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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選題(40 題，每題 2 分，共 80 分) 

1.（   ）1920 年代，牙買加人馬庫斯．加維在美國發表「黑人自由」演講：「伏爾泰和

米拉波只是和我們同樣的人，他們推翻法國君主政體，為法國的民主奮鬥。他們能夠這樣

做，你、我也能夠為非洲這樣做，為非洲的自由而奮鬥。我們渴望無限的自由，但在由其

他族群統治的國家，我們無法實現這種自由。」下列何者最符合加維要傳達的理念？   

(A)為牙買加地區黑人的自由發聲  (B)鼓吹美洲地區黑人的革命運動   

(C)為全世界的黑人爭取生存空間  (D)強調黑人在非洲才能實現自由   

2.（   ）1600 年，英國成立東印度公司，到亞洲從事貿易。該公司從英國帶出大量金銀，

進口東印度香料，但進口的香料僅部分在國內出售，大部分轉口到歐洲。這種做法受到國

內輿論批評，認為該公司輸出金銀，僅從事海外奢侈品轉口貿易，卻不輸出本國工業製品，

無助於國內就業，更造成國家貴金屬的流失。這種輿論是根據何種主張批評東印度公司的

作法？  (A)資本主義  (B)重商主義  (C)重農主義  (D)帝國主義   

3.（   ）17、18 世紀時盛行三角貿易，有位商人從甲地購買衣服、火槍和金屬用品，裝

船運至乙地交易後，再從乙地載人到丙地販賣，最後從丙地採購糖與菸草等物品，運回甲

地出售。甲、乙、丙三地依序最可能是：   

(A)廣州、舊金山、馬尼拉      (B)倫敦、象牙海岸、牙買加  

(C)加爾各答、麻六甲、好望角  (D)阿姆斯特丹、巴達維亞、長崎   

4.（   ）1792 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使團於 9 月底乘船自英國出發，1793 年

8 月 5 日才抵達天津。1878 年，中國派遣曾紀澤為駐英國、法國欽差大臣，於 11 月 22 日

自上海乘船赴任，1879 年 1 月 1 日便抵達法國馬賽港。這期間，哪一項重大變化縮短了航

行的時間？  (A)美國發明航空器  (B)蘇伊士運河通航  (C)海圖製作更精良  (D)公海航行

較安全   

5.（   ）16 世紀中葉以來，葡萄牙與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發展甘蔗種植業，然而甘蔗屬

於勞力密集產業，但當地的勞動力不足，必須引進大量外來勞工。請問這些外來勞工主要

為下列何者？  (A)中國華工  (B)非洲黑人  (C)東歐契約工  (D)北美原住民   

6.（   ）某時期的人普遍認為：「財富在於貨幣，亦即黃金或白銀。……一個富國如同一

個婦人一樣，也想成為擁有許多貨幣（或金錢）的國家。」所以堆滿黃金和白銀，是國家

致富最便捷的方法。下列哪一時期的國家人民盛行此觀念？   

(A)10∼12 世紀的法國  (B)12∼14 世紀的英格蘭   

(C)14∼16 世紀的俄國  (D)16∼18 世紀的荷蘭   

7.（   ）「只是在 1492 年，伊斯帕尼奧拉島估計有土著居民 25 萬，但到了 1548 年只剩

下 500 人。此外，在 50 年的時間裡，佛羅里達的美洲原住民人數由估計上百萬下降到 5 萬

人。而墨西哥，在西班牙統治的前 100 年間，人口更是下降百分之 90。」請問文中人口迅

速下降的原因為何？   

(A)殖民者進行大規模的屠殺  (B)土著被販賣至他國為奴   



(C)殖民者引發部落間的衝突  (D)歐洲殖民者將傳染病傳入   

8.（   ）拉斯卡薩斯在其所著的《西印度史》中敘述自己在天主教聖母升天節的布道辭

中，公開布道譴責對美洲原住民的奴役，並毅然放棄自己所分得的土地和美洲原住民，從

此自食其力。後來他加入了道明會，以其著作與辯護為美洲原住民發聲。請問這部著作最

有可能在什麼時間完成？  (A)10 世紀  (B)12 世紀  (C)15 世紀  (D)16 世紀   

9.（   ）資料一：「從 16 世紀開始，滿載香料、寶石、絲綢、黃金和象牙製品等的商船，

從東方源源不斷開往歐洲。」  

資料二：「中產階級的興起，使歐洲社會結構發生根本的變化。……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

