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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土著印第安人農耕文化
的發展有利於確保

(1) 確保不受相鄰部落的侵犯
(2) 遊牧生活方式的建立
(3) 狩獵和採集的延續
(4) 更加穩定的食物供應

2 在殖民時期，南方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的勞動力
來自

(1) 工廠勞工 (3) 愛爾蘭移民
(2) 麥農 (4) 受奴役非洲人

3 1754–1763 年間，法聯印第安人對英之戰導致
十三個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因為英國

(1) 失去了對加拿大和佛羅里達的控制
(2) 開始對殖民地徵收新稅
(3) 解除了西班牙對殖民地的威脅
(4) 為殖民地移居者開拓了阿帕拉契山脈以西

的地區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 題。

…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
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
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
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
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
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
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
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 Thomas Jefferson

4 上述宣言的目的是

(1) 懇求支持奧伯尼聯邦計劃
(2) 為宣告獨立提供理由
(3) 批判《聯邦條款》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4) 宣導服從大不列顛（英國）的管轄

5 美國聯邦條款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和憲法
中包含哪個政府原則？

(1) 必須保證所有美國人的選舉權。
(2) 最高法院大法官應該由人民選舉產生。
(3) 治權應該在各級政府之間劃分。
(4) 各州有權退出聯邦。

6 在 1787 年的制憲會議上，《大妥協》和《五
分之三妥協》都涉及什麼問題

(1) 建立新的州
(2) 各州將由國家政府代表
(3) 如何控制武裝力量
(4) 如何進行總統選舉

7 許多反聯邦主義者反對憲法的批准，直到向他
們保證

(1) 個人自由得到更好的保護
(2) 增加總統發動戰爭的權力
(3) 嚴格控制州的支出
(4) 擴大警權

8 為美國憲法增加修正案的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1) 總統批准
(2) 最高法院複審
(3) 全民公投
(4) 國會兩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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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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華盛頓總統 (Washington)、亞當斯總統 (John
Adams) 和傑佛遜總統 (Thomas Jefferson) 外交
政策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想

(1) 在英法衝突中支持法國
(2) 獲得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新領土
(3) 在與歐洲的衝突中保持中立
(4) 與鄰國建立軍事聯盟

10 司法審查允許最高法院

(1) 確定聯邦法律的合憲性
(2) 通過總統內閣的任命
(3) 監督聯邦下級法院的財政
(4) 罷免民選官員

11 哪份文件主要是為了防止歐洲國家進一步對拉
丁美洲進行殖民而頒佈的？

(1)《傑伊條約》(Jay Treaty)（1795 年）
(2)《外僑和鎮壓暴力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1798 年）
(3)《禁運法案》(Embargo Act)（1807 年）
(4)《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1823 年）

12 海軍準將馬休・派瑞 (Matthew Perry) 在 1854
年出訪日本的一個主要原因是

(1) 防止日本統治太平洋地區
(2) 開放美國與日本的貿易關係
(3) 鼓勵自日本移民
(4) 在日本建立海軍基地

13 •《解放者報》(The Liberator) 的發行
•《Kansas-Nebraska 法案》(Kansas-Nebraska
Act)

• 德瑞德・斯科特 (Dred Scott) 的決議

上述事件都導致

(1) 南北戰爭的爆發
(2)《天定命運論》(Manifest Destiny) 政策的

形成
(3)《密蘇里妥協案》(Missouri Compromise)

的通過
(4) 德克薩斯州的兼併

根據以下引述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4
題和第 15 題。

… 各位心懷不滿的同胞們，內戰這一重大問
題，不掌握在我的手裡，而掌握於你們的手
裡。政府不會抨擊你們。如果你們不當挑釁
者，就不會面臨衝突。你們沒有對天發誓要毀
滅政府，而我卻要立下最莊重的誓言：「堅
守、維護和捍衛合眾國憲法」。…

