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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歷史科 

選擇題：共 70 題。第 1~40 題，每題１分；第 41~70 題，每題 2 分；總分 100 分。 

（D） 1.清朝同治末年，曾以官費將一百多名幼童送至哪個國家留學？ 

 （A）英國  （B）法國  （C）日本  （D）美國 

（B） 2.英國曾在清朝嘉慶年間派何人來華商議中英貿易問題？ 

   （A）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B）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C）義律（Charles Elliot）         （D）懿律（George Elliot） 

（C） 3.如果把北宋疆域與漢唐盛世作一比較，則明顯可看出北宋沒有控制那一地區？ 

   （A）粵江流域  （B）四川盆地  （C）河西走廊   （D）淮水至大散關 

（A） 4.曾經統治過俄羅斯的蒙古汗國是？ 

   （A）欽察汗國  （B）察合臺汗國 （C）窩闊臺汗國  （D）伊兒汗國 

（D） 5.如果要了解思想家王充之生平大要，可查閱何書？ 

   （A）史記  （B）春秋繁露  （C）漢書  （D）後漢書 

（A） 6.曾獲孔子讚許，讓華夏諸國免於「被髮左衽」之危的是？ 

 （A）管仲  （B）周公  （C）周武王  （D）向戌 

（C） 7.在甲午海戰中，清朝實際上是以哪位官員主辦的軍隊為主來抵抗日軍？ 

 （A）曾國藩  （B）左宗棠  （C）李鴻章  （D）張之洞 

（B） 8.下列何者是西周封建制度的特徵？ 

（A）封國中的大小官員均由周天子派任      （B）諸侯王在封國中可擁有軍隊  

（C）諸侯王須將封國全部稅收上繳給周天子  （D）封國的王位繼承人由周天子直接指定 

（D） 9.在中英法天津條約中，台灣被迫開放的兩個「正港」是？ 

（A）台南、雞籠  （B）雞籠、打狗   （C）淡水、打狗  （D）台南、淡水 

（D）10.下列臺灣新石器時代之文化，何者年代較早？ 

 （A）十三行文化  （B）牛罵頭文化  （C）大湖文化  （D）大坌坑文化 

（A）11.康熙年間，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初設一府三縣，其中並未包括那一縣？ 

