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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40題，每題 2.5分 

1. 某座廟宇大門對聯寫著「漢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儒稱聖釋稱佛

道稱天尊」。這座廟宇最可能是：  

(A)土地廟  (B)天后宮  (C)開漳聖王廟  (D)關聖帝君廟  

2. 某個佛教宗派較不強調戒律與經典，主張通過個人的開悟，見其

清淨之本性。此一宗派進一步與儒學傳統人文理念結合，成為後

來理學的源頭之一。這個佛教宗派是：  

(A)淨土宗  (B)禪宗  (C)天臺宗  (D)密宗  

3. 某種以杏仁及糖製成的食物原本源於波斯帝國宮廷，於中古時期

先傳到西班牙，然後到威尼斯，後來就連西歐海邊的呂貝克城也

出現。這種食物最可能經由誰傳播到歐洲？  

(A)阿拉伯人  (B)日耳曼人  (C)義大利人  (D)迦太基人  

4. 西方學者討論某一時期的社會發展時，認為當時全球最大的三座

城市分別為開封城、哥多華與君士坦丁堡。這一時期最可能是： 

(A)八世紀  (B)十一世紀  (C)十四世紀  (D)十七世紀  

5. 某座城市歷史悠久，文化發達，每年吸引上千萬遊客。但因位於

潟湖之內，地勢低窪，經常遭受海水侵襲，政府為保存城中的建

築古蹟與文物，計畫在潟湖外圍出海口處建造巨大水閘門，防止

海水威脅城市。這座城市最可能是：  

(A)孟買  (B)倫敦  (C)東京  (D)威尼斯  

6. 某一時期，政府下令清查天下戶口，以建立永久性的戶口與賦役

制度，全國各郡縣均需編纂賦役冊，根據田地徵賦，根據丁口徵

役，無論土田、丁口皆歸於戶。戶又分成民戶、軍戶與匠戶三種。

這最可能是何時的情況？  

(A)唐代  (B)宋代  (C)明代  (D)清代  

7. 有人旅行臺灣時，記載他所見的情況：「臺灣既入版圖，改偽承天

府為臺灣府，偽天興州為諸羅縣，分偽萬年州為臺灣、鳳山二縣；

縣各一令一尉，臺灣縣附郭首邑，增置一丞，更設臺廈道轄焉。」

從這段記載可知此人應當於何時抵達臺灣？  

(A)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不久  (B)清朝遣施琅收復臺灣前後  

(C)日本自清廷接收臺灣前後  (D)中華民國收復臺灣後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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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十八世紀初，英國及其他歐洲商人來到中國貿易時，專門購買某

種商品。一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還說：就是這種商品讓我們充滿

動力，要來中國貿易，其他買賣只是點綴而已。這位法國商人所

指的商品最可能是：  

(A)茶葉  (B)鴉片  (C)絲綢  (D)瓷器  

9. 某國政府認為：國家欲其文明進化，公理彰明，必須逐漸改良制

度，停罷科舉，讓國民通曉國語及法國文字，學課章程的漢字也

不偏廢。這是哪國政府的規定？  

(A)日本  (B)朝鮮  (C)琉球  (D)越南  

10. 某「帝國」由不同的邦國組成，既沒有固定的首都，也沒有明確

的政府組織，更因為幅員遼闊，無法定期召開會議。帝國組織看

似散漫，卻也能夠存在近千年，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解散。這個

帝國是：  

(A)拜占庭帝國   (B)俄羅斯帝國  

(C)神聖羅馬帝國  (D)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11. 北京大學一位教授遭到許多年輕學生興師問罪，連教授的親生兒

