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
111學年度分科測驗試題

歷史考科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80分鐘
作答方式：
˙選擇題用 2B 鉛筆在「答題卷」上作答；更正時，應以橡皮擦擦拭，
切勿使用修正液（帶）。
˙除題目另有規定外，非選擇題用筆尖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在「答題
卷」上作答；更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帶）。
˙考生須依上述規定劃記或作答，若未依規定而導致答案難以辨識或
評閱時，恐將影響成績並損及權益。
˙答題卷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

選擇題計分方式：
˙單選題：每題有n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各
題答對者，得該題的分數；答錯、未作答或劃記多於一個選項者，
該題以零分計算。
˙多選題：每題有 n 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各題之選
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該題全部的分數；答錯 k 個選項
者，得該題 n  2k 的分數；但得分低於零分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
n
該題以零分計算。

第 1 頁
共 7 頁

111年分科
歷史考科

第 壹 部 分 、 選 擇 題 （ 占 72 分 ）
一、單選題（占 60 分）
說明：第1題至第30題，每題2分。
1. 學界對清領臺灣前期的作為，有「消極政府，積極人民」的評論，意指：清廷雖限制內地
人民前往臺灣，但人民仍然一波波渡臺，在土地開發、農業耕作或通商貿易方面，都有不
錯的發展。下列哪一項可作為清領前期「積極人民」的證據？
(A)設置土牛溝
(B)興築八堡圳
(C)成立撫墾局
(D)派班兵駐防
2. 歷史家考察某一經濟作物的傳播史，認為富有全球史意義。它最初可能是從印度、波斯傳
到埃及；中世紀時，穆斯林將其引入地中海地區和伊比利半島；十六世紀起，西班牙與葡
萄牙在中、南美洲殖民地，利用非洲奴工大量種植，再將產品運回歐洲。這種作物應是：
(A)胡椒
(B)煙草
(C)棉花
(D)甘蔗
3. 一位學者回憶：他考上北平一所私立大學，9月開學，但10月10日便被政府接管，改成公
立大學，課程也調整了。他先前修過哲學，對馬克思主義、黨史、革命史等新課程，並不
覺困難。這最可能是發生於何時的情況？
(A)五四運動時期，左翼思潮流行
(B)聯俄容共期間，接納共產主義
(C)中共建政以後，管控高等教育
(D)文化大革命時，向工農兵學習
4. 中國傳統社會的禮法與性別規範，頗異於現代。明代出版一種個
人自記善惡功過的簿冊，稱作「功過格」
。圖1是一種功過格，內
容是利用宗教的因果報應觀念，指導女性道德實踐，積累功德，
以改造命運。如：
「嫌夫醜拙」
，記百過；
「不勤職業」
，一日記一
過。從圖1文中規範條目判斷，這位作者最重視的婦女規範是：
(A)貞節
(B)順從
(C)勤勞
(D)端莊

