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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一種地理特徵對英屬北美殖民地的聚落形態
和經濟發展產生最重要的正面影響？

(1) 河流和港口
(2) 山脈和高原
(3) 森林和沙漠
(4) 草原和湖泊

2 伊利運河在中西部的聚落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
用，因為它連接大西洋和

(1) 墨西哥灣 (3) 密蘇里河
(2) 五大湖區 (4) 太平洋

3 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英國重商主義的根本目
的是

(1) 禁止原材料從殖民地的所有出口
(2) 鼓勵與美洲殖民地之間的經濟競爭
(3) 在殖民地內發展製造業
(4) 維持英國對殖民地的貿易順差

4 法聯印第安人對英之戰後，英國頒布《1763
年公告》(Proclamation of 1763) 主要是為了

(1) 促使殖民居住區超越阿帕拉契山脈以外
(2) 限制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間的

衝突
(3) 鼓勵殖民地經濟與法國之間建立聯繫
(4) 迫使法國移居者離開英國領土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5 題。

…沒有能力保護他們自身的小島正是王國設法
納入旗下的合適目標；但是試想一整個大陸要
被一個小島永久統治，卻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大自然從來沒有創造出一個比它的主星還大的
衛星，英國和美國就其各自的情況而言，違反
了自然的規律，因為很明顯地她們屬於不同的
體系：英國是歐洲的，美國是她自己的。…

—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5 本文中所提出的論點目的是要

(1) 督 促 殖 民 者 接 受 「 奧 伯 尼 聯 邦 計 劃 」
(Albany Plan of Union)

(2) 為美國憲法的批准找理由
(3) 說服美國殖民者宣佈獨立
(4) 說服法國在革命戰爭中幫助美國

6 《五分之三妥協》(Three-fifths Compromise)
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奴隸州獲得更多的國會代表席次。
(2) 確立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數。
(3) 確保總統任命很容易確認。
(4) 建立兩院制立法機關。

U.S. Hist. & Gov’t. – June ’16 Chinese Edi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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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7 題。

…沒有任何政治真相的內在[基本]價值一定會
大過反對的聲音所根據的真理或是加蓋上更開
明的自由捍衛者的權威印章。所有權力、立
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利聚集在無論是一雙、幾
雙還是很多雙相同的手裡，無論是世襲、自封
還是選舉的，都是名副其實的專制。…

—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Number 47

7 哪一項憲法原則是為了保護美國公民免受引文
中專制的統治？

(1) 正當法律程序
(2) 各州權利
(3) 人民主權
(4) 三權分立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8 題。

每個州都保有各自的主權、自由和獨立，以及
聯邦沒有明文授予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的、各州
在國會裡的所有權力、管轄權和司法權。

— Article II,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各州或人民有權保留憲法沒有授予美利堅合眾
國政府的權力、或憲法沒有禁止各州享有的權
力。

— 10th amendment,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8 這些條款的目的都是

(1) 確定州和中央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
(2) 建立允許修正案的流程
(3) 授予中央政府權力來控制各州
(4) 限制行政部門的權力

9 「傑克遜總統否決美國銀行重新特許法案」「托尼法院推翻密蘇里妥協」「參議院批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條約」
這些頭條標題最能闡明哪一個概念？

(1) 聯邦主義
(2) 直接民主
(3) 制衡
(4) 西向擴張

10 在正式批准《美國憲法》的辯論中，反聯邦主
義者主要的要求是什麼？

(1) 奴隸制的延續
(2) 人身保護令的權利
(3) 列入權利法案
(4) 減少國會的代表人數

11 哪一個頭條標題將被視為使用不成文憲法的一
個例子？

(1) 「尼克森總統否決戰爭權力法」
(2) 「國會批准雷根總統的減稅政策」
(3) 「國會投票彈劾克林頓總統」
(4) 「歐巴馬總統任命希拉蕊擔任內閣」

12 1793 年 《 中 立 宣 言 》 (Proclamation of
Neutrality)�1807 年《禁運法》(Embargo Act)
和 1823 年《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的
共同目標是什麼？

