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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考試中外歷史試題 
壹、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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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臺灣史上某一時代的土地制度是：向政府取得開墾執照的墾戶，稱為「大租戶」，由於取

得開墾的面積相當廣大，因此往往加以分割，招來墾佃進行開墾耕作，稱為「小租戶」，

而小租戶往下通常還有佃農。當時佃農必須向小租戶繳交小租，小租戶再向大租戶繳交大

租，政府則向大租戶收取賦稅。請問：這應該是哪一個時代的土地制度？ 

鄭氏時期 清潮統治前期 劉銘傳治臺後 日本統治時期 

C  日月潭水力發電廠於 1937 年竣工第二發電所，成為亞洲最大水力發電廠，與下列何項工

程並稱日治時期臺灣土木工程的雙壁？ 

八堡圳 瑠公圳 嘉南大圳 桃園大圳 

C  臺灣的這項物產起源甚早，在鄭芝龍時代就有銷售日本的記載，其生產通常與政府的理番

政策互為關係。它是外商採購的重要商品，甚至成為清朝引發涉外事件的肇因。請問此物

產為？ 

鹿皮 茶葉 樟腦 蔗糖 

D  日治時代依序頒布律法內容如後，甲：「臺灣總督在其管轄區域內，得制定具有法律效力

之命令」；乙：「在臺灣須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得以臺灣總督的命令規定之」；丙：「在

臺灣須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如並無應適用之法律或依前條之規定處理有困難者，以因臺灣

特殊情形有必要時為限，得以臺灣總督的命令規定之」。從甲、乙、丙律法之演變可以看

出： 

日本在臺總督權力愈來愈大 總督權力由大而小後再變大 

到丙的年代已是皇民化時期 到丙的年代已是日本大正時期 

C  此表格的設計是要比較： 

 甲 乙 

行政 兩位由議會選出的執政官，其任期一

年，主要職責是執行政策與掌管軍隊。 

由人民選出的總統，其任期是四年，主

要職責是執行政策與掌管軍隊。 

立法 貴族組成的元老院，負責國內外政

策，以及提供執政官意見、被諮詢。 

百人團會議：軍事組織自然發展的結

果，公民為成員，負責制訂法律。 

參議員由人民選出，任期是六年，負

責制訂法律、提出外交建言。 

眾議員由人民選出，任期兩年，負責

制訂法律與歲收法案。 

司法 司法官：由百人團會議選出的 8 位法

官，其任期為一年。 

最高法院：由總統任命 9 位終身職的法

官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法典 十二表法 聯邦憲法 

公民 擁有土地的成年男子 所有本國出生或入籍的成年人 

甲：古羅馬；乙：英國 甲：古希臘；乙：英國 

甲：古羅馬；乙：美國 甲：古希臘；乙：美國 

A  當時中國大陸連年戰亂及饑荒，政府則招募漢人開墾臺灣。來臺漢人常抱怨政府強行徵收

人頭稅，也不准自由遷移或私鐵器，娶原住民女子還須改變宗教信仰，這些皆漢人心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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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於是憤而起事。政府當局除派出駐軍，並動員了原住民兵士方平定。請問：前面描述

的是哪一個事件？ 

郭懷一事件 朱一貴事件 林爽文事件 演田彌兵衛事件 

C  「偏愛吃白米的人，易發生以下的病症：一、維生素 B1、B2 不足，腦神經作用不會靈

活，而變成愚笨。二、易患腳氣病。……」會出現如此內容、並被政府拿來對臺灣人廣為

宣傳的背景應該是： 

清領時期為救濟福建饑荒，急需臺灣的稻米 

日治時期因米糖相剋問題，唯恐臺人種植甘蔗的意願低落 

1960年代美援會的推銷，要改變臺灣人以米食為基礎的飲食習慣 

198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要解決臺灣人營養過剩的問題 

D  柏拉圖藉著洞穴神話，想要說明哲學家是如何從影子般的影像出發，追尋自然界所有現象

背後的真實概念。請問：自然界所有現象背後的真實概念是指？ 

理性(reason) 原子(atom) 秩序(order) 理型(ideal) 

