衛生構成威脅。
(2) 農民不理解城市對水的需求。
(3) 城市發展佔用了農業所需的所有水資源。
(4) 緊缺的水資源的分配衝突日益嚴重。

3 英國政府實施重商主義政策的一個方式是
(1) 促進其殖民地與歐洲之間的自由貿易
(2) 禁止跨大西洋販賣受奴役非洲人
(3) 鼓勵殖民地製造業和貿易的發展
(4) 要求大部分殖民地貿易在大英帝國內進行

2 哪一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了下面的部分大綱？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維吉尼亞鄉鎮會議
B. 五月花公約
C. 新英格蘭鎮民大會
(1)
(2)
(3)
(4)

殖民地自治的發展
殖民地努力擺脫英國統治
殖民地領袖試圖組建國家政府
英國議會建立的殖民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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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國憲法 (1787 年) 中描述的政府構架明確展
現出憲法起草者對什麼事件的不滿
(1) 奧伯尼聯邦計劃 (Albany Plan of Union)
(2) 西北條款 (Northwest Ordinance)
(3) 聯邦條款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4) 巴黎條約 (Treaty of Paris)

4 傑佛遜總統 (Thomas Jefferson) 將洛克 (John
Locke) 社會契約論的思想寫入《獨立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中，因為這
種思想
(1) 證明推翻否決個人自由的政府是合理的
(2) 認為經濟權利比不可剝奪的權利更重要
(3) 支持君權神授
(4) 呼籲政府逐漸進行轉變

8 聯邦制這個詞的最佳定義是
(1) 修正憲法的流程
(2) 法院判定法律的合憲性的權力
(3) 沒有世襲統治者的共和制政府
(4) 各州和國家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5 題。
…至於統治的問題，英國是無法 以公平合理的
態度來對待這個大陸的：它的事務不久就會十
分紛繁，不是一個離我們這樣遠、對我們這樣
無知的國家用種種權宜之計所能管理的，因為
如果他們不能征服我們，他們便無法統治我
們。為了一件事情或一項申請，要經常奔波三
四千英里，為了批復要等待四五個月，而得到
批復以後又需要五六個月來加以解釋，這種情
況不出幾年工夫就會被看作是荒唐和幼稚的行
徑。如果過去有一段時間它是適當的，那麼現
在便是它不再存在的適當時機了。…

9 哪一項行動是使用制衡制度的例子？
(1) 彈劾柯林頓總統 (Bill Clinton)
(2) 由總統候選人來選擇副總統競選夥伴
(3) 由多數黨選舉眾議院議長
(4) 華盛頓總統 (George Washington) 開始對協
議的談判
10 《肯塔基與維吉尼亞決議案》(The Kentucky
and Virginia Resolutions)（1798 年）提出，各
州可以廢除《外僑和鎮壓暴力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因為這些法律
(1) 廢除《西北條款》(Northwest Ordinance)
(2) 對西部農民所釀造的威士忌課徵不公平的
稅收
(3) 違反憲法
(4) 建立普選制的限制

—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1776

5 湯瑪斯・潘恩 (Thomas Paine) 對英國與其殖民
地美國之間關係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1) 英國想將美國變為歐洲大陸體系的一部分。
(2) 美國距英國太遠，無法進行有效管理。
(3) 美國在議會中缺乏代表。
(4) 美國殖民地領袖認為英國官員想利用他們
來打歐洲戰爭。

11 最高法院在 馬伯瑞 訴 麥迪遜案 (Marbury v.
Madison)（1803 年）中的判決如何增加了聯邦
法院的權力
(1) 增加法官人數
(2) 使總統可以推翻地方法院的判決
(3) 確立聯邦相對州政府至高無上的地位
(4) 確立司法審查原則

6 在 1787 年的制憲會議上，大州和小州之間的
《大妥協》(Great Compromise) 的結果是
(1) 兩院制立法體制的創立
(2) 對平等的法律保護的規定
(3) 對奴役問題的永久解決方案
(4) 所有男性業主投票權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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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us exam 615 #12-13

