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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簽署本聲明，你的答題紙將不會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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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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下的時間軸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 題。
1697

西班牙將伊斯帕尼奧拉 (Hispaniola) 西部三分之一面積割讓給法國

1791
1794
1797
1802

杜桑·盧維圖爾 (Toussaint L’Ouverture) 帶領奴隸和黑人的起義
法國雅各賓 (Jacobin) 政府宣佈結束在所有法國殖民地的奴隸制
杜桑·盧維圖爾擔任法國軍隊在聖多明尼加（海地）的指揮官
2 萬名法國軍隊抵達聖多明尼加，試圖恢復法國當局

1803
1804

最後一支法國軍隊的撤守
海地宣佈獨立

1 在
(1)
(2)
(3)
(4)

1800 年代初期，法國政府在聖多明尼加（海地）採取行動，以
保護在美洲的法屬殖民地之投資
維護國王路易十六 (King Louis XVI) 的王朝
把受奴役的黑人歸還給非洲
支援盧維圖爾 (Toussaint L’Ouverture) 的起義

2 哪個特徵顯示在政區圖上？
(1) 氣候
(3) 邊界
(2) 使用的語言
(4) 礦床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5 題。
. . .愛爾蘭的馬鈴薯飢荒遺留下既深刻而持久
的苦澀和對英國人的不信任感。許多愛爾蘭人
相信，饑荒遠非天災，而是英國殖民政策帶
來的直接後果。為了支持這個論點，他們注意
到，在饑荒最嚴重的幾年期間，許多盎格魯-愛
爾蘭莊園持續出口穀物和牲畜到英格蘭。

3 在考量有關一個歷史事件的原始資料時，哪個
行動最能代表歷史學家應有的作為？
(1) 拒絕使用證人的敘述
(2) 考慮不同觀點的敘述
(3) 強調宗教價值的重要
(4) 接受由記者所書寫的整理摘要

— Digit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Houston

5 這段文字最能支持以下哪種愛爾蘭人對馬鈴薯
飢荒看法的結論？
(1) 愛爾蘭馬鈴薯飢荒導致了好幾次天災。
(2) 穀物出口到海外是愛爾蘭飢荒的唯一原因。
(3) 英國的殖民主義政策讓愛爾蘭飢荒的影響
更惡化。
(4) 在愛爾蘭飢荒期間，愛爾蘭並未生產任何
穀物和牲畜。

4 科學革命普及化這個思想，即
(1) 理解是觀察和實驗的結果
(2) 地球是太陽系的中心
(3) 教會的教義應成為新思想的來源
(4) 科學研究應受政治當局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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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哪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了下面的部分大綱？

6 加富爾 (Camillo di Cavour) 統一了義大利，猶
如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統一
(1) 委內瑞拉
(3) 法國
(2) 德國
(4) 塞爾比亞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的臨時政府被推翻。
B. 列寧 (Vladimir Lenin) 上台。
C. 沙皇尼古拉二世 (Czar Nicholas II)
被處死。
D. 內戰爆發。

7 歐洲人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白人的負
擔》中所傳達的思想，來辯護他們的什麼政策
(1) 和平主義
(3) 孤立主義
(2) 共產主義
(4) 帝國主義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8 題。

(1)
(2)
(3)
(4)

⋯直到 19 世紀 70 年代，非洲大陸只有 10%
受到歐洲人的直接控制，其中法國掌握阿爾及
利亞，英國掌握開普殖民地和納塔耳（二者都
在現代南非），葡萄牙則掌握安哥拉。然而到
了 20 世紀，歐洲國家已把非洲近一千萬平方
英里（地球五分之一土地面積）都納入成為其
海外殖民地領土。歐洲人統治 90%以上的非洲
大陸。. . .

