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四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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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錯者倒扣該題分數四分之一。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 2B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1. 根據目前已知的史料，下列哪一時代開始出現國家的雛形？ 
(A)唐堯 (B)虞舜 (C)夏 (D)商。 

2. 春秋時代齊桓公倡導尊王攘夷，所謂「尊王」的意思為何？ 
(A)擁護周天子實行中央集權 (B)尊重周天子的宗法地位 
(C)尊重各國國君的統治權威 (D)號召各國擁護齊桓公為霸主。 

3. 孔子要人對父母為孝，對兄弟為悌，對朋友為信，對國家為忠，對人則有愛心。這樣的精神，孔子稱之
為何？ 
(A)仁 (B)義 (C)恥 (D)廉。 

4. 秦漢時期，地方郡縣長官是如何產生的？ 
(A)貴族世襲 (B)人民推選 (C)禪讓產生 (D)朝廷分派。 

5. 下列有關游牧民族的敘述，何者正確？ 
(A)游牧民族對於天災人禍的承受能力，較農業民族薄弱 
(B)長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均為同一種族 
(C)游牧民族以牲畜為生，沒有農業或手工業 
(D)游牧民族和農業民族因生活方式不同，所以沒有什麼往來。 

6. 北魏孝文帝開始實施「均田制」，每一丁男授田四十畝，婦女二十畝。此一制度施行，所需要的關鍵條件
為何？ 
(A)財源充足 (B)土地廣大 (C)人口稀少 (D)戶口正確。 

7. 南北朝時期，佛教塑像往往是額寬鼻隆，頭髮捲曲成波浪狀，上身袒露。唐以後的佛像，則面相豐滿，
鼻梁降低，臉部線條趨向柔和，身著圓口衲衣。佛像風格發生如此轉變，其背後意涵為何？ 
(A)經濟條件的改善 (B)中國文化的轉化 (C)崇拜偶像的移轉 (D)審美觀念的改變。 

8. 「蒙元」與「滿清」同以邊疆民族入主中原，但元朝僅 90年即滅亡，清朝國祚則長達 268年， 下列何者
為重要原因？ 
(A)元朝採取種族歧視政策，漢人、南人受到不平等待遇，清朝則對漢人不加壓制 
(B)元朝蒙古人與漢人、南人不相婚嫁，清朝則鼓勵滿漢通婚，以消除種族隔閡 
(C)元朝皇位繼承，因未立太子，導致政局混亂，清朝則建立完善的儲君制度，奠定穩固的統治基礎 
(D)元朝士人缺乏正常的入仕管道，而清初以來，士人已多由科舉而參政。 

9. 魏晉南北朝社會精緻文化的發展，主要是依靠何者的力量？ 
(A)統治君王 (B)王公貴族 (C)世家大族 (D)富商大賈。 

10. 有一項法令規定：禁止隴西李氏、太原王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等當今政治上顯赫的家族，
彼此之間通婚。請問：該法令頒佈的時間，最可能出現在哪一時代？ 
(A)漢代 (B)晉代 (C)唐代 (D)宋代。 

11. 鄭和下西洋是近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試問：今年是鄭和下西洋多少週年紀念？ 
(A)二百週年 (B)四百週年 (C)六百週年 (D)八百週年。 

12. 晚清時期在列強要脅下，終於迫使中國接納各國公使駐京，此舉對於中國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中國喪失獨立的國格   (B)增加華洋在中國境內的衝突 
(C)造成晚清的新舊黨爭  (D)中國從此可以務實地處理國際事務。 

13. 因為西方入侵所帶來的威脅破壞，導致近代中國出現激進的民族主義。下列哪一事件足可代表這種
民族主義？ 
(A)太平天國之變 (B)捻亂 (C)回變 (D)義和團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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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西元 1856∼1860年間，以軍事力量打開中國內陸口岸，並成功強迫清廷課徵鴉片關稅的西方列強為何？ 
(A)英、美 (B)法、俄 (C)英、法 (D)美、俄。 

