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三十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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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錯者不倒扣。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２Ｂ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1. 清領初期臺灣的某商業組織，他們大都是從事遠程或批發貿易的同業

公會，其名稱由來，學者認為可能是他們貿易地點多非在城鎮，故以

交易地為名。另也有認為其名稱應該跟台灣的大宗交易買賣名稱有

關。請問上述組織是指何者? (A) 會館(B) 行郊 (C) 船頭 (D)買辦 

2. 在連橫所著的《台灣通史》中，記載著吳沙說：「我奉官府的命令來，

並為了你們番人的安全著想，並不是貪圖你們的土地。而且我們來這

裡開墾駐紮軍隊，也是為了保護你們的性命。」請問應如何解讀上述

資料?（A）連橫為專業史家，內容十分詳實客觀（B）上述吳沙的事蹟，

應發生在康熙年間（C）此文句充滿漢人本位觀點，不可盡信（D）吳

沙和平開發宜蘭地區，不應有軍隊 

3. 「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媽媽，孵育出羅斯福與史達林兩個小孩。」上

述言論出自經濟學者之口，其主要指20世紀初期何種生產方式與經濟

政策的出現？(A)自由經濟(B)統制經濟(C)依賴經濟(D)殖民經濟 

4. 「米糖相剋具有社會結構上的意義，因為新式製糖廠幾乎全數控制在

三菱與三井等資本家手裡，而稻作主要還是由臺灣的地主階級及土壟

間擁有，所以 1920 年代臺灣農民運動幾乎全數對準糖產部門。」請問

上述資料所指社會結構上的問題為何?（A）城鄉不同區域的地主衝突

（B）台日經濟領袖的利益矛盾（C）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D）

買辦與郊商的商貿競爭 

5. 「12 月 8 日黎明，偷襲者出動飛機約 360 架、軍艦 55 艘，共擊傷軍

艦 19艘、飛機 200 餘架。且分兵數路進攻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

印度尼西亞和緬甸。只用 3 個月時間就摧毀並佔領上述地區，並進攻

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一些戰略島嶼，如關島、俾斯麥群島等地。」請

問上述戰役的影響為何？（A）開啟同盟國與協約國對抗(B)造成冷戰

的開始(C)促成漫長越戰的發展(D)讓歐洲與亞洲戰場合流 

6. 「眾多的男女被迫離開家庭，在貧困與腐臭中結束生命，但即使目睹

人類親手所創造的最悲慘的世界景象，仍有人繼續發表這種樂觀言

論：『先生啊，看看巨大的齒輪吧！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閱讀

上述 19 世紀的資料，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許多人結束生命

是指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恐怖統治慘狀（B）悲慘世界指排猶風氣下所造

成的集中營屠殺（C）出現樂觀言論是因相信科學會帶來進步（D）整

段資料主要表現出對共產主義崛起的厭惡 

7. 原本實施「夫婦並作」的江南地區，紡織僅是農作生產的副業，但隨

著農夫漸退出棉紡織業，農婦退出農作，竟出現「男耕女織 」的普遍

生產模式。請問促成此歷史現象的原因為何? （A）女權高張且兩性平



等意識抬頭 （B）商品經濟發達且民生消費頻繁 （C）科技進步所帶

動鋼鐵工業革命 （D）引進外來作物所造成農產過剩  

8. 「教皇為解決歐洲內部的經常內鬥，加上呼應東方羅馬皇帝的請求，

為早日實現歐洲內部和平的到來，因此當此事件發生之時，即提出為

基督教世界贏回榮耀的美夢，並宣告羅馬基督教世界和平即將到來，

在號召此事件的同時，教皇亦獲得前所未有的殊榮。」請問，文中所

指的是哪一歷史事件的發生？(A)十字軍東征(B)確立教宗選舉制(C)

黑死病流行(D)宗教戰爭。 

9. 「唐朝實行關中本位政策，集中全國三分之一的軍府於關中，宋朝鑑

於唐季、五代的藩鎮割據，集中全國精兵於禁軍，禁軍形成宋代皇權

的重要保障。明朝則將最重要精銳兵馬佈置於京師附近，且足以制衡

各地的外衛及邊兵。」請問上述資料主要描述哪一歷史現象的發展? 

