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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們往往不會為了對歷史學家有益而創建記
錄。他們創建記錄是為了其他目的。…

— Chris Hinton, 1998

根據這項陳述，歷史來源往往包含

(1) 可能有失偏頗的證據
(2) 完全公平且可信的事實
(3) 代表所有觀點的看法
(4) 詳細研究遙遠的過去的摘要

3 哪一種概念對於經濟系統的研究至關重要？

(1) 民族自決 (3) 公民身份
(2) 生產因素 (4) 人權

4 哪一個主要的地理特徵阻礙了印度與中國之間
的文化融合？

(1) 喜馬拉雅山脈 (3) 戈壁大沙漠
(2) 德干高原 (4) 東非大裂谷

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 題。

1 根據這幅地圖上提供的資訊，亞伯蘭的旅程從哪裡開始？

(1) 撒哈拉沙漠 (3) 美索不達米亞
(2) 尼羅河谷 (4) 地中海

 Farah and Karls, World History: The Human Experience, Section Focus Transparencies, McGraw-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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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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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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哪一項關於班圖人移居的陳述是一種意見而不
是事實？

(1) 移居是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後漸漸發生
的。

(2) 語言和知識從非洲的西北部傳播至非洲的
南部和東部。

(3) 原始文件的缺乏使得人們很難確定移居的
確切原因。

(4) 班圖文明優於那些被她所取代的文明。

6 黃河在歷史上也被稱為「悲傷的河」，是因為

(1) 冰凍的港口使得貿易活動非常困難
(2) 洪流使得交通運輸變得不可能
(3) 洪澇摧毀了莊稼和村莊
(4) 人們在神聖的水域舉行葬禮

7 漢朝和羅馬帝國都以什麼而聞名

(1) 發展分權的政治結構
(2) 政府由商人階層統治
(3) 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員
(4) 政府在很長一段期間保持穩定

8 哪一種信仰體系被認為是一神教？

(1) 猶太教 (3) 儒家
(2) 神道教 (4) 萬物有靈論

9 印度笈多王朝的黃金時代以什麼而聞名

(1) 火藥的發展
(2) 往歐洲的海上貿易路線
(3) 接受基督教成為一種官方宗教
(4) 在數學和醫學領域的進步

10 哪種地理因素使得南京市和摩加迪休市發展成
為強大的貿易中心？

(1) 位於水路上
(2) 自然資源豐富
(3) 季風週期可預測的降雨量
(4) 方便出入隘口

根據以下圖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1
題。

在爪哇外海 10 世紀的井裡紋

沉船中發現的物品

11 這項考古發現表明東南亞在 10 世紀是什麼情
況？

(1) 從中國的主要進口物品是宗教物品。
(2) 珍貴的寶石和金屬被出口至非洲。
(3) 歐洲人支配東亞和中東的貿易網路。
(4) 該地區充當阿拉伯和中國商人之間貿易往

來的交會點。

12 銀行、保險公司和證券交易的發展和擴張對哪
一種體系來說至關重要

(1) 封建主義 (3) 資本主義
(2) 部族主義 (4) 以物易物

13 歐洲文藝復興文化的一個主要特徵是

(1) 強調古典主義、世俗主義和個人主義的
觀點

(2) 依賴於教皇和他的騎士們來維持政治穩定
(3) 在生產上實現從家庭生產制到工廠生產制

的轉變
(4) 一種強調謙卑和基督教信仰的思維方式

• 翠綠色的回教玻璃

• 中國瓷器以龍和鳥裝飾

• 飾有寶石的鍍金阿拉伯禮儀匕首

• 帶印度教和佛教符號的青銅宗教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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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和亨利八世 (Henry VIII) 在什麼
當中都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1) 做出收復聖地的嘗試
(2) 奧圖曼帝國的沒落
(3) 歐洲宗教團結的終結
(4) 英國議會民主制的建立

15 西非的大部分地區都信奉回教，這證明了

(1) 回教傳播至了阿拉伯半島邊界以外的地區
(2) 中國的貿易活動將回教信仰帶到西非
(3) 回教起源於西非並傳播至中東
(4) 歐洲人在殖民時期鼓勵回教信仰

16 哪一項陳述與尼可羅・馬基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的思想一致？

(1) 應切實遵循民主原則。
(2) 法律應服從領導人的意志。
(3) 人權在所有國家都應該得到尊重。
(4) 市場的運作不應受到政府太多干預。

17 在 15 世紀末葉歐洲貿易活動從地中海向大西
洋轉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什麼？

