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04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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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卡」上作答；更正時，
應以橡皮擦擦拭，切勿使用修正液（帶）。
˙非選擇題用筆尖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在「答案卷」
上作答；更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帶）。
˙未依規定畫記答案卡，致機器掃描無法辨識答案；
或未使用黑色墨水的筆書寫答案卷，致評閱人員無
法辨認機器掃描後之答案者，其後果由考生自行承
擔。
˙答案卷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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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選 擇 題 （ 占 80 分 ）
一 、 單 選 題 （ 占 68 分 ）
說明：第1題至第34題，每題有4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畫
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者，得2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
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即便合眾國不是個名符其實的政府，而是僅具契約性質的各州聯
1. 一位美國總統發表就職演說：
合；但就算是一個契約，難道它可不經全體締約者的同意，就被取消嗎？……沒有一個州可僅依
自己的想法就合法脫離聯邦，……從憲法和法律的觀點，聯邦是不可分裂的。」這應是哪位總統？
(A)華盛頓

(B)傑佛遜

(C)林肯

(D)羅斯福

2. 某一市場人潮川流不息，好不熱鬧。市場中貨品分區買賣，應有盡有，如玉米、馬鈴薯、金銀
飾品、羽毛、棉衣、繡花斗蓬、巧克力，甚至奴隸。市場旁還搭有草棚，供人休息。這個市場
最可能是在：
(A)西元六世紀的拜占庭

(B)西元九世紀的巴格達

(C)西元十三世紀的麻六甲

(D)西元十六世紀的墨西哥

3. 某書記述一位外國人的中國經歷，書中提到該地使用紙幣、繁忙的運河以及泉州港；提到當時
南方人稱北方為「契丹」
，北方人則稱南方人為「蠻子」
；也發現該地的主要道路一邊鋪有石頭，
一邊不鋪石頭，因為「大汗的驛卒要騎在馬上跑得迅速，不能走石頭路」
。這本書記述的最可能
是誰的經歷？
(A)佛僧鳩摩羅什

(B)商人馬可波羅

(C)傳教士利瑪竇

(D)使節馬戛爾尼

4. 1942年世界大戰方殷，某國已經開始在擘化戰後社會遠景，並委託專家研究。專家提出報告，
建議政府應改善人民生活，消滅「貧乏、無知、怠惰與病痛」
，讓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能得到
妥善的照顧。戰後，這個建議也獲得實現。這個國家及其推行的政策是：
(A)英國，福利國家制度

(B)法國，自由法國運動

(C)美國，馬歇爾計畫

(D)蘇聯，五年經濟計畫

5. 清代官方文書記載：雍正年間，江蘇某地查出隱漏田畝十六萬畝，官方追回六萬畝；廣東一向
沒有土地調查資料，
「田畝之欺隱頗多，富戶之慳吝更甚」；臺灣一般現象則是「種百畝之地，
不過報數畝之田」
。官方之所以會有這些記載，最可能的原因是：
(A)鼓勵農業生產

(B)關心糧食供應

(C)重視政府稅收

(D)促進邊地開墾

6. 漢文帝因緹縈上書救父，感到殘傷身體的肉刑至為不德，令大臣商議改進，遂改為鞭打身體的
笞刑。
《漢書．刑法志》記：
「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例如：斬左趾者，改笞五百；
劓（割鼻）者，改笞三百，
「率多死」。史書所記，從肉刑改為笞刑，可以得到怎樣的理解？
(A)文帝慈愛百姓，理想得以實現

(B)文帝刻薄寡恩，執法甚為嚴苛

(C)文帝仁慈愷切，實際不符期待

(D)文帝個性剛愎，犯法者多冤死

《晉書．韋曜傳》的「注」記有：
「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7. 晉武帝司馬炎的父親是司馬昭，
清代學者錢大昕說：
「注家以為避晉為諱，予考書中段昭、董昭、胡昭、公孫昭、張昭、周昭輩
皆未追改，何獨於曜避之？」以下對錢大昕意見的說明，最合理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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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同意注家，並舉出證據

