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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部份

答題說明

本考試第I部份共有45道考題。每道考題有四個答案供選擇，分別標為1至4。請仔
細閲讀每道考題並決定哪個被給出的詞或詞句最好地完成陳述或問題。然後在另外的
答題紙上，根據你選擇的答案號碼把該考題下豎列的相應答案的圓圈塗黑。請使用鉛
筆填塗答案。

請看下列考題示範。

示範考題

	 哪個城市是美國的首都?

	 (1) 波斯頓
 (2)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3) 紐約市
 (4) 費城

	

正確的答案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答案號碼為2。在答題紙上，你可看到方框
内示範考題下豎列的答案的圓圈。因爲2號選項是正確答案，所以2號圓圈被塗黑
了。

請以同樣的方法解答第I部份的所有問題。每道題只能選擇一個答案。如果需要
修改，請務必用橡皮擦把原來填寫的答案擦乾淨。你也許不清楚某些問題的正確答
案，但請盡力回答每一道題。

當你完成第I部份以後，請繼續回答第II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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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下哪句話最能準確地定義"文化"這一名詞？

(1) 古代人類所留下來的人工製品
(2) 在一個自然環境中動物與植物的互動交流
(3) 一個社會的成員們所共同分享的一種生活

方式
(4) 一個事件的第一手記述

請根據下方的圖表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
題2和問題3

 2 一位考古學家能在哪一層的挖掘中可望找到最
近期的文物？

(1) 第一層 (3) 第三層
(2) 第二層 (4) 第四層

 3 在第三層遺留下這些文物的人最有可能是

(1) 成功的農夫們
(2) 原始的獵人們
(3) 工業化社會的一部份人
(4) 靠貿易維生的人

 

 4 阿茲提克人，印加人和瑪亞人共有的一個相似
之處是

(1) 從非洲遷徙到西半球
(2) 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就已經發展出先進

的文明
(3) 在美國西南部的沙漠定居下來
(4) 沒有留下任何能幫助我們了解他們文化的

證據

 5 以下何者是普利茅斯殖民地，馬里蘭和賓夕法
尼亞的最早拓荒者來到美洲的主要原因？

(1) 逃離宗教迫害，確保宗教自由
(2) 尋找金礦和銀礦
(3) 傳教給美洲的原住印地安人，使他們全部

變成基督徒
(4) 將香料帶給新世界

 6 何者最適合給以下的敘述當作標題？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歐洲人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
B. 上百萬的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死於疾病。
C. 被當作奴隸的非洲人抵達美洲。
D. 美洲的食物被介紹到歐洲大陸。

(1) 引起英國殖民的原因
(2) 探索美洲大陸所產生的影響
(3) 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的文化貢獻
(4) 西北方航道的發現

第1部份

請回答本部份所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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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美洲的殖民地，聯合抵制是一項有效抗議英
國政策的方法。這是因為聯合抵制能夠

(1) 結束殖民地之間的貿易
(2) 強迫英國撤走大部份的軍隊
(3) 抵制歐洲其他國家的產品
(4) 引起英國商人的經濟困難

11 下列何者敘述能夠最好地闡明聯邦制度的原則？

(1) 總統有權否定法案。
(2) 國會分為上下議院。
(3) 最高法院有權審查法律。
(4) 各州政府和國家政府共同分享權力。

根據以下的圖表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7至問題9。

A

BC

 7 北美十三個殖民地之中的哪個部份可以由A群組代表？

(1) 拓荒開發區域 (3) 中間殖民地
(2) 新英格蘭殖民地 (4) 南方殖民地

 8 何者是在C群組的殖民地居民所生產的主要輸出品？

(1) 鯨油和銀礦 (3) 紡織品和茶葉
(2) 馬鈴薯和捕漁 (4) 菸草和米

 9 造成以上圖表的三個群組之間差異的主因是

(1) 地理條件 (3) 政治觀點
(2) 與英國之間的關係 (4) 宗教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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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方圖表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
12和問題13。

17

1763  
1764  

1765  

1767  

1767  
1773  

1774  

: Stephen Bronz et al., Challenge of America,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

