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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部分

請回答本部分的所有問題

答卷說明(1-50):在另外的答案紙上，根據每一項題目的陳述或問題，填入代表最適當答案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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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國密西西比河及落磯山脈之間，相對平坦
的、多草的地區，被稱為

(1) 大平原 (3) 沿海平原
(2) 大盆地 (4) 山麓地帶

 2 哪個地理特徵對整個美洲殖民地的商業發展貢
獻最大？

(1) 山區 (3) 天然港灣
(2) 草原 (4) 內陸湖泊

 3 哪個標題使以下部分綱要最完整？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有鎮民大會的鄉村

B. 小型農場及商業性捕魚

C. 第一所美國大學 

(1) 新英格蘭殖民地
(2) 中部殖民地
(3) 南部殖民地
(4) 西班牙殖民地

 4 在出版物《常識》裏，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辯稱：美國的殖民地應

(1) 批准《巴黎條約》(1763年)
(2) 批准《美國憲法》
(3) 結束他們與大不列顛的政治關係
(4) 支持國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政策

 5 《聯邦條款》及《美國憲法》均規定了

(1) 行政機關
(2) 國家立法機構
(3) 政黨制度
(4) 總統內閣

 6 在批准憲法的辯論中，反聯邦主義者辯稱

(1) 新憲法給與州政府過多政治權力
(2) 強大的國家政府會贏得歐洲國家的尊重
(3) 在聯邦政府內相互制約和平衡是不必要的
(4) 新憲法將威脅公民個人的權利

 7 有關國會代表的衝突，在1787年舉行的憲法會
議用哪種方式解決？

(1) 建立兩院立法機關
(2) 將立法委員的任期限制為四年
(3) 賦予國會默許權力
(4) 停止輸入被奴役的人

 8 哪項行動是司法審核的範例？

(1) 總統提出一項法案，以減少聯邦法院的
權力。

(2) 一個州法院判定被告犯有謀殺罪。
(3) 最高法院宣布一項聯邦法律違憲。
(4) 參議院同意總統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9 「. . . . . .我也知道這是我們的一個格言[規
則]，我想這是明智的，我們不與歐洲的事務
糾纏. . . . . .」

— Thomas Jefferson, December 21, 1787,
Library of Congress

 哪份文件最明顯地反映了以上陳述中的建議？

(1) 奧爾巴尼聯盟計劃
(2) 《聯邦條款》
(3) 《人權法案》
(4) 華盛頓(Washington)的告別演說



10 哪項總統的角色源自於慣例及風俗，而非來自
憲法權威？

(1) 總指揮官
(2) 行政長官
(3) 所屬政黨的領袖
(4) 國家元首

11 在全國選舉中，將投票權擴及到原被奴役的非
洲裔美國人、婦女及所有滿十八歲的公民，是
通過下列哪一項實現？

(1) 憲法修正案
(2) 國會法律
(3) 總統行政命令
(4) 最高法院裁決

12 總統詹姆斯·波爾克(James Polk)有關德克薩
斯州、加利福尼亞州及俄勒岡州領土的外交政
策，均致力於

(1) 對西部地區保持中立
(2) 繼續傳統的美國孤立主義
(3) 削弱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4) 實現天定命運論(Manifest Destiny)的目標

13 在1848年，於塞內卡瀑布會議(Seneca Falls 
Convent ion)通過的《情操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是重要的，因為該
宣言

(1) 推廣婦女享有平等權利的思想
(2) 要求立即廢除奴隸制
(3) 要求禁止含酒精飲料
(4) 要求政府限制有害的商業行為

14 總統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及總統安
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的「重建計劃」
(Reconstruction plans)包括一項條款，為了