(B)不同意注家，並舉出反證

(C)同意注家，並詳加解釋

(D)不同意注家，並略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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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50、60年代，歐美社會出現一種新風潮：中、上層階級的年輕人，開始大量模仿、吸收都市
低層社會人們的行為或事物。社會上，青年男女的品味，快速湧現平民風格。以下最能說明當
時這種文化變遷現象的是：
(A)追逐明星成風、熱衷選美活動

(B)搖滾樂的興起、牛仔褲的流行

(C)電話取代書信、工作取代休閒

(D)素食主義成風、節育觀念普遍

「這種以民族運動為中心，附帶
9.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解散臺灣某一結社，依據的理由是：
採行階級鬥爭的政治結社，若當局再予寬容，將違反我臺灣統治的根本方針，並有妨礙內臺融
和，甚至嚴重影響到維持本島統治之虞。」從理由內容來看，這最可能是解散下列哪個團體？
(A)臺灣民眾黨

(B)臺灣文化協會

(C)臺灣農民組合

(D)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
《寺廟調查書》
、
《臺灣宗
10. 1916年起，臺灣總督府陸續調查臺灣民間信仰，並編寫《寺廟台帳》
教調查報告書》等資料。從時間點和資料內容判斷，總督府進行這項調查的主要動機應當是：
(A)為防止辛亥革命的思潮影響臺灣

(B)為防止類似噍吧哖事件再度發生

(C)為推行內地延長主義政策作準備

(D)為向臺灣民間推行日本的神道教

11. 交通工具往往也成為身分地位、權力和財富的表徵。南宋以來，官員開始坐轎子，以示其身分
的尊貴。從某一時期起，先是有舉人坐轎子，後來連監生乃至秀才也都坐轎子，因為他們都是
士大夫或富貴人家的子弟，顯示他們資產豐厚。這種風氣的出現應在何時？當時的社會經濟呈
現什麼景象？
(A)蒙元時期，安定已久，社會經濟發達

(B)明代初期，動亂之後，社會經濟不發達

(C)明代中期，安定已久，社會經濟發達

(D)清代初期，動亂之後，社會經濟不發達

12. 在中世紀歐洲，羅馬教廷與世俗政權的關係歷經變化，有合作也有衝突。當羅馬教宗的聲勢高
時，世俗君主常被迫向其屈服；但當世俗君主力量強大時，羅馬教宗甚至淪為君主的階下囚。
從十世紀末到十五世紀末，羅馬教宗相對於世俗君主，其權勢變化的趨勢，最符合下列哪個示
意圖？
(A)

(B)

(C)

(D)

高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低

10

12

14

10

16 世紀

12

14

16 世紀

10

12

14

10

16 世紀

12

14

16世紀

13. 印度在二次大戰後獨立建國，但建國初期內部仍面臨許多挑戰。當時一位加爾各答律師感嘆說：
「假設歐洲可以經由某種方式統一在一個政府之下，只有一個議會和一位總理。現在剝奪她四
分之三的財富，但留下全部人口。讓西班牙人講西班牙語，保加利亞人講保加利亞語；讓義大
利人不信任德國人，法國人怒沖沖對待英國人。你將得到什麼呢？對了，老兄，一個同現代印
度十分相似的東西。」從這位律師的角度，當時印度面臨的最大困境為何？
(A)財富分配不均

(B)國家認同缺乏

(C)民族信心喪失

(D)政府效率不足

14. 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提及：臺灣受限於自然條件，使西部沿海各港口在清
代均單獨與中國大陸對渡，形成各自獨立之經濟圈，臺灣島內市場被切割成若干區塊。日本領
臺後積極推動「資本主義的基礎工事」
，強化臺灣對外聯繋能力和統一島內市場。在此，
「資本
主義的基礎工事」應指：
(A)統一貨幣

(B)統一度量衡

(C)興建縱貫鐵路

(D)興建嘉南大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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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清代小說《紅樓夢》不但文學造詣高，同時也留下許多觀察當時社會生活的材料。書中寫道：
賈敬熱衷追求神仙，卻因誤服丹砂喪命。死時，獨子賈珍出了遠門，家人只好作主，先請人將
遺體移往尼姑庵安置。等賈珍回家後，再按服喪守孝之禮辦理後事。根據這段故事呈現的現象
推斷，下列說明何者最恰當？
(A)追求神仙乃是士人普遍風氣