圖1

：
「（臺灣）現在既然歸入我國版圖，便不容許照
5. 1895年，福澤諭吉發表〈臺灣永遠的方針〉
舊交付蠻民手中，應自內地大舉移民開發富源，這樣纔符合文明的本意。政府的方針一定，
諒不催促也有多數內地人希望移居。自蠻民手中褫奪開闢以來的野蠻事業，加以文明方式
的新創意，無疑可獲驚人的發展。」根據上文，福澤諭吉主張「內地人」大量移民臺灣，
主要目的應是：
(A)複製北海道農業移民經驗
(B)解決日本人口膨脹的問題
(C)成為日本帝國南進的基地
(D)透過移民以達到殖產興利
6. 學者考察英格蘭生態史的變化：經過羅馬人、薩克森人、丹麥人與諾曼人數波開發，到十
三世紀下半期，英格蘭野生森林已砍伐殆盡。十四世紀後期和十五世紀時，森林一度又覆
蓋部分英格蘭大地，但十五世紀晚期後，隨著人口復甦，林地再遭到清理，變成村落、農
地或牧地。十四世紀後期，森林重返英格蘭大地，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諾曼人征服，平民遭到殘殺，解除環境的負荷
(B)十字軍東征，人民大量離鄉，紓解環境的負荷
(C)黑死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降低環境的負荷
(D)百年戰爭爆發，英人傷亡重，減緩環境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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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運輸設施」的推展，
7. 經濟史家考察十九世紀歐洲運輸革命與工業革命的關聯，指出：
使先前未曾開發地區捲入世界經濟活動內，更因其克服運輸量、畜力、季節及移動速度等
限制，工業革命成果得以擴大。因此，此一交通革新「不但是運輸革命的完成，而且也是
工業革命的完成」。這位史家所說的「這種運輸設施」，最可能是指：
(A)汽車的量產
(B)運河的開通
(C)鐵路的興起
(D)輪船的通航
8. 研討會上，學者爭論清朝前期成功統治帝國的原因，有兩類解釋：第一類認為是統治者在
不同地區，包括新疆、西藏、蒙古、關內，因地制宜，採取不同統治策略，形成一多民族
帝國。第二類認為是統治者採取漢化政策，才能以少數民族身分入主中原。我們應如何理
解這兩種歷史解釋？
(A)第一類解釋的證據：實施八旗制度、西南地區實行改土歸流
(B)第二類解釋的證據：動員學者編纂《四庫全書》、開科取士
(C)第一類學者採取多元主義觀點，解釋較空疏，不具學術意義
(D)第二類學者站在華夏中心主義，立場相對客觀，解釋較可靠
9. 經濟史家稱十九世紀英國是史上「第一個工業國家」。下表是1801到1921年，英國就業結
構百分比的變化。根據十九世紀英國經濟發展
產業部門（%）
甲
乙
丙
趨勢判斷，甲、乙、丙分別是指：
年代
(A)甲、服務業；乙、農業；丙、工業
1801
36
35
29
(B)甲、農業；乙、工業；丙、服務業
1841
28
24
48
(C)甲、工業；乙、服務業；丙、農業
1881
34
14
52
(D)甲、農業；乙、服務業；丙、工業
1921
42
9
49
10. 下列兩則是荷蘭人記載鄭成功貿易的資料：
資料甲：1655 年 3 月 9 日《熱蘭遮城日誌》：國姓爺的 24 艘船隻，從中國沿岸開去各地
貿易：往巴達維亞 7 艘，往（越南）東京 2 艘，往暹羅 10 艘，往（越南）廣南 4
艘，往馬尼拉 1 艘。
資料乙：1656 年 12 月 11 日《巴達維亞城日記》：今年國姓爺的 6 艘帆船，從中國到柬埔
寨，收購鹿皮及其他貨物運去日本。
根據這兩則資料，可以得出哪一項推論？
(A)鄭成功拒絕與荷蘭人進行貿易活動
(B)鄭成功獨占了與日本人的鹿皮貿易
(C)鄭成功與荷蘭合作經營南海的貿易
(D)鄭成功是荷蘭在亞洲貿易的競爭者
11. 藝術史家討論近代工業化過程與藝術的關係，談到一個畫派：這是一種都市風格的繪畫，
畫家透過城市人的眼睛看世界，捕捉城市事物須臾即逝的瞬時性、改變性和機會性。他們
喜愛鮮明的顏色，但常把一片均勻的色彩分解成小點，有如一群無固定形狀的點集合。他
們常以日常生活素材入畫，如：星期天的人群或熙攘的街景。這個畫派應是：
