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三十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中外歷史科試題 

壹、單選題：（一）三十題，題號自第 1 題至第 30 題，每題二分，計六十分。 
 （二）未作答者不給分，答錯者不倒扣。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２Ｂ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1. 歷史上有一時期，朝廷對於發生在臺灣的某一事件做出回應：「臺地生番，穴處猱居，不隸版圖，為王化所不及。……
係生番界內，其行劫凶犯，又係生番，並非華民，該處既未收入版圖，且為兵力所不及，委難設法辦理。」試問：
此為關於哪一事件之回應？ 
(A)霧社事件 (B)羅妹號事件 (C)戴潮春事件 (D)郭懷一事件 。 

2. 《續修臺灣府志列傳》記載了一段朝廷關於地方官就任前祭祀規定的相關景況：「康熙五十三年，調知臺灣縣。甫
下車，立三誓於□□，廟口三誓者，毋貪財，毋畏勢，毋循人情也。」對這段史料，應如何正確解讀？ 
(A)此為感念渡海旅途平安之保佑，□□應是指媽祖 
(B)此為對於保境安民職責之承諾，□□應是指城隍 
(C)此為祭拜地方守護神之儀式，□□應是指社神（土地公） 
(D)此為忠義愛國精神的宣示，□□應是指關帝 。 

3. 臺灣山區和平原交界處的聚落，例如木柵、三峽、大溪、竹山等城鎮的發展，與茶葉的種植、樟腦的開採息息相
關，住在這些地區的閩人（漳州人）、粵人的經濟，在十九世紀後期因此逐漸富裕起來。試問：這樣的發展，是何
種原因造成？ 
(A)漳州人、粵人原本就以山區農業為生，他們刻苦耐勞，因而逐漸改善生活 
(B)茶葉、樟腦原來只外銷大陸，兩種產業後來能更興盛，則與開港通商有關 
(C)臺灣茶葉、樟腦品質很好，深受外人喜愛，外銷訂單大增，帶動經濟繁榮 
(D)臺灣沿海地區因為戰爭導致產業衰落，內陸的茶葉、樟腦產業遂逐漸取代 。 

4. 有學者認為 1930 年代應可視為臺灣的「第一次黃金時代」，請問以下哪一發展可以做為見證？ 
(A)石門水庫完工帶動北部糧食增產 
(B)日月潭火力發電廠完工，並且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發電廠 
(C)工業生產總值首度超過農業生產總值 
(D)以選舉方式產生各級議會民意代表 。 

5. 「總督府在臺灣實施食米配給制度，每戶分到的米少得可憐。至於剩餘的米，一律輸出，填飽日本人的肚子。臺
灣人怕飢餓，起初還把米東藏西藏，不願意全部充公。有人還把米磨成粉，做成糕，有的把米蒸熟，做成飯糰。
有的乾脆埋進地下、池塘底、樹林中、竹叢裡。然而一旦被查獲，罪名可不輕。」請問：這應是日本殖民統治哪
一時期的景況？ 
(A)特別統治主義時期 (B)武官總督統治時期 (C)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D)皇民化運動時期 。 

6. 西元 787 年，這年是三、四年來豐收的一年，米一斗跌價至一百五十文，粟每斗八十文，朝廷下詔和糴（官府按
市價收買）。有一天，唐德宗到新店地方狩獵，入居民趙光奇家，問：百姓快樂麼？趙光奇答：不樂。唐德宗說，
今年豐收，為什麼不樂？答：詔令無信。先前說兩稅以外一切科目都廢，現在各種苛雜比正稅還多。後來又說和
糴，實際是強奪，民眾何曾見過一文錢。起初說所糴之麥送到附近地點就成，現在令送到西京行營，一走就是幾
百里，車壞馬死，就得鬧破產。民眾愁苦到如此，有什麼可樂。也常常有詔書說從優撫恤，無非是一紙空文！想
來皇帝住在深宮裡，不知道這些實情。唐德宗沒有回答，下令免趙光奇家的賦稅，再不問別的事情。現代史家范
文瀾說：「趙光奇代表了千百萬民眾作出正義的斥責，唐德宗是無話可答的，只好免趙光奇家的賦稅，算是答了話。」
請問：他是從哪一種角度看待這件事？ 
(A)趙光奇說的是錯的，皇帝基於憐憫的心情不忍回答 
(B)趙光奇說的是對的，皇帝對這樣的情形真的不瞭解 
(C)趙光奇說的是錯的，這一切都是地方官員蒙蔽上意 
(D)趙光奇說的是對的，皇帝知道這個情形也不想改變 。 