(1) 迫使英國授予加拿大獨立
(2) 避免與歐洲國家之間的衝突
(3) 提供戰時援助給歐洲國家
(4) 鼓勵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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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高法院對馬伯瑞訴麥迪森案 (Marbury v.
Madison)（1803 年）、麥卡洛克訴馬里蘭 �
(McCulloch v. Maryland)（1819 年）及 吉本斯
訴奥格登案 (Gibbons v. Ogden)（1824 年）判
決的類似之處在於每項判決都造成

(1) 新政黨的發展
(2) 新的奴隸州加入
(3) 加強聯邦政府的力量
(4) 法團的權利擴張

15 1820 年的《密蘇里妥協》和 1850 年的《妥協
案》(Compromise) 都是聯邦政府試圖

(1) 限制來自歐洲的移民
(2) 減少針對奴隸制的衝突
(3) 解決與墨西哥邊界爭端
(4) 控制移居者移民到新的西部領土

U.S. Hist. & Gov’t. – June ’16 Chinese Edition [4]

根據下面的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3 題。

資料來源：Kownslar and Frizzle, Discovering American Histor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經改編)

13 地圖所提供的資訊最能支持以下的結論

(1) 南方的運輸系統更有效率
(2) 大部分鐵路是由美國政府擁有和經營的
(3) 橫貫大陸鐵路銜接美國西部和南部
(4) 北方在內戰一開始就有交通優勢

1840 1860

1840
1860 



16 1862 年的《安家法案》對美國的擴張很重要，
因為它提供

(1) 用於建造農業學院的土地
(2) 協助南方的佃農
(3) 給西方殖民者的免費的土地
(4) 土地贈與以建設橫貫大陸鐵路

17 內戰之後，詹森總統 (Andrew Johnson) 和共和
黨激進派在國會中產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對什
麼有爭議

(1) 將南方各州恢復到聯邦的計劃
(2) 廢 除 《 奴 隸 解 放 宣 言 》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的提案
(3) 將陸軍和海軍削減為戰前的水準
(4) 國會支付同盟戰爭債務的努力

18 19 世紀末，哪一個理念最常用來作為消除商
業競爭的理由？

(1) 保育主義 (3) 社會達爾文主義
(2) 天定命運論 (4) 民粹主義

19 南方在 1890 年以後使用人頭稅、識字測驗和
祖父條款是為了

(1) 支持自由民局的目標
(2) 剝奪非洲裔美國人的選舉權
(3) 破壞最高法院「分離但平等」的裁決
(4) 實施內戰和重建期間所頒佈的修正案

20 北方證券公司訴美國案 (Northern Securities
Co. v. United States)（1904 年）的重要性在於
最高法院

(1) 採用《Sherman 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打破壟斷

(2) 裁定童工法違憲
(3) 維護婦女的投票權
(4) 建立紐約證交所的法規條例

根據下面的陳述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1 題。

…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的政策是為了尋求能為中
國帶來永久安全與和平的解決方案，維持中國
領土和行政實體，透過條約和國際法以保護友
好政權所有受保證的權利，為世界保衛與中華
帝國所有地區平等公平交易的原則。…

—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Hay, Circular Letter, July 3, 1900

21 這一段海約翰 (John Hay) 通函摘錄成為什麼的
一部分

(1) 「門戶開放」(Open Door) 政策
(2) 羅斯福 (Roosevelt) 推論「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3) 「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 政策
(4) Kellogg-Briand 條約

22 20 世紀初，進步論者透過什麼方法成功地加強
聯邦對貨幣供給的控制

(1) 通 過 《Clayton 反 托 拉 斯 法 》 (Clayton
Antitrust Act)

(2) 建立聯邦儲備系統
(3) 頒 佈 《 安 德 伍 德 關 稅 法 》 (Underwood

Tariff bill) 
(4) 建立金本位制

23 進步時代期間各州採取創制權、公民投票權和
召回的目的是什麼？

(1) 支持新政黨
(2) 增加選民對政治進程的權力
(3) 重建投票財產資格
(4) 提供投票權給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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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德國的哪一項行動促使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
戰？

(1) 攻擊英國航運
(2) 與奧匈帝國結盟
(3) 恢復無限制潛艇戰
(4) 入侵法國

26 美國最高法院在申克訴美國政府案 (Schenck v.
United States)（1919 年）中裁定，言論自由當
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可能受到限制，當言論