如英格蘭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 19 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

關。」關於上述二則資料，下列論述何者正確？   

(A)資料二為資料一的背景              (B)資料一、二是同時間發生的現象   

(C)因為有資料一才會出現資料二的狀態  (D)資料一、二不符合當時現象，資料應該有誤   

10.（   ）某位歐洲貴族的一日飲食如下：早餐是一杯咖啡與馬鈴薯泥、午餐是胡椒醃肉

與烤玉米、下午用中國製瓷杯喝茶、晚餐則是蘭姆酒加烤鮮魚。這位貴族的飲食模式最可

能出現於何地？   

(A)2 世紀的義大利  (B)8 世紀的法蘭西  (C)13 世紀的西班牙  (D)17 世紀的英格蘭   

以下是某地的人口統計資料：「15 世紀時，沒有白人也沒有黑人。16 世紀時，已有不少白

人與黑人居住。到了 17 世紀中葉時，人口包含 15 萬的白人、15 萬的白人與原住民後裔、

13 萬的白人與黑人後裔、8 萬的非洲奴隸，以及約 100 萬的原住民。這樣的情形造就結構

複雜、種族之間階級分明的社會──職業與地位反映了種族出身，政治與經濟權力大體掌握

在白人手裡。」   

11.（   ）某地最有可能為何處？  (A)印度  (B)澳洲  (C)烏干達  (D)墨西哥   

12.（   ）題幹指出某地的「政治與經濟權力大體掌握在白人手裡」，這些「白人」最可

能是哪一國人？  (A)英格蘭  (B)法國  (C)荷蘭  (D)西班牙   

13.（   ）「某地」是一個轉運站，從福建廈門出發的中國帆船滿載絲綢、瓷器前來交換

墨西哥的「某物」。當西班牙大帆船滿載貴重貨物返回墨西哥時，中國帆船則載著「某物」

返回家鄉。請問此段敘述中的「某地」與「某物」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 15 世紀的長崎、白銀    (B) 16 世紀的馬尼拉、白銀  

(C) 16 世紀的澳門、馬鈴薯  (D) 18 世紀的印度、鴉片  

14.（   ）明朝相對於中國的其他朝代，其不僅是一個社會風格多樣，也是皇帝權力擴張

十分迅速的朝代。其中，明末大儒黃宗羲曾經提出工商皆本的概念：「世儒不察，以工商

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藉由上述黃宗羲

所提之言論，我們可以如何解讀其中文字？  

(A) 明朝時期儒學衰微，讀書人必須轉為經營商業，以求生存  

(B) 中國自古便十分重視商業，而黃宗羲進一步發揚此種觀念  

(C) 此應與明末商品經濟發達、消費興盛，商人地位提升有關  

(D) 明末西方傳教士帶來重商主義，因而改變中國士人的觀念  

 



15.（   ）1808 年法軍攻打歐洲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和萄葡牙。西班牙政局因此不穩，

拉美殖民地紛紛鬧革命，拿破崙失勢後，西班牙派大軍鎮壓中南美洲的革命勢力。最後拉

丁美洲的殖民地紛紛宣布獨立，請問：下列哪一個選項不在此一風潮下從西班牙殖民中獨

立成功？    (A) 阿根廷  (B) 智利  (C) 哥倫比亞  (D) 巴西。  

此時的法軍於某位領導者的帶領下，原先未統合的民心逐漸地得到穩固，並且以此領導者

為首，法國迅速地向外擴張。其所擴張的範圍包含現今的法國、奧地利與波蘭  

，此領導者甚至還將授其征服的領地籌組為自身的藩屬，由法國擔任宗主國，而此組織變

為歷史上的「萊茵邦聯」，巴伐利亞王國、阿倫貝格公國、列支敦斯登侯國皆為此邦聯中

的成員。請問：  

16.（  ）有關此位領導者以及政治體制的敘述配對何者正確？  

(A) 拿破崙；第二共和    (B) 路易拿破崙；第二共和   

(C) 路易十六；第一帝國  (D) 拿破崙：第一帝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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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   (A)透過貿易接觸  (B)藉由軍事征服  (C)倚賴外交壓力  (D)利用物資引誘  

