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 27 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中外歷史科試題 
壹、單選題：（一）共三十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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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篇文章記載：「在陳季同及丘逢甲等人的領導下，士紳發表了《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5 月 25 日，由地方代

表、進士、舉人、士紳所組成的隊伍，從艋舺出發走到巡撫衙門，□穿著清朝的官服出門迎接，向北京方向拜了九

拜才接受印信，民眾歡聲雷動，□卻放聲大哭進入官署，結束了一場氣氛怪異的開國典禮。」試問：文中□是指何

人？ (A)鄭成功 (B)劉銘傳 (C)唐景崧 (D)沈葆楨 。 
2. 康熙 22 年九月戊寅（初十日），上諭吏、兵二部曰：「向來海寇竄踞臺灣，出沒島嶼，窺伺內地，擾害生民。雖屢

經剿撫，餘孽猶存…。特簡□為福建水師提督，整兵征進。…克取要地，立奏膚功。」遂訓練水師，整頓戰艦，

直抵澎湖，鏖戰力攻大敗賊眾。試問文中□是指何人？ (A)鄭芝龍 (B)鄭成功 (C)沈葆楨 (D)施琅 。 
3. 所謂「天子近臣，代起執政，品位既高，退居閒曹」，意指皇帝身邊的人容易得權，進而奪取外廷大臣的權力。

以上敘述最適於說明中國哪一種官制的演變？ (A)從封建制→郡縣制 (B)從三公制→三省制 (C)從三省制→中

書一省制 (D)從明清內閣制→責任內閣制 。 
4. 據《水東日記摘抄》記載：有一明朝官員錢宰，夜間在家中書齋內無意間吟詩：“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見尚嫌

遲。何時得遂田園樂，睡到人間飯熟時。＂翌日上朝後，皇帝（朱元璋）就對他說：「錢宰昨夜吟的好詩啊，不過

朕並未“嫌＂啊，改為“憂＂字如何？」錢宰聽後嚇得一身冷汗。根據上述，令錢宰嚇得一身冷汗其最關鍵的原因

為何？ (A)明太祖重視八股取士，恐影響仕途 (B)貪圖安逸的心聲不符明太祖的期許 (C)明太祖設立錦衣衛，

令人感到恐怖 (D)明太祖喜凌辱朝臣，擔心遭到廷杖 。 
5. 西元 1934 年 6 月，美國宣布「白銀法案」，此法案造成國際白銀價格大漲，並收購國際白銀。試問：國民政府對此

法案產生的影響如何因應？ (A)宣布實施「廢兩改元」政策 (B)推出「法幣政策」 (C)宣布廢除「釐金」 

(D)發行「金圓券」 。 
6. 英國早在 17 世紀即設立東印度公司，壟斷英國對中國的貿易，到了 1830 年代卻取消該公司的特權，改派商務監督

負責中英貿易。下列有關這項改變的背景或意義，何者敘述正確？ (A)這項改變使中英之間的貿易衝突日趨緩和 

(B)這項改變強化兩國的貿易衝突，導致英法聯軍的發生 (C)當時重商主義盛行，英國欲以國家力量主宰中英貿易 

(D)當時自由經濟思想盛行，英國乃順應工業革命後的新局勢 。 
7. 菸草係原產於拉丁美洲之經濟作物，張三係清初農業經營有成的莊稼漢，他想種植菸草，試問他可從哪一本農書中

獲得相關的知識？ (A)宋應星的《天工開物》 (B)王禎的《農書》 (C)徐光啟的《農政全書》 (D)賈思勰的《齊

民要術》 。 
8. 某一朝代的兵制是：「分出在籍的軍戶，……一軍戶的正丁操練，餘可在屯田中耕種，每一軍人發給田五十畝，及

所需耕田農具，使軍戶自給自足，不用國家養兵之費用。……如有戰事，則由兵部選派大將擔任統帥；戰爭結束，

兵返駐地，將歸於朝。」這是哪一朝代的兵制？ (A)漢代南北軍 (B)北周府兵 (C)唐代府兵 (D)明代衛所兵 。 
9. 十九世紀中葉克里米亞戰爭結束後，和會在巴黎揭幕，當時流亡英國的梅特涅對這次和會不禁喟然而嘆說：「外交