 （A）彰化  （B）諸羅  （C）臺灣  （D）鳳山 

（D）12.何謂「土牛紅線」？ 

（A）廟會時賽牛的起跑線  （B）牛隻不得超越住宅區的界限  

（C）牧牛區的標示線      （D）區分清代漢人與原住民界限的土堆 

（B）13.在 1960 年的台灣，曾企圖組黨但最後失敗被捕入獄的是？ 

（A）李敖  （B）雷震  （C）孫立人  （D）殷海光 

（C）14.晚清對臺的積極建設與下列那一事件並無關聯？ 

 （A）牡丹社事件  （B）清法戰爭  （C）鴉片戰爭  （D）自強運動 

（D）15.日治末期台灣總督府曾推動所謂的「疏開」政策，請問這指的是？ 

（A）疏通淤塞的水圳溝渠  （B）疏通開導反日份子  

（C）積極開闢新的公路    （D）將城市居民疏散至鄉間 

（A）16.首次使用望遠鏡來觀察宇宙天體並發現木星有衛星的科學家是？ 

（A）伽利略      （B）哥白尼       （C）克普勒    （D）牛頓 

（B）17.「五功」是屬於下列那一宗教的用語？ 

 （A）猶太教      （B）伊斯蘭教     （C）基督教    （D）佛教 

（C）18.約與漢代同時，有一王朝崛起於中亞及西北印度，與羅馬、安息及漢朝並稱，請問此王朝是？ 

 （A）笈多王朝    （B）嚈噠（白匈奴） （C）貴霜王朝  （D）西突厥 

（A）19.英國史上何時曾一度將君主政體改為共和？ 

 （A）清教徒革命  （B）光榮革命     （C）英格蘭、蘇格蘭合併時  （D）大憲章簽署後 

（C）20.西方有 to cross（or pass）the Rubicon 的成語，其典故是有一位西方歷史人物果決的越過了盧比孔河，結果順利

奪取政權，這位歷史人物是？ 

 （A）摩西  （B）亞歷山大大帝  （C）凱撒  （D）拿破崙 

（C）21.下列何者不是羅馬崛起前在義大利地區活動的民族？ 

 （A）希臘人  （B）迦太基人  （C）努比亞人  （D）伊特拉斯坎人 

（A）22.下列哪句成語的典故出處時代與其他三者不同？ 

（A）江郎才盡  （B）暗渡陳倉  （C）沐猴而冠  （D）約法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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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下列何者與早期佛教初傳中國無關？ 

（A）大月氏王信奉佛教並弘揚佛法  （B）印度高僧四出傳道至中亞，西域諸國開始信奉佛法  

（C）衛青北擊匈奴，取得河南地    （D）漢明帝遣蔡愔等前往大月氏 

（D）24.日治時期的一位民政長官，曾對臺灣施政問題提出「生物學的原則」，試問其用意為何？ 

（A）指出物種調查的迫切性        （B）強調同化政策的可行性  

（C）認為初等教育要納入理科教育   （D）表示日本的統治應注重臺灣舊慣 

（A）25.某人計畫撰寫論文，到圖書館借閱了《巴達維亞城日記》、《裨海紀遊》、《馬偕日記》三本書。他欲研究的主題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平埔族社會的變遷            （B）長老教會來臺傳教  

（C）東印度公司的貿易            （D）行郊的成立和興衰 

（C）26.某本書在描述近代歐洲某位君主的改革時曾有以下的描述：「他命令所有的貴族必須剃掉鬍鬚，……他在街上

看到這樣的反抗者，就親自拿起剪刀將他們的鬍子剃掉。」請問這位君主最有可能是？ 

 （A）法國路易十四  （B）英國查理一世  （C）俄國彼得大帝  （D）西班牙菲利普二世 

（A）27.下列何者是印度當地的早期民族，其生活於印度的時間甚至可能早於雅利安人入侵之前？ 

（A）達羅毗荼人（Dravidians） （B）貴霜人（Kushans）  

（C）白匈奴（Hephthalites） （D）塞種（Sakas） 

（C）28.105 年 1 月，花蓮國富街進行下水道工程時，意外挖出 1 具遺骸，送往美國檢測後，確定這遺骸屬於哪個文化

時代： 

（A）卑南    （B）麒麟    （C）靜浦    （D）漢本 

（A）29.經文化部於 105 年 3 月 10 日審議，4 月份公告指定為國寶的「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典藏於： 

   （A）國立臺灣博物館    （B）國史館    （C）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D）國立故宮博物院 

（C）30.明末中國東南沿海居民渡海來臺灣，為感念神靈庇祐的恩德，建廟崇拜神明，其中保護開墾的神衹是： 

     （A）城隍爺   （B）開臺聖王   （C）福德正神   （D）保生大帝 

（A）31.秦始皇封禪泰山，刻石紀功頌揚功德，刻石文字的書體是： 

（A）小篆    （B）隸書    （C）大篆    （D）楷書 

（C）32.鄭經在陳永華輔佐下大力發展文教，首先推行的是： 

   （A）里社廣設學校    （B）設立學院    （C）興建孔廟   （D）實施科舉考試 

（C）33.2013 年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路」是指： 

   （A）歐亞鐵路    （B）鄭和下西洋之路    （C）絲綢之路    （D）振興國族的道路 

（A）34.19 世紀後期，有「英國王冠上最燦爛的珠寶」(The brightest jewel in the British crown)之稱的是： 

   （A）印度    （B）南非    （C）香港    （D）新加坡 

（D）35.哪個事件促使二戰後以美蘇為首的冷戰由對抗轉入和解？ 

   （A）柏林危機    （B）韓戰    （C）蘇伊士運河危機    （D）古巴危機 

（D）36.2015 年的夏天，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難民潮席捲歐洲，難民主要來自： 