（A） 地方軍事勢力的壯大（B）南方經濟優勢的形成 

（B） 重武輕文國策的確立（D）中央集權趨勢的強化 

10. 「南宋時期袁氏父子相繼中第，任地方長官或中央中級官職，從事土

地投資，且富有文名，結交知名士人，加上與丞相締姻，社會地位顯

著提高，已然列名四明地區重要人物。」請問上述資料主要描述哪一

階層的興起?（A）宗族（B）士族（C）商幫（D）軍閥 

11. 「傳說於西元 1347 年，義大利人到中亞經商，回航時，無意間的錯誤，

竟把歐洲帶向致命的危機，在失控的蔓延下，短短 5 年期間，殺死三

分之一、約 3000 萬的歐洲人，且危害歐洲長達 400 年之久。」請問上

述致命的災難應是指何者？(A)愛滋病(B)黑死病(C)霍亂(D)天花 

12. 「傳統中國文化的尊卑觀念與性別政治有密切相關，其中甲現象的出

現乃隨著君主統治而日益強化、加重，早在戰國時期，乙便提出了『臣

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丙理論。待秦統一中國後，竭力提倡『男

女禮順，慎遵職事』的社會秩序。而西漢繼承秦制，重要思想家丁也

極力鼓吹『夫為陽，妻為陰』的主流理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

甲：左尊右卑 (B)乙：儒家 (C)丙：三不朽(D)丁：董仲舒 

13. 德川家康延續豐臣秀吉的擴張政策，在17世紀初多次派船到臺、澎地

區，偵察海灣港口、調查物產資源，甚至招諭臺灣住民向日本納貢。

也曾給予政府核准的公文派令，要求富商積極徵集人員和船隻，前往

臺灣經略。 請問上述所提到的『公文派令』應是指何者? (A) 外出單

(B) 朱印狀 (C)渡臺禁令(D) 准墾照令 

資料一:皇帝給傳教士留下令人喜愛的形象，耶穌會士白晉兩次受到接

見，並且陪伴南巡，使他以後有機會向皇帝介紹歐洲的科學和醫學，對皇

帝有深切的瞭解。後來白晉寫皇帝的傳記，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 

資料二:傳教士們把中國的真實情況介紹給歐洲，使歐洲人對中國有了前

所未有的認識。在歐洲人心目中，中國是一個當時世界上最遼闊、最富饒，

管理最完善，發展水準最高的國家。 

14. 請問如何正確解讀上述資料內容? 

（A） 作者充滿民族自尊心，刻意美化中國皇帝影響力 



（B） 當時中國皇帝開明專制形象，深符外國君主欣賞 

（C） 中國皇帝因接受傳教士禁拜偶像建議，故受讚揚 

（D） 西方為能開口通商，多對中國皇帝加以溢美虛構 

15. 這個帝國以 12 年的時間，征服歐、亞、非三大陸。之後開闢無數條世

界公路，視各民族文化程度的差異，來施以因地制宜的教育，並建立

了 70多個國際都城，這些都城就是執行政治制度發號施令的中心地。

請問上述資料所指為何?(A)上古埃及的新王國時期(B)古波斯歐亞非

帝國時期(C) 亞歷山大的希臘化時期(D) 伊斯蘭教對外擴張時期 

16. 「官僚制度的運作，使得官人多有雙家的現象，即在故鄉與大城市皆

置家，由於取士制度，已有較客觀標準，自某個時期起，雙家制度逐

漸的消失。出現大量的移居兩京，放棄他們鄉里的基業，而以官為家，

甚至產生無家可歸的現象。根據你的歷史知識，上述所謂「自某個時

期起」最可能是指何時期?（A）戰國（B）西漢（C）隋唐（D）元朝 

17. 「他們多致力於辦學，並相信《聖經》的權威在教皇之上，只有上帝

才能赦罪，人只能靠信心，通過與上帝直接交往而得救。多認為當時

基督教的世俗化與經院哲學的煩瑣爭論，都背離基督教的原始教義，

其思想透過當時技術改革而更加普遍，甚至最終引發國際間的戰爭。」

上述引文主要指近代歐洲的重要改革，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其提高教會組織的地位(B)技術改良指活字版印刷 