人才凋零殆盡，今日歐洲僅有一位外交家，所不幸者他是我的敵人，那人就是加富爾。」由上述資料可以看出何項

史實？ (A)克里米亞戰爭是奧義對立的戰爭 (B)梅特涅與加富爾之間代表著君主專制與民主共和的衝突 (C)加富

爾透過和會聯合法國，尋求義大利統一；突破了「弱國無外交」之說 (D)代表歐洲保守主義的梅特涅因加富爾的

崛起而垮台 。 
10. 王小明今年（2008）的暑假作業中，老師規定要參觀國立歷史博物館的年度大展─「驚艷米勒」，特別是最為耀眼

的《晚禱》和《拾穗》。另外再到臺北故宮博物院去認識畢沙羅的畫，畢沙羅是某一畫派的開路先鋒。試問王小明

參觀後，了解米勒和畢沙羅的畫分別代表哪兩個畫派？ (A)寫實主義、古典主義 (B)自然主義、超現實主義 

(C)印象畫派、抽象主義畫派 (D)寫實主義、印象畫派 。 
11. 資料一：「子孫才份有限，然不可不使讀書，若能布衣屨以事農圃，足跡不至城市，大是佳事；切不可迫於衣食，

為市井小人，誡之。」 
 資料二：「士病不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高官），如俯拾地芥耳（很容易)，經學不明，不如歸耕」。 
 資料三：社會上「大抵商賈居首，其次猶肯力農，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令讀書。」 
 若依以上三段資料的朝代先後排列之，其順序應為何？ 

(A)資料二→資料一→資料三 (B)資料二→資料三→資料一 (C)資料三→資料二→資料一 (D)資料一→資料三→

資料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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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圖是中國歷代家庭平均人口數曲線圖。圖中西元 1000～1200 年的法律戶口數，平均每戶不到二人，但根據宋史

記載，宋朝宗族同居共灶的情形十分普遍，因此法律戶口數與事實戶口數有明顯差異。試問：造成法律戶口數呈小

家庭結構的主要原因為何？ (A)法令規定 (B)賦稅制度 (C)理學盛行 (D)天災人禍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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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4 題為題組】： 
資料一：《資治通鑑》卷二二四 
    「□自乾元以來，歲求和市，每一馬易四十縑，馬動至數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不能盡其

數，□待遣、繼至者常不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 
資料二：《新唐書》卷二一七 
    784 年，德宗以第八女咸安公主嫁給□可汗，可汗上書德宗表示：「昔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若患西戎，

子請以兵除之。」 
13. 上述兩段資料中的□是同一邊族，試問：它指的是哪一邊族？ (A)回紇 (B)吐蕃 (C)突厥 (D)大食 。 
14. 承上題：資料二中「陛下若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所謂「以兵除之」意指願協助唐室對付那一邊患？ (A)突厥 

(B)吐蕃 (C)回紇 (D)大食 。 
15. 據史書記載，明洪武十七年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內，內外諸司送到皇宮的奏章，共 1160 件，這些奏章有

的講一件事，有的講兩三件事，共計 3201 件事，皇帝平均一天要處理 400 件事，請針對此一現象做出合理的解釋： 

 (A)明太祖兼具賢君與暴君的雙重性格，他事必躬親而日理萬機，正是賢君的一面 (B)明太祖可謂咎由自取，因他

廢了尚書省，由皇帝本人直接統轄六部所致 (C)明太祖後來請宦官協助閱讀奏章並賦予票擬之權，以減輕負擔 

(D)明朝內閣制度因此逐漸形成，大學士成了皇帝的得力助手，但權力大不如宰相 。 
＊【第 16－17 題為題組】： 
16. 西元 1938 年 9 月底，在一場國際會議結束後，英國首相回到倫敦發表談話說：「我從德國帶回和平與榮譽，在我們

的時代沒有戰爭。」但有人認為「這不是戰爭的結束，而是戰爭的開端。」試問文中自認為載譽歸來的首相是誰？ 

(A)勞合喬治 (B)張伯倫 (C)邱吉爾 (D)艾德禮 。 
17. 承上題：英國首相發表談話說：「我從德國帶回和平與榮譽，在我們的時代沒有戰爭。」請問首相的意思為何？ 
 (A)在慕尼黑會議中，英法對德國採「綏靖政策」，可以遏止希特勒向外侵略的野心 (B)在柏林會議中，俾斯麥充當