15. 民國初年聯合其他小黨，與同盟會合併為國民黨，在國會大選中獲勝；卻於組閣就任前遇刺身亡，此人
是誰？ 
(A)宋教仁 (B)孫中山 (C)袁世凱 (D)梁啟超。 

16. 宗教改革以後，基督教世界出現新教、舊教的區分，其最大的差別為何？ 
(A)新教讀新約聖經，舊教讀舊約聖經 
(B)新教主張個人只要信仰就可得救，舊教主張人可以憑善行和禮拜而得救 
(C)新教主張廢除教會禮儀，舊教主張保持教會禮儀 
(D)新教強調虔誠與安貧，舊教則鼓勵信徒從事工商業。 

17. 蒙古帝國對於十三、十四世紀的世界，影響深遠。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史實？ 
(A)蒙古建構空前的交通網絡，源自東亞的瘟疫也由此西傳 
(B)蒙古軍入侵歐洲時大量運用火藥，終結歐洲的封建體制 
(C)蒙古西征，建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 
(D)蒙古後裔的鄂圖曼人，在十四世紀建立了草原民族的最後一個帝國，直至二十世紀初才瓦解。 

18. 二十世紀之前，所謂「民主國家」，事實上只有男性具有選舉權，但其選舉權仍受到一定的限制。下列
哪一因素，是獲取選舉權最為主要的條件？ 
(A)種族 (B)政黨 (C)財產 (D)居住地區。 

19. 曾有史書記載：「中古時代亞理斯多德，只不過是替教會挑水擔柴的家奴」，此話真正的含意為何？ 
(A)依亞氏的家世背景，在中古時代應該只是一名農奴而已 
(B)中古時代哲學家是不受重視的，故只能去挑水擔柴 
(C)教會利用亞氏的學說，來處理信仰與救贖等神學的問題 
(D)亞氏若生在中古時代，應該會是一個謙卑侍奉上帝的基督徒。 

20. 關於中南美洲古文明的滅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西班牙征服者到來時，印加文明本已進入衰落期 
(B)宗教信仰遭受摧殘，原住民大量改信路德教派，是其文明滅亡主因 
(C)西班牙能夠征服中南美洲，最主要的武器是槍砲與瘟疫 
(D)中南美洲三個古文明國本身均處於政治分裂局面，為西班牙的征服開啟方便之門。 

21. 中世紀以後，歐洲學者根據阿拉伯煉金術士的理論做了大量實驗，雖然沒有成功，但卻為哪一門科學累積了
大量知識？ 
(A)數學 (B)化學 (C)光學 (D)礦物學。 

22. 1917年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此一國名並無「俄羅斯」字樣，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A)並非純粹由俄羅斯民族所建立 (B)避免與大日耳曼主義衝突 
(C)為了消除人民對舊帝國的懷念 (D)促使全球非俄羅斯民族國家便於加盟。 

23. 拿破崙與希特勒均曾獨霸歐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均先遵守共和政體，合法取得政權，再實施獨裁 
(B)前者征俄失敗，損失慘重，後者征俄成功，迫使俄國投降  
(C)前者以貿易制裁，後者則封鎖英倫海峽，但都無法使英國屈服  
(D)均運用外力平定國內動亂，重建社會秩序，壯大國家。 

24. 所謂「非洲大狩獵」，是指十九世紀後期新帝國主義瓜分非洲的哪一地區？ 
(A)北非 (B)中非 (C)南非 (D)西非。 

25. 有人評論英國的發展：「英國種族的擴張對全世界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英國的下層階級迅速擴張，
超過道德和素質都較優越的上層階級，那麼，不僅英格蘭本土的人口素質會遭破壞，而且美國和澳洲的

英國後裔也不會像現在如此聰明。」根據你的歷史知識，這種說法主要是受到哪一種學說的影響？ 
(A)種族主義 (B)帝國主義 (C)民族主義 (D)社會達爾文主義。 

26. 下列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和平計畫」的部分內容，其中哪一點對於日後的影響最為深遠？ 
(A)取消秘密外交 (B)公平處理殖民地 (C)撤銷關稅壁壘 (D)設立國際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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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地理大發現之後，亞洲逐漸有許多地區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印尼當時為何國所殖民？ 

