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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殖民時期，南方發展出大種植園的主要原因
是什麼？

 英國法促進了南方奴隸制的發展。
 棉花只能在溼地生長。
 南部山脈造成孤立、自給自足農場之發展。
 南方的氣候提供較長時期的生長季節。

 2  在 1780 年代，國家政府基於聯邦條款在西北
領土建立其權威

 為新州的成形提供了一套系統
 解決與墨西哥之間的邊界爭議
 將國界延伸到落磯山脈
 拒絕土著印地安人對主權的主張

 3  共和黨人政府形式的一個基本原則是

 世襲統治者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擁有者
 必須由人民選舉的眾議員通過立法
 法律應直接由公民創立
 政府不為保護個人權利負責

 4  反聯邦主義者用於反對批准憲法的主要論點是
什麼？

 給予國會對出口徵稅的權力。
 行政部門缺乏維持秩序的權力。
 擬議的憲法中不含任何人權法案。
 只有國家政府可以鑄造貨幣。

 5  政府的司法部門用什麼方式能檢查政府的立法
部門

 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
 宣告法律是違憲的
 召開國會特別會期
 減少國會的預算

 6 「. . . 因為最終，「每位公民根據良知的指示
自由行使其宗教的平等權利」，與我們的所有
其他權利保持一致。如果我們重提 [回到] 它
的起源，它同樣也是大自然的恩賜；. . .」

— James Madison

這段陳述中所表達的信念得以放入法律是經由

 五月花公約的簽署
 聯邦條款的創立
 聯邦制政府的成立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補充

 7 「. . . 制定一切必要和適當的法律，以執行前
述權力和本憲法賦予美國政府或其任何部門或
官員的所有其他權力。」

— Article I, Section 8,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財政部長漢彌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使用
此條款來辯護

 建立美國的銀行
 創立聯邦郵政系統
 派遣部隊結束威士忌叛亂
 實施對英國的貿易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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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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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下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8 題和第 9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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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由於路易斯安納購買案，地圖中的哪兩個地區在 1803 年組成了美國？

 A 和 B  B 和 D
 A 和 D  E 和 G

 9  哪些是因美墨戰爭 (Mexican-American War) 而獲得的領土？

 A  F
 B  G

根據以下引述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0 題。

 「. . . 作為大西洋和西方各州之間聯盟的紐帶，
它可阻止美州帝國的瓦解。作為哈得遜河、密
西西比河、聖勞倫斯河、北部和西部五大湖區
以及它們的分支流域之間溝通的喉舌，它將創
造前所未見的最大規模內陸貿易。. . .」

— New York Governor DeWitt Clinton, April 26, 1824

 10  柯林頓州長所描述的是哪個運輸發展？

 國道   蒸汽船
 伊利運河 (Erie Canal)  鐵路

 11  使用不成文憲法的一個例子為

 總統內閣
 修正過程
 兩院立法
 選舉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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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圖表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2 題。

南方和北方的資源，1861

資源 北部地區 南部地區
數 

（大約值）
全國總數的 

百分比
數 

（大約值）
全國總數的 

百分比
農田 105,817,694 英畝 65% 56,832,154 英畝 35%

鐵軌 21,847 英里 71% 8,947 英里 29%

工業製品的價值 1,794,417,000 美元 92% 155,531,281 美元 8%

工廠 119,500 85% 20,631 15%

工業勞工 1,198,000 92% 110,721 8%

人口
22,340,000 

（包括 432,720  
被奴役人口）

63%
9,103,332 

（包括 3,521,043  
被奴役人口）

37%

資料來源：James West Davidson et al., The American Nation, Prentice Hall, 2000; 1860 Census, U.S. Census Bureau (經改編)

 12  圖表中的資訊支持哪一項歸納？

 南方比北方出口更多的工業製品。
 北方比南方更難裝備軍隊。
 北方比南方有更大的經濟實力。
 南方比北方更能夠運送軍隊。

根據下面的海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13 題。

致有色人士！
自由、

保護、薪資，以及軍事的徵召服役！

資料來源：National Archives

 13  哪個政府行為最直接促成了這張海報的發佈？

 發佈奴隸解放宣言
 通過《Kansas-Nebraska 法案》
 拒絕威爾莫特但書 (Wilmot Proviso)
 採納密蘇里妥協案

 14  在內戰開始時，林肯總統 (Abraham Lincoln) 
聲明內戰開打的主因是

 打破南方與英國的經濟關係
 維護聯邦以支持憲法
 執行 1850 年妥協案條款
 懲罰脫離聯邦的反對同盟州

 15  在 1862 年通過的《安家法案》(Homestead 
Act) 用什麼方式來鼓勵定居大平原

 提供農民免費土地
 為亞洲移民移除阻礙
 提供土地以建設橫貫大陸的鐵路
 在保留地安置土著印地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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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哪一個標題最好地完成了下面的部分大綱？

