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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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英格蘭的地理特徵最直接影響了該地區哪方
面的發展

(1) 工業 (3) 大型種植園
(2) 糖廠 (4) 佃耕

 2 • 殖民者抗議《印花稅法案》(Stamp Act)。
 • 自由之子團體形成。
 • 茶葉箱被扔進波士頓港。
 • 議會通過《強制法案》(Coercive Acts)。

 這些事件導致

(1) 法聯印第安人對英之戰
(2) 革命戰爭
(3) 威士忌叛亂
(4) 1812 年戰爭

 3 哪一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了下面的部分大綱？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國家政府無法徵收直接稅

B. 沒有單一的國家貨幣

C. 缺乏經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

(1) 邦聯條款的缺點
(2) 大陸會議的優勢
(3) 美國憲法的條款
(4) 與歐洲各國政府條約的影響

 4 在針對美國憲法批准的辯論中，反聯邦主義者
認為應加入權利法案以

(1) 維護奴隸主的利益
(2) 列出公民的責任
(3) 保護個人自由
(4) 確保聯邦至上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5 題。

 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
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
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的 
權利。

—First amendment,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5 這項修正案對美國社會的一種影響是什麼？

(1) 國會不能強制確立國教。
(2) 宗教團體不能遊說國會。
(3) 媒體人士不能擔任公職。
(4) 最高法院不能在戰時限制言論自由。

  6 最高法院可以藉由什麼影響其他兩個聯邦政府
部門的行動

(1) 否決立法
(2) 赦免罪犯
(3) 進行司法審查
(4) 彈劾總統

  7 1790 年，美國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以

(1) 建立移民配額
(2) 確定每個州在國會的席位
(3) 確立任命聯邦法官的人數
(4) 證明公共教育經費的合理性



 8 以下哪個群體從美國佔有紐澳良港中獲益最
多？

(1) 俄亥俄河河谷的農民
(2) 西南部的美國土著印第安人
(3) 哈得遜河河谷的毛皮獵人
(4) 北加州的淘金者

 9 頒布《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1823 
年）的主要原因是為了

(1) 改善與亞洲的貿易關係
(2) 在拉丁美洲獲得新的殖民地
(3) 獲取土地以在美國中部建造運河
(4) 限制歐洲在西半球的影響

10 傑克遜總統 (Andrew Jackson) 對切諾基民族政
策的主要原因是

(1) 為美國土著印第安人提供更好的農田
(2) 執行美國最高法院在渥謝斯特訴喬治亞州案

(Worcester v. Georgia)（1832 年）中的判決
(3) 從美國土著印第安人手中為白人定居者獲

取土地
(4) 獲得美國土著印第安人的政治支持

11 哪句引語最能代表天定命運論的觀念？

(1) 「美國獲得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嚴格孤立主
義。」

(2) 「保護性關稅的通過可以鼓勵工業發展。」 
(3) 「移民是國家經濟成長的關鍵。」
(4) 「美國有義務向西傳播美國理想。」

12 . . .「我們主張不證自明的事實：男性和女性生
而平等;. . .」

—Seneca Falls Convention, 1848

 哪份文件對作者這句話的影響最大？

(1) 五月花公約 (Mayflower Compact)
(2) 奧伯尼聯邦計劃 (Albany Plan of Union)
(3) 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4) 聯邦條款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13 《安家法案》(Homestead Act)（1862 年）鼓
勵到西部定居，因為西部能

(1) 為以前被奴役的人提供四十英畝的土地和
一頭騾子

(2) 為將在此居住五年以上的人提供土地
(3) 為尋求黃金和白銀的採礦者提供採礦權
(4) 为修建橫貫鐵路的公司提供土地

14 北方在內戰中勝利的主要結果之一是什麼？

(1) 最高法院的權力受到限制。
(2) 奴隸主的損失得到補償。
(3) 企業對政府的影響減少。
(4) 國家政府至上的地位得到維護。

15 安德魯・卡內基 (Andrew Carnegie) 和約翰・戴 
維森・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的一個
相似之處是他們兩個都

(1) 曾任職於美國國會
(2) 尊重工人
(3) 為慈善事業大量捐款
(4) 藉由汽車行業發家致富

16 在十九世紀末，美國工廠使用童工遭到最多的
反對來自於

(1) 父母 (3) 工會
(2) 本土主義者 (4) 工廠老闆

17 在十九世紀末，對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和對新市
場的渴望促使美國採取什麼政策