A  在印度諸神中，這是性格最複雜的神衹，舞蹈姿的衪象徵了五個偉大的特性：創造、保

護、毀滅、消除無知與束縛、使靈魂得到解脫。請問此神衹為？ 

濕婆 梵天 哈奴曼 毗濕奴 

B  新石器時代革命，剛開始時各地區主要農業物種不盡相同，比如：甲地剛開始時主要農業

物種為小麥、大麥；乙地為小米（粟）、稻米；丙地為蕃茄、甘薯、白馬鈴薯。請問甲、

乙、丙應為？ 

西亞、中國、印度 西亞、中國、美洲 中國、埃及、美洲 

中國、非洲、印度 

B  某條約內容有：一、哈布斯堡皇室承認新教在神聖羅馬帝國內的合法地位，同時新教諸侯

和天主教諸侯在帝國內地位平等。二、神聖羅馬帝國內各諸侯邦國有外交自主權，唯不得

對皇帝及皇室宣戰。請問：這是哪一場戰爭結束後所簽訂的？ 

七年戰爭 三十年戰爭 拿破崙戰爭 普法戰爭 

B  大航海時代以來，殖民貿易成為各國富強的關鍵，許多歐洲君主以某種經濟理論來強大國

家，其內容有：一、國際貿易的重要目的是累積貴金屬。二、為了國家的獨立與強盛，主

張爭取殖民地。請問此經濟理論是？ 

自由主義 重商主義 社會主義 工業資本主義 

D  表格中描述了不同文明，請問甲、乙、丙、丁文明依序為？ 

文明 甲 乙 丙 丁 

宗教

信仰 

信仰多神，諸神的

行為模式如同人

類。 

接受很多前代神

衹，但有改變和增

添。 

其國教吸收了其它

宗教教義與各地習

俗，變成更個人化

並贏得信眾。 

崇拜太陽神。 

藝術

建築 

雕刻體現理想美。

建築表現平衡與對

稱，常運用列柱與

柱基。 

雕刻藝術寫實，也

製作美麗的鑲嵌圖

像。 

雕像多屬於宗教類

的主題。 

雄偉的神廟和宮殿

都用巨石砌成。 

科學

技術 

科學家在天文、數

學獲得大進步。 

工程師開發圓頂、

拱門並修築宏偉道

路。 

學者在天文、數學

和醫學有新發現。 

搬移重石以造大型

建物，然而不用車

輪為載具。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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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道路發