和事佬，化解了俄土戰後歐洲的緊張關係 (C)在波茨坦會議中，美英蘇決議要求日本無條件投降，世界即將恢復

和平 (D)在雅爾達會議中，俄國同意加入亞洲戰場，可望早日促成大戰結束，帶來和平 。 
18. 下列有三段史料記載，請從其中判讀或印證出一個正確的敘述： 
 【資料一】：群臣朝見，宰相有坐位，並由皇帝賜茶，連小官見皇帝都是坐著 
 【資料二】：宰相上朝，在皇帝面前無處坐，立而奏事 
 【資料三】：宰相上朝得跪著說話 
 
 
 
 
 
 
 
 (A)秦始皇是中國歷史上最專制的皇帝，故資料三應是描述當時的情形 (B)這三段資料足以印證中國歷史上朝代愈

前，君權愈大 (C)這三段資料足以說明「道統與政統」的消長關係 (D)這三段資料若依其朝代先後應是資料一→

資料二→資料三 。 
19. 二十世紀有一位政治人物說：「我寧願投身於大海中，也不會把改革的船帆降下，我也許會被自己倡言的『新思維』、

『公開性』、『多黨制』或『市場經濟』所壓垮，但……我堅定不移地走向這條險境環生之路」。上面這段話最有可

能是哪一位的名言？ (A)鄧小平 (B)列寧 (C)戈巴契夫 (D)雷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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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三國時代孫權送了一隻大象給曹操，屬下大臣無人想出辦法秤出大象重量，只有智商極高的神童曹沖（曹操之子）
想出辦法，他把大象放在船上，在船身刻上記號，再分別用石塊放在船上，然後分秤石塊就得知大象的重量了。
試問：這方法與西方哪一科學家所發明的定律相近？ (A)亞里斯多德 (B)托勒密 (C)歐幾里德 (D)阿基米德 。 

21.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批判宗教與專制，教會氣憤下把他們的狗呼作“康德＂，以示洩憤，而叔本
華認為普王腓特烈大帝（Frederick II）的功德不小，因為在他統治下，康德才能夠發展他自己，而且敢印行他的純
粹理性批判。如果換一個統治者，凡是要拿公家薪水的教授，大概都不敢做這事情。後來新王繼位，康德便被迫同
意不再繼續著作。試問：普王腓特烈大帝能忍受康德的作為，有何時代背景？ (A)康德在大學任教深受學生愛戴，
若不容忍康德恐引起學潮 (B)歐洲正值君主專制最高峰的時期，教會與國君具無上權威，腓特烈大帝的作為是大
環境下的例外 (C)歐洲正值啟蒙時期，部分君主落實理性主義者倡導的人道主義與寬容 (D)歐洲正盛行民主政
治，腓特烈大帝的作為是民主的風範 。 

22. 西元 1941 年 12 月珍珠港事變爆發後，美日兩方都透過媒體迅速傳播此重大訊息，試問當時透過何種媒體才能最快
速讓社會大眾得知？ (A)報紙的號外 (B)廣播 (C)電視 (D)電腦網路 。 

23. 起源於美國速食界的麥當勞和西部開拓時盛行的牛仔褲，現在皆通行全球。但是臺灣的麥當勞推出米漢堡、猪肉堡，
市售牛仔褲也常有繡花邊；而泰國的麥當勞叔叔塑像則呈雙手合掌的造型，這種產品或扮相的意義何在？ (A)將
產品「地方化」是為了更便於「全球化」 (B)將產品「地方化」是為了減緩「全球化」 (C)將產品「地方化」是
為了保存各國的地方文化 (D)將產品「地方化」代表現今「地方化」勝過了「全球化」 。 

24. 盧梭晚年在他的自傳《懺悔錄》中，有一段對他在中年之後告別巴黎到鄉村居住的描述。他興奮的說：「我的願望
終於實現了。」又說：「我變得和從前完全不一樣，朋友們都不認得我，當我告別巴黎這個污濁的城市和那些粗鄙
的小人時，心中只有憐憫而無仇恨。」試問：盧梭的願望應該是指下列何種生活？ (A)希望一個人獨居，過理性
而簡單的生活 (B)希望過一種有自己情感的自然生活 (C)希望過一個不受專制政體束縛的生活 (D)希望過一種
沒有仇恨的生活 。 

25. 有一本 1994 年出版的《鐘型曲線》一書，認為黑人的智商比白人和亞裔少 15 分，所以他們的犯罪率、未婚懷孕率
和貧窮比率居高不下，故應刪除社會福利與救濟計畫，以免助長黑人的不良行為，這種言論與下列何人的思想最為
接近？ (A)史賓塞 (B)史賓格勒 (C)亞當斯密 (D)達爾文 。 