—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61

14 林肯總統 (President Lincoln) 發表這次演講是
為了

(1) 敦促國會花錢買回奴隸的自由
(2) 說服南方人他不會威脅到他們的生活方式
(3) 就他對奴隸制度領土擴張的立場妥協
(4) 說服美國人民南北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15 當林肯總統(President Lincoln)發表這次演說的
時候，已經針對南北戰爭採取什麼步驟？

(1) 已經發佈《奴隸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2) 聯邦部隊已經佔領了一些南方州。
(3) 羅伯特・李 (Robert E. Lee) 將軍已經對夕

法尼亞州葛底斯堡發動攻擊。
(4) 一些南方州已經脫離了聯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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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16 題。

任何人，凡在美利堅合眾國出生或歸化並受其司法管轄者，均為合眾國及居住之州
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執行任何剝奪合眾國公民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各州不得
無視正當的法律程序而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亦不得拒絕給予任何在其管
轄下的人平等的法律保護。

— 14th amendment, Section 1,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16 1868 年通過這條修正案主要是為了

(1) 保護先前受奴役者的權利
(2) 使移民更容易成為公民
(3) 將選舉權擴大到大平原地區的移居者
(4) 要求聯邦政府支付重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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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海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7 題。

17 這張 1872 年的海報上所顯示的價格導致什麼
發生？

(1) 大平原上更多的土著印第安人被迫遷入保
留地。

(2) 政府開始限制人們可以購買的土地數量。
(3) 大平原各州成為新的製造業中心。
(4) 密蘇里州和內布拉斯加州成為新的領地。

18 19 世紀末，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放任資本主義與
什麼的利益最密切相關

(1) 農夫
(2) 煤礦工人
(3) 工會組織者
(4) 大企業業主

19 國會通過《洲際商業法》（ 1887 年）和
《Sherman 反托拉斯法》（1890 年），是為
了回應

(1) 外國勢力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2) 大眾對更好道路條件的要求
(3) 對小企業造成傷害的壟斷行為
(4) 聯邦銀行無法貸款給個人

20 19 世紀 90 年代，呼籲限制移民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為

(1) 本土主義對東南歐移民的排外反應
(2) 想要實現文化多元論
(3) 工業主義者的影響
(4) 通過憲法修正案

21 布克．華盛頓 (Booker T. Washington) 和杜波伊
斯 (W. E. B. Du Bois) 都同意非洲裔美國人應該

(1) 透過教育獲得機會
(2) 支持「回到非洲」運動
(3) 參與抵制以結束種族隔離
(4) 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獲得選舉權

   

資料來源: Library of Congress (經改編)

產品將支付土地和改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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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克里特之間的大藍河上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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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進步時代，揭露醜聞者(muckraker) 一詞被
用來描述

(1) 進行罷工的不滿工人
(2) 內戰後前往南方的北方人
(3) 揭露社會問題的調查記者
(4) 支持禁酒運動的婦女

25 門戶開放政策（1899–1900 年）的建立及對義
和團運動（1900 年）的反應表明美國想要

(1) 抑制俄羅斯的擴張
(2) 進入中國市場
(3) 在遠東建立工廠
(4) 限制前來美國的亞洲移民

依據以下頭條新聞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2 題和第 23 題。

資料來源：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 May 12, 1898 (經改編)

22 這些 1898 年的頭條新聞最能被理解為什麼的例子

(1) 政治廣告 (3) 民意測驗
(2) 不符合事實的報導 (4) 孤立政策

23 這些頭條新聞旨在贏得公眾對什麼的支持

(1) 努力保衛巴拿馬運河 (3) 結束帝國主義政策
(2) 古巴合併 (4) 對西班牙的戰爭

  

體育特刊

我們的海岸
出現

進港船隻
發現的神
秘戰船可能
是私掠船。

柴厄斯和威
明頓為巴格
利和他的手
下報仇。

傷患。

戰爭的第一名死難者。
海軍少尉
油商
消防員

消防員

海軍上尉

廚師

西班牙船隻！
紀念為捍衛

星條旗

而亡的將士！

棒球一份針對美國人民的美國報紙

1898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紐約 售價一分錢

紐約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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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哪項陳述最能概括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關於自然資源的看法？