(A)荷蘭 (B)西班牙 (C)英國 (D)日本。 
28. 下列何者是古埃及法老王的陵墓？ 

(A)古夫金字塔 (B)帕德嫩神廟 (C)萬神殿 (D)聖索菲亞教堂。 
29. 推行「新政」，挽救經濟大恐慌，又帶領美國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統是誰？ 

(A)林肯 (B)羅斯福 (C)艾森豪 (D)甘乃迪。 
30. 二十世紀上半葉，英國的普及教育領先全球，但是上層階級一般都將子女送往昂貴的「公學」，中產階級
子女則就讀「文法學校」，工人子女通常只能進入「初級學校」就讀。如果以「社會主義」立場來衡量此

一情形，應會形成哪種觀點？ 
(A)這是公平的，因為人們應該可以依照自己的經濟能力，選擇學校就讀 
(B)這是不公平的，此現象反應了社會階級的差異與矛盾，正是自由競爭機制下的惡果 
(C)這無關公平或不公平，自從人類社會分化以來，階級劃分就以不同的形式自然存在 
(D)這無關公平或不公平，不過學校應該儘量以學習能力為標準，而非家庭的經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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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至少有一個選項是正確的，五個選項需全答對者才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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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一：北魏建國後定都平城（約在今天的山西大同），但平城附近區域貧瘠，糧食生產不足，必須依賴
輸運，勞費過高。而且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崛起，北魏雖設置「六鎮」防禦，但柔然的威脅仍日趨

嚴重。不過，孝文帝決定遷都洛陽，還有一個更主要原因，就是要推行漢化。此一漢化政策後來

極為成功，洛陽一帶的胡人、漢人逐漸融為一體，文化活動昌盛，鮮卑王公貴族的生活也日趨

優渥。 
 資料二：北魏孝文帝遷都及全面漢化後，居住中原的貴族在文治政策下，漸趨奢靡，政治及社會風氣日益

敗壞。另一方面，留守北方防禦柔然的「六鎮」，逐漸不被朝廷重視，洛陽地區的人甚至認為

「六鎮」的人都很粗鄙野蠻。生活惡化，加上地位日趨低下，使得「六鎮」人民，無論胡人、

漢人，心中積怨很深。 
關於北魏孝文帝遷都，並推行漢化政策的影響，根據上述提供的兩段資料，下列哪些敘述是較為合理的？ 
(A)維護鮮卑貴族的優越地位 
(B)加速胡漢文化的相互交流 
(C)造成北魏內部政局的對立 
(D)資料一、二的論點有所矛盾，因此兩種說法中，應有一種說法是有錯誤的。 
(E)「六鎮」是軍事重鎮，屏障洛陽的安全，朝廷不可能置之不理，因此資料二有問題。 

32. 中國新興商人階層到了清末民初，已能在各個方面展現巨大影響力。下列敘述何者可以證明？ 
(A)晚清政府設置商部，保障商人權益，反映出商人階層已受到政府重視 
(B)宣統年間的保路風潮，主要就是由紳商所組成的保路同志會所發動 
(C)自強、變法、革命三大運動，無不由深具憂患意識的商人所倡導 
(D)在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中，商人常居要角，省港大罷工即是一例 
(E)新教育推廣期間，商人大力開辦實業學堂，對於職業教育貢獻良多。 

33. 「太平天國」為晚清重大的動亂，聲勢浩大，影響深遠。下列哪些現象的發生，即是明顯的事證？ 
(A)各省地方勢力的抬升  (B)共產思想的興盛 
(C)漢人政治地位的增強  (D)男女平權理想的落實 
(E)滿人族群危機的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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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清朝道光年間一位學者指出：「嘉慶以後，臺灣土地已經開發殆盡，平原地區已無閒置土地，人口逐漸繁
多，然而老百姓沒有餘財，情況已大不如往昔。到了道光十年以後，閩、浙兩省連年豐收，米商不再前往

