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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試  高一歷史  考題   科目代碼：07 

注意事項： 

 本卷依據大考中心公布 111年度學測考試題型出題，方便同學提早領略你 2年後考學測的 FEEL。 

 本卷根據偉大的課綱委員“想像”各位國中時一定精熟中國歷史與東亞各國歷史的程度設計，試題程度符合諸位

「豪情一中生」的檔次。 

 注意！本卷滿分 105分，在試卷第二部分，選擇題會有跳號的問題，請依據題號劃記清楚。 

 本卷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手寫部分，請用「藍筆」或「黑筆」書寫於答案卷中。以鉛筆作答者，一律 0分計算。（大

考中心計分方式） 

 

一、 單選題，每題 2 分，60％ 

 

1. 『贏政大帝擺脫另一個周王朝最洋洋得意的制度---把帝國劃分為四十一個郡---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突

破，和最駭人聽聞的政治結構，當時沒有一個人敢於想像皇帝的兒子竟和平民一樣，竟沒有擁有土

地，更沒有擁有奴隸群。尤其是如加學者更是大惑不解，這簡直是打碎他們的飯碗。贏政大帝給中

國王朝奠定權威性的規範，使得以後幾百個帝王只能在他所想像的圈子裡做小小的修正，而無力最

最大的改變。』從上文推論『周王朝最洋洋得意的制度』最可能是： 

(A)井田制度 (B)宗法制度 (C)禮樂制度 (D)封建制度 

2. 就政治發展歷程來看，秦始皇政治組織上『給中國王朝奠定權威性的規範』，最應該是指哪一項措施？

(A)首創郡縣制 (B)統一度量衡 (C)三公九卿制 (D)兼採霸王道治術 

 

 宗族的演變是中國社會。下列為三個時期宗族發展情形的重要課題，根據下表回答下列問題： 

甲時期 宗子兼天子集君權與族權於一身，成為天下共主，實現宗統與君統的統一，並利用婚

姻將異性諸侯自然地融入這血緣紐帶的政治大家族。 

乙時期 官僚士大夫意識到保障宗族昌盛的必要，也肯定宗族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紛紛宣揚

符合儒家綱常倫紀的宗法宗族思想，強化孝悌、家法。 

丙時期 從宗族中游離出來的家族，因為生產規模的擴大，官僚與士權的提升，行成ㄧ君統與

宗統分離的新時代。族權壯大，更能與王權分庭抗禮。 

3. 請問上述宗族的發展，按照時間先後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 丙→甲→乙   (C) 乙→甲→丙  (D) 甲→丙→乙  

4. 承上題，下列哪一歷史現象，與『乙時期』的宗族發展有關？ 

(A)實施九品官人法取才  (B)族長有權處死違反族規的族人 

(C)設置族田，賑濟族人   (D)國家統治與宗族組織緊密結合 

5. 『政府採行這一措施後，原來被士族當作私產的僑寓戶口，承了負擔國家賦稅的編民，這不但增強

朝廷的力量，也大大地裁抑了士族的勢力。隨著北方的流民，不斷地南來，僑郡縣不斷設立，這

個措施也就不斷進行。』請問文中所述士指哪一個措施？ 

(A)西晉時期的占田制度  (B)六朝時期的土斷制度 

(C)北魏時期的均田制  (D)隋唐時期的租庸調制 

6. 「大化革新」可以說是日本歷史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從此日本成功轉型成為一個跟古代傳統社會截

然不同的新型國家，對日本以後各方面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強化天皇的權力  (B)確立中國式官僚制度 (C)廢除世襲貴族的稱號 (D)定道教為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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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一：Netflix 熱播韓劇「李屍朝鮮」不僅在韓國大受歡迎，在全世界