(A)十九世紀初期新古典主義
(B)十九世紀中期的寫實主義
(C)十九世紀後期的印象主義
(D)二十世紀前期超現實主義
12. 以下是兩則伊斯蘭史上翻譯運動的觀察：
資料甲：十世紀時，阿拔斯帝國有規模浩大的翻譯運動，主要是把希臘典籍譯成阿拉伯文。
他們翻譯醫學、天文學、化學、物理學論著，但不譯任何類型的文學和歷史書籍。
資料乙：十六至十八世紀，鄂圖曼帝國也有翻譯運動，以引進西歐學問。他們翻譯地理學
著作，也有軍事論著，但找不到任何哲學著述。
綜合兩則資料，歷史上伊斯蘭世界引進外來知識時，態度常是：
(A)有選擇性：具有實用價值者
(B)有選擇性：契合宗教教義者
(C)無選擇性：隨譯者興趣而定
(D)無選擇性：依市場喜好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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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治初期埔里的族群調查提及：同治末年，熟番自己隨意附上姓名，故姓氏並未一定，而
同名者甚多，常產生糾紛。所以某官員定例：生子命名必須加上父親之名，迄今不廢。然
而，其中有學識或從事公職者，對此稍覺不悅，因而不少人又再改成漢名。從這則記載來
看，哪個敘述比較符合平埔族使用漢人姓名一事？
(A)清朝官員強制平埔族改用漢人名字
(B)平埔族受漢人影響而改用漢人姓名
(C)平埔族有識之士不願改用漢人名字
(D)平埔族接受清朝官員制定命名原則
、
《黃帝內經》
14. 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某個東亞城市的書肆裡，既可找到傳統漢醫《傷寒論》
的註疏，也可買到荷蘭人醫學著作《內科選要》的在地譯本。這座東亞城市最可能是：
(A)朝鮮的漢城
(B)日本的江戶
(C)清國的蘇州
(D)越南的河內
15. 某時期，歐洲出現收集古代抄本熱潮。學者遍訪修道院，尋找湮沒的古書抄本，雇人抄寫，
並進行考訂、校勘，以回復古書原樣。他們摹仿古拉丁文，以之寫作。富商和權貴競相興
建豪華宅第以彰顯個人權勢，也資助學者與藝術家的創作，展現文化品味。這最可能出現
在哪一時期？
(A)六世紀拜占庭帝國時期
(B)九世紀查理曼帝國時期
(C)十四世紀文藝復興時期
(D)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期
16. 學者指出：兩宋政府雖不是強大的政權，但政府重視官方訊息流通管道的管理，除了嚴格
要求輿情的蒐集、巡訪、分析與檢核外，還敕令各層級政令文書必須依規定的時效傳遞。
兩宋政府這麼做的主要目的是：
(A)監控在野人士的活動
(B)穩定深入地控制地方
(C)取締翻刻官方的文書
(D)動員民力以對抗外族
17. 史書描述某時期常見的戰爭型態：參與戰鬥者，倚靠的是騎士的武勇與出眾的戰技。他不
會有突然被遠處的槍枝射殺的危險，而支配他的命運的，也不是在遠處發號司令的人。相
反的，他可能遭敵人一下猛擊，就從梯子上滾落，而指揮的將領，可能就在他身旁並肩作
戰。此時期的戰爭型態主要是：
(A)古希臘時期的步兵之戰
(B)中世紀面對面的肉搏戰
(C)十七世紀火砲攻城之戰
(D)二十世紀毀滅性總體戰
18. 以下是對臺灣史上某一時期的描述：一、臺灣第一次出現具有規模的漢人社會；二、開始
發展以糖、米為主的農業經濟，外銷海外；三、利用臺灣優越地理位置發展轉口貿易。此
一時期應是：
(A)荷蘭時期
(B)鄭氏時期
(C)清朝時期
(D)日本時期
19. 北宋繪畫具有寫實主義的風格，代表作如「清明上河圖」。藝術史家解釋：北宋畫家細緻
觀察岩石表面的紋路、花鳥造型及河中船隻結構，顯示當時畫家對於視覺世界有敏銳的觀
察與深刻的體會。這位史家主張，北宋畫家對「視覺世界」的敏銳觀察可在當時的思潮中
找到思想根源。此一思想根源為何？
(A)古文運動，回歸「文以載道」傳統
(B)禪宗傳播，主張「明心見性」觀念
(C)道家流行，宣揚「道法自然」思想
(D)理學興起，提倡「格物致知」精神
20. 以下兩則資料談及羅馬人對於基督徒的看法：
資料甲：西元二世紀，羅馬作家菲利克斯寫道：一批賤民攻擊諸神……，這些人或者是無
知的底層賤民，或者是從來就輕信的婦女。他們蔑視神殿、對神像啐唾沫，譏諷