(1) 帝國主義 (3) 集體安全
(2) 和平主義 (4) 孤立主義

U.S. Hist. & Gov’t. – Jan. ’17 Chinese Edition [3]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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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 .你走向我們並且告訴我們大城市支持金本 
位制；我們的答覆是大城市依賴我們廣闊肥沃
的大草原。即使燒掉你們的城市，離開我們的
農場，你們的城市將如同有魔力一樣再次崛
起；但摧毀我們的農場後，草將在國家每一個
城市的街道上遍地叢生。. . .」

—William Jennings Bryan, 1896

 19 世紀末，農民試圖透過什麼方法解決威廉・
詹寧斯・布萊安 (William Jennings Bryan) 提出
的這個問題

(1) 支持平民黨
(2) 要求提高關稅
(3) 為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
(4) 遊說國會削減所得稅

19 普來西訴弗格森案 (Plessy  v. Ferguson) (1896 年) 
的最高法院判決的一個結果是什麼？

(1) 全國的公立學校實行種族融合。
(2) 加強美國黑人的民權。
(3) 北部各州被迫在公共場所實行隔離措施。
(4) 確立「隔離但平等」的原則。

20 美西戰爭的一個主要結果是美國

(1) 與英國結盟
(2) 世界大國的地位得到承認
(3) 廢除門羅主義
(4) 縮減海軍規模

21 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法蘭克・
諾里斯 (Frank Norris) 和艾達・塔貝爾 (Ida 
Tarbell) 的共同目標是

(1) 鼓勵政府官員減少商業監管
(2) 宣傳產業巨頭的成就
(3) 建立對新政黨取代兩個主要政黨的需求
(4) 提高公眾對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認識

22 在進步時代，直接初選被採用以

(1) 為候選人籌集更多競選資金
(2) 增加選民對政治進程的權力
(3) 加強政治機器的作用
(4) 擴大聯邦政府的權力

23 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被稱為反
托斯拉者，因為他

(1) 主持修建巴拿馬運河
(2) 鼓勵保護自然資源
(3) 支持對商業壟斷進行法律訴訟
(4) 辭去共和黨職務

24 在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對歐洲參戰國的既定政策是
什麼？

(1) 中立 (3) 國際主義
(2) 遏制 (4) 金元外交

25 哪項關於 20 世紀 20 年代美國經濟的陳述是正
確的？

(1) 聯邦政府加強對商業的監管。
(2) 股票購買量穩步下降。
(3) 大量生產增加了消費品供應。
(4) 共和黨總統支持失業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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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26 題。

資料來源： Clifford Berryman, Washington Star, August 31, 1930

   要讓周圍
一切安靜下來
的可怕工作！

民主黨
全國委
員會

這裡有所
有熟悉的
老歌曲！

沒人
知道
我是
多麼
乾！

不會
再下雨
了！

過去
的
好時
光

一去
不復
返

關稅

胡佛總統

乾旱災害

經濟大蕭條

26 這幅漫畫描繪的情況是由什麼造成的

(1) 公開拒絕「新政」(New Deal)
(2) 20 世紀 20 年代末經濟低迷
(3) 民間資源保護隊失敗
(4) 反對《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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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認為，
宣佈銀行停業期並建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 將如何有助於國家的銀行系統？

(1) 限制外國投資
(2) 消除政府對銀行的監管
(3) 恢復公眾對銀行的信心
(4) 給予稅收減免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28 題。

 . . .我看到國家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條件差、衣
著破爛、營養不良。

 我對大家描繪這個情景並不是由於灰心喪氣。
我描繪這個情景是抱著希望的——因為當全國
看到並認識到這是不公正的，就會提出要把它
消除掉。我們下決心要使所有的美國公民都成
為國家注意和關心的對象；我們永遠也不會把
我們邊界內任何忠誠守法的群體看作是多餘
的。檢驗我們進步的標準，不是看我們是否錦
上添花，而是看我們是否給缺吃少穿者雪中送
炭。. . .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37