7. 當代學者研究商代後期的歷史時，大致已經可以確定其歷代君王的名稱和排序。這一個工作得以完成的最主要關
鍵應為何？ 
(A)甲骨文的解讀 (B)《史記》的記載 (C)神話傳說的分析 (D)二里頭遺址的發現 。 

8. 「某一民間團體成員大多是山東、河北的窮困農民，他們將艱辛的處境歸咎於洋人的侵犯和基督教會的危害。當
他們的勢力開始擴散至天津時，其暴力傾向，已經引發各國僑民的驚恐。」關於這個團體的相關敘述，下列何者
正確？ 
(A)他們的貧困是受到外國商品傾銷所致 (B)他們利用民間宗教的力量來對抗基督教 
(C)他們的行動其實具有社會主義的特質 (D)他們的口號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 

9. 白居易詩云：「袖裡新詩十首餘，吟看句句是瓊琚，如何持此將干謁，不及公卿一字書。」本詩足以反映下列哪一
現象？ 
(A)公卿只引薦自己的親屬故舊，而排阻外人 (B)士子若無公卿引薦，無法參加科舉考試 
(C)士子可經由公卿私下的拔擢而任官 (D)士子如有公卿推薦，較易脫穎而出 。 

10. 有部小說描述了徽州的地方習俗：「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看你所得歸來的利息多少為
重輕。得利多的，盡皆愛敬趨奉，得利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讀書求名的中與不中歸來的光景一般。」這部
小說最有可能是哪一時代的作品？ 
(A)漢代 (B)唐代 (C)宋代 (D)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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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表顯示明、清兩代進士出身的一項百分比： 
 年   代 前三代無功名或僅為生員 

1371～1496 58.2% 
1505～1580 52.2% 明  代 
1586～1610 55.5% 
1652～1661 42.8% 
1673～1703 32.2% 清  代 
1822～1904 35.5% 

由此表觀察，可得到怎樣的結論？ 
(A)清代科舉考試錄取率比較低 (B)新的士紳階層可能已經逐漸形成 
(C)由於捐官盛行，科舉取士比例漸低 (D)清代重視官學，清寒優秀子弟多從官學系統出仕 。 

12. 曾有中國的回教學者主張：「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順主也，順君也，順親也。凡違茲三者，則為不忠，不義，
不孝矣。」這種言論顯示了何種立場？ 
(A)以法詮經 (B)以道詮經 (C)以儒詮經 (D)以釋詮經 。 

13. 有一宗教淵源於古代巫祝的傳統與方術中追求長生的思想，因天災疾疫的流行、社會的動亂頻仍，信徒日眾。後
來受到其他宗教的影響，也開始編纂經典、強化教義及組織，影響日廣。請問：這是指哪一宗教？ 
(A)道教 (B)佛教 (C)白蓮教 (D)薩滿教 。 

14. 曾有學者指出：「□朝代的士人強調天命，主張『敬天法古』，要以儒家思想改造現實秩序，最後，竟是因此導致
這個朝代的結束，此事乃為中國歷史上所僅見。」試問，此□朝代應為何？ 
(A)西漢 (B)東晉 (C)北宋 (D)明代 。 

15. 《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醫部》記載：「伊尹佐湯伐桀，放太甲於桐宮，閔生民之疾苦，作《湯液本草》，明寒
熱溫涼之性，酸苦辛甘鹹淡之味，輕清重濁，陰陽升降，走十二經絡表裡之宜。今醫言藥性，皆祖伊尹。著有《湯
液本草》，今行世。」依據以上所述，下列何者議論為正確？ 
(A)這是關於「醫源於聖」的論戰，旨在推翻黃帝、神農淵源之說 
(B)這是假託附會之說，伊尹不可能有相關醫學知識 
(C)問題應是出在《古今圖書集成》的編輯，這從「醫部」歸在「藝術典」即可知 
(D)此書應是關於「食補」的知識，與傳統本草學無關 。 