(1) 最好由國家來做保護決定。
(2) 信賴公司可以明智地利用自然資源。
(3) 聯邦政府必須保護國家的土地不被過渡

開發。
(4) 自由市場應該制定國家自然資源的價值。

27 進步時代改革者試圖如何縮短貧富差距

(1) 建立聯邦儲備系統
(2) 給予選民投票和罷免等權利
(3) 實行累進所得稅
(4) 建立聯邦貿易委員會

28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住在南方的非洲裔
美國人搬到北方城市，主要是因為

(1) 工業需要更多工人
(2) 北方種族歧視已經消除
(3) 糾正對種族、性別、年齡的歧視的政策提

供較佳的培訓機會
(4) 在這些城市的生活費較低

29 20 世紀 20 年代，哪個事件最能反映美國社會
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矛盾？

(1) 通過配額法
(2) Scopes 審判
(3) Sacco-Vanzetti 案
(4) 紅色恐懼

30 20 世紀 20 年代的哈林復興運動如何擴大了非
洲裔美國人的影響力

(1) 融資在紐約市建立公寓
(2) 公民權利立法獲得通過
(3) 幫助選舉非洲裔美國人擔任高官職位
(4) 促進非洲美國人的藝術貢獻

31 造成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1) 20 世紀 20 年代的收入分配不均
(2) 20 世紀 20 年代採行高聯邦所得稅稅率
(3) 美國農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無法生產

足夠的糧食
(4)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防開支迅速增加

32 20 世紀 30 年代沙塵暴地帶 (Dust Bowl) 對哪
個地理區域影響最大？

(1) 大西洋濱海平原 (3) 大平原
(2) 俄亥俄河河谷 (4) 太平洋海岸

33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於 1937
年試圖增加最高法院法官人數，因為

(1) 一些法官抱怨他們的工作量太繁重，處理
不完

(2) 在最高法院沒有代表某些地區的席次
(3) 最高法院需要更多少數民族代表
(4) 最高法院宣佈幾條《新政》(New Deal) 方

案違憲

U.S. Hist. & Gov’t. – Jan. ’14 Chinese Edition [6]



35 《士兵福利法案》(GI Bill) 如何幫助第二次世
界大戰退伍軍人

(1) 保護他們不被徵招服役
(2) 保證他們擁有政府職務
(3) 給予他們多種經援來源
(4) 豁免他們的聯邦所得稅

36 《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1947 年）的
一個目標是

(1) 為大不列顛（英國）提供防禦性武器
(2) 重建西歐經濟
(3) 資助鐵幕建設
(4) 把納粹戰犯帶到紐倫堡受審

根據以下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4 題。

�
資料來源：Dr. Seuss, PM Magazine, April 7, 1942

3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聯邦政府如何處理這幅漫畫所示的問題

(1) 給美國司機定量配給汽油
(2) 軍隊不再使用坦克車
(3) 從荷屬印度群島增加石油進口
(4) 為汽車製造商設定更高的里程標準

  

你的車一整年所消耗的汽油 …

... 只能使輕
型坦克車行進
653 英里！

所以朋友，省省吧！
我的旅行比較重要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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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7
題和第 38 題。

37 這幅 1949 年的漫畫的主要思想是什麼？

(1) 自由是由忠誠的公民保護的。
(2) 外國恐怖分子正威脅著這個國家。
(3) 恐懼會威脅公民的自由。
(4) 民權抗議活動值得公眾警惕。

38 漫畫家在評論

(1) 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興起
(2) 日本偷襲珍珠港
(3) 南韓的共產主義入侵發動朝鮮戰爭（韓戰）
(4) 美國大眾對據稱共產主義活動的反應

根據下面的照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9 題。

資料來源：Juan Williams, Eyes on the Prize: 
America’s Civil Rights Years, 1954–1965, Viking Penguin