(1) 奧圖曼土耳其人佔領君士坦丁堡。
(2) 明朝授權鄭和展開遠洋航行。
(3) 德川幕府採取孤立主義的政策。
(4) 基督教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

18 南美洲印加文明的所在地說明

(1) 與西歐展開貿易的重要性
(2) 人類適應環境的能力
(3) 文化多樣性的影響
(4) 原住民信仰體系的複雜性

19 為什麼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 的航行被
認為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

(1) 葡萄牙人宣稱佈發現南部非洲。
(2) 他的船是第一艘登陸美洲的船隻。
(3) 他的船是第一艘環球航行的船隻。
(4) 終結了英國對海域的控制。

20 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歐洲國家實行重商主義
的主要目標是

(1) 讚美軍隊的力量和侵略性
(2) 制定保障個人自由的法律
(3) 教授原住民基督教教義並且保護牠們以換

取勞動
(4) 透過貿易順差增加他們的黃金和白銀供

應量

21 印刷術、星盤和輕帆船對 16 世紀歐洲的影響
展現了科技的什麼能力

(1) 限制哪些思想可以被傳播
(2) 重新定義人類對世界的理解
(3) 強化已經建立的傳統觀念
(4) 利用新能源

22 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路易十四 (Louis XIV)
和菲利普二世 (Philip II) 的一個相似之處在於他
們都

(1) 支持羅馬天主教堂傳教士的努力
(2) 試圖限制貴族的權力以使權力集中化
(3) 奮力阻止英國在西半球建立殖民地
(4) 藉由解放農奴挑戰封建制度

23 在科學革命時期所發展的新的科學知識和理解
往往是在什麼基礎上得出的

(1) 觀察和實驗
(2) 教會法律和信仰
(3) 迷信和古老的做法
(4) 幾何公式和占星術



24 哪一個配對將啟蒙思想首先發展的地區和啟蒙
思想傳播到的地區正確地連接起來？

(1) 亞洲 → 東歐
(2) 非洲 → 亞洲東南部
(3) 西歐 → 美洲
(4) 東部非洲 → 印度

25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男爵認為分權制可以

(1) 作為制約權力的工具以防止暴政
(2) 恢復羅馬天主教會的威權
(3) 增加政治權威的腐敗
(4) 減小中產階級的力量

26 哪一座山是西蒙・玻利瓦爾 (Simón Bolívar) 統
一大哥倫比亞的一個障礙？

(1) 阿爾卑斯山 (3) 紮格羅斯山脈
(2) 安地斯山脈 (4) 烏拉山脈

27 • 豐富的煤炭資源
• 發展蒸汽動力
• 建造一個廣泛的運河系統

在 18 世紀末葉，這些情況允許工業革命在哪
一個國家開始

(1) 日本 (3) 俄國
(2) 德國 (4) 英國

28 自由放任（不干預）政策與哪一種經濟最密切
相關

(1) 傳統經濟
(2) 市場經濟
(3) 計劃經濟
(4) 混合經濟

29 因為日俄戰爭，歐洲人開始將日本視為

(1) 一個可能的殖民地
(2) 帝國主義國家當中最強大的一個
(3) 不結盟運動的領袖
(4) 一個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威脅

根據以下說話者的陳述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
答第 30 題。

說話者 A： 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尊重我的信仰。我
不能遵循佛法並依然做他們的士兵。
我要回到我在泰爾米村的家人身邊。

說話者 B： 那些造反的同胞無法接受我的新宗教，
因此他們憎惡我和我的「洋鬼子」朋
友。傳教士們明天要離開北京前往英
國。我必須在教會被包圍之前加入
他們。

說話者 C：沙皇的士兵們今天又來了，他們掠奪
我們的村莊，驅趕我們的牲畜，而且
踐踏阻擋他們道路的任何人。他們甚
至燒毀了我們的猶太教堂。我們的生
活方式一去不復返。是時候移居到巴
勒斯坦了。

30 這些說話者的主要焦點是什麼？

(1) 內戰
(2) 經濟改革
(3) 宗教迫害
(4) 殖民迫害

31 哪一種情況與 1910 年到 1930 年之間的墨西哥
最密切相關？

(1) 革命和政治不穩定
(2) 國教的建立
(3) 當地企業帶動的迅速工業化
(4) 對外國干預的廣泛支持

32 由毛澤東 (Mao Zedong) 和他的共產主義追
隨者在 1934 年所進行長達一年的穿越中國山
脈、沼澤和河流的艱難旅程被稱為

(1) 文化大革命 (3) 義和團起義
(2) 大躍進 (4) 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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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3 題。