子也加入群眾，不僅當眾聲討父親罪行，更打父親巴掌。旁人見

教授嘴角流血，打算將他送醫，並責怪其子不孝。沒想到教授說：

「傷勢不要緊，兒子跟上政策，將來一定會有出息」。這場景最可

能出現於：  

(A)五四運動時  (B)抗日戰爭時  (C)文化大革命  (D)天安門事件  

12. 某一時期中，兩種不同意見互相爭執：有人主張節儉，反對一切

戰爭，希望藏富於民，因此反對官營商業，主張崇本（農業）抑

末（工商業）。他們也批評平準（貴賣賤買，平抑物價）及榷酤（專

賣）等作法都是與民爭利，驅使人民趨向「末業」，應當廢止。另

一派人士則主張平準、榷酤，以發展工商。這種爭論的內容最可

能出自下列何者？  

(A)漢代《鹽鐵論》  (B)宋代「青苗法」  

(C)明代「一條鞭法」  (D)清代「戊戌變法」  

13. 1913年，美國在臺北成立「臺灣領事館」，1916年改稱「駐臺北領

事館」，館址設於大正町二丁目（位於今長安東路）。美國後來將

該領事館關閉，其原因為何？  

(A)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日兩國斷交  

(B) 1945年，日本將臺灣歸還中國，無須設置領事館  

(C) 1949年，政府撤退來臺，美國無意維持與我邦交  

(D) 1979年，我國與美國斷交後，雙方沒有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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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學者評論某一事件時提到：這場戰役對清朝產生深遠的影響，使

得中央與地方實力此消彼長，滿漢勢力亦復如此，並開啟近代中

國軍隊私有化的趨勢。此一事件是：  

(A)三藩之亂  (B)鴉片戰爭  (C)太平天國  (D)甲午戰爭  

15. 某一時期，一家「公司」獲政府授權，獨家經營非洲南端好望角

至南美洲南端麥哲倫海峽貿易。該公司可以組織傭兵，發行貨幣，

殖民統治，甚至可以與其他國家訂立條約。不到七十年的時間，

該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的公司之一，擁有商船 150艘，戰艦 40艘，

員工兩萬人，傭兵一萬人。這個公司最可能由何者經營？  

(A)從事泉州貿易的阿拉伯人  (B)經營臺灣屯墾的荷蘭商人  

(C)管理越南殖民的法國商人  (D)以香港為根據的英國商人  

16. 某一時期，國際市場上稻米價格是小麥價格的三倍，政府因此發

展新的糧食政策。一方面從外國進口小麥，推廣麵食，並建立麵

粉工業；另一方面，將節省的稻米賣到國外，以爭取外匯。這個

時期最可能是：  

(A) 1920年代，日本在臺致力推廣蓬萊米種植  

(B) 1930年代，日本在臺實施準戰時經濟體制  

(C) 1960年代，臺灣接受美援，希望經濟發展  

(D) 1980年代，臺灣快速建設，希望累積外匯  

17. 一位政治領袖取得政權後，將軍團駐紮邊境，以防止外族入侵。

為便於統治，他建立帝國交通網，以利行軍及貿易。他又改革財

政與稅收制度，創造 40年的和平與繁榮。這位政治領袖是：  

(A)西元前四世紀的馬其頓王國的亞歷山大  

(B)西元前一世紀，號稱奧古斯都的屋大維  

(C)西元十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查理五世  

(D)西元十七世紀時的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  

18. 明末，政府因為元代以來的曆法不夠精準，下令徐光啟重修，五

年後，完成《崇禎曆書》。有人認為這本曆法書開始「與當時世界

天文學同步」。這種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是：  

(A)中國技術進步，許多西方人來華學習  

(B)來華的耶穌會教士協助中國修訂曆法  

(C)印度天文曆法知識透過佛教傳入中國  

(D)中國派遣大量學生前往歐美各國學習  



108 年身障生 

大學組歷史 

 