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2 題和第 13 題。
௶؝ಙ

Ϊɣಙ

ؒցߜԈˈԝʯ

ෙۤʷ
ᖓ
༜،

ढ़
Ϲ،

̛
˱ಙ

ʮແ˺

͠С

༜،

።ּ˙

ˀʑ̿

ˋ˒ے
Сಙ

ᖓྵऋ

ή
˺ʮ
˱ಙ

ऋ͠ݤ

КʑКෑ



ෙʱ̛

ख़

˺ওਥဍɬ

͠ᔁ˺
ႝན
ࡥဍᑺּ

ௌᔁᇽᑩή

͠С

ۄᄨႫ،

ݤКؐऋ

͠

ࢇӱᓑ̠
Ѓၬऋή

ɣᓑ̠
̛˱ּ

ԕɡན

༅ࢿԞ:

ؐਥౝϹ
ख़ః

ᄨּ

̿،

ႝɢ̛ؒԓή

ዉϹ̟
ख़ዉϹή

ख़

ࢌٽ

ɣϹݗ

12 根據以下地圖，伊利運河和哈德遜河直接導致
(1) 限制移民的決定
(2) 紐約州北部人口迅速增加
(3) 新英格蘭聚居
(4) 從加拿大取得土地
13 1825 年竣工的伊利運河促進了中西部的發展，因為它
(1) 將大湖區與大西洋沿岸連接
(2) 推動強制拆除西北領土的英國堡壘
(3) 刺激俄亥俄河河谷棉花生產的發展
(4) 增加與亞洲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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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傑佛遜總統 (Thomas Jefferson) 購買路易斯安
那地區的一個主要原因是
(1) 消除西班牙對加利福尼亞的控制
(2) 佔有整個佛羅里達
(3) 給予美國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權
(4) 提供到阿帕拉契山脈以東的地區的通道

18 19 世紀 70 年代，農會運動獲得許多西部農民
的支持，因為這項運動提議
(1) 應該透過取消紙幣流通來緊縮貨幣供應
(2) 鐵路收取的運費和糧食儲藏費應加以管理
(3) 移民應獲得大平原地區的土地
(4) 政府應該控制西部資源的開發

15 美國能夠在 19 世紀大部分時間保持中立外交
政策的一個重要的地理原因是什麼？
(1) 大西洋提供抵禦歐洲干涉的緩衝區。
(2) 沿太平洋海岸線的廣闊山脈阻止入侵。
(3) 自然資源的匱乏阻礙國際貿易的發展。
(4) 歐洲移民與故鄉建立即時通訊。

19 南方州制定文化水準測試、祖父條款和人頭稅
是為了
(1) 限制非洲裔美國人的移動
(2) 限制非洲裔美國人的投票權
(3) 改善非洲裔美國人的社會地位
(4) 擴大非洲裔美國人的教育機會

16 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利用酬庸制度來
(1) 阻止奴隸制向西擴張
(2) 加強軍隊國防力量
(3) 獎勵忠誠的政治支持者
(4) 破壞美國銀行

20 關於美國土著印第安人的 1887 年《道斯法案》
(Dawes Act) 的主要目標是什麼？
(1) 同化美國土著印第安人，使其融入美國主
流生活
(2) 增加美國土著印第安人保留地面積
(3) 提升美國土著印第安人的語言和文化
(4) 鞏固美國土著印第安人的部落政府

17 南北戰爭後，哪一項發展限制了南方非洲裔美
國人的經濟機會？
(1) 軍區的創建
(2) 自由民局 (Freedmen’s Bureau) 的建立
(3) 佃農耕種制的使用
(4) 批准第 14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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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 19 世紀末，企業試圖以何種方式追求最高
利潤？
(1) 取消關稅
(2) 支持工會
(3) 抗拒對經濟不干預政策
(4) 建立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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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26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非洲裔美國人從南方鄉
村遷移至北方城市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什麼？
(1) 提供免費的公共教育
(2) 可以獲得工廠的工作
(3) 希望居住在綜合性社區
(4) 獲得宗教自由的機會

22 美國工業化的一個主要影響是什麼？
(1) 社會階層差異消失
(2) 生活水準提高
(3) 生育率提高
(4) 城市合住公寓被消除
23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美國帝國主義的一個主
要特點是什麼？
(1) 避免涉及東亞國家
(2) 支持非洲的獨立運動
(3) 反對利用軍事力量獲得殖民地
(4) 獲取領土以促進經濟和策略利益

27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回歸常態」最明顯地表
現在
(1) 反對加入國際聯盟
(2) 結 束 《 農 業 調 整 法 案 》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中規定的農產品補貼
(3) 減少進口貨物關稅
(4) 拒絕裁軍協議

