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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

請回答本部分的所有問題。

答題說明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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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社會學教師提醒學生在研究歷史使用原始

資料時要謹慎。該教師這樣說是因為所有的原

始資料

(1) 脆弱且易受破壞

(2) 需要分析和解讀

(3) 展現出準確和客觀的觀點

(4) 是宣傳和歪曲事實的工具

 2 • 地區和行政領域的連接處

 • 人口分佈模式

 • 城市土地使用模式

 從空間視角來看，哪門社會科學最有可能關注

這些話題的研究？

(1) 人類學  (3) 政治學

(2) 人文地理 (4) 心理學

根據以下說話者的陳述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

答第 3 題和第 4 題。

說話人 A： 市場應由供求關係而不是議會的想法

所控制。

說話人 B： 當無產階級反抗時，歷史就會對貪婪

的資產階級執行審判。

 3 說話人 A 很可能支持哪一類型的經濟？

(1) 自由放任 (3) 自給自足

(2) 以物易物 (4) 混合型

 4 說話人 B 最好地代表了誰的思想 

(1) 托馬斯·馬爾薩斯 (Thomas Malthus) 
(2) 塞西爾·羅德斯 (Cecil Rhodes)
(3) 羅伯特·歐文 (Robert Owen)

(4) 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5 馬克西米連·羅伯斯比 (Maximilien 

Robespierre) 在法國歷史上很有名是因為

(1) 爭取到法國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支持

(2) 試圖剷除法國大革命的敵人

(3) 試圖保護路易十六 (Louis XVI) 的君主制

(4) 實施《拿破崙法典》的準則

根據愛爾蘭飢荒的有關情況和你的社會學知識

來回答第 6 和第 7 題。

 輪作是一種控制蟲害的自然方法，在愛爾蘭

農業轉型為主要種植土豆後很少使用。

 個人經營農場緊密相連，使得黴菌容易傳播。

 飢荒過後，可用於耕作的農田量減少了約 

50%。

 飢荒前有 8 百萬人民居住在愛爾蘭。1960  

年代有 3 百萬人居住在那裡。

— 來自 Evan D.G. Fraser, Conservation Ecology

 6 基於這一信息，導致愛爾蘭飢荒的原因是 

什麼？

(1) 農田量減少 50%

(2) 人口流失造成農夫短缺

(3) 耕作方法加速了土豆黴菌的傳播

(4) 殺蟲劑的使用增加

 7 從愛爾蘭飢荒的這一信息中可推斷出什麼 

影響？

(1) 很多愛爾蘭人選擇移民到北美。

(2) 愛爾蘭人口大量增加。

(3) 愛爾蘭的耕作方式對環境影響很小。

(4) 愛爾蘭政府減少了愛爾蘭的農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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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印度兵變 (Sepoy Rebellion) 和義和團運動 

(Boxer Rebellion) 的主要目標都是 

(1) 建立民主共和國

(2) 移除來自外國的干預

(3) 獲得宗教自由

(4) 減輕農民賦稅負擔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9 題。

 …對於世界上的其餘地區來說，歐洲的政治假

設理所應當，以致于都沒有人會再去思考這些

假設；但至少其中的一個假設，即非宗教公民

政府的現代信仰對一個地區 [中東] 來說是異

族信條，一千多年來其多數居民承認對圣律

的忠誠，這圣律統治著所有人，包括政府和政

治。…
—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9 基於這段閱讀的有效結論是什麼？

(1) 多數歐洲國家將其政治體制建立在保持忠

誠的基礎上。

(2) 中東的政治體制經常能反映出其社會的傳

統價值觀。

(3) 非宗教政府的信仰是普遍的。

(4) 中東是發展民主國家的表率。

10 《凡爾賽和約 (Treaty of Versailles)》的條款和 

1930 年代的全球經濟蕭條都造成了

(1) 非洲的瓜分

(2) 阿姆利澤慘案

(3) 德國法西斯獨裁的崛起

(4) 維也納國會的組建

根據以下架構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1 題。

以世俗法更換回
教法

鼓勵產業擴張 

擴大婦女權利激發民族主義

?