也引起熱烈討論，第二季上線，不只是劇情大受關注，相關議題也發燒，

這部作品英文劇名為 Kingdom，直譯為「王國」，韓文劇名킹덤 二字也

是 Kingdom 的韓文拼音，意思是指受到喪屍肆虐的王國，經過韓國媒體

和網友反應之後，Netflix 已經更改了台灣劇名為「屍戰朝鮮」。  

資料二：「李氏朝鮮」是日本統治時期的稱呼，加上日本對於朝鮮半島的

高壓統治，韓國獨立之後，便把「李氏朝鮮」都改回以「朝鮮王朝」來

稱呼，以褪去殖民主義色彩，比如記載此朝代國王生活的《李朝實錄》

就被改名為《朝鮮王朝實錄》。 

7. 有關朝鮮歷史發展何者正確？ 

(A)西元前二世紀才被秦始皇納入大秦帝國版圖 

(B)一直到統一新羅時期才脫離中國王朝的控制 

(C)「訓要十條」為高麗王朝開國者王建以天命說來鞏固政權  

(D)「朝鮮」國名有國族認同意涵 

8. 漢代提倡「天人感應」的董仲舒在《春秋繁露》中指出：「君主應當以德行來彌補，廣施於天下，那

麼問題就可以消除。如果不以德行彌補，不出三年，天會下石雨，……補救的方法是省徭役、少

收稅、開倉庫、賑濟百姓。」董仲舒這種說法顯示怎樣的思想及現象？ 

(A)儒法合流，強調天人中君主的地位，顯示儒家思想已經摻雜了法家的理論 

(B)儒墨合流，強調「天人感應」的力量顯示，儒家思想已經摻雜墨家的理論 

(C)儒與陰陽家合流，強調順應五行變化顯示，儒家思想摻雜了陰陽家的理論 

(D)獨尊儒術，強調省徭役、少收稅等補救方法，顯示孟子了民貴君輕的思想 

9. 這座佛寺不祇是個宗教場所，同時也是地方金融中心，寺院借貸給農民並收取高額利息。寺院擁有

龐大的地產和大量的身分依附者，寺院長老們正和來到寺院的達官貴人們探討著深奧的佛理。這

是什麼時期的現象？  

(A)這是佛教剛傳入中國的兩漢時期之特徵      (B)這是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寺院的特徵  

(C)這是兩宋時期商品經濟繁榮下寺院的寫照  (D)這是明清時期土地財富向寺院集中的表徵 

10. 當時的鹽商聚集在兩淮、兩浙，當地商人以鹽商為經營中心，開始擴展生意版圖，之後又增加竹木、

陶瓷、鐵器、糧食、茶葉、木棉、絲綢、筆墨紙硯等買賣，並且開展了大量典當業、貸款等金融

行業，其經營的項目不只貨物貿易、門市經營，也有擔任商務仲介，可以說，當時只要是能賺錢

的職業，▓商全包了。清朝初年，▓商已經遍及中國各大城市。然而▓商之所以能壯大，不只是

生意頭腦和龐大的地方勢力，而是他們特殊的經營理念：「儒商」。請問▓商泛指哪一地區商人？ 

(A)山西 (B)安徽 (C)陝西 (D)直隸 

11. 顧炎武曾經在《日知錄》裡提到一個觀念：「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

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

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請問「亡國」與「亡天

下」的區分是？ 

(A)異姓代立  (B)經濟結構   (C)宗教信仰   (D)文化道德 

12. 承上題，若以「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分標準來看，哪一個歷史巨變屬於「亡天下」的概念。 

(A)東漢末年分三國  (B)秦始皇武力崛起，統一六國 

(C)五胡亂華，衣冠東渡 (D)宋元戰崖山，十萬人殉國 

13. 資料甲：「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資料乙：「吃他娘，著她娘，吃著不夠有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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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丙：「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 

資料丁：「彌勒下生，明王出世，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請問根據上面四則與動亂相關的資料，順序應該是？ 

