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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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時期臺灣的貿易特色為：從日本進口設備、技術，再向美國輸出產品，形成對日本大量入超與對美國大
量出超的情形。請問：此一時期最有可能是以下何者？ 

 (A)荷西時期 (B)清領時期 (C)日治時期 (D)戰後臺灣 
2. 大同雲岡石窟是中國佛教雕塑的勝地之一，主要開鑿於西元 453－494年間，西元 494年之後主事者轉移至
洛陽龍門繼續石雕佛像的工作。請問：早期佛像雕塑從雲岡石窟轉到洛陽龍門石窟一事，與下列何者有關？ 

 (A)政府的遷移國都 (B)道教勢力的興起 (C)南朝君主的崇佛 (D)世家大族的反佛 
3. 在庶民文化中常述說著「岳飛含冤而秦檜是奸臣」的歷史故事，但學者研究指出岳飛「冤死」的關鍵因素，
是其違背了當時政府的基本國策。請問：所謂的「基本國策」是指以下何者？ 

 (A)士族政治 (B)強幹弱枝 (C)族群融合 (D)漢賊不兩立 
4. 一本中國通史指出，某一制度的特色有二：一是分封子弟與親戚，在緊要的地方築城防守，以建立龐大的政
治控制網絡；另一則是籠絡不同族群，尋求合作。請問：此一制度應是以下何者？ 

 (A)西周的封建 (B)秦漢的郡縣 (C)隋唐的府兵 (D)滿清的八旗 
5. 從太平道、五斗米道到葛洪、寇謙之等人的作為與主張，可以看出早期道教發展的哪一特色？ 
 (A)民間巫術的盛行  (B)外來與本土宗教的衝突 
 (C)道教的逐漸士族化  (D)政府的積極提倡 
6. 某研究論文的關鍵字為：農民、教案、巫術、帝國主義等。請問：該論文的研究主題最有可能與以下何者有
關？ 

 (A)鴉片戰爭 (B)太平天國 (C)義和團 (D)辛亥革命 
7. 學者分析某一朝代衰亡的因素，指出：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不斷爭戰，使運河的修濬與維護大不如前，甚至
阻斷運河的交通。最後，運河水道被破壞、都城供應被切斷、政府財政破產，終至無法挽回國勢而滅亡。請
問：上述朝代應是以下何者？ 

 (A)隋朝 (B)唐朝 (C)宋朝 (D)明朝 
8. 學者評論某一制度時說：「這是一個聯繫中國政府與廣大知識群眾之間的大動脈，許多的中下地主階層都透
過此一管道而成為士紳、官僚。」請問：此一制度應是指下列何者？ 

 (A)宗族組織 (B)科舉制度 (C)皇帝制度 (D)選舉制度 
9. 中國史上某一時期，由於揚州距離國都較近，政府於此地佈置重軍以備強敵，士兵則以南下逃難的流民為主
體。由於流民驍勇善戰，自平定荊州兵亂之後，有百戰百勝之名。請問：此一時期最可能是何者？ 

 (A)三國時期 (B)東晉時期 (C)南宋初期 (D)元明之際 
10. 中國某一朝代的兵役制度是在各地設置軍府以負責徵兵、訓練，但因軍府的設置主要分布在國都附近，於是
時人以「舉天下不敵關中」來評論之。請問：此一朝代最可能是何者？ 

 (A)西漢 (B)唐朝 (C)宋朝 (D)清朝 
11. 中國歷代的稅制雖有所變革，但田賦與人口稅一直是歷代政府最主要的收入。然而，中國史上的一時期由於
大規模的戰亂，導致政府原有收入不足以應付軍費的支出，地方官轉向商人增稅。請問：這項稅收的方法為
何？ 

 (A)青苗法 (B)租庸調制 (C)一條鞭法 (D)釐金 
12. 以下是某一份報紙的報導：「各位國民，一份重要的歷史文件已在凡爾賽宮正式簽署了，一份將所有戰爭責
任都加諸於我國，並在未來會深深傷害我們國家的歷史性文件就在昨日生效了，請大家記住這一個日子。」
請問：這份報紙可能發行於何時何地？ 

