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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 第 二 學期  一 年級 全 類組   歷史 科 期末考試題 

本科電腦代碼：    01                    年     班  姓名             座號      號 

注意：答案卷與答案卡未寫或未劃記正確或未在規定位置填寫班級、姓名、座號者，該科成績扣

五分登記。     本試卷計  2  張共  3   面  

 

一、單一選擇題  (80%) 
1.1882 年某地區通過《排華法案》，報章雜誌也大肆宣傳「黃禍」，把華人形容為「半人半魔，吃老

鼠，衣著破爛，不懂法律，憎恨基督文化，吸鴉片，廉價勞工，吮吸內臟的亞洲人。」請問這是哪

裡？(A)印尼  (B)日本  (C)美國  (D)法國 

2.從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到「華工苦力貿易之路」。下列何者最能解釋這中間的

轉折？  (A)地理大發現   (B)滿清入關  (C)鴉片戰爭  (D)中共政權建立  

3. 某一個時期，廣大海外華僑利用與當地社會聯繫緊密的便利條件，動員當國人民推動當國政府建

立反日政治同盟，援助中國。歐洲、北美和東南亞許多國家的友好人士，先後開展了「抵制日貨運

動」、不許出售或運輸軍事物資給日本的「不供給運動」、「一碗飯運動」、購贈「希望書行動」

等等。請問這是哪一時期海外華僑的活動？(A)辛亥革命時 (B)北伐時 (C)第一次大戰時 (D)第

二次大戰時 

4. 一位生長於魚米之鄉的湖湘子弟，在家書中提到軍旅生活說：駐地「風沙漫天，冰雪載地，石田

千里」，因此軍隊必須修築道路，以運載軍需，並在沿途栽植楊柳，以防風沙。這種情況與平定何

戰亂有關？ (A)新疆回變 (B)雲南回變 (C)太平天國 (D)義和團事變   

5.橫貫美國全境的中央太平洋鐵路的修築成功，相較之下主要是來自何種勞力的貢獻？ (A)華人 (B)

日本人 (C)白人 (D)黑人 

6.  

1641-1650年  1651-1660年  1661-1670年  1671-1680年  1681-1690年  

162艘  68艘  57艘  49艘  89艘  

 上表是中國明末清初對馬尼拉一地貿易的船隻數量，請問 1680年以前為何數量逐年

減少？ (A)清朝建立，人民安居樂業，不需冒險至海外貿易  (B)清政府實施海禁政

策，不許人民私自出海  (C)西班牙人直接至沿海港口貿易  (D)海盜倭寇橫行、人民

不易出海  

7.日本人於何事之後，開始殖民與大量移民庫頁島和千島群島？(A)日俄戰爭  (B)中日甲午戰爭 (C)

八國聯軍  (D)太平洋戰爭 

8.自從哪個條約簽訂後，列強投下大量外資在中國興辦工業？ (A)中英《南京條約》 (B)中法《天

津條約》 (C)中日《馬關條約》 (D)《中俄密約》 

9.十九世紀末，有人說：「我國不可猶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

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鄰國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

待此類國家之辦法而對待之。」請問說這段話的人，他的國籍為何？(A)日本 (B)朝鮮 (C)俄國 (D)

中國 

10.魏源曾應林則徐之請，編纂《海國圖志》，是一部關於世界地理、歷史及西方政教國情的總集。

魏源在書中最嚮往某國政治制度，提及這個國家「二十七部（州）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

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皇帝）之局，而人心翕然」。魏源最嚮往的是哪一國的制度？他

這一段文字有何影響？(A)美國；引起當時人們的激烈討論，遂有清末的變法 (B)英國；人們頗有

同感，認為應該「師夷長技以制夷」 (C)美國；少有人理解，也少有人談及，幾乎沒有影響 (D)

英國；當時人們對此理論多不理解，只重視船堅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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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個熱愛中國的外國人，多次前來中國，這次來華訪問，他發現隔了一段時期，中國已有很大的

不同。他可以乘坐汽車到雲南、新疆，也可以坐火車到江西、安徽等地旅遊。所見到的農村較前

大有改進，城鎮裡學校普遍設立。有一位中學教師告訴他說，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安定多了。他這

