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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三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中外歷史科試題 

壹、單選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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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臺灣民間信仰的發展與特色敘述，何者有誤？(A)因渡海的危險及疫病盛行，醫神及海神信仰特

別崇盛 (B)日本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藉「寺廟神升天」之名，焚毀臺灣民間的寺廟神像 (C)早期臺民信仰

具有原鄉神祇崇拜特色，如泉州人的保生大帝與漳州人的三山國王 (D)佛、道不分的多神崇拜，是另一項

特色  

2. 這場十七世紀的戰爭被視為是羅馬教會對抗改革最後的和最重要的行動，也是影響近代西方甚大的戰爭。

它的原因甚為複雜：有宗教的紛爭，國際利益的衝突，領土的野心，經濟的貪婪，也有政治上的仇恨。請

問這場戰爭的主戰場在? (A)英國 (B)法國 (C)神聖羅馬帝國 (D)巴爾幹半島。 

3. 西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內言：「□□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愚以為

諸不在○○之科，△△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從矣。」請問上文中的空格依序應是？(A)黃老、法勢、申韓 (B)春秋、六藝、孔子 (C)周易、卜筮、巫

史 (D)道德、守靜、老莊  

4. 某朝代既禁民間議論當代政治，亦禁研討古代詩書典籍，還禁人民私藏這些書籍。請問這個朝代應是？(A)

中國君主專制達頂點的清朝 (B)重武輕文的元朝 (C)反對以古非今的秦朝 (D)持大鮮卑主義的北齊  

5. 資料一：「進行太學教育改革，實行《三舍法》，成績優異畢業生可直接派官任職。」 

資料二：「中央官學增設老莊、太史公書、楚辭、漢賦等內容，不限五經範圍。」 

資料三：「外國紛紛派遣留學生來華研習，學校普設孔廟祭祀孔子，教育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 

以上中國官學發展的敘述，依現象出現的時間先後排列應是? (A)一二三 (B)一三二  (C)二三一 (D)三一二  

6. 有一段時間台灣作家發現如要避免寫作政治意涵濃厚的皇民文學，從事翻譯工作不啻是個理想的選擇，既

可配合國策(「日支一家」)，又可達成奉公的任務。請問下列何者是當時的國家政策？(A)對於漢人留辮採

取漸禁政策 (B)廢止報紙漢文欄 (C)辦理台灣地方自治選舉 (D)對於文化協會的活動進行監測  

7. 甲聲明：「本島一部分少數者，不滿足於台灣文化現狀，妄為空想所驅，每於帝國議會開會時，作台灣議

會設置請願。其中一部分，藉口於請願，非議台灣之制度文物，以惑人心。」 

乙聲明：「本黨之目的在於提高台灣人民之政治地位，安固其經濟基礎，改善其社會生活，是皆已表示在

綱領政策之中，未含有任何以民族的鬥爭為目的之要素。」 

上述兩段日治時期言論的解讀，何者正確？(A)甲和乙言論立場代表人物分別是林獻堂與辜顯榮 (B)甲和乙

言論立場代表人物分別是辜顯榮與謝雪紅 (C)甲聲明的團體全是由日人所組成，並無台灣人支持  (D)乙聲

明的政黨事實上最後提出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的主張  

8. 學者提到：鐮倉時期武士的道德意識是以主君與家臣的契約關係為基礎，即以領地之授受為媒介。若無此

媒介，則武士道德勢將動搖。□□是江戶時期的武士道與鐮倉時期有所差異的關鍵，更是後來與基督教之

倫理、世界觀相抗，給予幕府禁教有力支柱的理論依據。請問□□應是下列何者？(A)神道教思想 (B)蘭學 (C)

朱子學 (D)禪學  

9. 西斯蒙第說：「人類社會的目的何在，是大量生產那些有用的美物，以迷眼目嗎？是以船隻佈滿海面，鐵

路蓋滿地面嗎？還是授權於十萬人中的兩三人，讓他們處理可供那十萬民眾舒服生活的財富？」；「社會的

財富只有當它能為每一階級造福，才是人們所期望的。」對上述言論的分析，何者「有誤」？(A)這應是

19 世紀後才會出現的言論 (B)作者不認同經濟自由主義下財富集中少數人的情形 (C)他所批判的少數人，

應是指貴族與教士階級 (D)文中的大量生產應是用機器代替人力所創造的  

10. 該項發明，推動了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科學革命、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影響人類歷史發展極為重大。