18~19 題為題組。  

18.（  ）他是雅各賓政府的實際領袖，最著名的演講稿《路易必須死，因為共和國必須

生》言：「路易十六曾經是國王，而共和國也建立了。此一事實，解決了問題。路易是被

他本身的罪行推翻，他密謀對共和國不利，如果他不被定罪，共和國就永不會被釋放。主

張審訊路易十六的人，是在質疑革命。如果他受審，就有可能開釋，他就有可能無辜。但

如果他無辜，革命又是什麼呢？如果他無辜，我們豈不都犯了誹謗？路易必須死，因為共

和國要生。」這位法國大革命期間堅決主張路易十六必須死，在法國大革命內憂外患的情

勢下提出：政府的所有政策必須依循一個  原則，就是「以理性領導人民，以恐怖對付人民

的敵人」而促使法國走向恐怖政治，最後在熱月政變中也被處死，走上路易十六相同的命

運。請問：以下哪一個選項是這位充滿爭議的歷史人物的事跡？   

(A) 攻陷巴士底監獄  (B)發表網球場宣言  (C) 主張成立美德共和國  (D)組織督政府  

19.（  ）有關此時的法國政治狀態，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此位雅各賓黨的領袖為馬拉，其主張以立即見效的方式革除法國的君主制  

(B)此時的法國處於國民公會時期，羅伯斯比主張進攻巴士底監獄以挑戰王權  

(C)此位領導者身份為下層階級，深諳社會的貧富不均而主張路易十六必須死  

(D)此位領導者為羅伯斯比，其認為法國若要走向共和制，勢必要剷除舊勢力  

 
20.（  ）上圖是諷刺漫畫家約翰・李奇的作品「便宜的衣服」(Cheap clothing)，畫面左

邊是一群骷髏在縫製衣服，右邊則是穿著體面的富人。請問這張畫最有可能出現於何時？  



(A)十七世紀的日耳曼    (B)十八世紀的北美殖民地  

(C)十九世紀的英國      (D)二十世紀的奧匈帝國  

21.（  ）2020 年 6 月，歌手周杰倫推出了新歌「Mojito」並獲得了廣大迴響。Mojito 原

為古巴名產，是以蘭姆酒與薄荷葉、砂糖、檸檬汁相互混製而成。於歷史上，英國航海探

險家法蘭西斯到達中南美洲時，其船員罹患敗血症，當地原住民以類似 Mojito 之調酒以緩

解其不適。請問有關英國人與古巴原住民的相遇，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英國人至古巴的最大目的是取得此地的白銀與口岸  

(B)英國人會以非洲黑奴與古巴原住民交換甘蔗與菸草  

(C)於歷史上，英國人是最早與古巴原住民有所接觸的歐洲列強  

(D)若英國人與當地原住民通婚，後代的社會地位與英國人相同  

22~25 為題組  

資料一：在彌爾頓所描述這個時期的英國，是個沒有笑容、沒有容忍的英國，他們以為在

英國建設了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的社會，但結果是使那些原本潔身自愛，立志改革天主教缺

失的主教和神父們想要革除天主教的錯誤，卻造成一個全無生機的社會，也是上面壓迫下

面的社會。失望的百姓，帶來了英王復辟，和杜於革命的報復。  

資料二：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貴族們聯合起義，將試圖復辟天主教的國王罷黜，改由國王之

