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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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考試國文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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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綜合測驗： 
1.  下列各組「 」中的文字，讀音相同的是：  

 (A)「葵」花寶典 /歲在「癸」丑 (B)「膾」炙人口/羊肉「燴」飯   

 (C) 傴「僂」提攜/不與培「塿」為類 (D)諮「諏」善道/渡大海，入荒「陬」 。 
2. 下列「 」內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A) 「亡」身於外/追「亡」逐北 (B) 都督「見」委/岳父「見」教的是 

 (C) 低頭「向」暗壁/尋「向」所誌  (D) 計畫「縝」密/「瞋」目結舌  。 
3.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恰當？ 

(A)夜已深沉，大地寂靜無聲，屋裡的人個個「屏氣凝神」地睡了  
(B)歷經被綁架的事件後，只要獨自一人時，他便「目光如炬」地東張西望，驚惶不安   
(C)大雄讀書用功，再加上他「趾高氣揚」，成績表現屢創佳績  
(D)這個案子的案情，十分複雜棘手，有關單位一定要查明「來龍去脈」，以還受害者家屬一個公道 。 

4. 下列文句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簡漏的老公寓，經過一番的修茸之後，顯得煥然一新  
(B)經濟不景氣，失業率節節攀生，要找到養家糊口的工作並不容易  
(C)警方經過長期的埋伏與可靠的消息來源，終於破獲了這家大型的職業賭場 
(D)為了完成老闆交負的設計案，他已熬夜通霄超過 15 小時了 。 

5. 古人所謂的「魚雁往返」常指的是書信的來往。下列選項「 」內何者實指「書信」? 
(A)「魚」吹浪、「雁」落沙，倚吳山翠屏高掛。看江潮鼓聲千萬家，捲朱簾玉人如畫  
(B)遼鶴歸來，故鄉多少傷心地!寸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淒涼意  
(C)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  
(D)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雙林醉，總是離人淚 。 

6. 對於因果關係的敘述，下列文句何者屬於「先果後因」的選項? 
(A)﹙項脊﹚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B)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  
(C)左右以君賤之，食以草具  
(D)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 。 

7. 張潮《幽夢影》: 「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 

   其機暢也。」若依其說法，根據《四庫全書》的分類，在冬雪映窗的時節裡，適合讀下列哪些書? 
(A)《道德經》、《禮記》、《孝經》  
(B)《史記》、《爾雅》、《公羊傳》  
(C)《孟子》、《左傳》、《尚書》 
(D)《春秋》、《論語》、《山海經》 。 

8. 下列引文中的「他」，所指為何人? 
   「他對幽蘭變成蕭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為什麼美人總是難見，明君總是不醒。他更驚嘆眾人為什麼那 

    麼喜歡謠言，又那麼冷落賢良……他曾寫過著名的〈天問〉，其實心中埋藏更多的『世問』和『人問』」 

                                                          ﹙余秋雨《新文化苦旅‧詩人是什麼》﹚ 

(A)李白 (B)墨翟 (C)屈原 (D)杜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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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據你對近體詩的瞭解，下列何者屬於「律詩」? 
(A)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 

      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B)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 

      寒波生  
(C)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淒，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 

      有本性  
(D)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 

      與山翁 。 
10.  下列文句，何者採用空間移動的手法，使景物產生由遠至近逐漸移動的變化? 

(A)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 
(B)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 
(C)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 
   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D)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 。 

11.  下列有關文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逸事，又稱軼事。屬史傳別體，如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B)書，為臣子進呈天子的奏文。如丘遲〈與陳伯之書〉  
(C)說，為雜記類的文體。其中如韓愈的〈師說〉屬於人事雜記類  
(D)序，用來說明著作的旨趣及經過。如連橫〈台灣通史序〉 。 

12.  下列有關古代中國的生活常識敘述，何者正確?    
(A)古代飲酒文化盛行，「飛羽觴而醉月」、「鏤簋朱紘」二句中，「觴」及「簋」都指酒杯  
(B)古代人物的稱謂，有以官職稱者，如「杜工部」；或以籍貫稱者，如「柳河東」 
(C)古人常以髮式代稱年齡，如「垂髫」是指童年；「弱冠」則是男子十八歲行加冠禮，表示成人  
(D)古代庶民百姓一般以穿著「左衽」的交領服飾為主；年輕學子則穿著青色衣領的「青衿」為主 。 

13.  請根據以下四位詩人的自詠詩，將四位詩人依時代先後排出正確順序:    
    (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乙)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丙)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為 

       表余心 

    (丁)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 

       歸園田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甲 (C)丙甲乙丁 (D)丁丙甲乙 。 
14.  請就下列現代詩與所歌詠之古代人物，選出配合正確之選項:    

(A)暖風遠去 / 三閭大夫的腳印 / 在魚汛中浮現 / 污垢的鞋子踩遍了楚國的悲傷 / 漠漠秋風中/ 他的 
   嘆息比落葉寂寞─賈誼         
(B)錯就錯在那杯溫酒 / 沒有把鴻門燃成 / 一冊楚國史 / 讓隱形的蛟龍 / 銜著江山 / 遁入山間莽草 
   / 他手上捧著的 / 只是一雙致命的白璧─劉邦  
(C)你的瞳孔是一個箭靶 / 昂貴無比、神奇無比 / 丘陵高山都是你 / 那怕一卷春秋已斷爛 / 你永不哭 
   泣─孔子  
(D)南朝的時候 / 我打此經過 / 寫了幾首詩 / 和女子調笑 / 他們稱我為/ 帝王 / 歷史要數說我 / 亡 
   國的罪愆 / 但是 / 我的罪/ 何止亡國─曹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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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蘭亭集序〉中「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作者所呈現  

   的生死觀，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B)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C)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D)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 

16.  下列應用文用語的說明，何者為正確選項?    
(A)寫信給長輩，為了表示尊敬，提稱語應寫「大鑒」 (B)稱人父子為「賢喬梓」，自稱為「愚父子」 
(C)賀人生男，可用「關雎誌喜」                   (D)女兒出嫁的酒席稱為「桃觴」 。  

17.  下列各選項內的文意說明，何者正確?    

(A)〈燭之武退秦師〉「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燭之武藉秦晉 
   地利之便，說服秦君出兵攻打晉國  
(B)孟子認為「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意謂在上位者若能使人民供養家人及安葬死者都沒有什麼 
   遺憾，就是推行王道的開始  
(C)〈虯髯客傳〉「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 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 
  此句實具雙關意義，其所要表達的真正涵意乃指唐之天下將亂，挽救已無可能  

(D)〈琵琶行〉一詩中，「大珠小珠落玉盤」，用來形容琵琶女的歌聲圓潤清脆，抑揚錯落 。 
18.  小明鍵入「婉約派、清真詞、集大成」的搜尋字串，最有可能找到哪一位詞人?    

(A)周邦彥 (B)李煜 (C)溫庭筠 (D)柳永 。 
19.  「紅藕香殘玉簟□。輕解羅裳，獨上蘭舟」，上引詞句□處，應填上的季節，與下列選項何者相同?    

(A)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思落誰家  
(B)寒聲帶雨山難白，冷氣侵人火失紅。方訝一□暄較甚，今宵敢嘆臥如弓  
(C)應憐履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D)綠樹蔭濃□日長，樓台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 

20.  下列有關先秦諸子思想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孟子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主張「君民並耕」  
(B)荀子認為「智」是化性起偽的根本，所以他強調後天的學習  
(C)「治大國，若烹小鮮」是老子清靜無為的政治主張  
(D)陰陽家主要代表人物是許行，主張五德終始、順時敬天 。 

21. 古人記時的方法:或依天色，或依地支，或依日照位置，或採更鼓記時。下列各選項「 」內詞語標示的時   

    間，何者相同?    

    (甲)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乙)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 

    (丙)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丁)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丙乙 。 
22.  下列人物在文學發展上，都有其不可抹滅的文學貢獻，何者敘述正確?    

(A)辛棄疾是第一個大量創作慢詞，並使詞由俗轉雅的文人  
(B)黃庭堅其詩講求詩法，力求創新，手法側重「點鐵成金」，為江西詩派創始人  
(C)歐陽脩古文、詩、詞、曲皆擅長，是宋代詩文革新運動領袖  
(D)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運動。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猛虎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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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選項皆為古典小說卷頭語或序，請選出何者指的是《儒林外史》?    
(A)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眼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B)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  
(C)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  
(D)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 

24.  「君子」一詞在古代或用以指「在上位者」；或用以指「有德者」。下列選項內的「君子」，何者指   

   「在上位者」? 
(A)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B)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C)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D)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 

25.古漢語中，有時為強調動詞，而將動詞提到賓語(受詞)前面，即稱為「倒裝」。下列選項何者屬於這種語法?  
(A)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  (B)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C)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       (D)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 

26.  下列有關課文與關鍵字的配對敘述，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顧炎武〈廉恥〉議論重心在「恥」字，提出「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的論點 
(B)范仲淹〈岳陽樓記〉以「樂」字為文眼，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抒發與民同樂的襟懷  
(C)李斯〈諫逐客書〉「諫」字貫穿全文，以「竊以為過矣」說明秦君逐客之非  
(D)歸有光〈項脊軒志〉用「軒」字為線索，敘述「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的樂趣 。 

二、閱讀測驗： 
(甲) 27.—28.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 27.—28.題 

 (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 

   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晉書‧王衍傳》﹚ 

27.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是一句形象化描寫，呼應下列哪一句對王衍的描述?   