12 圖示中大部份政策的主要目標是

(1) 允許美洲的殖民地居民有更大的自治權
(2) 使英國增加收益並且控制貿易
(3) 鼓勵人們移民到殖民地
(4) 鼓勵美國人與歐洲國家貿易

13 圖中所示的政策導致了

(1) 法國與印地安人的戰爭爆發
(2) 英國與北美十三個殖民地之間貿易的擴張
(3) 美國革命的開始
(4) 《西北法令》的通過

14 權力互相制衡制度存在於憲法中的目的是

(1) 提供一個修改文件的方法
(2) 讓選民在立法過程中可以表示自己的意見
(3) 確保政府中的任何一個分支不會擁有太多

權力
(4) 讓所有民事和刑事的訴訟案件都有陪審團

參與審判

15 聯邦政府的哪一部份最直接地受到聯邦人口普
查的結果的影響？

(1) 眾議院
(2) 最高法院
(3) 總統的內閣
(4) 美國的參議院

16 為了獲得美國憲法的簽署批准，聯邦主義者同意

(1) 放棄西部土地產權要求
(2) 限制奴隸的輸入
(3) 在該文件中增加一條權利法案
(4) 賦予所有白人成年的男性投票權

17 路易西安那購地對美國的擴展舉足輕重，因為
此舉動

(1) 使美國領土擴大為原來的兩倍
(2) 讓美國取得大湖區的控制權
(3) 完成了美國的向西擴張
(4) 使加利福尼亞州加入聯邦

18 在1840年代，地下鐵路開始發展是為了

(1) 走私非法商品到美國
(2) 協助逃跑的奴隸順利得到自由
(3) 提供一種不昂貴的交通運輸工具
(4) 終止非法移民進入美國

19 1848年在塞尼卡瀑布所舉行的會議是美國歷史
上一項重要事件，因為這個會議

(1) 支持了密蘇里妥協案
(2) 是首次全國性的勞工公會會議
(3) 提供了美國新的西方疆土
(4) 是女權運動上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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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1840年代，天定命運論(the idea of Manifest 
Destiny)曾被用來

(1) 為非裔美國人要求平等的權利
(2) 支持美國往太平洋方向的西進擴張
(3) 批評政府對美國原住印地安人的對待處理

方式
(4) 將奴隸制帶入新英格蘭區

21 下列哪一項南北戰爭的事件最早發生？

(1) 蓋茲堡戰役
(2) 對桑特堡的開火
(3) 林肯總統被暗殺
(4) 奴隸解放宣言

22 在19世紀末期之初，投票稅，讀寫能力測驗，
和祖父條款，都是用來

(1) 保護重要的公民權
(2) 改善公共教育
(3) 防止非裔美國人投票
(4) 限制移民

23 1896年最高法院在《布郎托披卡教育案》中確
立的	"隔離但平等"的原則導致了

(1) 種族隔離的延續
(2) 在南方的學校內強制性的種族融合
(3) 使非裔美國人喪失公民身分
(4) 消除吉姆克勞(Jim Crow)法

24 下列何者為19世紀末期橫貫大陸鐵道所帶來最
重要的經濟影響？

(1) 減少與歐洲的海外貿易
(2) 增加全國各州之間的商業活動
(3) 降低大型商業的影響
(4) 南北戰爭之後南方的快速重建

 25 在19世紀末期，迅速的城市化主要原因是

(1) 缺乏土地開發為新的農地
(2) 由聯邦政府籌措經費的城市重新開發方案
(3) 工業化所帶來的影響
(4) 先前被奴役的人們往西部遷徙

26 《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的一個主要的目標是

(1) 預防商業壟斷的形成
(2) 限制從外國進口貨物
(3) 為製造商品訂定合理的價格
(4) 保護消費者權益，防止消費者買到危險的

產品

27 在進步時代(1900年至1920年間)揭露醜聞者們
最為人們熟知的舉動是

(1) 組成新的政黨
(2) 組織各種抗議的集會和遊行
(3) 在國會和各州的立法機構裡擔任公職
(4) 揭發政府和商業家所做的有害行為

28	在1899年至1900年，美國對中國展開門戶開放
政策之目的是

(1) 保衛美國在亞洲的新領土
(2) 保護中國不受到日本的侵略
(3) 確保美國自身的平等貿易權力
(4) 停止從中國進口的不昂貴商品

29 美國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是

(1) 新聞記者誇張不實的渲染報導
(2) 潛艇戰的無限制運用
(3) 一次對美國軍事基地的直接襲擊
(4) 對聯合國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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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伍德魯‧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總統曾經
想組成國際聯盟以便

