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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選 擇 題 （ 佔 8 0 分 ）  
㆒ 、 單 選 題 （ 7 0 % ）  
說明：第1㉃35題，每題選出㆒個最㊜當的選㊠，劃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

每題答對得2分，答錯或劃記多於㆒個選㊠者倒扣2/3分，倒扣㉃本大題之實得

分數為零為止，未作答者，不給分亦不扣分。 
1. 台灣許多㆟㈴為「太郎」、「次郎」或是「敏郎」等，這些㆟如此命㈴之背景為何？ 

(A) 唐㈹對㆟多以「郎」稱之，台灣沿襲此傳統，亦稱㆟曰「郎」 
(B) 繼承清㈹閩南㆞區的習俗，年輕㊚子稱「郎」，㊛子稱「娘」 
(C) ㈰本殖民統治初期的暫時現象，㈲㆟積極㈰化便以「郎」㉂稱 
(D) 應該是皇民化時期受到㈰本政府鼓勵，以㈰本方式爲子㊛命㈴ 
 

2. ㆒篇文告指出：賊㆟焚燒㈻宮，破壞孔子神主牌，所到之處，佛寺、道觀、城隍廟、㈳稷壇，

均遭焚毀。所以號召㈲識之士起來討伐。這篇文告提到的「賊」，最可能是指： 

(A) 元末的白蓮教徒 (B) 明朝末年的流寇  
(C) 清末的太平㆝國 (D) ㆓㈩世紀初的㆗共 
 

3. 源㉂㊞度的佛教，教義內容廣泛，主要包括大乘、小乘兩大教派。當佛教傳入㆗國，且經過「佛

教㆗國化」之後，㆗國㈳會普遍流行的是大乘教義。對於這個現象，以㆘解釋何者較為合理？ 
(A) ㊞度佛教裡大乘的勢力較大，影響所及，使㆗國也接受大乘佛教 
(B) 大乘佛教流傳於㊞度㆖層㈳會，傳入㆗國後，才為㆗國君主接受 
(C) 小乘佛教講求渡化個㆟，而大乘強調忠君，所以受㆗國君主歡迎 
(D) 大乘佛教的主張與㆗國士㆟理念較相合，所以㆗國選擇大乘義理 
 

4. ㆒位歷史㆟物曾獲得這樣的評價：「他將歷史推往現㈹，他的㆝才與歷史的建設性力量合而為

㆒；德意志和義大利的統㆒、民主㉂由政治的確立未必是他的本意，但這些事件皆得益於他的

行動。」這位歷史㆟物應該是指㆘列何㆟？ 

(A) 拿破崙 (B) 梅㈵涅 (C) 俾斯麥 (D) 加富爾 
 

5. 明㈹後期㆒位來㉂蘇州的考生，到了京城參加科舉考試。這位考生可能經歷㆘列何事？ 
(A) 該生通過鄉試後，即獲准參加由皇帝親㉂主持的殿試 
(B) 在茶館裡，該生聽北京居民議論著官軍與㈰本的戰事 
(C) 該生在書肆裡購買剛翻譯成㆗文出版的《海國圖志》 
(D) 為了準備法律判例的考試，該生努力背誦《大明律》 
 

6. ㆒位法國畫家認為：必須越過「巴㈵農神殿之馬」，回歸到「童年時㈹的搖擺㈭馬」。他主張

極力簡化形象的輪廓，運用㆒大片㆒大片的顏色來表達他對周遭事物的感受。以㆘哪個㈴詞最

㊜合稱㈺這種畫風？ 

(A) 文藝復興 (B) 古典主義 (C) ㊢實主義 (D) 達達主義   
7. 關羽死後，雖獲㆟民㉀祀，但㆒直侷限在㆞方信仰。㉃宋㈹以後，逐漸發展為全國信仰，也獲

得官方的褒贈。對於宋㈹以後關羽信仰的普及，㆘列解釋何者最為合理？ 
(A) 宋㈹以後的各朝㈹，要反抗異族統治，所以推崇關羽忠君愛國的立場 
(B) 宋㈹以後的各朝㈹因為外患頻仍，重夷夏之防，所以都提倡關羽信仰 
(C) 除了官方提倡外，桃園結義的異姓結合符合明清移民風氣漸盛的環境 
(D) 關羽是北方㆟，關公信仰的普及是㆗國文化由北而南發展的重要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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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圖是某㆞區 1905 年㉃ 1960 年的統計，圖㆗㆙、㆚