I.                                                      

A. 自由黑人事務局 (Freedmen’s Bureau)

B. 通過第十四次修正法案

C. 軍事佔領南方

 各州權利的發展
 天定命運論 (Manifest Destiny) 的結果
 內戰後重建的要素
 民權的限制

 17  在 1865 年和 1900 年之間，工業成長如何影
響美國社會？

 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減少。
 企業領袖要求較低的關稅。
 都市的人口增加。
 公司支持勞工工會的成長。

 18  1886 年，聯邦政府對最高法院對維伯西—聖
路易斯和太平洋鐵路公司 (Wabash, St. Louis & 
Pacific Railway Co.) 訴伊利諾斯 (Illinois) 案的
裁決的反應是

 通過《州際商業法》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削弱銀行對大企業的影響
 放棄政府要打破壟斷的嘗試
 鼓勵鐵路員工成立工會

 19  在 19 世紀末，公司成為商業組織的重要形式，
主要是因為它

 和員工有比較密切的關係
 可以籌集大量的投資資本
 做出更好品質的產品
 要求保留自然資源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20 題。

 . . . 修正案的目的無疑是要在法律面前強化兩
個種族的絕對平等，但就事情本質而言，它不
可能是基於顏色去取消差別，或是強迫社會的
（以區別於政治的）平等，根據任一方都不滿
意的條件來把兩個種族混合。法律允許並且甚
至要求在雙方可能發生接觸的地方將他們分
離，並不一定意味著一個種族低於另一個種
族，並且通常（若非普世）認為是在州立法機
構行使警察權力範圍內。這種情況最常見的例
子是關於為白人和有色 [非洲裔美國人] 兒童
建立互相隔離的學校，即使在有色種族的政治
權力實施最久最認真的州法庭，也認為這是立
法權的有效行使。. . .

—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1896

 20  在這個 1896 年的決定，最高法院確認哪個符
合憲法

 五分之三妥協
 吉姆克勞 (Jim Crow) 法
 糾正對種族、性別、年齡等歧視的政策 
計畫

 消除種族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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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1 題。

消息抵達波哥大

波哥大

新條約

資料來源：W. A. Rogers, New York Herald, December 1903

 21  這幅漫畫描繪美國使用外交政策以

 懲罰墨西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支持德國
 實施針對英國的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穩當控制巴拿馬運河區的土地
 宣佈門戶開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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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海報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2 題。

克利夫蘭 (CLEVELAND)
許多人，一種語言

來到公立學校
學習美國的語言。
為美國公民身份做準備。
提供男性和女性的免費課程。
提供在晚上和下午的課程。
就近向公立學校申請或是到
圖書館了解進一步的資訊。

教育委員會
東六和洛克威爾

和克利夫蘭美國化委員會合作。
（市長的戰爭諮詢委員會）

資料來源：J. H. Donahey, 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1917（經改編）

 22  這張 1917 年海報描繪這段期間為新移民的一
個重要教育目標是

 教育他們用自己的本土語言閱讀和書寫
 促進宗教包容
 確保其本土文化的保留
 促進以英語作為同化的方法

 23  美國直接涉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德國

 與俄羅斯的結盟談判
 威脅要把戰爭擴及到中東
 恢復無限制的潛艇戰
 獲得新的非洲殖民地

 24  進步主義是 20 世紀初期的運動，其促進

 將社會正義傳佈到其他國家的有限戰爭
 增加移民讓國家人口多元化
 殖民主義以增加美國在全世界的力量
 政府行動以糾正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
問題

 25  哪項政府行動與 1919 年的申克訴美國案 
(Schenck v. United States) 中確立的「明顯而即
刻的危險」主張直接相關？

 限制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反戰爭示
威者的權利 

 拒絕加入國際聯盟會員
 禁止西歐移民
 通過禁酒令修正案

 26  主辦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 (Washington Naval 
Disarmament Conference)（1921 年）和簽署 
Kellogg-Briand 條約（1928 年）是美國努力以

 形成新軍事的聯盟
 增加其軍事的準備
 避免未來的戰爭
 收取戰爭債務的付款

 27  20 世紀 20 年代的哈林復興以什麼最為人所知

 結束在公共場所實行的種族隔離措施
 促進非洲裔美國人的文化創意
 鼓勵通過新的投票權利立法
 支持立法以消滅三 K 黨

 28  哪個因素最佳解釋了 20 世紀 20 年代福特 T 型
汽車的可負擔性？

 流水裝配線所創造的效率
 個人工藝的專家知識
 勞工工會的強大支持
 低稅和政府津貼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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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在他的
總統任期中首先解決什麼問題？