資料來源：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online, 2002 (經改編)

33 這幅地圖上所顯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行動意義重大，因為它

(1) 解除在太平洋的戰爭壓力
(2) 直接導致紐倫堡的戰爭罪審判
(3) 致使德國採取無限制潛艇戰
(4) 迫使德國在東部和西部戰線上對抗同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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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哪一項關於史達林 (Joseph Stalin) 統治下的蘇
聯經濟的陳述是正確的？

(1) 蘇聯藉由發展重工業增強它的實力。
(2) 政府削弱了其在規劃工業生產中的作用。
(3) 農民們被鼓勵在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中展

開競爭。
(4) 蘇聯國內變成有許多消費品可供選擇。

35 在 20 世紀 40 年代，印度國大黨 (National
Congress) 和回教聯盟 (Muslim League) 的領導
層都支持哪一項目標

(1) 幫助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仗
(2) 解除英國對次大陸的控制
(3) 廢除種姓差別和歧視
(4) 根據宗教教義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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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的時間線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6 題。

36 哪一個地區與時間線上顯示的事件直接相關？

(1) 拉丁美洲 (3) 中非
(2) 中東 (4) 東南亞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17 

  (Balfour Declaration)

1948 1967 1979 

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7
題。

資料來源：Eric Godal, January 10, 1943 (經改編)

37 這幅 1943 年的漫畫描述哪一種類型的政治制
度？

(1) 直接民主 (3) 神權共和國
(2) 專制君主制度 (4) 極權主義

38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哪一個國家立即
對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施加政治和經濟控
制？

(1) 法國 (3) 蘇聯
(2) 美國 (4) 英國

39 產油國成立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的主要原
因是

(1) 推動外國對油田的所有權
(2) 解除經濟制裁並建立自由貿易
(3) 改善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
(4) 影響石油價格並設置生產水準

40 1989 年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示威者的目標是什
麼？

(1) 臺灣獨立
(2) 從南韓撤軍
(3) 取得國外產品
(4) 民主改革

41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北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後的東德有何相似之處？

(1) 這兩個國家都重新建立君主制。
(2) 民主原則在兩國得到蓬勃發展。
(3) 兩國的共產主義政府都面臨經濟停滯。
(4) 兩國都威脅要使用化學武器來對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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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2 題。

資料來源：Mike Keefe, The Denver Post, 1995

42 哪一項陳述最佳表達了漫畫家關於聯合國的觀點？

(1) 其領導人慶祝第 50 次成功的軍事活動。
(2) 藉由參與軍事行動作為維護和平的一種方式。
(3) 在外交努力上獲得成功。
(4) 其軍事力量因為自身的行動獲得了許多獎勵。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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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盧旺達的圖西族和胡圖人
• 俄羅斯西南部的俄羅斯人和車臣人
• 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和僧伽羅人

在 20 世紀 90 年代，哪一種局面描述所列每個
這些地區中的各民族之間的關係？

(1) 合作性的政治和解
(2) 發展共用經濟
(3) 走向宗教寬容的發展
(4) 殘酷的內戰

44 在 20 世紀，哪一個地區由於工業採礦的擴張、
企業農場的成長和新公路網的開發而導致森林
消失化成為一個嚴重的環境問題？

(1) 撒哈拉沙漠 (3) 亞馬遜盆地
(2) 青臧高原 (4) 烏克蘭草原



根據以下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5
題。

資料來源：Brian Barl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30, 2006

45 20 世紀哪一位領導人的政策幫助形成這幅 2006
年漫畫中所顯示的局面？

(1) 鄧小平 (3) 翁山蘇姬
(Deng Xiaoping) (Aung San Suu Kyi)

(2) 金正日 (4) 胡志明
(Kim Jong Il) (Ho Chi Minh)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6 題。

… 天然洪澇所造成的細泥沙沉積維持著泛濫平
原土壤的肥沃。尼羅河每年的洪水使得每年都
有一層新的淤泥沉積在河谷，造就了埃及尼羅
河流域和三角洲 5,000 年的農業史。尼羅河上
的現代化水壩（尤其是每年可以儲存全部洪水
的阿斯旺大壩）已經摧毀了天然的施肥系統，
因此現在需要進口大量的人工肥料。…