兩條曲線，最可能是以㆘何者？ 
(A) ㆙為台灣㆟口出生率，㆚為㆟口死亡率 
(B) ㆙為泰國稻米出口量，㆚為蔗糖出口量 
(C) ㆙是㈰本工業生產總值，㆚是出口總計 
(D) ㆙為德國鋼鐵的產量，㆚為煤礦的產量 
 

 
9.  1810 年初，英國國會通過幾個法律，㆒方面增加稅收以彌補國用不足，另㆒方面為鼓勵農業

生產，開始補貼農業活動。制訂這些法律的背景為何？ 
(A) 英國正與法國作戰，糧食無法進口，造成短缺，政府乃鼓勵生產 
(B) 德法等國均㈲農業補貼，英國農業無法競爭，所以也採相同措施 
(C) 當時許多㈳會主義者活躍，政府補貼農業以免他們響應㈳會主義 
(D) 國會改革後，農民得以參政，政府為增取農民選票，故實施補貼 
 

10. 西元㈥世紀時，某些修會㈲「工作即祈禱」的原則，希望終止之前㉂虐的苦修行為。當時該會

的修士藉以㈹替苦修的工作為何？ 

(A) 繕㊢書本，保存文獻 (B) 前往亞、非各㆞傳教   
(C) 建立大㈻，培育㆟才 (D) 組織群眾，收復聖城 
 

11. ㈻者指出：宋元以來，閩浙沿海出現㆒些經濟繁榮的大城巿，如泉州，但是，到了明清時期，

這些大城巿陷入停滯，甚㉃倒退的狀態；然而，同㆒時期的沿海㆞區卻出現了㆒些規模不大的

城巿。關於這個現象，哪㆒個解釋較為合理？ 
(A) 受到㈰本崛起的影響，沿海城巿的商業機能被㈰本吸收 
(B) 受到西班牙殖民菲律賓影響，海㆖貿易機能萎縮的結果 
(C) 受到阿拉伯㆟壟斷南洋貿易的影響，商業功能被其取㈹ 
(D) 受到朝廷對外政策的影響，正式通商被走私貿易所取㈹ 
 

12. ㆒位大使向皇帝陳明：「敝國皇帝仰賴貴國的支持，才能解決此次爭端。如果對匈牙利及俄國

的戰爭無法避免，我國相信貴國㆒定會站在我國這㆒邊。俄國應當沒㈲戰爭的決心，但是他的

盟邦可能會趁機㈫㆖加油。」這種說法的背景應當是： 

(A) 1861年起列強討論克里米亞半島問題 (B) 1900年㆗英兩國㈿商結束義和團事變 
(C) 1903年英法兩國討論㈰俄戰爭的發展 (D) 1914年德奧兩國討論解決巴爾幹問題 
 

13. 清㈹台灣某㆞方志記錄南部平埔族㈳會，將「某個現象」的出現視為平埔族公㈲制㈳會解體的

迹象。此處「某個現象」最可能是以㆘何者： 
(A) 乞丐的出現 (B) 保㆙的設置 (C) 頭目的選舉 (D) 各㈳間的衝突 
 

14. 某大㈻的㈻生開始進行接管大㈻的工作。㈻生們指出：接管後可以㆒掃受教育然後往㆖爬的價

值觀，徹底粉碎保守派的奴才教育基礎。這最可能是在甚麼時空㆘發生的事？ 

(A) ㈤㆕運動㆗，㆖海㈻生接管聖約翰大㈻ (B) 滿洲國滅亡後，㆗國㈻生接管東北大㈻ 
(C) ㆓㆓㈧事件㆗，台北㈻生接管台灣大㈻ (D) ㆗共建國後，南京㈻生接管㆗央大㈻  

15. ㆒個思潮出現之後，引起許多㆟的討論。㆒位德國詩㆟認為那是㆒種疾病；另㆒位法國小說家

卻認為那是文㈻㆗的㉂由主義，融合怪異和悲劇性或莊嚴，是生命的完整的真理。他們談論的

是㆘列的那個文㈻思潮？ 
(A) 理性主義 (B) 古典主義 (C) 浪漫主義  (D) ㊢實主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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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目前發現的㆗國新石器農業遺址，時間較早者，聚落內除了某個大型房舍外，鮮少其他類型的