11 哪位領袖最適合這一架構圖？

(1) 凱爾末·阿塔土克 (Kemal Atatürk)

(2) 蔣介石 (Chiang Kai-shek)

(3) 西奧多·赫茲爾 (Theodor Herzl)
(4) 明治天皇 (Emperor Meiji) 

12 日本人入侵滿洲 (1931) 和第二次中日戰爭 

(1937–1945) 的目的是

(1) 傳播神道教 (Shinto)

(2) 打開貿易網絡

(3) 獲取工業資源 

(4) 阻止德國帝國主義

13 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為辯護其控制

東部領土的行為，聲稱德國要

(1) 為其人民獲得更多的居住空間

(2) 重建亞洲殖民地

(3) 為其海軍提供進入裡海港口的通道

(4) 實行已制定好的和平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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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4 題。

 他們最開始衝著共產黨而來，但我那時候還不

是共產黨員，所以我並沒有發聲。隨後他們衝

著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而來，但我不是他

們中的一員，所以我也沒有發聲。然後他們衝

著猶太人而來，我不是猶太人，所以我也沒有

發聲。當他們衝著我來的時候，卻沒有人能為

我說話了。
— Martin Niemöller

14 馬丁·尼莫拉 (Martin Niemöller) 在這段話中

指的是哪一事件？

(1) 烏克蘭飢荒

(2) 第一次世界大戰

(3) 南斯拉夫解體

(4) 大屠殺

15 1940 年代納粹對俄國人發起的戰役表明

(1) 海軍攻擊基本取得成功

(2) 高科技彌補了自然條件的限制

(3) 地理會影響戰爭結果

(4) 綏靖政策一般無效 

16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衝突因以下事件於 1945 

年 8 月結束

(1) 對廣島 (Hiroshima) 和長崎 (Nagasaki) 的轟

炸促成了日本的無條件投降

(2) 盟軍佔領了柏林並分裂了德國

(3) 德國和日本商定出 「沒有勝利者的和平」

協議

(4)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聽取證詞

根據下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7 題。

美利堅合眾國
對歐洲復興

予以支持

17 本圖中的標籤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援

助計畫中，因為

(1) 日內瓦大會

(2) 戰略武器限制條約 (SALT)

(3) 赫爾辛基協定

(4) 馬歇爾計畫

18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審訊納粹戰犯由誰進行

(1)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2) 紐倫堡法庭

(3) 薩德勒委員會

(4) 國際紅十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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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非洲國民大會	(ANC)	要求廢除通行證法」

	 「杜圖主教	 (Bishop Desmond Tutu)	獲諾貝爾和
平獎」

	 「納爾遜·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在監獄服
刑	27	年後被釋放」

 哪一個歷史事件與這些頭條最密切相關？

(1) 克瓦米·恩克魯瑪 (Kwame Nkrumah) 成為

加納首位選舉出的總統

(2) 奈及利亞民族衝突導致內戰和飢荒爆發

(3) 埃及成為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契約的第一個

阿拉伯國家

(4) 抗議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 

20 1990 年代盧旺達 100 多萬人遷移是什麼造成

的結果

(1) 人權暴行

(2) 沙漠化

(3) 洪水爆發

(4) 疾病

21 朝鮮戰爭和古巴導彈危機與什麼有密切聯繫

(1) 共產主義侵略

(2) 宗教矛盾

(3) 推翻君主制

(4) 《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失敗

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2 題。

資料來源：The History Place online, 1999 (經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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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地圖描述了哪個時期的越南？

(1) 19 世紀帝國統治

(2) 第一次世界大戰

(3) 第二次世界大戰

(4) 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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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3 題。

資料來源：KAL,The Economist, November 19, 2009

我們終於擁有能控

制溫室氣體的國際

約束協定了！

氣候變化峰會

珠穆朗瑪峰

好消
息！
...

23 若控制溫室氣體的國際協議無法達成，漫畫家暗示會導致什麼結果？

(1) 保護瀕危物種 

(2) 有冰川嚴重消融和大陸洪水頻發的威脅

(3) 氣候變化影響減少

(4) 淡水供應增加

24 1986 年 4 月在切爾諾貝利發生的蘇維埃核電

站事件表明

(1) 高科技有時會有危害

(2) 安全銷毀儲備武器是可能的

(3) 工作場所的改革措施有時會引發暴力

(4) 國際合作可阻止自然災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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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5 題。

被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扭曲的世界

加拿大

海地
英國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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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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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索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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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最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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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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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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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緬甸)

越南

柬埔寨

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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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