(A)妙善玄言 (B)美貌 (C)聲名藉甚 (D)常自比子貢 。 
2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聲名藉甚」意同「聲名狼藉」          (B)「常自比子貢」意謂王衍自認勇敢、善政事  
(C)「翕」音ㄕㄜˋ，和諧順服 (D)「口中雌黃」在此意謂講解時發現錯誤即隨口更改 。 

(乙) 29.—30.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9.—30.題 
 「帝子銜冤久未平 ，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無雲補，待見桑田幾變更」 

29.  上引之詩為王安石所作，由詩意判斷，此詩題目應為下列何者?   
(A)女媧 (B)西王母 (C)精衛 (D)瑤姬 。 

30.  詩中所引神話之典故，應出自於下列何部著作?   
(A)《山海經》 (B)《莊子》 (C)《搜神記》 (D)《穆天子傳》 。 

 
貳、作文：計四十分 
說明：一、請由左至右橫式書寫，文言、白話不拘，並加標點符號，違者按規定扣分。 

二、限用黑色、藍色原子筆、鋼筆或毛筆（不得使用鉛筆）書寫，違者按規定扣分。 
三、不得以詩歌或書信體寫作，違者不予計分。 
 
   人們，因為傷悲、委屈、痛楚或思念、離別而流淚；也有人因為高興、熱情、感動、‧‧‧而流淚， 

各種情緒都會引發─可能是因為一個人、一首歌、一段文字、一頁畫面、一個情境、一件事例，或是 

一個小小的觸動‧‧‧‧。生命中你曾為了什麼事(人、物)而流淚?請以那一刻，我流下了眼淚為題， 

敘述自己的經驗，並抒發感想。 

    作文題目：那一刻，我流下了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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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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考試英文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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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字彙（第 1 題至第 10 題，共 20 分）  
1. The entire old town is designated as a pedestrian zone and free of cars. No _________        

are allowed in this area. 
 (A) devices (B) vehicles  (C) facilities (D) appliances 
2. The corpse was _________ on the basis of dental records. That is, by examining the teeth of the 

dead, we can find out who the body is. 
 (A) generated (B) recruited (C) identified  (D) mediated 
3. Mr. Lee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make a full _________ from the stock market before this 

recession. 
 (A) retreat (B) discovery (C) contract (D) compromise 
4. Bob's nickname was “Beckham,” a _________ to the way he styled his hair. 
 (A) publication (B) reference  (C) reunion (D) residence 
5. Kim is _________ going to be furious when she sees the mess you made in the office. 
 (A) approximately (B) mentally (C) affectionately (D) definitely  
6. He _________ his friend by telling lies about her behind her back.  
 (A) betrayed (B) civilized (C) witnessed  (D) ensured 
7. Sarah _________ the cat that had fallen onto the MRT tracks and prevented it from getting hurt. 
 (A) lessened  (B) defeated (C) rescued (D) violated  
8. Firefighters are _________ heroes, who risk their lives to help others.  
 (A) daunted (B) courageous (C) cruel  (D) massive 
9. She was _________ during the surgery, so she didn’t feel any pain.  
 (A) unconscious (B) catastrophic (C) absorbing  (D) sufficient 
10. A huge parade is held on the _________ of the 1959 revolution. It is one of the biggest annual 

events of the city.  
 (A) appreciation (B) transaction  (C) orchard  (D) anniversary  
 
II. 成語（第 11 題至第 15 題，共 10 分）  
11. The boxing legend inspired his fans to never give up. When he got _________, he got back up 

again and kept fighting. 
 (A) chased down  (B) knocked down (C) covered up (D) played up 
12. In all-you-can-eat buffet restaurants, you can eat _________. 
 (A) with all your heart (B) by heart 
 (C) to your heart’s content (D) until your heart skips a beat   
13. Whatever you say, I will _________ my principles and won’t change my opinions. 
 (A) get over  (B) stick to (C) pay off (D) take over 
14. Lucy _________ temptation and ate the last piece of chocolate. 
 (A) gave in to (B) signed up for (C) looked forward to (D) spoke out against 
15. Even though every smartphone has a clock on it, wrist watches are still _________.  
 (A) out of place (B) to the fullest (C) beyond control (D) in demand 
 
III. 文法（第 16 題至第 20 題，共 10 分）  
16. _________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is not what you can get but what you can give. 
 (A) That (B) It (C) What (D)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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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_________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I went off to look for a job.  
 (A) Upon (B) The moment (C) No sooner (D) As long as 
18. Since I first stepped foot on this beautiful island, I _________ by the country. 
 (A) had fascinated (B) am fascinated 
 (C) have been fascinated (D) had been fascinated 
19. _________ the wind blowing so hard, I don’t think the seas will calm down.  
 (A) Once  (B) As  (C) Since  (D) With 
20.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re _________ water on Mars a long time ago. Observer show signs of 

dried up lake beds, past floods and old river channels.  
 (A) may have (B) may be (C) may have had (D) may have been 
 
IV. 句型（第 21 題至第 25 題，共 10 分）  
21. Japanese people _________ bowing even when they talk on the phone.   
 (A) cannot but (B) cannot help but  (C) cannot help (D) have no choice but 
22. The weather took a turn for the worse, the sailors _________ for the shore.  
 (A) headed (B) heading (C) to head (D) had headed 
23. People say he is _________ incompetent _________ does not care, but for me, he is just a 

hopeless idealist. 
 (A) either…or (B) neither…nor (C) not…but (D) rather…than 
24. It is likely _________ she is just jealous seeing you talking to other girls.   
 (A) to (B) for  (C)that (D) when 
25. _________ they knew the typhoon had hit the island that they started to panic.  
 (A) Not until (B) It wasn’t until (C) Only when (D) As soon as 
 
V. 閱讀測驗（第 26 題至第 30 題，共 10 分）  

A small selection of people in China will finally be able to use banned sites including Facebook, 
Twitter and other 'politically sensitive' links. The ban was placed on the sites in 2009 after riots in the 
country and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has restricted access ever since. Yet, peopl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 new free-trade zone in Shanghai - which covers just 17-square-miles - will be allowed to 
visit these sites soon, according to reports in the South Chin.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ensors the internet, routinely deleting online postings and blocking 
access to websites it thinks inappropriate or politically sensitive. Facebook and Twitter were blocked 
because the authorities believed that the deadly riots in the west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were supported 
by thes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New York Times had also been blocked since reporting that the 
family of then-Premier Wen Jiabao had collected a huge fortun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quoted a government source as saying the idea of unblocking websites in 
the Free Trade Zone is to make foreigners 'feel like at home'.  'If they can't get onto Facebook or read 
The New York Times, they may naturally wonder how special the free-trade zone is compared with the 
rest of China,' the source added.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has said that making Facebook available in China is in keeping 
with his company's goal of connecting the world. Earlier this month, Facebook CEO Sheryl Sandberg 
met with the head of 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during a visit to Beijing. The pair 
discussed Facebook's importance as Chinese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expand abroad and various 
cooperation matters around that. 

Twitter will also benefit by being available in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Internet market by 
users. Still, many Chinese Web users already use similar services, such as Sina Corp's Weibo. China's 
three biggest telecoms companies - China Mobile, China Unicom and China Telecom - had been 
informed of the decision to allow foreign competition in the Free Trade Zone, but they had not raised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316598/exclusive-china-lift-ban-facebook-only-within-shanghai-free-trad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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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aints because they knew the decision had been endorsed by Chinese leadership, who has backed 
the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26.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A) A change of policy in China (B)  The creation of a free-trade zone  
 (C) The reason behind the deadly riots (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Facebook and Twitter 
2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has never banned _________. 
 (A) Weibo 
 (B) Facebook  
 (C)  The New York Times 
 (D) Twitter 
28. The word “endorse” in the last paragraph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________.  
 (A) disappoint  (B) surprise  (C) reject (D) support  
2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 China's telecoms companies were opposed to allowing foreign competition in the Free-Trade       

Zone.  
 (B) Sheryl Sandberg went to Beijing and discussed Facebook's importance with the head of 

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C) The purpose of unblocking websites in the Free Trade Zone is to make citizens of     

China feel like at home.   
 (D) Facebook denied that i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iots in the west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in      

2009. 
30.  What’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the news? 
 (A) disappointed (B) critical  (C) neutral  (D) pess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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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 boyfriend is intelligent and handsome; _________, he respects her. 
 (A) at most  (B) most of all (C) above all (D) after all (E) least of all 
32. I had difficulty coming up with interesting topics when _________ to converse with that beautiful 

girl.  
 (A) tried (B) trying (C) I had tried (D) I tried (E) I trying  
33. I suggested he _________ in the front seat of the car so he could see the scenery.  
 (A) sit (B) sat (C) to sit (D) sitting (E) sits 
34. _________ I couldn’t reach her at the moment, why don’t you leave a message? 