39 這張 1950 年的照片所示的情況是直接導因於

(1) 大遷徙
(2) 祖父條款的適用
(3) Jim Crow 法的通過
(4) 蒙哥馬利市巴士抵制運動

40 美 國 政 府 對 1957 年 蘇 聯 發 射 人 造 衛 星
(Sputnik) 的一個反應是

(1) 建立對古巴的海上封鎖
(2) 呼籲更多美國人購買戰爭債券
(3) 開始戰略武器限制談判 (SALT)
(4) 增加數學和科學教育方面的聯邦開支

41 • 馬普訴俄亥俄州 (Mapp v. Ohio)，1961 年
• 吉迪恩訴韋恩懷特 (Gideon v. Wainwright)，
1963 年

•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 (Miranda v. Arizona)，
1966 年

最高法院對這三個案件的判決的類似之處在於

(1) 擴大被告的權利
(2) 減少總統的權力
(3) 轉移更多權力給各州
(4) 限制競選捐獻

   

資料來源: Herblock, Washington Post, June 17, 1949

「失火了！」

  

白人 有色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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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2 題。

... 我們將堅持留在此地，因為亞洲及全世界的
很多國家，它們的獨立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對
於美國的承諾和保護的信任。屈服於越南的壓
力將削弱這種信任，破壞眾多土地的獨立性，
也將刺激侵略的野心。我們必須在一片土地上
戰鬥，然後再轉戰他處，否則我們會使亞洲的
許多國家陷入共產黨的統治。…

— 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12, 1966

42 這篇文章表述的是哪種觀點？

(1) 綏靖 (3) 多米諾骨牌理論
(2) 孤立主義 (4) 中立

根據以下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3
題和第 44 題。

43 這幅漫畫主要關注的是什麼問題？

(1) 老年人有限的政治權力
(2) 濫用童工
(3) 對社會安全保障所需減少
(4) 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削弱

44 與漫畫中說明的問題最密切相關的是

(1) 高等教育成本上升
(2) 嬰兒潮一代年齡增大
(3) 建築材料品質下降
(4) 能源價格降低

45 哪個事件與冷戰結束最密切相關？

(1) 尼克森總統 (Richard Nixon) 訪華
(2) 美國軍隊從越南撤出
(3) 拆除柏林牆
(4) 美國向阿富汗派軍

46 19 世紀 30 年代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任職期間以及 20 世紀初前進運動期間，推動
民主擴大的原因是

(1) 擴大土著印第安人的公民權利
(2) 為民選官員設立任期限制
(3) 減少民選官員的人數
(4) 增加公民參與政府

47 哪個頭條標題最能夠說明制衡制度的操作方
式？

(1) 「詹森總統 (Andrew Johnson) 被眾議院彈
劾」

(2) 「艾森豪總統 (Dwight Eisenhower)向小岩城
派軍」

(3) 「雷根總統 (Ronald Reagan) 與蘇聯就削減
軍備進行會談」

(4) 「布希總統 (George W. Bush) 的支持率由於
伊拉克戰爭而下跌」

48 1964 年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和
1990 年的《美國殘障法案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的一個相似之處是它們都

(1) 擴大對學生在學校言論自由的保護
(2) 增加符合資格的選民人數
(3) 有助於克服對某些團體的歧視
(4) 減緩公共建築的建設

  

資料來源：Scott Stantis, Reason, 1996 (經改編)

不管用什麼
方法，繼續
支持就好！社會安全福

利



根據以下圖表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第 49 題和第 50 題。

1876 年的總統選舉

2000 年的總統選舉

資料來源：National Archives

49 1876 年的總統選舉和 2000 年的總統選舉具有爭議是因為這兩次選舉中的獲勝者

(1) 是第三方候選人
(2) 贏得的直選票數比對手少
(3) 贏得的選舉人票數比對手少
(4) 贏得的州票數比對手少

50 這些圖表所示的選舉結果的批評者最常建議對憲法做出哪項修改？

(1) 要求重新投票
(2) 取消總統選舉團
(3) 讓落選的一方擔任副總統
(4) 禁止第三方候選人競選總統

共和黨候選人 民主黨候選人

拉瑟福德・海斯 (Rutherford B. Hayes) 塞繆爾・提爾登 (samuel tilden)