我們拜神的儀式，不把祭司放在眼裡。
資料乙：西元四世紀皇帝迦萊里説：「我們的責任是依循羅馬古代法律和公共秩序，來
糾正和重建一切。我們尤其希望喚醒那班基督徒……他們拋棄祖宗所創宗教和
典禮，蔑視古代習俗，杜撰荒唐法律和學說。」
這兩則資料共同反映羅馬人敵視基督徒的主要原因是：
(A)賦予女性自主的教義
(B)背棄傳統宗教的態度
(C)採取神秘奇怪的儀式
(D)敵視下層階級的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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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某朝代史家修撰史書，出現這種情況：書中常以文意欠佳的漢字，音譯異族姓名。究其故，
除了這些王朝入主中原時，未盡通曉漢文，而致誤用同音字外，更有史官刻意借不雅文字，
暗中詆毀當朝統治者，例如「蒙古」一詞，刻意音譯成「朦骨、盲骨」
。這種情況常見於哪
一種史書？
(A)宋代修的唐史
(B)元代修的金史
(C)清代修的明史
(D)民國修的清史
22.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計畫根除日本再度發動戰爭的能力，也認為日本的生活水準不
應高於被其侵略的國家，因此並未計畫協助日本復興。後來，美國改變政策，不但釋放戰
犯，協助日本重建經濟，還要求日本成立「自衛隊」。美國改變政策的關鍵是：
(A)中國主張「以德報怨」，應對日寬大
(B)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個人同情日本人民
(C)冷戰開始，扶植日本以防堵共黨擴張
(D)越戰發生，發展日本經濟以補給美軍
23. 王莽建立政權後，為示民寬政，隨即頒布命令，將土地收歸國有，並按一夫百畝、八家為
井的古制重新分配，稱為「王田」。家中男子不足八口卻占田土一井者，須將多餘土地分
給族眾或鄰里。這些作法的主要目的是：
(A)抑制貧富懸殊
(B)獎勵農業生產
(C)爭取奴婢人權
(D)追求稅賦公平
「近年來，我們又開始喜歡中世紀；我們打心底敬仰當時的宗教熱情。
24. 某位法國文人觀察：
在啟蒙哲士伏爾泰眼中，這種信仰只是一種粗鄙的迷信。……我們喜愛……游俠的英勇冒
險；在伏爾泰眼中，這不過是……蠻族粗鄙風俗的殘存。」這位文人所處時代最可能是：
(A)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興起
(B)十八世紀中葉、理性主義盛行
(C)十九世紀上半、浪漫主義當道
(D)十九世紀後半、國族主義勃興
《臺灣民
25. 1920年代，一位臺灣女性在喜帖上申明：不用聘金、不用賀禮、不注重一切形式。
報》推崇這是「前所未有的聲明」、「新時代男女結婚的參考」。這位女性的作法反映：
(A)總督府實施「內地延長主義」，要求婚禮符合日本習俗
(B)一次大戰後，臺灣生活清苦，結婚不用聘金、不收賀禮
(C)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臺灣女性開始實踐婦女解放主張
(D)戰爭導致人口減少，鼓勵女性結婚生子，增進人口成長
26.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畫家親臨法國北部戰場，目
睹士兵受傷的慘狀，描繪了當時新科技戰爭的震撼圖
像，如圖2。這是戰爭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戰場傷害。
從受傷狀況判斷，士兵應是遭到敵軍何種攻擊？
(A)飛機轟炸
(B)坦克碾壓
(C)機槍掃射
(D)毒氣施放
圖2
27-28為題組
1960 年代初，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在法庭上抗辯：「多年來，白人對非洲民族施行暴政、
剝削和壓迫」；「白人享受世界上最高的生活品質，非洲人卻活在貧窮和悲慘中」；「所有體
制內合法表達反對白人優越主義的手段都被法律禁止」
，因此「若不採用暴力行動，非洲民
族無法在對抗白人優越主義的奮鬥中得到勝利。」