達。 

希臘化、羅馬、貴霜印度、印加 希臘化、拜占庭、貴霜印度、埃及 

希臘、羅馬、芨多印度、埃及 希臘、羅馬、笈多印度、印加 

B  某政權統治期間，中央集權且文字一統，人口則膨脹到 6000 萬，因為糧食需求量大，學

者和普通百姓都認為農業是最重要而且榮耀的職業。雖然法令和社會風氣貶損商人，但是

製造業和商業仍然對該政權相當重要，政府還建立了制度：由排他性的團體對某些貨物控

制製造和銷售。某政權應該是？ 

羅馬共和 漢代中國 明代中國 法蘭克王國 

D  正統四大哈里發主政時期，除了頭一位之外，都喪生在刺客之手。先知才去世二十餘年，

他的回教社群就被激烈的紛爭撕裂了。造成前述狀況的主因是？ 

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相殺 歐洲人與阿拉伯人的對抗 

新回徒與舊回教徒的衝突 阿拉伯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對立 

B  克羅斯比：「哥倫布大交換繼續進行，而且會永遠繼續下去。舊世界眾人繼續享受這場生

物大戰帶來的福利，美洲印第安人則繼續死於舊世界的疾病之下。……人類與他帶來的動

植物，在過去四百年內消滅的生命種類，可能比一百萬年演化滅絕的物種還多。……哥倫

布大交換留給我們的不是一個豐富的基因池，它反而愈形枯涸貧乏。我們本身，以及這座

星球的所有生命，因有哥倫布而較前貧乏，而這貧乏現象只會有增無減。」關於引文，下

列分析何者正確？ 

哥倫布大交換開始於新帝國主義盛行之際 

引文是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解釋世界歷史 

舊世界享受這場生物大戰帶來的福利是指對天花、麻疹的免疫 

哥倫布大交換使得基因物種與糧食產量均較以往貧乏並且減少 

A  巴西在 1815 年擁有了與殖民母國同等的王國法律地位，她從舊的控制脫離出來，但是卻

又進入到另一個新的國家的控制之中－這個國家在 1810 年的《斯坦福條約》即已獲得關

稅優惠和其它特權，其結果就是廉價機器生產的商品湧入，使巴西的手工業陷入困境。請

問前面所說：巴西的殖民母國、與新的國家控制巴西，依序分別是指？ 

葡萄牙、英國 葡萄牙、美國 西班牙、英國 西班牙、美國 

D  2001 年印度宗教人口普查：甲宗教人數佔全國的比例為 80.50%，乙宗教人口數佔全國的

比例為 13.40%，丙宗教人口數佔全國的比例為 0.80%。請問甲、乙、丙依序為何種宗教？ 

錫克教、伊斯蘭教、基督教 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 

佛教、伊斯蘭教、耆那教 印度數、伊斯蘭教、佛教 

D  康德說它讓「光明照亮人類思想的黑暗角落」，其名稱「Enlightenment」就是「照亮」

之意，即以理性思維劃破從前的黑暗，驅逐了愚昧、成見和迷信。請問康德所評價的是： 

文藝復興 宗教改革 科學革命 啟蒙運動 

D  他是第三世界共產革命的英雄，其在學生時代便遊歷整個中南美洲，親眼目睹貧富不均，

認為社會中的不平等，唯有進行世界革命才能補救。他參加了古巴革命，也經歷了古巴飛

彈危機事件。著名作家保羅‧沙特和西蒙，波娃有訪問過他；巴黎大學學生運動時也高減

「切…..切……切……」，來挑戰權威並批判異化社會。請問此人為？ 

哈維爾 尼赫魯 卡斯楚 格瓦拉 

A  宋真宗時與遼訂立「澶淵之盟」：宋、遼約為兄弟之國，宋贈與遼歲幣，每年絹二十萬

匹、銀十萬兩，且規定人戶不得互越疆界、互不納叛亡、以及互不增加邊防設備，並互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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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臣。請問澶淵之盟的意義或影響為？ 

建立彼此對等地位 歲幣仍然無法買和 確立雙方君臣關係 

遼被納為中國藩屬 

C  某場亂事之後，北方原有的地方行政機構遭到破壞，新的統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各地豪

