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中外歷史科試題 
 
壹、單選題：　三十題均單選題，題號自第1題至第30題，每題二分，計六十分。 

　未作答者不給分，答錯者倒扣該題分數四分之一。 

　請將正確答案以２Ｂ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1. 傳統農村中族人之間發生糾紛，最被認可的解決方式為何？  
(A)告到衙門由法律判決 (B)雙方進行決鬥分出勝負 (C)用占卜或抓鬮請神明裁決 (D)由族中長老仲裁協調。 

2.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此種意見應為何
人的政治主張？  

(A)墨子 (B)孟子 (C)荀子 (D)韓非。 

3. 西元前 706年，楚國準備攻打隋國，隋國國君以為平時勤於祭祀，必得神助。大夫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是
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隋國國君遂勤修內政，楚國竟不敢攻隋。下列哪一敘述符合當時的歷史情境？ 

(A)禮制是維護政治秩序的有力工具 (B)當時國君慣以神權統治，擁有相當大的權力 
(C)人文精神躍升，人的價值益受肯定 (D)楚國不敢攻隋，因為隋國已順利取得神助與天命。 

4. 西域葡萄、苜蓿等農作物能傳入中國，與下列何事有關？ 
(A)高仙芝征大食 (B)蘇定方平西突厥 (C)班超經略西域 (D)張騫通西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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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窮苦人家很難考上 
(B)新的士紳階層可能已經逐漸形成，故祖先無功名者漸居劣勢 
(C)由於花錢捐官盛行，佔去名額，故科舉取士比例漸低  
(D)清代重視官學，一般清寒子弟多從官學系統出仕，故在科舉中比例偏低。 

6. 台灣原住民至少有十二族，但卻被視為一個族群，最主要原因何在？ 
(A)共同語言：台灣原住民的語言多屬南島語系，各族人民可以溝通 
(B)共同血緣：台灣原住民各族皆可追溯自共同祖先，因為各族都是從東南亞某地渡海來台 
(C)族群認同：台灣原住民雖分成多族，近代以來則逐漸彼此認同，自認為是同一民族 
(D)歷史因素：台灣原住民是近代漢人大量移民前的居民，漢人移民與各原住民族間存在著衝突，原住民漸被視為
一個群體。 

7. 民國成立以來，一直力爭廢除不平等條約，目的之一就是爭回關稅自主，保障本國產業。近年來，政府一面調降
關稅、開放進口，另一方面則於民國 91年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於此種決策的轉變，其主要立論依
據為何？ 

(A)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不能自我孤立，必須加入國際組織  
(B)民族主義是狹隘的，只有加入國際組織才能跳脫民族主義 
(C)國營事業常是壟斷而無效率的，完全開放外資、移轉民營，才符合進步的經濟潮流 
(D)冷戰結束後國際間已無對抗之必要，所以經濟上的關稅保護政策已可調整。 

8. 現今台灣有許多地名，如柳營、左營、左鎮等，可證明明鄭時期在台灣從事何種墾殖政策？  
(A)民屯 (B)軍屯 (C)官墾 (D)番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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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光緒 20年，歲次甲午，是年中日戰爭遂稱為甲午戰爭。若依干支推算，則光緒 10年朝鮮親日派發動政變，朝鮮
人稱為什麼之亂？  

(A)甲申之亂 (B)乙酉之亂 (C)丙戌之亂 (D)丁亥之亂。 
10. 十七世紀荷蘭人佔據台灣，其主要目的為何？  

(A)強化與中國的貿易 (B)防備西班牙佔領台灣 (C)防堵日本的擴張 (D)宣揚基督新教。 

11. 新港文書為平埔族西拉雅人的新港社一地，所留下的土地租佃和典賣契約。由現存的新港文書內容來看，可以佐
證下列哪一歷史現象？ 

(A)台南一地已經進入城市經濟體制 (B)荷蘭人將土地租佃給西拉雅人的詳情 
(C)羅馬拼音化的新港文取代西拉雅文的過程 (D)十七、十八世紀平埔族的活動情形。 

12. 清代萬華的學海書院學生多泉州人，板橋大觀義學多漳州人，大龍峒的樹人書院多同安人。造成如此地域性集結
的原因為何？ 

(A)同時來台 (B)械鬥區隔 (C)官方規定 (D)生活習性。 

13. 近代以來，中國大陸新興港市，許多是因位於沿海，在不平等條約中列為通商口岸而崛起，結果形成內陸和沿海
的懸殊發展。但是台灣卻沒有發生這種不均的現象，主要原因為何？  