27. 我們應如何理解曼德拉的作為？
(A)他指控制度性的隔離政策造成對黑人的壓迫
(B)他在效法甘地作法，以不合作運動進行抗爭
(C)他呼籲循法律途徑，推動體制內的改革運動
(D)他積極鼓吹南非的窮人，發動無產階級革命
28. 在1960年代，南非之外，哪個地區也出現性質相似的社會矛盾？
(A)印度
(B)英國
(C)美國

(D)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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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為題組
圖 3 描繪十八世紀末亞洲某港口的景象。該國政府鑑於外商日多，就在海口劃一特區，由
外商依國籍設立貨棧，懸掛國旗標示。圖中，外商由左
至右分別是美國、瑞典、英國與荷蘭。外商每年只能停
留七個月，每月進城次數也有限制，與政府交涉須透過
本地商人中介。
29. 圖中的港口最可能是：
(A)巴達維亞
(B)馬尼拉
(C)長崎
(D)廣州

圖3

30. 該國政府在海口劃定通商特區，並對外商活動設下限制，反映該國對外商前來貿易時，所
持想法為何？
(A)通商並不是一種互惠，而是施惠於人
(B)外人經商只是幌子，目的是領土擴張
(C)擔心外商挾著船堅砲利，恐顛覆政權
(D)限制貿易地點，目的是防堵白銀外流