強紛紛糾合宗族鄉里，結塢築壘，以為自保之計。請問此亂事為？ 

靖康之難 侯景之亂 永嘉之亂 六鎮之亂 

B  顧炎武《日知錄》：「甲之時，猶尊禮重信，而乙則不言禮信矣。……甲時，猶論宗姓氏

族，而乙則無一言及之矣。甲時，猶宴會賦時，而乙則不聞矣。甲時，猶有赴告策書，而

乙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請問比較甲、乙是要說明： 

商代到周朝的變化 春秋到戰國的變化 戰國到秦朝的變化 

漢代到魏晉南北朝的變化 

C  陳捷先評論某位皇帝說：以往學者認為他喜用峻法殺人來控制勳貴大臣，但是他絕少以酷

刑加諸於平民百姓的。他為了收拾大亂後的人心，安定社會，竭力的整頓吏治，禁貪除

暴，減賦輕徭，勸助農桑。封藩、廢相以及實行恐怖統治，則與前朝殘餘勢力威脅以及國

內反對力量有關，多少是因維護皇朝天下而起的。請問此皇帝是？ 

秦始皇 晉武帝 明太祖 清世宗 

A  錢穆說：中國思想以儒學為主流。甲儒功在傳經，乙儒功在釋經，丙儒則重聖賢更勝於重

經典。請問甲、乙、丙依序應該填入？ 

漢唐、清、宋元明 清、宋元明、漢唐 漢唐、宗元明、清 

清、漢唐、宋元明 

A  資料一：北周武帝廢佛之後，「民役稍稀，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資料二：

唐武宗滅佛，拆寺 4600 所，還俗僧尼 260500 人，收良田數千萬頃，收奴婢 15 萬人。上

述兩項資料，強調君王壓制佛教之主要動機為？ 

經濟因素 政治因素 軍事因素 宗教因素 

B  某學派思想認為統治者自己必須達到虛靜的境界，才能毫無主觀地判斷事物的本質，分清

是非。他們一方面按照道的規律來制定法律，實施法治；另一方面又主張愛惜民力，否則

必遭天譴。請問此學派對何時的政治有很大的影響？ 

秦朝 西漢初年 東漢初年 南宋 

B  中國淮河以北的山東西南、江蘇西北、河南東部與安徽北部等數省的交界地帶，因土壤貧

瘠、水利失修而導致水患頻繁，一直以來都是窮困不安的地區，清朝後期有動亂便是從此

地區開始爆發的。此動亂為？ 

回變 捻亂 太平天國 白蓮教之亂 

D  英國國會於道光十四年(1834 年)取消東印度公司的獨占特權，允許英國人自由來華經商，

並於廣州設商務監督管理。如此轉變的背景原因應該為？ 

民族國家中王權的擴大 貴族階級對君王的訴求 

無產階級對國會的要求 中產階級政治勢力增強 

B  長官每年召開地方會議，新任命者則上前領受他們的藤杖，並保證在上帝的見證下握手，

以為誓言，他們會忠於長官，服從命令，並且言行清廉忠實，合於領袖風範。會議中也會

仲裁糾紛，課徵罰金，然後宴樂、飲酒同歡。請問這樣的情況應該發生在： 

西歐封建制度下 荷蘭殖民臺灣時 西周大行封建時 葡屬巴西莊園裡 

肆、多重選擇題： 

10題，題號自第 31題至第 40題，每題 4分，計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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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選項各自獨立其中至少有 1 個選項是正確的，每題皆不倒扣，5 個選項全部答對得該題全

部分數，只錯 1個選項可得一半分數，錯 2個或 2個以上選項不給分。 

 

A 

B 

D 

 分析下表，哪些說法是正確的？ 

臺灣 韓國 

推行日語，但不曾有系統地禁止使用當地

語言 

推行日語，且將保存韓語和主張韓國民族

主義等同 

臺灣總督府沒有如此要求臺灣人背誦誓詞 朝鮮人在任何集會，均需背誦「皇國臣民

誓詞」 

改姓名在臺灣是許可制，偏重用獎勵的方

式 

朝鮮人的改姓名之強迫性高 

這是從比較的觀點，來看臺灣和韓國的皇民化運動 

臺灣和韓國的皇民化運動就理念上而言，均是一種同化主義 

臺灣和韓國的皇民化運動就實際需要來說，均是為了配合日本大正時代的政治社會風氣 

朝鮮總督府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在手段上比起臺灣總督府嚴厲，可能是因為韓國是以一個獨立的國

家淪為殖民地的 

朝鮮總督府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在手段上比起臺灣總督府嚴厲，可能是因為朝鮮是日本第一個殖民