女及其夫婿執政，在英格蘭國教會占主導地位和新教各派共同反對天主教的情況下開創了

一種「有限寬容」的宗教氣氛。請問：  

22.（  ）資料一所指為下列何事？(A)宗教改革(B)英國內戰(C)光榮革命(D)英國國教創

立  

23.（  ）資料一所指的復辟的國王與資料二中被罷黜的國王各為何人？  

(A)約翰王；詹姆士二世    (B)查理二世；詹姆士一世  

(C)克倫威爾；詹姆士二世  (D)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  

24.（  ）兩部資料都是英國史上的重要事件，關於這兩個事件的比較，何者敘述正確？  

(A)這兩則事件發生之後，牽涉兩個事件的國王都被國為要求簽署法案文件  

(B)這兩件事件發生之後，國會都從其他國家迎來原國王的親屬以繼承王位  

(C)在資料二之事件發生之後，英國通過法案，使成年男子幾乎都有選舉權  

(D)資料二事件發生之後，英國走向君主立憲制，國會成為最高的立法機構  

25.（  ）資料二提及「國王之女及其夫婿執政」，有關此事件的敘述何者正確？  

(A)詹姆士二世欲恢復天主教教儀，因而國會邀請安妮入主英國  

(B)國王之女為瑪麗，夫婿為威廉，由於信仰問題而欲進攻英國  

(C)國王之女為安妮，夫婿為威廉，事件後簽署「權利請願書」  

(D)事件後，由於政權轉移的過程中未有動亂，被稱作光榮革命  

 

資料一：1095 年，教宗烏爾班二世發表義正嚴詞的演說，他說：「敵人在東方上帝的國度

中大肆蹂躪，主的聖墓被不潔的人佔領和玷污，我代表上帝向你們下令，渴求和號召你們

迅速行動，把邪惡的種族從我們兄弟的土地消滅乾淨」。  

資料二：十五世紀，ＯＯ攻陷君士坦丁堡，將博斯普魯斯海峽納入帝國的控制範圍。這個

自亞洲興起的巨大帝國，控制住了歐洲與亞洲的路上貿易路線，在陸路受到ＯＯ的控制下，

歐洲人對於亞洲的貿易需求，推動了海外探險，促使歐陸邊陲國家開始探索從海路達到亞

洲的途徑，轉進了地理大發現的時代。」  

26.（  ）請問資料一與資料二所指的敵人與ＯＯ各是誰？  

(A)鄂圖曼土耳其；塞爾柱土耳其  (B)阿拉伯人；鄂圖曼土耳其  



(C)塞爾柱土耳其；鄂圖曼土耳其  (D)塞爾柱土耳其；阿拉伯人  

27.（  ）在「他」所統治的時代，該國開始受到歐洲列強的壓迫，十九世紀中被迫和英

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開港通商，但隨後在「他」的繼承人主導下大力推動現代化改革，掃

除封建制度、朝向近代化資本主義發展，雖然被迫向英國和法國割讓領土，但始終維持了

國家主權的獨立性。請問「他」是指誰？  

(A)清朝的咸豐皇帝   (B)越南國王阮福昭  (C)暹羅國王拉瑪四世  (D)寮國國王溫坎  

28.（  ）2016 年 7 月德蕾莎．梅伊正式向英國女王宣誓就任為英國首相，而梅伊也成為

繼柴契爾夫人之後，英國的第二位女性首相，梅伊的就任不但因為性別且連同英國的政治

制度也引起關注。關於英國的國會與政治發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英國國會所行使的制度屬於責任內閣制   (B)英國國王於現今仍然具有專制無上的權力  

(C)清教徒革命後奠定了英國國家政治體制 (D)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後，女性即獲得投票權  