 (A)1815年，巴黎 (B)1848年，維也納 (C)1900年，北京 (D)1919年，柏林 
13. 有一股思潮原本出現只是為了防止中產階級革命，但提倡者很快地發現農民將會是這股思潮的主要支持者，
因為他們認為其強調的「穩定」很適合農民的品味，而且中產階級的想法太偏向「城市文化」，與農民的實
際生活格格不入。請問：「這一股思潮」最有可能是以下何者？ 

 (A)社會主義 (B)保守主義 (C)自由主義 (D)民族主義 
14. 西歐史上某一時期，出現便捷的鐵路促使都市化快速發展；在大都市內，鋪設有污水排水系統、自來水的供
應管道等，強化的混凝土和鋼鐵使高樓大廈成為新地標。請問：上述現象最早出現在何時期？ 

 (A)17世紀初期 (B)18世紀中期 (C)19世紀晚期 (D)20世紀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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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以下是西元 8世紀末《羅蘭之歌》（描述查理曼出兵西班牙經過）部分內容：「為了可愛的法蘭西，金子做的
劍把將會沾滿鮮血。異教徒來此隘口是自取滅亡，我敢說，他們都將死路一條。查理聽到，他會派人過來，

國王將率官兵救我們脫險。」請問：文中的『異教徒』是指何者？ 
 (A)穆斯林 (B)猶太教徒 (C)天主教徒 (D)東正教徒 
16. 右圖是西元二世紀犍陀羅（Gandh□ra）地區的佛像，該地區約位於現今巴基斯坦西北邊境，並
曾是上古時期某一政權主要的佛教中心。犍陀羅藝術受到希臘、羅馬藝術造型影響，創造出佛陀

形象，這個風格的造型是後世近兩千年佛教世界的佛陀造像藝術的基本型。請問：這一政權是指

何者？ 
 (A)波斯帝國 
 (B)帕提亞王國 
 (C)孔雀王朝 
 (D)貴霜王國。 
17.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書中指出，西方文明的疾病源自古希臘時期，使此後的西方文明走向邏輯勝過文學，
理智勝過意志。據此判斷，尼采反對的思想為何？ 

 (A)希臘的哲學思想 (B)希臘的宗教信仰 (C)希臘的戲劇精神 (D)希臘的城邦政治 
18. 土地兼併與佃農問題長期是中國政府亟欲解決卻未能完全解決的問題，而中共在發展過程中，藉土地改革政
策拉攏農民，其曾施行的土地政策如下： 

 資料一：在「蘇區」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予以重新分配。 
 資料二：在「陝甘寧邊區」實施對農民減租減息。 
 資料三：全面實施土地重新分配，以徹底消滅地主階級。 
 請問：這三段資料出現的先後順序為何？ 
 (A)資料一→資料二→資料三 (B)資料二→資料三→資料一 
 (C)資料三→資料二→資料一 (D)資料二→資料一→資料三 
19. 18世紀，《臺灣府志》記載：「習紅毛字者曰『教冊』，用鵝毛管，削尖，注墨汁於筒，蘸而橫書自左而右。
登記錢穀數目……」請問：上文所載的文字，最早是哪一群人使用？ 

 (A)閩南人 (B)日本人 (C)英國人 (D)西拉雅人 
20. 墨索里尼曾主張：「對法西斯主義來說，帝國的成長即國家的擴張，是一個民族活力的基本體現，它表明這
個國家尚未開始腐朽。」在上述思想下，他有何作為？ 

 (A)參與國際聯盟的運作  (B)扶持共產黨的建立 
 (C)與蘇聯秘密瓜分波蘭  (D)出兵並佔領衣索比亞 
21-23 題為題組：以下是一位西方傳教士留下的紀錄：「山頂上有過去荷蘭人所設的砲台，現在此處則是英國領
事館。往山下走去是中國海關，附近有女子學校。我的醫院則在大街上，連著醫院有禮拜堂與宣教士的宿舍。」

請問： 
21. 上述描寫的城鎮應是以下何者？ 
 (A)1680年的鹿港 (B)1750年的打狗 (C)1890年的淡水 (D)1910年的基隆 
22. 在這個城鎮設立海關是哪一場戰爭的結果？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中法戰爭 (D)甲午戰爭 
23. 若要為這份記錄下個註解，哪一個標題最為恰當？ 
 (A)傳教士與新港文字的使用 (B)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經營 
 (C)原住民與漢化政策的推行 (D)糖的輸出與鴉片的進口 
24-25題為題組：十九世紀，英國工人因為對 1832年的改革法案失望，加以當時通過濟貧法修正案，強制失業
工人進入工作屋，剝奪工人的自由。於是，傳統手工藝者、工廠工人，以及受到政府打壓的工會份子等加入憲