日俄戰爭的原因
維也納會議的結果
凡爾賽條約的結果
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影響

根據下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1 題。
烏克蘭的人口數

— Saul David, “Slavery an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
BBC British History in Depth

8 哪個事件對這一段文字內容提到的變遷有最直
接的影響？
(1) 義和團運動的爆發
(2) 柏林會議的召集
(3) 簽署慕尼黑條約
(4) 奧圖曼帝國的瓦解

1926

31,195,000

1939

28,111,000

變化

– 9.9%

11 在 1926 年到 1939 年期間烏克蘭人口轉變的一
個關鍵理由是什麼？
(1) 史達林的集體化政策和強迫饑荒
(2) 在 英 屬 的 巴 勒 斯 坦 地 區 建 立 一 個 猶 太 人
家園
(3) 流感在整個蘇聯地區蔓延
(4) 俄羅斯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9 • 建造工廠和基本結構
• 禁止女性穿戴面紗以及男性穿戴費茲帽
• 現代化的教育和政府
• 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文字
在哪個領導者的規則下，發生了這些變化？
(1) 明治天皇 (Emperor Meiji)
(2) 凱末爾 (Kemal Atatürk)
(3) 蔣介石 (Chiang Kai-shek)
(4) 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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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12 極權主義一詞的最佳定義是
(1) 相信變遷和進步是有益的
(2) 利用信仰和宗教教義來維持信徒的做法
(3) 認為生活的每一面都是由國家掌控
(4) 把工業和財產私有化的方法

15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建立是
(1) 鎮壓匈牙利革命
(2) 抑制共產主義
(3) 結束蘇聯對柏林的封鎖
(4) 破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

根據以下的摘錄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3 題。

16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主要差別是什麼？
(1) 計劃經濟有較少的政府控制。
(2) 計劃經濟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
(3) 市場經濟有較少的私有權。
(4) 市場經濟有較多的商業競爭。

. . .也許，無可避免的是，目前日本航運的活
動應和亞洲大陸及在南方水域的軍事計畫和擴
張動力有關。見證日本通訊部長最近的聲明，
他稱這一工業為「讓日本進步的先鋒隊（開拓
者）」，描述其發展對「國民經濟、國防和國
家國際權衡／利益關係的改善」很重要。. . .

17 哪兩個國家的成立是宗教緊張局勢的結果？
(1) 印度與巴基斯坦
(3) 巴西和哥倫比亞
(2) 以色列和埃及
(4) 越南和緬甸

— Catherine Porter, “Shipping the
‘Vanguard of Advancing Japan,’ ” Far Eastern Survey,
February 3, 1937

18 在柬埔寨，波爾布特 (Pol Pot) 和紅色高棉
(Khmer Rouge) 的農業社會是以什麼為榜樣
(1) 毛澤東在中國的大躍進
(2) 布里茲涅夫的緩和原則
(3) 甘地的退出印度計劃
(4) 華勒沙在波蘭的團結運動

13 根據這個摘錄，哪個結論最令人信服？
(1) 日本軍隊和工業需求與擴張有關。
(2) 航運的發展未受日本高度重視。
(3) 大 多 數 日 本 人 的 需 求 可 由 現 存 資 源 得 到
滿足。
(4) 日本的島嶼位置促進了漁業。

19 蘇聯的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和南非的
德克勒克 (F. W. de Klerk) 有一個共同點就是，
每位領袖
(1) 致力於要增加其國家的核武儲量
(2) 奉行與世界其他國家隔絕的外交政策
(3) 發起導致重大政治變遷的改革
(4) 反對其國家在選舉期間出現國際觀察員

14 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於 1938 年訪問慕
尼黑，就蘇台德區 (Sudetenland) 的命運進行談
判。哪個政策和張伯倫的行動最密切相關？
(1) 姑息
(3) 賠款
(2) 不結盟
(4) 殖民主義

20 20 世紀晚期盧旺達、科索沃和蘇丹的衝突，是
哪一個全球問題的最佳寫照？
(1) 侵犯人權
(2) 化學武器的擴增
(3) 對國界的意見分歧
(4) 缺乏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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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從墨西哥的角度來看，其反對採用北美自由貿
易協定 (NAFTA) 的一個論點是什麼？
(1) 墨西哥工業將能夠增加對美國的出口。
(2) 更多的經濟合作會增進墨西哥的民主改革。
(3) 加拿大和美國的經濟成長會比墨西哥經濟
來得緩慢。
(4) 墨西哥農民可能會失業，因為美國農民能
夠以更低的成本生產食物。