24 前進運動導致的一項發展是什麼？
(1) 政府加強對商業行為的管理。
(2) 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愈發不積極。
(3) 國家政府的影響力降低。
(4) 國會未能平衡聯邦預算。

28 哈林復興這個詞最能描述
(1) 州和聯邦通過法律以結束種族歧視
(2) 紐約市的城市重建工作
(3) 政府開展專案促進非洲裔美國人商業發展
(4) 非洲裔美國人文化成就時期

25 創建聯邦儲備系統是為了
(1) 控制貨幣供應
(2) 刺激與他國的貿易
(3) 管制股票市場
(4) 投資公共工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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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 世紀 20 年代，對禁酒令 (Prohibition)、國
家原籍法案 (National Origins Act) 和 Scopes 審
判的爭議反映出對什麼的看法不一致
(1) 復員的影響
(2) 美國人的文化價值
(3) 聯邦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
(4) 公會對美國人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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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1937 年
提出增加最高法院成員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1) 撤除法院中的共和黨法官
(2) 結束法院對司法審查的使用
(3) 保證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中立性
(4) 保護《新政》(New Deal) 方案，不受不利
的法院判決的影響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0 題和
第 31 題。
…2. 我們提議限制每個人每年所賺取或繼承的
財富不能超過 100 萬美元。
3. 現在，透過限制大人物的財富和收入，
我們將一部分資金和財產納入政府財政部，用
於幫助數百萬一無所有的人民；我們還將利用
這筆資金為美國的每個家庭提供舒適的房屋，
包括常用物品收音機和汽車等，而且是免除債
務的。…

33 1939 年《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 的通過、
1940 年驅逐艦基地協議和 1941 年的《租借法
案》(Lend-Lease Act) 都顯示出美國外交政策
的趨勢是什麼？
(1) 從海外殖民地撤退
(2) 擴大與軸心國的貿易
(3) 增加對同盟國的支持
(4) 減少戰備

— Senator Huey Long, 1935

30 根據參議員朗 (Senator Long) 的這些陳述，大
蕭條造成苦難的一個原因是
(1) 小 羅 斯 福 總 統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未簽署救濟法
(2) 過度生產軍事設備
(3) 收入分配不平均，傾向於富人
(4) 公會不接受更短的工作時間

3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日本裔美國人的拘
留最初是由什麼授權
(1) 憲法修正案
(2) 總統的行政命令
(3) 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宣言
(4) 高法院的判決

31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以何種
方式應對文中所表述的困境
(1) 重啟《新政》(New Deal) 方案以幫助大
企業
(2) 降低稅費以保證聯邦預算平衡
(3) 強調自由市場經濟原則
(4) 提高《新政》力度以進行救濟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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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5 題和第 3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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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這幅地圖最準確的標題是什麼？
(1) 20 世紀美國帝國主義
(2) 太平洋第二次世界大戰
(3)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
(4) 建立戰時聯盟
36 這幅地圖顯示同盟國軍隊
(1) 正緩慢但穩定地朝著擊敗日本的目標邁進
(2) 在夏威夷群島以北進行大部分戰爭
(3) 從戰爭一開始就維持對菲律賓的控制
(4) 整個戰爭期間都得到蘇聯的軍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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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沃倫法院對 馬普 訴 俄亥俄州 (Mapp v. Ohio)
（1961 年）、吉迪恩訴韋恩懷特 (Gideon v.
Wainwright)（1963 年）和米蘭達訴亞利桑那
州 (Miranda v. Arizona)（1966 年）等案件的判
決引起的一種批評是最高法院
(1) 限制員警權力的同時擴大刑事被告人的權利
(2) 否 決 第 一 修 正 案 中 反 戰 抗 議 者 和 媒 體 的
權利
(3) 強迫取消公共交通的種族隔離
(4) 限制學生在公立學校的權益

37 美國支持創建聯合國的一個原因是為了
(1) 確定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歸屬
(2) 加大力度收集戰爭債務
(3) 維持國際和平
(4) 提倡核子武器發展
38 杜魯門主義的宣佈、柏林空運以及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 (NATO) 的成立都是美國為了防止什麼
而採取的行動
(1) 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納粹法西斯主義的
復興
(2) 共產主義向西歐的擴張
(3) 來自東歐的難民飢餓
(4) 美國和蘇聯軍備競賽的開始