(A) Though (B) Since (C) Despite (D) Now that  (E) Only if 
 

35. 選出文法正確的句子。  
(A) Tracy suggested meeting for a drink after work.  
(B) She maintained unmarried all his life, fighting for world peace. 
(C) Most goods trans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sia on ships. 
(D) You are bound to make a lot of new friends when going to college. 
(E)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film was depicted as a confused, angry man. 

36. 選出翻譯正確的句子: Joseph 沒有去看電影，他待在家準備考試。 
(A) Joseph didn’t go to the movie, he stayed home and studied for the exam. 
(B) Joseph didn’t go to the movie. Instead, he stayed home and studied for the exam. 
(C)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movie, Joseph stayed home and studied for the exam. 
(D) Joseph didn’t go to the movie but stayed home and studied for the exam.  
(E) Instead going to the movie, Joseph stayed home and studied for the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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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選出翻譯正確的句子: 約有大約 300 位賓客出席這場婚宴。 
(A) Approximately 300 guests attended the wedding banquet.  
(B)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300 guests showing up at the wedding banquet. 
(C)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300 guests attended the wedding banquet. 
(D)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300 guests who attended the wedding banquet.  
(E) Approximately 300 guests had been attended the wedding banquet.  

38. 選出翻譯正確的句子: 松鼠喜歡住在森林棲息地中，在那他們可以找到各種堅果吃。 
(A) Squirrels like to live in a forest habitat, where they can find all sorts of nuts to eat.  
(B) Squirrels like to live in a forest habitat, in which they can find all sorts of nuts to eat.  
(C) Squirrels like to live in a forest habitat, which they can find all sorts of nuts to eat. 
(D) Squirrels like to live in a forest habitat, there they can find all sorts of nuts to eat.  
(E) Squirrels like to live in a forest habitat, by which they can find all sorts of nuts to eat. 

39. 選出翻譯正確的句子: 不論你喜歡不喜歡，我已經下定決心了。 
(A) Despite you like it or not, I’ve made up my mind. 
(B) No matter you like it or not, I’ve made up my mind. 
(C)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I’ve made up my mind. 
(D) Instead of what you think, I’ve made up my mind. 
(E) Whatever you like it or not, I’ve made up my mind. 

40. 選出翻譯正確的句子: 如果他們早說實話，我們當初就可以防止這個悲劇發生了。 
(A) If they had told the truth, we could have prevented the tragedy from happening.  
(B) If they told the truth, we could prevent the tragedy from happening.   
(C) Had it not been for their dishonesty, we could prevent the tragedy from happening.  
(D) Had they told the truth, we could have prevented the tragedy from happening. 
(E) If they told the truth, we could have prevented the tragedy from hap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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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三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乙組數學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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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a, b均為實數且滿足 22 4 (3 1) 0a b a b+ − + − − = ，則 a b+ =  
 (A) 3 (B) 4 (C) 5 (D) 6 。 

2. 9 2 20+ 最接近哪一個正整數？ 

 (A) 3 (B) 4 (C) 5 (D) 6 。 

3. 將 22 4 1y x x= + + 的圖形向左平移 2 個單位，再往上平移 3 個單位，得到函數 ( )y f x= 的圖形，則 ( 2)f − =  
 (A) 1 (B) 2 (C) 3 (D) 4 。 

4. 若 a為實數且 1i = − ，已知方程式 3 2 ( 1) 0x x i x a i+ + − + + = 有實數解，則 a = 
 (A) 1−  (B) 0 (C) 1 (D) 3 。 

5. 化簡 ( ) ( )
3 3

2 23 5 3 5
− −

− + 之值為 

 (A) 1
8

 (B) 2 2  (C) 4 (D) 8 。 

6. 設 0a > ，且 1 4a a−+ = ，則 2 2a a−+ = 
 (A) 8 (B) 14 (C) 16 (D) 18 。 

7. 已知 n為正整數且 2n 為 100 位數，若 log 2 0.3010= ，則 n可能之值為 
 (A) 320 (B) 330 (C) 340 (D) 350 。 

8. 已知 1 2 3 4
0 1 2 3 1 45n

nC C C C C −+ + + + + = ，則正整數 n之值為 
 (A) 7 (B) 8 (C) 9 (D) 10 。 

9. 袋內有 3 個相同白球、4 個相同黑球、5 個相同紅球(共 12 個球)，每次取一球不放回，依序取 4 次，則恰

取 2 次紅球的機率為 

 (A) 5 4
12 11

×  (B) 
5 7
2 2

12 11 10 9
C C

× × ×
 (C) 5 4 7 6

12 11 10 9
× × ×  (D) 4

2
5 4 7 6

12 11 10 9
C × × ×  。 

10. 已知 n個數據 1 2, , , nx x x 的算術平均數為 25、中位數為 24、全距為 23、標準差為 12。若 2 5i iy x= − + ，其

中 1,2, ,i n=  。設 1 2, , , ny y y 的算術平均數為 a、中位數為b、全距為 c、標準差為 d，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50a = −  (B) 48b = −  (C) 41c = −  (D) 24d =  。 

11. 已知有兩個等差數列的第 n項之比為 ( )2 3n − ： ( )5 3n + ﹐則此兩數列的前11項和之比為 
 (A) 2:5 (B) 3:11 (C) 11:38 (D) 19:58 。 

12. 化簡
10

2

1
(2 1)

k
k

=

−∑ 之值為 

 (A) 1330 (B) 2100 (C) 2470 (D) 2485 。 

13. 已知
12tan
5

θ = − ，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12sin
13

θ =  (B) 12sin
13

θ = −  (C) 12cos
13

θ =  (D) 120sin 2
169

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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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設多項式 ( )42( ) 2 1f x x= − ，則 ( )f x 除以 cos15x °− 的餘式為 

 (A) 1
16

 (B) 3
15

 (C) 3
16

 (D) 9
16

 。 

15. 在三角形ABC中，已知 5AB = ， 3AC = ﹐∠A=120°，則 BC 的長度為 
 (A) 4 (B) 5 (C) 6 (D) 7 。 

16. 在邊長為 1 的正三角形 ABC 中， CA AB⋅
 

之值為 

 (A) 1
2

−  (B) 1
2

 (C) 3
2

−  (D) 3
2

 。 

17. 已知兩非零向量 a


與 b


垂直，且 | | | |a b=
 

。若兩向量 6r a b+
 

與 2 a b−
 

亦垂直，則實數 r 之值為 

 (A) 1 (B) 2 (C) 3 (D) 6 。 

18. 已知 ( ),a b 為圓 2 2: ( 1) ( 1) 4C x y− + − = 上的點，則 2 2( 4) ( 5)a b− + − 的最大值為 

 (A) 3 (B) 5 (C) 7 (D) 9 。 

19. 已知圓 2 2: 1C x y+ = 與直線 : 3 4L x y k− = 相切，則實數 k =  
 (A) 1±  (B) 5±  (C) 7±  (D) 10±  。 

20. 已知空間中三點坐標分別為 ( )1,0,3A − ﹐ ( )4,2, 3B − − ﹐ ( )1, 6,0C − ，則三角形 ABC 的形狀為 

 (A) 等腰銳角三角形 (B) 等腰鈍角三角形 (C) 等腰直角三角形 (D) 正三角形 。 

21. 在空間中，已知 a


( )2, 4,5= − ﹐ b


( )4, 2,4= − ﹐則 a


在 b


上的正射影長為 

 (A) 3 (B) 4 (C) 5 (D) 6 。 

22. 空間中兩平面 1 :E 2 3x y z− + = 和 2 :E 2 3x y z+ − = 的夾角為 
 (A) 30°與150°  (B) 45°與135°  (C) 60°與120°  (D) 90° 。 

23. 空間中兩直線 1
3 3:

1 2 3
x y zL − −

= = 與 2
3 7 7:

1 3 2
x y zL − + −

= =
−

的關係為 

 (A) 重合 (B) 平行 (C) 恰交於一點 (D) 歪斜 。 

24. 若 A、 B 、C 均為二階方陣， I 為二階單位方陣，O為二階零方陣，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2( )( )A I A I A I+ − = −  (B) 2 2 2( ) 2A B A AB B+ = + +  (C) 若 AB AC= ，則 B C=   
 (D) 若 AB O= ，則 A O= 或 B O=  。 