臺灣採購，臺灣苦於米穀有餘，卻缺乏日用，甚至有錢人家都因此停止大興土木，何況小老百姓，更無處

獲得生存之資。有時，一年之間連著幾個月都沒有廈門商船到臺灣來，人民生活越來越無所依靠！」根據

這項資料，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臺灣土地富庶，經濟繁榮，已成為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 
(B)臺灣在嘉慶之後人地逐漸失衡，後來者多淪為遊民，成為社會動亂根源 
(C)道光以後臺灣欠缺日用品的困境，是由於內部動亂所造成 
(D)臺灣向大陸輸出稻米，反映出臺灣經濟對大陸市場的依賴 
(E)臺灣向大陸輸出稻米，反映出當時大陸對臺灣經濟的依賴。 

35. 臺灣在清朝統治時期尚未建省之前，行政區劃曾經過「一府四縣三廳」、「二府八縣四廳」的階段，轉變的
關鍵正是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之後。試問：新增加的行政單位，及其原因為何？ 
(A)恆春縣，加強南部防務與番務管理 
(B)台北府，北部人口增多，政經地位抬升 
(C)淡水縣，淡水為通商口岸，華洋雜處，情勢複雜 
(D)台中府，加強中部一帶開山撫番工作 
(E)噶瑪蘭廳，移墾人口增加，且東北海防重要。 

36. 近年來有不少菲律賓人來臺灣尋求工作機會，他們大多講英語，信仰天主教，對民主政治具有基本的認識。
這種種特質，主要是受到哪些國家的影響？ 
(A)美國 (B)英國 (C)法國 (D)西班牙 (E)葡萄牙。 

37. 有關臺灣戒嚴時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早在中央政府遷台之前已宣布 (B)警備總部是執行機構 
(C)人民的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予以剝奪 (D)在蔣經國總統任內宣布解嚴 
(E)民主進步黨在解嚴之後隨即成立。 

38. 工業革命發源於英國，其之所以能促成工業革命的優越條件為何？ 
(A)資源豐富，盛產煤、鐵、羊毛 (B)交通便利，港口眾多，河川密佈 
(C)人口增加，勞力充沛，農村人力外移 (D)商業進步、農業革命成功，資本充足 
(E)光榮革命之後，政治自由、社會開放。 

39. 對於「披頭四」樂團（The Beatles, 1960-1971），及其時代現象的論述，下列何者符合史實？ 
(A)「披頭四」搖滾樂風與當時歐美青年抗議風潮相互激盪 
(B)「披頭四」能風靡全球實受賜於傳播科技的進步 
(C)「披頭四」搖滾樂風對戒嚴時期臺灣的青年沒有影響 
(D)「披頭四」搖滾樂風激發文革時期大陸青年批判傳統的精神 
(E)「披頭四」流行不衰的搖滾經典可望於日後成為「古典音樂」。 

40. 美國跨國速食公司麥當勞開始在臺灣大力推銷米漢堡，關於此一現象，應如何予以解讀？ 
(A)為了消費市場的競爭，廠商本應促使產品多樣化 
(B)為了擴大在東方的顧客來源，故需將米食文化融入商品 
(C)新產品的推出，主要目的在於刺激消費以提升利潤 
(D)臺灣市場的本土化風潮興起，「美國化」現象已逐漸消退 
(E)消費年齡層已逐漸下降，故需迎合年輕客層的喜好。 

 
 
 
 
 

第四頁（共四頁） 



中外歷史標準答案 

                                                                                         

                         題號      答  案 

                          1           C     

                          2           B     

                          3           A     

                          4           D     

                          5           A     

 

                          6           D     

                          7           B     

                          8           D     

                          9           C     

                         10           C     

 

                         11           C     

                         12           D     

                         13           D     

                         14           C     

                         15           A     

 

                         16           B     

                         17           A     

                         18           C     

                         19           C     

                         20           C     

 

                         21           B     

                         22           D     

                         23           A     

                         24           B     

                         25           D     

 

                         26           D     

                         27           A     

                         28           A     

                         29           B     

                         30           B     

 

                         31           ABC   

                         32           ABDE  

                         33           ACE   

                         34           BD    

                         35           ABC   

 

                         36           AD    

                         37           ABCD  

                         38           ABCDE 

                         39           ABE   

                         40           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