(1) 南部各州在國會全面參與的恢復
(2) 聯盟長期的軍事佔領
(3) 由南部各州支付戰爭賠款
(4) 嚴懲前聯邦官員

15 通過《安家法案》(Homestead Act)及建設橫貫
大陸鐵路的立法，表明了聯邦政府承諾

(1) 限制大企業
(2) 往西部領土的移民
(3) 保護天然資源
(4) 所有移民平等

16 哪個因素對1800年代後期的城市化貢獻最大？

(1) 同化 (3) 帝國主義
(2) 工業化 (4) 廢棄

17 在1800年後期，農民支持自由且不受限制地鑄
銀幣，主要是因為他們希望這項政策將會

(1) 減低外國農作物的價格競爭力
(2) 讓農民種植更多種類的農作物
(3) 提高農作物的價格，令其更易於償還貸款
(4) 帶來城鄉居民之間政治的平等

18 在1800年代後期至1900年代初期，強盜商人
(robber baron)一詞最適合用來形容一個人

(1) 控制大片西部土地
(2) 使用殘酷的商業策略
(3) 從富人中偷東西給窮人
(4) 鼓勵保護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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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往下一頁繼續作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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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面的報章標題及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第19題及20題。

1898 2 17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Crucible of Empire,” PBS Online 

(Roosevelt)

50,000 50,000

19 這則報章標題是＿＿的範例

(1)聳人聽聞的新聞報導(yellow journalism) (3) 揭露醜聞的文章(muckraking literature)
(2) 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reporting) (4) 政府的審查制

20 此則新聞及類似的新聞故事的出版，鼓勵國會

(1) 向西班牙宣戰 (3) 通過反恐怖主義立法
(2) 加強海軍安全 (4) 進行刑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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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期，美國介入拉丁美
洲主要是為了

(1) 建立新的殖民地
(2) 保護經濟及安全利益
(3) 提高拉丁美洲人民的生活水平
(4) 停止非法毒品流入美國

24 1913年的《聯邦儲備法案》是用來

(1) 建立一個國家公園系統
(2) 規範股票市場
(3) 控制國家的貨幣供應量
(4) 為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建立家園

25 哪個地理特點對美國保護其大陸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期間免受攻擊的能力有最大的影響？

(1) 墨西哥灣 (3) 太平洋
(2) 大湖區 (4) 大西洋

26 最高法院運用了什麼論據，在裁定《申克
訴美國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1919年)
中達成其“明顯而立即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學說？

(1) 軍隊在文官控制之下。
(2) 聯邦政府及州政府之間的權力被分離。
(3) 憲法所賦予的權利不是絕對的。
(4) 憲法規定法律之下的平等保護。

 請根據下面的圖表及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第21題及22題。

  資料來源：Thomas A. Bailey et al., The American Pageant, Houghton-Mifflin(經改編)

21 1921年及1924年的移民法律之影響是什麼？

(1) 來自南歐、東歐及亞洲的移民的減少
(2) 在尋求進入美國的各種族之間建立平等
(3) 增加獲准進入美國的移民總數
(4) 取消對北歐及西歐國家的限制

22 這個圖表中所顯示的法律通過的一個原因是為了

(1) 限制經濟增長
(2) 保障美國境內工人的就業
(3) 改善在美國工廠的工作條件
(4) 促進非歐洲的移民

配額法律前後的移民情況 從北歐及西歐 從南歐、東歐及亞洲

配額前每年平均的移民人數
（1907年-1914年）

176,983 685,531

1921年的《緊急配額法案》 198,082 158,367

1924年的《移民配額法案》 140,999 2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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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面的詩及你的社會學知識，回答第
27題。

我, 也

我，也，歌頌美國。

我是暗膚色的兄弟。
他們讓我在廚房裡吃飯，
當客人來時。
但我笑，
吃得很好，
並且長得強壯。

明天，
我將坐在桌子邊，
當客人來時。
沒有人膽敢
對我說，
“在廚房裡吃飯，”
那時候。

另外，
他們將看到我是多麼美麗
並且感到羞愧 —

我，也，是美國人。

 — Langston Hughes, in Rampersad and Roessel, ed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angston Hughes, 

Alfred A. Knopf

27 這首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的詩
通過＿＿＿描述了哈林文藝復興(Harlem 
Renaissance)的一個重要主題。