(B)社會上儒釋道文化兼容並存

(C)尼姑社會地位已經高於道士

(D)儒家禮教地位低於釋道傳統

16. 表1為民國40年到70年間的統計資料，從表內的數字來看，甲、乙兩項分別應為：
表1
40年度

50年度

60年度

70年度

甲

81.49％

96.00％

98.02％

99.76％

乙

38.60％

53.79％

80.85％

96.77％

(A)學齡男、女就學率

(B)稻米、蔗糖自給率

(C)電話、電視普及率

(D)住宅、汽車普及率

17. 十七世紀的歐洲宗教戰爭頻仍，新舊教之間的對立嚴重。當時日耳曼新教牧師托瑪修出版《論
旅行利弊四十二點》
，宣稱旅行會帶回外國的壞思想，腐化我們的宗教。他尤其勸告年輕人切莫
到某些「危險的地區」去。托瑪修所說「危險的地區」應是：
(A)瑞士、法國

(B)法國、義大利

(C)義大利、荷蘭

(D)荷蘭、瑞士

18. 某一個軍事制度，軍隊由城邦公民組成。遇到外來侵略，城邦公民即放下犁頭，拿出自備武器，
穿上盔甲，由推舉出來的領袖率領上戰場。戰事結束後軍隊隨即解散，士兵回到各自工作崗位，
耕田的耕田，牧羊的牧羊。公民執干戈以衛城邦，是義務也是權利。這支公民軍隊最初只是為
保衛城邦，後來卻成為向外擴張的武力。這是何者的軍事制度？
(A)共和前期的羅馬

(B)隋唐時代的中國

(C)中世紀的法蘭西

(D)德川時代的日本

「梁初，……交州、廣州之城全以金銀為貨。」又記：
「（北）周時，河西
19. 《隋書．食貨志》記：
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根據上述兩段文字推斷，下列說明何者最為恰當？
(A)南北朝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發達

(B)南北朝時期，中國金銀產量可觀

(C)五代之時，中國對外貿易甚發達

(D)五代之時，中國金銀產量很可觀

20. 馬基維利《君王論》論及一則時事：1502年，公爵鮑吉亞佔領羅馬納一地，委任親信倭柯以高
壓手段統治該地。一年後，羅馬納果然從混亂狀態變得井然有序。但倭柯的殘酷手段卻激起人
民的憎恨，羅馬納再度陷入混亂，公爵的統治權岌岌可危。鮑吉亞遂斷然處決倭柯，並棄屍於
公共廣場，民怨遂得平息。根據馬基維利的理念，他會如何論斷此事？
(A)讚嘆鮑吉亞行事果斷，能以非常之手段維繫政權
(B)譴責鮑吉亞忘恩負義，竟為討好平民而殺害功臣
(C)表揚倭柯的愛國情操，願意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
(D)惋惜倭柯的盲目愚誠，忠心事主卻惹來殺身之禍
「國際局勢逆轉，我們擔憂國家前途，因此我們辦雜誌、集結黨外力量，壯大聲
21. 有位人士回憶：
勢，期望藉由選舉，跟執政者要求自由、民主、人權，雖然最後我們失敗被逮捕，但經由公開
審判，國際及臺灣社會更了解臺灣的困境，加速日後臺灣的政治民主化。」這段回憶所指為何？
(A)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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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保釣運動

(C)退出聯合國

(D)美麗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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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三世紀以後，東南亞島嶼地區的人民，經由阿拉伯人、波斯人與印度人的媒介，逐漸接受了
伊斯蘭信仰。阿拉伯人、波斯人與印度人等最主要是以何種方式傳播伊斯蘭教？
(A)透過貿易接觸

(B)藉由軍事征服

(C)倚賴外交壓力

(D)利用物質引誘

（甲）
「營官皆選補，士皆土著，兵
23. 史家比較兩支清軍──綠營與淮軍，認為各有利弊。如曰：
非將有，為國家之軍隊。」
（乙）
「上下一體，有如父兄之與子弟，委任專而事權一，形成一利
害團體，人人肯出死力。」
（丙）
「國家的武力變為私人的武力。」
（丁）
「官不久任，兵為世業，
訓練不施，心志不固，每遇徵調，臨時抽選，臨時命將，團結不堅，指揮不靈。」請選出正確
的配對：
(A)綠營的利為甲，弊為丙