(A)台灣輸出的茶、樟腦產於內陸山區，集散於沿海商港 
(B)台灣各商港的繁榮，並未受惠於不平等條約  
(C)台灣官府與洋商合作，有計畫地均衡沿海與內陸開發  
(D)台灣進口需求大，所以洋商以港口為基地，致力內陸市場開發。 

14. 大陸百姓高唱：「稻粒賽玉米，黃豆像南瓜，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南瓜」，樂觀地認為人定勝天。這應是在什麼背
景下形成？ 

(A)抗美援朝時的提高農產運動 (B)大躍進時的增產報國運動  
(C)文革時的下放勞改運動  (D)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運動。 

15. 未來台灣的文化發展，應該致力於哪一工作較為合理？  
(A)拋棄固有的漢文化傳統以尋求本土化 (B)繼續推行統一的語文政策以凝聚國家認同  
(C)應將英語訂為國語以因應全球化 (D)推行多元文化教育以利族群間的瞭解。 

16. 上古時代兩河流域文化大致上能自成一個單元，這是由於哪一文化先後被該地多數民族承襲所致？ 
(A)蘇美文化 (B)巴比倫文化 (C)亞述文化 (D)波斯文化。 

17. 今日印度人的信仰，以哪兩大宗教為主？ 
(A)佛教、回教 (B)印度教、基督教 (C)印度教、佛教 (D)印度教、回教。 

18. 《舊約全書‧出埃及記》：「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你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往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
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方去，就是到流奶和蜜之地。」文中「迦南人」、「奶和蜜之地」所指為何？ 

(A)腓尼基人與巴力斯坦 (B)猶太人與敘利亞 (C)巴比倫人與敘利亞 (D)猶太人與巴力斯坦。 

19. 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四處征討，對後世造成何種深遠的影響？  
(A)創建一個歷史悠久的帝國 (B)打破東西文化隔閡，促成希臘化時代的出現  
(C)推廣希臘式民主政治至歐、亞各地 (D)將耶和華信仰帶回希臘，有利於基督教的發展。 

20. 在歐洲歷史上，「文藝復興」是非常重要的分水嶺，人文精神重新開始勃興。請問：帶動此一新發展的地區是何處？ 
(A)西班牙（Spain） (B)義大利（Italy） (C)法蘭西（France） (D)英格蘭（England）。 

21. 英國歷史上自哪一事件之後，專制王權宣告結束？ 
(A)英法百年戰爭 (B)清教徒革命 (C)光榮革命 (D)工業革命。 

22. 1762年出版《民約論》，對社會的起源作了生動的描述，認為「主權不但始於人民，而且應該永遠在人民手中」。
此人應是誰？ 

(A)洛克 (B)伏爾泰 (C)盧梭 (D)孟德斯鳩。 

23. 領導印度脫離英國殖民，成功取得獨立地位的「聖雄」，應是下列何人？ 
(A)凱末爾 (B)佛朗哥 (C)甘地 (D)史迪威。 

24. 首先發生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其開始帶動的是何種產業？ 
(A)交通業 (B)紡織業 (C)冶鐵業 (D)食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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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何者，最合乎「把精神獻給上帝，把身體獻給領主，把愛情獻給美人」的風格？ 
(A)羅馬時代的基督徒  (B)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名士  
(C)中古歐洲的騎士  (D)日本幕府時代的武士。 

26. 十九至二十世紀，出現大量的人造纖維、人造肥料、人造染料，這是得利於哪一學門的重大貢獻？ 
(A)物理學 (B)生物學 (C)化學 (D)醫學。 

27. 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曾說：「人類的自我觀念，在科學發展的衝擊之下，受到兩次重大打擊。第
一次是地球中心說的破除，⋯⋯第二次則因□，把人類貶為『我們都是動物世界的子民』，打破人一向自以為是萬

物之靈的尊貴地位。」根據前後文的說明，□中最適當的答案應是： 

(A)生物學 (B)化學 (C)物理學 (D)文學。 

28. 1970年代，因為哪一種能源的價格提高，造成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 
(A)石油 (B)煤 (C)核能 (D)太陽能。 

29.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一個重要的國際趨勢，即所謂「南北對抗」。試問以下何者是其確切含意？  
(A)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對抗  (B)南美洲各國與北美洲各國對抗  
(C)工業發達國家與貧窮落後國家對抗 (D)石油輸出國家與石油輸入國家對抗。 

