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 學 年 度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升 學 大 專 校 院 甄 試 試 題
甄試類組：大學
甄試科目：歷史
共四十題單選題，每題 2.5 分，共計 100 分
1. 中國近代有一位史家，曾說過：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來形容
史家在蒐集資料的努力。說這句話的是誰？
（Ａ）胡適
（Ｂ）傅斯年
（Ｃ）陳獨秀
（Ｄ）錢穆
2. 關於中國南方的開發與經濟發展，下列哪一個答案是正確的？
（Ａ）隋代在江南築建馳道、設置糧倉
（Ｂ）宋代有清明上河圖描寫南方城市的熱鬧景象
（Ｃ）漢武帝重視南方的經營，屢次派官經略嶺南地區
（Ｄ）六朝在中國經濟史上扮演著開發江南的先鋒
3. 下列各朝皆有朝廷士大夫相對抗的政爭，哪一個朝代的朋黨問題與宦官無關？
（Ａ）漢代的黨錮之禍
（Ｂ）宋代的新舊黨爭
（Ｃ）明代的東林黨爭
（Ｄ）唐代的牛李黨爭
4. 哪一本書不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在位時所編纂的？
（Ａ）明史 （Ｂ）康熙字典 （Ｃ）四庫全書

（Ｄ）古今圖書集成

5. 在民國初年，一本文學雜誌刊登下列這段文字「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
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
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請問寫這段話的是誰？
（Ａ）陳獨秀
（Ｂ）魯迅（周樹人） （Ｃ）梁啟超 （Ｄ）傅斯年
6. 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有關政治社會運動的描述，下列哪一個答案不正確？
（Ａ）林獻堂主導發動十五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Ｂ）1930 年由蔣渭水、楊肇嘉領導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Ｃ）台灣文化協會後來分裂，由連溫卿等人領導，稱為新文協
（Ｄ）受到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以白話文寫作
7. 下列哪一個原住民與其傳統習俗或祭典的對應是對的？
（Ａ）阿美族：打耳祭 （Ｂ）賽夏族：猴祭
（Ｃ）達悟族：戰士舞 （Ｄ）排灣族：五年祭
8. 十七世紀以來，台灣海上運輸興盛，
「鹿港飛帆」即是在描述當年船隻熙來攘往
的熱鬧景象。請問，台灣在清領後期，茶葉主要經由哪一個港口輸出至國外？
（Ａ）滬尾
（Ｂ）鹿港
（Ｃ）安平
（Ｄ）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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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九七 0 年代起，台灣與南韓、香港、新加坡並列亞洲四小龍，這是因為政府
推動哪項經建計畫所造就的成果？
（Ａ）進口替代 （Ｂ） 出口擴張 （Ｃ）十大建設 （Ｄ）高科技產業政策
10. 在台灣史上，曾經有哪一國的基督教傳教士為方便向原住民傳教，用羅馬拼音拼
出他們的語言，藉以教導基督教的教義？
（Ａ）西班牙 （Ｂ）荷蘭 （Ｃ）葡萄牙 （Ｄ）加拿大
11. 秦始皇是中國第一位皇帝，一直到清末溥儀退位，中國一直以皇帝為最高的統
治者，但仍有其他力量可以略為約束皇帝。下列哪個答案對皇帝是最無約束力
的？
（Ａ）法律 （Ｂ）天命 （Ｃ）祖訓 （Ｄ）官僚機構
12.對於中國歷代與外族的關係，何者為正確？
（Ａ）楚莊王打敗入侵的南越，因而成為春秋五霸
（Ｂ）漢明帝時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並經營，重新控制西域
（Ｃ）魏晉時期是中國進行民族融合的階段，其中以匈奴漢化最深入
（Ｄ）岳飛＜滿江紅＞提到：「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此處的匈
奴其實是指女真人
13. 孔維是北宋時期的南方人，通過科舉考試後出任地方官員職務，我們有可能會
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發現哪一行為？
（Ａ）向地方民眾宣揚儒家學說，希望他們不要常到官府打官司
（Ｂ）迎娶契丹貴族家的小姐為妻 （Ｃ）受洗成為基督徒
（Ｄ）晚上辦公較晚，發現城內已進行宵禁，只好在官衙留宿
