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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D 公元 
abdicate 放弃，退位 
abjudicate 裁定 
abolition 废除 
abolitionist 废奴主义者 

aboriginal （澳州的）土著居民 
absolutism 专制主义 
adjacent 邻近的，毗连的 
admonish 谏，告诫，劝戒 
Aesop 伊索 
African civilization 非洲文明 
Age of Reason 理性时代 
agrarian 耕地的，农业的 
AIDS/HIV 艾滋病/HIV 
akin 类似的 
allegiance 忠诚 
alliance 联盟，同盟 
allies 协约国，同盟国 
allot 分配 
amass 攒。聚积 
ambiguos 含糊，暧昧 
amnesty 大赦 
ancestry 祖先 
animism 万物有灵论 
animosity 敌意 
annex 附加，兼并 
anthropology 人类学 
antique 古董 
Anti-Semitic 反犹太人的 
apartheid 种族隔离政策 
appearance 出现，外形，外藐 
appeasement 姑息 
Arab League 阿拉伯联盟 
archaic 过时的，过去的，古代的 
archeology 考古学 
aristocracy 贵族 
art 艺术 
artifacts 文物，人工品 
artillery 炮兵，火炮，大炮 
Asia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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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milate 同化，吸收 
atlas 地图册，地图集 
atonement 赎罪 
audacious 大胆的 
autocracy 专制 
autonomy 自治 
avarice 贪婪，贪欲 

B  

B.C. 公元前 
backgrounds 背景 
Balance of Power 政治权利的平衡 
Balkans 巴尔干半岛各国 
ban 禁止 
barricade 路障 
bastion 堡垒 
batallion 营，大队 
battle 战役 
Belief systems 信仰体系 
belligerent 好战的，交战中的 
bequeath 遗赠 
Berlin Airlift 柏林空运 
Berlin Wall 柏林墙 
bestow 赐给 
bible 圣经 
Black Death 黑子病 
blockade 围困，封锁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boundaries 边界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Boxer Rebellion 义和团运动 
Bronze Age 青铜时代 
bubonic plague 淋巴腺鼠疫 （俗称黑子病） 
Buddhism 佛教 
bucolic 田园的 
Bushido 武士道 
Byzantine 拜占廷（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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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alvary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于此地 
cavalry 骑兵 
canonize 册封，长期委任 
Capital 首都，资本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Caribbean 加勒比地区的，加勒比人 
cartel 卡特尔（一种工业联合组织） 
cash crop 经济作物 
caste system 种姓制度 
Catholicism 天主教 
cause 原因 
censorship 审查制度 
casualty 伤亡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century 世纪 
change 变化，变迁 
charter 特许证，宪章，契约 
child labor 童工 
China 中国 
Chinese 中国的，中国人 
Christianity  基督教 
chronological order 时间顺序 
church 教堂，教会 
circumnavigate 环球航行 
citizen 公民 
city-state 成邦国家 
civil disobedience 公民抗命 
civil war 内战 
civilizations 文明 
clan 家族 
classical civilizations 古典文明 
clergy 神职人员 
climate 气候 
coalesce 合并，联合，合成 
coalition 联合，联盟 
Cold War 冷战 
collective 集体的 
collectivization 集体化 
collective security 共同安全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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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y 殖民地 
command economy 计划经济 
commercial revolution 商业革命 
common good 普通货物 
common law 惯例法，普通法 
communication 通讯，交通，沟通 
communism 共产主义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community 社区 
compare 比较 
concentration camp 集中营 
concept 概念 
conclusion 结论 
conflict 冲突 
Confucianism  儒家学说 
Congress of Vienna 维也纳会议 
conquest 征服 
conquistadores 征服者 
conscription 征兵 
consent 同意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资源保护 
conservative 保守的 
conspire 合谋 
constitution 宪法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君主立宪 
consumption 消耗 
containment 抑制政策 
contemporary issues 当代问题 
continent 陆地，大陆 
contribution 贡献  
controversial events 有争议的事件 
convert 兑换 
corpse 尸体 
corruption 腐败 
costs 代价 
cost effective 具有成本效益 
Counter 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country 国家 
coup d’état 政变 
courage 勇气 
Creoles 克里奥尔人（指出生在美国，拉丁美洲的欧洲