墨西哥

危地馬拉

哥倫比亞

巴西

智利

美國

科特迪瓦

每個方格代表 2003 年 
10,000 個患有艾滋病病
毒/艾滋病的人員

10% 及以上人口患有艾
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國家

資料來源：“Living with AIDS,” National Geographic, September 2005 (經改編)

25 基於地圖上顯示的 2003 年數據，可以得出什麼最佳結論？

(1) 西半球受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危機影響最為嚴重。

(2) 中國和日本罹患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人數比印度和泰國多。

(3) 中東患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人數在下降。

(4) 患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人數導致南部非洲面臨嚴重的人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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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圖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6 題。

調查範圍不足 50%*
資料來源：World Bank (經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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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根據本圖表提供的 2008 年數據，哪個陳述最佳？

(1) 比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中東和北非每日收入不足 $1.25 的人更多。

(2) 東亞和太平洋欠債人數更多。

(3) 比起其他地區人群，南亞有更多人陷入極端貧困。

(4) 歐洲和中亞有 1 億多人每日收入不足 $1.25。

29 圖森·盧維杜爾 (Toussaint L’Ouverture) 領導

的哪次革命是依靠奴隸起義而獲得獨立的？

(1) 伊朗  (3) 海地

(2) 古巴 (4) 墨西哥

30 奧斯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的失敗、中歐

民族國家的創建、國際聯盟的組建與什麼結果

直接有聯繫

(1) 拿破崙戰爭

(2) 普法戰爭

(3) 第一次世界大戰

(4) 第二次世界大戰

27 • 大量使用灌溉系統

 • 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

 • 使用轉基因種子增加產量

 這些特征與什麼密切聯繫

(1) 大躍進

(2) 日本門戶開放

(3) 綠色革命

(4) 科學革命

28 哥白尼 (Copernicus)、伽利略 (Galileo) 和開普勒  

(Kepler) 的工作對哪個科學理論予以支持？

(1) 細胞學說

(2) 原子學說

(3) 進化論

(4) 宇宙日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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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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移動—遷移

縱觀歷史，不同的人群會自主或被迫遷移。他們的遷移成為了永久搬遷。 

這些遷移活動對社會和地區產生了多種影響。

任務：

挑選兩次遷移，對每次遷移

• 描述導致該群體永久搬遷的歷史環境 

• 討論該群體永久搬遷對社區和/或對地區的影響

你可以使用在學習世界歷史和地理時所學到的任何遷移。你可能會考慮用到以下建

議，包括英國農村到城市的遷移，猶太人遷移到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印度教徒/穆斯林遷移

到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的城市人口遷移到鄉村，20 世紀和 21 世紀非洲人遷移到歐洲。

你不必侷限於以上建議。

你不能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遷移看作是兩次不同的遷移。

不要在答案上寫美國境內的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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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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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歷史，人民對國家的一系列問題進行反抗。政治變革如法國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布爾什維克革命 (Bolshevik Revolution)、中國共產黨

革命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都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並取得了不同

程度的成功。

任務： 運用文件資料和你的世界歷史和地理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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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出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次 革命，並且對於每一次 革命

• 討論導致人民進行反抗的問題

• 討論革命政府和/或后革命政府如何試圖解決問題

在回答第 III 部分的問題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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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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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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Greg Hetherton, Revolutionary France: Liberty, tyranny, and terr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路易 (Louis) 是
個不稱職的國王。
他應該好好領導我
們的國家，而不是
   所有時間都花
     在打獵上。」

 「那教會呢？
我們交給牧師的
 稅簡直是恥辱。
   這種現狀必須
       改變。」

 「我們的國王就不該
 娶那位來自奧地利
  的外國女人。她花
     錢如流水。」

         「看看美國
     是什麼樣！20 年前
  他們成功改變了治理國家的
方式。他們才有正確的計畫。
 那才是現在更公平的居住地。」

「看看英國人！他們
的國王已經一百年
沒有實權了，他們不
  還是過得好好的。」

「我們在所有事上
都繳了很多稅。富人
 和牧師什麼都不用繳。
   這不公平！」

「我不怪國王。都是他
 那些無可救藥的顧問
的錯。他們沒有好好
   的治理國家，現在把
        法國給毀了。」

  「我覺得問題遠不止這些。
 這是關於權力的問題。在這個
國家裡真正擁有過權力的人只
有國王和貴族。作為平民的我們
    應該對國家該怎麼治理有
        話語權。」