次來華應該是在： (A)清朝末年 (B)民國元年 (C)民國十三年 (D)民國二十六年  

12.資料一：一份雜誌強調要「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

客觀的懷疑思想。」 

   資料二：近代一位作家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

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

字是『吃人』！」這位作家認為「吃人」的是禮教。  

  請問這份雜誌和這位作家的言論最可能是哪一時期的產物？(A)自強運動 (B)反清革命運動 (C)

太平天國起事 (D)新文化運動 

13.「我們應該走俄國人的路」，以下何人較其他三人更早落實這句話？(A)孫中山 (B)陳獨秀 (C)

毛澤東 (D)汪精衛 

14.一份中共的文件提到：「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

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

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分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在這篇指示結

束後，影響何事的發生？ (A)七七盧溝橋事變 (B)西安事變 (C)九一八事變 (D)五次剿共 

15.國家動亂時，軍隊往往擴張。戰事結束後，政府必須裁軍，使青年投入生產及建設，並節省國防

開支。有一份政府公報提到：「縮編全國現有陸軍，至多不得超過六十五師，兵額約八十萬人」；

「縮減軍費至國家總收入百分之四十為止」；「復員之士兵則要輔導就學或就業，以免造成社會

問題」。這樣的辦法在施行過程中影響何事的發生？ (A)直奉戰爭 (B)北伐 (C)中原大戰 (D)

寧漢分裂 

16.「東干」一詞源自於突厥語，意為定居者，是中亞突厥人、塔吉克人與俄羅斯人對中亞地區來自

中國境內回族的稱呼；早期約有萬人移居而來，在和當地人通婚繁衍至今約有 15 萬人。1942 年蘇

聯以「東干」一詞正式為這支民族命名。請問這些來自中國的回族，主要於何事之後開始遷徙而

來？ (A)太平天國 (B)新疆回變 (C)雲南回變 (D)陝甘回變 

17.將清末「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做一比較，何者敘述正確？ (A)兩戰結束後都喪失藩屬，前者

為越南，後者為琉球 (B)兩戰的戰火都曾波及台灣 (C)兩戰都促使清朝變法改革，前者為自強運

動，後者為戊戌變法 (D)兩戰期間清朝陸軍都大敗 

18.一則資料：「朝鮮崔時享，於全羅道聚眾號召農民起義，發檄征討日寇、驅逐權奸。國王向北京

告急。四月，清軍登陸駐屯於牙山，並按《中日天津條約》之規定電告日本。亂平後，日政府反

要求中、日兩國留兵，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為清廷所拒。」請問：下列針對此資料內容之敘述何

者正確？ (A)這應是江華島事件，朝鮮想藉中國之力，驅逐日人勢力 (B)此事件之後，中國和日

本皆成為朝鮮宗主國 (C)此事件爆發應與朝鮮東學黨動亂有關，繼而引發甲午戰爭 (D)此事件結

束後，日本排除了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並且在隔年併吞朝鮮 

19.民國六年，孫中山致電西南各省當局：「國會為民國中心，憲法為立國根本，公等既忠誠愛國，

擁護中央，即應以擁護國會與憲法為唯一任務，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聲罪致討，不足

以清亂源，定大局。」試問文中「法律」及「武力聲罪致討」分別是指： (A)臨時約法、段祺瑞  (B)

新約法、 袁世凱 (C)臨時約法、袁世凱  (D)新約法、張作霖 

20. 1900–1910 年間，廣東地區的書院大量廢止，數量遽減。請問這個時期廣東書院的減少與下列哪

個事件最為相關？ (A)義和團事變之後，列強要求中國廢止書院，建立新式學堂  (B)日本打敗俄國，

成為強權，廣東地區希望能效法日本維新  (C)清廷順應時勢，宣布廢除八股文，之後更停止鄉試及

會試，同時也   (D)革命黨人在廣東地區積極宣傳其革命理念，鼓吹新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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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清嘉慶年間，一位英國商人來華從事貿易，下列敘述何者是他可以從事或會遇到的事情？ (A)他需