16. 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英國律師、作家、政治家，也是引領新思潮的學者。他歷任公職，曾經位居國
務大臣（chancellor），任內處死不少異端教徒。他創造「烏托邦」（utopia）一詞且用為書名，敘述一個理想的社會
狀態。後來，因為他堅決反對英王的政治宗教立場及做法，被斬首處死。以下關於摩爾生平作為和當時歷史景況
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他的時代正值人文主義興起，致使基督教信仰式微 
(B)他的宗教信仰應是趨向新教，政治意識則趨向共和 
(C)他的一生遭遇，顯示專制王權攀升、政教衝突轉劇 
(D)他著《烏托邦》，是對當時英國社會的描述與肯定 。 

17. 1937 年，「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在新加坡成立，陳嘉庚被推選為主席，他自己帶頭捐款，
還組織各類活動。1939 年，南洋華僑就向祖國匯款三億六千萬餘元；1937-1941 年的四年半期間，共計捐款約 15
億元，極力以金錢力量援助國內。請問其援助的對象為何？ 
(A)重慶國民政府 (B)南京國民政府 (C)臺北國民政府 (D)武漢國民政府 。 

第 18-19 題為題組 
十六世紀開始，東南亞地區增加了一些西方殖民者的新商埠。在這些新商埠中，由於貿易的關係，華人人口往往
超出殖民者和原住民很多。請問： 

18. 殖民者為了方便治理華人，開始採用何種制度？ 
(A)領事制度 (B)總督制度 (C)買辦制度 (D)甲必丹制度 。 

19. 承上題，關於該制度的相關運作，下列何者正確？ 
(A)通常由殖民者指定歐州人出任，由官方提供辦公室 (B)是一項公職，福利及待遇優渥 
(C)擔任者可利用職務特權承包業務獲利 (D)配置當地原住民為屬吏，方便區域的治理 。 

20. 美國華盛頓的李氏公所通告其族人：「吾人遠適異鄉，寄人籬下，當念故國垂危，自應同仇敵慨，焉能藉此綺麗春
光……醉舞危樓？……特議決，將春宴之資，匯歸東北義勇軍兒，以助軍糈。」此外，三藩市協善堂也取消 1932 年
春宴，「以便撙節各費，為拒日之用」。請問，華僑紛紛取消春宴行動與哪一史事有關？ 
(A)五三慘案 (B)七七事變 (C)西安事變 (D)九一八事變 。 

21. 中研院中國經濟史學家全漢昇院士在其一篇論文指出：「除絲、瓷外，近代中國□的對歐輸出貿易，也是荷蘭人首先
經營。荷人於 1610 年最先運□往歐洲，而英國東印度公司於 1669 年才首次運□赴英出售。……荷蘭東印度公司
每年在巴達維亞購□價值，在十七世紀 90 年代至 1719 年，約佔向華、葡商人購貨總值的 20%-50%，及 1720 至
1723 年，約佔 50%以上至 90%。……自 1739 年開始，□成為荷船自東方運返歐洲的價值最大的商品。」請問：
□是指哪一項商品？ 
(A)蔗糖 (B)棉布 (C)茶葉 (D)胡椒 。 

22. 一篇名為〈論法律〉的文章寫道：「人是如此眾多的各種各樣生命當中唯一獲得一種理性思維的生命，而且其餘生
命都是為人所統治。……由於無其他之物比理性更美好，並且由於它存在於人和天神之間，所以人和神的第一份
共同財富就是理性。因為正當的理性就是法，所以我們認為人與神共同具有法。共享法的人也必共享正義。」這
段話最適合用來描述哪一民族的法律觀念？ 
(A)巴比倫人 (B)古埃及人 (C)古波斯人 (D)古羅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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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會史上有一份重要文獻，稱為《君士坦丁的捐贈》（Donation of Constantine），主要內容是在說明君士坦丁大帝將
羅馬的教權讓與教宗，並委託教宗代為管理西方世界，自己則退居東方的君士坦丁堡。後來到了十五世紀，這份
文獻被學者瓦拉（Lorenzo Valla）證明是八世紀時所偽造的。請問：偽造這份文獻時有何時代背景？ 
(A)西羅馬帝國滅亡之初，東哥德人在義大利建立政權 
(B)法蘭克國王將征服地獻給了教宗，教宗國因而成立 
(C)查理曼經教宗加冕為羅馬人的皇帝，此後成為慣例 
(D)神聖羅馬帝國欲實施冊立教職政策，教宗下令禁止 。 