二 、 多 選 題 （ 占 12 分 ）
說明：第31題至第34題，每題3分。
31. 學生在進行專題討論時，閱讀到以下兩則臺灣考古報告：
資料甲：從陶瓷組合觀察，大坌坑遺址出土的十二和十三世紀貿易瓷器組，幾乎與日本九
州南面的奄美大島，以及九州福岡的博多遺址出土者一致。
資料乙：除臺灣北海岸以外，近年來在西海岸也都發現有少量宋元時期的瓷器，例如臺中
清水中社遺址發現浙江越窯青瓷、彰化菜園角遺址發現青瓷、臺南西寮遺址發現
福建窯青瓷。
根據這兩則資料，可以得出下列哪些可能性的推論？
(A)史前臺灣的人群已經與外界發生了互動的關係
(B)大坌坑文化的人群已經可以自行製作青瓷器具
(C)大坌坑遺址與九州福岡博多遺址應屬同一族群
(D)臺灣是十二、三世紀陶瓷貿易航線的一個據點
(E)宋元時中國東南沿海人群大量移居臺灣西海岸
32. 以下是兩則古代法律形成的資料：
資料甲：公元前五世紀中葉，經過平民長期抗爭，羅馬元老院接受公民大會決議，整理羅
馬法律，刻在銅板上，公諸社會，是為《十二表法》。《十二表法》以明文規範，
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和相關權利，也限制貴族的若干權力。
資料乙：公元前六世紀後半，鄭國小國寡民，在齊、秦、晉、楚等大國夾縫中求生存。官
員子產為保護平民，以維繫國家勞動力，決定將法令形諸文字，鑄於鼎上，公布
於民，以保障其權益。
比較上述兩則資料，選出正確選項：
(A)兩者的共同特色，乃是法律的成文化與透明化
(B)兩者皆是因為平民的抗爭，而導致法律的改革
(C)鄭國子產的改革，目的是為了實踐正義的理想
(D)羅馬的法律改革，是平民爭取平等的重要成就
(E)羅馬與鄭國貴族都在法律改革後喪失政治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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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610年代，印度蒙兀兒王室所屬商船「拉希米號」，在印度洋兩度遭歐洲人劫持：
事件一：1612 年 4 月，英格蘭東印度公司船隊劫持「拉希米號」，勒索 4000 英鎊贖金。
蒙兀兒皇帝對東印度公司進行制裁，責令英格蘭人歸還，否則禁止其在境內蘇拉
特經商。東印度公司衡量利弊，不久即屈從皇帝的要求。
事件二：1613 年，「拉希米號」商船又被葡萄牙人劫持，蒙兀兒皇帝大怒，派兵攻打葡萄
牙在蒙兀兒帝國境內的商業據點。葡萄牙人審度得失，決定交還「拉希米號」。
我們應如何詮釋蒙兀兒帝國的處置與歐洲人的反應？
(A)蒙兀兒帝國排斥商業，欲藉拉希米號事件切斷歐洲商務
(B)歐洲人到亞洲的目的是貿易，寧作妥協以確保商業利益
(C)蒙兀兒帝國擁有軍事科技之優勢，歐洲人無法與之抗衡
(D)歐洲人擁船堅砲利，但無法彌補人數劣勢，而尋求妥協
(E)蒙兀兒帝國善用自身優勢，利用歐洲人的弱點加以對付
34. 某史家討論「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問題時，列出以下大事紀：
一、胡斯（1370?-1415）：捷克地區的教士，他否定教宗權威，反對教會販售贖罪券。
二、金碧士（1380?-1471）：尼德蘭宗教作家，著有《仿效基督》，主張個人靈魂可以追
求神聖，並與上帝交流。
三、伊拉斯莫斯（1466-1536）：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以諷刺手法，批評教會腐敗、教士濫
權而出名。
四、馬丁路德（1483-1546）：日耳曼修士，也是威登堡大學教授。1517 年發表〈九十五
條論綱〉，反對贖罪券，後來更主張「因信得救」，人人都可以讀聖經。
從這位史家列出的大事紀，可以推斷他的用意應是：
(A)凸顯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缺乏原創精神 (B)認為「宗教改革」是十六世紀特有現象
(C)主張應從教會改革傳統理解路德的崛起 (D)強調宗教改革的發展具有歷史的延續性
(E)證明歷史的走向全屬必然，並無偶然性

第 貳 部 分 、 混 合 題 或 非 選 擇 題 （ 占 28 分 ）
說明：本部分共有4題組，單選題每題2分，非選擇題配分標於題末。限在答題卷標示題號
的作答區內作答。選擇題與「非選擇題作圖部分」使用 2B 鉛筆作答，更正時，應
以橡皮擦擦拭，切勿使用修正液（帶）
。非選擇題請由左而右橫式書寫，並依題目指
示作答。
一、1900 年，日人伊能嘉矩曾針對臺灣歷史教科書的編寫，提出以下綱要：
（一）臺灣在以前是無智番藜的住所，又僅不過是海賊所據之處所。
（二）伴隨東洋航海的發展，變成日本人、中國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的海外通商根據地。
（三）荷蘭人獨占臺灣的管轄權，臺灣開始進入有秩序的政治之下。
（四）鄭氏經略臺灣，形成明、清兩朝廷之爭。
（五）清朝征服臺灣後，以防止明朝恢復之目的來進行統治。
（六）在清朝統治下，臺灣變成叛黨的根據地。
（七）在臺灣內治忽略之時，由於外國勢力的擴張，發生入侵臺灣的計畫。
（八）1895 年，清朝將維持東洋和平之保障推讓於日本，並在馬關條約中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請回答下列問題：
35. 從上述綱要看，伊能嘉矩主要採用哪種編纂策略來書寫歷史教科書？
(A)人物敘事
(B)時序排列
(C)政經專題
(D)全球視角
36. 荷蘭占領臺灣期間，曾有日本商人濱田彌兵衛因不願向荷蘭繳納關稅，而爆發衝突。請依
據上述資料，說明日本商人何以不願向荷蘭繳稅？（2分）
37. 伊能嘉矩所擬的教科書綱要，對清朝治臺顯然抱持負面評價。請從上述綱要找出兩則條目
為證據，並舉歷史事例來說明。（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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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代詩人對一些赴華居留的外國宗教人物的遭遇多所注意：
資料甲：項斯寫來自日本與朝鮮的學者，因病痛而追憶過往：「雲水絕歸路，來時風送船。
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
資料乙：劉言史寫一位人物早年到漢土，如今年衰體病，思念故鄉的心境：「竺國鄉程算
不回，病中衣錫（杖）遍浮埃。如今漢地諸經本，自過流沙遠背來。」
資料丙：鄭巢寫多年前來華人物的思鄉抑鬱心情：「南海何年過，中林一磬微。病逢秋雨
發，心逐暮潮歸。久臥前山寺，猶逢故國衣。」