28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如何應對
此番講話中所述情況

(1) 減少工會的影響
(2) 支持幫助窮人和失業者的計劃
(3) 增進大企業的利益
(4) 採用滴入式經濟學理論

29 國會制定 1935 年和 1937 年的《中立法案》
(Neutrality Act) 是為了

(1) 幫助美國從經濟大蕭條中恢復
(2) 阻止納粹德國征服歐洲
(3) 援助參與西班牙內戰的美國人
(4) 防止美國被拖入另一次世界大戰

30 「昨天，1941 年 12 月 7 日，美利堅合眾國突
然受到日本帝國海空軍的蓄意襲擊，這是我們
將銘記恥辱的一個日子。. . .」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Address to Congress, 
December 8, 1941

 在這篇演說中，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是在向國會說明

(1) 大西洋商船的沉沒
(2) 法國的諾曼底入侵
(3) 珍珠港被炸事件
(4) 巴拿馬運河上的空襲 

31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聯邦政府被指控以什麼
方式侵犯憲法權利

(1) 簽署《雅爾達協定》(Yalta Agreement)
(2) 實施草案以擴大武裝部隊
(3) 日裔美國人被遷至拘留營
(4) 啟動機密的曼哈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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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哪項正義標準被應用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
紐倫堡審判的納粹領導人？

(1) 對平民的軍事攻擊是合法的。
(2) 個人可以對戰爭罪行負責。
(3) 如果軍官只是服從命令，則他們無需對罪

行負責。
(4) 只有國際聯盟可以確定國際法。

34 柏林空運的目的是什麼？

(1) 在蘇聯封鎖期間為西柏林供應必需品
(2) 幫助擊敗德國軍隊
(3) 為試圖逃離東柏林的人們提供幫助
(4) 迫使蘇聯結束其對德國東部的佔領

根據下面的海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2 題。

資料來源：N.C. Wyeth,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1942

資料來源：Weimer Pursell,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1943

購買戰爭債券

當您單獨駕車時，

您是在與希特勒共乘！

立刻加入汽車共享俱樂部！

32 這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海報鼓勵美國人

(1) 要求提高工資 (3) 購買新汽車
(2) 應募加入部隊 (4) 支持後方戰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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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 20 世紀 60 年代，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 
(SNCC) 的成員進行靜坐抗議的主要目的是

(1) 抗議昂貴的大學學費
(2) 鼓吹通過清潔空氣法
(3) 支持 18 歲公民投票的權利
(4) 挑戰實施種族隔離的公共設施

36 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的主要結果是什麼？

(1) 卡斯楚 (Fidel Castro) 下臺。
(2) 採取行動緩和冷戰緊張局勢。
(3) 聯合國部隊入侵古巴。
(4) 古巴與美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增加。

37 20 世紀 60 年代甘迺迪總統 (Kennedy) 創建和
平部隊是為了

(1) 以軍事力量與民主國家的革命者戰鬥
(2) 改善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狀況
(3) 藉由市區改造重建美國城市
(4) 推翻蘇聯在東歐的統治

38 哪項關於越南戰爭的陳述是一種意見？

(1) 詹森總統 (Lyndon B. Johnson) 升級戰爭是
個錯誤。

(2) 福特總統 (Gerald Ford) 執政期間美國部隊
撤出越南。

(3) 對戰爭的分歧導致美國公眾分裂。
(4) 越南戰爭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軍事衝突。

39 20 世紀 70 年代的第一和第二階段《戰略武器
限制條約》(SALT) 試圖以什麼方式改善美國和
蘇聯的冷戰關係

(1) 鼓勵太空探索
(2) 增加文化交流
(3) 降低貿易壁壘
(4) 限制核武器

40 卡特總統 (Jimmy Carter) 的主要成就是什麼？

(1) 統一東德和西德
(2) 在大衛營進行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協

定談判
(3) 結束美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
(4) 解救伊朗的美國人質

41 雷根總統 (Ronald Reagan) 支持供給經濟並通
過降低稅率以

(1) 鼓勵經濟成長
(2) 創造更多的公共工程工作機會
(3) 加強政府對商業的管理
(4) 減少國防開支

42 創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和關稅及貿
易總協定 (GATT) 主要是為了

(1) 支持環保
(2) 維護共同防禦
(3) 改善全球公共衛生 
(4) 促進經濟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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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3 題。

資料來源：Nick Anderson, 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 December 22, 2005

如果你們不聽

命於行政部門，

你們就是恐怖

分子…

司法部門

立法部門

43 這幅漫畫說明在危機時期採取的行動有時會導致對什麼機制運行的擔憂

(1) 聯邦制 (3) 制衡
(2) 有益忽略政策 (4) 兩院制立法機構

44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 ( John 
Marshall) 和厄爾・沃倫 (Earl Warren) 的判決
表明