14. 中國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與西方世界斷絕往來，日後成為新帝國主義國家侵
略的對象，請問雙方中斷往來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Ａ）葡萄牙人走私貿易 （Ｂ）雍正下令禁教
（Ｃ）康熙實施海禁政策 （Ｄ）流寇為亂劇烈
15. 清末容閎曾帶領四批幼童赴美留學，請問這是哪一個改革運動？
（Ａ）百日維新 （Ｂ）立憲運動 （Ｃ）公車上書 （Ｄ）洋務運動
16. 有一本歷史教科書寫道：
「中國自此結束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請問此束
縛的開始和結束分別與哪一場戰役有關？
（Ａ）鴉片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Ｂ）鴉片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
（Ｃ）甲午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Ｄ）甲午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
17. 下列有關中國佛教的發展，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Ａ）中國佛教在東漢末年傳入中國
（Ｂ）唐高宗時玄奘西行求法，並著有大唐西域記一書
（Ｃ）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大盛，與帝王倡導有關
（Ｄ）三武滅佛是指北魏太武帝、北齊武帝與唐武宗禁佛的政策
考試時間共 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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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列有關中西交流的敘述，何者有誤？
（Ａ）利瑪竇造天文儀器
（Ｂ）湯若望制時憲曆
（Ｃ）利瑪竇制坤輿全覽圖 （Ｄ）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
19. 魏晉時期嵇康、阮籍等人常聚集於竹林高談闊論，請問他們最有可能會討論下
列哪一本書的內容？
（Ａ）大學 （Ｂ）詩經 （Ｃ）易經 （Ｄ）尚書
20. 下列哪一個朝代的直接覆亡與外族無關？
（Ａ）明代 （Ｂ）西晉 （Ｃ）南宋 （Ｄ）唐代
21. 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曾發行哪一份機關報？
（Ａ）台灣民報 （Ｂ）日日新報 （Ｃ）台灣時報

（Ｄ）新民報

22. 清領時期的台灣常發生群體之間的衝突，也就是「械鬥」
。當時械鬥的分類依據，
與下列哪個答案無關？
（Ａ）姓氏 （Ｂ）學歷 （Ｃ）職業 （Ｄ）祖籍
23. 台灣在荷據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一直都有對外貿易，貿易商品主要是本
土所生產的物資，而下列哪一項商品不是台灣出口的大宗？
（Ａ）樟腦 （Ｂ）稻米 （Ｃ）蔗糖 （Ｄ）硫黃
24. 一位研究台灣文學的研究生，想研究一位日治時期的文學創作者，他不可能會
選擇下列哪一位文學創作者？
（Ａ）賴和 （Ｂ）楊逵 （Ｃ）鍾肇政 （Ｄ）朱西寧
25. 下列哪一個人物和政黨的對應是錯的？
（Ａ）雷震－台灣民主黨
（Ｂ）黃信介－民主進步黨
（Ｃ）蔣渭水－台灣民眾黨 （Ｄ）李萬居－中國民主黨
26. 有關印度古文明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Ａ）西元前 1500 年創行種姓制度 （Ｂ）阿育王以佛教為國教
（Ｃ）西元四至六世紀孔雀王朝興起，為印度史上的黃金時代
（Ｄ）印度教是迄今印度境內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
27. 2008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舉行，這個每四年舉行一次的世界優秀運動員的
競技比賽，是源自於哪一民族的宗教儀式？
（Ａ）羅馬人 （Ｂ）希臘人 （Ｃ）拉丁人 （Ｄ）猶太人
28. 某部電影的簡介說：
「他率領三萬步兵和五千騎兵東征，兵鋒直抵印度河流域，
後卒於巴比倫，享年 33 歲。死後帝國分裂為三國。」片中的主角可能是
（Ａ） 亞歷山大（Ｂ）成吉思汗 （Ｃ）凱撒 （Ｄ）君士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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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列有關中古西歐封建制度的內容，何者是錯誤的？