(1) 威脅到國家權力的原則
(2) 與國家經濟政策相衝突
(3) 干擾總統競選
(4) 對國家造成明確而現實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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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24 題。

如果勞資雙方無法同舟共濟

資料來源： John McCutcheon, Chicago Tribune, 1919 (經改編)

24 哪一項陳述最準確地描述這幅1919年漫畫的主要論點？

(1) 勞資雙方的經濟目標相同。
(2) 聯邦政府應該取得主要產業的所有權。
(3) 組織工人的工作效率比非工會工人高。
(4) 勞工和商業領導人之間的糾紛有害經濟。



根據下面的圖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8 題。

特定項目和股票消費支出（十億）的總價值，
1929–1933 年

資料來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28 圖表上的資訊最能支持哪一個結論？

(1) 商業廣告已成功地銷售更多產品。
(2) 勞動暴力在全國各地有所增加。
(3) 經濟狀況愈發嚴重。
(4) 股市已在 1933 年恢復。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29題。

…當今世界上的所有國家中，我們在很多方面
都特別的幸運。我們最近的鄰國都是好鄰居。
如果某些較偏遠[遙遠]的國家希望看到我們不
好，他們知道我們是強大的；他們知道我們可
以並將會保衛自己和我們的鄰國。

我們不尋求支配其他國家。我們不進行領土擴
張。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希望削減世界軍
備。…

—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Address at Chautauqua, NY, August 14, 1936

29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在這場
演講中支持哪一項政策？

(1) 外交關係的中立
(2) 軍費開支的增長
(3) 對外援助的增加
(4) 軍事同盟的形成

1929 1933

食 $19.5 $11.5

住 $11.5 $7.9

衣 $11.2 $5.4

行 $2.6 $0.8

醫療保健 $2.9 $1.9

慈善事業 $1.2 $0.8

在紐約證交所的
股票價值

$89.7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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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照片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7 題。

沙塵暴地帶，1936 年

資料來源：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7 這張照片中顯示的情況發生在哪一個區域？

(1) 俄亥俄河河谷 (3) 落磯山脈
(2) 大平原 (4) 東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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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30 題到第 32 題。

最高法院需要《口技法案》(Ventriloquist Act) 嗎？

資料來源：Waterbury Republican, February 14, 1937

30 這幅 1937 年的漫畫是批評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的哪一項
計劃

(1) 減少聯邦法院的數量
(2) 彈劾目前最高法院法官
(3) 給予州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權力
(4) 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數

31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提出漫畫中的計劃的一個原因是最
高法院

(1) 挑戰他競選第三個任期的權利
(2) 拒絕幾個重要的內閣成員的任命
(3) 否決保護少數民族權利的法律
(4) 宣佈部分關鍵「新政」(New Deal) 計劃違憲

32 許多國會議員反對漫畫中所示的計劃，因為它會

(1) 削減總統的權力
(2) 打亂制衡制度
(3) 破壞聯邦體制
(4) 實施代價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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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頒佈《1944 年軍人復原法案》（士兵福利法
案）促成了

(1) 在世界各地的同盟國內建立美軍基地
(2) 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回來的士兵提供教育和

房屋貸款福利
(3) 將現役軍人的規模維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的水準
(4) 將美國帶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衰

退

35 杜魯門總統 (Harry Truman) 向日本投放原子彈
的決定是相信這項行動能

(1) 藉由避免日本的入侵來保護美國人民
(2) 迫使德國和義大利放棄武力
(3) 幫助與中國建立軍事同盟
(4) 勸說蘇聯投降

根據下面的照片和海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3 題。

資料來源：“Women workers chipping paint,” 
Marinship Corp., National Archives, 1942

33 展示與這些類似景象的照片和海報被聯邦政府用來

(1) 支持同工同酬
(2) 阻止婦女和已成家的男性搶工作
(3) 招募婦女來補充戰時製造業的工作
(4) 鼓勵婦女接受作戰任務

資料來源：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3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36 題。

資料來源：Edwin Marcus, c. 1947, 
Library of Congress (經改編)