根據下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3 題和
第 24 題。

中國在
1990 年到 2003 年期間的人口趨勢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2 題。
向彬彬有禮的同伴們提起非洲，你身邊這
些人可能會皺臉，傷心地搖著頭，並表示同
情。啊，所有那些戰爭！那些疾病！那些獨裁
者！
自然，這種態度激怒非洲人本身，因為認
為非洲是因國家獨裁統治失敗而來的種族大屠
殺這種傳統看法，實際上是錯誤的。. . .
非洲的災難[不幸]是戰爭，但衝突的數量
已經減少。大多數像烏干達的阿敏 (Idi Amin)
這樣的殺人獨裁者都走了，我們看到熟練的技
術官僚 (technocrats) 崛起，他們接受對其權
力的制衡，並且不把國庫視為他們的私人提款
機。盧旺達的內閣房間比白宮的內閣房間還
更加高科技，當你和賴比瑞亞的瑟利夫 (Ellen
Johnson Sirleaf) 這類領導人談話時，你不禁想
知道如何投資賴比瑞亞股票。. . .

年份

都市的人口
百分比 (%)

鄉間的人口
百分比 (%)

1990

26.41

73.59

1991

26.94

73.06

1992

27.46

72.54

1993

27.99

72.01

1994

28.51

71.49

1995

29.04

70.96

1996

30.48

69.52

1997

31.91

68.09

1998

33.35

66.65

1999

34.78

65.22

2000

36.22

63.78

2001

37.66

62.34

2002

39.09

60.91

2003

40.53

59.47

— Chinese Government’s Official Web Portal

— Nicholas D. Kristof, New York Times, Upfront Magazine,
April 19, 2010 (經改編)

23 哪個因素是最可能引起此圖表呈現的中國人口
趨勢的原因？
(1) 由於共產主義建立而來的饑荒
(2) 就業機會
(3) 疾病的蔓延
(4) 一胎化政策

22 這段話最能支持哪項陳述？
(1) 非洲的戰爭數量增加。
(2) 非洲國家缺乏熟練的技術官僚。
(3) 非洲的獨裁統治正在興起。
(4) 非洲正發生某些正面的政治變遷。

24 由於圖表中呈現的趨勢，中國政府面臨哪些潛
在問題？
(1) 募兵人數不足
(2) 城市勞動力的供應衰弱
(3) 鄉間的人口成長
(4) 都市的地區過度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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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618 #25

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5 題。

2010 年至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 (The Arab Spring)
北

大西洋

西迪·布濟德
(Sidi Bouzid)

突尼西亞
西迪·布濟德城 (SIDI BOUZID) –
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
(Mohammed Bouazizi) 於 2010
年 12 月 17 日自焚，點燃了
突尼斯 「阿拉伯之春」。
(Tunis)
哈瑪 (Hama)

突尼西亞
摩洛哥

地中
海

的黎波里
(Tripoli)

蘇爾特

阿爾及利亞

(Sirte)

黎巴嫩
大馬士革
(Damascus)

班加西
(Benghazi)

開羅
(Cairo)

利比亞

埃及

埃及
開羅 (CAIRO)–
示威抗議行動從
一月開始，在穆
巴拉克(Mubarak)
辭職時達到高潮。

茅利塔尼亞
利比亞
班加西 (BENGHAZI) –格達費
(Qadhafi)的部隊殘暴鎮壓抗議者
二月份起。
的黎波里 (TRIPOLI) –叛軍在夏季重
大戰鬥後奪取首都。
蘇爾特 (SIRTE) –10 月 20 日，格達
費 (Qadhafi) 在其家鄉遇害。

0

敘利亞
大馬士革(DAMASCUS) –
當局在 3 月 16 日鎮壓了第一次
的抗議行動。

達拉 (DARAA) –政府的殘暴
鎮壓行動於 3 月份開始。
荷姆斯 (HOMS) –政府以血腥

方式來回應示威行動，於五月份
坦克車進入荷姆斯時升高。
荷姆斯 (Homs) 哈瑪 (HAMA) –7月31日，軍
方圍攻並逮捕哈瑪。

敘利亞

伊拉克

達拉 (Daraa)