26. 下表是美國在四個不同年代中棉花的產量，試問：影響棉花產量變化的最重要因素為何？ 

年代 1790 1810 1830 1860 

產量(包) 3,000 178,000 733,000 4,500,000 

 (A)南北戰爭前，棉田主人對黑奴不人道的奴役，導致產量大增 (B)美國完成橫貫東西的四大鐵路交通網，運輸方
便 (C)明朝中葉後，中國江南地區專業市鎮形成，使美國棉花市場供不應求 (D)配合英國工業革命的需求 。 

27. 西元 1862 年，在倫敦舉行的國際博覽會的某次宴會上，有一人對英國保守黨領袖迪斯雷里說：「我很快就將擔任政

府要職了，…一支令人敬畏的軍隊一旦組成，或將抓住最好的藉口對奧宣戰，解散日耳曼議會，壓服小邦，就可實
現統一的願望。」迪斯雷里聽了這番話之後，就對別人說：「注意此人！他會說到做到。」試問：「此人」與下列哪
一敘述中的人為同一人？ (A)他曾創立「青年義大利黨」，喚起義人的民族意識 (B)他曾率領「紅衫軍」攻下兩西
西里王國後，功成身退 (C)他提出「大海軍主義」和「世界政策」，使英國深感威脅 (D)他以靈活務實的外交手腕，
影響了十九世紀後期的歐洲局勢 。 

28. 資料一：「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類，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禮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人撫養無異。」（朱元璋北伐
檄文） 

 資料二：「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為婚姻，不許本類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女入官為奴。」（明律） 
對於以上這兩段史料，我們應如何正確解讀？ 

 (A)明朝規定華夏民族必須與胡人為婚，不許漢族自相嫁娶，以加速民族融合。 (B)明朝仍仿元朝種族歧視政策，
規定不許胡漢通婚，違者受罰。 (C)朱元璋即位前主張華夷一家，即位後則有夷夏之防。 (D)從資料二可以得知
明朝採華夷一家的種族政策，無夷夏之防。 

29. 第十一世紀時，有一歐洲商隊停泊在一處港口，這裡是當時的政治與商業中心，人口數十萬。他們將商品賣出後，

換來一種稱為「諾米士馬」（Nomisma）的金幣，此金幣是當地政府所發行，在地中海一帶和近東的國際市場上信
用非凡，直到十一世紀末幾乎不曾貶值。試問：這一商隊停泊的港口為何？ (A)威尼斯 (B)羅馬 (C)君士坦丁堡 
(D)亞歷山卓 。 

30. 有一段資料記載：「『他們』的建築工程和交通公路，在古代世界享有盛名。『他們』用石頭蓋成廟宇和房屋，沒有

使用任何黏著劑，石塊間的接縫卻十分嚴密。……『他們』修建北到哥倫比亞，南到智利的公路網，並在一定的驛
站、險要地建古堡、烽火臺等。」請問：『他們』是指誰？ (A)印加人 (B)馬雅人 (C)阿茲提克人 (D)葡萄牙人 。 

貳、多重選擇題：（一）共十題，題號自第 31 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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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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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晉室南渡，戶調制度大壞，田租漸次增加，中原百姓南奔者謂之『僑人』，不在所僑居郡縣編籍，當時視為『浮
浪人』，自不負擔課役。以後僑人陸續增多，至晉哀帝興寧二年桓溫當國和晉末劉裕主政時，大舉檢閱戶口，令改
注所在地的籍貫，以確定其課役，謂之土斷。」試依上文關於東晉末年實施土斷的敘述，判斷下列各選項何者正確？ 
(A)實施土斷之初意在於確定自北方南遷僑民的稅役 (B)所謂「土斷」即是以土地來限制戶籍 (C)若來自洛陽的
人，則不再以洛陽為其籍貫 (D)施行結果使南人與北人的隔閡漸消於無形 (E)實施後消弭了種族歧視，促進胡漢
融合 。 

32. 若將「二次革命」與「護國軍起義」做一比較，下述何者正確？ (A)前者在民國二年，後者起於民國六年 (B)前
者發生在國民黨時期，後者則在中華革命黨時期 (C)前者李烈鈞起於江西，後者李烈鈞入滇相助 (D)兩者皆起義
失敗 (E)起義原因：前者反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後者反段祺瑞之違法亂紀。 