第 4 頁，共 7頁 

19. 一位史家論述：某一時期，戎狄與盜賊並起，許多中原人民為了

避難，遠離本土，遷至他鄉。那些無法遠離的人，多半會糾合宗

族鄉黨，屯聚塢堡，據險自守。這種情況最可能發生於：  

(A)西晉末年  (B)北宋末年  (C)元代末年  (D)明代末年  

20. 某地文化發達，曾經有過許多知識分子，包括羅馬時期斯多葛學

派的塞內卡（西元前 4-西元 65）與詩人盧坎（39-65）；伊斯蘭時期

的穆斯林學者伊本・魯世德（1126-1198）、古蘭經專家枯圖比

（1214-1272）、猶太學者邁蒙尼德（1135-1204）；文藝復興時期詩

人阿爾戈特（1561-1627）都是在此地出生。這個地方最可能位於：  

(A)西班牙  (B)法國  (C)義大利  (D)奧地利  

21. 某城曾是兩個大帝國的首都，兩個重要宗教的中心，也是橫跨兩

大洲的城市。這座城市是：  

(A)維也納  (B)莫斯科  (C)馬德里  (D)伊斯坦堡  

22. 歐洲一位統治者受到馬基維利影響，發展軍隊，不斷擴張領土。

他是詩人，受法國文化與哲學影響，經常用法文寫作，但也勇於

對法國作戰，爭取國家利益。他還是一位音樂家，經常贊助各種

文化藝術，成為歐洲「開明專制」的代表。這位政治人物是：  

(A)十六世紀英格蘭王亨利八世  

(B)十八世紀俄國皇帝彼得三世  

(C)十八世紀普魯士國王腓特烈  

(D)十九世紀的奧匈皇帝法蘭茲  

23. 幾位同學討論一首署名為漢代辛延年所寫的五言詩〈羽林郎〉，此

詩描述羽林郎（軍官）與一位在酒肆中賣酒的胡姬之互動，寫道：

「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下列

哪一推論最為合理？  

(A)漢時匈奴經常入侵中國，胡漢關係緊張，詩中內容不符史實，

故非漢代作品  

(B)從李白寫胡姬酒肆可知，只有唐代長安才有少數民族開設酒店，

故非漢代作品  

(C)絕句到唐代才出現，漢代則盛行漢賦，此詩應是唐人所做，假

託為漢代作品  

(D)漢代與邊疆民族常有來往，亦有胡人在京城開設酒店，本詩可

能為漢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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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某一時期，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小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

於是，各國競相改變統治政策，採取戶籍制度，將小家庭編組到

國家的管理體制裡，擴大國家的人力、物力基礎。這個現象最可

能發生在何時？  

(A)戰國時期  (B)漢晉之際  (C)唐宋之交  (D)明清時期  

25. 學者研究臺北地名的來源與涵意，發現許多地名是由音譯而來，

例如大浪泵、塔塔悠、唭哩岸等，上述地名最可能與何者有關？  

(A)來自當地原住民族的語言  (B)西班牙統治時的西班牙文  

(C)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語稱呼  (D)漢人移民從原鄉帶來地名  

26. 有人反對風水之說，並以開礦為例，指出：許多人說洋人機器所

至，有害地方風水，其說大謬。修造鐵路、電報必於平地為之，

無所鑿毀。至於機器開煤，吸水以求其深，煤值愈深愈佳。中國

開煤務旁通（平面），洋人開煤務深入，同一開採，有何妨礙？上

述說法，最可能出現於何時？  

(A)鴉片戰爭時期  (B)自強運動時期  

(C)對日抗戰時期  (D)文化大革命時  

27. 某博物館的展示中，對一種臺灣重要林木說明如下：這是臺灣中

北部淺山地帶最普遍的樹種，清代中期主要用來建造戰船。到了

十九世紀晚期，這種樹提煉的某種成分，成為早期塑化工業的原

料之一，是臺灣重要的出口商品。此一林木應為：  

(A)杉木  (B)檜木  (C)樟樹   (D)相思樹  

28. 一個博物館特展，以來臺擔任地方官的官員為主題，陳列他在臺

灣視察各地時使用的交通工具，包括：小船、牛車、轎子等。這

位官員視察臺東地區的行政區時，甚至必須披荊斬棘，千辛萬苦

才能抵達。這位官員來臺的時間最可能是：  

(A)朱一貴事件時  (B)林爽文事件時  

(C)臺灣建省前後  (D)一次大戰結束後  

29. 十五世紀末，哥倫布獨排眾議接受「地圓說」，相信往西航行也可

以抵達東方，因此敢於航向大西洋，尋找通往印度的另一個航道。

這種「地圓說」的觀念最可能來自於：  

(A)早期希臘學者留下的著作  (B)中國人傳入的羅盤方位圖  

(C)阿拉伯人傳入的航海技術  (D)神學家聖奧古斯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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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日兩國訂立條約，日本願將奉天省（今遼寧）南邊地方歸還中