約旦

科威特

科威特市 (Kuwait City)

沙烏地
阿拉伯
巴林

巴林

麥納瑪 (Manama)

卡達
阿拉伯
麥納瑪 (MANAMA) – 聯合大公國
抗議活動於二月份在
阿曼
珍珠廣場開始
葉門
薩那
(Sanaa)

葉門
薩那 (SANAA) –一月份，示威
抗議者要求薩利赫 (Saleh) 下台。

500 英里

印度洋

500 公里

0

資料來源: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online, January 13, 2012 (經改編)

25 根據這張地圖所呈現的資料，阿拉伯之春一詞的定義是
(1) 針對政府領導者的地區抗議活動
(2) 北非和西亞國家的地緣政治聯盟
(3) 公眾對軍事打擊的支持
(4) 蓋達組織發動的恐怖主義攻擊

28 列寧在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和鄧小平在中國的四
個現代化的目的，是為了
(1) 降低自由經濟的成分
(2) 制定孤立主義的政策
(3) 改進農業和工業生產
(4) 阻止外國人投資

26 啟蒙運動期間的作家洛克和盧梭，擴展了什麼
概念
(1) 全面戰爭
(3) 自然法則
(2) 自給自足
(4) 君權神授
27 西蒙・玻利瓦爾 (Simón Bolívar)、胡志明 (Ho
Chi Minh) 和喬莫・肯雅塔 (Jomo Kenyatta) 都
是重要的歷史人物，因為他們都
(1) 實行神權改革
(2) 形成了國際維和聯盟
(3) 建立了全球貿易網絡
(4) 領導獨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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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摘錄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9 題和第 30 題。
任何人藉言論、文字或任何其他行為來使用
或利用國家悲劇的傷口，以損害阿爾及利亞
民主和人民共和國體制、以削弱國家或為其
光榮服務的代表之良好聲譽、或是在國際上
玷污阿爾及利亞的形象，都將受到三至五
年的有期徒刑並處以 25 萬至 50 萬第納爾
(dinar) 的罰款。

就在目前法令公佈之後，共和國領土內的所
有嫌疑犯且仍逍遙法外者，應予以拘留。
以下人士視為嫌犯：
– 凡是在行為、交友關係、言論，或文字上
顯示出自己是暴政或聯邦的成員[擁護者]並
與自由為敵者。. . .
— Law of Suspects, France, 1793

29 這兩段摘錄反映出什麼含義
(1) 擁護人權
(2) 限制政府權力

— Decree Implementing the Charter for Peace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lgeria, 2006

