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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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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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EXAM IN GLOB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CHINESE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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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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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ountain High Maps (經改編)

1 此地圖顯示的資料最能支持哪項有關地形的陳述？
(1) 巴拉圭的地貌多樣。
(2) 智利以平坦肥沃的地域爲主。
(3) 巴西有若干獨特的地理區域。
(4) 大草原位于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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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歷史來源可能包含偏見或觀點。
• 人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影響他們的觀點。
• 新資料會影響先前對歷史的理解。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7 題。
. . . 如果說和平時期的民選政府的力量是美
德，那麽革命中的民選政府的力量即是美德又
是恐怖；沒有美德的恐怖是災難性的，沒有恐
怖的美德是無能爲力的。恐怖不過是迅速、嚴
厲和死板的正義；因此，它是美德的散發[根
源]；它不是特定的原則，而是適用於祖國最
緊迫需求的民主 縂 原則的結果。據 説 恐怖是
專制政府的力量。那麽我們的恐怖是否類似專
制主義？是的，正如自由英雄手中閃耀的劍，
它就像專制暴政附庸的武器。讓專制者通過恐
怖統治他的殘酷臣民；他是正確的專制者。通
過恐怖征服自由的敵人，你將是正確地成爲共
和國的創始人。革命政府是反對暴政的自由專
制。. . .

這些陳述最能證明
(1) 歷史的解釋性
(2) 歷史塑造宗教信仰的方式
(3) 不鼓勵獨立思考的需要
(4) 文化多元化的影響
3 「客戶服務呼叫中心在新德里開業」
「耐克在印度尼西亞擴張生產」
「豐田汽車在田納西州組裝」
這些標題反映了什麽概念？
(1) 民族主義
(3) 殖民主義
(2) 全球化
(4) 治外法權

— Maximilien Robespierre, “Virtue and Terror:
Speech to the Convention”, 1794

7 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認爲，在革命期間，
政府必須使用
(1) 恐怖來控制其臣民
(2) 自由來確保其公民的權利
(3) 公正促進和平
(4) 審查制度控制媒體

4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盧梭 (Rousseau) 和
伏爾泰 (Voltaire) 的思想與下列哪項最相關
(1) 維也納國會
(2) 科學革命
(3) 啓蒙運動
(4) 意大利統一
5 那部作品與作者正確配對？
(1) 《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
Otto von Bismarck
(2) 《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 Adam
Smith
(3) 《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 Galileo Galilei
(4) 《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
Charles Darwin

8 在 1800 年代晚期到 1900 年代早期，以下哪種
情況最影響巴爾幹 (Balkan) 地區斯拉夫 (Slavic)
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
(1) 奧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衰敗
(2) 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發展
(3) 俄羅斯沙皇政府内部腐敗
(4) 在印度形成穆斯林聯盟

6 西蒙·玻利瓦爾 (Simón Bolívar) 、何塞·德·
聖馬丁 (José de San Martín) 和圖桑·勞特沃圖
(Toussaint L’ Ouverture) 是領導下述哪項運動的
領導人
(1) 奴隸起義
(2) 獨立運動
(3) 代議政府
(4) 非暴力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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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9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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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lbert Hourani,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經改編)

9

此地圖上顯示的國際聯盟托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哪個帝國的一部分？
(1) 奧匈帝國
(3) 俄羅斯
(2) 德國
(4) 奧圖曼帝國

10 1800 年代晚期，很多歐洲人的生活水準得到改
善的原因之一是？
(1) 政府在工人階級中重新平均分配了財富。
(2) 傳染病和飢荒消除了多餘人口。
(3) 工資和價格控制阻止了通貨膨脹。
(4) 工業化創造了更多工作和市場。

12 印度兵變 (Sepoy Mutiny)、布爾戰爭 (Boer War)
和鴉片戰爭 (Opium Wars) 都與下述哪一項相關
(1) 英帝國主義
(2) 法國殖民
(3) 德國工業化
(4) 俄羅斯軍國主義