(1) 最高法院可以極大地影響經濟和社會變革
(2) 首席法官最高法院的其他人沒有多大影響
(3) 最高法院的判決必須由總統批准
(4) 各州可以推翻最高法院的判決

45 「. . . 在一個不公正地監禁任何人的政府統治之 
下，正義之士的真正棲身之地也就是監獄。. . .」

—Henry David Thoreau

 哪位領導人的改革措施反映出梭羅 (Thoreau) 
這句話中體現的想法？

(1) 布克・華盛頓 (Booker T. Washington) 對職
業教育的支持

(2) 珍・亞當斯 (Jane Addams) 創辦赫爾館 
(3) 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 關於環境的書籍
(4) 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倡

導不合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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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圖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6 題。

1900 ’10 ’30 ’40 ’50 ’60 ’70 ’80 ’90 2000’20

來到美國的合法移民：
 1900–2005 年

年份

移
民

人
數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400,000

1,600,000

1,800,000

2,000,000

0

資料來源：U. 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經改編)

46 此圖中提供的資料最能支持哪項陳述？

(1) 1950 年以來每年的移民數量都在增加。
(2) 配額偏向來自南歐和東歐的移民。
(3) 世界大戰和經濟困難時期移民人數下降。
(4) 自 1920 年以來每年至少有 100 萬人移民到美國。

47 林肯總統 (Abraham Lincoln) 終止人身保護令 
（1861 年）、《反間諜法案》(Espionage Act)
（1917 年）以及《美國愛國者法案》 (USA 

Patriot Act)（2001 年）的一個相似之處是這些
行動都

(1) 執行國際條約
(2) 擴大政治合作
(3) 鼓勵發展經濟
(4) 限制戰時公民的自由

48 哈林復興受到來自什麼的影響

(1) 從農村南部遷移到北部城市的非洲裔美 
國人

(2) 通過禁止公共設施種族歧視的聯邦法律
(3)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軍隊的種族融合
(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採用平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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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圖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9 題和第 50 題。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年份

1950 1960

資料來源： U.S. Census Bureau (經改編)

1970 1980 1990 2000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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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120
百

萬

西部地區

東北地區

中西部地區

南部地區

美國各地區人口總數，1900–2000 年

49 美國的哪個地區在圖表中所顯示年份人口成長最多？

(1) 南部 (3) 東北部
(2) 中西部 (4) 西部 

50 圖表所示的人口變化對國家政治的一種作用是什麼？

(1) 減少中西部的參議員數量
(2) 增加南部和西部在國會的席位
(3) 提高東北部總統候選人當選的機會
(4) 加強民主黨對南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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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刻意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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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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精神生活──大眾媒體的影響

自國家成立初期開始，大眾媒體顯著影響了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以
及美國社會。這些媒體包括宣傳手冊、報紙、書籍、雜誌、海報、照片、廣
播、電影、電視等等。

任務：

選擇大眾媒體影響美國的兩個例子，並針對每一個例子
• 說明大眾媒體提到的問題的歷史背景

• 討論大眾媒體的使用對美國和/或美國社會的正面和/或負面影響

您可以使用大眾媒體影響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或者社會生活的任何例子。你不妨考
慮以下建議：

Common Sense—《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 
Uncle Tom’s Cabin—《哈麗雅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
不符合事實的報導 — 赫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和普立茲 (Joseph Pulitzer)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傑科・瑞斯》 (Jacob Riis)
The Jungle—《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
爐邊談話——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照片新聞——民權抗議
電視夜間新聞——越南戰爭
Washington Post—《華盛頓郵報》對尼克森政府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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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題的答案應填寫在分開的論文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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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刻意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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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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會給出提議以解決國家面臨的重要問題。國會議員並不總
是贊同這些提議。這些情況的結果影響了美國和美國社會。這些問題包括美墨
戰爭和波爾克總統  (James K. Polk)、重建和林肯總統  (Abraham Lincoln) 和
詹森總統  (Andrew Johnson) 以及最高法院判決和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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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個問題，並針對每一個問題
• 說明總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

• 說明  國會對總統立場的反對

• 討論這種情況的結果如何影響美國和/或美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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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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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分
簡答題