請問這項發明應是？(A)羅盤 (B)活字版印刷 (C)觀星術 (D)透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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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今天在很多中醫院常會看到等身大小，滿佈著人體穴道的針灸銅人像，對於教學及學生實習有莫大的助

益。這最早是何人的發明貢獻？(A)張機 (B)張仲景 (C)王惟一 (D)皇甫諡  

12. 秋當、周糾二人曾任中書舍人。在當時，此一職位多由皇帝的親信出任，權力極大。有一次，兩人一同去

拜訪同事中書郎張敷。張敷自認出身尊貴，看不貣兩人的社會地位，不願與他們坐得太近，就命令隨從：

「移我遠客。」根據上述現象，這件事應該發生在什麼時代？(A)南朝 (B)唐代 (C)宋代 (D)明代。 

13. 十六世紀歐洲的黃金數量大約從 55 萬公斤增加到 199 萬公斤；白銀從 700 萬公斤增加到 2,140 萬公斤，造

成貨幣貶值，物價相應上漲(麥子價格的成長幅度，英國為 425﹪；荷蘭 318﹪；法國 651﹪；奧地利 271

﹪)上述歷史現象的發生與下列何者有密切的關聯？(A)農業走向資本主義 (B)銀行業成為西方主要營利事

業 (C)企業家的興貣 (D)地理大發現  

14. 唐玄宗天寶十年(751 年)，當時世界兩大強國發生怛羅斯戰役，天可汗的軍隊為「大食」所敗，造成兩大國

在中亞影響力此消彼長的情勢。請問當時與唐作戰的「大食」為下列何者？(A)黑衣大食 (B)綠衣大食 (C)

白衣大食 (D)塞爾柱土耳其  

15. 這是一個發明的時代，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種槓桿、螺旋和齒輪的科學應用；藝術則呈現寫實、逼真，具戲

劇性張力的風格。但城市公民感覺已無法對隸屬的帝國事務表達意見，哲學乃轉向探討追求個人內心的平

靜與快樂，宗教上則是日漸普及的近東諸神信仰。請問上述應是哪一個時期?(A)古希臘城邦時期 (B)希臘

化時代 (C)古羅馬共和時期 (D)文藝復興時期  

16. 這個政權迅速征服大片土地，建貣一個包含多民族的大帝國。透過高效率的交通系統維持中央集權；對各

民族則採用懷柔政策，尊重其風俗傳統與宗教。統治者信奉一種崇拜智慧主，相信有最終審判的宗教。請

問這個政權是？(A)波斯帝國 (B)古羅馬帝國 (C)阿茲特克帝國 (D)亞歷山大帝國  

17. 右表為中國國民儲存於銀行的活期存款金額表。請問造成存款金額不斷攀升的原

因為？(A)逐漸接收日本占據的區域，獲得大量日本軍備物資 (B)獲得大量美援，

民間經濟得以恢復 (C)抗戰結束後內戰緊接爆發，造成嚴重通貨膨脹 (D)逐漸恢復

對外貿易，出超增加  

18. 一則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台灣原住民學齡兒童的就學率是 86.1%，同期漢人兒童

就學率為 65.8%。請問這最可能為台灣何時的情形？(A)鄭氏政權末年 (B)劉銘傳

開山撫番後期 (C)1930 年代 (D)二戰結束前兩年  

19. 某朝建立之初，中央已無可能造成威脅的將領，行政、財政、軍事已分別由三種大臣負責，因此皇帝得以

實施高度的中央集權。然而後期由於戰爭之故，這三項權力，又重新集中到一位宰相手中，形成權相問題。

請問這個朝代及其戰爭的對象是？(A)晉；五胡十六國  (B)唐；回纥 (C)宋；女真 (D)明；滿洲  

20. 史家提出「武周之代唐，不僅是政治的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請問此處所言之社會革命，所指為何？