11 以下哪項是柏林會議 (1884–1885 年) 討論的重
點議題？
(1) 擴大歐洲大國在拉丁美洲的作用
(2) 分割非洲
(3) 向殖民地授予自決權
(4) 限制殖民地的開發和科學研究

13 日本明治政府采取行動，建立橫濱和東京之間
的鐵路和電報綫，並建立國家銀行主要是爲了
(1) 經濟現代化
(2) 消除外國合作
(3) 限制城市向農村遷移
(4) 提高武士階層的權力

Global Hist. & Geo. – Jan. ’20 Chinese Edition

[4]

根據以下的引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8 題。

14 • 塞爾維亞收到最後通牒。
• 俄羅斯支持塞爾維亞。
• 德國動員軍隊。

		 . . . 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統治了非洲大
陸。白人自誇 [聲稱] 統治權和非白人服從的權
利；他聲稱他的使命是使非洲「文明化」。在
這種掩飾下，歐洲人搶劫了非洲大陸的巨額財
富，給非洲人民造成了難以想象的痛苦。. . .

這些事件最直接導致了
(1) 擊敗凱末爾末·阿塔圖克 (Kemal Atäturk)
(2) 德國統一
(3)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 Kwame Nkrumah, 1961

18 根 據 該 引 用 ， 夸 梅 ． 恩 克 魯 瑪 ( K w a m e
Nkrumah) 會最支持那項陳述？
(1) 獨立的非洲國家應該遵從歐洲的指示。
(2) 非洲國家應繼續依賴于歐洲的技術。
(3) 歐洲人應該控制非洲的礦山。
(4) 歐洲人對非洲大陸的殖民統治應該結束。

15 甘地 (Gandhi) 的追隨者專門針對英國經濟的一
種方式是
(1) 成立印度國民代表大會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2) 在阿姆利則 (Amritsar) 組織抗議
(3) 在監獄中絕食
(4) 抵制進口紡織品

19 英屬印度 (British India) 分割的特點是
(1) 努力調節家庭規模
(2) 印度教徒 (Hindus) 和穆斯林 (Muslims) 之間
的暴力
(3) 限制核武器生產的談判
(4) 反對從美國和蘇聯獲得經濟援助

依據以下的摘錄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6
題和第 17 題。
第1條
1.		 1939 年 1 月 1 日起，猶太人被禁止經營零售
商店、郵購公司和進行獨立交易。
2.		 此外，自同日起猶太人還被禁止在各類市
場、博覽會或展覽會上提供商品或服務或做
廣告 或接受訂單。
3.		 違反該命令經營的猶太人商店將被警察關
閉。. . .

20 共產主義政府用來證明實施計劃經濟的一個理
由是，計劃經濟能夠
(1) 增加奢侈品的生產
(2) 加强整個社會
(3) 促進全球相互依存
(4) 解決環境問題

16 此摘錄中最能説明哪個概念？
(1) 多元化
(3) 反猶太主義
(2) 寬容政策
(4) 解放

21 蘇聯 1956 年在匈牙利、及 1968 年在捷克斯洛
伐克使用政治和軍事力量是基於以下哪項原因
(1) 控制暖水港
(2) 建立民主政府
(3) 保持共產黨控制
(4) 傳播東正教基督教信仰

17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撰寫的哪份文件專門譴責了
這類行爲？
(1) 溫斯頓·丘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鐵幕
演講 (Iron Curtain Speech)
(2) 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3) 歐洲經濟共同體憲章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er)
(4) 華沙條約 (Warsaw 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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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國 1989 年天安門廣場抗議的目的之一是
(1) 確保自治區的獨立
(2) 制定憲法
(3) 制定統一的法律法規
(4) 獲得民主改革

22 • 搬遷城市人口
• 從「0 年」起重新開始記載國家歷史
• 迫農民在田地裏幹活直至死亡
哪 位 領 導 人 的 政 策 應 對 紅 色 高 棉 (Khmer
Rouge) 采取的這些行動負責？
(1) 波爾．布特
(3) 毛澤東
(Pol Pot)		(Mao Zedong)
(2) 胡志明
(4) 喬莫・肯雅塔
(Ho Chi Minh)		 (Jomo Kenyatta)