(B) 指法國啟蒙運動的發展(D)指天主教耶穌會的成就 

18. 「街上到處都貼上了『慶祝光復』等標語，也響出鞭炮聲音。本地居

民也逐漸對我們露出敵意，有時候會被跟蹤，甚至被埋伏投石，盡速

離開已成為我們內心最大的盼望。不久，中國軍隊進駐台灣。然進入

街上的軍隊官兵服裝不整齊，用扁擔背起大鍋，也有人背包上插著一

把紙傘，因此迎接民眾的表情也變得複雜。」請問上述資料最可能描

寫何時的情景?(A) 1895 年(B)1918 年(C)1945年 (D)1990 年 

19. 「國家統合了國民的各種權利與忠誠，任何事物均不得超越國家之

上，且國家是人類社會演進的最高形式。國家有其本身的生命與靈魂，

這和個人的生命與靈魂是分開的。國家的主權是絕對的。國民並無權

利而僅有責任，國家所需要的並不是自由，而是工作、秩序與繁榮，

而自由是業已過時的一具腐爛的死屍。」請問上述引文應是指哪一種

學說？（A）法西斯主義（B）費邊社會主義（C）自由主義（D）烏托

邦社會主義 

20. 民國初年史學家陳寅恪曾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東濱海地區士族受

到當時流行的宗教思想影響，地方士族可以違背重視家諱的命名禮

法，家族成員名字不但不避諱重複出現「之」等字，且出現父子同時

出現的現象，主要是因為「之」代表宗教信仰，其亦帶動書法藝術的

發展。請問當時士族主要是受哪一宗教影響？(A)佛教(B)道教(C)天理

教(D)基督教 



21. 「至 11 世紀時，中國歷史發展出現明顯地不平衡現象，此種發展，更

促成往後中國朝廷為保障士人登科的機會，依地區不同，設置不同試

卷的政策，此政策出現更顯示此趨勢已無可避免。」請問上述資料所

指的趨勢為何? 

（A） 沿海對外貿易成為經濟重心 

（B） 關中地區政治形勢更趨重要 

（C） 外族統治成為歷史發展常態 

（D） 南方崛起形勢已是不可避免 

22. 「當時蘇州印書質量位居全國前茅，一些著名的木刻師父匯聚當地書

舖。福建是當時商業性書籍出版中心，大量刊行小說、戲本、民間手

冊，其規模遠超過其他地區。從當時工具書、實用手冊、大眾讀本廣

泛流行的趨勢中，業已找到日後考據學和實學發展的源泉。」請問，

上述言論是在指哪一時期中國社會的文化現象？(A)唐初 (B)宋初 (C)

明末 (D)清末。 

23. 一齣歷史劇名為「凡爾賽宮的盛宴」，劇中出現兩位滿臉橫肉的政治人

物一同舉杯慶祝，並高聲對另一位神情落寞的代表叫囂著：「上帝也不

過十誡，你憑什麼提出十四條！」請問上述歷史劇主要是在諷刺何者？

（A）一次世界大戰（B）法西斯政權（C）普法戰爭（D）巴黎和會 

24. 「保衛大臺灣！保衛大臺灣！保衛民族復興的聖地，保衛人民至上的

樂園。萬眾一心，節約生產，支援前線！打倒蘇聯強盜！消滅共匪漢

奸！我們已無處後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波浪滔天，海濤驚險！

大海是敵人送死的墳墓，金、澎、舟山是我們海上的鋼拳！」上述歌

詞曾在台灣透過電臺播送傳遍大街小巷，幾乎人人都會哼上一段。請

問下列解讀何者正確? 

