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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40題，每題 2.5分 

1. 清代臺灣曾發生民亂，幾乎波及全臺，清廷派出欽差大臣處理，命閩浙、湖

廣及陝甘總督調動各省軍隊來臺增援，終於弭平民亂。這是： 

(A)朱一貴事件 (B)林爽文事件 (C)戴潮春事件 (D)牡丹社事件 

2. 課堂上播放的歷史劇裡，年少的皇帝氣憤地向宦官表示：舅舅把持國政，完

全不把我這個皇帝看在眼裡。你們想個辦法，讓我把權力拿回來。同學指出

這種現象一再出現在「某個時期」。「某個時期」是： 

(A)東漢中後期 (B)中晚唐時期 (C)明朝時期 (D)晚清時期 

3. 學者指出：某一時期，社會安定，經濟富庶，文人為政，文學呈現明顯的復

古思潮。畫作充滿了活潑的市井氣息，沒有上層貴族富豪的奢華，而是專注

在勞作奔忙的市井小民。這個時期是： 

(A)戰國時期 (B)隋唐時期 (C)兩宋時期 (D)明清時期 

4. 一本自傳提到：受聘於政府的翻譯官無意中在年輕武士面前提到外國事物，

引起武士不悅，拔刀追殺。所有與西洋事務有關的學者隨時必須注意安危，

以免遭武士殺害。這種情況最可能發生於： 

(A) 1860年的日本，許多人仍主張尊王攘夷 

(B) 1900年的北京，義和團拳民要扶清滅洋 

(C) 1920年的印度，甘地提倡民族獨立運動 

(D) 1966年的上海，紅衛兵推動文化大革命 

5. 某地的民族組成頗為複雜，除了原住民族外，陸續有人數眾多的印度人、阿

拉伯人、華人和西方人來到此地。「某地」最可能是： 

(A)馬達加斯加 (B)新加坡 (C)夏威夷 (D)澳大利亞 

6. 朝廷派遣大軍前往東北前線，僅戰鬥部隊就號稱百萬，還不包括運送後勤物

資的人員。為了準備這場戰事，後勤物資在開封附近搬運到船隻上，進入河

北的運河，再運抵東北前線。這場戰事是： 

(A)東漢末年，曹操派軍攻打袁紹 (B)隋煬帝時，派軍隊攻打高麗 

(C)元末大亂，朱元璋派軍隊北伐 (D)晚明女真叛變，朝廷派軍征討 

7. 有位學者在日記中記載：「至泮池書店，買清史稿一部，七十萬元。」2016

年，有人在網路上買同樣一套書，只要三千元。日記中的泮池書店最可能是

在： 

(A) 1910年北京 (B) 1933年香港 (C) 1947年南京 (D) 1955年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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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蔣中正面對當時的局勢，指出：「日本此次無故佔領我國土地，必自恃其強

大的陸海空軍，以為中國必非其敵，我若稍與抵抗，彼即可藉口開戰，必使

我割地賠款，方肯罷休。」蔣中正希望國際能主持公道，以保障國土與公理。

他這種說法主要是面對何種情況？ 

(A) 1894年的甲午戰爭 (B)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 

(C) 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 (D) 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 

9. 十四世紀，一項事務從近東地區傳到義大利半島，再抵達西歐，最遠到達英

格蘭等地，造成各地人口及社會極大衝擊。這種事務最可能是： 

(A)香料 (B)小麥 (C)基督教 (D)黑死病 

10. 歐洲某一時期的許多國君主張其統治權係受上帝天命，自己是上帝在人世間

的代理，管理世人；因其權力來自上帝，人民不可懷疑，更不能反抗。哪位

君主是這種想法的代表？ 

(A)法王路易十四（1638-1715） (B)英國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 

(C)俄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 (D)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 

11. 一位政治人物原本主張「君主立憲政體」，認為這種政體不僅可以保存中國，

更可以消滅滿、漢互相歧視。後來又支持「共和政體」，同意要博採大眾意

思，制定法律，以供大眾嚴守。但後來接受帝制主張，同意「非舍民主，改

用君主，不足以奠長久之治安。」這位政治人物是： 

(A)袁世凱 (B)李鴻章 (C)孫中山 (D)毛澤東 

12. 清朝統治時期，隨著臺灣的開發，行政區劃隨之發生變化。以下甲、乙、丙、

丁是當時曾經出現過的行政區劃，其出現的先後順序是： 

甲、淡水廳 乙、臺東直隸州 丙、諸羅縣 丁、鳳山縣 

(A)丙丁甲乙 (B)丁丙甲乙 (C)甲丁丙乙 (D)丙乙丁甲 

13. 臺灣總督府建造了一座大型的電力設施，提供即將展開之工業化的需要。這

是何時的事？ 

(A) 1910年代 (B) 1920年代 (C) 1930年代 (D) 1940年代 

14. 這個城巿經常出現外國人，有來自日本、朝鮮的學生和僧侶，也有來自中亞

的駱駝商隊，有時甚至可以見到來自阿拉伯的商人。這座城巿最可能是： 

(A)西漢首都長安 (B)唐朝首都長安 (C)南宋首都臨安 (D)清朝首都北京 

15. 一部法典強調人身自由、契約自由以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等原則，也保

障因宗教因素受迫害的猶太人。這部法典最可能是： 

(A)漢摩拉比法典 (B)大憲章 (C)權利法案 (D)拿破崙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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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位政治人物眼見該邦國經常面臨戰爭威脅，主張：在人民自私、社會分裂