根據以下架構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4 題。
1990 年代的聯合國

秘書處
由秘書長領導，負責聯
合國的行政工作

安理會
調查威脅和平的局勢，
並制定聯合國政策
大會
討論問題並建議
采取行動

國際法院
對國際法律糾紛作
出裁決

經濟和社會理事會
促進人權，並致力於改
善經濟和社會狀況
托管理事會
管理建立聯合國時
為非自治的領土

資料來源：Burton F. Beers, World History: Patterns of civilization, Prentice Hall (經改編)

24 哪個聯合國機構直接負責派駐部隊處理危機，如 1990 年代在巴爾幹 (Balkans) 和盧
旺達發生的危機？
(1) 托管理事會
(3) 安理會
(2) 秘書處
(4) 國際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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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
•
•

對共產主義做法的普遍不滿
共產黨政府内部的官僚停滯
由於經濟效率低下而缺乏可用商品
不同民族對獨立的需求

下述哪個歷史事件是由這些情況導致的？
(1) 阿亞圖拉·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 在伊朗的革命
(2) 昂山素季 (Aung San Suu Kyi) 當選緬甸 (Burma) 議會議員
(3) 香港回歸中國
(4) 蘇聯解體
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6 題。

資料來源：Victor Ndula, Nairobi Star, December 7, 2009

26 此漫畫家主要關注的問題是
(1) 化學武器
(2) 全球變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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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瀕危物種
(4) 流離失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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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7 題。

能給達爾富
爾帶來所需
幫助和關注
的一句話

我發
現了
。

戳
戳

資料來源：Mike Keefe, Denver Post, May 31, 2006

27 這幅 2006 年的漫畫表達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1) 西方國家渴望協助達爾富爾 (Darfur) 人民。
(2) 大部分國家不理解達爾富爾 (Darfur) 的情況。
(3) 達爾富爾 (Darfur) 衹有在經濟上使其他國家受益時才會引起關注。
(4) 達爾富爾 (Darfur) 人正在使用西方的技術獲得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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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8 題。
		 . . . 非洲沒有經歷過綠色革命 (green revolution)。熱帶非洲缺乏大型洪氾區，這種洪氾區在亞洲促
進了大規模和低成本灌溉。此外，其降雨變化很大，并且貧困的農民無法購買化肥。綠色革命 (Green
Revolution) 的最初研究以非洲未廣汎種植的農作物 (尤其是水稻和小麥) 為對象 (近年來已開發出適合其
的高產品種，但尚未充分傳播 [分配])。非洲大陸的人均糧食產量實際上正在下降，非洲人的卡路里攝入
量是世界最低的；糧荒現象難以控制 [普遍]。其勞動力仍然被束縛 [捆綁] 在自給農業上。. . .
資料來源： Jeffrey Sachs, “Can Extreme Poverty Be Eliminated?,” Scientific American, 2005

28 根據這段文字，以下哪項陳述最能説明爲什麽綠色革命 (Green Revolution) 對非洲
影響很小？
(1) 大型灌溉項目使非洲農民陷入貧困。
(2) 非洲的農村勞動力卡路里攝入量低。
(3) 非洲主要種植水稻和小麥。
(4) 非洲的地理因素被忽略了。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9 題和第 30 題。
		 . . .「美國在 1950 年代對西藏的支持，」達賴喇嘛對我說，「并非出於道德原則或同情，而是因
爲其全球範圍的反共政策。」他在其自傳中寫道，「美國的支持反映了他們的反共政策，而不是對恢
復西藏獨立的真正支持。」. . .
資料來源：Thomas Laird, 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Grove, 2006