 「我覺得主要問題是食
   物短缺。1787 年和 
 1788 年的收成糟透了。
  這就是為什麼麵包這麼
      貴的原因。」

 1 基於這份文件，法國人民在法國革命前夕面臨的兩個 問題是什麼？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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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廢除對舊制度的濫用

拿破崙 (Napoleon) 
崛起時期

發展成為更嚴重的激進
主義—國外戰爭的開端

國外戰爭取得勝利—
激進主義的恐怖統治

時期主要特征統治機構

資料來源：Philip Dorf, Visualized Modern History, 
Oxford Book Company (經改編)

1789

1791

1791

1792

1792

1795

1795

1799

國民大會

立法大會

大會

理事會

 2 基於這份圖，1789 年和 1799 年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政府的一個 變化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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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拿破崙統治下的執政府革命 (1799–1804)

…法國人民的另一個迫切需求是在公共財務和稅務中建立更合理、更有秩序的經濟，這個

需求比投票還要迫切。執政府也滿足了這些要求。由於出生、地位或特殊安排的緣故，稅

款不能免繳。每個人都應繳稅，因此收入水平無關恥辱，逃稅現象也有所減少。原則上這

些變動於 1789 年引入；1799 年後開始生效。10 年來政府第一次真正地征收了稅款，從

而可以理性的規劃其財政事務。該命令也被引入支出方面，因此會計方法得到了改善。各

方官員在需要錢的時候再也不能獨自對不同來源的「資金」秘密的使用，國庫現關注金融

管理，甚至有了預算的概念。貨幣價值革命性的不穩定也終於結束了。理事會背負著否定 

[捨棄] 紙幣和政府債務的公憤 [恥辱]，執政府能夠發行穩健的貨幣和公共信用。為幫助政

府融資，舊制度下的一家銀行經審查后建立了法國銀行 (Bank of France)。…

資料來源：R. R. Palmer et al.,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McGraw Hill, 2002 (經改編)

 3 根據 R. R. 帕爾梅 (R. R. Palmer) 等人的描述，拿破崙為恢復法國經濟做出的一個 改變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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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資料來源：Konecky & Konecky, trans., Chronicle of World History, Grange Books (經改編)

1914 年 8 月 1 日

德國向俄國宣戰。

1905 年 5 月 28 日

日本在對馬海峽殲滅

俄國艦隊。

1905 年 1 月 22 日

沙皇的軍隊在
「流血星期日 (Bloody 

Sunday)」槍殺了 500 多
名罷工者。

1907 年 4 月 3 日

2,000 萬人遭受史上最
嚴重饑荒的威脅。

1915 年 8 月 30 日

俄國人的主要要塞布列

斯特-立陶夫斯克落入德國

人手中。

1917 年 11 月 7 日

克倫斯基 (Kerensky) 
及臨時政府在一次布爾

什維克 (Bolshevik) 政
變中被驅逐。

 4 基於時間線上的信息，俄國人民對俄國政府的兩個 不滿是什麼？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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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a

1913 年和 1921 年俄國生產統計

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

戰前沙俄時期

1921 年內戰後期俄國共產主

義時期

穀物 8,500 萬公噸 2,370 萬公噸

煤炭 2,900 萬公噸 950 萬公噸

生鐵 420 萬公噸 120 萬公噸

石油 920 萬公噸 380 萬公噸

資料來源：B. 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5,
Second Revised Edition, Facts on File (經改編)

文 件 5b

戰時共產主義 (War Communism) 是列寧 (Lenin) 在內戰 [1918–1921] 期間制定的應急計

畫。戰時共產主義包括強制征收穀物，將所有貿易和產業國有化，對勞動力實行嚴格的

管控。此項計畫和戰爭的結果是，工業和農業產量大幅下跌，人民苦不堪言。其引起的

飢荒造成了約 5 百萬人死亡。…

資料來源：Stephen Tonge, “Russia 1917–1924,” A Web of English History online

 5 基於這段統計信息和史蒂夫·湯奇 (Stephen Tonge) 的節選材料，列寧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內戰對

俄國造成的一個 影響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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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乾旱使莊稼產量驟降。在共產主義下，所有土地歸國家所有。莊稼由國家奪取，歸國

