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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科

歷屆會考主題

根據 103∼ 110年歷屆會考及補考試題，歷
史科的命題範圍可分為臺灣史、中國史及世界

史三個區塊。

自 103年會考以來，歷史科的命題取材呈現
平均的特點，考題則盡可能關注到不同時代的

歷史特色。

命題概念

12

10

8

6

4

2

0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9補考 110 110補考 111範例

臺灣史

中國史

世界史

(年)

(題數)

▲歷屆會考歷史科主題統計圖

歷屆會考重要概念

進一步細分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三大區

塊的知識點，彙整自 103年會考以來，歷史科
考題出現過的概念。先將各知識點的命題數目

進行加總，在共計 11份會考考題 (含 111年範
例 )中，出現次數愈多者，代表命題機率愈高，
並將之分類為大於 5題 (出題機率極高 )、等於
5題 (出題機率高 )、出過 3或 4題 (有機率出題 )
等三種類型。至於歷屆出題次數小於 2次以下

的概念，由於命題機率較低且難以預測，受到

篇幅限制，故將其歸類於「低出題機率」，在

此將其省略以進行分析。

「臺灣史」的考題取材大量集中在「史前文

化」、「鄭氏時期」、「國際競逐時期」、「牡

丹社事件」、「清法戰爭」等主題，日治時期

的相關議題亦是熱門考題。二二八事件後的現

代史及兩岸關係等內容則較少出現。

>5題 =5題 =3或 4題

國際競逐時期
史前文化
鄭氏時期
牡丹社事件
清法戰爭

原住民族
臺灣總督府

民變與械鬥
開港通商
馬關條約
日治時期的教育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戒嚴與解嚴

▲ 臺灣史重要概念統計表

15

110社會新鮮報10月號-內頁_840.indd   15110社會新鮮報10月號-內頁_840.indd   15 2021/10/19   下午 05:04:172021/10/19   下午 05:04:17



「中國史」大致呈現「略古詳今」的主題特

色。唐之前的朝代，除了秦始皇、絲路及魏晉

南北朝的民族融合等相關知識點外，其餘朝代

出現的機率偏低。唐代屬於熱門的命題焦點，

會考題多次出現唐代相關知識點。唐之後的朝

代，如宋代、元代、明代與清代的知識概念，

出題機率相當平均。

晚清時期與中華民國時期幾乎是每年必定出

現的考題，熟記通商問題、重要人物與戰爭、

重要名詞等，有助於掌握考題的出題方向。值

得注意的是，山東地區的青島相關議題，由於

牽涉到德國租借港灣、五四運動等歷史事件，

多次成為取材的焦點。

「世界史」的考題平均分布在各課，但仍可

看出熱門的命題焦點，如地理大發現、第二次

世界大戰、伊斯蘭文化 (包含鄂圖曼土耳其 )；
其次為古文明、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拜

占庭帝國。近現代史則集中在工業革命、民主

政治的發展，以及兩次世界大戰。

越戰與以阿戰爭等區域衝突、區域統合及當

代文化等內容，則是自 103年以來，幾乎沒有
考過相關的知識點，只有在 105年會考出現過
一題與歐洲共產政權瓦解相關的考題。

>5題 =5題 =3或 4題

唐代
清末
國共內戰
文化大革命

元代 (政治、色目人 )
明代 (鄭和、商幫、白銀 )

秦始皇與郡縣制
張騫通西域、絲路
魏晉南北朝 (北魏、六朝 )
宋代 (靖康之禍、王安石、
朱熹、貨幣 )
軍閥統治到北伐完成
日軍侵華 (滿洲國 )
八年抗戰
青島

▲ 中國史重要概念統計表

>5題 =5題 =3或 4題

地理大發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

伊斯蘭世界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埃及
亞歷山大帝國
羅馬帝國
中古歐洲
拜占庭帝國
工業革命
英國議會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戰
蘇聯共產政權

▲ 世界史重要概念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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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刪除中國上古史