25. 已知 , , ,a b c d 均為實數，且二階方陣
a b

A
c d
 

=  
 

滿足
2 2
3 1

A    
=   

   
，

3 1
4 5

A    
=   

   
，則 a b c d+ + + =  

 (A) 3−  (B) 3 (C) 21 (D) 27 。 

26. 一箱子中有 9 個燈泡，已知當中只有 1 個是壞的，其餘都是好的。今從此箱子中任取 3 個燈泡測試，則取

出的燈泡中，壞燈泡個數的期望值為 

 (A) 1
9

 (B) 2
9

 (C) 1
3

 (D) 2
3
 。 

27. 投擲一個公正的硬幣 10 次，若恰好在第 10 次出現第 3 次正面的機率為
1024

x
，則 x =  

 (A) 36 (B) 45 (C) 84 (D) 120 。 



第 3頁，共 4頁 
 

28. 投擲兩個公正的硬幣 96 次，隨機變數X表示兩個硬幣都出現正面的次數，則X的標準差為 
 (A) 3 (B) 2 3  (C) 3 2  (D) 2 6  。 

29. 有一個研究想要了解參與某活動的滿意度，在抽樣調查後發現：在 95%的信心水準之下，滿意度的信賴區

間為[0.45, 0.55]，則此研究共調查幾個樣本？ 
 (A) 100 (B) 400 (C) 1000 (D) 2500 。 

30. 某次數學競賽共 1000 人參加，已知該競賽全體成績平均 60 分、標準差 10 分，且成績呈常態分布。若甲

生於該競賽獲得 80 分，則甲生於此次競賽的名次最接近第幾名？  
 (A) 2 (B) 25 (C) 100 (D)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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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a b均為實數，且二次函數 ( ) ( )21f x a x b= − +  滿足 ( )3 0f > 、 ( )4 0f < ，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0a <  (B) 0b <  (C) ( )0 0f >  (D) ( )1 0f − >  (E) ( )2 0f − >  。 

32. 在坐標平面上，已知 ( )y f x= 的三次多項式函數通過 ( 1,0), (0, 2), (2,0), (3, 40)− − ，則下列哪些選項為多項式

( )f x 的因式？ 
 (A) 1x +  (B) 1x −  (C) 2x +  (D) 2x −  (E) 3 1x +  。 

33. 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 ) ( ) ( )6 6 6log 7 8 log 7 log 8+ = ×  (B) 6 6 6
7log log 7 log 8
8
= −       (C) 1

1
6 6

log 7 log 7 0−
−+ =   

 (D) 6 36log 7 log 49=   (E) 7 7log 8 log 66 8=  。 

34. 從 3 位女生與 4 位男生中(共 7 位)選出 5 人，並規定選出的人當中女生至少要 2 位，則選法有幾種？ 
 (A) 3 5

2 3C C  (B) 3 4 3 4
2 3 3 2C C C C+  (C) 7 3 4

5 1 4C C C−  (D) 7 5
2 3C C  (E) 3 4 3 4

2 3 3 2P P P P+  。 

35. 設 ,A B為樣本空間 S 中的兩事件，且 ( ) 3
4

P A = 、 ( ) 3
8

P B = 、 ( ) 7
8

P A B = ，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1( )
4

P A B =  (B) 1( | )
3

P B A =  (C) 1( | )
3

P A B =    (D) A與 B 為互斥事件   (E) A與 B 為獨立事件。 

36. 已知有十位同學在某次段考的數學科成績(X)與自然科成績(Y)之結果如下表所示﹕ 
座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數學科成績(X) 70 80 90 80 70 80 60 40 80 70 
自然科成績(Y) 65 74 83 74 65 74 56 38 74 65 

關於這十位同學於此次段考的數學科成績(X)與自然科成績(Y)，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9 2
10

Y X= +  (B) Y 之平均數= 9 (
10

X× 之平均數 2) +  (C) Y 之中位數= 9 (
10

X× 之中位數 2) +  

 (D) X 的標準差與Y 的標準差相同 (E) X 與Y 的相關係數為 1 。 

37. 設 na< >為每一項均為實數的等差數列， nS 為此數列的前 n項之和，已知 2014 0S = 且 103 103a = ﹐請選出正確的

選項。 
 (A) 1 1a =  (B) 1007 0a =  (C) 2 2013 0a a+ =  (D) 1912 103a = −   
 (E) 103 104 1913 0a a 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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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坐標平面中，已知方程式 2 2 24 2 11 0x y x y k k+ − + − − + = 的圖形為一圓，則實數 k 可能的值為 
 (A) 5−  (B) 1−  (C) 0 (D) 1 (E) 5 。 

39. 下列哪些增廣矩陣所表示的一次聯立方程式恰有一組解﹖ 

 (A) 
1 0 0 4
0 2 0 5
0 0 3 6

 
 
 
  

 (B) 
1 1 1 4
0 2 2 5
0 0 3 6

 
 
 
  

 (C) 
1 2 3 4
2 4 6 8
1 0 0 1

 
 
 
  

 (D) 
1 2 3 0
1 2 2 1
0 0 0 5

 
 
 
  

 (E) 
1 2 3 4
4 3 2 1
0 0 0 0

 
 
 
  

 。 

40. 投擲一個公正的硬幣 3 次，A表示至少有一次正面的事件，B表示第二次是正面的事件，C表示三次為同一

面的事件，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7( )
8

P A =  (B) 1( )
4

P C =  (C) 1( )
2

P A B =  (D) A與B為獨立事件 

    (E) B與C為獨立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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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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考試物理科試題 

壹、單選題：（一）三十題均單選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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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際單位制(SI)中，長度的基準是依照下列哪一種性質來訂定的？ 
 (A)單擺的等時性 (B)光速的不變性 (C)地球形狀的對稱性 (D)鉑銥合金棒的標準性。 
2. 足球選手踢出三次足球的路徑如右圖所示，在不考慮空氣阻力情況

下，飛行時間最長的是哪一個標示？ 
 (A)標示 1 的足球 (B)標示 2 的足球 
 (C)標示 3 的足球 (D)三個標示的足球飛行時間均相同。 
3. 某物體在一直線上運動，其速度對時間關係圖如右。若 0~6 秒為第I
段，6~10 秒為第II段，10~13 秒為第III段，13~16 秒為第IV段，則物體在哪

幾段的加速度是一樣的？ 
 (A) I與II (B) II與III (C) III與IV (D) IV與I。 
4. 如右圖所示，A物疊在B物上，施加外力F拉B物，若A物與B物仍維持

靜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A與B物均不受到摩擦力 
 (B) A與B物均受到摩擦力向左 
 (C) A物不受摩擦力，B物與地面的接觸面受摩擦力向左 
 (D) A物受摩擦力向右，B物與地面的接觸面受摩擦力向左。 
5. 一球用輕繩AB掛於光滑的牆面上，如右圖所示。假定繩子的張力為T，牆面對球的正向力

為N，則在懸掛同一顆球的情況下，增加輕繩AB的長度，張力T與正向力N的變化情況為何？ 
 (A) T增加，N增加 (B) T減小，N減小 
 (C) T增加，N減小 (D) T減小，N增加。 
6. 小美買了一杯冰咖啡放在桌上，並觀察下列哪一個作用力是漂浮在咖啡表面的冰塊所受重

力的反作用力？ 
 (A)冰塊所受的浮力 (B)咖啡所受冰塊的作用力 
 (C)杯子所受桌面的正向力 (D)地球所受冰塊的萬有引力。 
7. 右圖(一)與圖(二)中，光滑桌面上物體的加速度分別為a1 與a2，不計

繩重、摩擦力及各項阻力，則： 
 (A) a1 = a2 

 (B) a1 = 2a2 

 (C) 2a1 = a2 

 (D) 2a1 = 3a2。 
8. 如右圖所示，一條鉛直懸掛的彈簧下端綁一物體。在彈簧的彈力和地球引力的作用下，物體

鉛直上下振盪。圖中a、b兩點分別為物體運動時的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而c為a到b的中點。當物

體由c點往b點運動時，就彈簧對物體的作用力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量值逐漸加大，方向向上 (B)量值逐漸加大，方向向下 
 (C)量值沒有增減，方向向上 (D)量值逐漸減小，方向向下。 
9. 已知人所受地球的重力F，和人與地心之間的距離r平方成反比，即 2

1
r

F ∝ 。一太空船在離地

心 2R的軌道上繞地球作等速率圓周運動，R為地球半徑。有一個在地表上重量為 60 kgw的太空人，

則他在太空船內所受到的地球引力為 
 (A) 0 (B) 15 (C) 30 (D) 120 kgw。 

20 

v(m/s) 

t(s) 0 
6

 