(1) 支持建立由非洲裔美國人管理的大學
(2) 強調經濟改革的需要
(3) 表達許多非洲裔美國人的驕傲和希望
(4) 詳細說明音樂界對非洲裔美國人的虐待

28 哪項對1929年股市大跌的陳述是最正確的？

(1) 它是大蕭條的唯一原因。
(2) 它是因為大蕭條的影響而造成的。
(3) 它 在 大 蕭 條 結 束 之 後 ， 仍 然 持 續 了

很久。
(4) 它助長引發大蕭條。

29 總統法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試圖降低大蕭條影響之新政(New Deal)的一個主
要方法是

(1) 維持工人的低工資
(2) 提高保護性關稅的稅率
(3) 使各州對聯邦預算有更多控制權
(4) 資助公共工程救濟方案

30 在 1937年，總統法蘭克林· D·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建議增加美國最高法院
的大法官卻受到批評，因為這些任命將會

(1) 打破先前的競選承諾
(2) 違反憲法對大法官數目的限制
(3) 威脅制約和平衡體系
(4) 建立更保守的法院

31 在1930年代，美國的哪項行動最能代表美國的
外交政策？

(1) 通過《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s)
(2) 創立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
(3) 決定創立聯合國
(4) 加入同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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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電報及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第32題。

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Consider the Source: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Classroom,
State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

32 發送這個電報是為了回應

(1)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2) 偷襲珍珠港
(3) 禁止日本移民法律的通過
(4) 徵召日本裔美國人從軍

33 《退役軍人條約草案》(GI Bill)的一個主要目
的，是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退役軍人提供

(1) 戰後接受教育的機會
(2) 不受種族歧視的保護
(3) 在軍隊中的文職工作
(4) 增加社會安全保障(Social Security)的支付

34 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馬歇爾計劃
(Marshall Plan)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都
是什麼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1) 孤立主義 (3) 殖民主義
(isolationism)  (colonialism)

(2) 緩和政策 (4) 圍堵政策
(detente)  (con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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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面的節目及你的社會學知識，回答第35題及第36題。

 

華盛頓
工作和自由遊行

1963年8月28日

林肯紀念堂節目
 

“我們將克服”
資料來源：March on Washington Program,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經改編)

  1. 國歌 由瑪麗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帶領。

    2. 祈禱 華盛頓大主教非常牧師帕特里克·奧柏憂(Patrick O’Boyle)。

    3. 開場白 A. 菲利普·倫道夫(Philip Randolph)，華盛頓的工作和自由遊行主管。

    4. 講話 尤金·卡森·布雷克(Eugene Carson Blake)博士，美國基督教聯合長老會聲明秘書；美國全國
   基督教理事會種族關係委員會副主席。

    5. 表揚黑人婦女
  為自由而戰 麥格·艾弗斯(Medgar Evers)女士

  戴西·貝茨(Daisy Bates)

  戴安·納什·貝華(Diane Nash Bevel)

  麥格·艾弗斯(Medgar Evers)夫人

  赫伯特·李(Herbert Lee)夫人

  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

  格洛麗亞·理查森(Gloria Richardson)

   6. 講話 約翰·劉易斯(John Lewis)，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全國主席

   7. 講話 沃爾特·魯瑟(Walter Reuther)，美國聯合汽車、航空及農業實行工作者主席，勞聯--產聯；產業
   工會部主席，勞聯--產聯。

   8. 講話   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種族平等會議全國主管。

    9. 選拔     伊娃·耶西(Eva Jessye)合唱團

 10. 祈禱 烏利·米勒(Rabbi Uri Miller)拉比，美國猶太教會主席。

 11. 講話 惠特尼·M·楊 (Whitney M. Young Jr.)，國家城市聯盟總幹事。

 12. 講話 馬太·阿曼(Mathew Ahmann)，國家天主教為跨種族正義會議總幹事。

 13. 講話 羅伊·威爾金斯(Roy Wilkins)，國家有色人種進步協會執行秘書。

 14. 選拔 瑪哈莉雅·傑克遜(Mahalia Jackson)小姐

 15. 講話 約阿希姆·普林茨(Joachim Prinz)拉比，美國猶太人會議主席。

 16. 講話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牧師，南方基督教領導會議主席。

 17. 承諾          阿·菲利普·倫道夫(A Philip Randolph)