家所有。農民不能進行售賣。因此，除供自己食用外，他們沒有種植更多糧食的動力。

飢荒開始發展起來。人民逐漸餓死。

 1921 年，列寧 (Lenin) 為處理這一情形制定了新經濟政策 (NEP)。斯大林 (Stalin) 
1924 年開始執政時，新經濟政策 (NEP) 已穩固開展。這是共產主義的倒退，「已部分

退回了民營企業。」農民不再把莊稼上交給政府。他們為產出繳稅，並可為盈利進行售

賣。儘管嚴格來說私人財產已被廢除，他們現在仍可以擁有和經營小型農場。他們可以

僱傭勞動力。公民可以新辦企業。運營不佳的工業廠房要返還給前所有者。整個共產主

義金融體系沿半資本主義路線進行重組。外資被邀請來對國有企業進行投資。回應寥寥

無幾。…

資料來源：Ted Gottfried, The Stalinist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Twenty-First Century Books, 2002 (經改編)

 6 根據泰德·戈特弗里德 (Ted Gottfried) 所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對俄國社會的一個 影響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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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

…農民是中國「被遺忘的人。」 也許國民黨 [民族主義者] 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已折

磨中國人民幾個世紀的極端貧困問題。1990 年代初期，他們依舊極其貧困。中國農民

一年平均賺取一名美國工人一周所得。如果乾旱或洪水毀壞了莊稼，則中國農民就要挨

餓，甚至處於極度飢餓的狀態。繳納最低額度的賦稅都會成為中國數百萬農民沉重的負

擔。然而政府的收入仍然來自於在土地上征收的稅款。因此，已經飽受折磨的人民還要

做出犧牲。中國歷史記載中，可以預見南京政府將遇到困難，除非它可以為農民提供救

濟。…

民族主義無法解決農場的問題，還造成了不幸的後果。中國急需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

糧食。農民無法增加莊稼產量意味著全國鬧飢荒。缺少可用於貿易的剩餘農產品限制了

中國從國外購買機械。此外，飽受折磨的農民為共產黨員提供了對抗南京政府 [蔣介石 

(Chiang Kai-shek) 領導下] 的有力武器。國民黨被指責成為中國所有問題的罪魁禍首。…

資料來源：Hyman Kublin, Chin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8

 7 根據海曼·庫布林 (Hyman Kublin) 所說，民族主義下中國面臨的兩個 問題是什麼？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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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

…共產黨政權 [毛澤東 (Mao Zedong) 領導下] 的最初幾年致力於應急工作和激烈的社會

變革。在鄉下，以前由富有地主所有的土地被政府收回並分發給農民。重建堤壩，挖掘

運河。修補和新建鐵路。

    在全國開展清剿所有反對新政權的活動。反革命者（反對政權的人）被逮捕，在大規

模公開審訊中受審並被處死。這些審訊對外公開，數千人坦白其「政治罪行，」失控民

眾決定判他們死刑。…

資料來源：Earl Swisher, China, Ginn and Company, 1964

 8 根據厄爾·史維雪 (Earl Swisher) 所言，中國共產黨政權試圖做出的一個 改變是什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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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但是中國共產黨也透過控制、宣傳和群體壓力對勸服施壓，強迫個人服從命令。被管

制的對象要成為中國新一代人，服從國家安排，為新中國社會做貢獻。…

 採取激烈的手段。工廠和礦山分到了高強度的生產計畫。這意味著工人必須更加努

力工作，工作時間更長。在鄉村成立農村公社。家庭被迫分離 (丈夫和妻子住在不同的

宿舍，孩子住在托兒所)。農民在公社食堂用餐，在軍隊編隊中去工作。工作日從早到

晚，只有軍事訓練和宣傳演講時有休息時間。…

資料來源：Daniel Chu, Scholastic World Cultures: China, Scholastic Book Services, 1980 (經改編)

 9 根據丹尼爾·朱 (Daniel Chu)，中國政府強迫中國人民服從的一個 手段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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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歷史，人民對國家的一系列問題進行反抗。政治變革如法國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布爾什維克革命 (Bolshevik Revolution)、中國共產黨

革命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都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並取得了不同

程度的成功。

任務： 運用文件資料和你的世界歷史和地理知識撰寫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

選出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次 革命，並且對於每一次 革命

• 討論導致人民進行反抗的問題

• 討論革命政府和/或后革命政府如何試圖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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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