10 
13 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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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右圖是一行星以橢圓軌道繞太陽運行，此行星在甲、乙、丙、丁四個位置所受太陽       
引力的性質為何？ 
 (A)甲位置：方向向左，量值最大 (B)乙位置：方向向下，量值居中 
 (C)丙位置：方向向右，量值最大 (D)丁位置：方向向上，量值居中。 
11. 地球公轉太陽軌道為一橢圓，太陽為焦點，則地球公轉至右圖中哪一位置時速度最小？ 
 (A)A (B)B (C)C (D)D。 
12. 電力公司在你家所安裝的電錶，是用來測量什麼物理量？ 
 (A)電流 (B)電壓 (C)電能 (D)電功率。 
13. 以地面為重力位能零位面，不計空氣阻力，自樓頂斜向拋出一物體，則有關此物飛行過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最高點處的動能為零 (B)著地時的動能大於拋出時的動能 
 (C)物體飛行過程中重力位能會守恆 (D)著地時的力學能大於拋出時的力學能。 
14. 不論是哪一種碰撞，只要發生時間很短，碰撞前後瞬間下列哪一物理量必定守恆？ 
 (A)動量 (B)動能 (C)位能 (D)力學能。 
15. 當兩個物體接觸時，下列關於淨熱流向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A)熱會由高溫物體往低溫物體流 (B)熱會由低溫物體往高溫物體流 
 (C)熱會由高熱量物體往低熱量物體流 (D)熱會由低熱量物體往高熱量物體流。 
16. 根據氣體動力論，對於平衡狀態下之理想氣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所有氣體分子中有 1/3 是沿著x軸的方向運動 
 (B)在一容器中氣體分子的平均動量與絕對溫度平方根成正比 
 (C)理想氣體總能量 3NkT/2 代表每個氣體分子的動能皆為 3kT/2 
 (D)一定量理想氣體當其絕對溫度與體積都加倍時，分子平均動能增為 2 倍。 
17. 查克做了一個保溫設計：「把要保溫的東西放入小塑膠桶中加蓋，再用棉被覆蓋住。」關於此一設計，下

列哪一項評語正確？ 
 (A)此設計對於「冰」等冷凍的東西無效，蓋棉被反而融得更快 
 (B)加棉被會使溫度上升，故只適用於想使物體溫度提升的情況 
 (C)不管要保溫的東西比室溫冷或熱，棉被可使溫度的變化減小 
 (D)蓋不蓋棉被都一樣，因為只要塑膠桶一加蓋，熱量就傳不出來。 
18. 若重新定義一種溫標，將水的冰點定為−40°X、沸點定為 120°X，則此種溫標X與攝氏溫標C之間的轉換公

式為何？ 
 (A) 5C=6X+200 (B) 6C=5X+240 (C) 5C=8X+640 (D) 8C=5X+200。 
19. 如右圖所示，水波槽邊緣有一反射面R，在離反射面 0.2 m的P處，滴下一滴水滴，若水

波的速度是 0.1 m/s，則下列何者表示 3 秒後的反射波形？ 
 (A)  (B)  (C)  (D) 。 

20. 有一個直徑為 6 cm的透明圓柱玻璃杯，內盛清水。若觀察者在距離杯子 1 m遠處透過杯

中的水看遠方的景觀，會發現看到的影像 
 (A)上下左右都顛倒  (B)上下左右都不顛倒   (C)上下顛倒，左右不顛倒   (D)左右顛倒，上下不顛倒。 
21. 明雄透過護目鏡直接仰望觀測日食，發現日偏食的缺角在東北方。接著明雄低頭摘下護目鏡，看見地上樹

蔭中有小小的日食光影。下列何者為樹蔭中的日食光影缺角的方位？ 
 (A)東北 (B)東南 (C)西北 (D)西南。 
22. 三個等大金屬球，一個帶電量＋q、一個帶電量為＋2q、另一個帶電量為－2q，用導線將三個球串起來，

當達成平衡時，則三個球上所帶的電量分別為 
 (A) q (B) －q/3 (C) q/3 (D) 0。 

太陽 
甲 

乙 

丙 

丁 

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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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光線以相同的入射角從水中射出到四種不同的介質中，其折射情形如下列各圖所示，且θ1＞θ2＞θ3＞θ4。

試問光在哪一種介質的傳播速率最快？ 

 (A)  (B)  (C)  (D) 。 

24. 將玻璃凸透鏡置於水中，若光線通過鏡心，則下列路徑何者正確？ 
 (A)  (B)  (C)  (D) 。 

25. 下列有關平面鏡的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 
 (A)當物體與平面鏡的距離增加時，則物體在鏡中之像變大 
 (B)當物體與平面鏡的距離增加時，則物體在鏡中之像變小 
 (C)平面鏡所成的像為虛像，照相機無法拍攝到像 
 (D)平面鏡所成的像為虛像，照相機可以拍攝到像。 
26. 如右圖所示，在光滑且絕緣的水平面上，有三個均勻帶電、可自由運動且排成

一直線的小球，在庫侖力作用下保持靜止。現將A、B、C三球的電量加倍，則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 B球靜止、A球向左、C球向右 (B) B球靜止、A球向右、C球向左 
 (C) B球靜止、A球向左、C球向左 (D)三球仍保持靜止。 
27. 在右下圖電路中，每一個電阻均為 3 Ω，則A、B間的等效電阻為 
 (A) 1 (B) 2 (C) 3 (D) 9 Ω。 
28. 下列關於電阻與歐姆定律正確的敘述為何？ 
 (A)通電導線之電阻和電壓成正比 
 (B)電流和電阻成反比，其乘積為定值 
 (C)對確定的導線，其電壓和電流之比值就是它的電阻 
 (D)一定的電流流過導體，電阻越大，產生之電位升越大。 
29. 電力輸送功率相同時，輸電電壓V愈高，電流I愈小，輸送電線耗電愈少。若輸送電線電阻為R，則下列有

關輸送電線本身所消耗之電功率P的計算式何者正確？ 
 (A) P＝IV (B) P＝IR (C) P＝V2/R (D) P＝I2R。 
30. 用相同的正常燈泡、導線與電池，分別連接成下列四個電路圖，哪一個電路圖中的電池提供的電功率最大？ 

 (A)  (B)  (C)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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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哪些力量在沒有重力場處依然可以作用？ 
 (A)摩擦力 (B)正向力 (C)浮力 (D)彈力 (E)電力。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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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列有關動量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動量是質量與速度的乘積 (B)動量是動能量值的簡稱 (C)動量是純量 
 (D)動量的變化等於衝量的變化 (E)動量的時變率可以反映作用力。 
33. 下列有關熱膨脹的敘述哪些正確？ 
 (A)所有物體均為熱漲冷縮 
 (B)氣體熱膨脹程度比固體、液體大 
 (C)將一有洞均勻金屬板均勻加熱，則此洞會變小 
 (D)溫度升高時，雙金屬片會向熱膨脹效應較大的一側彎曲 
 (E)水溫降至 4°C時密度最大，溫度再下降，密度越來越小。 
34. 下列有關大氣壓力的敘述，哪些正確？ 
 (A)大氣壓力也是一種作用力 (B)大氣壓力的方向指向地心 
 (C)高山上的大氣壓力會比平地小 (D)可以用大氣層的重量來解釋大氣壓力 
 (E)一大氣壓壓力的大小約相當於 10 m的水柱所造成的壓力大小。 
35. 右圖為一向右傳播的繩波在某一時刻繩子各點位置圖，則此波波長為何？ 
 (A)乙戊之間的水平距離 (B)甲丙之間的水平距離 
 (C)甲乙之間的垂直距離 (D)乙丁之間的垂直距離 
 (E)兩倍甲丙之間的水平距離。 
36. 文娟靜止站在路旁等人，而一輛等速移動的汽車發出特定頻率的喇叭聲從遠

處開過來且從她身旁擦身而過，設文娟量測到的聲波波長λ '、頻率f '、聲速v '，與汽車靜止時所發出原聲波波

長、頻率、聲速比較，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汽車接近時，文娟所量測到的聲速v '較大 (B)汽車接近時，文娟所量測到的頻率f '較低 
 (C)汽車接近時，文娟所量測到的波長λ '較短 (D)汽車遠離時，文娟所量測到的頻率f '較低 
 (E)汽車遠離時，文娟所量測到的聲速v '較小。 
37. 下列哪些現象屬於物理光學的範疇？ 
 (A)利用眼鏡矯正視力 (B)照鏡子可以看到自己的像 
 (C)光碟片上所顯現的五彩條紋 (D)透過針孔所成的像為上下左右顛倒 
 (E)觀察遠方的星團看起來只有一個光點。 
38. 避雷針的形狀都為尖狀，推測其原因哪些正確？ 
 (A)不易被吹斷 (B)易生尖端放電 (C)尖端處的電場較強 
 (D)尖端處的電位較高 (E)尖端堆積的電荷密度最大。 
39. 我們都知道發電廠所發的電，會先用變壓器將電壓升高，再輸往遠方，其原因是為了減少電能在輸電線上