   （A）阿富汗    （B）利比亞    （C）伊拉克    （D）敘利亞 

（C）37.今日通行於世界的西曆源自於「儒略曆」（The Julian Calendar），制定「儒略曆」的君主是： 

   （A）亞歷山大大帝    （B）君士坦丁大帝    （C）凱撒    （D）戴克里先 

（A）38.1919 年，日本將臺灣的「國語學校」改制為： 

   （A）臺北師範學校    （B）臺北高等學校  （C）臺北帝國大學    （D）國語講習所 

（B）39.蔣經國說：「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指的是： 

   （A）新竹科學園區的創設    （B）十大建設    （C）政治解嚴    （D）打造亞太營運中心 

（D）40.民國 24 年 11 月，國民政府頒布〈財政部改革幣制令〉，實施以法幣替代銀元的新貨幣政策，以哪三家銀行發

行的鈔票為法幣？ 

   （A）中央、農民、鹽業    （B）中央、大陸、交通    （C）中南、農業、交通   （D）中央、中國、交通 

（B）41.明代編製「黃冊」與「魚鱗冊」的主要目的是？ 

   （A）作為漁業輔導資料  （B）掌握賦役資料  （C）追查蒙古反抗份子  （D）籌建皇室苑囿 

（D）42.郁永河《裨海紀遊》曾記載：「鄭氏繼至，立法尤嚴，誅夷不遺赤子，併田疇盧舍廢之」，請問這描述的是？ 

（A）鄭氏家族與滿洲人戰鬥的過程  （B）鄭氏家族經營金、廈的情況  

（C）鄭氏家族處置滿洲俘虜的方式  （D）鄭氏家族對付台灣原住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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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台灣總督府曾在治台初期實施過所謂「午砲」制度，其功能是？ 

（A）軍隊統一在中午演練砲操      （B）砲兵部隊僅在中午休息  

（C）規定百姓只能在中午燃放炮竹  （D）提醒民眾校準時間 

（B）44.以色列亡國後，大批猶太人被押至巴比倫為奴，《舊約聖經》稱為「巴比倫俘囚」（Babylonian Captivity）。此一

典故後來又再度被沿用，指稱那一項歷史事件？ 

（A）拿破崙兵敗後被囚禁在聖赫勒納島 （B）中古時期法王曾強迫教宗遷居法國亞威農達數十年  

（C）中古時期耶路撒冷被回教徒佔領  （D）亨利四世被教宗格列高里七世革出教門 

（C）45.某位歷史人物曾作詩「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來感嘆自己的出身，請問此人

為？ 

   （A）劉邦  （B）王莽  （C）曹操  （D）朱元璋 

（C）46.某史料曾記載：「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

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

民。」請問這指的是何時的景況？ 

 （A）戰國末年  （B）秦朝  （C）漢初  （D）五胡十六國時期 

（A）47.一位朝臣向皇帝進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請問此朝臣

為何人？ 

（A）鼂錯  （B）商鞅  （C）江統  （D）于謙 

（B）48.有學者將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分成三個世代：老一代，割臺時已成年，是傳統社會孕育出來的；其次是乙未新生

代，生於割臺前後，接受新式教育，但還與舊時代接觸；最後是戰爭世代，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度過青

少年期，大都接受日式教育。請問乙未新生代的人，對當時臺灣社會運動的參與方式以何種為主？ 

（A）採取武裝的抗日行動          （B）以近代的意識型態批判殖民政治，要求權利參與  

（C）表現對日本的認同與效忠      （D）只能以文學或藝術的消極方式發洩苦悶 

（D）49.「一個統治者應當做到既受人愛戴又令人敬畏，但是鑑於很難同時實現，我堅持在二者無法兼得而必須選擇的

時候，選擇令人敬畏要比受人愛戴更有安全感。」請問這段話最有可能出自以下何人？ 

  （A）路易十四  （B）霍布斯        （C）凱撒  （D）馬基亞維利 

（B）50.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從原奧匈帝國獨立的新國家是？ 

 （A）羅馬尼亞  （B）捷克斯洛伐克  （C）波蘭  （D）保加利亞 

（C）51.某本著作有以下的敘述：「每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

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

地促進社會的利益。」請問這本著作最有可能是？ 

（A）霍布斯的《利維坦（巨靈論）》 （B）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C）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D）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B）52.提出〈山東問題說貼〉，於巴黎和會中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子誕生地山東，一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地耶路撒冷，