 結束恐共
 勇敢面對歐洲的獨裁者
 為銀行體系帶來穩定
 批准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的獎金付款

 32  「國家的防衛不計任何代價，但是把我們的男
孩子留在家。」

這句在 1941 年的美國第一委員會口號宣傳

 全球主義
 保護性關稅
 孤立主義
 減少軍事支出

根據以下陳述內容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29 題和第 30 題。

. . . 現代生活不斷增長的複雜度，伴隨著一系列令人困惑和困難的問題，對
我們的個性和我們對理想的奉獻是一項挑戰。遇上挑戰時，美國的足智多謀
從未失敗過。成功的獲得並非仰賴政府來解決我們眼前的一切問題。這種方
式會導致意志的減弱 [削減] 和性格的破壞。克服這場蕭條和我們的其他困難
以贏得勝利，將是透由我們的人民決心在其社區中為自己而奮鬥來解決，通
過激發他們的獨創性來消除他們自己的問題，在生活的掙扎中以新的勇氣成
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 . 

— President Herbert Hoover, February 12, 1931

. . . 根據憲法賦予我的職責、我準備提出一些措施，而一個受災世界中的受
災國家也許需要這些措施。對於這些措施，以及國會根據本身的經驗和智慧
可能制訂的其他類似措施，我將在憲法賦予我的權限內，設法迅速地予以 
採納。. . .

—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March 4, 1933

 29  哪個觀念最受到胡佛 (Hoover) 總統的聲明所支持？

 絕對依賴自己的原則  赤字支出
 失業保險  雇員作為一體與資方就雇佣條件 
  的談判

 30  這些陳述說明了兩位總統之間在哪方面的意見分歧

 給予大企業津貼補助
 促進西半球的自由貿易政策
 調節供求
 擴張聯邦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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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33 題和第 34 題。

他的意思並不是指也許！

他們自
找的⋯

他們就要
承受後果！

    1
942 年產量  

48,000 飛機

56,000 戰車

670,000 機關槍

 21,000 反坦克槍

  10.25 億發小型彈藥

    1
.81 億發砲彈

資料來源：Jim Berryman,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January 1943 (經改編)

 33  這幅漫畫的主要思想是什麼？

 美國工廠將無法製造足夠數量的軍事用品。
 聯邦政府很有可能必須要掌握製造工廠的所有權。
 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希望其他國家能夠提供與美國 
相同數量的軍備。

 小羅斯福總統不計一切代價決意要提供美國軍事和其同盟以抵禦軸 
心國。

 34 漫畫中描述努力生產的一個主要成果就是

 大蕭條的高失業率大幅降低
 多數生產軍事用品的公司在戰後都倒閉
 批評者宣稱小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濫用他的締約權力
 軍隊很難徵集士兵入伍，因為這些人正在軍火工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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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報紙頭條新聞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35 題。

他在大聯盟首次上場

傑基 (Jackie) 贏得勝利

羅比 (Robbie) 的短打反敗為勝

警察遏止教堂山
（Chapel Hill）
的暴力事件

傑基 (Jackie) 
 現在是「 布魯
 克的寵兒」

道奇隊的大日子
羅賓森在歷史性的開
 場中被攝影師和球迷
  團團圍住

在 2 萬 6 千人的歡呼
下傑基 (Jackie) 從二
壘回到本壘輕鬆得勝

傑基·羅賓森 (Jackie Robinson) 展望未來

資料來源：Pittsburgh Courier, April 19, 1947 (經改編)

 35  我們從考察 1947 年關於傑基·羅賓森 (Jackie Robinson) 的這些頭條新聞
中，可以得出哪個結論？

 羅賓森進入棒球大聯盟是民權歷史上的重要事件。
 羅賓森繼續組織民權運動。
 運動球迷一致鼓勵消除種族隔離的公共住宿。
 羅賓森的大聯盟登場對美國的種族關係沒有產生影響。

 36 「. . . 從波羅的海的斯蒂廷到亞得里亞海的地
里雅斯特，鐵幕降臨整個歐洲大陸 。. . .」

— Winston Churchill, March 5, 1946

有了這個觀察，溫斯頓·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警告美國，歐洲受到什麼威脅

 其中東石油供應的禁運
 法西斯主義在英國的成長
 共產主義在東歐的擴張
 蘇聯的核子威脅

 37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和華沙公約 
(Warsaw Pact) 的例子都是