之時，國君不須強求以道德服人，而要能通權達變；不依靠傭兵，建立屬於

該邦國的公民軍隊，才能統治邦國，抵禦外侮。這位政治人物是： 

(A)英王約翰 (B)北宋神宗 (C)馬基維利 (D)拿破崙 

17. 某一時期，一個人若要入仕，必須得到鄉里民眾的肯定和推舉。某人刻意表

現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行為，終於得到鄉里的好評價，推舉他代表地方到

朝廷接受任官訓練。某人最可能生長於何時？ 

(A)兩漢時期 (B)魏晉時期 (C)兩宋時期 (D)明清時期 

18. 某人經政府允許，合法吸食鴉片，得以向官府購買鴉片。鴉片銷售的收入，

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這是何時何地的情形？ 

(A) 1840年，廣州 (B) 1890年，東京 (C) 1910年，臺北 (D) 1950年，香港 

19. 某個機構獲得本國政府特許，不僅佔領外國土地，壟斷當地貿易，並擁有軍

隊。後來該國政府解除此一機構的行政特權，自己接手經營，獲利甚豐。該

國政府直到第二次大戰之後，由於當地人民起而反抗，才結束對當地的統治。

這個機構是： 

(A)羅馬兵團  (B)英國東印度公司 

(C)神聖同盟  (D)國際聯盟 

20. 學者指出：某一時期，政府辦理科舉考試時，只有貴族子弟可以參加正統科

舉，成為三品以上的官員。其他階層僅能報考雜科科舉或武科科舉，通過者

只能擔任四品以下官員，包括醫生、農官、獄官或低級軍官。這種科舉最可

能實行於： 

(A)十世紀的中國  (B)十五世紀的朝鮮 

(C)十七世紀的日本  (D)十九世紀的臺灣 

21. 某一時期，我國政府為因應世界經濟衰退，採取擴大投資國內重工業、機械

工業等建設，降低對國外原料、機械零件的依賴，有效擺脫不景氣的陰影，

促進臺灣經濟發展。造成此時期世界經濟衰退的原因是： 

(A)二次大戰結束，各國經濟普遍衰退 

(B)越戰期間，東南亞海運因戰爭中斷 

(C)中東發生戰事，國際石油價格飛漲 

(D)波斯灣戰爭，導致第二次石油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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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歐洲某城市曾為伊斯蘭王朝首都，九至十世紀時，是全世界最繁華的城市之

一，至今留下許多重要建築，吸引許多基督徒與猶太人前來，德意志、英格

蘭人都紛紛前往該城學習各種新知。這個城市最可能是： 

(A)法國的巴黎  (B)義大利的米蘭 

(C)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D)西班牙的哥多華 

23. 為因應社會變遷，清朝政府在漢人移住但土著民族仍多的新移墾之地，設立

與縣同級的「廳」。至漢人開發移住到達一定規模後，這些「廳」大多升格

為縣。這種「廳」最可能出現在以下何地？ 

(A)河北 (B)山東 (C)湖北 (D)貴州 

24. 來自亞洲及非洲等三十餘國代表召開一次國際會議，討論各國如何合作，共

同抵制美國與蘇聯的帝國主義及新殖民主義活動，爭取民族獨立、提昇民族

經濟以保障各國發展並促進和平。這個會議最可能是： 

(A) 1945年的波茨坦會議 

(B) 1951年的舊金山和會 

(C) 1955年的萬隆會議 

(D) 1961年的東南亞聯盟成立會議 

25. 十九世紀末，哪一樣事務快速發展，讓我們對歐洲古代知識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 

(A)考古學興起 (B)拉丁文普及 (C)大學漸增加 (D)地理學昌盛 

26. 某國疆域廣大，民族來源不一，社會組織也相當複雜。該國以伊斯蘭教為國

教，但並不強迫被征服的民族改奉伊斯蘭教，基督徒和猶太教徒仍能保有原

本信仰。不過各宗教派別之間常有衝突，埋下衰落遠因。這個國家是： 

(A)亞述帝國 (B)羅馬帝國 (C)俄羅斯帝國 (D)鄂圖曼帝國 

27. 某時期的臺灣，人口移動加速進行。許多平埔族在漢人移墾的壓力下，被迫

離開世代居住的地方，移往南投埔里、甚至後山的臺東。這個現象最可能發

生在何時？ 

(A)十七世紀 (B)十八世紀 (C)十九世紀 (D)二十世紀 

28. 歷史家修昔提底斯評論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敗的原因，歸咎於某位政

治人物的施政風格，指責他：「表面上推行的是民主制，實際上卻是一個人

指揮一切。」這位政治人物應是： 

(A)索倫 (B)克利斯蒂尼 (C)伯里克里斯 (D)亞歷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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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這個國家正與中國交戰，陸地上的戰鬥正熾；幾天後，該國幾艘軍艦出現在