36 在這幅漫畫中，蘇聯是為了反應美國的哪一項
努力？

(1) 重建國際聯盟的承諾
(2) 與其他國家一起削減軍費開支的計劃
(3) 改善美蘇關係的努力
(4) 嘗試穩定西歐經濟

37 「希臘獲得美國援助抵抗共產黨」「美軍空運物資到柏林」「美軍部隊派去保衛南越」
這些頭條標題最能說明美國對什麼政策的承諾

(1) 緩和 (3) 遏制
(2) 孤立主義 (4) 帝國主義

38 • Alger Hiss 案例
• 盧森堡審判
• 麥卡錫聽證會

這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事件和什麼恐懼
最密切相關

(1) 來自蘇聯移民的增長
(2) 美國城市的勞資衝突
(3) 共產主義向古巴的擴張
(4) 美國國內共產主義的威脅

39 蘇聯於 1957 年發射的人造衛星 (Sputnik) 令美
國感到尷尬，因為它

(1) 允許蘇聯在土耳其部署導彈
(2) 揭露了蘇聯擁有核武器
(3) 表明美國在科技成就上不及蘇聯
(4) 證實了美國使用 U-2 偵察機

40 �《…所以，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祖
國能為你做些什麼—問一問你能為祖國做些什
麼。

全世界的公民們：不要問美國會為你做些
什麼，問一問我們一起能為人類自由做些什
麼。…》

—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1

甘迺迪總統 (Kennedy) 試圖透過支持建立哪一
個組織達到這篇演講中描述的目標

(1) 和平部隊
(2) 世界銀行
(3) 美洲國家組織 (OAS)
(4) 東南亞條約組織 (SE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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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海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1 題。

資料來源：Another Mother for Peace

41 這幅 1967 年的海報表達了

(1) 支持總統的外交政策
(2) 支持增加環保方案融資
(3) 反對老年人和窮人的醫療改革
(4) 反對美國參與越戰

42 哪一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了下面的部分大綱？

(1) 拉丁美洲婦女獲得男女同工同酬
(2) 民權運動取得勝利
(3) 美國土著印第安人重獲土地權
(4) 殘障人士獲得教育機會

43 在《紐約時報》訴美國政府案 (New York Times
v. United States)（1971 年）和美國政府訴尼克
森案 (United States v. Nixon)（1974 年）中，最
高法院對什麼設了限制

(1) 聯邦法官的權力
(2) 行使宗教自由
(3) 總統權力
(4) 國會宣戰的權利

44 哪一項陳述準確地描述 1993 年通過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 (NAFTA) 的影響？

(1) 北美洲的三個最大國家之間的關稅壁壘降
低了。

(2) 北美洲國家創造了新的統一貨幣。
(3) 北美洲國家之間的移民限制消除了。
(4) 美國停止從其他北美洲國家進口石油。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亞 特 蘭 大 之 心 旅 館 訴 美 國 政 府 案
(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1964 年)

B. 1965 年《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

C. 1968 年 《 公 平 住 屋 法 案 》 (Fair
Housing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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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5 題。

資料來源：Jeff stahler, Columbus Dispatch, March 7, 2009 (經改編)

45 這幅漫畫涉及的哪一種情況與 2008 年和 2009 年經濟衰退有關？

(1) 房屋被止贖沒收的危機
(2) 聯邦預算赤字的增長
(3) 醫療保健設施不足
(4) 社會安全保障的財務穩定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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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國會通過外僑法與懲治暴亂法 (Alien and
Sedition Acts)」「林肯暫停人身保護令」「羅斯福授權將日裔美國人拘禁在西海岸」

這些頭條標題最能支持哪一個結論？

(1) 移民對美國社會福利是一種危害。
(2) 對國家安全的感知威脅有時候會導致公民

自由受限。
(3) 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國內衝突的影響。
(4) 聯邦政府的權力被國家安全風險所削弱。

47 在 19 世紀 80 年代和 20 世紀 20 年代，低價
的美國農產品是什麼的結果

(1) 主食作物生產過剩
(2) 可用耕地短缺
(3) 更便宜的進口商品的競爭
(4) 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