的損失。下列相關的敘述哪些正確？ 
 (A)輸電線上之所以會有電能損失，主要是因為輸電線有電阻 
 (B)輸電線上之所以會有電能損失，主要是因為電壓升太高了 
 (C)變壓器將電壓升高後，根據歐姆定律V＝IR，輸電線上的電流也變大 
 (D)變壓器將電壓升高後，根據歐姆定律V＝IR，輸電線上的電阻也變大 
 (E)變壓器將電壓改變，不但要利用電流的磁效應，也需利用電磁感應原理。 
40. 將一個木塊放在水平桌面上並用力彈一下使其往前滑動，木塊會受到來自桌面的正向力與摩擦力作用，試

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木塊滑動過程中正向力不作功，因此木塊力學能會守恆 
 (B)木塊滑動過程中摩擦力會作功，因此木塊力學能不守恆 
 (C)桌子也會受到木塊的摩擦反作用力，因此桌子力學能不守恆 
 (D)整體來看桌子與木塊分別受到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因此整體力學能守恆 
 (E)整體來看桌子與木塊均受到摩擦力作功，因此整體力學能不守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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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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考試化學科試題 

壹、單選題：（一）三十題均單選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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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化合物的中文名稱，何者正確？ 
 (A) CaHPO3：磷酸鈣 (B) KClO4：過氯酸鉀 (C) Hg2(NO3)2：硝酸汞 (D) K2MnO4：過錳酸鉀。 

2. 膠體溶液不具有下列何種特性？ 
 (A) 廷得耳效應 (B) 布朗運動 (C) 粒子表面帶電 (D) 在磁場中凝聚析出。 

3. 下列何者不是理想溶液具有的性質？ 

 (A) 溶質與溶劑之分子間無作用力 (B) 遵循拉午耳定律 
 (C) 溶液形成時不放熱也不吸熱 (D) 溶液形成時體積有加成性。 

4. 下列何者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A) 2KClO3 → 2KCl＋3O2           (B)  CH4＋2O2 → CO2＋2H2O  
    (C) 2Na＋2H2O → 2NaOH＋H2       (D)  H2SO4＋Ba(OH)2 → BaSO4＋2H2O 。 

5. 下列關於鉛蓄電池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正極板為 Pb，負極板為 PbO2 (B) 放電時正極板重量增加，負極板重量減少 
  (C) 放電時電解液硫酸濃度逐漸減少 (D) 放電後電壓下降，須補充濃硫酸。 

6. 一定量的氮氣在下列何狀況下最接近理想氣體？ 
 (A) 100°C、1atm  (B) 100°C、0.01 atm (C)  0°C、1atm  (D)  0°C、0.01 atm 。 

7. 在某化合物的 0.1M水溶液中滴入數滴酚酞後，溶液呈紅色，則此溶液可能為下列何者？ 
 (A)氯化鈉 (B) 磷酸鈉 (C) 硝酸鋇 (D) 氯化銨。 

8. 在同溫、同壓下，下列氣體密度大小次序何者正確？（原子量：H＝1，N＝14，O＝16，Cl＝35.5） 
 (A) 氧＞氯＞氨 (B) 氯＞氧＞氨 (C) 氯＞氨＞氧 (D) 氨＞氧＞氯 。 

9. 下列哪一種試劑可用以區分Fe2＋與Fe3＋？ 

 (A) HCl               (B) NaCl                (C) KSCN             (D) Na2SO4。 

10. 天然葉綠素中心含有何種金屬離子？  

 (A) Mg2┿ (B) Fe2┿ (C) Ca2┿ (D) Cu2┿ 。 

11. 索耳未

總反應可表示為 2NaCl＋CaCO3→Na2CO3＋X ，X為附產物，X物質為下列何者？ 
法製備碳酸鈉( Na2CO3)，過程中氨及二氧化碳均可回收使用，故原料僅需食鹽及灰石，成本不高， 

 (A) CaCl2 (B) NH4Cl (C) NaHCO3 (D) (NH4)2CO3 。 

12. 已知醋酸為弱酸（25℃時，解離常數為 1.8×10－5），在 0.1M的醋酸溶液中，下列哪一粒子的濃度最大？ 
 (A) H＋ (B) OH－ (C) CH3COO－ (D) CH3COOH。 

13. 下列關於鍵線式為  分子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學名為 2-甲基丙烷  (B) 俗名為異戊烷  (C) 分子式為 C4H10   (D) 分子式為 C5H10。 

14. 下列何者為氮(7N)原子的基態電子組態？ 
 (A) 1s22s23s24s1 (B) 1s22s22px

22py
1 (C) 1s22s22px

12py
12pz

1 (D) 1s12s12px
12py

12pz
13s13p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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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哪兩個實驗事實，可用以推斷「氫氣的還原力大於銀的還原力」？(甲) 鋅板浸入硝酸銀水溶液，鋅

板的表面析出銀； (乙) 銅板浸入硝酸銀水溶液，銅板的表面析出銀，水溶液呈藍色； (丙) 鋅板溶於稀

鹽酸產生氫氣； (丁) 銅板不溶於稀鹽酸。 
 (A) 甲、丙 (B) 甲、丁 (C) 乙、丙 (D) 乙、丁。 

16. 在 0.1M之CH3COOH溶液中，加入少量CH3COONa固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醋酸解離度下降 (B) 溶液pH值減少 (C) CH3COO－濃度變小 (D) H＋濃度變大。 

17. 下列關於醇、醚的敘述，何者正確？  

 (A) 乙醇、乙醚均可與水完全互溶 (B) 乙醇、乙醚為同分異構物 
 (C) 乙醇在高溫下利用濃硫酸脫水可得乙醚 (D) 醇、醚分別與金屬鈉反應均會產生氫氣。 

18. 實驗室中如何製備阿司匹靈(乙醯柳酸)？ 

 (A) 柳酸與乙酐反應 (B) 柳酸與甲醇反應 (C) 柳酸與乙醯胺反應 (D) 柳酸與乙酸反應。 

19. 下列有關常見物質分類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糖水為純糖溶於純水組成，所以是純物質  
(B) 18K金是銅與金 1 與 3 比例組成，所以是純物質 
(C) 蒸餾水可經由電解生成氫氣及氧氣，所以不是純物質 
(D) 食鹽晶體是由氯離子與鈉離子組成的離子化合物，所以是純物質。 

20. 下列分子性質的比較，何者正確？  
 (A) 鍵能：O2＞N2           (B) 鍵角：H2O＞NH3 
 (C) 鍵角：CH4＞NH3     (D) 分子極性： HCl＞HF。 

21. 下列有關以草酸鈉標定過錳酸鉀溶液濃度的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滴定終點溶液呈紫紅色，是因為加入酚酞指示劑 
 (B) 錐形瓶內置入草酸鈉後，必須加入濃硝酸當作酸源 
 (C) 反應中，過錳酸鉀當氧化劑，本身被氧化成二價錳離子 
 (D) 草酸根與過錳酸根在室溫時反應慢，所以必須先熱水浴至 70℃才滴定。 

22. 已知下列兩個反應均趨向右方： 
(1) HSO4

－＋CH3COO－  SO4
2－＋CH3COOH； 

(2) CH3COOH＋HS－  CH3COO－＋H2S； 
則相同濃度的 (甲)CH3COOH；(乙)NaHSO4；(丙)H2S水溶液中，[H＋]大小順序為何？ 

 (A) 甲＞乙＞丙 (B) 甲＞丙＞乙 (C) 乙＞甲＞丙 (D) 乙＞丙＞甲 。 

23. 哈柏法製氨：N2(g)＋3H2(g)   2NH3(g)＋92kJ 反應中，用催化劑Fe2O3在約 500℃下進行反應。

有關此一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在高溫反應的目的是增加反應速率及產率 
 (B) 達平衡時N2(g) 的消耗速率等於氨的生成速率 
 (C) 達平衡時N2(g)、H2(g)、NH3(g) 的莫耳數比等於 1：3：2 
 (D) 反應中，加入催化劑Fe2O3會使正、逆反應的反應速率都增加。 

24.  下列何者為實驗室中常用配製 1 公升 0.10M鹽酸的方法？(原子量H=1；Cl=35.5) 
    (A) 取 8.3 毫升 12M濃鹽酸加入 991.7 毫升蒸餾水  
    (B) 取 8.3 毫升 12M濃鹽酸加入蒸餾水中，稀釋至 1 公升 
    (C) 秤 3.65 克 12M濃鹽酸加入 996.35 克蒸餾水  
    (D) 秤 3.65 克 12M濃鹽酸加入蒸餾水中，稀釋至 1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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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哪一項所含氫原子數最多？ (原子量H=1；C=12；N=14；O=16) 
   (A) 8.5 克氨(NH3)所含的氫原子 (B) 4 克甲烷(CH4)所含的氫原子 
   (C) 9 克水所含的氫原子                       (D) 3.01×1023 氫分子的氫原子。 