— Oberlander and Muller, Essentials of Physical Geography
Today, Second Edition, Random House, 1987

46 根據這段話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結論是

(1) 天然肥料不如人工肥料有效
(2) 科技進步有時候會產生無法預見的問題
(3) 每年的洪水對埃及的農業有害無利
(4) 尼羅河谷的農民只能勉強生存度日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7 題。

… 我，John of Toul，作為 Troyes 伯爵夫人
Beatrice 和她的兒子 Champagne 伯爵 Theobald
的臣子，宣示對 Enjorand of Coucy 大人、John
of Arcis 大人和 Grandpré 伯爵效忠，對抗無論
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所有人。如果 Grandpré 伯
爵與 Champagne 伯爵和伯爵夫人之間發生了爭
吵而交戰，我將親自幫助 Grandpré 伯爵，並且
派遣騎兵援助 Champagne 伯爵和伯爵夫人，因
為他們賜給了我封地，我應該為他們服務。但
是如果 Grandpré 伯爵為了朋友而不是因為與
Champagne 伯爵和伯爵夫人爭吵而與其交戰，
我將親自幫助 Champagne 伯爵和伯爵夫人，並
且派遣一名騎士去援助 Grandpré 伯爵，因為他
賜給了我封地，我應該為他服務，但是我本人
不會踏入 Grandpré 伯爵的領地與他交戰。…

47 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關係最常見於西歐歷史的
哪段時期？

(1) 新石器時代 (3) 中世紀時期
(2) 古典時期 (4) 拿破崙時代

48 在日本歷史上的封建時期，天皇的權力主要是
象徵性的。哪一項陳述最能夠說明這種情形的
原因？

(1) 權力被授予幕府將軍和大名。
(2) 共產主義遊擊隊已經動搖了國內的政治機

構。
(3) 民主憲法阻止天皇集中權力。
(4) 美國佔領軍削弱對天皇神威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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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圖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9 題和第 50 題。

49 這些圖片最能支持以下哪一個概括性陳述？

(1) 馬鈴薯一直是不同時期不同人群一個主要的食物來源。
(2) 印加生產的馬鈴薯比歷史上任何其他文明所生產的都多。
(3) 愛爾蘭婦女和兒童所生產的唯一的作物是馬鈴薯。
(4) 馬鈴薯只能生長在山區。

50 哪一項歷史事件將圖片 A 所示的活動和圖片 B 所示的活動聯繫在一起？

(1) 絲路貿易的開放 (3) 漢薩同盟的成立
(2) 哥倫布大交換 (4) 跨撒哈拉地區貿易的建立

: John Reader,
Potato: A History of the Propitious Escul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elipe Guaman Poma de Ayala,
Nueva Coronica y Buen Gobierno,

Biblioteca Ayacu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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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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 — 對傳統或權威的挑戰

任務：

你可以使用在學習世界歷史和地理時所學到的任何人。你不妨考慮的一些建議包括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杜桑 (Toussaint L’Ouverture)、達爾文 (Charles Darwin)、列寧 (Vladimir
Lenin)、薩帕塔 (Emiliano Zapata)、甘地 (Mohandas Gandhi)、胡志明 (Ho Chi Minh)、曼
德拉 (Nelson Mandela)、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翁山蘇姬 (Aung San Suu Kyi) 和
馬塔伊 (Wangari Mathaai)。

你不必侷限於以上建議。

不要在你的回答中使用美國的人物或巴爾幹半島各國的
普林斯普 (Gavrilo Prin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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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歷史，人們一直都在挑戰既定的傳統和權威。他們的努力啟發或影響了
變革並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選擇挑戰傳統或權威的兩個人物，並且對於每個人

• 描述在這個人做出挑戰之前已經存在的既定傳統或權威

• 論述這個人是如何挑戰既定的傳統或權威的

• 論述由於這個挑戰而達到了何種程度的變革

論文題的答案應填寫在分開的論文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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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捩點是導致區域和全球性變革的事件。導致社會和地區轉型的三個轉捩點是
黑死病的爆發、《南京條約》的簽訂和斐迪南 (Ferdinand) 大公遇刺。

任務：運用文件資料和你的世界歷史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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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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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個轉捩點，並且對於每個轉捩點

• 描述與這個轉捩點有關的歷史環境

• 論述由於這個轉捩點而在一個社會和/或地區內部所發生的變革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lobal Hist. & Geo. – June ’14 Chinese Editi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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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據這幅地圖上的資訊，哪一項活動導致黑死病的傳播？ [1]