人后裔及他们与黑人或印地安人所生的混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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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危机 
Crusades 十字军 
Cuban missile crisis 古巴导弹危机 
culminate 高潮 
cultural diffusion 文化融合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革命 
culture cultura 
curtail 削减 
customs 习俗，习惯 
Czar 沙皇 

D  

Dark Ages 黑暗时代 
debt 债务 
decay 衰变，腐烂，腐朽 
decline 衰落 
deforestation 森林消失化 
defuse 化解 
demarcation 划界 
democracy 民主 
demographic patterns 人口模式 
demolish 拆除 
demonize 妖魔化 
demonstration 示范 
desertification 沙漠化 
despair 绝望 
desperation 绝望，拼命 
despot 暴君，专制君主 
despotism 专制主义 
detente 缓和 
developing country 发展中国家 
disarm 撤防 
disarray 混乱 
diaspora 犹太人之散居世界各地 
dictatorship 专政，独裁统治 
diligence 勤劳 
dilute 稀，稀释 
diffuse 扩散，弥漫的 
diplomacy 外交 
direct democracy 直接民主 
disaster 灾害，灾难 
discrimination 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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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讨论 
diseases 疾病 
disobedience 不服从 
disparage 藐视，贬低 
dispatch 调度，派遣 
displaced persons 难民 
dispute 争论 
dissident 持不同政见者 
distance 距离 
distribution 分配 
diversity 多样性 
divine right 君权神授 
dogma 教条 
domain 领域 
drastic 剧烈的 
drug trafficking 贩卖毒品 
dynasty 皇朝 

E  

earth    - Earth  土地  - 地球 
Eastern Hemisphere 东半球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 
edifice 大厦 
education 教育 
effect 结果，影响 
Egypt 埃及 
election 选举 
emanate 发出 
embark 出发，从事，搭乘 
embargo 禁运 
embrace 拥抱 
emigrate 迁移，移居 
emperor 皇帝 
empire 帝国 
emulate 仿真 
encomienda system 早期美洲西班牙殖民者采用的一种雇佣当地土

著的经济制度 
encounter 遭遇，偶然碰见 
endangered species 濒危物种 
enforce （强制）执行，实行 
English Bill of Rights 英国人权法案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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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环境 
epidemic 大瘟疫，传染病大流行 
equal 相同的，相等的 
era 时代 
Estates-General 有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代表组成的法国议会 
ethnic cleansing 种族净化 
ethnic conflict 种族冲突 
ethnic groups 种族团体 
ethnic tension 紧张的种族关系 
ethnocentrism 种族中心论 
Eurasia 欧亚大陆 
Eurodollar 欧元  
European Union 欧洲联盟 
evade 逃避 
events 事件 
evident 明显 
excavate 挖掘 
exclude 排除 
excommunication 革出教门 
exhume 发掘 
exile 流亡 
exonerate 开脱，昭雪 
expansion 扩展，扩张 
expatriate 外籍人士 
exploitation 剥削 
exploration 探险 
export 出口 
expunge 清除 
exterminate 歼灭，剿灭，扑灭 
extort 勒索 
extraterritoriality 治外法权 
extricate 解脱 

F  

fact 事实 
factors 因素 
famine 饥荒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Fascist Party 法西斯党 
fast 快速 
fatigue 疲劳 
feast 盛宴 



High School Global History & Geography 

Updated January 2020 
 

ENGLISH CHINESE 
federation 联盟，联合会 
femicide 女杀 
feminine 女人，女人味 
Fertile Crescent 新月沃土 
fervor 热情 
festive 喜庆的 
fetid 恶臭的 
feudalism 封建主义 
fib 纤维 
fiefdom 领地，封地 
financial 财政，金融 
fiscal 财 
folklore 民间传说，民俗 
foment 形式 
forage 饲料 
foreign  外国的  
foreign aid 外国的援助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foster 培育，养育，扶植 
fraternity 博爱，合伙，兄弟会 
fortitude 坚韧 
fortify 强化 
fortune 财富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frivolous 轻浮，轻佻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 