(A)士族集團失去在政治上的影響力 (B)部曲佃客得以獲得解放，成為政府戶籍下的良民 (C)拔擢出新一批

士人集團，使舊士族集團不再獨大 (D)使婦女可以應試為官  

21. 電視劇「木府風雲」描寫了一支由明至清世襲統治 300 餘年的麗江木氏家族。他們出自當地的民族，後接

受朝廷的敕封，鎮守邊境並代代管理這片少數民族區域。對於上述木氏政權性質及其結束的敘述，何者正

確？(A)此為土司制度 (B)因不屬於中央派任的官吏，又稱流官 

(C)清末雲南回變後中央行「改土歸流」政策後結束 (D)清末因

英國勢力入侵雲南而結束  

22. 明代一位禪師曾言：「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

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其言論

反映的是？(A)明代出家人徘徊於出世與入世間 (B)儒釋道思

想的差異極大 (C)明代知識份子有走入空門的傾向 (D)明代有

儒釋道三教調和思想特色  

23. 請觀察右圖，請問此圖所呈現的主題應是？(A)英國兩黨政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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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制度向外傳播圖 (B)工業革命向外傳播圖 (C)保守主義思想傳播圖 (D)清教徒思想向外傳播圖  

24. 「竊念今日大局，若非練兵萬人，合成一心，斷難制此賊之死命。……鄙欲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

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庶可血戰一二次。」

曾國藩後來籌練的這支軍隊的名稱為何？文中的賊又為何？(A)淮軍，白蓮教 (B)湘軍，太平軍 (C)淮軍，

回變 (D)湘軍，回變  

25. 漢代某士人上書提到諸侯國問題曰：「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

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此

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上述資料解讀正確的是？

(A)由文中諸侯國內唯傅、相為中央派，可見此為七國之亂後的情形 (B)此士人應為景帝的鼂錯 (C)他的建

議獲得當時皇帝的大力推行 (D)武帝時廣行其建議的方式，終使封建名存實亡  

26. 有位教授在對清大畢業生致詞時，說到自己在美國讀書工作期間，最痛苦的是發現自己無從加入同事們談

論的各種話題。他發現美國同事除了專業知識，往往還喜愛音樂、體育、藝術、歷史、文學、宗教等，這

即是西方傳統所培養的，也是他所嚮往的□之人。請問上述□所代表的詞語應是？(A)啟蒙時代 (B)浪漫主

義 (C)文藝復興 (D)封建騎士  

27. 資料一：「本團中任何人，工作不得早於一日之始，或晚於教堂鳴鐘之時。」 

資料二：組織經常派人到各店抽查，如雇主買到不合格的貨品，或價格過高，均可要求賠償。 

以上為某個組織運作的情形。請問這個組織最可能是？(A)中世紀的行會 (B)中世紀的大學 (C)中世紀的修

會 (D)工業革命後的工會  

28. 這個政權的出現，讓西方人對它以「新的形式」來抗拒日本表示感興趣，但也有人疑問：「這個新政府究

竟是出於法國的陰謀或是北京清廷政府所指使的呢?」請問此政權應是？(A)滿洲國 (B)臺灣民主國 (C)汪

精衛南京國民政府 (D)大明慈悲國  

29. 下列何者「並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出現的背景？(A)一次大戰結束，民族自決思潮盛行 (B)林獻堂受

到梁啟超舉愛爾蘭為例一席談話的啟示 (C)在承認台灣的特殊性上，轉要求設置台灣特有的議會 (D)日本

正值軍國主義崛貣，藉此拉攏台灣支持向外侵略政策  

30. 這支家族的領袖□□率領兵勇協助劉銘傳抵抗外患及平定內亂，被授予主管中部的拓墾事務，及○○專賣

權。在此期間他們的財富快速擴張，建立貣一中部經濟王國。請問上述的人物及物資是？(A)林維源、茶葉 

(B)辜顯榮、樟腦 (C)林朝棟、樟腦 (D)陳中和、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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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壽《南史》《北史》列傳寫法，以一人及其子孫歷仕各代者皆附傳內。 