國管理。日本軍隊撤回之時，該地方內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

切所屬公物件，永遠交還中國。中國願意支付日本三千萬兩白銀

為酬。這個條約最可能是：  

(A)牡丹社事件後訂立  (B)甲午戰爭之後簽訂  

(C)九一八事件後簽訂  (D)日本投降之後訂立  

31. 西元二世紀羅馬皇帝奧里略（ 161-180）在位期間，將重兵置於萊

茵河與多瑙河沿岸，並強化沿岸的防衛工事，最後死於前線。此

時奧里略工事主要是抵禦何人？  

(A)波斯人  (B)匈奴人  (C)斯拉夫人  (D)日耳曼人  

32. 一位教育總長認為：教科書須合乎國家宗旨，忠君思想便與共和

政體不符，而尊奉孔子則與宗教自由相違背。他因此下令取消前

代在學校祭拜孔子與讀經的儀式，同時改革學制，修訂課程。這

位教育總長最可能任職於：  

(A)民國成立之初  (B)洪憲帝制時期  

(C)新生活運動時期  (D)太平洋戰爭時期  

33. 歷史老師介紹一位生於十四世紀佛羅倫斯的學者：許多史家認為

他是第一位人文主義者，作品呈現強烈的個人意識。他精通拉丁

古典，並以優美的拉丁文寫作歌頌古羅馬人物的詩篇。他的詩名

遠播，因此被依羅馬古禮封為「桂冠詩人」。這位老師介紹的是：  

(A)但丁  (B)薄伽丘  (C)佩脫拉克  (D)伊拉斯莫斯  

34. 1920年代後期，臺灣社會運動逐漸朝向階級鬥爭的路線發展，但

仍有一團體沿襲文化協會早期的啟蒙路線，主張廢除鴉片專賣及

實施地方自治，並致力推動農民、勞工運動以及其他經濟改革。

但幾年後，這個團體還是因路線之爭而分裂。上述這個團體是： 

(A)蔣渭水領導的臺灣民眾黨  (B)簡吉領導的臺灣農民組合  

(C)謝雪紅等領導臺灣共產黨  (D)李友邦領導的臺灣義勇隊  

35. 清軍在一次對臺的軍事行動中，先將軍隊集結於廈門後，移師澎

湖，再集中兵力進攻鹿耳門。攻克安平後轉戰七鯤鯓，歷時七日，

軍事行動基本結束。此次行動與下列哪一事件最為相關 ? 

(A)郭懷一事件  (B)朱一貴事件  (C)林爽文事件  (D)戴潮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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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國歷來都有崇古想法，不僅收藏古物，也熱衷討論各種文物。

某一時期起，因為技術發達，民間不僅仿造古代禮器，書商更出

版討論古物形狀的書籍，流通甚廣。閱讀這類書籍有如親眼目睹

古物，也可以考證古史。這種情況最早應起於何時？  

(A)漢代  (B)南北朝  (C)宋代  (D)明代  

37. 1934年，一位國家領導人公開宣稱：全球只有我國沒有危機、沒

有失業問題；其他各國的經濟危機及失業問題已經四年多了還未

解決。這最可能是哪國的領導人？  

(A)英國  (B)美國  (C)德國  (D)蘇聯  

38. 根據學者研究：西元前 1780年左右，有一個東方民族攻入埃及。

他們征服全境，焚燒城市，夷平神廟，統治埃及長達兩個世紀。

這個「東方民族」是：  

(A)希臘人  (B)希伯來人  (C)亞利安人  (D)西克索人  

39. 上海《申報》報導：美國亞洲協會向其政府獻策，主張與英國合

作，聯合各國「將中國全地盡成通商口岸」。這種輿論反映出日後

美國哪一個政策的背景？  

(A)門羅主義  (B)門戶開放  (C)巨棒外交  (D)孤立主義  

40. 某一時期，政府下令改革科舉，以「新學」為名，主張通經致用，

改考「論、策」（講治道、議時政）。此舉引起許多批評，認為主

政者利用改革科舉名義，指定自己著述作為學校教材與選才標準，

是「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這種情況最可

能出現於：  

(A)中唐，重視進士科  (B)北宋，王安石變法  

(C)明末，改革八股文  (D)清末，廢除科舉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