48 20 世紀初的前進運動和 20 世紀 60 年代的女
權運動的一個相似之處是因為這兩種運動都導
致

(1) 對移民的限制
(2) 對工會活動的限制
(3) 改革立法的通過
(4) 回歸到放任的經濟政策

49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的「新
政」和詹森總統 (Lyndon B. Johnson) 的「大社
會」的一個相似之處是因為這兩個方案都

(1) 將非洲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視為主要目標
(2) 獲得廣泛支持和極少批評
(3) 幫助結束了重大經濟蕭條
(4) 嘗試改善窮人和老年人的生活



根據下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50 題。

50 1930 年至 1945 年間移民數量少與什麼最直接相關

(1) 通過《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2) 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3) 冷戰和民權運動
(4) 歐洲和亞洲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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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刻意空白。

翻到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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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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運動

任務：

你可以使用 1820 年至 1933 年期間的任何重要改革運動。你不妨考慮的某些建議包
括廢除奴隸制度運動、婦女選舉權運動、節制飲酒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勞工運動和
自然保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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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 年至 1933 年期間，個人和團體參與為美國社會帶來社會性、政治性及
經濟性變革的重大改革運動。這些改革運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請選擇 1820 年至 1933 年期間的兩項重大改革運動，並且針對每一項運動

• 描述導致改革運動的歷史背景

• 論述改革運動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其目標

論文題的答案應填寫在分開的論文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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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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美國歷史，戰爭的目的是保護國家安全和促進國家利益。這些戰爭在很多
方面影響了美國和美國社會。這些戰爭包括 1898 年美西戰爭、1950 年–1953
年朝鮮戰爭（韓戰）以及 1991 年波斯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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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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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場戰爭，並且針對每一場戰爭

• 描述導致美國參與戰爭的歷史背景

• 論述該場戰爭對美國和/或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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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1

給國會的戰爭諮文

資料來源：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 Message to Congress, April 11, 1898

1 麥肯利總統 (William McKinley) 請求國會宣戰的兩個理由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類干預的理由簡要概括如下：

首先。鑒於人道主義考量，為了結束現存的而且衝突各方無法或不願停戰或緩和[減輕]殘
暴、流血、饑荒及苦難。不能說這都是別的國家的事情，屬於別的國家，和我們無關。這
就是我們的責任，因為它就在我們的家門口。

第二。我們有責任保護和保障我們在古巴的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那裡沒有政府能夠
或願意承擔這樣的責任，因此要終止剝奪他們法律保護的條件。

第三。對美國人民商業貿易利益非常嚴重的損害和對財產過度[無限制的]破換以及對島嶼
的毀壞，證明我們有權進行干預。…

現在這個問題已經交給了國會。這是一個莊嚴的責任。我已經傾心竭力來減輕我們家門
口這種無法容忍的事務的狀況。我已準備執行憲法和法律賦予我的責任，我在等待你們的
行動。…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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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J. S. Pughe, Puck, September 5, 1900 ( )



文件 2b

資料來源：William Jennings Bryan, “Will It Pay?,” Bryan et al., Republic or Empire?: The Philippine Question, 
the independence Company, 1899

2 根據文件 2a 和 2b，美西戰爭可能對美國造成的兩個影響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件 3

資料來源：Richard H. 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 Culture, Diplomacy, and Expansion: 
A New View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根據理查・科林 (Richard Collin)，美西戰爭對美國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在強行兼併菲律賓中，我們國家既沒能增加自己的實力，也沒能為美國人民帶來更多的
機遇。

即使美國公法允許征服兼併的原則，征服一片離我們海岸很遙遠的領土、其上的居民
對我們的歷史或習俗毫無同感並憤恨我們企圖推翻他們的獨立宣言，將成為我們陸軍海軍
實力的負荷[重擔]，其程度是現在所不能估計的。

誰能以金錢和人力估計征服並統治遠在 6000 英里之外、散佈在 1200 多個熱帶島嶼上
800 萬人的代價？…

…美國從一個地區強國向一個世界強國的轉變始於 19 世紀 90 年代。當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上任時，轉變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已經邁出。藉由 1898 年向
西班牙發動戰爭和佔領菲律賓，美國加入最有野心的工業化世界強國的陣容。國會通過
1901 年《普拉特修正案》(the Platt Amendment) 向世界宣告繼續對歐洲殖民的野心保持獨
立的立場。羅斯福總統 (Roosevelt) 在位期間，他支持這兩個已經發生的擴張以及國會對其
的限制，並且預期美國不會再有擴展。他認為佔領巴拿馬是美國最直接策略利益的實現，
是對歐洲在中美洲勢力的否認，同時又確保了海軍能在兩大洋完全自由航行。…