G  

gender 性别 
genes 基因 
generations 世代 
genocide 种族大屠杀 
geographic factors 地理因素 
geography 地理 
gentile 外邦人 
ghetto 贫民窟 
Golan Heights 戈兰高地 
gist 要旨 
glacial 冰川，冰块 
glasnost （前苏联领导所提倡的）开放政策 
global economy 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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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history 世界历史 
global market 全球市场 
global migration 全球迁徒 
global trade 全球贸易 
global village 地球村 
globalization 全球化，世界一体化 
globe 世界，全球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 
glorify 荣耀，歌颂 
glib 光滑的，流利的 
goals 目标 
gothic 歌德式的 
government 政府 
groups 组，群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rowth 成长 
guerrilla warfare 游击战 

H  

Hammurabi Code 汉摩拉比法典 
happenstance 偶然 
Hellenistic 希腊化的 
heretic 异教的，异教徒 
hierarchy 等级制 
Hinduism 印度教 
Hispanic 西班牙裔 
Hispaniola 西班牙裔 
history 历史 
holistic 整体的 
Holocaust （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Holy Land 圣地 
hooligan 流氓，恶棍 
hospitable 好客的 
hostile 敌对的 
hubris 傲慢 
human rights 人权 
humanism 人文主义 
humanitarian 人道主义 
humanity 人性 
humiliation 屈辱，羞辱 
hunters and gatherers 狩猎与采集者 
Hutus 胡图斯（胡图族大量屠杀图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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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deas 想法，主意 
idol 偶像 
idolatry 偶像崇拜 
immigration 移民 
impactful 有影响力的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imperative 势在必行 
impervious 不透水的，抗渗 
import 进口 
Incas 印加人 
inclement 加剧 
income 收入 
increment 增量 
indemnify 赔偿，保障 
Indian Empires 印度帝国 
indifference 冷漠，不重视 
indulgences 放纵 
Indus Valley 印度河谷，印度河流域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industrialism 工业主义。产业主义 
inequality 不平等 
infiltrate 浸润，渗透 
inflation 通货膨胀 
infrastructure 基本结构 
infringe 侵权，违犯 
injurious 伤害性的 
innocuous 无害的 
innovation 革新，发明 
inpurity 不纯 
inquisition 审讯，宗教裁判所 
inpenetrable 坚不可摧 
inspect 检查，视察，考察 
instability 不稳定 
instigate 教唆，煽动 
intelligence 智力，情报 
interdependence 相互依赖 
interpretation 解释，翻译 
invasion 入侵 
invention 发明 
impact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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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 暴怒，愤怒 
Iron Curtain 铁幕 
irrational 灌溉的 
irrigation 灌溉 
Islam 回教，伊斯兰教 
isolationism 孤立主义 

J  

jihad （伊斯兰的）圣战 
jovial 欢乐的 
Judaism 犹太教 
jury 陪审团 
jurisdiction 管辖权 
justice 公正，正义 
justification 理由 
juxtapose 并列，对比，对照 

K  

karma 因果，因果报应，业力 
kidnapping 绑架 
kin 亲属 
knowledge 知识 
Koran 可兰经 

L  

laissez-faire 对（经济）  
labor 劳工，劳动 
lament 哀叹，悲叹 
land grants 土地授予 
land reform 土地改革 
landslide 陆边 
language 语言 
lasting 持久 
latent 潜在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latitude 纬线 
legacy 遗产 
legend 传说，地图上的图例 
legislature 立法机构 
lengthen 加长，延长 
lenient 宽容，宽大 
liability 责任 
liberal 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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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 自由 
Life expectancy 寿命，人间寿命 
Line of Demarcation 分界线 
literacy 具有读写能力 
location 地方，地点 
longitude 经线 