26. 已知CO(g)的莫耳燃燒熱為－283kJ，CO2(g)的莫耳生成熱為－393.9kJ，則 1 莫耳石墨完全反應生成CO(g)的

反應熱為多少kJ？ 

 (A) －110.9 (B) －283 (C) －393.9 (D) －676.9 。 

27. 在 20℃時，甲、乙兩杯分別盛有 200 克及 300 克飽和硝酸鉀溶液，下列哪一種操作可以使甲、乙兩杯溶 
   液析出等質量的硝酸鉀晶體？  
 (A) 同時降溫至 10℃      (B) 在 20℃，甲、乙兩杯各蒸去 20 克水 
 (C) 甲杯降溫至 10℃，乙杯降溫至 6℃ (D) 在 20℃，甲杯蒸去 20 克水，乙杯蒸去 30 克水 。 

28. 氫原子光譜中，來曼

 (A) 

系列的最長波長為λ(電子由n＝2 至n＝1) ，則此系列的最短波長(n＝∞至n＝1)為何？ 

4
1 λ (B) 

2
1 λ (C) 

4
3 λ (D) 

3
4 λ 。 

29. 在 25℃時，純水的蒸氣壓為 25.0mmHg，在相同溫度下，有一葡萄糖水溶液的蒸氣壓為 22.0mmHg， 
   則此溶液中葡萄糖的莫耳分率為多少？ 

 (A) 0.6 (B) 0.12 (C) 0.84 (D) 0.88 。 

30. 取 58.0 毫克某有機化合物完全燃燒以後，得 88.0 毫克二氧化碳、18.0 毫克水。此有機化合物最可能是下 
   列何物質？（原子量：H＝1，C＝12，O＝16） 
 (A) C6H6 (B) C6H12O6 (C) C4H4O4 (D) C2H2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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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哪些組的物質，可用來說明倍比定律？  
 (A)氧與臭氧              (B) 一氧化碳與一氧化氮         (C) 水與過氧化氫 
 (D)一氧化氮與二氧化氮    (E)氧化鈣與氫氧化鈣。 

32. 下列分子哪些是直線形？ 

 (A) NO2 (B) CO2 (C) H2O (D)C2H2 (E)O3。 

33. 欲使CaCO3(s)＋2HCl(aq)→CaCl2(aq)＋CO2(g)＋H2O()的反應速率增加，可用下列何種方法？ 
 (A) 升高溫度                (B) 提高鹽酸的濃度          (C) 提高反應容器的總壓  

(D) 在反應器中加入更多的水    (E) 將片狀的CaCO3研磨成粉狀。 

34. 下列何者可作為還原劑？ 
 (A) I－ (B) Fe2＋ (C) Fe3＋ (D) C2O4

2－ (E) S2O3
2－。 

35.一大氣壓下，下列各化合物沸點的高低順序，何者正確？  

 (A) 甲醇＞甲酸           (B) 氧氣＞氮氣           (C) 正丁醇＞乙醚  
 (D) 正戊烷＞新戊烷          (E) 反 -1,2-二氯乙烯＞順 -1,2-二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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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蒸餾是利用混合物中成分沸點不同，藉由蒸發後冷凝收集以分離物質的方法。下列有關蒸餾裝置的架設及

操作，何者正確？  
 (A) 蒸餾瓶中可加入沸石以避免突沸 
 (B) 溫度計插入溶液中以便測量溶液溫度 
 (C) 蒸餾紅糖水收集的蒸餾液為沸點 100℃的水 
 (D) 冷水由冷凝管的上方進入，受重力由下方流出 
 (E) 蒸餾釀造酒收集到的蒸餾液仍為乙醇與水的混合物。 

37. 下列有關週期表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 第三週期元素的原子半徑由左至右漸減 
 (B) 在週期表位置愈右下方的元素，其金屬性愈強 
 (C) 相同元素的原子，每一個原子的質量數皆相同 
 (D) 週期表第 15 族的元素，原子外層有 5 個價電子 
 (E) 第 17 族元素失去電子所需的能量很高，所以化學反應活性不大。 

38. 有濃鹽酸、濃硝酸、濃硫酸三種未標示之溶液，下列何種判斷正確？  
 (A) 可使蔗糖變黑色者為硫酸 
 (B) 放入銅片，產生紅棕色氣體者為硝酸 
 (C) 稀釋後，加入AgNO3（aq）產生白色沉澱者為鹽酸 
 (D) 稀釋後，加入Ba(NO3)2（aq）產生白色沉澱者為硫酸 
 (E) 揮發出的氣體遇到氨氣，生成白色煙霧狀固體微粒者為鹽酸。 

39. 下列有關過氧化氫（H2O2）氧化還原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利用H2O2 的氧化力可消毒殺菌 
 (B) H2O2 當氧化劑時，本身被還原為氧氣 
 (C) H2O2 的酸性溶液會使含碘化鉀的澱粉溶液呈藍色 
 (D) H2O2 在二氧化錳的催化下可自身氧化還原生成氧氣和水 
 (E) 在室溫時，H2O2 尚安定，若加入一滴含Fe2＋離子的溶液即可加速其分解。 

40. 三聚氰胺的分子如下圖，有關三聚氰胺分子的鍵結情形哪些正確？  

          
 (A) 分子式為C3H6N6 
 (B) 含氮的重量百分比為 66.7％ 
 (C) 每個氮原子均有 1 對未鍵結電子對 
 (D) 每個碳原子均以sp2 混成軌域與其他原子鍵結 
 (E) 每個氮原子均以sp3 混成軌域與其他原子鍵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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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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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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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考試中外地理科試題 

壹、單選題: (一)三十題，題號 1至 30題，每題二分，共六十分。 

            (二)未作答者不給分，答錯不倒扣。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 2B鉛筆畫記於答案卡內。 

 

◎本州島西部山區的合掌屋

1.
反映當地的環境，回答 1-2題：                 

日本的年降水量超過 1,500 毫米，屬於濕潤氣候區，而同位於本州

(A)熱帶氣旋的路徑 (B)洋流的性質差異 (C)熱對流作用的強弱 (D)冬夏季風的風向差異 

島上的東、西兩岸則有明顯

的差異。造成兩地降水季節重心差異的主因為？ 

2.本州

何合掌屋的屋頂斜度大？(A)地形崎嶇 (B)冬季降雪多 (C)建材以板岩為主 (D)觀光發展所需 
西部山區的合掌屋具有 60°的傾斜屋頂，如照片(一）。但東南部沿海的屋頂較為平緩，為 

 
◎西亞

表（一）

有 70﹪以上的土地是屬於乾旱貧瘠的沙漠，在此乾燥少雨之地，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資

源，考驗著當地居民的智慧。回答 3-5 題 
以色列主要農牧產品生產所需水量(m3/kg) 

 
3.造成西亞

 (A)距海遙遠 (B)四周高山阻擋 (C)沿岸涼流經過 (D)副熱帶高壓籠罩 
絕大部分地區屬於乾燥氣候的主因為何？ 

 4.依表（一），以色列

(A)穀物農業    (B)園藝業   (C)畜牧業   (D)酪農業 
要調整農牧業結構，最可能發展哪項節水之農業？ 

 5.以色列

(A)土石流    (B)地層下陷    (C)地層潛移    (D)土壤鹽鹼化 
發展的「滴灌」技術可避免乾燥區最易發生的哪項環境問題？ 

 
◎大峽谷空中步道可從千尺的高度俯瞰地表，蔚為奇觀。回答 6-7 題： 
 6.美國大峽谷國家公園

 7.從
主要位於圖(一)的何處？(A)甲(B)乙(C)丙(D)丁 

大峽谷

(A)密士失必河 (B)科羅拉多河 (C)摩和克河 (D)哥倫比亞河    
的天空步道，可俯視哪一條河川侵蝕而成的峽谷地形？                   

 
◎美國

. 8.
為移民社會，民族複雜如同民族沙拉碗，回答 8-9 題: 

美國

(A)拉丁裔人、歐裔白人、亞洲裔、印第安人 
人口組成如表(二)所示。甲、乙、丙、丁分別代表何族裔？ 

(B)拉丁裔人、歐裔白人、印第安人、亞洲裔 
(C)歐裔白人、拉丁裔人、亞洲裔、印第安人  
(D)歐裔白人、拉丁裔人、印第安人、亞洲裔 

9.美國有許多以聖字開頭的地名，如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 
聖地牙哥

(B)非洲地名移殖   (C)歐洲宗教傳播  (D)依賴經濟發展 
(San Diego)，其來源與何有關？(A)印第安文明遺留 

 
◎圖(二)是三級產業就業人口結構的三角形圖。回答10〜11題: 
10.哪個國家的「都市化程度」最低？ (A)甲 (B)乙 (C)丙 (D)丁 
11.哪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正處於「工業化階段」？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一) 

 
       照片(一) 