29 本段反應出下列哪一個事件？
(1) 義和團運動 (Boxer Rebellion)
(2) 中日甲午戰爭

(3) 第二次世界大戰
(4) 冷戰

30 這段文字最能代表下述哪個領導人的觀點
(1) 西藏
(3) 美國
(2) 共產主義中國
(4) 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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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的答案應填寫在分開的論文答題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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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和地質系統
從 1700 年代到現在，地理特徵已經影響了帝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地理
特徵已促進並限制了與其他帝國、國家和地區的互動。這些互動包括貿易、
擴張、殖民、援助和戰爭。
任務：
選擇兩個影響 1700 年代至今發展的不同的地理特徵，並對於每個地理特徵
• 描述該地理特徵如何影響某一特定帝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
• 論述該地理特徵如何促進和/或限制該帝國、國家或地區與另一帝國、國家
或地區的互動。
你可以使用在學習世界歷史和地理時所學到的任何地理特徵。你可能需要考慮的一些
建議包括法國在大北歐平原上的地理位置、英國的良好港口、俄羅斯的寒冷氣候、日本
缺乏工業資源、巴西的亞馬遜雨林、中東的石油、低窪的恆河三角洲和孟加拉國雅魯藏
布江、蘇伊士運河的建設以及柏林墻的建設。
你不必侷限於以上建議。
在你的回答中不要使用美國的地理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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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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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語言和圖片可能反映出創作當時的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
1917 年俄國大革命 (Russian Revolutions) 的爆發是因爲政府未能滿足其人民的
需要。因此，個人和團體針對政府的失敗采取了行動。其中一些行動帶來了預
期的變化，而其他則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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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述俄羅斯政府如何未能滿足其人民的需要
• 描述個人和/或團體為解決俄羅斯政府的失敗而采取的行動
• 論述俄國由於俄國革命而發生變化的程度
在回答第 III 部分的問題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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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描述指「用文字闡述或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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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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 1905-1906 年

赫爾辛福斯

1905 年 1 月 22 日血腥星期日
在加蓬神父的帶領下，約 200,000 人前往冬宮向沙
皇請願，要求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儅抗議者拒絕
被驅散時，部隊向人群開火，造成 500 多人喪生，
數千人受傷。

克朗施塔特

彼爾姆

的海

沃洛格達
羅

勒瓦爾

聖彼得堡

納爾瓦

波

雅儸斯拉夫爾
波羅的 特維爾

尼諾夫哥羅德尼

海人
裏堡

兹拉托
烏斯特

莫斯科

德文斯克

科洛姆納

薩馬拉

維爾紐斯

蘇瓦烏基

烏法

喀山

圖拉

波蘭人

薩拉托夫
沃儸涅是

別爾哥羅德

儸弗諾

烏克蘭人

基輔
葉卡捷琳諾斯拉夫
尼古拉耶夫
敖德薩

羅斯托夫

圖例
1905-1906 年間主要衝突中心

索契

羅

新

格羅
邁科普
派蒂哥斯卡 兹尼
提弗利斯

黑海

斯

爾

卡

軍隊内部的革命起義

格魯吉亞人

要求更多自治和民族認可的民
族團體

里海

克

斯

西

阿斯特拉罕

爾
達 維爾 波
諾
斯 爾馬 夫羅 城
拉 阿
塔
水
克
斯
礦

雅
多西
費奧

塞瓦斯托波爾

莎麗森

巴庫

克
茨
沃
諾
斯
拉
克

亞美尼亞人

1905 年 12 月被武裝鎮壓的叛亂

資料來源： Victoria Sherrow, Life Dur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ucent Books (經改編)