章運動。他們並於 1839年向國會呈交請願書，結果國會以 235票對 46票反對他們的訴求，部分領袖甚至遭到
政府逮捕。請問： 
24. 英國工人不滿 1832年的改革法案，乃因他們認為該改革法案讓哪一群人受惠，卻未能擴及社會大眾？ 
 (A)中產階級 (B)貴族地主 (C)無產階級 (D)神職人員 
25. 當時國會壓倒性反對工人的請願，工人的訴求幾乎被忽略，造成上述現象的可能原因為何？ 
 (A)社會主義思想尚未在英國發展 (B)下議院主導反對該項請願訴求 
 (C)英王介入鎮壓工人的請願活動 (D)工人階級在國會並沒有代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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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題為題組：右圖是某一國家的計畫藍圖，請根據此圖回答問題： 
26. 這個藍圖與下列何者有關？ 
 (A)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駐東北關東軍的侵華藍圖 
 (B)八年抗戰末期，重慶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計畫 
 (C)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規畫以臺灣為中心來控制東亞的作戰構想 
 (D)珍珠港事變後，美英盟軍以臺灣為基地的反攻計畫 
 
 
 
 
                                                                   
27. 當時，總督府對臺灣的經濟政策為何？ 
 (A)「農業臺灣，工業日本」 (B)強化「米糖相剋」問題 
 (C)發展臺灣的軍需工業  (D)調查臺灣的土地與人口 
28-30題為題組：以下是 19世紀中葉，兩位人物對中國紡織市場的見解，請根據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英國璞鼎查來華簽約時，指出：「因該條約而開放貿易的市場是這樣的大，將來蘭開夏各紡織廠的出品，

恐怕連中國一省的需要也滿足不了。」 
資料二：清朝士人包世臣於 1846年憂心指出：「松（松江）、太（太倉）利在棉花梭布，較稻田倍蓰（數倍）。⋯⋯

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日已無紗可紡。松、太布市，削減大半。

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則木棉亦不可恃。」 
28. 綜合兩段資料，應該如何正確地解讀？ 
 (A)中國傳統手工製的棉布受到機製棉布的衝擊 
 (B)中國資本家開始學西方人設廠製作商品 
 (C)英國資本家趁此機會首先在華設廠製造 
 (D)江南的糧食作物取代棉花成為當地農民的新寵 
29. 綜合兩段資料，上述現象的改變是在哪一場戰役後？ 
 (A)鴉片戰爭 (B)中法戰爭 (C)甲午戰爭 (D)八國聯軍 
30. 資料二「松（松江）、太（太倉）利在棉花梭布，較稻田倍蓰。」的現象是在何時期形成？ 
 (A)東晉南朝 (B)隋唐時期 (C)兩宋時期 (D)明清時期 
   
貳、多重選擇題：（一）共十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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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紀起，英國社會頂端的少數人與底層大眾的收入同時增長，使消費社會第一次出現在歷史上成為可
能。英國所獨有的不僅是消費慾望，而是大眾的消費能力。請問：該國發生這樣的變化，主要是下列哪些因

素促成？ 
 (A)莊園制度盛行，各地莊園自給自足 (B)工業革命後，生產力的大幅提高 
 (C)婦女運動後，讓婦女擁有選舉權 (D)海外拓殖後，貿易事業帶來利潤 
 (E)義務教育後，國民教育程度提高 
32. 有一學者提到：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史坦利（Henry Stanley）「他們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旅行在
經濟上所產生的意義」。另一位法國主教說到：「如果人們真的能夠打開阻擋福音傳播的障礙，那將會使歐洲

的商業蒙上榮光。」綜合兩者的說法，顯示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者的特色有哪些？ 
 (A)向外宣揚基督教信仰  (B)取得觀光的據點 
 (C)獲取龐大的商業利益  (D)提倡社會主義的理念 
 (E)擴展海外商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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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者總結 19∼20世紀歐洲某些思想學說時，指出：哥德、尼采站在理性主義的對立面，從外部對理性的基
本信念提出批判；馬克思的擁護者認為資本主義作為經濟理性的典型形式，是建立在剝奪而不是正義的基礎