29.（  ）自從影像技術問世後，為人們保留了許多的歷史畫面，同時也用電影宣傳政府

的統治策略，像是戈培爾的電影，他擅於拍攝喜劇與愛情戲劇，但故事也出現將當時的統

治者比擬為腓特烈大帝，及激勵觀眾憎恨猶太人的故事情節。下列有關戈培爾電影的敘述，

何者正確？  

(A)電影主題旨在宣揚墨索里尼的事蹟 (B)電影裡出現許多納粹黨相關的政策  

(C)電影裡會出現讚揚社會主義的宣傳 (D)主要會以二戰後為最主要的時間軸  

30~32 為題組。  

七世紀初葉，伊斯蘭信仰出現於阿拉伯半島。阿拉伯軍隊東征西討，先是統一了阿拉伯半

島，進而控制地中海，接著橫掃北非、近東、中亞，建立一個疆域橫跨歐、亞、非三洲的

大帝國。但隨著創覺者穆罕默德的離世，由於其未留下領導者的選派方法，導致其帝國面

臨了教義上的諸多紛爭。請問：  

30.（  ）阿拉伯人之所以能在短期間建立龐大的帝國，原因之一是他們對異族的統治態

度，這個態度是 (A)實行宗教寬容 (B)藉強大的經濟力量，引惑其他族群的加入 (C)利

用教育與通婚的方式，鼓吹種族融合 (D)採用高壓懷柔的統治技巧，對服從者餌以重利，

對反抗者則無情的殺戮  

31.（  ）阿拉伯人向外擴張的期間，正好是哪兩大勢力兩敗俱傷的局面，讓阿拉伯人逮

到崛起的機會？  

(A)波斯與加爾底亞 (B)馬其頓和敘利亞 (C)拜占庭和波斯 (D)拉丁人和伊特拉次坎人  

32.（  ）歷史老師黑米暑假時帶著仁班孝班的學生到歐洲旅行，他對學生講解說：「這

個國家曾被羅馬帝國、西哥德王國及伊斯蘭教政權給統治過，其多元文化色彩是其他國家

少見的！」請問黑米與學生們到了哪一個國家？ (A)英國 (B)義大利 (C)希臘 (D)西班

牙  

一位二十世紀的軍事將領，他講述了現代化的必要性：「……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加強我

們與其他國家共同聯繫的紐帶。世上可能有許多國家，但卻只有一個文明，如果一個國家

要進步，它就必須成為這個文明的一部分，當我們自身傲於自己對抗西方的成功時，它就

已經開始衰弱，它切斷了與歐洲國家的聯繫。」這位軍事將領為了提高境內人民的知識文

明水準以減低文盲比例，提升國人知識水準與文化素養，而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33.（  ）根據上述資料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人應為加馬爾丁・阿富汗尼，其會主張取消女性於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  

(B)此人應為穆罕默德・阿里，其會主張取消其國家境內有關女性蒙面的習俗  

(C)此人應為凱末爾，其會主張繼續使用阿拉伯文字系統來維持伊斯蘭的傳統  

(D)此人應為凱末爾，其會主張取消原先使用的哈里發制度，以擺除政教合一  



34.（  ）從十八世紀西方國家近乎痴狂的迷戀「中國風」，到十九世紀視中國為野蠻落

後的國家。中國在歐洲的形象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其主要原因為何？  

(A)歐洲發生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後，視非歐洲地區為蠻荒之地  

(B)歐洲國家已經歷了工業革命和思想、政治改革，各方面超越中國  

(C)歐洲經歷了地理大發現，國家財富和國勢凌駕中國之上  

(D)中國此時正值宋元時期，因為戰亂頻繁，文化停滯落後  

35.（  ）「中國」這個詞對○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力量，是「舊秩序的衛道士和蔑