答題說明： 分析以下文件，在所提供的空白處上回答每份文件後的簡答題。

文件 1

. . . 多年來墨西哥對我國公民犯下的嚴重錯誤仍未得到解決[未糾正]，並且補救其公眾信
任的莊嚴條約也遭到忽視。一個政府若不能或不願執行這些條約，就是沒有履行其最基
本的職責。. . . 
 但是我們一直在盡力謀求[獲得]她的善意。獨立國家德州希望將其命運與我們的命運
相聯繫在一起，而墨西哥以此為藉口，認為我們割裂了其合法領土，並在官方宣言和聲
明中多次揚言要發動戰爭以征服德州。在此期間，我們曾竭盡全力試圖和解。然而，甚
至在近期德爾諾特[里奧格蘭德]前線的資訊傳來之前，我們的忍耐[耐心]已經耗盡了。但
現在，多次恫嚇後，墨西哥越過美國的邊界，入侵我們的領土，並在美國國土上灑下了
美國人的血液。該國已宣布敵對行動開始，兩個國家現在處於戰爭狀態。

 戰爭已經發生，而且儘管[雖然]我們盡力避免，但墨西哥的行為觸發了戰爭，我們受
到責任感和愛國心的召喚，決定維護[證明]國家的榮譽、權利和利益。. . .

資料來源： President James K. Polk,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Mexican Relations, May 11, 1846

 1 根據他對國會的國情諮文，波爾克總統 (James K. Polk) 支持與墨西哥開戰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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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 . . 國會關於戰爭的果斷和壓倒性的投票──眾議院 174 票對 14 票，參議院 40 票對  
2 票──具有欺騙性。受到美國人被殺害的刺激，所有地區所有政黨一開始熱烈地支持
衝突行動。流行的口號是「為蒙特祖瑪大廳而戰！」和「墨西哥或死亡！」但後來逐漸
發展出不願為「波爾克總統 (Jimmy Polk) 打仗」的嚴重抵觸情緒，特別是在反對派輝格
黨和反對奴隸制的人當中。一位自身為廢奴主義者的國會議員譴責衝突「邪惡、不義、
該死」。著名的輝格黨的演說家，俄亥俄州參議員[湯瑪斯]科溫 (Thomas Corwin)，在一
次令人難忘的演講 [1847 年 2 月 11 日]中宣稱，如果他是一個墨西哥人，他會對美國人
說：「你在自己的國家難道沒有地方埋葬死去的人嗎？ 如果你來到我的國家，我們將用
沾滿鮮血的雙手來迎接你；並歡迎你來到好客的墳墓。」

 戰爭開始幾個月以後，林肯 (Abraham Lincoln) 作為輝格黨人士進入國會，加入了反
對者行列。著名的「斑點決議」導致林肯被稱為「斑點林肯」，他也透過此決議要求知
道槍擊開始於美國土地上的哪個精確的「點」。當然，如果波爾克說「美國人的鮮血撒
在美國和墨西哥的爭端土地上」會更接近事實真相，實際上墨西哥比美國更有權擁有該
土地。. . .

資料來源： Thomas A.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rentice-Hall, 1974 (經改編)

 2 根據湯瑪斯・貝利 (Thomas A. Bailey) 所說，國會議員反對與墨西哥開戰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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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a

墨西哥割讓
1848 年

太平洋

墨西哥

德州和墨
西哥宣稱主權

奧勒岡領土

1848 年美國吞併的墨西哥領土

密蘇里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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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併的墨西哥領土，1848 年

終止墨西哥戰爭的條約規定
的邊界線，1848 年

爭議領土

1848 年
由墨西哥割讓

努克斯河

聖大非

瓜達盧佩-伊達戈爾條約(Treaty of Guadalupe-Hidalgo) 規定的 邊

界，

1848 年

肯塔基州

墨西哥宣稱
的德州邊界

資料來源：Historical Maps on File, Facts on File, 2002 (經改編)

文件 3b

. . . 但國會本身在奴隸制問題上就存在不同意見，而加州的情況威脅到這種平衡。國會
曾希望奴隸制擴展的問題由 1820 年的密蘇里妥協案徹底解決，該妥協案禁止西部大部
分地區實行奴隸制。但墨西哥的失敗─—以及突然獲得的數十萬平方英里的土地─—改
變了一切。. . .