24. 歐洲某國在 1870 年代以後的工業成就，以電氣和化工業最為突出。1882 年，全球至少 2/3 以上的化學染料出自該
國，而化肥工業也處於領先地位，精密儀器製造也漸受重視。此國家應是何國？ 
(A)德國 (B)俄國 (C)法國 (D)英國 。 

25. 某種思想的主張是：(1)只有改變既有秩序，國家才會進步；(2)人民享有言論自由、集會與出版的權利；(3)有限民
權―具有一定財產及教育水準的公民才能享有參政權。此一思想主張應為何？ 
(A)無政府主義 (B)自由主義 (C)共產主義 (D)保守主義 。 

26. 十六世紀時，歐洲殖民者開始抵達此地發展，十七世紀時此地已經成為商人、傳教士等學習華語華文的重鎮。四
百多年來，東西文化在此交流，留下許多歷史文化遺產。請問：此地可能是以下何者？ 
(A)澳門 (B)廣州 (C)香港 (D)上海 。 

27. 以下是歷史上一位邊疆民族領袖的主張，提及與漢朝的緊密關係：「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烈（劉
備）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不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
（劉禪），以懷人望。」請問：這位領袖應屬何族？ 
(A)匈奴 (B)鮮卑 (C)契丹 (D)西羌 。 

28. 「古埃及在某時期是以希臘統治階級為主，然後加上埃及的高級僧侶與貴族，共同組成中央集權的體制，以嚴格
的稅收制度控管整個國家的經濟。而王朝的專制統治可說是採用『二元政治』形式，兩套法律並存，一套用於希
臘人，一套用於埃及人。」上述資料應是描述埃及史上的哪一時期？ 
(A)新王國時期 (B)托勒密王朝時期 (C)羅馬帝國時期 (D)大食帝國時期 。 

29. 某位史家記錄西元前五世紀的一場戰爭：「戰火從希臘半島延燒到小亞細亞，將這些地區所有國家全捲入戰爭。令
人惋惜的是這場『世界大戰』把城邦自主的精神與文明的榮耀全帶入衰退之中。當城邦戰敗時，大部分人士將戰
敗責任歸罪於蘇格拉底，宣判他是『讓年輕人墮落的辯士首惡份子』。」請問：這場「世界大戰」是指哪一場戰爭？ 
(A)特洛伊戰爭 (B)波希戰爭 (C)伯羅奔尼撒戰爭 (D)亞歷山大東征 。 

30. 2011 年 3 月 11 日，日本仙臺地區外海發生 9.0 規模的地震，使得日本東北地區及北海道東部沿岸受到海嘯侵襲，
死傷慘重。更嚴重的是，福島核電廠遭受重創，導致輻射外洩及爐心熔毀的危機。核能安全問題引發許多國家人
心惶惶，世界各國甚至重新檢討核能政策。但就在一片檢討聲浪中，卻有部分環保人士並未反對核能發電，這是
因為他們認為核能對於下列哪一國際協定目標的達成，其實是具有不小助益的？ 
(A)日內瓦協定 (B)京都議定書 (C)馬斯垂克條約 (D)禁止核武擴散條約 。 

貳、多重選擇題：（一）十題，題號自第 31 題至第 40 題，每題四分，計四十分。 
（二） 每題五個選項各自獨立，其中至少有一個選項是正確的，每題皆不倒扣，五個選項全

部答對得該題全部分數，只錯一個選項可得一半分數，錯兩個或兩個以上選項不給分。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２Ｂ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31. 韓愈可以說是唐代學術思想文化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的關鍵人物。若以他的思想與主張為基準，反映了文
化史上前後怎麼樣的轉變？ 
(A)從經書的整理注疏，到佛典的翻譯與闡釋 
(B)從重視佛教的出世觀念，到強調佛教的社會責任 
(C)從佛教思想的流行，到確立儒家的道統 
(D)從重視詩賦詞曲，到強調古文 
(E)從重視文章的形式華美，到強調內容的豐實 。 