選舉人票數： 185 選舉人票數： 184

州票數： 20 州票數： 17

直選票數： 4,034,311 直選票數： 4,288,546

共和黨候選人 民主黨候選人

布希 (george W. Bush) 戈爾 (Al gore)

選舉人票數： 271 選舉人票數： 266

州票數： 30 州票數： 20 州和華盛頓特區

直選票數： 50,456,062 直選票數： 50,99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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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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領土收購

任務：

你可以使用美國自 1776 年以來收購的任何領土。你不妨考慮的某些建議包括俄亥俄
河谷（1783 年）、路易斯安那州領土（1803 年）、佛羅里達州（1819 年）、德克薩
斯州（1845 年）、俄勒岡州領土（1846 年）、加利福尼亞州（1848 年）、阿拉斯加
州（1867 年）、夏威夷州（1898 年）以及波多黎各（1899 年）。

你不必侷限於以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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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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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國家歷史，美國透過收購新領土進行擴張。這些收購對美國產生正負兩
面的影響。

選擇美國收購的兩片領土，並針對每一片領土

• 描述導致美國獲得領土的歷史背景

• 論述這片領土的收購對美國產生的正面和/或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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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的答案應填寫在分開的論文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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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回答第 III 部分的問題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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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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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和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都面臨
在世界大戰中領導美國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在美國參戰之前制定外交政策，
在戰爭期間保護國家安全的同時維護公民自由，以及規劃美國在戰後國際事務
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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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述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和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在哪方面的相似和/或不同之處

— 戰前政策

— 戰爭期間採取影響公民自由的措施，以及

— 美國戰後國際事務中的角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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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1a

資料來源：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Message to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August 19, 1914

1a 根據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所說，美國在回應歐洲 1914 年爆發的戰爭時應遵循什麼政策？ [1]

文件 1b

美國向戰爭國家出口，1914–1916 年

資料來源：Thomas A. Bailey et al., The American Pageant, 
Houghton Mifflin, 1998 (經改編)

1b 根據這張圖表，藉由比較 1914 至 1916 年間美國對德國與大不列顛（英國）的出口額，能得出哪項結
論？ [1]

… 因此，親愛的同胞們，我斗膽向你們提出嚴肅的警告，提防那些可能從黨派偏見和衝動
的偏袒中冒出的對中立立場最深刻、最狡猾和最基本的違反[破壞]。在這段期間，美國在
事實上和名義上都必須保持中立立場，這是對我們靈魂的試煉。我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
必須不偏不倚，我們不僅要抑制自己的情緒，也要控制住可能會被視為傾向於鬥爭中任何
一方的每一筆交易。…

Score

Score

國家 1914 1915 1916

大不列顛（英國） $594,271,863 $911,794,954 $1,526,685,102

法國 $159,818,924 $369,397,170 $628,851,988

義大利* $74,235,012 $184,819,688 $269,246,105

德國 $344,794,276 $28,863,354 $288,899

*義大利於 1915 年加入協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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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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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這篇文章論述德國潛水艇於 1915 年擊沉客輪的事件。德國在 1917 年 1 月重新展開無限制潛艇戰導

致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準備宣戰。

資料來源：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 Perils of Prosperity, 1914–193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2a 根據這份文件，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對德國潛水艇活動的一個回應是什麼？ [1]

b 根據威廉・洛伊希藤堡 (William E. Leuchtenburg) 所說，德國對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做出的一
個保證是什麼？ [1]