41 20 世 紀 60 年 代 ， 詹 森 總 統 (Lyndon B.
Johnson) 的外交政策受到批評的原因是其政策
(1) 不支持太空計劃
(2) 使越南戰爭升級
(3) 限制美國公民海外旅行
(4) 取消對非洲國家的經濟援助

根據以下演說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9
題。

42 最高法院對美國訴尼克森案 (United States v.
Nixon)（1974 年）的判決表明
(1) 尼克森總統 (Richard Nixon) 作為總司令可
以將越南戰爭擴大至柬埔寨
(2) 總統可以不經過參議院的批准即解僱行政
部門官員
(3) 行政特權不允許總統扣壓水門事件相關記錄
(4) 國會 1973 年通過的《戰爭權利法案》(War
Powers Act) 違反權力分離

親愛的同胞們，大家晚安。正如所承諾的，我
們的政府對蘇聯在古巴島上的軍事集結一直保
持著最嚴密的監視。過去一週內確鑿無疑的證
據表明，一連串進攻性導彈基地正在這個遭受
監視的島上興建起來。設置這種基地不可能是
為了別的目的，正是提供對西半球進行核打擊
的能力。…
—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ctober 22, 1962

39 甘迺迪總統 (John F. Kennedy) 對此演講中提到
的情況反應強烈，主要是因為
(1) 美國擔心古巴難民流入本國
(2) 這些導彈會威脅美國在南美洲的石油供應
(3) 古巴的位置使美國幾乎沒有時間對攻擊做
出反應
(4) 美國和華沙公約組織已經形成軍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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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US 615 #45-46

根據以下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3 題和第 4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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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ࢿԞ John Darkow, Columbia (MO) Daily Tribune, July 3, 2009 (ҝᇁ)

43 哪一項陳述最正確地表達了漫畫家的觀點？
(1) 美國應該增加從中國的進口。
(2) 許多美國製造的產品在中國銷售。
(3) 美國經濟變得過度依賴中國。
(4) 許多美國人不得不搬到中國找工作。
44 許多美國公司的什麼做法導致漫畫中顯示的問題
(1) 要求國會增加出口稅
(2) 建立海外生產設施
(3) 支付工人較低的工資，以鼓勵他們退休
(4) 勸說聯邦政府提高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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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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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ࢿԞ Jeff Koterba, Omaha World Herald, March 15, 2010 (ҝᇁ)

45 漫畫中顯示的問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1) 僱主比員工支付更高的社會安全福利稅。
(2) 大多數美國人想結束社會安全福利計劃。
(3) 富人支付份額最大的社會安全福利稅。
(4) 社會安全福利受助者越來越多，而提供支持的工作者相對較少。
48 「軍隊鎮壓討償大軍抗議」
「小羅斯福總統 (FDR) 公佈銀行假日」
「沙塵暴地帶 (Dust Bowl) 帶來的痛苦」

46 《門羅主義》（1823 年）的一個重要目標是
(1) 減少美國和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壁壘
(2) 在加勒比海地區建立美國的殖民地和海軍
基地
(3) 提供軍事援助以幫助菲律賓從西班牙獲得
獨立
(4) 防止前殖民國家接管拉丁美洲國家

這些標題代表的事件發生於
(1) 南北戰爭
(2) 進步時代
(3) 經濟大蕭條
(4) 冷戰

47 美國和蘇聯於 20 世紀 70 年代簽署《戰略武器
限制條約》(SALT) 協議是為了
(1) 減少冷戰的緊張局勢
(2) 制定全球性的人權政策
(3) 增加聯合國的合作
(4) 談判維護中東地區的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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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9 題和第 5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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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ࢿԞ John Trever, Albuquerque Journal

49 漫畫家表達的觀點是《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 允許聯邦政府
(1) 對聯邦法官設置新的任期限制
(2) 限制員警的調查權力
(3) 違反《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 保障的自由
(4) 消除第10修正案中保留的州的權利
50 這幅漫畫的出版是為了回應以下哪一項事件後的聯邦行動？
(1) 通過《反間諜法案》(Espionage Act)（1917 年）和《鎮壓暴力法案》
(Sedition Act) (1918 年）
(2) 高級法院在松訴美國 (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案中的判決（1944 年）
(3) 華盛頓特區的民權遊行（1963 年）
(4) 對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的襲擊（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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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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縱觀美國歷史，個人和群體都形成組織來實現特定的改革。這些組織的改革
工作都獲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任務：
請指出兩個為實現一個特定改革而形成的組織，並為每一個組織
• 描述該組織形成歷史的來龍去脈
• 請討論該組織的改革工作的成功程度
你可以使用在學習美國歷史時學到的任何組織。你不妨考慮的某些建議包括美國反
奴隸制協會（1833 年）、國家婦女參政權協會（1869 年）、基督教婦女禁酒聯
盟（1874 年）、美國勞工聯合會（1886 年）、人民黨（1890 年）、反誹謗聯
盟（1913 年）、農場工人聯合會（1966 年）和全國婦女組織（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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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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刻意空白。