32. 魏晉以來士族把持政權，社會重視門第，直到唐朝中葉以後才漸趨沒落，其重要原因為何？ 
(A)戰亂的破壞，造成士族沒落 (B)皇帝倚靠宦官，動搖士族權勢 
(C)胡漢融合，文弱的士族不再受到重視 (D)科舉考試的實施，傳統門第無法壟斷仕途 
(E)佛教思想盛行，社會階級因而逐漸泯除 。 

33. 關於講會，下列敘述哪些正確？ 
(A)其興起是為了提高一般民眾的識字率 (B)隨陽明之學的普及而盛行 
(C)有如將書院講學推廣到社會大眾之中 (D)倡導者以鄉紳士人為主 
(E)具有社會教育功能 。 

34. 以下三段資料，是針對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個重大事件之描述： 
資料一：公園音樂會突然停止，人們情緒激動地擠向一張剛張貼出來的佈告，上頭寫著皇儲弗朗茲‧費迪南陛下

和他的夫人在前往波士尼亞視察軍事演習的路上被暗殺了。大家對這個意外的消息競相走告，但是，說
實話，從人們的臉上看不出特別的震驚或憤慨。因為皇儲並不受人愛戴。大約過了一週時間，各家報紙
突然一致地指責塞爾維亞默許了這次刺殺事件，並且半加暗示地說，奧地利對於十分受百姓愛戴的皇儲
的遇害，決不會善罷干休。但是誰也沒有料到會爆發戰爭。銀行、商店和個人，誰都沒有改變自己的經
營和生活，和塞爾維亞的這種無休止的爭吵，和我們有什麼相干？（出自：奧地利文學家 Stefan Zweig
著《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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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二：1914 年 6 月，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塞拉耶佛被塞爾維亞刺殺。一個月後奧匈帝國向塞國宣戰。
（出自：國立編譯館《國中歷史第四冊》，九十一年正式本再版） 

資料三：當時執政的奧皇約瑟夫已屆八十四歲的高齡，隨時都有駕崩的可能。因此，對於這位王位繼承人的謀殺，
實際上被認為是對國家的一項攻擊。（出自：Edward McNall Burns 著《西洋文化史》，大學用書） 

請問：參照上述三項資料，下列相關的意見，哪些正確？ 
(A)就歷史解釋而言，資料一僅是屬於個人的感觸，所以價值性不如其他資料 
(B)資料一關於群眾心理的描述，對於歷史研究而言，有時候具有高度重要性 
(C)資料一與資料三雖對大戰爆發的歷史解釋並不相同，但兩者仍都具有意義 
(D)資料一出自文學家之手，並非如資料二、資料三為國立編譯館或大學用書，故其說法有誤 
(E)資料二則較屬於歷史事實，資料一、資料三具有歷史解釋的成份，故資料二對於歷史研究的價值，應高於資料

一與資料三 。 
35. 清代人口的增加速度超過耕地的增長，例如 1660 年，中國的人口可能在 1 億到 1.5 億之間，到了 1800 年間，卻上

升至 3 億。但同時間，可耕地卻沒有相對應的增加。1661 年，全國有 5.49 億畝耕地，1812 年時，仍只有 7.91 億
畝耕地。耕地增加不到 50%，而人口增加卻超過 100%。因此官方曾採取下列哪些方式，試圖解決此一問題？ 
(A)大舉開闢湖田，增加耕地 (B)重新丈量田畝，分配耕地 
(C)制訂移民墾荒政策  (D)推廣種植高產糧食作物 
(E)鼓勵移民東南亞 。 