 18. 祝福 本傑明·E·美時(Benjamin E. Mays)博士，莫爾浩司學院院長。 

35 此節目的資訊最明顯支持了哪個結論？

(1) 反對種族融合的人在此節目中被允許相同
的時間。

(2) 華盛頓遊行獲不同團體的支持。
(3) 宗教自由是遊行的一個重要目的。
(4) 這次遊行是針對南部各州的立法委員。

36 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華盛頓遊行中受到
表揚，因為她

(1) 引起蒙哥馬利公車抵制運動
(2) 融合小石城中央高中
(3) 成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
(4) 在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伯勒(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組織午餐櫃台靜坐



U.S. Hist. & Gov’t.–Jan. ’08 [9] [接下頁]

請根據下列地圖及你的社會學知識，回答第37題及第38題。

1954 1964

0-1% 

1.5-6%

28-60%

37 從這幅地圖上，可以得出哪個有關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成功結束公立學校隔
離的結論？

(1) 在1964年，大多數南部各州沒有融合性學校。
(2) 州政府遲遲才融合公立學校的系統。
(3) 在阿肯色州(Arkansas)比在俄克拉何馬州(Oklahoma)有較高比率的非洲裔美國學生入讀融

合性公立學校。
(4) 在1964年之前，大多數的非洲裔美國學生入讀前南方邦聯各州的融合性學校。

38 地圖上的資訊顯示了南部州怎樣回應於＿＿

(1) 要求糾正對種族歧視的政策計劃
(2) 民權立法禁止在餐館的種族隔離
(3) 實行學校公車方案的州政府計劃
(4) 最高法院對「布朗與托皮卡教育委員會訴訟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的裁決

39 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辭去總統職位的
主要原因是什麼？

(1) 他被判幾個嚴重的罪行。
(2) 他面臨被眾議院彈劾。
(3) 最高法院宣告他的連任無效。
(4) 他在柬埔寨及寮國的行動被《五角大樓

報》(Pentagon Papers)曝露

40 在1990年代後期，金錢在政治上的角色越來越
受到公眾關注，這導致了

(1) 所有候選人領取相同數額的金錢
(2) 禁止所有私人性質的競選捐款
(3) 試圖改革競選資金
(4) 現任國會後選人競選的普遍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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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面的漫畫及你的社會學知識，回答
第41題。

Jef f Parker Florida Today, 2000

41 漫畫的主旨是，大部分總統候選人都試圖

(1) 贏取全國大多數的普選票
(2) 在所有的州平等地進行競選
(3) 在某些關鍵的州贏取選舉人票
(4) 取得首次投票者的支持

請根據下面的引述及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
第42題。

 ‥‥‥會有這樣的時間到來，我們選出一位
45歲或50歲的總統，然後在20年後，國家出現
該總統以前面臨過的同樣問題，人民希望讓這
名男子或女子回來，可是，他們卻沒有能力這
樣做。我倒是想看到此情形的改變。我對此沒
有極其強烈的感受‥‥‥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 Conversation with 
Form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John F. Kennedy Library and Foundation, 
May 28, 2003