透過公行從事貿易  (B)可至廣州城遊歷飽覽中國風土民情   (C)他夏天來華，隔年春天雪融後再回

國   (D)如有糾紛可向英國駐中國大使陳情 

22.有一份稱為「日支新關係要綱」的文件簽訂，大意是：日本在華北、蒙古、新疆享受軍事及政治

上之特權；長江下游及華南沿海重要島嶼，日本有優越地位，「日」、「支」、「滿」軍事合作。

請問：簽署這份文件的中國主事者應是何人？ (A)汪精衛  (B)蔣中正 (C)袁世凱   (D)段祺瑞    

23.學者指出： 1936年西安事變前，蔣中正聲望已高，是公認的領袖，無人能與之競

爭。西安事變發生後，舉國惶惶，待脫險消息傳出，歡聲雷動，可知蔣氏受到全

國擁戴。當時，他大可繼續對中共用兵，但他並未如此，最主要原因，在深知對

日戰爭不能避免，必須團結內部，以獲得外援。於是他與中共和解，以聯好某國。

某國是指： (A)美國 (B)蘇聯 (C)英國 (D)德國 

24.某書寫道：清同治初年，慈禧太后同意曾國藩派遣留學生、建造輪船、製造西式

武器，但同時警告不可仿效日本的維新路線，而冒犯祖宗家法。多年後，她閱讀

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對其中所提出的變法思想有良好印象，但是，她反對戊

戌變法。下列何者最可能是慈禧太后反對戊戌變法的原因之一？ (A)不同意中學為體西

學為用觀念 (B)為保持傳統，反對向西方學習 (C)光緒帝聯海軍與慈禧分庭抗禮 (D)光緒皇帝

及其大臣們操之過急 

25.某人回憶：長崎「現在」滿街都是洋文招牌，但當我數十年前初到此求學時，才

第一次見到 ABC。求學期間，我認識一位來自薩摩藩的醫生，奉其藩主之命，遠

從鹿兒島前來長崎，學習荷蘭醫學。還說：當時如果想學習炮術，只能閱讀荷蘭

文的書籍。此人所說的「現在」最可能是： (A)1590年代，豐臣秀吉統一日本時  

(B)1630 年 代 ， 日 本 頒 布 鎖 國 令 之 前  (C)1860 年 代 ， 美 國 海 軍 進 入 日 本  

 (D)1940年代，日本戰敗宣布投降後  

26..某人回憶道：「他出生後，受到甲國統治。到了二十歲時，加入甲國航空隊，卻受到同儕的歧視

，後來去攻打曾經是他祖國的乙國。不久，甲國戰敗，他又成為乙國國民。」這個人的出生地最

可能是在哪裡？(A)馬尼拉  (B)台北  (C)首爾  (D)東京 

27.受到中國辛亥革命的影響，1921年潘佩珠與疆柢親王於廣州成立「越南光復會」，該會宗旨「驅逐

□□殖民者，爭取越南獨立，成立越南共和國。」請問：上文中□□是指何國？ (A)英國 (B)日本 

(C)法國  (D)中國清朝    

28.有關「二次革命」、「護國軍起義」和「護法戰爭」的發展，何者敘述正確？ (A)都是由孫中山先

生領導  (B)其結果都不成功  (C)其討伐對象都是袁世凱  (D)基本上都具有南北勢力對抗之態

勢    

29.「這個國家竟然在義和團之亂中，以保護鐵路為名，出兵占領中國的東三省，亂事平定後仍然不

撤兵，日本對此大表不滿，屢與交涉，甚至提出『滿韓交換論』，依然無法達成協議，於是日本

就對這個國家開戰，結果日本獲得勝利，雙方簽訂和約，日本取得很多利益。」請問：文中的「這

個國家」是哪一個國家？  (A)英國  (B)俄國  (C)美國  (D)德國 

30.回顧清末到民國「關稅」的演變，下列敘述何者「不」符合史實？ (A)在〈南京條約〉及其續約的

談判之中，清帝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權  (B)關稅自主權的喪失，使工商業失去國家的保護而發展困