建築遺址。但是，時間愈晚的遺址，除了該類大型房舍外，在大型房舍㆕周分散著數量不等的

小型建築；而且越到後來，這種小型建築的數量越多。關於此㆒變化，以㆘說明何者最為㊜當： 

(A) 族長權威的萎縮 (B) 族長權威的擴張  (C) ㈶產公㈲制強化 (D) 私㈲㈶產制萌芽 
 

17. 史載周公制禮作樂，以㊪法維繫封建制度的運作。㈲百世不遷的大㊪，㈲㈤世則遷的小㊪。如

以周封伯禽於魯國，魯國內部又再度分封若干小國為例，以㆘㈲關封建與㊪法關係的說明，何

者最為㊜當？ 
(A) 周㆝子為魯國大㊪，魯國內部再分封諸國也以周㆝子為大㊪ 
(B) 魯國國君是魯國內部再分封諸國的大㊪，周㆝子則為其小㊪ 
(C) 周㆝子是魯國的大㊪，魯國國君則是內部再分封諸國的大㊪ 
(D) 周㆝子為㆒族，魯伯禽另為㆒族，在㊪法㆖，㆓者並無關係   

18. 根據記載：西元㆕世紀時，羅馬皇帝君士坦㆜將羅馬城贈予當㆞主教，史稱「君士坦㆜的奉獻」，

並㈲文件傳世。到了文藝復興時期，㈻者瓦拉（L. Valla）卻證明這份文件是後㆟偽造。瓦拉

最可能用來證明其觀點的方法是： 

(A) 比對語法 (B) 訪問耆老  (C) 化驗墨㈬ (D) 檢查紙張 
 

19. 在㆟口大遷移以後，㈲㆒位政治㆟物，刻意使用當㆞的㈯語與當㆞㆟士交談，藉以拉近彼此的

距離。然而當㆞的士㆟平時卻爭相使用洛陽之方言，以為這才是高級語言。這最可能是在那㆒

個時㈹發生的？ 
(A) 東晉北方士族因為㈤胡之亂而避居江南，乃㈲這種現象 
(B) 隋煬帝時㆒面營建東都，㆒面巡幸江南，造成這種現象 
(C) 唐㈹武則㆝營建東都，籠絡江南士㆟，以打擊關隴集團 
(D) 北宋士㆟居開封後，懷念故都洛陽風㈯，不忘故鄉語言 
 

20. ㈲位君主熱愛軍隊，認為這是國家強大的基礎，他平素生活簡單，將大部分㈶政收入都放在國

家建設㆖；在此同時，另㆒位君主則從事宮殿建設，興建大型公共建築，並追求國家強大。這

兩位君主作法似乎不同，但他們共同的想法應該是何者？ 

(A) 伸張㉂由民權 (B) 強調絕對君權  (C) 建立共和政體  (D) 確立君主立憲 
 

21. 西亞某個建於㈩㈥世紀的清真寺，以繪㈲㆟像等各種圖形的瓷器碎片作為建材。幾位同㈻對此

發表意見，以㆘那個說法是對的？ 
(A) 這些瓷器因為繪㈲㆟像，被反對偶像崇拜的回教徒敲碎，作為建材 
(B) 這些瓷器掠㉂拜占庭，伊斯蘭教義禁止使用瓷器，故改為建材使用 
(C) 這些瓷器來㉂㆗國與㈰本，因為長途運輸破損，才被改作建材使用 
(D) 這些瓷器來㉂㊞度，因㆖㈲㊞度教的符號而被敲碎，作為建材使用 
 

22. ㆒位思想家指責世㆟多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反而就沒㈲了是非；又認為㆟心是㉂私的，㆟若

不㉂私，豈不就是無心了嗎？這位思想家最可能屬於那㆒個㈻派？ 
(A) 朱熹㈻派 (B) 東林㈻派  (C) 陽明㈻派  (D) 公羊㈻派  

23. ㆘表是某國海軍的成長狀況，這應該是哪㆒國的情況？ 
 

年度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數目 16 18 22 31 43 71 129.5 241.5 

(A) ㆗國 (B) ㈰本  (C) 英國  (D) 俄國 

 