1 根據此地圖上顯示的資訊，俄羅斯政府在 1905 到 1906 年閒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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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 . . 最後的俄國沙皇 [沙皇] 尼古拉斯二世 (Nicholas II) 使自己陷入了雙重危機。他嚴重
阻擾並激怒了一個公民社會的新興要素：政黨、專業協會和工會。但他也停止了試圖完
全壓制他們。結果是對沙皇政權的不斷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社會和經濟轉型只帶
來了更多問題。可以理解，社會中那些貧困的群體對當局懷有敵意。其他人享受著其物
質條件的改善；但其中一些也構成了危險，因爲他們對政治秩序的性質感到沮喪。正是
在這種情況下，第一次世界大戰 (Great War) 爆發了，並拖垮了該政權的其他依靠 [支
持]。結果是在經濟崩潰、行政混亂和軍事失敗的情況下，在 1917 年發生二月*革命。民
眾吐露 [大聲疾呼] 當地人民自律的努力；整個帝國的工人、農民和軍事應徵者 [新兵]提
出了自己的要求，沒有任何阻礙 [阻力]。. . .
資料來源：Robert Service,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此文件中的二月為懦略曆。如文件 4 和 7a 所示，在公曆中，該事件會在三月發生。
2 根據羅伯特·賽普 (Robert Service) 的説法，沙皇尼古拉斯二世 (Czar Nicholas I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之前或期間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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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俄羅斯於 1914 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 . . 將 [1917 年] 二月革命 (February Revolution) 歸因於戰爭疲勞 [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
錯誤的。恰恰相反。俄國人想更有效地發動戰爭，他們感到現有政府 [沙皇尼古拉斯二
世 (Czar Nicholas II)] 無能爲力，現有的政治結構需要大修：撤掉不忠的沙皇，讓杜馬
(Duma) 任命部長，届時俄羅斯將真正有能力進行適當的戰鬥並贏得勝利。在臨時政府
於 1917 年 6 月發動進攻以增強威信並提高國民士氣而未成功之後，才對戰爭產生了疲
勞。在那之前，即使是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也不敢公開呼籲和平，因爲這是一個非常
不受歡迎的口號。. . .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交通運輸的中斷導致了城市人口的不滿，因爲這嚴重阻礙了向開
始發生食品暴動的北方城市運送食物和燃料。城市通貨膨脹也發揮了作用。. . .
資料來源：Richard Pipes, Three “Why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intage Books, 1997

3 根據理查德·派派斯 (Richard Pipes) 的説法，一些俄羅斯人認爲沙皇尼古拉斯二世 (Czar Nicholas II)
政府無能低效的一個原因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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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1917 年 3 月 15 日，沙皇退位，利沃夫親王 (Prince Lvov) 領導的臨時政府上臺。
. . . 新的臨時政府由憲法民主主義者統治，該黨希望在俄羅斯建立類似於大不列顛的民
主政府。臨時政府的首腦是利沃夫親王 (Prince Lvov)，一個能力中等的貴族。憲法民主
主義政權視自己為一個看守政府，一直任職到能夠舉行全國大選爲止，奉行無爲而治的
政策。在八個月中，該政府幾乎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恢復法律和秩序，也沒有采取任何
措施阻止國家經濟的迅速瓦解。在這個危急時刻需要强大的領導才能，俄羅斯發現其政
府實力比沙皇政府還弱。. . .
就算在最佳條件下，利沃夫 (Lvov) 政府也沒能迅速解決困擾俄羅斯多個世紀的經濟
問題。在農民中間主要的需求就是土地改革。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夢想擁有自己的
土地，而革命給了他們希望，讓他們有可能夢想成真。但是臨時政府能做的最多就是將
這個問題提交給擬議的制憲會議。新政府決定讓俄羅斯繼續參加戰爭，從而失去了那些
厭戰士兵和平民的信心。俄羅斯人民從未過過好生活，現在他們遭受著超越以往任何時
候的痛苦。. . .
資料來源：Michael Kublin, et al., Russia, Third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0