… 美國[對露西塔尼亞號的沉船事件]感到震驚。但是很少有美國人希望看到戰爭，而且，
在全國對此事件的態度一分為二的情況下，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決定避免與德國
關係的破裂。威爾遜說道：「有句話叫做，自尊者不屑動武。」他的言論引起老羅斯福總
統 (Theodore Roosevelt) 和好戰[支持戰爭]的民族主義者的反感。「有一句話叫做，正義之
邦不必以武力使人信服。」儘管如此，威爾遜還是發出三個嚴正的聲明。在 6 月間，德國
擔心與美國交戰，命令潛水艇指揮官放過包括敵方的所有大型客輪，但在 8 月間，一名 U
型潛水艇指揮官違背了指令，因而擊沉了英國白星郵輪阿拉伯號，導致兩名美國人喪生。
當威爾遜發表更強烈的抗議時，德國做出保證表示阿拉伯號事件不會重演，任何不做抵抗
的客輪都不會在沒有預警或不考慮船員和乘客的安全的情況下被擊沉。…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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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資料來源：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492–Present, HarperCollins, 2003

3 根據霍華德・茲恩 (Howard Zinn) 所說，《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 如何影響美國的公民自由？ [1]

Score

… 國會於 1917 年 6 月通過了並且威爾遜 (Wilson) 在《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 上簽字。
從名字就可以猜到這是一項抵制間諜行動的法案。然而，其中有一項條款規定「當美國處
於戰爭狀態時，對任何故意引起或試圖引起反抗、不忠、叛變、拒絕在軍隊或海軍服兵役、
或故意妨礙應徵入伍的人。…」最高可判處 20 年有期徒刑除非對政府的性質持有想法，
否則根本不清楚反間諜法將被如何使用。其中甚至有一項條款規定「本節中的任何內容都
不得被解釋為限制和約束 … 任何對此項法案或政府政策的討論、評論或批評。…」但其
含糊其辭卻隱藏了單一性的目的。反間諜法被用來拘禁那些用言語或文字反對戰爭的美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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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去和老大談談

資料來源：Chicago News, 1919

4 根據這位漫畫家，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向美國人民提出的問題是什麼？ [1]

USDBQ 114 #04doc

參議院
眾議院

國際聯盟

美國人民

要和老大談談

資料來源: Chicago News, 1919

Score



U.S. Hist. & Gov’t. – Jan. ’14 Chinese Edition [17] [接下頁]

文件 5

資料來源：Nathan Miller, FDR, An Intimate History, Doubleday & Company, 1983

5 根據南森・米勒 (Nathan Miller) 所說，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表示美國在 1936 年應該
採取哪兩種方法以應對世界各地對和平的各種威脅？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在其 1936 年 1 月國情諮文的演講中詳細而深刻
地評述全球各個火藥桶[熱點]對於和平的威脅。他說：「目前的形勢已經達到了臨界點，
美國人民必須認識到[認定]越來越多的敵意、明顯的侵略趨勢、不斷增加的武器裝備以及
漸漸失去的耐心，在這種情況下，有很多因素都可能引發一場全面戰爭的悲劇。」他敦促
延續「雙重中立」：禁運武器、軍需品和作戰物資，同時努力阻止交戰國購買如石油和廢
鐵等其他服務於其戰事的大量美國產品。而且他[一再]重申他認為美國應該充當人類自由
燈塔的信念，「並且透過實例和一切合法的鼓勵及協助來勸說其他國家回到和平友好的道
路上。」羅斯福在年中達拉斯的講話中，對面臨戰爭威脅的歐洲人民表示同情，但是依舊
重申他保持中立的承諾。他聲稱：「我們希望竭盡所能地幫助他們，但他們已經非常明
白...這種幫助僅侷限於道義援助，而且我們日後也不想在他們的麻煩中摻入一腳。」…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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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資料來源：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Radio Address “On National Security,” December 29, 1940

6 根據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所說，美國應該對大不列顛（英國）實行的一項政策是什
麼？ [1]

… 一旦大不列顛（英國）倒下，軸心國的實力將控制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和澳洲的大
陸與公海，並且他們所擁有的龐大的軍事和海洋資源將對這個半球產生危害。如果說無論
是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我們美洲的所有人都將在裝滿子彈的槍口下生存，也絲毫不誇
張。...