上；傅柯主張人世間並無普遍的真理與普遍的理性存在，有的只是權力與被權力操縱的論述。請問：對於上

述見解的解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這些學者均指出理性思維的侷限 
 (B)這些學者均肯定上帝創世的偉大 
 (C)這些學者均肯定有客觀真理的存在 
 (D)哥德、尼采均強調尋找人類的真實自我，反思理智的規範 
 (E)馬克思、傅柯均以經濟的角度，批判資本主義的發展 
34. 西元 13世紀時，由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不斷向外傳教，使某些地區的城市出現基督教堂、與伊斯蘭教清真
寺並存的現象。請問：下列哪些城市可能存在上述現象？ 

 (A)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堡  (B)埃及的開羅 
 (C)西亞的耶路撒冷  (D)菲律賓的馬尼拉 
 (E)中國的泉州。 
35. 遺物或遺跡往往成為兩地曾有貿易的有力證據，下列哪些事例最足以說明？ 
 (A)在印度河流域發現兩河流域的圓筒印章，顯示兩地可能有貿易活動 
 (B)臺灣十三行遺址出土宋元的銅錢，顯示臺灣與中國可能有商業往來 
 (C)北京現保存有清真寺的建築，說明唐朝與阿拉伯帝國有貿易往來 
 (D)在今東非外海的島嶼上發現宋至明初的瓷器，顯示兩地可能有貿易活動 
 (E)在中國殷墟發現新疆的玉、東海的貝，顯示商代與周遭民族有貿易往來 
36. 以下兩段資料為臺灣總督府公布的規則，請根據這些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1902年，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蔗糖獎勵規則」，對總督府認可的製糖公司發給獎勵金。 
 資料二：1905年，臺灣總督府公布「製糖廠取締規則」，規定未經總督府許可，不得設立新式糖廠，而蔗農

生產的甘蔗不得搬出其他地區。 
 關於上述資料的解讀，下列何者正確？ 
 (A)臺灣資本家因蔗糖事業崛起 (B)臺灣蔗農的血淚成就日本資本家 
 (C)總督府鼓勵蔗農種植和設立工廠 (D)總督府始終保護蔗農的生計 
 (E)以獎勵蔗糖事業拉攏臺灣資本家 
37. 中國歷史上，農民多數是佃農或僅有小塊耕地的自耕農，他們除了養活家人之外，還必須負擔政府的稅收、
力役等。豐收還可勉強過活，若是遇上天災，常常就被迫走向掠奪一途，有學者將這一類農民的集體掠奪稱

為「農民起義」。請問：以下哪些歷史上的事件，在性質上是屬於「農民起義」？ 
 (A)東漢末的「黃巾之亂」 (B)唐代的「黃巢之亂」 
 (C)唐代的「安史之亂」  (D)明末的「流寇」 
 (E)清初的「三藩之亂」 
38. 伏爾泰曾寫信給他的反對者說：「你所說的，我連一個字都不同意，但是，我願意為了維護你說這話的權利
而奮鬥到底。」這段話反映出怎樣的時代價值觀？ 

 (A)理性思考，尊重個人權利 (B)服從權威，推崇專制 
 (C)言論管制，人民不敢批判 (D)信仰上帝，服務教會 
 (E)強調寬容，尊重言論自由 
39. 東亞文化圈是指東亞地區在中國文化影響下所出現的文化共相。請問：以下哪些是東亞地區的文化共相？ 
 (A)漢字 (B)儒學 (C)律令體系 (D)曆算陰陽 (E)中國化佛教 
40 西元 1799年，拿破崙遠征埃及時，他的部下在尼羅河口的羅塞達（Rosette）發現一塊黑色石碑，上面似乎
刻有三種不同的文字。後經研究為西元前 196年埃及托勒密五世所頒布的詔書，內容包括赦免人民的債務與
稅務，賜給神廟金錢，碑文以象形文、埃及俗體文字和希臘文書寫。請問：對於這樣遺物的正確理解為何？ 

 (A)上面刻有希臘文是因為當時屬希臘化世界 
 (B)從「賜給神廟金錢」的內容顯示宗教信仰的重要 
 (C)從遺留的文字記載可以瞭解古埃及人的生活大概 
 (D)這是新王國法老為宣示政權的石碑 
 (E)透過文字的比對可解讀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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