地，所以日本統治者的要求比較嚴格 

C 

D 

 比較中國自強運動、日本明治維新與泰國拉瑪五世（朱拉隆功）新政，下列哪些正確？ 

均因英國叩關而起  內容均涉及到制度層面 

自強運動開始的時間最早 均面臨新帝國主義入侵下的衝擊 

君王均積極主導推行之 

A 

B 

C 

E 

 宋朝士大夫積極入仕、且偏向於喜好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其可能原因有哪些？ 

鑑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君弱臣強，動輒叛變 

宋朝立國的政策本就是先安內再攘外，強幹弱枝 

契丹等外族勢大，更需要鞏固領導中心 

政府優禮文人，廣開科場，行身言書判合格後便成為皇帝的忠實官僚 

政府政策為重文輕武，提高士人待遇，促使士大夫對作為官僚階級的一分子有廣泛的興趣 

B 

C 

D 

 下列有關克里米亞戰爭的描述，哪些是正確的選項？ 

直接幫助日後德國與義大利的統一建國 工業革命的現代化技術在戰爭中被運動 

南丁格爾於戰爭中提倡戰地醫院的設置 記者能參加戰爭並且把戰況報導給家鄉的報紙 

解決了俄、土之間爭奪小亞細亞、巴爾幹半島的問題 

A 

B 

C 

E 

 下列哪些因素有助於魏晉南北朝世家大族的興起？ 

漢末大亂，聚眾以自保而成大族 九品官人法的實行 

西晉的占田法  南朝的土斷政策 

漢代累世經學的知識壟斷，形成世家 

B 

C 

E 

 毛澤東一生起伏，下面哪些是正確的敘述？ 

1931 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共黨正式清算了國際派的路線，毛澤東則開始掌

握軍政大權 

1942年在延安發起的整風運動，使毛澤東的思想更加定於一尊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象徵了其開國有功的人生巔峰 

1958 年開始推行三面紅旗政策，促使中共與蘇聯關係更加密切，從而毛澤東的國際地位亦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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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也耗盡了毛澤東烏托邦式的共產理想，構成了其統治有過有界的部

分 

A 

B 

C 

E 

 關於人類文字的發展，下列哪些是正確的？ 

文字讓人類從史前時代跨入歷史時代 

希臘文和拉丁文都是從腓尼基文演變而來 

兩河流域使用的楔形文字是由蘇美人所奠定的 

馬雅文字影響了後來印加與阿茲提克的書寫 

從西元前三千五百年開始興趣的四大古代大河文明，其中唯有黃河文明的漢字綿延使用至今 

B 

C 

D 

E 

 巴布狄倫：「一個男人得走過多少路，在他被稱為男子漢之前。一隻白鴿得飛過多少座海

洋，才能在沙灘上安睡。加農砲還得發射多少次，才會被永遠禁止。答案啊！朋友，就飄

在風裡，答案飄在茫茫的風裡。」其歌詞唱出了美國 1960 年代的心聲。請問：下列哪些

是 1960年代美國可能會出現的景象？ 

麥卡錫主義的興盛 嬉皮們高喊性解放 新左派思潮的流行 金恩博士在華盛頓演講 

關注布拉格之春的發生 

A 

B 

D 

E 

 下列哪些有助於武昌起事成功、中華民國的建立？ 

新軍的加入 華僑的支持 英、法、俄的派兵 同盟會的參與 

立憲派人士的響應 

A 

C 

D 

 卑南文化為臺灣史前遣址，出土的人獸形玉玦成為臺東史前文化館的標誌。若學生要做關

於卑南文化的導覽，以下哪些可以成為其介紹內容？ 

最早的考古紀錄應該是日治時期所開始 

為臺灣新石器時代文化早期的代表性遣址 

出土的玉器可能是社會階級分化、身分地位的象徵 

出土的玉器可能是作為祭祀溝通之用 

此時的臺灣與東亞大陸連成一塊、往來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