(B)綠營的利為乙，弊為丁

(C)淮軍的利為甲，弊為丁

(D)淮軍的利為乙，弊為丙

24.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常被列為十八世紀的「開明專制」君主，但他的政策並非都符合啟蒙精
神。以下是他的四項政策：
（甲）裁示「從今以後，每個人都將依照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
（乙）
制訂「猶太人基礎條例」
，將猶太人列為社會最底層。
（丙）廢除刑求、放寬嚴刑峻罰。
（丁）耗
費鉅資、擴充軍隊。這些政策中，哪兩項最能展現「啟蒙運動」的精神？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你應當致力於兩個方面，
25.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布魯尼在給學生的一封信中，如此勸誡：
首先是語言……其次，要熟悉人情世故，這是人文學的含意，因為它使人完美，能贏得讚美。
為此，你的知識要廣，要內容多樣，並且有豐富的切身經驗。凡能有助於你成名的，一樣也不
要遺漏。」這段話呈現的人文主義者的人生理想是：
(A)進入學院之中，努力鑽研語言學

(B)退居山林與自然為伍，不問世事

(C)知所進退，認清現實利害以保身

(D)通情達理，學而能用以追求聲名

『熟番』的定義是『歸附納餉』
，餉是丁餉，也就是人頭稅；還要負擔很多公差。
『熟
26. 「在清朝，
番』的收入有限，丁餉、公差往往難以負荷，為了紓解困境，往往就把草埔、鹿場賣給漢人。」
這段文字主要在說明：
(A)清廷對臺灣「熟番」的定義

(B)清廷對「熟番」的治理政策

(C)「熟番」差役及稅賦的變遷

(D)「熟番」土地權流失的原因

27. 中國歷史上「縣」最早出現於何時？請依所列資料加以判定。
資料一、《漢書．地理志》
：
「
（秦）併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
分天下為郡縣。」
資料二、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師破白狄，胥臣有功，「襄公命（令）先茅之縣賞胥臣。」
杜預注：
「先茅絕後（嗣）
，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A)春秋之時

(B)戰國之時

(C)秦滅六國之後

(D)漢帝國建立時

。時人分析其原因，多認為
28. 十六世紀時，歐洲物價長期、普遍的上漲，史家稱之為「物價革命」
是商人獨佔物資、政府大量發行劣質錢幣所造成。但法國學者波丁(1530-96)考察經濟情況，
反駁上述看法。他主張歐洲物價上漲有一更重要因素，而他的見解也獲得後世很多史家認同。
波丁主張的更重要因素應是：
(A)資本主義景氣循環的自然現象

(B)歐洲氣候異常導致農產品歉收

(C)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歐洲市場

(D)君王與中產階級以此對抗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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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某國一位官員紀錄他在中國的見聞時，寫下了許多評語，包括：「中國士兵對機械工藝一無所
知」、「中國民眾聽見船上的炮聲，嚇得魂飛魄散，令人懷疑火藥是不是中國人發明的」。他
後來歷任該國開普敦總督府秘書長及海軍部次長，也曾派人前往北極，企圖尋找通往亞洲的新
航路。這位官員最可能是：
(A)十四世紀波斯派往中國的官員

(B)十六世紀鄂圖曼帝國派遣官員

(C)十八世紀英國派遣的特使團員

(D)二十世紀德國在中國軍事顧問

30. 八世紀時，拜占庭帝國內部發生「聖像崇拜」的爭議，支持和反對崇拜聖像者各持立場，雙方
相持不下。以下是兩種觀點：
甲：
「我們供奉聖像，讓人民可以透過聖像學習基督教精神，並且激發他們的宗教熱情。」
乙：
「許多未受教育者把聖像當成神聖本身，他們混淆了形象與形象所代表事物的差別。」
比較兩則引文內容，可以推斷兩者對聖像崇拜的立場是：
(A)甲、乙皆支持

(B)甲、乙皆反對

(C)甲支持、乙反對

(D)甲反對、乙支持

31. 1914年，歐戰爆發，中國與「某國」發生外交衝突，為解決衝突，1915年，「某國」提出若干
要求，諸如：山東及其沿海土地與各島嶼，不得租借割讓與他國；旅順、大連灣，南滿、安奉
兩鐵路租借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將來漢冶萍公司，作為合辦事業，屬於該公司各礦附近礦
山，未經公司同意，不得准公司以外的人開採。這裡的「某國」應指：
(A)德國