:  Melissa Snell, “Origins and Spread of the Black Death in Asia,” Medieval History, About.com ( )

1346

1338-1339

1348

14  20 

14  40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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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在這段節錄中，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 對歷史證據進行瞭解以解釋瘟疫是如何傳播的。 他表
示現有的證據表明中國在 1331 年之前不可能發生瘟疫。

資料來源：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 (經改編)

2 根據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 的說法，瘟疫在 1331 年以後透過哪一種方法影響中國？ [1]

… 相反地，在 1331 年以後，特別是在 1353 年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災難性的歷史時

期。在本土中國人對抗蒙古族統治的內戰取得進展的同時，瘟疫爆發了，最終於推翻了外
族統治者並於 1368 年建立一個新的明朝。戰爭和瘟疫[疾病]的雙重打擊大幅削減了中國的

人口。最佳的預計顯示人口從大約 1200 年（蒙古族入侵開始以前）的 1.23 億，到了蒙古

族人最終從中國被驅逐的一代以後，也就是 1393 年，下降到僅剩 6500 萬。即使是蒙古族

兇殘的這個理由也無法解釋這種急劇下降的情況。疾病在削減中國半數人口上的確構成很
大部分的原因；而且正如在歐洲國內一樣，最初肆虐之後在相對頻繁的時間間隔中反復發
生的黑死病，毫無疑問地是最為可能的一個原因。…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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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瘟疫在歐洲的社會和經濟影響

資料來源：“Plague,” Decameron Web, Brown University (經改編)

3 根據這篇文章，瘟疫對歐洲社會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Score

瘟疫對社會和經濟產生大規模的影響，其中很多影響在《十日談》(Decameron) 的前言中

都有記載。人們遺棄了朋友和家人，遠離城市，並且與世隔絕。葬禮變得敷衍了事[做做樣
子]或者乾脆完全取消，而且人們也懶得再工作了。有些人認為這是上神降怒於人，因此試
著用祈禱來戰勝瘟疫。有些人則認為他們應該聽從格言[諺語]：「及時行樂」。社會經歷
了只有在如狂歡節[節慶]等受控制的環境中才能見得到的那種程度的動盪。瘟疫之後對宗
教的信仰消減了，不僅是因為有太多神職人員死亡，也是因為單憑祈禱並沒能防止疾病和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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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資料來源：Perry M. Rogers, ed., Aspects of World Civilization: Problems and Sources in History, Volume II, Prentice Hall 
(經改編)

4a 根據羅傑斯 (Perry Rogers) 所說，中國未能成功阻止鴉片貿易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b 根據羅傑斯 (Perry Rogers) 所說，中國為了阻止歐洲鴉片貿易所做的一個努力是什麼？ [1]

…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反對鴉片貿易。這種毒品在 17 世紀便由荷蘭商人引入中國。朝廷
早在 1729 年就有法令禁止銷售和吸食這種「具有破壞性的可怕惡習」。1796 年，新皇
帝嘉慶全面禁止進口鴉片，但他是一個軟弱的統治者，因此不久以後，海盜和鴉片商便
賄賂官員以另覓他法。到了 1816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印度北部旁遮普的罌粟田進口
3,000 箱鴉片。到了 1820 年，這個數字已經升高為 5,000 箱，並且到了 1825 年更增加
為 10,000 箱。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上癮，白銀從中國流出，進入英國國庫，中國政府開始走
向抗爭之路。於 1821 年登基並受到其顧問林則徐 (Lin Zexu)（1785–1850 年）擁護的改
革者道光皇帝，在 1836 年禁止鴉片並且下令將藏匿和進行鴉片交易的「外國野蠻人」
斬首。…

Score

Score

Global Hist. & Geo. – June ’14 Chinese Edition [16]



文件 5
《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jing) 是英國和中國繼鴉片戰爭（1839–1842 年）之後簽訂的。

《南京條約》的一段節錄

資料來源：“Treaty of Nanjing (Nanking), 1842,” USC-UCLA Joint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5 英國由於《南京條約》而得到了什麼？ [1]

第三條。

英國認為有必要並且也很希望有一些港口方便他們在有需要時可以傾靠整修他們的船
隻，並為此目的儲存貨物，中國皇帝陛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的女王陛下，大不列顛
女王陛下，她的後嗣和繼任者對香港擁有永久[永遠]佔領權，並且香港必須在英國女王
陛下等認為適用的法律和法規下治理。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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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a