(3) 消除異議
(4) 擴張民主

30 根據阿爾及利亞法令，人民可能因在哪方面傷害或削弱阿爾及利亞而遭受懲罰
(1) 貿易
(3) 宗教
(2) 媒體
(4)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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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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知識份子的言行錄
知識份子、哲學家和領導人往往將其思想記錄在文章中。這些思想在歷史中
常被使用，來引導社會並影響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方向。
任務：
選擇兩位知識份子、哲學家，和／或領導人以及與其有關的文章，為每位
• 描述與文章有關的歷史環境
• 描述該文章所傳達的主要思想
• 討論這個思想如何影響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
你可以使用在世界歷史和地理課程中學到的任何知識份子、哲學家或領導人。你不妨
考慮以下建議：
約翰・洛克 (John Locke) —《政府論》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國富論》 (Wealth of Nations)
奧蘭普・德古熱 (Olympe de Gouges) —《婦女權利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卡爾・馬克思 (Karl Mark) —《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西奧多・赫茨爾 (Theodor Herzl) —《論猶太國》 (On the Jewish State)
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我的奮鬥》 (Mein Kampf)
維瑟爾 (Elie Wiesel) —《夜》 (Night)
毛澤東 (Mao Zedong) —《毛主席語錄》 (Little Red Book)
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漫漫自由路》 (Long Walk to Freedom)
你不必侷限於以上建議。
在答題時，不要使用任何來自美國的知識份子、哲學家或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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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語言可能反映出撰寫當時的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
轉捩點是改變了歷史過程的事件，對許多社會和地區造成衝擊。一些轉捩點的
實例包括鴉片戰爭、工業革命，和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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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個轉捩點，對每個轉捩點
• 描述與這個轉捩點有關的歷史環境
• 討論這個轉捩點對社會和／或地區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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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八世紀發生了兩件事讓英國難以平衡其和東方的貿易。首先，英國成為飲茶國
家，而且對中國茶的需求巨幅[大量地]增加。根據估計，倫敦勞工平均花費家戶總預算
的百分之五在茶葉上。其次，中國北方的商人開始運送棉花到南方，與英國曾用來幫助
支付其茶葉消耗的印度棉花競爭。為了防止貿易不平衡，英國試圖銷售更多的產品到中
國，但是對習慣使用棉布或絲綢的國家來說，對厚毛料的需求並不大。
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增加印度貨物量以支付這些中國的奢侈品，而在十七和十八世
紀，提供給中國的產品越來越多是孟加拉鴉片。儘管中國的政府和官員一再禁止，隨著
鴉片供應量自然增加，全國的需求和使用量自然也增加了。英國盡一切所能來增加這個
貿易：他們賄賂官員，幫助中國人制定精心設計的走私計劃，讓鴉片進入中國內地，並
向無辜受害者發放免費毒品樣本。. . .
資料來源：“The Opium War and Foreign Encroachment,” Asia for Educators, Columbia University

1 根據這則從《鴉片戰爭和外力入侵》(The Opium War and Foreign Encroachment) 的摘錄，英國把鴉片
賣給中國的一個理由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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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林則徐 (Lin Tse-Hsü) 受中國皇帝任命為欽差大臣，以解決鴉片貿易和消耗的問題。
這是一份對所有其他國家外國人的指示：
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人已經獲得巨額利潤。他們能夠把貨物帶進中國販賣，在短
期內採購他們想要買的任何商品。因為這個事實，到中國進行交易的船隻數量從以往的
50 或 60 增加到近年的 150。皇上對所有人一視同仁，讓你們在中國貿易，他的慷慨也
提供你們機會去獲得你們想要的利潤。如果貿易中止，你們的利潤將從哪來？ 此外，茶
葉和大黃對外國人的生活至關重要，而且我們從未怨恨[不贊成]這樣一個事實：你們年
復一年地將這些有價值的產品運往您自己的國家。我們給你們的恩惠確實非常之大。
你們若為所受的恩惠表達感謝，應當至少服從我們的法律，並且不要忘恩負義。你
們為何選擇把自己不消費的鴉片這種東西運向中國，這不僅是騙人錢財，而且還危害他
人生命？ 你們用這種邪惡東西毒害中國人已經幾十年之久，你們從這個無良貿易中賺
得的利潤一定也非常龐大。你們這種惡行不僅會激起人類的憤慨，而且上天也不會容
忍。. . .
資料來源：Lin Tse-Hsü, “A Message to Foreign Traders,” March 18, 1839, China in Transition: 1517–1911,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2 在這封信裡，林則徐想傳遞給外國貿易商一個反對中國鴉片貿易的訊息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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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a
. . .1840 年春，二十艘英國軍艦和部隊運輸機從廣州出發封鎖港口。鴉片戰爭開始。
雖然戰爭拖了近三年，但英國槍枝和部隊最終證明是中國人所無法承受的。攻佔廣
州、上海和其他港口後，英國人在長江上派出砲艦，幾乎來到了南京。到了 1842 年
底，由於進一步的對抗已無用，道光皇帝同意和談。. . .
資料來源：James I. Clark, China, McDougal, Littell & Company, 1982

3a 根據克拉克 (James I. Clark)，中國鴉片戰爭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Score