Score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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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資料來源：President Harry Truman, Radio and Television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Situation in Korea, 
July 19, 1950

4 根據杜魯門總統 (Harry Truman)，美國應該關切朝鮮局勢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韓國是個幾千英里以外的小國家，但那裡發生的事對每個美國人都有關。

6 月 25 日星期日，共黨軍隊攻擊了大韓民國（南韓）。

毫無疑問，這次攻擊明確地表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甘願使用武力入侵方式征服獨立的國
家。這種侵略行為對所有自由國家的安全造成非常現實的危險。

攻擊韓國是悍然破壞和平，違反聯合國憲章之舉。共產黨領導人通過在韓國的行為展示出
他們對成立聯合國所依據的最根本道德原則的蔑視。這是對自由國家努力建設自由和平世
界的直接挑釁。…

此外，共產黨軍隊入侵韓國的事實警告我們，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也會有類似的侵略舉
動。自由國家必須比以前更加警惕起來，防範這類偷襲。…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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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

資料來源：David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Hyperion, 2007

5 根據大衛・哈伯斯坦 (David Halberstam)，朝鮮戰爭（韓戰）對美國的兩個影響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有這樣，戰爭的殘酷才不會真正滲透到美國的文化意識中。大約有 33,000 名美國人死
於朝鮮戰爭（韓戰）。105,000 人受傷。有 415,000 名南韓人喪生，429,000 人受傷。中國
和北韓對其傷亡人數都極為隱密，但是美國官員推測他們大約有 150 萬人死亡。朝鮮戰爭
（韓戰）瞬間將冷戰變為熱戰，使美國與共產主義世界已經存在的嚴重（上升）的緊張關
係再度升級，加深了美國和稱霸亞洲的共產黨部隊的分歧。在美國的誤判導致中國參戰之
後，雙方這種在兩極鬥爭[採取對立立場]中的緊張和分歧變得愈發嚴重。儘管國家的分裂
與戰爭開始時沒什麼區別，但當一切結束、武裝休戰開始時，雙方都聲稱獲勝。但是美國
不一樣：它對亞洲的策略願景已經改變，其國內的政治等式已經大有不同。…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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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a

資料來源： Tim Kan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6 (經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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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b

資料來源： President Bill Clinton, Remarks on the Observance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Korean War,
June 25, 2000

6 基於這些文件，朝鮮戰爭（韓戰）對美國的兩個影響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在這裡，還有一件事情必須解決。當槍聲停止時，有些人在問，我們的軍隊在韓
國終究為自由做了什麼。畢竟，戰爭起於 38 度線，又止於 38 度線。今天我來告訴你，透
過歷史的長鏡頭回望，美國在朝鮮問題上的立場對於我們冷戰最後的勝利很顯然是至
關重要的。由於我們在朝鮮問題上堅持立場，蘇聯因此得到了教訓，知道美國會為自由
而戰。…

今天 [2000 年]，有 37,000 名美軍戰士站在朝韓邊界守衛，正是由於我們繼續與我們的民
主同盟南韓同一陣線，就像 1953 年我們做的那樣，我們才能維護和平。因為如此，現在
朝鮮半島的未來出現了轉機。…

朝鮮也提醒了我們其他幾個教訓，那就是我們的人民和我們所擁有的豐富多樣性是我們最
大的力量，一支完全團結整合的軍隊是我們勝利最可靠的希望，我們的自由安全依賴於其
他國家的自由安全，我們永遠不可能脫離世界。…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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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

就在兩個小時以前，我們的盟軍空軍部隊開始對伊拉克和
科威特的軍事目標發動攻擊。在我講話的同時，攻擊正在繼
續。地面部隊沒有出動。

這場衝突始於 8 月 2 日，當時伊拉克獨裁者入侵了一個弱小
無助的鄰國。作為—阿拉伯聯盟和聯合國的一員—，科威特
深受重創；科威特人民傷痕累累。5 個月以前，海珊
(Saddam Hussein) 對科威特發動了這場殘酷的戰爭。今晚，
我們加入了戰鬥。…