M  

Magna Carta 大宪章 
maize 玉米 
majority 大多数 
malevolence 恶意 
Mandarin 普通话 
Mandate of Heaven 天意 
manor 庄园 
maps 地图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masses 群众，弥撒 
massacre 大屠杀 
Mayas 马雅人 
Mecca 麦加 
medieval 中世纪的 
Meiji Restoration 明治维新 
memoirs 回忆录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meridian 子午线 
Mesoamerica 中美洲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尼亚 
mestizos （中美州的）印地安人与欧洲人的混血儿 
Mexican Revolution 墨西哥革命 
Middle Ages 中世纪 
Middle East 中东 
migrant 移居者 
migration 移居 
militarism 军国主义 
millennium 千年 
mine 矿，矿山，矿井 
mining 矿业，采矿 
minority 少数 
missionary 传教士 
modern 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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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gul 大人物 
monarchy 专制君主 
monastery 修道院，寺院 
Mongol 蒙古 
monotheism 一神教 
monsoon 季风，雨季 
mosque 清真寺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 参加五月广场示威的母亲们（要求得到失踪儿

女的消息） 
mountains 山脉 
multicultural 多种文化的 
municipality 自治市 

N  

Napoleonic Code 拿破仑法典 
nation state 民族国家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 
Nazism 纳粹主义 
negotiate 协商，谈判 
Neolithic 新石器时代的 
nepotism 裙带关系 
neutrality 中立 
New Imperialism 新帝国主义 
Ninety Five theses 九十五条论纲 
Nobel Peace Prize 诺贝尔和平奖 
nobility 贵族  
nomads 游牧民族 
nomenclature 命名法 
nonalignment 不结盟政策 
non-violence 非暴力 
North America 北美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uclear age 核时代 
Nuremberg Trials 纽伦堡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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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ceans 洋 
occupied 占领 
ode 歌颂，颂词 
official 官方的，官员 
Old Imperialism 老帝国主义 
oligarchy 寡头政治 
Olmec civilization 奥尔梅克文明 
onset 进攻，发作 
opinion 意见 
Opium War 鸦片战争 
opposition 相反，反对 
oppression 压迫 
oracle 神谕，甲骨文 
oral tradition 口述传统 
orb 宝珠 
order 命令，订购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 美洲国家组织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organizations 组织 
origin 起源 
Orthodox Christian Church 基督教正教 
oscillate 摆动 
ostentatious 夸张的，过于盛大的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overpopulation 人口过剩 
overthrow 推翻 

P  

Paleolithic 旧石器时代的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nama Canal 巴拿马运河 
paradigm 范例，模范 
parallel 平行的， 平行线，纬线 
parliamentary system 议会制 
partition 划分，隔开 
The Middle Passage 中间通道  
passive resistance 消极抵抗 
patrician （古罗马的）贵族 
Pax Romana 罗马的和平时期 
Pearl Harbor 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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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s 农民 
per capita income 人均收入 
perestroika （苏联领导人提出的）一协调重组进行改革 
period 时期，期间 
persecution 迫害，起诉 
Persian Gulf War 波斯湾海战 
perspective 前景，透视 
Pharaoh 法老 
philosophy 哲学 
photograph 相片 
physical map 地形图 
pilgrimage 朝圣 
plague 大瘟疫 
plebeian （古罗马的）平民 
plebiscite 平民阶级 
pluralism 多元论 
poem 诗 
pogroms （俄国的）大屠杀 
point of view 观点 
political map 政区图 
political party 政党 
political systems 政治制度 
politics 政治 
pollution 污染 
polytheism 多神论 
population 人口 
post-war 战后 
poverty 贫困 
power 权力 
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s 哥仑布到达美洲前的美洲本土文明 
pre-history 史前 
prejudice 偏见 
president 总统 
primary source 原始资料 
prime minister 首相，总理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privilege 特权 
productivity 生产率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proliferation 增殖，扩散 
propaganda 宣传 
protectionalism （贸易） 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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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orate 保护地, 托管地 
Protestantism 新教 
public 公众 
public opinion 公众意见 
Puritan Revolution 清教徒革命 
pyramids 金字塔 