: Joseph Keppler, Puck, August 15, 1900 ( )

Global Hist. & Geo. – June ’14 Chinese Edition [18]



文件 6b

6 根據這幅 1900 年的凱普勒 (Joseph Keppler) 漫畫和這幅地圖上的資訊，說明《南京條約》生效之後，
中國所面臨的一個問題。 [1]

( ) 

:  MapWorks, on the Portsmouth Peace Treaty website ( )

( )

( )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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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a
東方問題和巴爾幹半島各國

資料來源：Stephen Tong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 Web of English History online (經改編)

7a 根據湯奇 (Stephen Tonge) 所說，奧地利和塞爾維亞之間局勢緊張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 巴爾幹戰爭（1912–1913 年）使得塞爾維亞的國土面積增加了一倍，民眾對南斯拉夫
聯盟（斯拉夫主義）由塞爾維亞領導的欲望日益強烈。奧地利在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
亞、巴納特和波士尼亞等省份有大量的南斯拉夫人口。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力量的增長有
所警覺。她[奧匈帝國]覺得塞爾維亞可能削弱她的[奧匈帝國的]帝國。

奧地利人決定他們將不得不對塞爾維亞發起一場預防性的戰爭，以摧毀其日益增長的力
量。他們正在等待合理的藉口（理由）。當斐迪南 (Franz Ferdinand) 被射殺時，奧地利
人認為這是摧毀塞爾維亞的完美契機。但是當她[奧匈帝國]襲擊塞爾維亞時，俄羅斯對她
[塞爾維亞]施與援助，接著戰爭便蔓延了。…

Score

: Patrick K. O’Brien, ed., Oxford Atlas of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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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b
��塞拉耶佛審判中轉載的一段普林斯普 (Gavrilo Princip) 所做的證詞節錄。他被控於 1914 年 7 月暗殺

了奧匈帝國的斐迪南 (Ferdinand) 大公及其妻子。

普林斯普 (Gavrilo Princip) 的聽證會
1914 年 10 月 12 日

下午

資料來源：W. A. Dolph Owings et al., eds., The Sarajevo Trial, Volume I, Documentary Publications

7b 根據取自塞拉耶佛審判的一段節錄，普林斯普 (Gavrilo Princip) 的一個目標是什麼？ [1]

… 訴方 [起訴人]：──傳喚普林斯普 (Gavrilo Princip)（他被帶進來。）你認為自己有
罪嗎？

被告[被告普林斯普]：──我不是罪犯，因為我摧毀的是一個惡魔。我認為我是個好
人。…

訴方：──你有什麼想法？

被告：──我是一個南斯拉夫民族主義者，我主張以任何國家形式存在的所有南斯拉夫
人的統一，並且它是獨立於奧地利之外的。

訴方：──那是你的願望。 你認為該怎樣實現[完成]它？

被告：──用恐怖的方式。

訴方：──那意味著什麼？

被告：──那意味著大體上要從上面摧毀，剷除那些妨礙、作惡、阻擋我們實現統一理
想的傢伙。

訴方：──你認為你怎樣可以實現你的目標？

被告：──我的另一個主要動機是報復奧地利對人們施加的所有折磨。…
訴方：──你圈子裡的人們對奧地利是什麼感覺？

被告：──我們認為奧地利對我們的人民不友善，這是事實，當然她（奧地利）確實是
多餘的。…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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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a 文件 8b

8 使用這些圖片提供的資訊，說明普林斯普 (Gavrilo Princip) 刺殺奧匈帝國斐迪南 (Ferdinand) 大公對歐
洲國家造成的一個影響。 [1]

: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online catalog

:  W. G. Thayer, 1915,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online catalog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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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9 根據這些地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歐洲政治邊界造成的一個改變是什麼？ [1]

 : Abraham and Pfeffer, Enjoying World History, AMSC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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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取自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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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捩點是導致區域和全球性變革的事件。 導致社會和地區轉型的三個轉捩點是
黑死病的爆發、《南京條約》的簽訂和斐迪南 (Ferdinand) 大公遇刺。

任務：運用文件資料和你的世界歷史知識撰寫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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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個轉捩點，並且對於每個轉捩點

• 描述與這個轉捩點有關的歷史環境

• 論述由於這個轉捩點而在一個社會和/或地區內部所發生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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