 金錢外交  共同防禦
 土地租賃  天定命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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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甘迺迪 
(John F. Kennedy) 和詹森 (Lyndon B. Johnson) 
三位總統都相信多米諾骨牌理論，這對他們的
決定造成的影響是

 拒絕集體安全政策
 支持恢復中立
 結束柏林空運補給系統
 增加美國在越南軍事的介入

 39  貧困戰爭是詹森 (Lyndon B. Johnson) 總統嘗 
試要

 運送醫療援助給非洲國家
 鞏固和平部隊
 減少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人數
 為許多美國人提高生活標準

根據下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0 題。

 . . . 你對於我們違反法律的意願表達出相當大
的焦慮。這當然是合理的關心。由於我們如此
殷勤地敦促人們服從最高法院在 1954 年關於
禁止公立學校（種族）隔離的決定，發現我們
有意地破壞法律，是相當奇怪和矛盾的。有人
可能會問：「你如何能主張打破某些法律的同
時還服從他人？」 對這問題的答案在於一個事
實，即法律有兩類：公正的和不公正的法律。
我會同意聖奧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的說
法：「不公正的法律不算是法律。」. . .

—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April 16, 1963

 40  哪個態度最能代表這段話的論證？

 不合作態度  黑人權力和力量
 武裝抵抗  圍堵

 41  尼克森總統 (Richard Nixon) 的緩和政策的 
一個主要目標是要

 倡議北韓的自由選舉
 談判結束以阿衝突
 結束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美國與蘇聯間的冷戰關係

 42  哪些指控導致了柯林頓總統 (Bill Clinton) 的 
彈劾？

 過度使用赦免權
 偽證和阻撓司法
 非法使用競選活動資金
 濫用戰爭權力和赤字開支

 43  社會安全保障 (Social Security)、醫療照顧計
劃 (Medicare)，和醫療補助計劃 (Medicaid) 有 
一個共通點就是它們都是

 為教育提供援助的方案
 社會福利方案的實例
 嘗試要平衡聯邦預算
 公共工作計畫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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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哪一個總統的行動最符合華盛頓總統 (George 
Washington) 在其告別演說中提出的想法？

 門羅總統 (James Monroe) 在 1823 年宣佈
門羅主義

 波爾克總統 (James Polk) 在 1846 年的墨西
哥政策

 麥金萊總統 (William McKinley) 在 1898 年
要求宣布對西班牙的戰爭

 老布希總統 (George H. W. Bush) 在 1990 
年決定參與波斯灣戰爭

 46  19 世紀 90 年代的民粹運動以及 20 世紀 50 年
代和 60 年代的民權運動是相似的，因為兩種
運動都是企圖

 限制行政部門的權力
 解決工業化引起的問題
 改善受壓迫團體的生活
 要求州政府推動種族平等

根據下面的漫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來回答第 44 題。

政府的三
個部門

資料來源：Jim Morin, Miami Herald, July 21, 2006

 44  這位漫畫家批評小布希 (George W. Bush) 總統和錢尼 (Richard B. Cheney) 
副總統的領導，因其

 支持森林的清除
 濫用總統的否決權
 削弱制約和平衡系統
 在伊拉克發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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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20 世紀 20 年代的「飛來波 (Flappers))」、 
20 世紀 50 年代的「避世族 (beatniks)」，以
及 20 世紀 60 年代的「嬉皮 (hippies)」的例子 
都是

 政治團體想要限制個人民權
 公民想要回到較簡單生活型態
 作家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目標
 個人不同意傳統社會價值

 49  大蕭條和稱為大衰落（2007 年 12 月至 2009 
年 6 月）的經濟危機類似，二者都導致了

 聯邦預算的盈餘
 聯邦對失業保險的支持減少
 限制聯邦儲備制度的權力
 聯邦政府擴張其在穩定經濟中的角色

根據以下漫畫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47 題。

「你讀過書的，是吧？」

傑佛遜

挪
威 瑞

典

法國

西
班

牙

義
大

利

蘇聯

  

州和地方

美國的

  「反顛覆分子」

  委員會

資料來源：Herblock, Washington Post (經改編)

 47 這部漫畫中闡述的手法和什麼最密切相關 

 20 世紀 30 年代支持中立政策的孤立主義者
 政府領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調查共產主義活動
 20 世紀 60 年代增加的聯邦教育支出
 國會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攻擊事件後促進增加安全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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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面的地圖和你的社會學知識來回答第 50 題。