▲新課綱強調宋元時期的國際互動

早期臺灣到當代臺灣

新綱保留多數臺灣史中有關史前文化、國際競逐時期、清代、日治及戰後臺灣的相關內容。整體

來說，臺灣史的知識點變動不大，但在原有的時代背景基礎，追加原住民族的知識點。原住民族的

相關議題一直是會考常見的題材，新課綱在地理、歷史與公民，都加入不少原住民族的相關議題，

可以預期原住民族相關考題的機率將提升。

古代文化的遺產到現代世界的發展

新綱移除舊課綱「中古歐洲」與「英國議會制度」，並

刪去比較細節、流於記憶性的知識點，如西亞地區的亞

述、腓尼基人，在文藝復興的部分也刪去方言文學作家的

相關作品等細節。

新課綱強調主題式的撰寫方式，並注重多元世界的互動

方式，文化史成為敘寫的重要核心。例如：歐洲的海外擴

張，則在原有的時代背景基礎，新增原住民族的知識點

──美洲與澳洲的政治與文化；東南亞與荷屬東印度公司

和印度與英屬東印度公司，兩者都在新課本中成為獨立的

段落，並連結大航海時代的臺灣，可預期未來易出現跨冊

的考題。

由於伊斯蘭教與中南美洲在地理科亦占有重要篇幅，因

此伊斯蘭教及地理大發現等宗教與文化交流的議題，勢必

是未來考試命題的重要焦點之一。

古典到當代東亞的局勢

新課綱刪除中國上古史，如新舊石器時代、三皇五帝、

夏商等朝代資料，可預期關於考古部分的相關題材，可能

會著重在臺灣的史前文化，進而增加臺灣史前文化的出題

機率。

新課綱的主題安排略古詳今，並刪除過往中國史強調的

朝代更替、帝王等歷史人物的相關事蹟。由於強調主題

式、貼近學生的文化經驗及生活脈絡，可預期漢代的絲

路、魏晉南北朝、唐代、宋代、元代、明代的商貿與文化

交流，仍將是熱門的命題焦點。

另外，新課綱強調分域間的互動，有關「當代東亞的局

勢」，課本首次採取將相關的戰役與地區發展，單獨寫成

一課的撰寫方式，雖然過往東亞與東南亞等內容鮮少於出

現於會考中，但仍是中國史值得注意的變化之一。

▲新課綱刪除中古歐洲

▲新課綱新增美洲原住民

新課綱所帶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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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資料解讀及圖表轉譯的能力

綜觀近年會考的歷史科考題，圖表、史料判讀及歷史情境的判斷，已成為出題的主流。例如： 
110年會考第8題 (通過率0.78)與第21題 (通過率0.64)，題幹提供地圖或文字描述，請學生加以判斷。
整體而言，利用「史料閱讀」、「圖表」及「情境描寫」作為考題題幹，應是未來會考試題的特色。

(  C  )  8. 圖(五)呈現不同年分，二地商人運回歐洲的香料重量
估計值。圖中的變化，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文藝復興的出現 
 (B)工業革命的興起
 (C)海外新航路的發現
 (D)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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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會考第8題

(  D  ) 21. 圖(十)呈現某一時期東亞部分國家的都城
規畫，以及交流路線示意圖。根據內容判

斷，圖中的路線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鄭成功船隊在東亞的貿易路線
 (B)耶穌會教士在東亞的傳教路線
 (C)甲午戰爭時日本進攻中國的路線
 (D)唐朝時日本使者前往中國的路線

長安城

路線 都城 城市

新
羅 日

本

圖(十)

▲110年會考第21題

(  C  ) 36. 歷史老師上課時，使用圖(十六)講解某一史事所造成
的影響，圖中的「？」最可能是下列哪一史事？

 (A)美國獨立戰爭  
 (B)英國光榮革命
 (C)拿破崙向外擴張  
 (D)俾斯麥推動國家統一

影響

神聖羅馬
帝國瓦解

民族意識
受到激發

拉丁美洲
爭取獨立

圖(十六)

▲110年會考第36題

強調概念的理解及運用，純記憶題比重減少

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考題中，已鮮少出現單純的配合型考題，近年來「歸納整理」類的題目已甚少

出現，可推測帝王等歷史人物出現在考題中的機率將會大幅減少。以史料、事件或是情境的描寫，

測驗考生對「時代特徵」的理解，將是未來會考的趨勢。例如：110年會考第 36題 (通過率 0.45)，
給予某件史事的相關影響作為線索，請學生回答可能是哪一件史事。

命題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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