30. 歐洲聯盟是由歐洲共同體發展而來，為區域統合成功的範例。其成功的基礎，最主要為何？  
(A)共同的宗教文化 (B)相近的社會價值 (C)相互的經濟合作 (D)共通的軍事利益。 

 

 

貳、多重選擇題：　共十題，題號自第 31題至第40題，每題四分，計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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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正確答案以２Ｂ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31. 漢文帝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制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根據此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時漢朝勢力強大，但採和平政策，與匈奴互不侵犯 
(B)漢此時國力不強，因此期望以長城為界，與匈奴和平共存  
(C)此時長城已是農業民族生活與草原民族生活的分界 
(D)長城作為政權的分界，是人為的，也是自然的因素 
(E)漢朝倚恃長城將匈奴屏阻於塞外，雙方因而能互不相擾。 

32. 有些人將五四運動比喻為歐洲的文藝復興，試將兩者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兩者均著重恢復古典文學，而開創新的生命  
(B)前者有白話文學的提倡，後者有方言文學的創作 
(C)兩者均追求世俗化、人性化，並注重創作的自由  
(D)前者理性地對傳統進行取捨，後者則反對傳統、尋求創新 
(E)兩者均以新觀點、新方法來考證古典文獻。 

33. 宋代以前中國沒有完全亡於外族之手，但宋代以後，中國卻兩次全境由外族統治，其可能原因為何？ 
(A)宋代裁減相權，明廢相，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之手，一旦中央生變，國家極易不保 
(B)宋代以後士族力量強大足以割據地方，造成國家分裂，使外族有機可趁 
(C)宋代以後社會風氣趨於偃武修文，慣以和親納幣安撫外族，使外族逐漸坐大  
(D)宋代以後游牧民族勢力逐漸南下，吸收漢人的制度與文化，成功轉型的經驗可以累積傳承 
(E)蒙古、滿洲兩個征服王朝都已非部落聯合的游牧王國，而是兼營農牧，政治一元而專制的政權，對中國從掠奪
人力轉而征服土地。 

34. 自清世宗禁教（1723）至鴉片戰爭（1840-1842），中國閉關自守百餘年，此時期西方世界發生了哪些重大歷史事件？  
(A)宗教改革 (B)地理大發現 (C)啟蒙運動 (D)工業革命 (E)法國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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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照我國現行憲法，身為公民，可以投票選舉下列哪些公職人員？ 
(A)總統 (B)立法委員 (C)考試委員 (D)監察委員 (E)村（里）長。 

36. 埃及與西臺人曾彼此交戰，最後雙方於西元前 1270年簽訂和約，條文刻於銀版上，雙方各執一份，這可能是目前
所知最早的國際條約。下列敘述，哪些與這個事件相關？ 
(A)證明兩河流域很早即有重視契約的觀念  
(B)當時是埃及舊王國時期，重視向外擴張，引發戰爭  
(C)西臺人和埃及人都有自己的文字  
(D)尼羅河和兩河流域均盛產銀、鐵，銀當商品，鐵製成武器 
(E)戰爭的原因，應是雙方爭奪商業及貿易的主導權。 

37. 許多古代經典往往都不是成於一人之手，而是由後人整理再集結成書。下列哪些經典，可為代表？ 
(A)論語 (B)舊約聖經 (C)理想國 (D)古蘭經 (E)吠陀經。 

38.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對當時的歐洲造成哪些重大的變遷？ 
(A)技術的變遷 (B)生產方式的變遷 (C)社會結構的變遷  
(D)經濟組織的變遷 (E)文化意識的變遷。 

39. 從十二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屬於日本的幕府時代，國家最高權力不在天皇，而在大將軍所掌握的幕府。關於
這個時期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諸侯割據，國家分裂  (B)武士、農、工、商屬於平民階級 
(C)文化上，受到中國的影響很大  (D)後期曾實施鎖國政策，但允許荷蘭人貿易  
(E)十九世紀風行的民主運動，促成幕府的垮台。 

40. 十九世紀以來，聖西門（Saint Simon）、傅立葉（Charles Fourier）、白朗（Louis Blanc）、歐文（Robert Owen）等
人，都曾提出建立理想社會的計畫，但至今卻都未能實現，主要原因何在？  
(A)理想太崇高，忽視現實社會的複雜性  (B)講求平等，忽視社會階級的存在 
(C)相信人性本善，忽視人自私逐利的傾向 (D)相信自由意志，賦予個人自主的權力  
(E)嚮往自由，忽視放任經濟本身的可能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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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歷史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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