視者之間的賭注」。當東印度公司把訂制好的精美瓷器運回歐洲大陸時，法國思想家伏爾

泰也在感嘆：「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中國」成了歐洲知識界借來

反對宗教和君主專制的利器。請問：文中的○是指何時期？  

(A)文藝復興 (B)宗教改革 (C)啟蒙運動 (D)科學革命  

36.（  ）研究非洲議題的王教授在他的書中這樣寫著：「1884 年，這場會議的主辦者邀

集垂涎非洲土地的列強前來，有趣的是，這場會議完全沒有非洲本地代表的參與。這會議

所關心的是西非利益和剛果盆地的棘手問題。此外，這場會議還確立未來主權宣示的基本

原則，那就是歐洲國家需要有『實質主權』作為前提，才可以主張要在法律上併入或占領

某個地區，但事實證明『實質主權』要如何定義，充滿了爭議。」關於王教授所書寫的這

段文字，以下解讀哪項正確？  

(A)王教授所提及的這場會議是維也納會議 (B)這場會議的主辦者是奧國的宰相俾斯麥  

(C)此會議為主辦者欲掌控歐洲局勢的證明 (D)此時主辦者以鐵與血的理念向法國進攻  

「貿易跟隨國旗而行」成為這時期流行語，意即拓展殖民地的原因是保障帝國國內的貿易

利益。一般的理解是由於工業化不斷擴展，原料的來源與產品的市場成為各國競爭的目的。  

37.（  ）這文字反映何種主義思潮？(A)共產主義(B)新帝國主義(C)民主主義(D)自由主

義  

38.（  ）下列哪一事件與這一主義思潮相關？  

(A)美國獨立革命 (B)清教徒革命 (C)瓜分非洲 (D)法國二月革命  

 

39.（  ）上圖為 17 世紀歐洲、美洲與非洲的三角貿易關係圖。請問若根據哥倫布於

1492 年前往中南美洲的航海路線，其需藉著哪種季節風與洋流？  

(A)東北信風；加那利洋流  (B)西風；北赤道暖流  (C)東南信風；黑潮  (D)西風；加那利洋

流  

40.（  ）已知甲地的主要輸出物為蘭姆酒與槍砲、乙地為人口、丙地為菸草與玉米。請

根據上述線索推論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甲應為里斯本，其國之航海士於 1522 年完成環繞世界一周的壯舉  

(B)甲應為馬德里，此國已於 15 世紀末發現了前往東方印度的新航道  



(C)乙應為海地島，由於印地安人的大量死亡而需黑奴以補充勞動力  

(D)丙應為象牙海岸，文中所指的人口應為運送至中南美洲的黑奴  

二、  手寫題(20 分) 

1. 1501 年夏，一支滿載香料的船隊遠渡重洋返抵歐洲，某位威尼斯人聞此消息，在日誌中

寫道：「從熱那亞、里昂等地的來信得知，幾艘被期待滿載香料的快帆剛返抵某國港口。

其中三艘來自印度的古里，一艘來自有大量金礦之地。對威尼斯而言，這是非常不好的消

息。香料原從印度運到亞歷山大城或者貝魯特，再轉運到威尼斯，各地商人則從這裡批貨。

今天，由於這一新航線，原本從開羅而來的香料，將由那個國家控制，因其船隊將直接到

印度採購。確實，威尼斯商人真是處境堪虞！」仔細閱讀這則日誌，回答下列問題：  

(1)文中提到的「某國」是指何國？ (3%) 

(2)與哪位航海士的出航有關？ (3%) 

(3)上述發展會對威尼斯貿易造成什麼影響？(4%，規定字數：30~50) 

2. 以下兩段資料分別為不同時期，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形象：  

資料一：馬可波羅遊記對中國泉州港的描述：「這是個海港城市，從印度來的船，滿載著

奢侈的商品、昂貴的寶石、又大又美的珍珠，一艘接著一艘進入這個海港。……如果說有

一艘載著胡椒的船進入亞力山卓，準備將胡椒賣給各個基督教國家，那麼就有一百倍，也

就是一百艘船駛進泉州。從其貿易額來看，可以斷言泉州的確是全世界兩大港之一。」  

資料二：馬加爾尼紀實對中國的描述說：「中國是一個神權專制帝國，它翻來覆去只是一

座雄偉的廢墟。人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他們給婦

女裹腳，殘殺嬰兒，統治者殘酷卻膽怯。中國最終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

「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

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

人。」  

(1)馬可波羅與馬加爾尼來到中國，分別為中國哪一朝代？ (2%) 

(A)唐代、明代 (B)宋代、清代 (C)元代、清代 (D)明代、清代  

(2)從馬可波羅到馬加爾尼來到中國，可以從其遊記和紀實可看出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

有何轉變？ (2%) 

(A)歐洲人對中國仍具好感  

(B)歐洲人以公正的立場，平等看待中國文化  

(C)歐洲人對中國的圖像，由負面過渡到正面  

(D)歐洲人對中國的圖像，由正面過渡到負面  

(3)資料二提及「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

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

在成為半野蠻人。」就文中的「過去的一百年」，說明西方國家經歷了哪些變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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