36. 某筆資料指出：「臺灣之『漢儒化』奠基於延平郡王時期，入清之後快速發展。若和中國本土的西南，甚至湖北的施
南府及漢代就已納入版圖的海南島比較，臺灣的『漢儒化』之速，實在是不可同日而語。其中原因應該很多，但科
舉制度與科舉社群之影響，應該是吾人不可忽略的。」關於從明鄭到清領時期臺灣文教發展之敘述，哪些正確？ 
(A)明鄭時期設學校、行科舉，目的在使臺灣成為反清復明的基地 
(B)明鄭時期，府、州、縣、廳儒學是臺灣讀書人入仕的主要管道 
(C)清朝以科舉選拔人才，拉攏人心，且換取地方資源和仕紳效忠 
(D)開臺進士鄭用錫的出現，代表臺灣漸從移墾社會進入定居社會 
(E)清領時期「漢儒化」的發展，象徵臺灣社會「本土化」的完成 。 

37. 中國和印度在歷史上曾有一次值得記錄的交流盛事：「戒日王統一印度河及恆河流域，他是阿利安人統治印度最後
的一道光輝。戒日王在位期間有一樁盛事，即是玄奘西來取經學法，戒日王推崇玄奘在印度的表現，更與中國通
使，因此後來才會有王玄策三次出使印度的行動。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時，戒日王已過世，新王竟然劫掠唐朝使節
團，王玄策東逃，就近向恆河北邊的唐朝盟國求援，反擊打敗新王，並將他囚送長安。」關於上述故事的相關敘
述，哪些正確？ 
(A)戒日王政權建立於笈多王朝之後，當時印度教基礎已經穩固，逐漸壯大 
(B)玄奘赴印度求學的是大乘義理，此時佛教已經取代婆羅門教，逐漸復興 
(C)恆河北邊的唐朝盟國應是吐蕃、尼婆羅（尼泊爾）等，出兵援助王玄策 
(D)戒日王被喻為「最後一道光輝」，因印度之後遭穆斯林入侵，衝擊深重 
(E)玄奘著《大唐西域記》，對於戒日時期印度政治文化發展，有翔實記錄 。 

38. 以下是一段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學生的作文： 
「運動決不是半玩半運動。我們成長成為堂堂正正的國民，為國為家，一定要勤奮工作。也就是要有健全的精神和
身體。這是最重要的目的。忘了這個目的，運動也沒有用。因此我們要努力運動，有健全的精神。才能對天皇陛下
盡忠義，也才能對父母盡孝。」（桃園公學校六年黃繼盛「運動」） 
如果我們從這筆資料來瞭解時代，可以看出哪些歷史的思維？ 
(A)國家對於人民的控制的層面很深，兒童的思想也被控制 
(B)社會集體力量的強大壓抑，妨礙了兒童身體的正常發展 
(C)民族主義影響強大，個人意義與存在被壓縮到國家之下 
(D)反應殖民地教育如何去塑造被殖民的人民對母國的關係 
(E)現代國家賦予人民的新關係，個人的身體被重新地定義 。 

39. 「到了 1540 年，查理是一個南及義大利，北至尼德蘭，東從西班牙起，跨海越洋直到墨西哥、秘魯，還包括地中
海上數十個小島在內的廣大帝國之元首；同時又是日耳曼各諸侯國以及西半球無垠地帶的太上君主。疆域之大，
是古羅馬帝國的二十倍。有史以來，第一位能以『吾土之內，太陽永不西落』炫耀的誇稱，亦因此而發出。」下
列關於這一個帝國的相關敘述，哪些正確？ 
(A)其興起與實施宗教包容政策有關 (B)其壯大與當時的地理大發現有關 
(C)其衰弱與三十年戰爭（1618-1648）有關 (D)其式微與七年戰爭（1756-1763）有關 
(E)其滅亡與維也納會議（1815）有關 。 

40. 工業革命之後，西歐社會的發展趨勢為何？ 
(A)工業革命導致生產機械化，大規模工廠出現，產量大增，價格更便宜，傳統手工業受到挑戰 
(B)人口結構發生改變，工廠吸引農村剩餘人口前往工作，城居人口增加，新社會問題出現 
(C)由於工廠採輪班制，需有共同的時間觀念，便利的計時工具如手錶出現，使人們容易區分時間 
(D)人民收入普遍增加，識字率提高，教育及出版業因而發達，大學隨之興起 
(E)城居人口收入穩定，需要娛樂，於是歌劇、酒館、咖啡廳等蓬勃發展，休閒生活變得豐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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