文件 3b
《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jing) 的摘錄
. . .第 2 條。決定開放中國五個城市 — 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 — 給英國人及
其家人居住，「目的在於繼續從事其商業活動，而不受騷擾[干擾]或限制。」也允許在
這每一個城市設立領事館。
第 3 條。「香港島永久[永遠]屬維多利亞和其繼任者所有，並且以『他們認為適合』的方
式統治。」
第 4 條。清朝支付六百萬元「作為運送到廣州的鴉片價值。」. . .
資料來源：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

3b 《南京條約》對中國造成的一個經濟衝擊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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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工

廠

系

統

家庭系統

「舊秩序的改變，帶來了新秩序」
資料來源：Philip Dorf, Visualized Modern History, Oxford Book Company, 1947

4 根據圖畫的資訊，說明從家庭系統到工廠系統的一種方式的轉變，改變了人們工作的方式。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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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a

文件 5b

從布萊克弗萊斯橋 (Blackfriars Bridge) 看到的景象

泰晤士 [河]。
致《時代》編輯。
先生，今天 1 點到 2 點之間，
我乘坐蒸汽船在倫敦和亨格福
德 (Hungerford) 橋之間穿梭; 當
時是低水位，我想潮水一定接近
改變時刻。河水的外觀和味道迫
使我的注意。整條河流是不透明
的淺棕色液體。為了測試不透明
度[渾濁度]，我將一些白色卡片
撕成碎片，弄濕它們好讓它們輕
易地沉入水面下，然後將其中
一些紙片放入船停靠的每個碼頭
邊的水裡; 在其沉入水面約一英
吋之前，紙片沒有差別，儘管當
時陽光明媚；而當紙片歪斜時，
在上半部沈入水中之前，下半
部已看不見。這個情況發生在聖
保羅碼頭、布萊克弗萊斯橋、
聖殿碼頭、南華克橋和亨格福德
橋；我相信在河流更遠的上下游
處也是如此。在這些橋附近汙物
[雜質]，其密集程度，即使是在
這種河水，在表面都看得見。. . .

布萊克弗萊斯橋是在英國曼徹斯特艾威爾河 (Irwell River) 上。
資料來源：The Graphic, October 14, 1876

您恭順的僕人，
皇家研究所。7 月 7 日
法拉迪 (M. FARADAY)。
資料來源：Michael Faraday,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Times, July 9, 1855

5 根據這些文件，工業化對英國城市的一個環境影響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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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棉花工業
. . .印度是棉花工業的原產地。在真正的歷史開始出現前就已經蓬勃發展。自最初到十
八世紀末期，印度的棉花貿易範圍廣泛。自十九世紀起，英國工業開始蓬勃發展，而印
度工業衰退。印度棉花工業衰退的一般原因是 — 動力紡織機和其他機械設備的發明、
東印度公司為自己利益而創造的貿易壟斷、英國對印度棉花和棉花產品徵收高額關稅、
英國讓印度進口的英國主要商品免關稅，以及不時提高對印度商品的關稅。. . .
到了 1840 年，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直接貿易不再感興趣。作為行政管理人員的新角
色，它向英國議會提交一份請願書，為的是免除各種阻撓和壓迫印度工業的令人不滿
[不公正]的義務。[東印度]公司的資本家和印度資本家們在印度建立工業是受到鼓勵的。
棉紡織廠的歷史是這個印度新工業覺醒的性質和程度的良好寫照。到了 1850 年，
歐洲工業系統已[充分]發展與協調，得以遷移到東方。第一家棉紡織廠於 1854 年在孟
買啟動，到了十九世紀末，工廠數量已經增加到 193 家，其中就有 82 家是在孟買地
區。1877 年以後，幾家棉紡織廠也在其他幾個地方如那格浦爾 (Nagpur)、亞美達巴德
(Ahmedabad)、索拉普 (Sholapur)、坎普爾 (Kanpur)、加爾各答 (Calcutta) 和馬德拉斯
(Madras) 開始。塔塔 (Jamsetji Tata) 和戈庫爾達斯 (Morarji Gokuldas) 是分別在那格浦爾
和索拉普開辦工廠的第一位印度廠商。. . .
資料來源：Usha Rani Bansal and B. B. Bansal, “Industries in India During 18th and 19th Century,”
Indi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April 1984 (經改編)