Q  

quantity 数量 
quarrel 吵架 
queen 皇后，女王 
quota 配额 
Quid pro quo 交换条件 

R  

racism 种族主义 
rain forest 雨林 
ramification 分支 
rancor 冤仇 
ration 配给 
raw materials 原材料 
rebellion 起义，造反 
Red Guards 红卫兵 
reform 改革（动词，名词） 
reformation 改革（名词） 
refuge 避难所 
refugee 难民 
regionalism 地区主义 
Reign of Terror 恐怖政治（统治） 
reincarnation 轮回 
relationship 关系 
religion 宗教 
religion belief 宗教信仰 
religion group 宗教集团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代议制民主 
republic 共和国 
reputation 声誉，名誉 
resilience 弹性，弹力 
resources 资源 
respite 缓刑，喘息 
restoration 复辟，重建，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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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e 振兴 
revolution 革命 
Revolutionary War （美国） 独立战争 
river valley civilizations 大河流域文明 
rivers 河流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rural 乡间的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Russification 俄国化 

S  

Samurai （日本的）武士 
satellite nation 卫星国 
scarcity 缺乏，贫乏 
scientific method 科学方法 
secondary source 第二手资料 
secular 世俗的 
segregation 分离，种族分离 
self-determination 自决 
self-government 自治 
senate 参议院，（罗马的）元老院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政教分离 
Sepoy Mutiny 英军中的印度士兵叛变 
serf 农奴 
Shintoism  神道教 
shogun （日本的）军阀，幕府将军 
Silk Road 丝绸之路 
slash and burn farming 刀耕火种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slavery 奴隶制 
social 社会的 
social class 社会阶级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ism 社会主义 
socialist 社会主义者 
solidarity 团结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sovereignty 国家主权 
Soviet Union 苏联 
sphere of influence 势力范围 
stability 稳定，稳定性 
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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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国家 
status 地位，状态 
steamboat 蒸汽船 
stereotype 刻板印象，成见 
stratification 层次，阶层 
structure 结构 
subcontinent 次大陆 
Sub-Saharan Africa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superpowers 超级大国 
Supply and demand 供求关系 
suppression 抑制 
suspect 怀疑 
symbols 标志，符号 
systematic 系统的 

T  

Taiping Rebellion 太平天国革命 
Taoism 道教 
technology 技术 
terrorism 恐怖主义 
theocracy 神权政治 
theory 理论 
The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Tiananmen Square 天安门广场 
timeline 时间线，事件示意图 
El Torah 犹太教经典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trade imbalance 贸易不平衡 
traditions 传统 
transcend 超越 
treaties 协定，条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赛条约 
tribal group 部落群 
tribalism 部落主义 
tribulations 烦恼，苦难，遭遇 
tribunal 法庭，裁判所 
Triple Alliance 三国同盟 
Triple Entente 三重协议 
truce 休战，停火 
Tutsis 图西族 
Twelve Tables （古罗马的）十二板法 
tyranny 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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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biquitous 普及，无处不在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ntouchables 不可触摸的，不可触犯的，铁面无私 
Upanishads 奥义书 (是印度古代哲学典籍) 
uprising 起义 
urban 都市的 
urbanization  都市化 
utopian reform 乌托邦式的改革 

V  

value 价值 
vandalism 破坏行为 
vassal Vasallo（中世纪的）诸侯，附庸国，附庸，臣 
vast 广大，广阔，辽阔 
Vedas 吠陀经 
viceroy 总督 
victimized 受害的 
vindiction 报偿 
vote 投票 

W  

wanderer 流浪者 
war 战争 
warfare 战争 
Warsaw Pact 华沙条约组织 
weapons 武器 
Weime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Western Hemisphere 西半球 
Westernization 西方化 
White Man’s Burden 白种人的负担 
world 世界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战争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战争 
writing system 书写系统 

XYZ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Zen 禅 
zone 区 
Zulu 祖鲁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