(A) 此歌詞描述韓戰爆發前台灣政局 

(B) 此歌詞是二二八事件的台民心聲 

(C) 此歌詞充滿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色 

(D) 此歌詞始流行於解除戒嚴後時期 

25. 清領初期每隔三年，則將從大陸福建、廣東、江西等地抽任兵員赴派

臺灣戍防，武職官也相同，輪年調派來台，且其手下並非福建原營的

士兵；這定期調換有兩種意思，一為換班，將兵丁分起調換，兩年換

完，而第三年休息。二為班兵在臺三年，俸滿必須調回，即使有缺額，

也不准在臺募補。請問上述制度的設置目的為何?(A)表現官方即想放

棄臺灣不想管理(B)顯示清朝治兵有方且有固定規律 (C)充實國家軍

力定期汰換老兵殘丁(D)避免駐臺軍隊不易節制尾大不掉 

26. 清領初期治台地方官會任意苛索與虐待熟番壯役，多將熟番派至生番

出沒地開墾；部分熟番憤起的番亂經官兵平定後，這些熟番的社地慘

遭剷平，大部分的埔地被漢人當作無主荒地占墾，剩餘的棄地則撥給

幫助官兵平亂的熟番。請問上段資料的主要宗旨為何? (A) 熟番是漢

人開墾占地的工具 (B)生番出草是漢人最恐懼的事 (C)清朝治台地方

官多善待熟番 (D)清朝駐台軍隊多由熟番擔任 



27. 「在一場大浩劫後，整個歐洲的歷史喪失了光明，瞬間進入了黑暗。

一直要到我們這個時代，透過模仿與再造，一切才又重回光明之中。」

上述引文出自文藝復興時代人士對於某時代的負面批評，下列相關敘

述何者正確？(A)主要批評希臘化時代(B)大浩劫指羅馬帝國崩潰(C)

主要模仿上古兩河文明(D)光明指宗教革命成功 

28. 皇帝有鑑於前朝亡國之失，不僅罷免中書省，更讓原屬旗下的吏、戶、

禮、兵、刑、工六部的地位提高，上承皇帝之命，分工督理庶務，分

割了昔日宰相的事權。請問上述皇帝最有可能是誰? （A）女真，金世

宗（B）蒙古，忽必烈（C）明朝，朱元璋（D）滿清，康熙帝。 

29. 每一個人都像是一個小宇宙，乃是大宇宙的縮影。全體人類都受到神

明律法的管轄，所以生病與死亡，都只是遵守大自然不變的法則罷了，

因此人必須學習接受自己的命運。沒有任何事物是偶然發生的，每一

件事物的發生都有其必要性。請問上述思想的學派為何? 

(A) 希臘化時期的斯多葛學派 

(B) 中國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 

(C) 20世紀初期的法西斯主義 

(D) 現代西方的存在主義哲學 

30. 某一個時代掌握地方軍政大權的官員聽到《論語》為政篇「吾十有五

而志於學，三十而立」，隔日便對其侍從說：「以前的人，三十歲才

站起來走路呢！」上述現象恰反映當時的時代風氣。請問這位地方官

應是處於何時？（A）西周（B）西漢（C）唐末（D）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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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統中改革，是最安全的政治法則」，上述思想出自 18 世紀末期

英國思想家柏克，認為人應依循社會傳統習慣來引導生活，尤其特別

批判革命所造成的野蠻與獨裁，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他代表著

浪漫主義的看法(B)他主要批判法國大革命(C)他的主張為拿破崙所實

現(D)他是德意志民族主義者（E）維也納會議呼應其觀念。 

32. 「當 19 世紀末自由主義的發展出現困境，『自由須含公義』成為社會

普遍追求的目標，此使自由派人士需思考一個可能，這一可能便是如

何在社會結構的範圍內，把法律上的自由變成實際上的自由。」請問，

上文中主要指何種歷史現象的出現？(A) 社會主義興起(B)中產階級

的出現 (C)勞工意識的崛起 (D)世界和平的提出（E）帝國主義沒落 

資料一: 墾戶向官府申請開墾，多先從同鄉募集龐大資本與勞動力。加上

早期從大陸偷渡來臺的流民大多一貧如洗，多會投靠同祖籍有資金的墾

戶，以獲得種子和墾具；尤其是開墾靠近生番之地需要自衛武力，佃戶藉

此也可獲得權利和生命的保障，此種具有作戰能力的開墾組織甚為普遍。 



資料二:清領時期治臺官員對流民的治安問題，十分頭痛，因無法管理，

都交給墾戶自行負責。所以墾戶可決定佃戶生死，佃戶也奉墾戶為領袖；

兩者關係超出純粹土地的經濟關係，已略具有行政和司法的主從關係。 

33. 根據上述資料，下列何者是清領初期拓墾組織的特色? 