6a 根據班塞爾和班塞爾 (Bansal and Bansal)，在 1840 年以前英國工業化對印度的一個衝擊是什麼？

[1]

Score

b 根據班塞爾和班塞爾 (Bansal and Bansal)，在 1840 年以後英國工業化對印度的一個衝擊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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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
. . .[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權力重新分配，比先前任何歷史時期更為全面。在多極戰前
國際體系中處於領先地位的國家中，日本、義大利和德國都受到擊退和占領。曾經占主
導地位的英國，已經疲憊而幾乎破產，淪為次等權力。戰爭[初期]戰敗並被盟國解放的
法國，也遭受相當大的地位和權力損失。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大多經由自我破壞的過程
而[不光彩]的結束。一個新的兩強系統取代了舊的。只有從戰爭當中展露頭角的美國和
蘇聯，能夠施展超越其國界的顯著影響力。. . .
資料來源：George C. Herring,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7 根據赫爾齡 (George C. Herring)，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個權力重新分配的方式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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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a
蘇聯

北極
冰島

蘇聯政治經濟和戰略集團
中的國家
有共產黨或受共產黨影響
政府的國家

挪威
芬蘭

不列顛

受到蘇聯強大政治壓力的國家

群島

尚未決定的國家

瑞典

丹麥

德國

大西洋

葡萄
牙

法國

瑞士

裡
海

奧地利

羅馬尼亞
南
斯
拉
夫
保加利亞

西班牙
義大利

黑海

阿爾巴尼亞
達達尼爾

土耳其

希臘
摩洛哥
地中海

阿爾及利亞
利比亞

波斯

敘利亞
伊拉克
蘇彝士運河

巴勒斯坦

外約旦

埃及

資料來源：Leslie Illingworth, Daily Mail, June 16, 1947 (經改編)

文件 8b
. . .在雅爾塔條約 (Yalta treaty) 的簽署伴隨承諾在東歐進行自由選舉，和邱吉爾的《鐵
幕》演講預示著極權主義的崛起之間，一年又過去了。在該年期間，發生了許多變化。
紅軍把莫斯科訓練有素的秘密警察帶進其所佔領的每個國家，讓當地的共產黨控制了國
家廣播電台，並開始拆除青年團體和其他民間組織。他們逮補、謀殺，並驅逐他們認為
是反蘇聯者，同時殘酷地強致執行種族淨化政策。. . .
資料來源：Anne Applebaum, 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 1944–1956, Anchor Books, 2013

8 根據這些文件，說明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東歐地區採取的一個行動。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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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a
在 1960 年代初期，古巴和蘇聯成為同盟國。

卡斯楚 (Castro) 統治下的古巴，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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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rld History on File, Second Edition, The 20th Century,
Facts On File (經改編)

9a 根據地圖資訊，說明古巴因成為蘇聯盟友所造成的冷戰影響古巴的一個方式。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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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b
摘錄自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給甘迺迪總統的信
閣下
約翰·甘迺迪先生
美國總統
華盛頓
總統先生，您不是宣佈隔離，而是發出最後通牒，並且您威脅說，如果我們不服從命
令，您將會使用武力。想想您這番話！您還想要說服我同意這麼做！同意這些要求，是
什麼意思呢？ 對我們來說，意思就是我們不是用理性而是用暴政來和其他國家建立關
係。您不是訴諸理性；您想要脅迫我們。. . .
敬上，
赫魯雪夫 (/敬上/ N. Khrushchev)
莫斯科
1962 年 10 月 24 日
資料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9b 在甘迺迪總統與蘇聯溝通一事上，赫魯雪夫的反應表達出何種關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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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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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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捩點是改變了歷史過程的事件，對許多社會和地區造成衝擊。一些轉捩點的
實例包括鴉片戰爭、工業革命，和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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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個轉捩點，對每個轉捩點
• 描述與這個轉捩點有關的歷史環境
• 討論這個轉捩點對社會和／或地區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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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