(1) 防止未來的戰爭
(2) 創立一個世界貿易組織
(3) 展開軍事計劃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贏得

勝利
(4) 說服其他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支持美

國

根據以下的圖表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
31和問題32。

1921 1923 1925 1927 1929
0

1

2

3

4

5
1921 1929

: Lorna Mason et al.,
America’s Past and Promise,
McDougal Littel, 1998 ( )

31 根據以上的圖表，汽車銷售量增加最快的時期
是在哪兩個年份之間？

(1) 1921年和1923年
(2) 1923年和1925年
(3) 1925年和1927年
(4) 1927年和1929年

32 圖表中的資料主要反映了下列何者的影響？

(1) 經濟大蕭條
(2) 外國進口商品的增加
(3) 大量生產的技術
(4) 公共交通運輸系統

33 下列哪一項新政的法案建立了失業保險和退休
金的制度？

(1) 《合理勞工標準法》
(2) 《國家勞工關係法》
(3) 《國家復興法》
(4) 《社會保障法》

34 在1930年代，美國哪個區域產生了黃塵盆地？

(1) 東北部
(2) 東南部
(3) 大平原區
(4) 西北臨太平洋區

根據以下的海報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
題35。

: John Newton Hewitt,
War manpower Commission, 1944

35 這張海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用來

(1) 推廣促銷戰爭債券
(2) 提醒公民在戰爭期間要節約
(3) 徵募婦女從軍
(4) 鼓勵婦女投入與戰爭相關的行業

Inter.-Level Social Studies — June ’0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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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聯邦政府應對各樣物
資短缺的對策是

(1) 提高產品價格以增加消費者的需求
(2) 限額配給某些產品
(3) 當短缺情況發生時，增加進口
(4) 徵收一項全國銷售稅

38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冷戰隨即開始的
主要原因是

(1) 紐倫堡審判的結果
(2)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屠殺
(3) 對於日本控制中國的爭論
(4) 美國與蘇聯目標的互相衝突

39 馬歇爾計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提供經濟援助
是為了

(1) 強化西歐國家以對抗共產主義
(2) 協助軍人回歸平民生活
(3) 幫助日本重建核子彈所造成的損傷
(4) 提高亞洲和非洲的生活水準

40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中一項主要
目的是

(1) 終止種族隔離
(2) 減低對移民的偏見
(3) 改善監獄的狀況
(4) 改善美國原住印地安人生活狀況

41 哈莉特‧塔布曼與哈莉特‧布徹‧斯托兩人是
以支持哪件事情而聞名？

(1) 平民黨運動
(2) 廢奴隸運動
(3) 吉姆‧克勞(Jim Crow)法
(4) 逃脫奴隸法

42 "蒂珀卡努勝利	與泰勒合作才會勝利"
 ''我們喜歡艾克(Ike)''
 ''一路支持林頓‧貝恩斯‧詹森(LBJ)''

 以上的幾句口號皆與哪個事件有關聯

(1) 南北戰爭
(2) 向西擴張
(3) 民權運動
(4) 總統選舉

根據以下的表格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第36題。

1904

1906 1909

1912 1933

1913

1914

1915 1934

: Farran and Wattman,  New York and the Nation, AMSCO ( )

36 下列哪一個用語能最精確地敘述此表格所示美國的行動？
(1) 孤立主義	 (3) 保持中立
(2) 移民 (4) 干涉他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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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方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43和問題44。

: J.R. Thornton, Republican Journal, Belfast, Maine, ( )    

?