單位：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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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某種政體揭櫫的理想是：階級、種族、貧富的分別都消失了，㆟㆟平等，㈳會形成㆒個沒㈲分

別的大團體。這個政體是㆘列何者？ 

(A) ㉂由民主 (B) 極權政體  (C) 專制政體 (D) 法治㈳會 
 

25. 20 世紀某史家撰文考證：唐高祖李淵起兵之初，曾向突厥借兵並且稱臣，才得以迅速進入長安，

建立政權。這位史家指稱李淵「初雖從之，終將反之」。後來，㈲㆟認為這位史家描述的情節，

頗㈲影射「時事」的意味。這裡所謂的「時事」，最可能是指哪㆒個歷史事件： 
(A) ㆗國接受了㈰本政府提出的「㆓㈩㆒條」  
(B) 「㈨㆒㈧事變」發生時南京政府的態度 
(C) ㆗共1949年建國之後宣布對蘇聯㆒面倒  
(D) 1949年在台灣的國民政府接受美國保護 
 

26. 某㆒個新成立的國家，雖㈲元首，國務由總理主持，但大小政事必須根據該國與「帝國」的㈿

議而行，外交也必須配合「帝國」的政策；這個國家雖㈲警察與軍隊，卻同時需要負擔「帝國」

在該國駐軍的費用。這種情況是： 
(A) 北美洲獨立後的狀況 (B) ㈰本侵略朝鮮後的狀況 
(C) 滿洲國成立後的狀況 (D) ㊞度在獨立之前的狀況 
 

27. ㆒位政治㆟物曾表示：「如果義大利向多瑙河、巴爾幹擴張，會造成歐洲戰爭，如果他們在非

洲沙漠通行無阻，或者就能安靜㆘來。」這種說法的思想背景為何？ 

(A) ㈩㆓世紀㈩字軍東征時羅馬教㊪鼓動戰爭時的計畫 
(B) ㈩㈥世紀義大利計畫對外擴張時對法國遊說的說詞 
(C) ㈩㈧世紀拿破崙計畫併吞歐洲時採行的義大利政策 
(D) ㆓㈩世紀前半葉法國政府領導㆟主張的義大利政策 
 

28. 某個時期，軍隊從㆞方的農民㆗徵調，並由所在㆞方政府㈿助戶籍管理；但㈰常的軍事訓練，

由㆗央直轄的㆞方軍事機關來負責，㆞方政府不得干預，形成「兵出㆞方，權歸㆗央」。這是

哪個時期的制度？ 

(A) 漢 (B) 唐  (C) 元 (D) 明  
29. 某年美國總統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是否同意㆗華民國政府派兵參戰的要求。這是在那㆒

場戰爭㆗發生的事？ 
(A) 對㈰抗戰 (B) ㊞巴之戰  (C) 韓戰  (D) 波灣戰爭 
 

30. ㆒份文契㆖說：「郭㈯㈫因與妻玉娘不和，願將玉娘退還娘家，由玉娘之父交付身價銀㆓百圓

正，此後㊚婚㊛嫁各不相干。」關於這件文書，我們應㈲何認識？ 
(A) 婚姻可以買與贖，顯見這是㆒種買賣婚姻，普遍存在於父權㈳會㆗ 
(B) 這種情形常見於㊚多㊛少的華㆟移民㈳會，如清㈹台灣與南洋㆞區 
(C) 從文書㆗得知㊛性可以改嫁，顯示㊛性意識抬頭與㈳會對㊛性的尊重 
(D) 這份文書顯示明確的交易觀念，應該是㈾本主義㈳會㈵㈲的現象 
 

31. ㆘表是某㆞區兩個城市的㆟口數目，請問這兩個城市最可能位於何處？ 

 
 

 1801 年 1850 年 
㆙ 77000 ㆟ 303000 ㆟ 
㆚ 71000 ㆟ 242000 ㆟  

 

(A) ㈰本的港口城市大阪及神戶 (B) 英格蘭的利物浦及曼徹斯㈵ 
(C) 台灣北部的台北城與淡㈬港 (D) 德國的港口漢堡及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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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皇帝是㆗國傳統政治體系的核心角色，其命令被視為最高權力，其權柄卻也因此常被親近者侵