拒簽〈凡爾賽和約〉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是： 

   （A）陸徵祥    （B）顧維鈞    （C）顏惠慶    （D）施肇基 

（C）53.漢朝以勇略者出任西域都護，處理各國事務與管轄屯田吏士，此職始設於： 

    （A）武帝    （B）昭帝    （C）宣帝    （D）光武帝 

（B）54.制定古代雅典城邦貝殼（陶片）放逐法（Ostracism）的人是： 

（A）梭倫（Solon）         （B）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 

（C）皮利克利斯（Pericles）     （D）希庇亞斯（Hippias） 

（A）55.日治時期，日人認為臺灣社會有三大陋習，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A）崇拜偶像  （B）吸食鴉片  （C）纏足  （D）辮髮 

（D）56.詔命國史館纂修《貳臣傳》的中國帝王是： 

   （A）唐太宗    （B）明太祖    （C）明成祖    （D）清高宗 

（B）57.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列強競相從事軍備競爭，最激烈者為： 

  （A）德俄研發生產軍火    （B）英德擴建海軍    （C）德義整建陸軍    （D）俄日大量興建兵工廠 

（B）58.「棉裏藏針，行方思圓」，是毛澤東對何人的評價？ 

 （A）劉少奇    （B）鄧小平    （C）周恩來    （D）江青 

（C）59.「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辭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榖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

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請問這段文字描述的是哪個朝代的情形： 

（A）晉       （B）唐        （C）宋        （D）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A1%E5%B0%94%E8%B5%9B%E5%92%8C%E7%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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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0.精研佛理，兼通經學和玄學，主張沙門不向王者跪拜，提倡淨土思想，對東晉佛學發展有重大貢獻的人是： 

  （A）鳩摩羅什    （B）支遁    （C）法顯   （D）慧遠 

（B）61.古都洛陽的南郊，有方圓四萬多平方米的高台，為東漢靈臺遺址，漢人在此： 

  （A）祭祀歷代帝王    （B）觀測天象    （C）纂修典籍    （D）執行死刑 

（A）62.16 世紀的歐洲，以專制統治和父權政治（despotism and paternalism）為殖民政策兩大要素的國家是： 

  （A）西班牙         （B）葡萄牙       （C）荷蘭        （D）英國 

（C）63.清季臺灣開港通商後，基督教隨之傳入，長老教會以「白話字」傳教，提倡最力的人是： 

  （A）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B）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C）巴克理（Thomas Barclay）       （D）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D）64.將荷蘭在臺虛實告訴鄭成功，力勸其進取臺灣的人是： 

      （A）沈光文   （B）陳永華   （C）馮錫範   （D）何廷斌 

（B）65.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宮殿夯土基址群，其佈局結構特點為： 

  （A）呈正方形    （B）廊廡封閉式院落    （C）左祖右社   （D）殿堂位於正中的位置 

（A）66.19 世紀初期新教曾興起所謂「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重視儀禮、傳統基督教條和教會權威，此時期

成立的教派為： 

（A）聖公會（Anglican Communion）     （B）再臨教派（Adventists）    

（C）基督教青年會（YMCA）           （D）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D）67.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於 1937 年 10 月 5 日於何地發表隔離演說（Quarantine Speech），

擬改變美國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 

  （A）波士頓    （B）舊金山    （C）洛杉磯    （D）芝加哥 

（A）68.「臺灣文化協會」為打破總督府言論管制和服務民眾，成立之初的三個月內就在各地紛紛設立： 

（A）讀報社    （B）書房      （C）文化館    （D）私塾 

（C）69.清季沈葆楨建議閩撫駐臺，首任駐臺閩撫是： 

  （A）丁日昌    （B）岑毓英    （C）王凱泰    （D）吳贊誠 

（A）70.標榜以「工業化、皇民化、南進基地化」為施政三大方針的日本駐臺總督是： 

（A）小林躋造    （B）南弘    （C）中川健藏    （D）太田政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