(B)俄國

(C)英國

(D)日本

32. 圖1顯示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古代非洲某一歷史發展的
過程。圖中長線條與箭頭表示此一發展的路徑與方向。
證諸史實，這一幅地圖應是在說明：
(A)基督教的傳播

(B)班圖人的遷徙

(C)農業起源與擴散

(D)迦納帝國的擴張

33. 1920年代初，第三國際派曾在爪哇從事共產活動的馬林
到中國。馬林在桂林會見孫中山，相談甚歡。適逢香港
發生反帝國主義的海員大罷工，孫中山表明支持，馬林
認為雙方有合作基礎。他也理解中共當時只有黨員數百

圖1

人，而國民黨有徒眾數十萬，但組織鬆散，容易操控。不過，孫中山已表明不容許國民黨之外
另造革命中心。根據這些觀察，馬林向當時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提出怎樣的建議？
(A)聯合東南亞共產黨，在莫斯科的指揮下，奪取香港
(B)遊說國民黨，共同加入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反帝聯盟
(C)與國民黨合作，以對等的地位，組成抗日統一戰線
(D)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認同反帝反軍閥
34. 1945年7月，同盟國領袖在柏林近郊舉行波茨坦會議。在會議期間，一個歷史性的變化出現了，
英國參謀部長因此記下：
「我們已經不再需要蘇聯參與對日戰爭了……因為我們手裡已握有籌
碼，足以替代蘇聯的力量了。」文中所說的「我們」以及「籌碼」分別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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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英、美兩國；坦克

(B)英、中兩國；原子彈

(C)英、法兩國；坦克

(D)英、美兩國；原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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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多 選 題 （ 占 12 分 ）
說明：第35題至第38題，每題有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正確
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
對者，得3分；答錯1個選項者，得1.8分；答錯2個選項者，得0.6分；答錯多於2
個選項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5. 以下兩段資料是學界對清代臺灣社會發展的辯論：
資料一：清代臺灣移民心態上仍認同中國大陸祖籍，臺灣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延伸。但隨著時間
推移，移民在地緣意識上逐漸認同臺灣本土，社會群體也產生改變，新的血緣和地緣
團體形成。
資料二：清代臺灣社會的發展，在政策上傾向於以學習中國各省的社會形態為目標，期能轉變成
與中國本部完全相同的社會，並強調中華民族向邊陲地區擴展融合、趨於一體的過程。
下列哪些說法正確？
(A)兩者都是在討論臺灣社會變遷的模式

(B)兩者都認為清代臺灣社會是土著化的過程

(C)兩者都認為清代臺灣社會是內地化的過程

(D)資料一是土著化過程，資料二是內地化過程

(E)資料一是內地化過程，資料二是土著化過程
36. 下列兩段資料論及某一時代的政治運作：
資料一：「藝（太）祖有約，藏於太廟：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帝相襲未嘗輒易。」
資料二：「太祖不殺大臣及言官之密約所造成之家法，於有

一代歷史影響甚鉅。」

請仔細閱讀，選出妥當的選項：
(A)兩段資料所述是關於有「宋」一代

(B)兩段資料所述是關於有「明」一代

(C)兩段資料均為該時代的史家所寫

(D)影響之一是家法嚴，士人不敢議政

(E)影響之一是培養士人批評時政的精神
。1945年10月起，盟
37.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盟軍佔領日本，佔領策略是「非軍事化」與「民主化」
軍最高司令部發起一波波改造運動，目的是粉碎日本原來的權威式統治，將其改造為民主社會。
下列盟軍最高司令部發布的措施中，哪些與推動日本社會的「民主化」最為相關？
(A)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