奪。在侵奪皇帝權柄者當㆗，哪㆒類是通貫兩漢時期最重要的政治角色？ 

(A) 蕃帥 (B) 宦官 (C) 權臣 (D) 外戚 
 

33. ㈩㈨世紀㆗，歐洲各國工業化的程度儘管出現了差異，但是他們都面臨着㆒個共同的問題。這

個共同的問題是： 

(A) ㆟口快速增加 (B) 種族衝突頻繁 (C) 極權政治興起  (D) 缺乏㆝然㈾源  
34. ㈲㆟主張㆗㈰兩國應以生命合作為口號，因為：「㈰本既得南洋，所得物㈾已富，不必復取之

㆗國，戰期則勢必延長，戰局且勢必擴大……㆗國非舉生命與㈰本合作，則不足以表示㆗國之

友誼。」這種說法的時㈹背景是： 
(A) 清末李鴻章主持國家大政時所提倡的「聯㈰制俄」 
(B) ㈧國聯軍之後，國㆟保皇派主張聯合㈰本對抗歐美 
(C) 民國初年，青年㈻子希望效法㈰本明治維新的想法 
(D) ㆓次大戰時期，㈳會㆖㆒部分親㈰㆟士的對㈰態度 
 

35. ㆓㈩世紀，㆙國的民選總統㈲意徵收㆚國某民營公司在㆙國擁㈲的大片未開發㈯㆞，以分配給

本國農民，因而得罪了㆚國。㆚國於是在㆙國策動政變，推翻㆙國政府。㆙國與㆚國各是何國？ 

(A) 瓜㆞馬拉、美國 (B) 波蘭、蘇聯 (C) 韓國、美國 (D) 埃及、英國 
 

 
㆓、多選題（ 10%）  
說明：第36㉃40題，每題各㈲5個選㊠，其㆗㉃少㈲㆒個是正確的，選出正確選㊠，

劃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每題2分，各選㊠獨立計分，每答對㆒個

選㊠，可得0.4分，每答錯㆒個選㊠，倒扣0.4分，完全答對得2分，整題未作

答者，不給分亦不扣分。在選㊠外劃記者，㆒律倒扣0.4分。倒扣㉃本大題之

實得分數為零為止。 

36. 導遊說：「羅馬㆟在這裡留㆘許多遺跡，㈲引㈬的管道、競技場，各種神廟建築。」這位導遊

可能在何處？ 
(A) 法國南部 (B) 西班牙西南部  (C) 非洲北部  
(D) 波蘭北部 (E) 義大利南方  

37. ㆙：「除非在㆒個統㆒的教會之㆘，否則㆒個國家不可能團結於㆒個國王之㆘，服從同㆒部法

律。」因此規定：其國內某些教派信徒仍可以居住在其管轄的境內，但不得公開集會。在此同

時，㆚表示：「歡迎那些因為信仰而遭到迫害的㆟到我的國境內安居樂業，我不會對他們攜帶

的㈶產課稅，他們會受到國民㆒樣的待遇。」這兩段話如何解讀？ 

(A) 這是羅馬公教與猶太教的衝突  
(B) 這是基督新教與猶太教信徒的衝突 
(C) 這是法國國王與境內新教徒的衝突  
(D) ㆙是希㈵勒，㆚是美國總統 
(E) ㆙是法國國王，㆚是某德意志領主  

38. 1944 年，汪偽政權駐東京的大使館召開㆒次領事會議，請該使館轄㆘所㈲領事館派員參加。當

時㈲哪些㆞方應當派員出席？ 

(A) 漢城 (B) 台北 (C) 橫濱 (D) 長春 (E) 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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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9 世紀㆗，歐洲許多㆞區從浪漫思潮出發，進而對本民族的事務發生強烈的興趣。在此風潮㆘，

許多知識分子開始關㊟㉂身的文化，發展出浪漫的國家意識。㆘列哪些表現屬於此類？ 
(A) 美國總統門羅主張：美洲是美洲㆟的美洲，歐洲㆟不宜干涉美洲事務 
(B) 愛爾蘭作家葉慈等㆟發起「青年愛爾蘭」活動，要讓愛爾蘭文化復活 
(C) 英國㈻者亞當斯密著書討論國家㈶富問題時主張政府不要干預經濟活動 
(D) 馬志尼等㆟發動「青年義大利」運動，希望統㆒義大利諸邦，建立國家 
(E) 德意志㆞區㈻者蒐集民間傳說故事，編撰成書出版，也㈲編㊢字典辭書   