(A)甲乙丁丙  (B)丙甲丁乙  (C)丁乙甲丙  (D) 甲丁乙丙 

14. 承上題：當朝廷鎮壓資料丙的動亂時，會打出什麼口號予以反制？ 

(A)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B)捍衛孔孟，維護傳統  

(C)興漢排蒙，日月重光 (D)反清復明，誓殺吳三桂 

15. 歷史上中原政權與越南的恩恩怨怨，理不斷，剪還亂。請問以下關於越南歷史的說明，何者正確。 

(A)秦末漢初，南海郡趙陀一度據兩湖與北越建立南越國 

(B)東漢時期，越南英雄徵氏兄弟組織反抗，被馬援所平定 

(C)五代時，利用中原動亂，吳權正式脫離中國建立政權 

(D)蒙古南下時期，陳朝被元軍擊敗，納入安南行省 

16. 東亞各國與中原政權的互動，是這數千來東亞政治的格局。請問關於東亞各國得名的說法，以下何

者正確。 

(A)「日本」一詞由來，為聖德太子書寫「日出國天子致日沒國天子書」給唐太宗有關 

(B)「高麗」一詞則是當時王建向遼國稱臣，自號高大美麗之國的意思 

(C)「朝鮮」一詞為李成桂向大明朝貢後，獲朱元璋賜名之故 

(D)「越南」則是阮福映統一全國後，向乾隆帝請封南越，後被改為越南之故 

17. 東亞各國的法律，有相當的類似性，通稱為「律令制度」，請問以下對四地律令的說法，何者有錯。

(A)日本在大化革新後，大量師法唐律，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 

(B)統一新羅為了統治廣大的領土，採用律令制度，讓貴族轉為行政官僚 

(C)越南在阮朝時編纂《皇越律例》，參考《大清律令》保衛越南君王的絕對威信 

(D)宋代法律因商業達到高度發達，宋律混合民、刑、商三種法，將法家精神徹底貫徹 

18. 法國漢學家說「如果你想感受明朝文化，那就去α；如果你想體會宋朝文化，那就去β；如果你想

了解唐朝文化，那就去γ；如果你想看看虜清文化，那就去δ。 

請問文中的希臘字母應該分別是哪個城市？ 

(A)α：南京 β：鄭州 γ：西安 δ：瀋陽     (B)α：平壤 β：那霸 γ：奈良 δ：河內 

(C)α：南京 β：杭州 γ：京都 δ：長春     (D)α：首爾 β：奈良 γ：京都 δ：北京 

19. 右是十六世紀初東南亞某一國家都城的格局圖。

從圖中內容判斷，這最可能是下列哪座都城？ 

(A)呂宋的馬尼拉 

(B)暹邏的吞武里 

(C)緬甸的曼德勒 

(D)越南的升龍城 

20. 春秋時代晚期以後，列國開始登錄人民，建立戶

籍制度。戶籍制度出現以後，凡著錄的人，又謂

之「齊民」。漢代人民都要登錄於戶籍，也稱作「錄

民」。請問：「齊民」主要表示何種身分上的平等？

「齊民」與「錄民」的出現，在歷史上應作怎樣

的解釋？ 

(A)政治身分；封建制延續的舊面貌   (B)經濟身分； 郡縣制形成的新現象 

(C)社會身分；封建制延續的舊面貌      (D)法律身分； 郡縣制形成的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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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周代時發現宗教祭祀並不能主導一切，從《尚書·召誥》中周公和召公進行辯論可知。召公認為是天

命所降，降在周王身上，周公則持不同意見，他認為天命所降，降在周王，則是降在一個英雄身上，

降在周人，則是降在一群行為良好的族群身上。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周公對天的理解？ 

(A)以謙虛謹慎、重視民意的態度治理邦國 (B)君王應在各處建立神廟，象徵天命所歸 

(C)周人應善待商人，對鬼神更加殷勤崇拜 (D)君王應透過教育，普及天命所歸的觀念 

22. 請閱讀兩筆資料： 

資料一：戰國時代鄒衍作終始五德之說加以綜理，後流行於兩漢之世並啟發識緯之說。王莽篡漢、

光武復興皆借用祥瑞以證明其德行，將符應學說推向政治應用上。自此以下，每逢易代，必須有符

應以為預兆。 

資料二：天皇號稱「萬世一系」，此說法與日本神道教信仰有關，天皇被認為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具