資料來源：Geoffrey C. Ward et al., The Wes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

 3 根據這些文件，美墨戰爭對美國的兩個影響是什麼？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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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a

. . .林肯總統 (Abraham Lincoln) 認為總統應該領導締造和平，他傾向於提出相對溫和
的和平條件。他於 1863 年宣佈他願意赦免那些放下武器並宣誓未來效忠於美國的所
有叛軍（除了某些領導人之外）。他也提出了進行重建的「10% 計劃」。根據這項計
劃，脫離州 10% 的合格選民（截至 1860 年）在宣誓後，可以形成新的州政府並申
請重新加入聯邦。他們將必須接受國會和總統的反奴隸制措施，包括《奴隸解放宣言》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在戰爭結束之前，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田納西州已
經根據林肯的計劃開始了州建設進程。. . .

資料來源： Richard N. Current, ed., Reconstruction [1865–1877], Prentice-Hall, 1965

4a 根據這份文件，林肯總統 (Abraham Lincoln) 提出的關於重新接納南方加入聯邦的一個提議是什麼？   [1]

文件 4b

. . . 雖然詹森總統大聲疾呼反對同盟領導人，並呼籲他們受到個人懲罰，他認為他們所
代表的州事實上仍是在聯邦的一部分，因此仍應在國會保有代表席次。因此，他希望他
們直接恢復─—而非重新接納，因為他認為他們從未離開。他希望在每個州批准《第十
三修正案》廢除奴隸制後再進行恢復，但他並未傾向於堅持這種條件。他也沒有為獲釋
的人尋求任何保障。. . .

資料來源： Hans L. Trefousse, “Andrew Johnson,” in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The American Presidents,  
 edited by James M. McPherson, DK Publishing, 2001

4b 根據這份文件，詹森總統 (Andrew Johnson) 所持的關於南方回歸聯盟的一個立場是什麼？    [1]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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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5a

重建時代的精選事件

1864 年 • 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田納西州根據林肯的計劃建立忠於聯邦的政府
  • 國會通過《戴维斯法案》(Wade-Davis Bill)

1865 年 • 詹森總統試圖接納其餘的反對同盟州加入聯邦
  • 南方各州頒布限制黑人自由的法律 
  • 國會建立自由民局 
  • 國會復會（12 月）並拒絕承認南方代表；创建重建聯合委員會

1866 年 • 國會批准《第十四修正案》；南方大多數州拒絕此修正案

1867 年 •《軍事重建法》(Military Reconstruction Act)（以及兩項補充法案）概述了國會的 
 重建計劃 

  •《任期法》(Tenure of Office Act) 和《軍隊命令法》(Command of the Army Act)  
 限制總統權力

  • 南方各州根據國會計劃建立重建政府

1868 年 • 南方大多數州根據國會計劃重新加入聯邦

1870 年 • 最後幾個南方州重新加入聯邦

1877 年 • 國會重建結束

資料來源： Richard N. Current, et al., American History: A Survey, Alfred A. Knopf, 1987 (經改編)

文件 5b
國會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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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Robert A. Devine et al., America: Past and Present,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99 (經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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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根據此時間軸和地圖，指出國會處理重建的兩種方式。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件 6

長期折磨 400 萬非洲裔美國人的奴隸制於 1865 年結束。他們終於獲得了兩個世紀以來
極度渴望的自由。世界之門為他們敞開：他們可以自由探訪親人，進入學校讀書或競選
公職。然而，黑人很快意識到，奴隸制以外的鎖鏈仍然禁錮著他們。他們身無分文，買
不起農場；他們未受過培訓，無法獲得更好的工作。他們在 19 世紀 70 和 80 年代失去
了被解放時獲得的很多特權，包括投票權。布克・華盛頓 (Booker T. Washington) 的成長
期正是黑人經歷了自由喜悅和隔離羞辱的時期。他的早年生活證明，曾經的奴隸也能透
過辛勤工作獲得成功。在晚年生活中他看到他的人民受到越來越強烈的偏見時，他以自
己了解的最佳方式作出回應，提倡面對偏見和隔離時要自助。. . .