印第安那州

俄亥俄州

密西根州

賓夕法尼亞州

紐約州

維吉尼亞州

北卡羅萊納州
田納西州

肯塔基州

西維吉尼亞州

伊利諾斯州

伊利諾斯州

阿肯色州 南卡羅萊納州

威斯康辛州

馬里蘭州

紐
澤
西
州

愛荷華州

1830
18401850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1930
1920

1940
1950

1960

1970

1820 1810
1790

1980
1990

2000

平均人口中心

0

0

200 公里

150 英里

圖例

1800

2010

美國的平均人口中心：1790–2010
德

拉
瓦

州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U.S. Census Bureau  
(經改編)

 50  地圖上顯示人口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東北各州的就業機會
 持續向西遷移
 制定移民配額
 從農場到城市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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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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領土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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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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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討這片領土的收購對美國產生的正面與/或負面影響

你可以從研讀的美國歷史中使用自 1776 年以來美國所獲得的任何領土。你可能想考
慮的一些建議包括俄亥俄河河谷（1783 年）、路易斯安那領土（1803 年）、佛羅里達
（1819 年）、德州（1845 年）、奧勒岡領土（1846 年）、加州（1848 年）、阿拉斯加
（1867 年）、夏威夷（1898 年）、波多黎各（1899 年）和菲律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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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題的答案應填寫在分開的論文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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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綜觀美國歷史，個人使用書面作品作為引發人關注美國社會所面臨問題的一種
方式。這些書面作品對美國和美國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些書面作品包括湯
瑪斯·潘恩 (Thomas Paine) 的 Common Sense (《常識》)、哈麗雅特·比徹·
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 Uncle Tom’s Cabin (《湯姆叔叔的小屋》)，
以及厄普頓·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 The Jungle (《叢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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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作品，並針對每個作品
• 說明作者提到的問題的歷史背景

• 討論這個書面作品如何影響美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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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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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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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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 年，賓夕法尼亞州的迪金森 (John Dickinson) 論證了一種新的殖民理論，這種理論限制議會對殖民地
的權力。

. . . 然後，事件在適當的時候將殖民理論 [有限的議會權力] 推到了最後階段。湯瑪斯·潘
恩的《常識》在 1776 年出現，撕裂了國王和議會的一切權威。這兩年左右的時間已經推
疊起重重危機。波士頓人讓茶葉沉沒；議會反駁了《不可忍受法案》 (Intolerable Acts)；第
一次大陸會議制定了一項殖民地間的經濟抵制計畫；列星頓綠地 (Lexington Green) 戰爭爆
發；而第二屆國會下的美國軍隊則關閉了 [圍繞] 蓋奇將軍 (General Gage) 及其在波士頓的
正規兵。在英國出生最近定居在費城的潘恩，其心中充滿了對自己祖國的怨恨，以激動人
心和激烈的言辭，表達出他的讀者的情緒和思想。「辯論期結束，」他總結說：「是分開
的時候了。」 儘管在半年即將過去之後國會才遵從，但潘恩的號召力是影響公眾的強大因
素，也影響代表們自己採納這重大的一步。除了《湯姆叔叔的小屋》之外，在美國沒有其
他的作品可能有過如此重要的影響。. . .

資料來源：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Houghton Mifflin, 1968

 1  根據史列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哪兩個事件激發湯瑪斯·潘恩 (Thomas Paine) 寫出 
《常識》？   [2]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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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 . . 潘恩在費城出版《常識》，他的 Forester 文集*首先出現在該城市的報紙上。他的朋友
也選擇了費城報紙，他的政治敵人也是如此。但是，由於涉及「大陸」的爭議，《常識》
在所有美國主要大、小城市都受到重印。當然，這場辯論傳開，吸引了大人物如亞當斯 
(John Adams)，也還吸引了小人物。幾個月之內《常識》印了超過 10 萬多本，而獨立與和
解之間的辯論主宰了報紙版面。

 《常識》中有一部分是關於潘恩個人的觀察，即如果殖民地宣佈獨立，英國在歐洲的老
敵人更可能為殖民地提供支持。沒有哪個歐洲強國想要干涉在英國和其聯合殖民地之間可
能解決的內部爭端，正如其過去的經驗一樣，他們反對外部敵人的介入。宣布獨立會讓歐
洲放心，特別是法國，它是國會中一些人仰賴其提供錢和武器的國家。. . .