難  (C)八年抗日戰爭期間收回海關自主權  (D)民初軍閥間的爭戰，各方多思染指北京政府所經

管的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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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早在中華民國剛成立的時候，梁啟超就注意到中國的分裂，他稱之為「部落思想」，「惟見亞細

亞大陸東部有二十餘部落，各部落中有小部落。」請問：梁啟超所說的「部落」是在形容什麼？(A)

外國劃分勢力範圍 (B)共黨活動 (C)中國民族多元 (D)軍閥割據 

32.北伐完成後十年建設期間，哪一領土的喪失造成中國喪失30﹪的煤，71﹪的鐵，26﹪的電力，47

﹪的水泥，使得經濟的成長打了一個大折扣？(A)東北 (B)新疆 (C)蒙古 (D)兩廣 

33.資料甲：民國 16 年 4 月，蔣中正先生定都南京，共黨則迎汪精衛至武漢主持國民政府，形成「寧

漢分裂」，同年 4 月 12 日，南京政府成立中央清黨委員會，公布「清黨條例」，先逮捕共

黨千餘人，史稱「清黨」。 

資料乙：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在上海進行了血腥大屠殺，同一時間江蘇、廣州等地也發生了

屠殺，許多著名共產黨員都在這一時間被捕、犧牲了。其後，蔣介石更在南京成立國民政

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抗，史稱「四一二政變」。 

 根據上述二段資料，下列敘述何選項較為恰當？(A)關於歷史，正確的說法只有一種，因此甲、乙兩

種說法，只有一則是正確  (B)資料甲應是出自大陸，資料乙應是出自台灣  (C)資料甲、乙的事件名

稱不同，顯然是學者在引用資料時有誤  (D)二則資料顯示其政治立場不同，所以解釋角度也不同 

34.一份文件記載 ：「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與懲罰日本侵略。三國絕不為自身

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

占得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如滿洲、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 」這應是哪

一歷史文件？(A)雅爾達密約  (B)開羅宣言 (C)聯合國宣言  (D)波茨坦宣言 

35. 1920 年代，孫文在這所學校的開學典禮上說：「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什麼希望呢？就是

要從今天起…，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作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

成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下列相關敘述，何者「不」正確？(A) 這所學校是指

黃埔軍校  (B)其主要資金來源與援助來自美國   (C)孫文成立此學校是受陳烱明叛變之影響 (D)此

校校長為蔣中正    

36.下列何史事和日本有關？ (A)五四運動 (B)中山艦事件 (C)保路運動 (D)寧漢分裂    

37.一位中國青年李龍回憶起小時候，他爸爸趁著「政治情勢有利的時機」，開辦了一個紡織工廠，

且業務興盛，獲利頗豐。但是等到  1920 年代時，又因為「政治情勢的轉變」使生意受到影響。請

問上文中「政治情勢有利的時機」是指什麼？ (A)〈巴黎和約〉的簽訂，造成外資可在中國設廠製

造 (B)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各國無暇顧及中國產業  (C)國民黨剿共的順利，使資產階級趁

此發展 (D)抗日戰爭的勝利，讓紡織工廠苦盡甘來，開始賺錢 

38.下列哪個團體的設立是為了和袁世凱對抗？(A)籌安會  (B)中華革命黨 (C)同盟會  (D)進步黨  

39. 參考下圖，哪一史事發生與圖中深色區域有關？ 

 

（Ａ)義和團事變 (Ｂ)五四運動  (Ｃ)九一八事變 (Ｄ)新四軍事件 

40.有位學者評論清朝某種軍隊：「這種軍隊均屬自募自練而成，上下一體，有如父兄與兄弟，但其流

弊則使國家武力成為私人武力，其幹部多任封疆大吏，因為軍事的關係，不僅增加了軍權、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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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且建有兵工廠，使地方權利增強。」根據此段敘述，下列何事與「這種軍隊」並「無」直接

關係？(A)民初軍閥割據  (B)清末東南自保  (C)民初聯省自治運動  (D)清末保路運動     

 