那些正在保護自己的歐洲人民並沒有要求我們去替他們打仗。他們請求我們提供作戰物
資、飛機、坦克車、槍枝、貨船，這些能夠讓他們為他們的自由和我們的安全而戰。我們
當然必須足夠快速地為他們提供數量充足的武器，這樣我們和我們的子孫才能從其他人被
迫忍受的戰爭痛苦中得救。…

我們必須成為民主的偉大兵工廠。對我們來說，這是和戰爭本身一樣的非常時刻。我們必
須像在戰場上一樣，以同樣的決心、同樣的緊迫感以及同樣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犧牲精神來
完成我們的任務。…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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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

資料來源：Wayne S. Cole,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he Dorsey Press, 1968

7 根據韋恩・柯爾 (Wayne S. Cole) 所說，美國政府在 1939 年到 1941 年間直接針對日本所採取的兩項行
動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 在 1939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赫爾 (Cordell Hull) 發出通知，美國將於 1940 年 1 月 26
日終止與日本的貿易條約。終止條約並不意味著停止對日貿易，但卻使日本無法確定美國
的未來走向。可以想像，如果日本的行為足以觸怒或傷害到美國人，在終止條約之後，美
國將可能採取激烈的貿易管制或貿易禁令。自 1940 年 7 月起，政府規定所有航空燃料和
高級廢鋼鐵的出口都要領取聯邦許可證並且受到聯邦管制。在 1940 年 9 月，在日本軍隊進
駐北印度支那之後，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宣佈禁止向日本出口廢鋼鐵。根
據官方說法，政府採取措施保障美國國防需求的重要材料的急需物資供應，但其實是加強
對日本的經濟箝制。同時，美國借給中國 2 千 5 百萬美元，並且在 11 月時又增加 1 億美
元。在 1940–1941 年間，美國在夏威夷珍珠港建立海軍艦隊基地，以遏制日本在西太平洋
的侵略行動。...



U.S. Hist. & Gov’t. – Jan. ’14 Chinese Edition [20]

文件 8

資料來源：National Parks Service; Time, May 18, 1942 (經改編)

8 根據地圖中的資料，聯邦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日裔美國人所採取的一項行動是什麼？ [1]

南美洲

美國

圖例

日本

中國

夏威夷群島

太平洋

軍隊管制區

禁區
集中營

耶柔米
羅韋爾

格瑞那達

希拉河
波斯頓

托帕斯
曼贊納

圖利湖
米尼多卡 心山

美國西海岸的日裔美國
人集中營，1942 – 1945 年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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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原本計劃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會議，該會議中將起草一項聯合

國憲章。就在會議開始前不久，羅斯福於 1945 年 4 月去世。

資料來源：Thomas A.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4

9 根據這篇文章，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企圖建立聯合國以避免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在嘗試建立國際聯盟時所面臨問題的一種方式是什麼？ [1]

Score

… 羅斯福在舊金山所面臨的任務比威爾遜在巴黎所面臨的任務更簡單。在加利福尼亞州舉
行的秘密會談[會議]並不是要考慮和平條款，而是將敦巴頓橡樹園起草的文件修訂成一個
世界組織的新憲章。與國際[國家]聯盟會議不同的是，敦巴頓橡樹園計劃早已提前發表，
因此批評者有充足的時間進行仔細的審查。與巴黎的保密性形成對比的是，包括國家婦女
選民聯盟在內的 42 個國家組織受邀派遣顧問參加舊金山會議。

最重要的是，新的聯合國憲章是完全獨立的。與國際盟約不同，它並沒有被懲罰性[懲治]
的和平條約所束縛[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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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和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都面臨
在世界大戰中領導美國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在美國參戰之前制定外交政策，
在戰爭期間保護國家安全的同時維護公民自由，以及規劃美國在戰後國際事務
中所扮演的角色。

任務：使用文件資料和你的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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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述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和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在哪方面的相似和/或不同之處

— 戰前政策

— 戰爭期間採取影響公民自由的措施，以及

— 美國在戰後國際事務中的角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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