資料來源：Robert Middlekauff, The Glorious Caus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經改編)

*潘恩的信件擴大了他在《常識》中的論點

 2  根據米德考夫 (Robert Middlekauff)，潘恩的《常識》 推動支持獨立的一個方式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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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 . .《常識》具有的提升和激動，傳達出美國人在走向獨立時感受到的非常不尋常的冒險意
識。這會帶來新的危險，但也會帶來新的機會，新的自由。他們知道他們站在一個偉大經
驗的起點，這不僅是為了自己，而且也許是為了整個世界。「美國的目標」，潘恩告訴他
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類的目標。」 而他們相信他。

 1776 年 5 月 15 日，獨立前維吉尼亞鄉鎮會議 (Virginia House of Burgesses) 投票指示國
會代表提出獨立建議，而同一天國會通過了由亞當斯 (John Adams) 贊助的一項決議，建議
各殖民地承擔自己轄區政府的完全權力。6 月 7 日，亨利李 (Richard Henry Lee) 根據他的
維吉尼亞州選民的指示，提出正式宣布獨立殖民地的決議。7 月 2 日這項決議受到採納，
而兩天後是全世界著名的宣言，由傑佛遜總統 (Thomas Jefferson) 草擬。. . .

資料來源：Edmund S. Morgan,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1763–89, Fourth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3  根據摩根 (Edmund S. Morgan)，潘恩的《常識》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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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

. . . 在 1850 年妥協案的條款中，在華盛頓特區終結了奴隸貿易，而不是奴隸制，並建立了
一個新的、更嚴格的追緝逃奴法隸法。自 1793 年以來，幫助逃亡一直是非法的，但 1850 
年的法律要求每個人、執法人員和普通公民都要協助捕捉逃亡者。凡是拒絕協助奴隸捕手
或協助逃亡者的人，可能受到的罰款高達 1,000 美元，且入獄服刑六個月。

 它同時也消除曾經給予逃犯的些許法律保護。1850 年以前，一些北方州要求奴隸捕手出
現在當選法官面前，並由陪審團審判，以裁決確定控訴的有效性。在 1850 年追緝逃奴法之
後，任何人都可能從街上被帶走，遭指控為奴隸逃犯，並被帶到聯邦委任的專員面前，他
們每釋放一名逃犯可獲得 5 美元，每派遣一名到南方則得 10 美元。解放黑人和反奴隸制團
體認為，該制度賄賂專員，把糟綁架者變成奴隸，並迫使公民參與奴隸制度。

 [哈麗雅特·比徹] 斯托憤怒至極。她相信這個國家正在要求她參與一個她認為是不公
正和不道德的體系。當時生活在緬因 [緬因州] 布朗史威克的卡爾文·斯托 (Calvin Stowe) 
在鮑登學院任教時，斯托夫人就因隱藏逃犯而違反法律。當她與自己家人分享那種無奈
和無力感時，她的嫂子伊莎貝拉·波特·斯托 (Isabella Porter Beecher) 建議她做更多： 
「. . . 如果我像妳一樣會書寫，哈蒂 (Hatty)，我會寫一些能夠讓整個國家都感受到奴隸制
是個多麼受詛咒的東西。」. . .

 這封信感動了斯托，於是她立誓「若 [她] 活著」她就會。. . . 

資料來源：Harriet Beecher Stowe Center, 2011

 4  根據這份文件，為什麼哈麗雅特·比徹·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關心新追緝逃奴法？   [1]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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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根據這些文件，南方蓄奴者關心《湯姆叔叔的小屋》出版的一個理由是什麼？   [1]

 Score  

文件 5a

這張海報是關於哈麗雅特·比徹·斯托 
《湯姆叔叔的小屋》的廣告。

已銷售 135,000 套，270,000 冊。

此處販售。

《湯姆叔叔的小屋》
百萬版，一冊裝，定價 37.5 美分。

德文版，一冊裝，定價 50 美分。

兩冊套裝，布面裝訂，6 版，定價 1.50 美元。

超級繪圖版，一冊裝，含 153 幅版畫，

定價從 2.50 美元到 5.00 美元。

世紀最偉大的書籍。

資料來源：The Authentic History Center

文件 5b

. . . 斯托經常被認為是對影響國家對奴隸制進
行不同思考的功勞人物。但是我們知道斯托對
林肯有什麼影響嗎？

 十年前，《湯姆叔叔的小屋》（1852 年）
是個出版和宣傳的現象。斯托用故事來說明奴
隸制對人類的影響，她的快筆燃起了世界。統
計數據維持破紀錄：第一週銷售 10,000 本；
英國版一年內有一百五十萬本。這本書非常成
功，它立即被改成了舞台劇，並成為一部象徵
性的戲劇。激進的共和黨人麻薩諸塞州參議員
查爾斯·薩姆納 (Charles Sumner) 說：「如果
沒有《湯姆叔叔的小屋》，那麼白宮就沒有林
肯了。」. . .