4 根據邁克爾·庫佈林 (Michael Kublin) 等人的説法，俄羅斯人民認爲在利沃夫親王 (Prince Lvov) 領導
下的臨時政府無能低效的一個原因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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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
1917 年 7 月，亞歷山大·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成 爲臨時政府的領導人。1917 年 10 月* 25
和 26 日的一些重大事件導致了由克倫斯基 (Kerensky) 和孟什維克 (Mensheviks) 領導的臨時政府的
垮臺。
• 午夜到凌晨 2 點：在彼得格勒 (Petrograd) 周圍，支持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的軍隊
和工人開始占領這座城市的橋梁、火車站、電話交換機、發電廠、銀行和郵局。. . .
• 中午：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部隊占領了前議會總部馬林斯基宮 (Marinsky Palace)，
這是二月革命後成立的政府機構，直到可以選舉出合法議會 爲 止。在冬宮 内 ，克倫
斯基 (Kerensky) 離開的消息引起了廣汎的恐慌。剩下的臨時政府部長在孔雀石廳
(Malachite Hall) 舉行會議，討論最後一道防綫。. . .
• 下午 6 點 50 分：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向冬宮發出最後通牒，呼籲臨時政府投降。
它被呈交給剛剛坐下吃羅宋湯 (一種甜菜湯)、蒸魚和朝鮮薊的部長們。由於仍然不確
定克倫斯基 (Kerensky) 何時會返回提供幫助，並且沒有意識到自己可笑的弱點，他們
決定嘗試堅持下去。. . .
• 午夜：蘇聯國會外面響起槍聲，孟什維克 (Mensheviks) 和社會革命者們要求立即停
止戰鬥。他們正確地預言，這種行動會使俄羅斯陷入内戰。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拒絕聽從他們。他們的敵人 [孟什維克 (Mensheviks) 等人] 走了出來，這時托洛茨基
(Trotsky) 提出了歷史上最著名的免職。列寧巧妙地將他的對手趕下台，使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完全控制了蘇聯。. . .
資料來源：Paul Dowswell,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ctober 25, 1917, Raintree, 2004 (經改編)

*此文件中的 10 月為懦略曆。如文件 6 和 7a 所示，在公曆中，該事件會在 11 月發生。
5a 根據保羅·道斯維爾 (Paul Dowswell) 的説法，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或其支持者在 1917 年采取的
一項將其對手趕下臺的行爲是什麽？ [1]

Score

b 根據保羅·道斯維爾 (Paul Dowswell) 的説法，孟什維克 (Mensheviks) 和社會革命者們對武裝鬥爭提
出的一個疑慮是什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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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1917 年 11 月革命后，蘇聯人民委員會 (Sovnarkom) 成立，由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擔任立法機構。
. . .承諾. . .
在執政的第一個冬天，人民委員會 (Sovnarkom) 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影響深遠的法
令或法律。首先，按照承諾，列寧宣佈俄羅斯將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其次，《土地法
令》剝奪了貴族和俄羅斯東正教教堂擁有的土地，並將其移交給農民。
承諾對所有兒童實行免費教育，婦女將被認爲與男子平等。除「公民」和「同志」以外
的所有頭銜均被廢除；不再有親王或公爵。工作日最長工作時間減少到八小時。俄羅斯
帝國的少數民族，例如烏克蘭和格魯吉亞，被賦予對自己的事務更多的控制權。這些措
施，而不是奪權行爲，構成了真正的革命。. . .
資料來源：David Downing, Vladimir Ilyich Lenin, Heinemann Library, 2002

6 根據戴維·唐寧 (David Downing) 的説法，蘇聯人民委員會 (Sovnarkom) 頒佈的法律或措施試圖解決
俄羅斯的不平等現象的一個方法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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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a
列寧在 1917 年 11 月上臺。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在將生產水平回復到沙皇尼古拉斯二世 (Czar Nicholas II)
統治期間的 1913 年的水平方面，面臨著巨大的任務。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 年 3 月和 1917 年 11 月的革命
和 1918 年至 1921 年的内戰對生產產生了影響。
列寧在 1912 年放棄了戰爭共產主義 [1918-1921 年]，並介紹了他的新經濟政策 (NEP)
[1921-1924 年]。這減少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某些人被允許為自己工作並獲得利潤，而
不是直接為國家工作。新政策旨在促進經濟發展，並通過緩解工農矛盾來消除工人和農
民對共產黨統治的反對。
資料來源：Philip Ingram, Russia and the USSR 1905–19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文件 7b
俄羅斯/蘇聯生產水平
沙皇
商品

戰爭共產主義

1913 年 1918 年 1919 年

新經濟政策

1920 年 1921 年 1922 年 1923 年 1924 年

小麥
(百萬公噸)

28

---

---

8.7

5.6

10.6

12.3

13.1

土豆
(百萬公噸)