有「神性」，而天皇也是神道教的最高祭祀。請問上述兩筆資料反應該體制背後運作的主要目的為何？ 

(A)推動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  (B)展現君主駕馭政治的手段 

(C)以形上論述安頓人民內心  (D)以之確立其政權的合法性 

23. .戰亂之後，人口離散，有一位君主在建立新政權後，為穩定國家財政，

曾命令地方長官及總兵收集舊政府的戶口版籍，編訂黃冊；黃冊上登

記的只是各家各戶所占土地的大致情況，不夠確切，所以仍有人設法

隱瞞所占土地。特別像兩浙的富民，他們為了逃避徭役賦稅，把戶口

寄在親戚、鄰居之下，明朝政府又編造魚鱗圖冊（如附圖），詳細記錄

田地種類、買賣情況、田主姓名等，與黃冊並行，作為徵收賦稅的基

礎。請問如何解讀這位君主的做法？ 

(A)深入基層，是國家治理的訣竅  

(B)滿足人民渴望，追求賦稅公平 

(C)維持國家命脈，進行有效管理  

(C)防範人民不法，唯有縝密制度 

24. 宋代士大夫提倡新宗族，有些人甚至還因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成立救

濟組織或進行道德教化，影響後世。下列何者可以達到上述士大夫的使命感與社會責任目的？ 

(A)族譜紀錄宗族種種，有助凝聚宗族意識 

(B)宗族源自同一祖先，富者應負經濟責任 

(C)國家透過宗族組織，強化對於地方控制 

(D)商人以同鄉和宗族關係結合，形成商幫 

25. 《漢書˙武帝紀》中記錄武帝「朕朝思暮想希望和天下有志之士共同走上這條康莊大道。所以加惠

耆老，優待孝弟，選拔豪俊，講習文學，共商建國大計，祈求能符民望，多次詔令主事官員，提倡

並推舉孝廉， 以至蔚為風氣，以繼承五帝三王的美業。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

師。」請問這段紀錄對於人才的標準依據是？ 

(A)行為舉止是否合乎儒家的倫理道德 (B)挑選的依據是個人文才、學養深淺  

(C)強調個人推動漢代國家建設的能力 (D)講究行政倫理與人際關係寬闊與否 

26. 一位學者指出了兩稅法的其中一項缺點：「實行之初，錢較物重，物價較高，後來，錢重貨清，物價

不斷下跌，使納稅人的名義歲額不便，而實際歲額卻成被增長，如初定稅額時（780 年），絹每匹錢

3200 文，到貞元十年（794），絹價跌到每匹 1600 文，到元和十五年（825），更跌到每匹 800 文…」

請問：根據上述資料，唐代兩稅法實施上有何弊端？ 

(A)徵收錢幣時，官員藉口耗損另行加稅  (B)財產多的稅輕，財產少的稅卻反而重 

(C)絹帛與錢比價不定，使負擔無形加重  (D)政府不再授田，使得人民多放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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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請閱讀三筆資料： 

資料一：「一條鞭法」的推行徹底廢止了洪武體制，上接中唐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攤

丁入畝制度，令中國財賦體系最終告別實物稅，轉向貨幣稅。」 

資料二：「明代，農民出售穀物，收取銅錢，生活日用用錢，繳納公課用銀。當銀的供給量上昇，用

錢所表示的銀價便下降，庶民可以用較少的錢去兌取同額的銀子繳納賦稅，換句話說負擔是相對地

減輕了。若是銀價上升，情況就正好調轉過來。」 

資料三：「中國困境源自幾乎完全仰仗於進口白銀來保證貨幣供應比例，一旦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實