 但親奴隸制的批評者指責說，斯托全都是編
造故事，奴隸制是一個人道主義的體系。於是
斯托夫人寫了一本非小說反擊，《湯姆叔叔的
小屋線索》（1853 年），彙編了支持她虛構
故事的真實生活證據。. . .

資料來源：Katherine Kane,  
“Lincoln and The Key to Uncle Tom’s Cabin,”  

Connecticut Explored, Winter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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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6

. . . 我們不可能精確衡量出《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政治影響力。人們可以量化其銷售額，
但不能指出它所改變的投票情況或啟發的法律。然而很少有同時代人懷疑它的力量。「從
來沒有像這樣 [突襲式] 的文學政變，」朗費羅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說。在英格
蘭，十年後擔任總理的帕默斯頓勳爵 (Lord Palmerston) 將面臨在內戰中是否代表南方進行
干預的決定，他曾讀過《湯姆叔叔的小屋》三遍，並非對故事情有獨鍾，而是「因為它的
政治家風度。」正如林肯在 1862 年夏天為解決奴隸制問題所做的那樣，他從國會圖書館借
了《湯姆叔叔的小屋線索》，這是斯托的後續作品，當中含有她創作該小說的文件根據。
林肯在那年稍後會見作者時，據說他用以下話語向她致意：「所以你是寫了這本製造偉大
戰爭一書的小婦人。」

 《湯姆叔叔的小屋》在南方造成了動盪。儘管努力禁止它，這本書在查爾斯頓和其他
地方銷售速度如此之快，書商跟不上需求的腳步。南方對斯托夫人「虛假」和「扭曲」
的譴責之激烈程度，或許是作品有多麼觸及其痛處的最佳寫照。「之前從未有過這樣如
此令人可憎或可怕的女性，」《紐奧良新月》(New Orleans Crescent)。《南方文學信差》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的編輯指示他的書籍評論人：「我會讓書評如地獄之火般炙
熱，重擊燒毀能寫出這樣一本書的穿襯裙邪惡可憐鬼的名譽。」在兩年內，支持奴隸制的
作家們寫了至少十五部小說來回應《湯姆叔叔的小屋》，他們的論點是奴隸比北方的自由
勞工要好得多，其中一本書名為：《羅賓叔叔在維吉尼亞州的小屋以及在波士頓無屋的湯
姆》。十年後在內戰期間，一位在南卡羅萊納的日記作者，帶著自己對奴隸制的懷疑，反
省南方人對於《湯姆叔叔的小屋》的執迷，他們不斷用這書來作為衡量南方實際生活的基
準。. . .

資料來源：James M.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經改編)

 6  根據麥艾梅 (James M. McPherson)，《湯姆叔叔的小屋》出版所造成的兩個影響是什麼？   [2]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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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7

. . . 大企業的自由似乎是無限的。製藥公司銷售含有海洛因、嗎啡，和古柯鹼的專利藥
品，保證能醫治各種疾病，實際上卻一個也治不好。食品公司銷售具毒重金屬的兒童糖
果。廉價的人造奶油通常標示成奶油來銷售。以煤焦油製成的蘋果泥、葡萄糖、貓尾草
籽，和食用色素的粗製混合物當成草莓醬出售。在偉大的托拉斯時代，富人和窮人之間出
現了一座鴻溝。強盜貴族們模仿歐洲宮殿建造自己的家園，而數百萬美國工人則生活在都
市的貧民窟。

 這些不公義之事打動了厄普頓·辛克萊。在 1904 年秋天，他離開了紐澤西家園，到芝加
哥旅行，打算寫一本關於關於城市肉類包裝工業工人的困境。牛肉托拉斯用鐵拳控制著這
個工業。最近，工會成員發動罷工，正在追求每小時不到三美分的加薪。肉類包裝行業似
乎體現了美國社會的一切錯誤，主要是秘密運作，揮之不去的權力，威脅到工人和消費者
的健康。如同辛克萊後來在《叢林》中的論證，牛肉托拉斯是「盲目和無感 [麻木] 貪婪的
化身 [代表] . . . 大屠夫 . . . 活生生的資本主義精神」。. . . 

資料來源：Eric Schlosser, Foreword to Upton Sinclair’s The Jungle, Penguin Books, 2006

 7  根據西洛瑟 (Eric Schlosser)，厄普頓·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關心的兩個問題是什麼？   [2]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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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8a

. . . 厄普頓·辛克萊寫的《叢林》如同勞工博覽會。他希望這本書，海報廣告其為「工資奴
隸制的湯姆叔叔的小屋」，能讓此書所題獻的對象「美國的勞工」之生活有所改善。但是，
《叢林》的讀者對辛克萊關於恐怖的工作情景描述，並不比他們從書中了解他們的食物那樣
感到震驚。「我瞄準公眾的心靈，」他的名言，「卻意外地打擊了他們的脾胃。」. . .