42 在該陳述中，總統克林頓(Clinton)的評論有關
於

(1) 總統的初選
(2) 總統的兩任限制
(3) 兩黨的政治制度
(4) 選舉團制度

根據下面的漫畫及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
第43題。

 Walt Handelsman, Newsday, 2003

43 根據這位漫畫家，這些大學畢業生所面臨的問
題主要是由於

(1) 經濟成長緩慢
(2) 禁酒令
(3) 大蕭條
(4) 通貨膨脹率高

44 對於2001年世貿中心及五角大樓的攻擊，聯邦
政府的回應是

(1) 建立一個內閣級的國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

(2) 將大部分非法居留的外國人驅逐出境
(3) 減少國防開支
(4) 擴大美國公民的公民自由

45 美國社會的多元文化以＿＿＿為最大的特徵

(1) 人口中種族多樣性的存在
(2) 許多移民不能在選舉中投票
(3) 大多數移民拒絕接受美國國籍
(4) 非法移民流入加利福尼亞州



46 總統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內
戰期間的行動及總統法蘭克林·D·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的行動，均證明在戰爭期間總統有時會

(1)放棄控制軍隊
(2)沒有獲得足夠的民意支持以贏得連任
(3)給予州政府更大的獨立性
(4)限制個人自由

47“總統傑克遜(Jackson)簽署《武力法案》
 (Force Bill)，以反對南卡羅來納州”

 “ 國 會 宣 布 南 部 的 州 必 須 接 受 《 第 1 4 條
 修正案》”

 “總統艾森豪 (E isenhower )派遣聯邦部
 隊到阿肯色小石城”

 這些標題描述了哪項原則？

(1) 行政特權
(2) 人民主權
(3) 有限政府
(4) 聯邦至高性

48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拒絕徵兵
 入伍”

 “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迫使軍隊出兵，
  以保衛西貢”

 “總統約翰遜(Johnson)決定不尋求連任”

 這些標題所述的事件與哪場戰爭有關？

(1) 第二次世界大戰  (3) 越南戰爭
(2) 朝鮮戰爭  (4) 波斯灣戰爭

49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馬爾科姆·X(Malcolm X)及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均是著名於

(1) 協助結束奴隸制
(2) 為非洲裔美國人的權利而工作
(3) 組織地下鐵道
(4) 支持吉姆·克勞(Jim Crow)法律

50 哪個團體是1919年至1920年帕爾默空襲(Palmer 
Raids)及1950年代麥卡錫聽證會(McCarthy 
hearings)的主要對象？

(1) 本土主義者  (3) 共產黨人
(2) 工業家  (4) 非州裔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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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論文題的答案寫於分開的論文題答題本中。

 在你考慮第II部分的答案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a) 描述指“透過文字來闡述或說明某件事”
(b) 論述指“透過事實、推理及論證來作觀察評論；並描述其細節”

第II部分

主題論文題

答題說明：撰寫一篇條理分明的論文，包含引言、與下列任務相關的幾個段落、以及結論。

主題：變化 — 戰爭

美國在戰爭中的參與，為不同群體的美國人帶來了政治、社會及經濟上的變
化。這些變化在每次戰爭期間及之後，都對美國社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任務：

指出因美國參戰而受影響的兩個不同群體的美國人，並且對於每個群體
• 描述這個群體因戰爭而經歷的社會、政治或經濟變化
• 論述這種變化對美國社會的影響程度

你可以運用你在美國歷史中學過的任何適當的群體。你可能願意考慮的一些建議，
包括在內戰期間被奴役的人、在印第安戰爭中的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婦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裔美國人，以及在越戰
期間的美國大學生或被徵召入伍者。

你不必局限於這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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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及詳細資料來支持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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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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考慮第III部分的答案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論述指“透過事實、推理及論證來作觀察評論;並描述其細節”

第III部分

歷史文件題

本問題是基於隨附的文件。該問題是為了測驗你運用歷史文件的能力而設計的。在編寫本問題時，其
中有些文件是經過修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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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背景：

在整個1800年代及1900年代初期，改革者尋求解決在這時期的社會、政治及經
濟問題。改革者採用了多種方法來致力於這些問題。

任務： 運用文件資料及你的美國歷史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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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撰寫B部分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你將被要求

• 論述改革者在1800年代及1900年代初期，所致力於的社會、政治及/或經
濟問題。在你的論述中，請包括改革者為揭露這些問題所採用的方法。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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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部分
簡答題