資料來源： J. William T. Youngs, “Beyond Emancipation,” American Realities: Historical Episodes, Longman, 2001

 6 根據 J.威廉・T.楊斯 (J. William T. Youngs) 說說，非洲裔美國人受奴隸制結束和重建影響的兩種方式是
什麼？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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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a

資料來源： Ray O. Evans, Columbus Dispatch, February 10, 1937 (經改編)

設法改變審判

聽著——我不喜歡你的「裁判」
——從現在起，你必須和與我
想法一致的人一起工作！

小羅斯福
總統

最高法院

更多新政法律

N.R.A.──「出局」

A.A.
A.─

─「出局」

新政法案被
宣判違憲

原始的農場抵押延期償付──「出局」

A.A.
A. 退

還稅金──「出局」

GUFFY 煤炭法案中的薪資和工作時

長規定──「出局」

「熱油」運輸規

定──「出局」

原始的鐵路退休金法

案──「出局」

7a 根據這幅政治漫畫，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為什麼對最高法院感到生氣？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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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b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提議鼓勵三個政府部門之間進行更多合作。

. . .上週四，我將美國政府形式描述為憲法向美國人民提供的三匹馬團隊，以幫助他們耕
地。三匹馬當然指政府的三個分支─—國會、行政部門和法院。其中兩匹馬現在一起耕
地；而第三匹卻不是。那些暗示[提出]美國總統試圖推動那個團隊的人忽視了簡單的事
實，即總統作為行政長官，本身就是三匹馬之一。. . .
 我的提議是什麼？很簡單：當任何聯邦法院的法官到七十歲時，並年滿七十歲，卻
沒有自願選擇退休領取養老金時，當時在任的總統應按照憲法的規定，在得到美國參議
院批准後，任命一位新成員。. . .

資料來源：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March 9, 1937

7b 根據這份文件，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關於最高法院的提議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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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

司法機構改革法案

. .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的[法院填塞]提議震驚了許多人，但憲法規定
國會有權確定最高法院的規模。總統認為由於民主黨佔多數，他們會支持他。然而情況
剛好相反，政黨內部分裂，許多民主黨人加入反對總統陣營。這種反對出於幾個原因。
也許最重要的是，羅斯福在未給出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將這個計劃「突然擺到」支持者面
前。另一個是原因是，雖然國會可能對法院感到非常憤怒，但它自身不能干涉三權分
立。縱觀其歷史，國會會對它認為是獨裁的行政措施做出強烈反應。. . .

資料來源： Leonard F. James,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Life,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64

 8 根據李奧納多・詹姆斯 (Leonard F. James) 所說，國會反對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法
院填塞計劃」提議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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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 . .針對法院填塞的嚴酷戰鬥的結果比預期要好。法案的未能通過意味著美國最高法院的
體制完整性得到維護─—其規模未因政治或意識形態目的而被操縱。另一方面，羅斯福
聲稱雖然他在戰役中失敗，但他贏得了這場戰爭。他有重要的理由：他延緩了《社會安
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 和其他法律的預期失效。更重要的是，那年春天法院的轉
換導致在歷史學家所稱的 [1937 年憲法革命]─—該立法使國家和州政府行使權力的範圍
大大擴大，並持續了幾十年。

 168 天的競賽也留下一些有益的[有利的]經驗教訓。它教導總統在改變最高法院之前
要三思。據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表示，羅斯福總統的計劃是[應該斷然拒絕的一項措施，因
為類似計劃再也不應提交給美國自由人民的自由代表。] 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
同時，它也教導法官，如果他們不合理地阻礙民主分支機構的運作，他們可能促成[帶
來]一場後果不可預料的危機。1936 年由於不同意 AAA 案件，法官斯通 (Stone) 提醒他
的弟兄們，[法院不是唯一有管理能力的政府機構。] 這些對於總統以及法院來說都是教
訓，在今天的意義與 1937 年一樣顯著[重大]。

資料來源： William E. Leuchtenburg, “When Franklin Roosevelt Clashed with the Supreme Court—and Lost,” 
Smithsonian Magazine, May 2005

 9 根據威廉・洛伊希藤堡 (William E. Leuchtenburg) 所說，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試圖填
塞最高法院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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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會給出提議以解決國家面臨的重要問題。國會議員並不總
是讚同這些提議。這些情況的結果影響了美國和美國社會。這些問題包括美墨
戰爭和波爾克總統  (James K. Polk)、重建和林肯總統  (Abraham Lincoln) 和
詹森總統  (Andrew Johnson) 以及最高法院判決和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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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歷史背景中提到的兩個問題，並針對每一個問題
• 說明總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

• 說明  國會對總統立場的反對

• 討論這種情況的結果如何影響美國和/或美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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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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