33. 下表為上海人口數量統計表，下列是針對此表做的分析，哪些是合理的？ 
 

年代 1840 1880 1914 1937 1942 1945 

人口（萬） 50 100 200 391 400 337 
 

年產量

 
 (A)在 1942 年以前，上海人口激增與它列為通商口岸有密切的關係 (B)上海增加的人口中，有很多是外國人，因此

有「東方巴黎」、「冒險家樂園」、「十里洋場」之稱 (C)人口增加的另一原因也與租界的開闢擴大，附近鄉民湧入
有關 (D)上海人口的自然增加率遠高於全國其它城市 (E)1942～1945 年人口不增反減是受到戰爭的影響 。 

34. 下圖為臺灣稻米的年產量和年出口量圖。圖中在 1920～1930 年的年產量和出口量均大增，請問其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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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當時正處於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政策下 (B)當時正處於工業臺灣、農業南洋政策下 (C)臺灣經濟與大陸之間

呈區域分工，臺灣米糧大量輸往大陸內地以交換民生日用品 (D)因蓬萊米研發成功，頗受日本歡迎，導致臺米大
量輸日 (E)此時日本興修水利，增加了耕地面積 。 

35. 二十世紀初期，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結合了哪幾種制度鞏固臺灣的殖民統治？ (A)新式警察制度 (B)保甲制度 
(C)戶口調查制度 (D)經濟制度 (E)教育制度 。 

36. 在下列各項敘述中，哪些敘述是具有民族意識的言論？ (A)《最後一課》小說中，教師上台說：「今天是最後一次
上法文課，法文是世界上最清晰、最美、最合邏輯的文字，法蘭西萬歲」 (B)唐太宗說：「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
朕獨愛之如一」 (C)費希特《告德意志國民書》中說：「德意志民族是永恆精神的化身，德國將繼法國成為歷史的
中心，猶如太陽是宇宙的中心」 (D)以色列人自稱為「上帝的選民」，巴力斯坦則是上帝的應許之地 (E)上古時代
希臘人稱非希臘人為「巴爾巴爾」（Barbarian） 。 

37. 歐洲曾流行一句俗話說：「法國領有陸地，英國領有海洋，而德意志領有天上的浮雲」。這句話的意思是：日耳曼人
活在哲學和詩歌音樂的世界裡，是一個不重實際的民族。然而德皇威廉二世即位後，其外長皮洛夫公然宣稱：「讓
別的民族去分割大陸和海洋，而我們只留下一文不值的天空，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了，我們也要一塊陽光下的地盤。」
試問：下列何者可以印證皮洛夫的言論？ (A)1935 年入侵衣索比亞 (B)支持奧匈帝國向巴爾幹半島發展 (C)以
「大海軍主義」和「世界政策」為國策 (D)第二次大戰前夕併吞奧國與捷克 (E)向中國要求山東為其勢力範圍 。 

38. 中古前期西歐正當「黑暗時代」時，當時世界上有哪些文明正值其文明的全盛期？ (A)馬雅文明 (B)隋唐文明 
(C)拜占庭文明 (D)阿拉伯文明 (E)土耳其文明 。 

39. 法國大革命時期，有一位掌權者認為：「每一個公民都要接受『公共意志』的統治，而『公共意志』是絕對的、不
可分割的，其具體形式是法律，政府是公共意志的執行者，有權迫使公民守法。」又說：「……革命時期的政府，
其基礎應該同時具『恐怖與美德』。因為對敵人寬大，就是對自己殘忍；對陰謀反抗共和的人寬大，就是對愛國者
殘忍……所以他堅持將『內奸』視為『外敵』，予以無情的打擊。」試問以下與此相關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這
位掌權者為拿破崙 (B)這位掌權者為羅伯斯比 (C)此政局發生在大革命的國民會議時期 (D)才華出眾的羅蘭夫
人即為此政權下的犧牲者 (E)這位掌權者設立「公安委員會」，執行「恐怖統治」 。  

40. 十九世紀以來，選舉漸漸成為民主國家的重要制度，但也經常被野心政客所利用。下列哪些人物是透過選舉制度成
為領袖？ (A)德國的希特勒 (B)義大利的墨索里尼 (C)古巴的卡斯楚 (D)法國的路易拿破崙 (E)俄國的史達
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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