答題說明： 分析以下文件，在所提供的空白處簡要地回答每份文件後的問題。

文件1

 . . . . . .我知道很多人反對我嚴厲的措詞，但我的嚴厲難道沒有原因嗎？我將如真相般
苛刻，如正義般不妥協。關於這個問題[廢除奴隸制]，我不願有所節制地思考、或發言、
或書寫。不！不！去告訴一個房子著火的人，叫他發出溫和的警告；告訴他去把他的妻子
從施暴者手中緩和地營救出來；去告訴一個母親，叫她慢慢地把身陷火海中的嬰兒救出
來； —但別要求我對如這樣的事上有節制。我是認真的—我不會含糊（猶豫）—我不會找
藉口—我絕不退縮—而我將被聽到。人們的漠不關心足以使每一個雕像從它的基座上跳起
來，也足以加快死者的復活. . . . . . 

資料來源：William Lloyd Garrison, The Liberator, January 1, 1831, Vol. 1, No. 1

 1 根據這篇報紙上的文章，威廉·勞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試圖達到的一個目標是什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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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

《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這部溫馨感人的作品，還是繼續有市場需
求，就算印刷廠和裝訂商再怎麼加班，也還是供不應求。我們從出版商處得知，第八萬
本[拷貝]將於明天出版，在短短的十一個星期內就出版了十六萬冊[拷貝總數]–這樣的
銷售成績，如果不是在整個世界中，至少在這個國家中，是前所未見的。英語版本銷售
迅速–在倫敦以2s.6d，即約美金六十分的低成本廉價印刷。我們應該永遠不會忘記，
H·B·斯托(Stowe)女士是位有才華的作家，她以奴隸為主題，靈感是來自於《逃犯奴隸
法》(Fugitive Slave Law)的通過。公正的神也是如此永遠推翻邪惡。

資料來源：The Liberator, June 11, 1852

 2 根據《解放者》(The Liberator)，大眾對哈里耶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所著《湯姆叔
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的出版有怎樣的反應？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文件3a

屬於壟
斷者，

由壟斷
者組成

，

以及為
了壟斷

者！

: Joseph J. Keppler, Puck, 1889 

 3a 約瑟夫·J·凱普勒(Joseph J. Keppler)在這幅漫畫中指出的一個政治問題是什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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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3b

民粹黨(Populist)綱領
(奧馬哈綱領)

1892年7月4日

. . . . . .我們周圍的情況最能證明我們合作的正當性;我們在一個國家道德、政治和物質瀕
臨毀滅邊緣的時候聚集。貪污腐敗不但控制選票箱、立法機關和國會，並甚至觸及到法官
的貂皮[長袍]。人民的道德低落;大多數的州被迫在投票所隔離選民，以便防止普遍的威
脅和賄賂。報紙大多是接受賄賂（被買斷）或被限制言論自由，民意沉默，商業垮臺[崩
潰]，房屋抵押貸款繁重，工人貧困，土地集中在資本家的手裏。都市的工人無權利為自
我保護而組織工會，外來的貧困勞工降低了他們的薪水，法律不認可的雇傭常備軍隊得以
建立用來擊倒他們，他們正在迅速地倒退到歐洲的情況。數百萬人辛勤勞動的成果，被大
膽地竊取來為少數一些人建立財富，這是史無前例的現象；而這些的擁有者，卻反而藐視
共和國並危及自由。不公正的政府孕育了兩個偉大的階層—流浪者(tramps)和百萬富翁. . 
. . . .

資料來源：National Economist, Washington, D.C., 1892

 3b 根據這個政黨綱領，導致民粹黨組成的兩個具體問題是什麼？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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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4a

: Jacob Riis, 1890

文件4b

. . . . . . 自從那條線[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平
均地分開紐約的人口以後，到現在已經超
過十年了。今天，紐約四分之三的人口居
住在廉價公寓，而且十九世紀向城市遷移
的人口，更是不斷帶來更多的人群，讓他
們感到擁擠。使上一代公共衛生學家絕望
的廉價租屋，已從一萬五千戶增加到了三
萬七千戶，並且有超過一百二十萬的人以
此為家。他看到的一種解決辦法—到郊區
的快速運輸—並沒有帶來緩解。我們現在
知道沒有解決辦法；這個“體制”是公眾
忽略和私人貪婪的邪惡結果並且已成定
局，是我們文明永遠的風暴中心。唯一的
辦法是在逆境中盡力而為. . . . . .