際數量急劇減少，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經濟夢魘之中。」 

閱讀三筆資料之後，若景氣不佳，農民不幸跌入經濟夢魘的原因會是？ 

(A)取代銅錢，成為中國主流貨幣 (B)促使出現錢輕物重的經濟現象 

(C)造成貨幣供給擴張，物價趨降 (D)白銀進口減少而物價節節上升 

28. 請閱讀兩筆資料： 

資料一：「這些組織以下層社會的群眾為基礎，師徒輾轉傳習，勸人焚香念經，祈求消災邀福；或教

人做功運氣，希冀卻病延年。惟與當時正統思想和主 社會秩序相對，未得到官方的承認。其在民間

形成龐大的勢…」 

資料二：「在清朝在「黜邪崇正」的方針下，對正信宗教有條件的接受，將新興教派與外來宗教視為

邪教，護持正教與取締異端，成為制訂宗教政策的指導原則。由佛、道世俗化衍生而來的民間秘密

宗教，則為新起邪教；蒙、藏民族敬奉的藏傳佛教中，由於黃教與清朝統治者的關係密切，故以黃

教為正教，以紅教、本教為邪教；西北民族的回教教派，有舊教、新教之分。」 

根據引述，清朝訂立宗教政策的理由是？ 

(A)避免人民過多迷信宗教，影響家庭生活  (B)宗教組織龐大不易掌控，威脅政府當局 

(C)宗教怪力亂神及神秘醫療導致社會不安  (D)擔心過多政府官員參與活動，不務正業 

29. 要治理龐大帝國，官僚機構需要高度技巧和有效方法達到，而這個時期國家特色是：(1)不會因為人

口與生產發展的比例增加賦入；(2)通過文化考試招收官員，而不致力於保證其行政才幹；(3)維持人

數不多的品官，不給予世襲的俸祿；(4)大部分的行政事務均交給不能有效控制的吏役去辦。請問這

個時期是？ 

(A)春秋戰國   (B)秦漢   (C)隋唐   (D)明清 

30. 以下關於中國民間秘密組織的說明何者正確。 

(A)洪門又稱天地會，起源說法甚多，分支有三合會、大刀會等 

(B)哥老會最早起源於陝、甘一代的遊民，受天地會影響甚大 

(C)青幫為清代水手的互助組織，大多從事東南亞海上事業有關 

(D)洪門、哥老會曾助孫文革命，青幫則是蔣介石上位的重要力量 

 

二、 混合題，選擇題每題 2.5 分，10％，手寫題每題 5 分，15％ 

 

 題組 A： 

資料一：傳說秦始皇的玉璽上刻著「受命於天，既壽且昌」。漢高祖得到此玉璽，世代傳承，稱之為

漢傳國璽。此後，這印璽也就成為主張正統的君王相互爭奪對象。這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國民黨在

失去大陸，「竊據」台灣之後，仍不願放手北京故宮所收藏的宋元明清皇帝秘寶，以用來證明自己才

是正統，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要求廢止中華民國國號與國旗，

也是因為在正統思想下，如果承認另一個中國存在，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喪失正統，也就失去建國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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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日本的遣唐使從來不將國書帶回日本，因為國書上必須標明日期。如果日期使用唐朝的年號，

那就等於承認日本天皇是唐朝皇帝的臣子。但如果使用日本的年號，那又等於是公然與唐朝皇帝作對。 

 

31. 依據以上兩段資料，試問草民進行以下哪一行為最可能造成誅九族的重罪： 

(A)私印個人詩集   (B)私刊歷史書   (C)私抄《金瓶梅》  (D)私下吃齋唸佛 

32. 如資料一所述，國民黨為了延續其政權正統性而不願意放棄故宮國寶，那現今政府不願意放棄故宮

國寶的的原因可能是？ 

(A)故宮國寶價值連城，以文物市值來看，難以割捨 

(B)放棄故宮國寶等於片面改變兩岸若即若離關係，後果難料 

(C)故宮國寶帶來可觀的觀光客，經濟利益龐大，無法棄守 

(D)以上皆是 

33. 請舉出一本史書，說明它如何呈現正統觀。（包含書名，50 字，5 分。） 

34. 以及此正統觀在世界史書寫上的會產生什麼限制。（50 字，5 分。） 

 

 題組 B 

資料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似乎是確論。然而，實際上我們在史記或甚至在漢書中，

完全找不到有關漢武帝頒布法令，定儒教為中國唯一宗教的紀錄。這與西方所謂國教截然不同。羅馬

的狄奧多西皇帝是以法律明令禁止除了國教以外的任何宗教啊！ 

 

資料二：漢元帝雖然八歲就當上皇太子，但長大成人後個性依舊軟弱，推崇儒教。他的父親宣帝重用

法家，信賞嚴罰。有天，元帝在宴席上向宣帝進言，陛下恃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板起臉來斥責道：

漢家自有法度，根本是霸王道雜之。只論德教的周朝政治，有甚麼用呢? 而且俗儒不懂現實，只會稽

古，批評時政，迷惑大眾，讓人做出錯誤的判斷。這樣的人何足委以政治重任? 並嘆息道：亂我家者，

太子也。宣帝不祥的預感成真。在推崇儒教的漢元帝死後短短四十年，漢朝帝位就被元蒂皇后的外甥

王莽篡奪。 

 