請繼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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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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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美國歷史，總統採取過對美國和美國社會有重大影響的舉措。三項這樣的
總統舉措分別是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的印第安人遷移政策、老羅斯
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對消費者保護的支持以及詹森總統 (Lyndon
Johnson) 對公民權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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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行動，並針對每一項行動
• 描述該總統行動歷史的來龍去脈
• 論述總統行動對美國和/或美國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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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方印第安人尤為脆弱。他們私下一直在密切進行的鹿皮交易，在軋棉機發明的推動
下，逐漸被繁榮的棉花貿易所取代…[1793 年] 在這種貿易中他們說好聽的是邊際生產者，
說難聽的是成為渴望土地的白人的障礙。他們剩餘的大部分土地是肥沃的農田，而且他們
越是「改良」，希望讓自己變成令人接受的鄰居，他們越是使希望成為大農場場主的人渴
望得到它們。那時候的一首流行歌曲：
我對這項創造的唯一要求
就是一個漂亮的小妻子和大農場
就在極遠處的切諾基族。…
資料來源：James Wilson, The Earth Shall Weep: A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 Grove Press, 1998 (經改編)

1 根據威爾遜 (James Wilson) 所說，美國東南部的土著印第安人遷移離開故土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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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傑克遜總統（President Andrew Jackson）於 1830 年 5 月 28 日簽署《印第安人遷移法案》
(Indian Removal Act)。
…快速遷移的結果對美國、各個州和[美國土著]印第安人都將會很重要。這種結果承諾政
府的金錢[財務]優勢只是最不重要的一方面。它終止了一般[聯邦]當局和州政府之間為了印
第安人可能發生的潛在衝突。它將把大量文明人口帶至現在由少數野蠻獵人佔據的廣闊土
地上。藉由開放北方田納西州和南方路易斯安那州之間的整體區域供白人定居，這種遷移
將不可估量地[極大地]增強西南[西南方]邊境，並使鄰近的幾州足夠強大，以便即使沒有遠
端援助也能抵禦未來可能的入侵。它將使整個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馬州西部印第安人居住
的地區得到解放，使這些州的人口、財富和權力能迅速增長。它將把印第安人與白人定居
點分離開，避免其直接接觸；幫助印第安人擺脫州的控制；使他們在自己粗糙[原始]的體
系中、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將延遲[減緩]導致人口減少的衰落進程，還可能使他們在
政府保護下、在良言的影響下，逐漸拋棄陋習，成為有趣的、文明的基督教群體。這些結
果有些是確定的，有些是可能的，使國會在上次會議中批准的計劃[印第安人遷移法案]
的完整執行備受關注[關心]。…
資料來源：President Andrew Jackson, Second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6, 1830

2 根據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所說，制定印第安人遷移政策的兩個原因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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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RFD

文件 3a
《印第安人遷移法案》(Indian Removal) 1830–18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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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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當國土看起來無邊無際[無限]，同時遠在居民定居地的範圍之外還包含數百萬英畝的土
地時，自然有一項本該得以提出的政策，相較於其他任何[任一]事物，成為我們的[美洲原
住民]印第安人複雜問題的源頭。
我所指的，當然就是像對另一個民族一樣對待各種印第安部落的政策，其通過條約規
定將他們放逐到西部大片的保留地，並且鼓勵他們過野蠻的生活，沒有人為他們竭誠努力
地規劃未來生活，這使他們被隔絕於文明開化的影響之外。
由此政策所產生的不如人意的後果愈發變得顯而易見。
隨著白人居住區圍滿了保留地，印第安人，有時是願意地，有時則是被迫地，遷往其
他的獵區，而當他們新發現的家園被大膽的殖民者看上了之後，他們又再一次被驅逐了。
這些移居及其之前的邊境衝突，導致種族間頻繁和災難性的衝突。…
資料來源：President Chester A. Arthur,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6, 1881

