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學網 

一、單選題：(共 35 題，每題 2 分) 

1、當瘟疫奪走了威尼斯總督（威尼斯的行政長官）喬凡尼・莫塞尼格的性命後，威尼斯元老

院就決定要將所有出現瘟疫症狀的人，放逐到威尼斯旁的一個島上 40 天。 

因此，今天「隔離」的英文「Quarantine」，就是來自當時威尼斯的 40 天（Quaranta Giorni）政

策的。請問這個隔離政策，最可能在什麼時候?(A)11~13 世紀(B)14~15 世紀(C)17 世紀(D)18 世紀 

 

2、唐鳳小時候，有一次坐計程車，和運將聊起政治，滿口「黨外價值」、「民主原則」頭頭是

道，「最後司機把我們送到目的地，一毛錢也不收。」請問影響台灣歷史的黨外運動是在什麼

時候? 

(A) 日治時期 (B)民國 40 年代 (C) 民國 50 年代(D)民國 60 年代 

 

3、原住民「還我母語」運動曾點燃再生的希望，但後繼無力，助益不大。請問這個運動

在什麼時候展開? 

(A)1970 年代 (B)1980 年代 (C) 1990 年代(D)2000 年 

 

4、從歷史上看共享經濟，例如：共享單車的背後，是「各取所需」的客觀（出行需求）。 

共享單車的生意，是「各盡所能」的外在（出一元錢）。 

一旦公眾個體的「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實現融合，這， 

就是什麼概念？ 

(A)共產主義 (B)資本主義 (C)自由主義 (D)新保守主義 

 

5、台澎住民有兩年的時間可以自行選擇國籍，不想成為日本人的，可以變賣產業退出台灣，

兩年時間到了以後，還住在這裡的台灣人，在國籍上將被視為日本人。 

請問：國籍選擇，哪一年到期?  

(A) 1895(B)1897 (C) 1900(D)1905 

6、人類歷史上的歷次重大戰爭和民族大遷徙，都與氣候變化有關。例如，明朝的覆亡、歐洲

的「三十年戰爭」，概源於小冰川期帶來的嚴重饑荒；五胡亂華、日耳曼大遷徙也不能完全歸

罪於匈奴，而是惡劣的氣候變遷迫使匈奴不得不大舉遷徙。請問：明亡清興是幾世紀? 

(A)13 世紀 (B)15 世紀 (C) 16 世紀(D)17 世紀 

 

 



7、從歷史上看，一次大戰後，土耳其在某人的領導之下，建立共和國，使其逐漸蛻變為現代

國家。請問：上述的「某人」是指？ (A)勞倫斯 (B)阿富汗尼 (C)阿布杜.馬紀德 (D)凱末爾  

 

8、 歷史上的鄂圖曼帝國曾經盛極一時，但在以下什麼衝擊中走向衰弱？ (A)地理新航路的發

現 (B)歐洲科學革命的影響 (C)歐洲文藝復興 (D) 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  

 

9、就歷史而言「1946 年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捕捉臺省漢奸為名，濫捕臺灣士紳十餘人。

□□赫然在緝捕的黑名單上，幸賴祖國歸來的丘念臺幫助，才免於此難。這位在日治時代為統

治當局所側目，且一度被御用輿論斥為『非國民』（日奸）的臺灣靈魂人物，竟然在重光之日

被列為『臺省漢奸』！」請問□□應指何人？ (Ａ)林獻堂 (Ｂ)蔣渭水 (Ｃ)陳澄波 (Ｄ)蔡

培火。 

 

10、學者評價某位臺灣國家元首：「……對反對運動採取柔軟態度，容許他們的活動空間。對

過去的歷史傷痕，採取正面回應，不僅向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公開道歉，予以補償，同時正視

白色恐怖時期案件的補償。」這位從事轉型正義人物是： (Ａ)馬英九 (Ｂ)蔡英文 (Ｃ)李登

輝 (Ｄ)陳水扁。 

 

11、二戰後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任至臺灣修復電力，曾前後擔任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中華

民國交通部部長、經濟部部長與行政院院長。在臺灣素有「永遠的行政院長」之稱。請問他是? 