 在《叢林》出版時，立刻引起公眾的反應。憤怒的讀者用信件淹沒了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老羅斯福總統感到矛盾，但他邀請辛克萊到白宮午餐，並承諾派他的
勞工專員和助理財政部長到芝加哥去調查。. . .

資料來源：Adam Cohen, “100 Years Later, the Food Industry Is Still ‘The Jungl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2007

文件 8b

. . . 到了 1906 年春，肉類檢查以及純粹食品和藥品獲得了許多支持者。這並不是一場在一邊
公眾和另一邊大企業二者之間簡單、黑白之爭。但是純粹食品和藥品的問題激發了廣大的美
國人視自己的身份為消費者，是遭受腐敗肉類或摻假藥物危害的人群。醫生、聯邦專家和
婦女團體都支持立法。州官員在一位 [先驅消費行動主義者] 哈維·威利 (Harvey Wiley) 殷
勤地 [堅持不懈地] 說服之下，同意聯邦監督是必要的。西方人對東方和中西部的「外國」
企業感到憤怒。因此，不少企業也有同感。帕斯特 (Pabst)、漢斯 (H. J. Heinz) 和其他製造
商將個人主義放在一邊，認識到聯邦監管的好處：華盛頓的監督可以為企業帶來秩序和穩
定；它可以保護大公司免於州監督；它可能會讓潛在競爭對手的業務過於昂貴。至少，法
規可以拯救這些公司免於他們在 1906 年的公共困境。老羅斯福總統的調查人員已經在很大程
度上證實了《叢林》的要點; 肉類包裝商無法抹黑辛克萊的敘述。在這種情況下，一批重要
的食品和藥品生產者接受了法規的必然性，並試圖制定立法以盡可能保護他們的利益。. . .

資料來源：Michael McGerr, A Fierce Discont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n America, 1870–19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根據這些文件，《叢林》出版造成的兩個影響是什麼？   [2]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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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9
當詹森總統簽署立法修正《肉類產品監督法案》時，厄普頓·辛克萊在場。

. . .「一個男人正在包裹豬肩肉。他掉了一塊到鋸末中，撿起來後，再用一塊骯髒的酸臭抹
布擦拭 . . . 在 95 度的天氣裡，在一條泥土路邊的開放碼頭上，有皮綻肉開的牛肉。肉上
有蒼蠅。骨頭和肉碎屑被蛆覆蓋。」

 此處文字並不是出於《叢林》。這並不是發生於辛克萊於 60 年前撰寫他的作品的時候。
它發生在 1967 年七月。這是由美國聯邦政府檢查員在造訪我們一處偉大的現代包裝工廠之
後寫下的文字。. . .

 這是一個 20 世紀的現代國家不可容忍的狀況，這個國家以享有國際聲譽的領導為榮。自 
1964 年以來，我一直在敦促並要求一個有力的肉類檢查法案。

 1967 年的《肉類衛生法案》(Wholesome Meat Act)——這是國會的良好運作所帶給我
的——我認為這將給予美國家庭主婦無價之物。法案將使她們確信，他們為丈夫和孩子們
擺放在餐桌上的肉類是純粹的；它是在衛生工廠中進行包裝和加工處理。. . .

 我們認為，《肉類衛生法案》在消費者保護上是個里程碑。它幫助每個美國人，向其保
證，家人所消費的肉類是在為了他們的健康安全著想下檢驗完成。. . .

 辛克萊先生，我們非常高興你今天在此，在東廂和許多傑出的國會議員以及對此一肉類
衛生立法有興趣的人士一起。

 這項法案真的為你、你自己從 60 年前開始的正義運動，加上冠冕。

 先生，我們向你致敬，我們感謝你。. . .

資料來源：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Remarks Upon Signing Bill Amending the Meat Inspection Act,  
December 15, 1967

 9  根據詹森總統，厄普頓·辛克萊的《叢林》帶來什麼持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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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美國歷史，個人使用書面作品作為引發人關注美國社會所面臨問題的一種
方式。這些書面作品對美國和美國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些書面作品包括湯
瑪斯·潘恩 (Thomas Paine) 的 Common Sense (《常識》)、哈麗雅特·比徹·
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Uncle Tom’s Cabin (《湯姆叔叔的小屋》)，
以及厄普頓·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 The Jungle (《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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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作品，並針對每個作品
• 說明作者提到的問題的歷史背景

• 討論這個書面作品如何影響美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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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