（Ａ）領主負責保護附庸，附庸須效忠領主
（Ｂ）起源自日耳曼民族遷徙時，各部落酋長將土地分封給部屬
（Ｃ）八世紀後西歐農民為圖自保，將土地獻給地主
（Ｄ）領主是貴族，附庸為平民或農奴，騎士是貴族最下一階層
30. 2003 年美伊戰爭結束後，伊拉克成立新政府，但伊國卻逐漸陷入什葉派與索尼
派互相仇殺的局面，常發生爆炸與凶殺案件。請問：當地派系對立的現象，可
上溯至中古時期哪一個宗教對繼任領袖的不同看法有關？
（Ａ）波斯教 （Ｂ）基督教 （Ｃ）伊斯蘭教 （Ｄ）婆羅門教
31. 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有許多方言文學出現，下列哪一本作品不屬於當時
的作品？
（Ａ）天方夜譚 （Ｂ）十日談 （Ｃ）羅密歐與茱麗葉 （Ｄ）神曲
32. 下列有關中古時期國家與君權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Ａ）1492 年裴迪南國王亞拉岡攻滅伊斯蘭政權格瑞納達
（Ｂ）1512 年西班牙併吞伊比利半島的那瓦爾王國
（Ｃ）率艦隊登陸英國，並開創諾曼王朝的是亨利八世
（Ｄ）英法百年戰爭的原因是因為兩國貴族長期以來的仇恨累積
33. 十八世紀是歐洲的啟蒙運動，當時由於多人提出各種學說，促成十八世紀開明
專制的盛行。請問：下列人物與提出的學說何者是錯的？
（Ａ）亞當斯密：國富論 （Ｂ）狄德羅：政府論
（Ｃ）孟德斯鳩：法意
（Ｄ）盧梭：民約論
34. 有關英國民主政治的演進，下列哪一個敘述正確？
（Ａ）1832 年制定權利法案，降低選民財產限制
（Ｂ）十三世紀時，教會成為制衡王權的機構
（Ｃ）1688 年的光榮革命雖造成流血衝突，但讓國會成為最高立法機構
（Ｄ）1642 年發生清教徒革命，使王權遭受一大打擊
35. 日本在十九世紀的維新運動，是在明治天皇的任內，受到西方軍事、文化的刺
激，當時有識之士還提出什麼口號，促使運動的成功？
（Ａ）皇運扶翼 （Ｂ）尊王攘夷 （Ｃ）盡忠尚義 （Ｄ）物競天擇
36. 1929~1933 年曾發生世界經濟大恐慌，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金融業與工業紛
紛倒閉，全球約有四千萬人失業，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新政」而挽救美
國危機。請問：羅斯福的因應是受到哪位經濟學家的影響？
（Ａ）馬爾薩斯 （Ｂ）費邊 （Ｃ）馬夏爾 （Ｄ）凱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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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各國的區域統合組織中，1967 年成立的東南亞國協，其宗旨除了圖謀增進東
南亞國家在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合作外，也為了抵禦中國共產主義的威脅。
請問：下列哪一個國家不是東協的會員國？
（Ａ）新加坡 （Ｂ）汶萊 （Ｃ）印度 （Ｄ）柬埔寨
38. 巴爾幹半島因族群複雜，素有歐洲火藥庫之稱，有關巴爾幹半島的敘述，下列
哪一個說明是錯的？
（Ａ）在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為搶奪軍略要地，控制巴爾幹半島，常發生國
際危機
（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是斐迪南大公夫婦在塞維拉茲遇刺
（Ｃ）前南斯拉夫在 1991 年解體為六個國家，包括曾與台灣建交的馬其頓
（Ｄ）2008 年位於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脫離塞爾維亞獨立
39. 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是利用殖民母國無法顧及美洲殖民地的時候。
請問：在拉丁美洲發生獨立運動的時候，下列哪一個事件對獨立運動沒有助力？
（Ａ）由奧相梅特涅主導的維也納會議 （Ｂ）法國大革命
（Ｃ）拿破崙戰爭
（Ｄ）美國獨立戰爭
40. 1991 年長久以來為共產國家的蘇聯解體，東歐國家也透過民主選舉與革命手
段，結束共黨專政，冷戰時代結束，而邁向新的後冷戰時代。下列哪一個戰爭
屬於後冷戰時期？
（Ａ）以阿戰爭
（Ｂ）兩伊戰爭
（Ｃ）阿富汗反恐戰爭 （Ｄ）古巴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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