3 根據這些文件，聯邦移居政策對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所產生的兩個影響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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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a
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在 1906 年任命一個委員會來調查肉類加工廠的運營。這是該委員
會提交給國會的調查結果的一段摘錄。
…我們的觀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得出了結果。我們在這裡舉出某些產品的製成方法，以及
這些產品如何能通過政府檢驗合格獲得蓋章的其他例子。我們在一家著名的公司內偶然發
現鮮肉被鏟進桶中，而被加入腐蝕殘渣的相當分量的肉品已經躺在房間角落的髒地板上很
多天了。在另一家同樣有名的公司，在一個長桌上堆滿了幾百磅烹煮後剩下的牛肉和其他
肉類殘渣。其中一些碎肉已經乾了，像皮革一樣，並不適合食用；而我們還在那堆肉類殘
渣中發現很多塊豬皮，甚至還有一些繩股和其他垃圾。經過我們的質詢，負責人坦白承認
這些被碾碎之後要用於製作「罐裝火腿」。…
US 615 #Doc 4b

資料來源：Locomotive Firemen’s Magazine, July–December, 1906

文件 4b
ɮА˥ɁཱུబcЎڈڳ২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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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䲔# 䉱
資料來源：Utica
Saturday Globe
Globe,, 1906
1906 (ҝᇁ)
(經改編)
༅ࢿԞ Utica Saturday

4 根據這些文件，老羅斯福總統支持消費者保護法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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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

Postum Cereal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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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um Cereal

Grape-Nuts
Elijah’s Manna

༅ࢿԞ
1906
YorkDecember
Times, December
資料來源：New
YorkNew
Times,
30, 190630,
(經改編)

*《純淨食品與藥物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
5 根據這個廣告，請說明《純淨食物與藥物法案》保護消費者的一種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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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我在八個月以前簽署了 1967 年《健康肉類法案》(Wholesome Meat Act) 使之成為法
律。這一項標誌性的法案超越了 60 年前[在老羅斯福總統時期]開始的改革運動，來向美國
的家庭主婦保證她們餵給她們的家人所吃的肉品是純淨、無害、乾淨而且也無病的。
今天我為能夠簽署一項將其所覆蓋的範圍擴展至所有禽製品的法案而感到驕傲。這是
我在就任總統之後實現了在我的第一個消費者資訊中對每一位家庭主婦的承諾。
在本世紀之初，美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購買食物是有風險的。他們甚至在出版物中拿
這個開玩笑。有一家報紙發表過一首小詩：
「瑪麗有一隻小羔羊，
而當她發現它病入膏肓，
她就把它送進了包裝工廠，
而它現在成了雞肉進入市場。」
在 1968 年，我們不能容忍這種景象，或者說這種不衛生食品存在的事實：
—不應當是在美國人去年消費了超過 120 億磅的禽肉的時候。
—不應當是在有整整 13%— 或 16 億磅—的肉品供應由於沒有跨越州界而根本沒有經過檢
驗的時候。…
1968 年《健康禽產品法案》將確保衛生環境差的工廠不得不整頓環境確保乾淨，否則
就得關門大吉。…
資料來源：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Statement Upon Signing the Wholesome Poultry Products Act,
August 19, 1968

6 根據這份文件，詹森總統 (Lyndon B. Johnson) 如何繼續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保護消費
者的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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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
…簡而言之，美國人應該可以享有作為美國人的特權，不論他的種族或膚色。總之，每一
位美國人應該有權以他所希望被對待的、一個人會希望他的孩子會被對待的方式受到對
待。但事實並非如此。…
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所有的美國人是否都享有同等的權利和同等的機會，我們是否都將
會以我們想要被對待的方式來對待我們的美國同胞。如果一個美國人，因為他的皮膚是黑
色的，而不能在向公眾開放的餐廳吃飯，如果他不能將他的孩子送去最好的公立學校，如
果他不能為代表他的權益的公職人員投票，簡而言之，他不能享受我們所有人都想要的完
整和自由的生活，那麼我們之中誰能夠願意改變他的膚色並站在他的立場上？我們之中誰
將能願意接受耐心和延遲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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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作為一個國家並且作為一個民族，面對著一場道德危機。鎮壓性的員警行
動無法應對它。我們也不能將它丟擲一旁，任憑街上的示威遊行越來越多。它也不會因象
徵性的行為或言語而平息。該到了在國會中、在你的州和當地立法機關以及，尤其是在我
們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資料來源：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Radio and Televisio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Civil Rights,
June 11, 1963