資料來源：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0

 

 4 根據這些文件，陳述在1800年代後期，美國城市面臨的兩個問題。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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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5a
在這幅弗蘭克·比德(Frank Beard)的漫畫，酒吧負責人受到法律的保護，免受希臘正義女神特彌斯
(Themis)的指控。

: Frank Beard, Fifty Great Cartoons,
The Ram’s Horn Press, 1899

 5a 根據弗蘭克·比德(Frank Beard)，人們支持節制飲酒運動(temperance movement)的一個原因是
什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件5b

. . . . . . 在美國及所有管轄範圍領土內製造、銷售或運輸烈酒，以及進口或出口作為飲料，
都是禁止的。

資料來源：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18th Amendment, Section 1, 1919

 5b 根據這份文件，陳述改革者試圖阻止烈酒在美國銷售的一個方法。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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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6

(Sinclair)

. . . . . .

  New York Times, May 27,1906

 (Theodore Roosevelt)

(Neil) ( Reynolds) 

(Upton Sinclair)

(The Jungle)

(Sinclair) 

(Beveridge) 

(Meat Inspection)

 6 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叢林》(The Jungle)及其他報告如何影響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s)的行動？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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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7

前言

 薪金—給一個人，對他的公務或專業服務，或對他的固定工作作為補償的周期性[定
期]津貼。–《方克·維格諾百科全書》(Funk & Wagnalls)

 留意這個字眼，“一個人”。這裡所指的人沒有男女區別。

 然而，紐約市支付900元予提供某類「專業服務」的「男」人，但只支付600元予提供
相同「專業服務」的「女」人。更奇怪的是，該市支付105元予一定經驗的「男」人，而
只支付40元予具有完全相同經驗的「女」人。這些只是在教師薪金表中「明顯不平等」
的範例. . . . . . 

資料來源：Grace C. Strachan,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B. F. Buck & Company, 1910

 7 姬思·C·斯特拉(Grace C. Strachan)所致力於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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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8

:  Library of Congress 

 8 根據這幅海報上的資訊，為什麼童工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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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引言、幾個段落和結論。引述取自至少五個文件中的證據來
支持你的回答。使用相關事實、事例和細節來支持你的論點。包括其他的外部資訊。

歷史背景：

在整個1800年代及1900年代初期，改革者尋求解決在這時期的社會、政治及經
濟問題。改革者採用了多種方法來致力於這些問題。

任務： 請運用文件中的資訊及你的美國歷史知識，撰寫一篇論文。在論文中，你必須

• 論述改革者在1800年代及1900年代初期，所致力於的社會、政治及/或經
濟問題。在你的論文中，請包括改革者為揭露這些問題所採用的方法。

指南：

在你的論文中，請務必：

• 闡述任務的各個方面
• 綜合至少五份文件的資訊
• 綜合相關的外部資訊
• 引用相關事實、例證及詳細資料來支持主題
• 做到邏輯清楚，條理分明；請包括一段不只是重複主題的引言和結論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REGENTS HIGH SCHOOL EXAMINATION

美國歷史和政府
僅限用於2008年1月24日(星期四)—上午9時15分至下午12時15分

答題紙

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  女

教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I部分的考題答案則應寫在本答題紙上。把第IIIA部分的答案寫在考題本上，
並把第II部分和把第IIIB部分的答案寫在另外的論文題答題本內。

No.
Right 

■  男

當你考試完畢之後，必須在以下聲明的下方簽名。

 本人在此考試結束之際特此聲明，本人在此次考試之前未非法獲得考題內容及答案,並且在考試中，既未向任何人提供幫助亦未從
任何人處得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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