二、多重選擇題  (20%) 
41.「你和我是同期之櫻，在同一個軍校燦放」、「花蕊的掉落是一定的，那是為了國家，但我們將

在櫻花之都的靖國神社再度相逢」，哪些選項符合這兩段歌詞內容？(A)1918 年的朝鮮人 (B)1938

年的滿洲國人 (C)1870 年的阿伊奴族人 (D)1935 年的臺灣人 (E)1854 年的琉球人 

42. 學者指出：「自 1530 年起，白銀開始流入中國，尤其是通過菲律賓與中國貿易的西班牙帝國。估

計十六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前半，流入中國的白銀多達 23 萬噸。自十七世紀中期起，因為中國本

身與國外的各種因素，白銀流入中國的速度減緩。但自 1684 年起，海外貿易重新展開，白銀再度

流入中國。1810 年代中英貿易，中國仍淨流入約 37 萬公斤白銀，但至 1820 年代，已逆轉為大量

流出。」根據上述內容，下列相關選項之敘述，哪些正確？(A)西班牙帝國的大量白銀來自非洲 (B) 

「中國本身因素」可能是指貨幣政策改變，改以銅錢為主要貨幣，造成白銀需求量大減  (C) 1684

年起，海外貿易重新展開，是因康熙平定臺灣，開放對外貿易 (D) 1820 年代，中國逆轉為大量流

出白銀，是因購買鴉片 (E)十九世紀時英國已躍升為中國對外的主要貿易國 

43.清初西學輸入中國，為何會中斷？(A)羅馬教皇禁止西學輸入中國  (B)教士涉入政爭，雍正禁教而

影響西學輸入  (C)儒家思想及中國傳統和基督教文化有扞格之處  (D)清廷不准中國人民研習西

學  (E)教皇不准中國信徒祭祖、拜孔而產生禮儀之爭   

44.將中國自強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做一比較，下列敘述哪些正確？(A)都因為外力入侵，迫使推動變

法改革，前者因為鴉片戰爭，後者因為黑船事件  (B)前者的推動早於後者  (C)改革內容都包含軍

事國防的提升與現代化  (D)都由皇帝（天皇）所主持推動  (E)兩者皆成功完成現代化，並和西方

國家訂定平等新約  

45.有關亞洲移民與各移居地的產業特色，哪些敘述正確？(A)朝鮮族群在中國東北耕種稻作  (B)日本

人在澳洲採集珍珠並建立社區  (C)華工改變巴西的農業風貌  (D)印度移民開鑿巴拿馬運河  (E)

阿伊奴族至琉球開墾  

46.山東半島是近代以來列強侵略的焦點，下列有關的敘述哪些正確？ (A)中日馬關條約迫我割讓山東

半島，因俄、德、法三國干涉，中國收回山東  (B)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波及山東    (C)民國 8 年，

「五四運動」的口號之一「外爭主權」，此主權就是指山東權益 (D)民國 4 年「二十一條要求」中，

袁世凱將山東權利讓予日本  (E)北伐期間，日本曾進兵山東，殺害公使蔡公時等人，造成「五九國

恥」 

47.有關訓政時期的史實敘述，正確的是： (A)誓師北伐  (B)制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C)以黨治國  (D)

日人侵華更甚，爆發「九一八事變」 (E)為了推動「五五憲草」，出現了「寧漢分裂」    

48.下列哪些論述或口號，符合「新文化運動」的內涵？(A)「打倒孔家店」 (B)「年輕人，面向西方」 

(C)「提倡通俗、簡易的白話文」 (D)「解脫婦女的枷鎖」 (E)「反專制、反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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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公 佈 表  

臺 中 市 立 臺 中 第 二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1 0 8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一 年 級 全 類 組 歷 史 科 期 末 考 試 題 答 案 

                    

ㄧ、單一選擇題：（80％） 

1.CCDAA  6.BACAC  11.DDBBC  16.DBCAC  

 21.AABDC  26.BCDBC  31.DADBB   36.ABBCD  

 

二、多重選擇題：（20％，採倒扣） 

41.ABCD  42.CDE  43.BCE  44.BC  45.AB  46.BCD 

47.CD  48.ABCDE 

 

 

附註：1.本表請隨同試題、命題袋 一併繳送教務處。 

      2.命題教師：劉 昭 菁   簽章 

                                         109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