資料三：班固在《漢書》的〈元后傳〉中記述王莽高貴的出身。王莽是黃帝的後裔。黃帝的八代子孫

是帝舜。帝舜的子孫在周武王時當上陳國君王。十三代子孫逃亡齊國，當上了齊國大臣，使用田姓。

之後十一代的田和奪齊國政權，二代後稱王。最後齊王建，雖然被秦所滅，但在秦始皇死後，項羽冊

封建的孫子安為濟北王。漢高祖興起之後，安雖然失去了王位，但齊人仍稱他們一族為「王家」。這

就是王氏的由來。 

 

資料四：明史的主要資料來自明朝科舉出身的文人官僚，而負責編撰明史工作的人，也同樣是科舉出

身的文人官僚。為此，明史的內容輕忽了實際掌握實權的軍人與宦官，而傾向誇大文人官僚的政績。 

 

35.依據以上資料可知，以下有關中國政體的大致描述何者為是? 

(A)外儒內法緣飾禮樂 (B) 治國蓋以堯舜之道 (C) 強調倫理禮樂大國 (D)齊一法令耕戰為雄 

36.依據以上資料可知，班固書寫《漢書》時，所依據的思想為何? 

(A)法家   (B)道家   (C)儒家  (D)墨家 

37.試問在中國正史框架下，效法漢書的斷代史體裁下，會不會在描述草原民族上有所不足，試申論之。

（50 字，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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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選擇題，20％ 

 

有人認為世界史從蒙古帝國開始。以下是他的主要論點： 

 

甲、蒙古帝國連接了東方中國世界與西方地中海世界的草原之道，將居住在歐亞大陸的所有

人結合在一起，為世界史舞台做了準備。 

 

乙、蒙古帝國統一了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所有政權都一夕歸零，由蒙古

帝國重新劃分國家。以這樣的畫分為基礎，包括中國與俄羅斯在內，現代亞洲和東歐各國就

此誕生。 

 

丙、誕生於中國北部的資本主義經濟，經由草原之道傳進地中海世界，再傳到了西歐世界，

揭開了現代序幕。 

 

丁、蒙古帝國獨佔了歐亞大陸的陸上貿易。蒙古帝國外圍的日本與西歐人為了找尋活路，開

始了海上貿易。這也使得歷史主角從大陸帝國轉移到海洋帝國。 

 

 

在此觀點下，明朝所復興的中國並非過去宋朝的中國，而是蒙古化的中國。如明朝的衛所兵

制其實是遊牧民族的十進制組織法。明皇族親率軍隊在中國各地為王，也是蒙古兀魯思制度。

連明朝公認的朱子學儒教也是蒙古帝國遺產。南宋視推翻經典公認註解的朱子學為異端，遭

到迫害。要到元朝在對任何宗教都十分寬容的蒙古政權下，朱子學才獲得平反，並成為科舉

正典。 

 

你認同這樣的觀點嗎? 此觀點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來寫近代世界史有何不同?為什麼?（請書寫 100

字以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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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後語 

 

高一下的東亞歷史涉及到中國、日本、韓國、朝鮮、蒙古、越南與台灣等地，實際範圍超過各位國中

的程度，因此要考好、讀好真的很不容易，身為豪情的一中人，各位應該要以克服困難為目標，而不

是考完後怨天尤人的謾罵。以下是一些可以參考的閱讀： 

 

1. 中國史部分： 

《簡明中國歷史》，張元、李孝悌 

《中國大歷史》，黃仁宇 

《中國文明的歷史：非漢中心史觀的建構》，岡田英弘 

《中國窪地：一部內亞主導東亞的簡史》，劉仲敬 

《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劉仲敬 

《大國霸業的興廢》，許倬雲 

《手繪圖解．中國史》、《圖解中國史》… 

 

2. 日本史部分: 

《日本史看看就好筆記》，小和田哲男 

《大人的日本史》，涂豐恩 

《圖解日本史》，武光誠… 

 

3. 韓國史部分 

《圖解韓國史》，王永一 

《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朱立熙 

《一本書讀懂韓國史》 ，楊益、鄭嘉偉… 

 

4. 越南史部分： 

《越南史：堅毅不屈的半島之龍》，鄭永常 

《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克里斯多佛‧高夏 

《越南史：史記概要》，陳鴻瑜… 

 

5. 東亞歷史部分： 

《圖解東亞史》，宮崎正勝 

《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宋念申 

《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上下冊）》，中日韓三國共同歷史編纂委員會… 

 

好好讓自己變強大，克服困境，才是真正豪情一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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