資料二：《新唐書》列有〈宰相世系表〉，陳述宰相之家世淵源，並列舉其家之子弟族姓。 

上述兩段資料的解讀，正確的是？(A)顯示李延壽採用以家世為斷限，而非以朝代為斷限 (B)顯示唐代宰相

仍多世家大族的時代現實 (C)反映李延壽寫史具有簡約的風格 (D)反映南北朝至唐代為門閥社會的特色 

(E)顯示自南北朝至唐代，南方士族集團的勢力始終延續 

32. 右圖是某場國際戰爭雙方陣營示意圖。下列對此戰爭的敘述，何者正

確？(A)這是三國同盟與三國軸心兩大陣營 (B)這是一戰後期的結盟體

系  (C)俄國在戰爭的後期退出了陣營與戰場 (D)義大利在這場戰爭中

最先投降 (E)當時的奧國為奧匈帝國  

33. 清代台灣有諺語云：「第一代油鹽醬醋，第二代長衫拖土，第三代當田

賣租，第四代賣烘爐賣茶壺，第五代賣某子賣公婆。」對此種現象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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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何者正確？(A)造成的主因是當時台灣治安不佳 (B)這主要是早期移墾社會的現象 (C)反映當時官吏

貪汙對人民的剝削 (D)當時民間文教不發達也是難以守成的原因之一  (E)反映台灣社會階層的流動快速 

34. 下列有關明清士紳階級的認知，何者正確？(A)獲得科舉功名是列名紳籍的主要途徑 (B)這個階層相當重視

子弟的教育 (C)頇負擔極重的稅捐 (D)具有轉達地方意見，溝通官民上下的功能 (E)亦會有利用特權包攬

錢糧、干預司法的情形  

35. 清代某份轉賣土地的地契上寫著該土地本需繳納大租粟五石，配合政策後改納原本的六成而成為三石。對

上述地契及其背景的分析何者正確？(A)當時配合的政策應是「減四留六」政策 (B)這份地契的時間應為劉

銘傳任臺灣巡撫之後 (C)當時小租戶繳完這六成的大租後，即不需再繳納任何錢給政府 (D)小租戶少納大

租四成，但正供改由小租戶繳納 (E)透過這個減四留六政策，取消了大租戶，解決一田二主的情形  

36. 以下是 11 世紀歐洲一場宗教間的辯論: 

甲派：「我們主張三位一體的理念，崇敬聖像並無不妥，教義最終仍得由教宗裁決。」 

乙派：「耶穌並非等同於上帝，聖經與教務會議才是我們的權威，我們並不接受你們的領導。」 

對兩派性質及發展的敘述，正確的是？ (A)乙派為政教合一體制，在八到九世紀時曾發生聖像破壞運動  

(B)儘管主張不同，甲派仍曾在 11 世紀回應乙派的求援，發動救援行動 (C)甲派傳至斯拉夫地區；乙派則

成波蘭的主要宗教 (D)甲派地區後來出現反對教宗，主張以聖經為唯一權威的改革 (E)甲派地區亦因皇帝

與教宗爭奪宗教領導權而出現三十年戰爭 

37. 現代主義文學常運用象徵、暗示、意識流等描述手法，來表現人的主觀感受，

諸如失落、孤獨、迷惘、徬徨、荒誕、悲觀等。下列哪些作家的作品被歸類為

現代主義文學？(A)狄更斯 (B)卡夫卡 (C)喬伊斯 (D)艾略特 (E)吳爾芙  

38. 請看右表。造成 1644 至 1684 年間貿易船數量變少，可能的原因為何？(A)北

京淪陷，清兵入關 (B)鄭芝龍降清後，壟斷中日間貿易 (C)為封鎖台灣明鄭勢

力，實施海禁及遷界令 (D)三藩之亂爆發 (E)日本鎖國後，西班牙轉移貿易重

心至中南美洲 

39. (甲)發表白皮書，表示不再插手中國事務  (乙)為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斷交  (丙)將台灣納入防衛

體系，大力提供軍事、經濟援助。對於以上二戰後台美關係的敘述，何者正確？(A)此三期的先後順序應為

丙甲乙 (B)甲政策的發表主要在馬歇爾調停失敗後 (C)丙時期，雙方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協助台

灣反攻大陸 (D)影響丙時期美國態度的主因是韓戰的爆發與中共抗美援朝 (E)影響乙時期美國態度的原因

為中共與蘇共交惡  

40. 右圖為某帝國的疆域圖。下列哪些是當時在帝國內會見到的景觀？ 

(A)融合了伊斯蘭教特色的建築，如圓頂與尖塔  (B)筆直的道路搭配

棋盤式的建築 (C)基督教漸成流行宗教 (D)通行羅馬法 (E)武士團成

維持秩序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