(A) 嚴家淦 

(B) 蔣經國 

(C) 李國鼎 

(D) 孫運璿 

 

12.國際上認為:緬人對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清洗的主要原因是存在於兩族群間文化上的差

異性，請問:緬甸與羅興亞人的宗教分別為: 

  (A)大乘佛教 伊斯蘭教  (B)小乘佛教 伊斯蘭教  (C)小乘佛教 印度教    

  (D)印度教 伊斯蘭教 

 

13.新北市中和區，有一條華興街，亦名[緬甸街]，居住早期來自緬甸華僑。請問 :在緬甸

街中最常見的食物應有 (甲)印度拉茶 (乙)法國麵包 (丙)日本咖哩 (丁)雲南料理 (戊)涼

拌米線  

 (A)甲乙丁  (B)乙丙丁  (C)丙丁戊   (D)甲乙戊  (E)甲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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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種族清洗（英語：Ethnic cleansing），又稱民族清洗，史不絕書。在電影「盧安達飯店」改

編自 1994 年發生的「盧安達大屠殺」就是最有名的例子。該事件與胡圖族和圖西族的衝突有

關，自盧安達獨立以來，兩族之間因殖民統治而加深的仇恨並無受到妥善處理，導致屠殺報復

事件不斷。試判斷下列那一情形的發生原因與「盧安達大屠殺」類似？   (A)非洲團結組織的

成立 (B)新殖民主義的出現 (C)達富爾衝突的爆發 (D)恩克魯瑪號召不合作運動 

   

15. 二十世紀中期，非洲各國陸續脫離殖民母國獨立，建立新的國家政府。不過此時獨立的非

洲國家也面臨到了許多現實問題，如政局紛擾、族群衝突、經濟高度依賴歐美國家、人口遽增

等問題。請問以上那些問題「不是」殖民母國所遺留下的包袱？   (A)政局紛擾 (B)族群衝突 

(C)經濟高度依賴歐美國家 (D)人口遽增 

 

16、附表是 1926 年時臺灣的一項統計數字，這個表最適當的主題為何？ 

 男 女 平均 

日本人 98.3% 98.1% 98.2% 

臺灣人 43.0% 12.3% 28.0% 
  

(A) 臺灣地區醫療照護保險統計 (B)臺灣地區佛教信徒人口統計 (C)臺灣地區成年人口

就業統計 (D) 臺灣適齡兒童就學情況統計 

 

17、附圖為日本統治期間臺灣發電設施之設備容量變化圖。

請問：使 1930 年代設備容量急遽增加的設施為何？ 

(A)恆春的核能發電廠 (B)高雄的火力發電廠 (C)日

月潭水力發電廠 (D)大甲溪水力發電廠 

 

 

 

 

 

18、戰國以前，「百姓」是對貴族的總稱；戰國以後，「百姓」成為民眾的通稱。導致這一變化

的主要原因是： (A)分封制的加强 (B)宗法制的衰落 (C)百家爭鳴的出現 (D)井田制的

推行  

     

19、《史記》記載：「諸呂作亂，日蝕，晝晦（白天晦暗不明）。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

狗過梁野（凶星劃過原野）。」關於上文的敘述，應做何種理解？ (A)由日蝕彗星等紀錄，

可推知漢代的天文科學研究非常發達 (B)這是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特有筆法，能兼顧

天文星象的研究 (C)文中的「諸呂」，是指呂不韋；「吳楚七國」，則指先秦諸國 (D)漢人

相信根據天象的變化，可以推知人世將要發生的事情  

 



20、士族制度貫穿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突出的政治特點，也是西晉政治腐敗黑暗的表現，決

定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門閥特色，對後世影響深遠。我們對這種

現象應有哪些正確的認識？ (A)門閥政治首先萌芽於西漢初 (B)門閥政治的特色係「以

智役愚」 (C)門閥政治透過九品中正制而得以更為擴大，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

族」 (D)南朝後期由於帝王有意的壓抑，迫使他們完全退出歷史舞臺 

 

21、不同的時代，基於信仰特徵的變化,道教神話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某時期中，道教開始盛

行神仙須在人世行善立功，造福庶民，才能修得正果，重返天庭，位列仙班。這類故事反

映道教因應當時社會變遷，因此強調參與、改善社會。這種社會變遷是指： (A)漢末工

商瀕臨破產，故太平道要救濟生民 (B)唐代門閥制度即將崩潰，故道教重視立功 (C)宋

代庶民社會崛起，故道教強調入世苦行 (D)明清社會貧富不均，故道教提倡行善濟民  

 

22、這個國家的人民熱衷神學辯論，神學的爭論，比如對基督一性論的爭論，也是帝國的重要

話題，近乎瘋狂，尋常巷弄或十字路口三三兩兩的爭論不休。這是哪個國家的現象？ (A)

東羅馬帝國 (B)西羅馬帝國 (C)神聖羅馬帝國 (D)查理曼帝國  

 

23、16 世紀的英格蘭、法國、西班牙，發展各異，但卻擁有某一共同特色。這個共同特色最

有可能是指： (A)民族王國 (B)君主立憲 (C)新教信仰 (D)海上霸權  

 