7 根據甘迺迪總統 (John F. Kennedy) 所說，在 1963 年非裔美國人所繼續面臨的一項不平等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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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615 #Doc 08

文件 8
詹森總統 (Lyndon B. Johnson) 在準備簽署 1964 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時發表全國講話。

ཥटվປ: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 Museum (༄ӽሡ)

我的美國同胞們：
我即將簽署 1964 年《民權法案》使之成為法律。我想要借此機會來和你們談談這項法
律對每一位美國人都意味著什麼。…
每一個種族和膚色的美國人都為保護我們的自由而在戰爭中捐軀了生命。每一個種族
和膚色的美國人都為建立一個能夠不斷擴寬機遇的國家而努力奉獻。現在我們這一代的美
國人有義務繼續對我們自己國界內的公平正義進行無止境的探尋。
我們相信所有的人生來平等。但是很多人卻沒有受收到平等的對待。…
我們相信所有人都被賦予自由的福佑。但是有數百萬的人卻被剝奪了這樣的福佑，而並
非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失敗，卻是因為他們的膚色。
這些問題的原因深埋在歷史與傳統以及人性之中。我們能夠—不懷敵意或憎惡地—理
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但是它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我們的憲法，我們共和國的基礎，都不能允許。我們的自
由原則也不能允許。道德更不能允許。並且我今晚將會簽署的法律也絕不能允許。…
資料來源：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Radio and Television Remarks upon Signing the Civil Rights Bill, July 2, 1964,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 Museum (經改編)

8 根據這份文件，詹森總統支持 1964 年《民權法案》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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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a
…1964 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也顯示出，如果國會真的想要，它確實能夠改變
美利堅合眾國的情況。該法案幾乎立即並徹底地結束了在這個國家無論南北方公開場合中
所有形式的種族隔離。在削減美國對歧視少數民族的政府方案和業務的資助的威脅，使得
「平等就業機會」和「招聘中的平權行動」儼然成為美國人生活中堅定實行的信條。該法
案使得美國司法部長有權控告實行種族隔離的學校，這項方案致使利用校車來實現國內學
校的種族平衡。該法案是首部保障女性重要的平等權利的國家法，並且為使用討論終結來
終止阻礙民權法案通過的冗長辯論首開先例，該先例在…[1968 年]被用於通過一項保障平
等住房機會的國家法[公平住屋法案]。 …
資料來源：Robert D. Loevy,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in Kozak and Ciboski, ed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Nelson Hall, 1985 (經改編)

9a 根據 Robert D. Loevy 所說，1964 年民權法案的兩個影響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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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b
選舉權法案於 1965 年被詹森總統 (Lyndon B. Johnson) 簽署生效。
…[社會和經濟]系統曾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努力運轉，來控制黑人[非裔美國人]熱潮
令人恐懼的爆發。在南部有大量的黑人投票，而在 1968 年全國代表大會中，有三名黑人
被錄取進入密西西比州代表團。到 1977 年，超過 2000 名黑人在 11 個南方諸州中擔任公
職（在 1965 年這個數字達到了 72）。有 2 名國會議員、11 名州參議員、95 名州眾議
員、267 名縣委委員、76 名市長、 824名城市委員會成員、18 名縣治安官或警察局長、
508 名學校董事會。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進步。但是佔有南部 20% 人口的黑人，卻仍然只
佔有 3% 選舉產生的公職。一名《紐約時報》的記者在分析 1977 年的新形勢時指出，即
使在黑人掌握重要城市公職的地方：「白人幾乎一直保有經濟權。」在 Maynard Jackson，
一名黑人成為亞特蘭大市長之後，「白人商業機構仍繼續在發揮其影響力。」…
資料來源：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per Perennial, 2003

9b 根據這份文件，1965 年《選舉權法》(Voting Right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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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美國歷史，總統採取過對美國和美國社會有重大影響的舉措。三項這樣的
總統舉措分別是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的印第安人遷移政策、老羅斯
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對消費者保護的支持以及詹森總統 (Lyndon
Johnson) 對公民權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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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行動，並針對每一項行動
• 描述該總統行動歷史的來龍去脈
• 論述總統行動對美國和/或美國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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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