35.9

---

---

20.9

20.6

22.2

34.7

36.2

硬煤
(百萬公噸)

28.0

11.5

7.7

6.7

7.5

9.3

10.5

14.6

粗鋼
(千噸)

4,918

402

199

194

220

318

615

993

電子能源
(千兆瓦時)

2.04

---

---

0.50

0.52

0.78

1.15

1.56

資料來源：B.R.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1988, Third Edition,
Stockton Press, 1992 (經改編)

7 根據菲利普·英格拉姆 (Philip Ingram) 的摘錄和圖表中的數據，説明列寧的新經濟政策 (NEP) 與其戰
爭共產主義政策對俄羅斯/蘇聯經濟的影響之間的一個區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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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
. . . 從共產主義者的角度來看，NEP 是一種退縮，是對失敗的部分承認。許多共產黨人
感到非常失望：革命帶來的變化似乎很小。自 1918 年以來，莫斯科一直是蘇聯首都和
共產國際總部，在 NEP 初期，莫斯科再次成爲了一個熙熙攘攘的城市，儘管從外觀上
看，它仍然是 1913 年的莫斯科，農民婦女在市場上賣土豆，教堂鐘聲和在召集信徒的
大鬍子牧師、在街道和火車站工作的妓女、乞丐和扒手，夜總會裏的吉普賽歌曲，穿制
服的門衛向紳士脫 [摘] 帽致敬，去戲院的人身穿皮毛和絲綢長襪。在這個莫斯科，身穿
皮夾克的共產黨員似乎是個憂鬱的局外人，而紅軍老兵很可能站在勞工介紹所 [失業辦
公室] 外面排隊。革命領導人們不相稱地 [諷刺地] 駐扎在克里姆林宮 (Kremlin) 或盧克
森酒店 (Hotel Luxe) 裡，對未來充滿期待。. . .
資料來源：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根據希拉·菲茨帕特里克 (Sheila Fitzpatrick) 的説法，一些共產黨員認爲新經濟政策 (NEP) 在蘇聯共
產主義統治下未能改變俄羅斯的一個原因是什麽？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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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 . . 到 1921 年，儘管農民起義仍在繼續，列寧和蘇聯領導人們仍然成功地抵抗了國 内
外的敵人。但是，他們統治著一個經濟蕭條、充滿不滿情緒、飽受戰爭和內戰困擾的國
家。在 1914 年到 1923 年閒，總共有 25-30 百萬人死于戰爭和與戰爭有關的疾病。甚至
更多的人因傷口、疾病和飢餓而受到永久性傷害。預期的國際革命沒有發生。此外，對
社會和文化轉型的許多希望也破滅了。許多人期待的世界似乎遙不可及。領導層面臨著
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現在該怎麽辦，需要什麽樣的政策來解決國家面臨的許
多問題。他們普遍同意，新經濟政策是一項臨時措施，最終目標是社會主義社會，但在
其他方面 (包括新經濟政策將持續多長時間或如何建立這個社會) 未達成共識 [同意]。不
久後蘇聯政治領導人在沒有列寧的情況下 (他於 1922 年生病，並於 1924 年 1 月去世)，
通過 1920 年代的權力鬥爭到斯大林成為最高領袖，為這些問題提供了答案。
資料來源：Rex A. Wade,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Russian Civil War, Greenwood Press, 2001

9a 根據雷克斯·韋德 (Rex A. Wade) 的這個摘錄，説明列寧和蘇聯領導人革命成功的一種表現。

[1]

Score

b 根據雷克斯·韋德 (Rex A. Wade) 的這個摘錄，説明列寧和蘇維埃發動的革命未能滿足人民需要後，
蘇聯領導人所面臨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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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 年俄國大革命 (Russian Revolutions) 的爆發是因爲政府未能滿足其人民的
需要。因此，個人和團體針對政府的失敗采取了行動。其中一些行動帶來了預
期的變化，而其他則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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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述俄羅斯政府如何未能滿足其人民的需要
• 描述個人和/或團體為解決俄羅斯政府的失敗而采取的行動
• 論述俄國由於俄國革命而發生變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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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