38. 從三首詩內容推測，詩中人物所屬宗教最可能是：
(A)祅教
(B)景教
(C)道教

(D)佛教

39. 資料甲和資料乙所述之外國宗教人士，其旅居中國的目的為何？（2分）
（4分）
40. 根據三首詩的描述，當時外國人士入華有哪兩種主要路徑？請就上述資料指出證據。
三、 1791 年法國大革命初期，制憲國民會議制定憲法，其中若干條款涉及「政體」問題：
資料甲：「政府體制是君主制，行政權授予國王，在其麾下由官員行使」；「立法權委予
人民自由選出的代表組成的國民會議」；「司法權委予人民定時選舉的司法官行
使」。
資料乙：「國王的人身神聖、不可侵犯，正式頭銜是法蘭西人民的王」；「在法國，沒有
其他權威高於法律權威，國王之統治由其而來，僅能以法律之名求得服從。」「國
王即位時，須宣誓效忠國家與法律。」
閱讀上述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41. 根據上述條款，法國大革命初期要建立的政體應是：
(A)專制君主制，且國王擁有絕對的權力
(B)專制君主制，但國王權力受法律約束
(C)立憲君主制，但國王仍保有實質權力
(D)立憲君主制，且國王只是虛位的元首
42. 法國制憲國民會議採取這種政體，應是以當時歐洲哪個國家的政體作典範？（2分）
43. 史家主張，這部憲法的制定明顯受到啟蒙哲士孟德斯鳩學說的影響。請根據上述資料，舉
出證據並加以說明。（2分）
四、 1950 年爆發的韓戰，對亞洲影響重大，也牽動歐洲局勢。以下是三則相關敘述：
資料甲：「韓戰爆發後，杜魯門將國防預算提高到 500 億美元，……部署在 A 組織的軍力
也從 14 個師增到 50 個。」
資料乙：「西歐領袖們擔憂，韓戰代表蘇聯將在歐洲和亞洲採取更侵略性的政策，乃致力使
A 組織由一個鬆散的防禦性聯盟，轉型為聯合戰鬥力量。但這需付出代價。美國軍
事預算暴增後，就要求西歐盟邦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並同意西德重整軍備。」
資料丙：「韓戰對西德帶來不曾預期到的反響。許多西德人和西歐人擔心南韓若落入共產
勢力之手，會危及西德的安全，而要求西德重整軍備。雖然不少人基於過往經驗
對此一提議感到擔憂……而加以反對，但冷戰的緊張才是關鍵。西德在 1955 年
重整軍備，並加入 A 組織。」
請回答以下問題：

44. 三則資料的「A組織」是指：
(A)聯合國
(B)歐洲聯盟

(C)華沙公約組織

(D)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45. 綜合資料甲和乙的陳述，韓戰爆發後，美國在西歐有哪些具體的軍事作為？請舉兩例來說
明。（2分）
46. 資料丙提到不少人因擔憂而反對此提議，請說明其原因。（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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