基隆外海，引起守軍注意，並加強戒備，防範該國軍艦來襲。這個場景最可

能發生於： 

(A)英法聯軍時 (B)中法戰爭時 (C)乙未割臺後 (D)牡丹社事件時 

30. 某個時期的臺灣，政府為解決一田多主的土地現象，藉由土地調查後，只以

行政命令就剝奪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僅僅以公債和少量現金作為補償，引

起地主們不滿。這件事最可能是： 

(A)鄭成功實施屯田制 (B)劉銘傳行減四留六法 

(C)日本取消了大租權 (D) 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 

31. 某朝政府將首都從南方遷移到北方，以加強因應北亞民族的武力威脅，而與

這個民族的戰爭也持續進行著。後來，甚至發生皇帝御駕親征卻兵敗被俘的

事件。這個事件是： 

(A)隋煬帝親征高麗  (B)宋太宗親征契丹 

(C)明英宗親征蒙古  (D)清康熙親征準噶爾 

32. 玉米原產美洲，在中國廣泛種植，但各地名稱不同，據統計，約有100多種

不同稱呼，如番麥、閩玉稻黍和珍珠米。海外華人地區則稱為包粟，學者認

為這是因為這種作物較晚進入中國，因此不同地區會有不同名稱。這種作物

進入中國的時間最可能是： 

(A)漢代由張騫等人帶回 (B)唐代由印度僧人傳入 

(C)宋代由阿拉伯人帶來 (D)明代由西班牙人傳入 

33. 一位作家記載：「港灣內歐洲商船、軍艦雲集，岸邊商館相連，各國商人將

之建成家園，中國人卻居窮巷陋室。街上中國人會自覺地避開英國人、法國

人，讓其優先通過。」這種情況最可能是在： 

(A) 1860年的上海 (B) 1900年的淡水 (C) 1950年的天津 (D) 1970年的廣州 

34. 十九世紀中葉，臺灣開港通商，與世界巿場直接聯繫。當時臺灣本地的生產

創造了大量財富，其中，為了採收某項物資，卻擴大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

「某項物資」是： 

(A)甘蔗 (B)茶 (C)煤 (D)樟腦 

35. 某一時期的臺灣，農村裡增加許多自耕農，他們駕著牛車，載著剛收成的稻

米，到農會去換購化學肥料，作為下一季生產水稻之用。這種情況最可能發

生於何時？ 

(A) 1910年代 (B) 1930年代 (C) 1950年代 (D) 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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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美國海軍評論：中國軍艦上有英、德軍事顧問，中國的指揮官也曾留學英國，

經過嚴格訓練，都是出類拔萃的軍官，嫻熟歐洲國家的作戰方法。日本艦隊

中没有外國指揮官，卻把譽冠亞洲的中國軍隊擊敗。這場戰爭最可能是： 

(A) 1873年牡丹社事件 (B) 1894年甲午戰爭 

(C) 1931年九一八事變 (D) 1937年中日戰爭 

37. 某個政府發布命令，教導大家崇敬各種神明，卻使得某個主張一神論的宗教

信徒陷於危險和苦難中，無法公開參與宗教活動，甚至有人因為信仰丟了性

命。政府應當要心存寬容，希望以後的信徒可以自由表達想法，自由集會，

但仍需以尊敬法律和政府為前提。這個政府是： 

(A)四世紀的羅馬  (B)十三世紀的英國 

(C)十八世紀的法國  (D)二十世紀聯合國 

38. 藝術史家介紹某一宗教建築的特徵：「從這個教派角度看，教堂是個特別的

神聖場所，是專為上帝營建的殿堂。為了讚美上帝，人們為祂興建最華麗的

居所。這個神聖化的空間布置了眾多金色天使，漂亮的石膏花飾、畫像和聖

徒雕像。」這位藝術史家介紹的是哪一宗教的建築？ 

(A)羅馬公教 (B)路德教派 (C)喀爾文教派 (D)伊斯蘭教 

39. 學者指出：某一朝代，士人致力闡揚儒學，排斥佛教。同時，努力推廣農業

工具與技術，提高農民的生產。他們更推廣宗族組織，以保障族人生存；又

建立社倉，提供農民周轉之用。這個時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民亂，成為這個

朝代的顯著特徵。這個朝代是： 

(A)東漢 (B)唐朝 (C)宋朝 (D)明朝 

40. 哈布斯堡王室統治地區民族多元，某一時期，匈牙利人民要求建立責任政府，

維也納工人及學生紛紛響應。奧皇被迫頒布憲法，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匈牙

利議會也迅速通過法令，保障言論、出版及宗教自由。這種情況的背景是： 

(A) 1796年拿破崙發動戰爭 (B) 1848年革命風潮 

(C) 1918年奧匈帝國瓦解 (D) 1938年希特勒合併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