(B)釋放監獄中所有的政治犯

(C)解除日本的軍事武裝力量

(D)鼓勵工會組織與罷工活動

(E)開放各種公民權利給女性
38. 甲：「發生在1871年的『統一』與其說是德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或表現，倒不如說是普魯士
實行擴張主義、對非普魯士地區實行殖民化、並與被排斥在外的奧地利競爭的一種形式。」
乙：「俾斯麥是個徹頭徹尾的普魯士人，他對普魯士的認同高過對德國統一的渴望。只不過他
心裡明白，普魯士若要以強權姿態迎向未來，必然就得扮演起德國這個民族國家的領導
人。對俾斯麥而言，德國統一其實只是普魯士在歐洲立足的前提。」
以上是兩位史家對於德國統一的看法。下列哪些說法為宜？
(A)甲認為不應把民族主義當作德國統一的最主要因素
(B)乙認為俾斯麥的統一德國理想高於普魯士意識
(C)甲和乙都肯定普魯士自始至終追求德國統一之說法
(D)就「德國統一與普魯士利益無法分開」這點，兩種看法互相支持
(E)就「德國統一與普魯士利益無法分開」這點，兩種看法相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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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非 選 擇 題 （ 占 20 分 ）
說明：共有四大題，每大題包含若干子題。答案必須寫在「答案卷」上，並於題號欄
標明大題號（一、二、……）與子題號（1、2、……），違者將酌予扣分。作
答務必使用筆尖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書寫，且不得使用鉛筆。每一子題配分標
於題末。
一、閱讀下列資料，回答問題：
「每與諸將言及五省沿海人民移徙內地，嘆曰：
『吾欲留此數莖（根）髮，累及桑梓人民！且以
數千里膏腴魚鹽之地、百萬億眾生靈，一旦委而棄之，將以為得計乎？徒殃民而已！吾若不
決志東征，苟徇（順從）諸將意，株守各島，豈不笑吾英雄為其束縛？今當馳令各處，收沿
海之殘民，移我東土，開闢草萊，以相助耕種，養精蓄銳。俟有釁隙（等其發生內變）
，整甲
而西，恢復迎駕，未為晚也。』」
1.文獻中的「吾」應是指誰？（2 分）
2.文中提及「五省沿海人民移徙內地」，主要是因為當時政府頒布了什麼命令所致？（2 分）
3.「收沿海之殘民，移我東土」，對當時東土的發展有何意義？（2 分）
二、下文是學者有關明清法律發展的敘述：
清代法律基本上沿襲明律，律文一成不變，亦不再修訂。但兩朝因時制宜，隨時加上「例」，
以應需要：有的是皇帝下旨為條例，有的是官員條奏，經議決纂為條例。明成化元年（1465）
遼東巡撫曾上奏：
「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判案的）武臣獨舍律用例，武臣益縱蕩不檢
（隨意判決，難以約束）
，請一切用律。」但此建議始終未能實行。至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
部議更明確規定：
「既有定例，則用例不用律。」遂成為定制。
仔細閱讀上文，回答下列問題：
1.文中這位明代巡撫，對「律」與「例」的主張為何？（2 分）
2.從明到清在法律運作上，「例」的援用是增加或減少？（1 分）如何判斷？（請根據文中資
料指出一項具體證據）（1 分）
3.明清時代既有「律」作為「定法」，何以又出現使用「例」的現象？（2 分）
三、以下兩則有關1832年英國改革法案的評論，分別出自當時兩份報紙：
資料一：
「人民的勝利得到確保……由於這個法案，一套古老、強韌而腐敗的制度受到致命一擊。」
資料二：
「惠格黨人知道舊的制度無法再延續，遂希望建立另一套儘可能與舊法相似的制度。他
們制訂法案，只在為貴族和鄉紳階級，贏得另一個強大新興階級的支持，作為自己的
奧援。」
根據資料內容和歷史知識，回答下列問題：
1.兩份資料評論的「改革法案」，其主要內容為何？（2 分）
2.資料二「另一個強大新興階級」，所指為何？（2 分）
四、西元1521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在帝國會議中，對某事件申明他的立場，以防止此一
事件繼續延燒，衝擊帝國內部的安寧。他以堅決的語氣宣示：「很明顯，當一位孤立的兄弟發
表與整個基督教相反的言論時，他的話是謬論，否則千年、甚至更久以來的基督教就成了謬誤。
因此，我決心以我的王國、領地、朋友，以及我的身體、鮮血和靈魂去鬥爭。」請問：
1.文中這位遭到指責的「孤立的兄弟」最可能是誰？（2 分）
2.這位兄弟發表了什麼「謬論」而受到譴責？（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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