(A) 來臺移民所居住地，常會是同祖籍者共居 

(B) 墾戶多是由官員兼任，故有行政司法大權 

(C) 開墾時若出現糾紛，往往會引發分類械鬥 

(D) 墾戶若要魚肉鄉里，將成聚眾生事的土豪 

   （E）官員與墾戶合作開發，展現積極管理態度 

34. 「先秦時期出現社會流動頻繁現象，受到甲學派所支持尚賢思想的影

響，使得乙階級得到充分發展，促成其黃金時期的來臨。尤其從春秋

末年到戰國時期，出現社會階層迅速流動的現象。戰國末期，丙學派

日漸成為主流，他所支持的丁制度的出現，更使得戊的地位獨尊，而

成為國家的最主要象徵。」關於上述資料的解讀，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甲指墨家 (B)乙指貴族 (C)丙指法家 (D)丁指封建（E）戊指君王 

35. 當民族自決思潮成為世界潮流時，第三國際於 20 世紀初期透過在中國

境內所成立的某ㄧ秘密組織，積極進行社會組織活動，此地下組織以

消滅階級差別與無產階級專政為理想。關於此國際化組織的發展。下

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此組織的興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B) 此一組織後加入中國國民黨以求發展 

(C) 第三國際勢力主要由日本軍閥所控制 

(D) 此秘密組織努力與歐美帝國主義合作 

(E) 此秘密組織終因不受重視而宣告瓦解 

36. 「19世紀中期，海德公園建立起長 1848 英尺、寬 408英尺、高 66英

尺的水晶宮萬國博覽會會場。隔了 8年後，生物學學者達爾文出版『物

種原始』一書，1871 年又發表『人的世系』，具體完成其生物學理論，

也破除以往宗教界的錯誤起源說法。此兩件締造人類史上的重大成

就，於焉完成，更開啟人類未來榮景。」請問如何正確解讀上述言論？

（A）主要稱讚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B）上述成就都因德國民族

統一成功所促成（C）上述言論的作者應是位社會主義者（D）上述言

論非常肯定當時科學的發展(E)上述言論帶有進步史觀思想 

37. 「消滅漢文，是統治者實施愚民與方便同化的工具，此時期漢文的傳

授與研習，遂成民間責任，加上學校不獎勵漢文科，又因教法與環境

受限，所以民間普設的書房，無法成為日常生活上必須的漢文講習所。

有鑑於此，台灣知識界的先覺者，便創漢文刊物來彌補此缺憾，它的

出現正代表這意義。」關於上述言論的歷史情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上述言論應該是出現於清領後期的開港通商 

(B) 作者認為禁學漢文將切斷台民對中國的認同 

(C) 作者主要批評當時執政者所實施的奴化待遇 

(D) 他主張臺灣民眾應要學習日語才能獲得新知 



(E) 上述言論正可作為《台灣民報》的出現背景 

38. 「其用心乃在破毀中國祖先之言，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為無物，

地與五星同為地球，俱由吸力相引，則天尊地卑之說為誣。」上述批

判意見出自 1895 年四川知識份子宋育仁，應如何正確解讀其言論？ 

(A) 他主要因八國聯軍批評清朝政治的腐敗 

(B) 他主要以維護傳統文化作為其立論基礎 

(C) 他應批評當時逐漸流傳的西方科學理論 

(D) 他主張中國應要廢除科舉方才能夠自救 

(E) 他認為中國應該學習日本勇敢接受西化 

39. 以下是某位美國學者的言論:「不管怎麼說，都不能把 911罪行合理

化。但是，我們也不能把美國當作無辜的受害者，除非我們刻意遺忘

美國及其盟友幹過什麼事，而這些事畢竟不是秘密 。」請問應如何正

確解讀他的言論？ 

(A) 此學者應活躍於二十世紀初期歐美學界 

(B) 此學者認為不應該單方面譴責恐怖攻擊 

(C) 他主要批評美國曾經發動過的侵略行為 

(D) 他主張美國應將中國視作頭號競爭對手 

(E) 他把 911 攻擊行動視作服從真主的召喚 

40. 當他一回任政壇，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口號，且

與黨國大老聯手，平反自己過去被指控的罪名，並奪取政權。另一方

面，又恢復總書記一職，將黨務工作重心轉移至總書記。更提出「社

會主義現代化」口號，否定之前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種種舉措，

終於轉移國家發展的新基本方向。上述資料乃描述中國共產黨史的發

展，下列解讀何者正確?  (A) 他是指鄧小平(B) 他應指毛澤東(C) 他

奪取政權主要因有蘇聯協助(D) 之前應指文革時期（E）國家新方向是

改革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