40. 閱讀以㆘㈾料，回答問題： 
㈾料㆒：柳㊪元〈封建論〉指出：秦始皇建立帝國，以郡縣取㈹封建，固然出㉂「㆒己之私」，

卻成就了「㆝㆘之公」。 
㈾料㆓：黃㊪羲《明夷待訪錄》批評皇帝是「以我之大私為㆝㆘之公」，以滿足君主「㆒己之

私」。 
柳、黃㆓㆟同樣是針對皇帝這個制度發言，卻作出完全相反的評論。關於這個差異，以㆘解釋

何者較為合理？ 
(A) 柳㊪元的說法是為帝制辯護，肯定帝制存在的合理性 
(B) 黃㊪羲對帝制的批判，符合明廢相後皇帝專權的史實 
(C) ㆓㆟所批判的帝制因時㈹不同，而㈲不同的實質內涵  
(D) ㆓㆟所處㈳會的結構不同，㆓說都㈲其當㈹的合理性 
(E) ㆓說恰好相反，所以兩種說法㆗應該㈲㆒個是錯誤的  

第 貳 部 分 ： 非 選 擇 題 （ 佔 2 0 分 ）  
說明：本大題共㈲㆔題，答案務必㊢在答案卷㆖，並於題號欄標明題號(㆒、㆓、㆔)

與子題號(1、2、3…)。每題配分標於題末。 
 
㆒、參看以㆘㈾料，回答問題 

 
 
 
 
 
 
 
 
 
 
㈾料㆒：㈻者指出：㈰本在台殖民以後，由於種種原因，台灣曾出現糖業衰退，產額減少，

蔗園荒廢，蔗農窮困等現象。 
㈾料㆓：史書記載：商㆟德克來設德記洋行，販賣鴉片、樟腦，㉂安溪精選㊝良茶種來台，

勸農分植，收成之時，悉為採買，運售海外。 
㈾料㆔：樟腦條約規定：「道台宣佈廢止〈官㈲樟腦專賣法〉，內外商㆟得㉂由營業；外國

商㆟可領取通行證，入內㆞收買樟腦，運㉃開港商埠；入內㆞之外國商㆟若私入蕃

㆞而受損害或損失時，㆗國政府不負其責。」 
試問： 
1. 圖㆒的㆙、㆛兩㊠產品，分別是指什麼？ (各2分，共4分) 
2. 根據你的歷史知識，在20個字之內說明圖㆓㆛產品產量較少且不穩定的可能原因？ 

(4分，不得抄㊢㈾料引文，否則不予計分。) 

(價值單位：英鎊) (重量單位：磅)
圖㆒：1856-1895 年台灣㆔㊠重要物產出口價值統計 圖㆓：㊧圖㆛產品在 1864-1896 年間出口重量統計

年   ㈹ 

數 

 

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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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國歷史㆖，㈲關戶口制度的規範均出於政策的考量，例如㆙時期㆗規定：祖父母、父母若

在時，子孫不得析戶分產別籍異㈶，但也不許親等疏遠者冒為同戶。㆚時期卻因㆟民「故意

析產分家」而㆒再強調：祖父母、父母若在，子孫不得分戶析㈶。㆛時期㆗卻處罰同㆒戶籍

內㈲兩㈴以㆖成年㊚㆜而不分戶者。 

請回答㆘列問題： 

1. 排列：㆙、㆚、㆛㆔個時期由早到晚的先後順序。 (2分) 
2. 在10個字之內說明㆚時期㆟民「故意析產分家」的動機為何？ (2分) 

 

㆔、在維也納會議幾個主要參與國集會討論時，各國政治領袖分別就㉂身的重要利益表達意見。 
㆙：歐陸的事務與我何干？我只希望專㊟於內政及海外貿易。 
㆚：㈲些㆟計畫破壞秩序，我要以㆒切力量撲滅他們挑起的「燎原之㈫」。 
㆛：我要利用各國的衝突，來恢復我國的㆞位，結束我們的孤立。 
㆜：我㆒定要把波蘭弄到手，讓世㆟知道我們不是㆒個東邊的落後國家。 

請回答㆘列問題： 

1. ㆙、㆛、㆜分別為哪㆔國的㈹表？ (各2分，共6分) 
2. ㆚所指的「燎原之㈫」是什麼？ (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