24、有一座海港城市，1774 年的文獻中記載：「煙火數千家，帆檣麇集，牙儈居奇，竟成通津

矣。」1831 年編的地方志則記曰：「街衢縱橫，皆有大街，長三里許，泉廈郊商居多。舟

車輻輳，百貨充盈。」到了 20 世紀初年，這座城市已告衰落，盛況不再。這是指下列哪

一個城市？ (A)福州 (B)泉州 (C)鹿港 (D)艋舺 

 

25、歷史老師上課時，引用下表所列的唐、五代、宋三個時期官員出身的統計資料，請同學各

自依資料所示為其命名，下列哪一個題目最適合？ 

朝代 名族子弟 中等家庭 寒族 其他 

唐 53.2% 14.5% 13.8% 18.5% 

五代 9.8% 26.1% 50.0% 14.1% 

宋 3.2% 28.0% 46.1% 22.7% 
  
(A)唐宋歷史重心的變遷 (B)唐太宗編修氏族志的影響 (C)唐宋宰相出身的比較 (D)唐

宋世族門第的消融  

 

26、一位政治人物呼籲：全國各黨各派要放棄歧見，停止內戰及一切敵對行為；大家應當團結

一致，抵禦外侮，集中力量來奮鬥救國。這種說法應是： (A)曾國藩對太平天國將領的

招降公告 (B)民國初年袁世凱稱帝時的登基宣言 (C)九一八事變以後毛澤東的抗日聲明 

(D)抗戰勝利後蔣中正號召團結的主張  

 



27、某個帝國，在 11 世紀初是歐洲最強盛的國家；14 世紀以後，境內諸侯紛紛追求自身利益，

互相攻伐，國勢漸衰；17 世紀，又因宗教問題，造成內部分裂；19 世紀初，帝國甚至遭

拿破崙解散。這個帝國是指： (A)俄羅斯帝國 (B)拜占庭帝國 (C)神聖羅馬帝國 (D)

鄂圖曼帝國  

 

28. 英國前首相梅依，任內經歷了解散國會、兩次不信任投票、三次脫歐方案皆被國會否決……

等重大事件，最終哽咽下台。上述情形，最能顯示選項中的何項特徵？ 

(A)虛位元首  (B)政治平等 (C)責任政治  (D)權能區分 

 

29. 非洲豬瘟疫情，從中國爆發後，之所以能迅速在亞洲各國肆虐，主要跟下列哪一因素有關？ 

(A)永續發展  (B)多元社會  (C)全球化  (D)區域合作 

 

30. 日人治臺之初與陳儀接收臺灣，兩者的最大相同點為何？  (A)臺灣人均反抗異族統治 (B)

均採同化政策 (C)均未能尊重臺灣的風俗習慣和社會組織 (D)均對臺灣採取行政體制特殊化 

 

31、自 2010 年底起，阿拉伯世界爆發一系列的反政府運動，導致部分國家被迫推動改革 

    或是政權遭到推翻。請問此運動主要依賴那一媒體的串連而動員？   

    (A)報紙 (B)廣播 (C)電視 (D)網際網路 

  

 

 

 

 

 

 

 

 

 

 

 

 

 

 

32. 18 世紀的歐洲曾經流行過「中國風」(Chinoiserie)，這股風氣到何事發生後，西方人認為中

國正在衰頹因而逐漸終止？   (A)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 (B)八國聯軍攻入北京 (C)英法聯軍

攻入頤和園 (D)鴉片戰爭後英國人打開中國門戶 

   

 



33. 前總理李光耀倡導「亞洲價值」，指涉東方社會常見的「傳統美德」，包括以家族成員為核

心的企業、工人們勤奮的工作態度、下級比較服從上級的指揮等，這些美德有助於亞洲地區社

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由此推論，李光耀稱頌的「亞洲價值」可以更貼切的改稱為   (A)佛教價

值 (B)華族價值 (C)東洋道德 (D)儒家價值 

 

34.有一種說法認為，造就文藝復興的並非達文西的藝術作品，而是威尼斯與佛羅倫斯的紡紗

作坊。這觀點如何理解？   (A)威尼斯與佛羅倫斯是唯二發展文藝復興的城市 (B)除了達文西，

同時期尚有其他人能代表文藝復興 (C)除了藝術作品，紡織品也是文藝復興的重要成就 (D)

威尼斯與佛羅倫斯的財富是發展文藝復興的條件 

 

35、不同運動之間也存在著由族群、文化與國境界定出的界域。請找出敘述錯誤的選項： 

(A)歐洲人瘋足球、美國人愛棒球 

(B)戰後初期「本省 人的愛好棒球，一如外省人的愛好籃球」 

(C)棒球隊中的共通語是閩南語，術語則以日語為主，而籃球隊的主流語言則仍是國語。 

(D)在台灣打棒球與打籃球的 、說國語與說閩南語的，形成族群嚴重衝突。 

 

 

二、多重選擇題：(共5 題，每題2 分) 