我們的目標很明確：海珊的部隊將要撤離科威特。科威特
的合法政府將得以重建，恢復應有地位，科威特將會重獲自
由。伊拉克最終要遵守所有聯合國有關決議，恢復和平之
後，我們希望伊拉克將是世界大家庭中和平、合作的一員，
進而提升波斯灣地區的安全和穩定。…

老布希總統 
(George H. W. Bush)

資料來源：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Address to the Nation Announcing Allied Military Action in the Persian Gulf,
January 16, 1991 (經改編)

7 根據老布希總統 (George H. W. Bush)，美國在 1991 年 1 月開始對伊拉克進行空襲的一個原因是什
麼？ [1]

Score



U.S. Hist. & Gov’t. – June ’16 Chinese Edition [25] [接下頁]

文件 8a

資料來源：Women in Military Service for America Memorial Foundation

文件 8b

資料來源：Matthew Tull, Rates of PTSD in Veterans, about.com, July 22, 2009 (經改編)

8 根據這些文件，波斯灣戰爭對美國社會的兩個影響是什麼？ [2]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於女性軍人在沙漠風暴行動中的傑出表現，限制女性服兵役的最後一條法律在九十年
代中期被廢除。國會於 1992 年廢止了禁止女性軍人駕駛戰機執行戰鬥任務的限制。國會
於 1993 年解除了禁止女性於海外戰艦服役的限制。到了本 [21] 世紀之交，女性佔現役軍
人的將近 14%，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準。…

雖然女性在軍中機會平等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是 1999 年的女性軍人和 1901 年沒有選舉權
而為國家服務的軍隊護士之間卻有著驚人的差距。…

… 儘管波斯灣戰爭很短暫，但給人造成的創傷卻不比其他戰爭小。從 1991 年波斯灣戰爭
結束至今[2009 年]，據報退伍軍人出現了很多身體和心理健康上的問題。

對波斯灣戰爭退役軍人的心理健康研究發現，從戰爭產生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發病率大約是 9% 至 24%。發病率比沒被派遣去波斯灣
的退伍軍人還要高。…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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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資料來源：Thomas E. Ricks, Fiasco: T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 The Penguin Press, 2006 (經改編)

9 根據湯瑪斯・芮克斯 (Thomas E. Ricks)�1991 年波斯灣戰爭戰爭對美國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1991 年未被擊敗的海珊

… 2003 年美國入侵和佔領伊拉克不能分開來看。一連串的事件開始於十多年前，先是
1991 年[波斯]灣戰爭倉亂結束，又在之後數年美國試圖牽制海珊時繼續。陸軍預備役少校
邁克·愛森斯泰德 (Michael Eisenstadt)（他是一名情報人員，平日裡是中東安全問題專
家）說：「我認為如果你不能理解 1991 年戰爭的結束，尤其是其導致[伊拉克人]對美國人
的不信任，你就無法理解 OIF—美軍 2003 年入侵佔領伊拉克的代號——伊拉克自由行動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的縮寫。」

小布希總統[2003 年]決定入侵的種籽早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未結束的本質上就種下了，
美國軍隊在戰爭中將伊拉克趕出了科威特，但過早草率地結束了戰爭，沒有充分考慮老布
希總統和他的顧問們希望達到的最終結果。1991 年 2 月，老布希總統發表演講鼓勵伊拉克
人民「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迫使獨裁者海珊下臺。」美國空軍飛機向伊拉克部隊投放
宣傳單，敦促他們反叛。3 月 1日，巴士拉 (Basra) 的伊拉克陸軍部隊開始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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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美國歷史，戰爭的目的是保護國家安全和促進國家利益。這些戰爭在很多
方面影響了美國和美國社會。這些戰爭包括 1898 年美西戰爭、1950 年–1953
年朝鮮戰爭（韓戰）以及 1991 年波斯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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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場戰爭，並且針對每一場戰爭

• 描述導致美國參與戰爭的歷史背景

• 論述該場戰爭對美國和/或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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