43 根據這篇漫畫，下列哪項因素最需要為東北部下的酸雨負責？

(1) 全球暖化 (3) 中西部工廠群
(2) 海洋污染 (4) 東岸的幾個大城市

44 這位漫畫家在華盛頓特區上放置了"請勿打擾"的標誌，這是為了說明

(1) 酸雨是一個國際性問題
(2) 空氣污染的問題也存在於中西部的各州
(3) 東北方各州拒絕承認空氣污染所帶來的危險
(4) 聯邦政府沒有妥當地處理酸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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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eACher Use onLy
     Part I Score             

請往下一頁繼續作答 ➮

請根據下方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第45題。

: Schwartz and O’Connor, Exploring American History, 
Globe Book Co. (節選)

美
國
太
空
計
劃

貧窮
居
住
問
題

健
康

付
清
款
項

法
案

現在就要解決

失業率

教育

45 根據這篇漫畫，聯邦政府最可能會

(1) 承認有增加太空計劃經費的需要
(2) 決定一種方式來增加醫療健康照顧的經費
(3) 權衡太空計劃的成本與國內其他經費支出何者重要
(4) 刪減對外國援助的經費以平衡國內的各項經費預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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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方摘錄的文章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1到問題3。

從邦聯條例之中節選出來的一些條例

條例I.		 “此邦聯的正式名號是'美利堅合眾國”

條例II.		 “各州保持自己的統治權，自由和獨立，以及每項勢力，司法權
和權利，這些並非特意地被聯邦授權給美國，而是由國會召集各
州。”

條例III.		 “所述的各州在此形成一個堅定的友誼聯盟，為了建立共同的防
禦，保障自由的安全，增進互相及共同的福利，結合並互相幫助，
對抗任何以宗教、主權、貿易或其他任何藉口為由的攻擊或勢力. . 
. . . .”

--	邦聯條例	(1781年)

 1 根據條例I，美國是以何種政府形式而建立的？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寫出各州政府在此政府形式下所擁有的兩項有利條件。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寫出此種政府形式被《美國憲法》所取代的兩個原因。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II部份

答題指示:	在題目下方空白處寫下你的答案。

Score

Score

Score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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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方的圖表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4到問題6。

( ) ( )

500,000

1.0 

1.5 

2.0 

: E. B. Long and Barbara Long, The Civil War Day by Day: 
An Almanac, 1861–1865, Doubleday & Co. ( )

100,000

 4 根據圖表上的資料，寫出一項在南北戰爭中北方較南方所具備的有利條件。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大約有多少南方軍隊在南北戰爭期間死亡？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寫出南北戰爭期間的因疾病和感染而死亡的人數比在戰場上死亡人數更多的一個原因？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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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方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7到問題9。

: Fredrikke Palmer, Women’s Journal and Suffrage News,
1916 (節選)

 7 此篇漫畫中，主要提出的議題是什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根據這篇漫畫，指出需對此漫畫提出的議題負責的兩個因素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指出曾協助造成這篇漫畫所示境況的一群人。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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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方這封信的內容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10到問題12

1945年9月6日

親愛的杜魯門(Truman)總統:

這封信是關於紐約長島的失業情況。現在我們已經贏得了戰爭，而且戰爭已經結束。目
前已經沒有工作可以提供足以生活的工資。

在過去1942年3月間，我曾經是首批被古魯門(Grumman)飛行器工程公司所雇用的女性
之一;	現在我被告知該公司將不再雇用他們店內的女性。

唯一開放雇用女性的工作是工資$20.00到$22.00平均週薪的辦公室工作。我是一位上有
老母親需要奉養，下有小兒需要照顧的寡婦，我並沒有其他收入。我每月房租是$45.00，
並不包括煤氣與電費。目前在長島並沒有任何更便宜的地方可以租住。

在這些條件之下，我無法以週薪$22.00過活。

我寫這封信的原因並非為了同情，我是想知道為何在我為這家公司忠心地服務了將近三
年半之後，我卻不可能繼續被雇用。我是一名技術工人，但是只因為我是女性，我就不被
雇用。

請您考量我以上的敘述，並讓像我這樣一名是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的女性得到和男性一樣
的公平待遇。

誠摯地，
奧緹莉•茱麗葉•葛圖索
薛柏德大道30號
琳布魯克，紐約

資料來源:	National Archives

10 有關婦女的什麼情況是此信作者所抗議的主題？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寫出此信作者用的兩項她用來支持自己在信中要求的論點。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寫出一項古魯門公司可能會用來辯護自己舉動的原因。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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