(   )01.0有關 17 世紀的荷蘭的發展與史事，下列哪些敘述正確？ (Ａ)在美洲、非洲均有其殖

民地 (Ｂ)荷蘭王占領南臺灣，土地叫王田，王的公司統治近四十年 (Ｃ)是當時資本主

義國家最成功的典範之一 (Ｄ)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商業霸主和金融中心 (Ｅ)打敗葡

萄牙而成為獨立的國家。 

 

(   )02.019 世紀以來，英、法兩國均為實現民主政治的目標而奮鬥，下列各項敘述中，何者正

確？ (Ａ)英國以和平改革方式進行，法國則多以激烈革命手段推進 (Ｂ)英國有「

衰廢市鎮」，法國有普法戰爭的屈辱，但皆終能克服障礙，促進民主 (Ｃ)英、法兩國

均致力於減少和取消對選舉權的財產限制 (Ｄ)英國早於法國做到無財產限制的普選

辦法 (Ｅ)法國革命在建立永久制度上不如英國。 

 

 (   )03.0一位美國總統在國會報告時說：「美洲不再開放給歐洲成立殖民地，而任何延伸歐洲

勢力至新大陸上的作為，美利堅合眾國將視之『危及我國之和平與安全』。美國不會

介入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也要求歐洲各國不插手美洲事務。」關於這段演說內容，

下列哪些解讀正確？ (Ａ)此段演說是針對拿破崙的擴張提出警告 (Ｂ) 此政策之

所以獲得成功，是因為符合美國與英國兩者之利益 (Ｃ)此段演說宣言使歐洲殖民勢

力受到打擊 (Ｄ)這項演說造成拉丁美洲國家獨立成功 (Ｅ) 有人將門羅主義詮釋

為美國具孤立主義的內涵；另有人斷言，門羅主義實際上美國是行使霸權。 

 

(   )04.0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各國政府探索出統制經濟制度取代自由經濟制度，而在戰後，有



哪些國家曾用這種「統制經濟」之一的全國總動員方式來挽救國家的經濟？ (Ａ)美

國 (Ｂ)義大利 (Ｃ)英國 (Ｄ)俄國 (Ｅ)德國。 

 

 (   )05.020 世紀的世界歷史呈現全面性的發展，各民族社會之間交互的影響既快且深，少有

國家能置身於國際政經趨勢之外。請問下列哪些現象足以說明此趨勢？ (Ａ)帝國主

義之間的衝突 (Ｂ)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皆源於區域性的衝突，卻牽一髮而動全身，

終於演變成全面性的大戰 (Ｃ) 1930 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由美國開始，波及其他國家

，造成全球性的景氣蕭條 (Ｄ)中東以阿衝突，釀成全球性的石油危機  

       (Ｅ)古巴飛彈危機，撼動卡斯楚的統治地位。。 

 

 

三、簡答題：(每一小題2 分，共20分) 

 

1. 1946年元旦，發表〈人間宣言〉，宣布自己是人，否認天皇具有神性的日本天皇是誰？  

 

2. 1955年，亞、非國家舉行了一場會議，目的在爭取民族獨立，討論區域和平、經濟發展等問

題，並譴責帝國主義者的殖民主義。請問：這場亞非會議在何處舉行？ 

 

3. 以下是歷史上一份加密電報的內容： 

「我們計劃於2月1日開始實施無限制潛艇戰。與此同時，我們將竭力使美國保持中立。」「如

計畫失敗，我們建議在下列基礎上同（某國）結盟：協同作戰；共同締結和平。我們將會

向（某國）提供大量資金援助：（某國）也會重新收復…在亞利桑那州失去的國土。」請問： 

(1)電報內容中的「某國」是哪個國家？ 

(2)這份電報的內容導致了什麼結果？ 

 

4. 閱讀下列資料：「開港通商後洋商來臺經營貿易，有一洋商自中國大陸引進茶種並改進烘焙

技術，又在某地設行，加工製茶出口。烏龍茶、包種茶精製後銷往國外。1869～1895年茶占

全臺出口總值的53.4%，其中90%就是在某地精製後出口的，因此茶葉貿易是某地繁榮的關

鍵。」請問： 

(1)資料中的「某地」是指哪裡？ 

(2)資料中的洋商是哪一國人？叫什麼名字？ 

(3)資料中的烏龍茶和包種茶各外銷往何地去？ 

(4)茶葉帶動哪ㄧ族群的生活改善? 

 

5. 1961年，印度、印尼、埃及、阿富汗、南斯拉夫等國邀請20個國家召開領袖會議，宣示彼此

加強合作，奉行獨立主義，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並將「和平共處五原則」加入，正式展開

了○運動。請問： 

(1)文中的○應填入哪一個運動？ 

(2)這場會議成立於哪ㄧ種時代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