表(二):2005年美國族群組成比(%) 

人種       甲     黑人      乙     丙     丁 

百分比      67     13       14      5      1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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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集團早期是由飼料與麵粉工廠在臺灣發跡，之後延伸其觸角到速食麵、麵包的生產，統一

牧場生產鮮乳，到零售的7-11超商及黑貓宅急便

12.
等各行各業中。回答12〜13題： 

統一

(A)專業分工 (B)水平整合 (C)包工連鎖 (D)垂直整合 
企業將原料供應、生產和物流業結合起來，此結合方式稱為何？ 

13.(甲)減少工人的需求；(乙)保障產品銷售通路；(丙)便於消費者更換商品；(丁)有效控制原料 
來源與價格。統一

                                         
企業的多元化經營具上述哪兩項優點？(A)甲乙 (B)乙丙 (C)甲丁 (D)乙丁 

◎「撒赫爾」源自阿拉伯文「海岸」之意。回答 14-16 題： 
14.圖（三）中何者位在撒赫爾

15.影響

的範圍？ (A)甲(B)乙(C)丙(D)丁  
撒赫爾

 (B)溫帶氣旋的移動 (C)聖嬰現象的發生  (D)行星風系季移                                  
冬夏風向變化之因為何？ (A)冷暖氣團的交會 

16.哪一幅圖最能表現撒赫爾的氣候特徵？                                                 

 
◎圖(四)為某地等高線圖，回答 17-18 題:                 
17.甲:河谷、乙:山脊、丙:河階、丁:鞍部、庚:懸崖 

。以上地形研判正確者為何？ 
(A)甲丙丁 (B)乙丙庚 (C)丙丁庚 (D)甲乙丁   

18.兩點眺望的關係中: ㄅ:由己可眺望到乙； 
ㄆ:由戊可眺望到甲；ㄇ:由丙可眺望到甲；ㄈ:由丁可眺望到己

(A)ㄅㄆ   (B)ㄆㄇ   (C)ㄇㄈ   (D)ㄅㄈ 
。以上正確的為何?  

      
◎圖(五)是臺灣

回答 19-21 題:                                                   
某海岸的等高線地形圖， 

19.哪個地點最需要設立圖(六)的告示牌? 
(A)甲 (B)乙 (C)丙 (D)丁 

 20.圖內整個海岸段，出現最高海崖的地 
方，其海崖高度可能達到幾公尺？ 
(A)75  (B)125  (C)175  (D)225 

 21.若純從避風角度來看，哪個地點較適 
合建漁港？(A)甲 (B)乙 (C)丙 (D)丁 

                                                                      
22.圖(七)是利用麥卡托投影所繪製的經 
緯線網格。圖中的 4 個斜線區域，皆 
由相同度數的經緯線所包圍，何者在 
地表的實際面積最大？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3.圖(八)為一圓錐形紙張與透明地球儀相切，光源置於球心，將地球儀的北半球地理網線投影在

紙張上，依此法投影畫得的經、緯線網路，與何者最接近？ 
         (A)              (B)               (C)                (D)   

                          

 

          圖(三) 

           

 
                 圖(四) 

 

 

圖(六)  

              圖(五) 

 

 

 

 
             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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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4.邱先生想栽種新種水果，經農委會

下：(1)土壤為黑土；(2)年均溫低於 20°C；(3)高度位於 100〜 
輔導得知，該水果栽種條件如 

200 公尺；(4)年雨量高於 500 毫米。由疊圖分析，最適宜栽種新 
品種的耕地在圖(九)中哪個地塊？ (A)甲 (B)乙 (C)丙 (D)丁 
 

◎英雄

25.從厚度、組成物質來判斷，此為何種地形？ 
長期對一地觀測，發現其剖面變化如圖(十)，回答 25-26 題：                                                                    

 (A)沙丘 (B)礫漠 (C)沙漠 (D)黃土 
26.這種地形是由哪一項營力所塑造？  

(A)磨蝕 (B)風積 (C)吹蝕 (D)刻蝕 
 
◎表(三)為四個地區的氣候資料，回答 27-29 題： 
 
27.艾絲珮絲．絲胥黎

童年：「道路多須穿越墓  
回憶 

壤(murram)的平原，墓 
壤是一種粗的紅砂石，  
被陽光炙烤得堅硬無 
比，只有單薄、剛硬、 
看來可憐兮兮的荊棘類 
樹木，和枝幹扭曲會開 
出如紅色封臘般花朵的 
紅花樹才能生長。」見 
表(三)，她描述的環 
境，應分布在何地？ 
(A)甲(B)乙(C)丙(D)丁 

 
28.圖(十一)為植被與年均溫、年雨量的關係圖，

童年住家附近的植被為何？ 
艾絲珮絲 

   (A)熱帶莽原 (B)熱帶荒漠 (C)熱帶雨林 (D)溫帶草原 
29.艾絲珮絲

   (A)撒哈拉沙漠   (B)希臘聖多里尼島 
的童年在哪裡度過？ 

 (C)肯亞大裂谷   (D)亞馬孫盆地 
                              
30.Peter為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在一次「爲非洲

   活動中，指出了饑荒問題的癥結點─
把脈」的 

非洲

   量作物，又將自己最為優良的耕地種植其他作物以出口至 
從國外進口大 

   國外市場，這種不平等的交換導致了今日的饑荒問題。 
何者為非洲

 (A) (B) (C) (D) 

進口作物 小麥 咖啡、可可 小麥、玉米 稻米、小麥 

出口作物 稻米 稻米、小麥 葡萄、橄欖 橡膠、油棕 
 

主要的進出口作物的情況？ 

 
貳、多重選擇題：(一)共十題，題號自 31 題至 40 題，每題四分，計四十分。 
                (二)每題五選項各自獨立，其中至少有一個選項正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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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筆畫記於答案卡內。                                                                         

 
        圖(九) 

 
               圖(十) 

年均溫℃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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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十二)的都市扇形結構模式圖，回答 31-32 題：       
 31.下列有關扇形模式的假設，哪三項是正確的？ 

(A)居民有種族、文化及社會的差異  (B)該都市環繞兩個核心發展 
(C)只有一種運輸工具，都市內各點移動的難易度相同 
(D)各區的土地利用與地價高低有關  (E)富人優先選擇良好居住環境 

 32.鐵路進入市區而形成運輸扇，其兩側最可能出現哪兩種機能扇？ 
    (A)工業扇      (B)教育娛樂扇     (C)低級住宅扇 

 (D)中級住宅扇  (E)高級住宅扇 
 
◎圖(十三)為行星風系圖，回答 33-35 題:                         
33.若行星風系終年如圖(十三)所示，則須在哪些前題下， 

始能成立？            (A)氣壓梯度到處相同      
 (B)地軸和黃道面直交   (C)風向受日照與地球自轉影響 
 (D)地勢無高低之別     (E)地表無海陸差異 

34.地表附近，哪些風帶誘使兩側的氣流向該風帶輻合？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35.地表附近，哪些風帶常平靜無風，或吹不定向的微風？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圖(十四)為全球水平衡圖，回答 36-37 題：                     
36.地表的「剩水區」主要位於哪兩個行星風系帶內？ 

(A)赤道無風帶 (B)西風帶    (C)副熱帶無風帶 
(D)信風帶      (E)極地高壓帶 

37.地表的「缺水區」主要位於哪些緯度帶？ 
(A)10°N-10°S  (B)10°N -30°N (C)10°S -30°S  
(D)40°N -60°N  (E)40°S -60°S 
 

◎圖(十五)為全球洋流簡圖。回答 38-40 題： 
 
 

                  
 
圖(十五) 

 38.圖(十五)中哪些洋流屬「吹送流」？  (A) 1  (B)2  (C)3  (D)5  (E)10 
39.圖(十五)中哪組洋流均為「暖流」？   

(A)4、9  (B)14、18 (C)1、2、3 (D)7、8、17 (E)5、10、15 
 40.圖(十五)中哪組洋流與「溫帶地中海型氣候的夏季乾熱」息息相關？ 
   (A)6、16 (B)4、14 (C)11、13、20 (D)9、12、18 (E)7、8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四)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D 1 B 1 B 1 B 1 B
2 B 2 D 2 D 2 B 2 C
3 D 3 D 3 A 3 D 3 A
4 C 4 C 4 D 4 C 4 B
5 B 5 B 5 C 5 A 5 D

6 A 6 D 6 B 6 D 6 A
7 C 7 D 7 B 7 C 7 C
8 C 8 A 8 B 8 D 8 B
9 D 9 B 9 C 9 B 9 A

10 C 10 C 10 A 10 C 10 D

11 D 11 A 11 A 11 D 11 B
12 B 12 C 12 D 12 C 12 C
13 D 13 B 13 B 13 B 13 B
14 C 14 A 14 C 14 D 14 A
15 A 15 A 15 D 15 A 15 D

16 B 16 D 16 A 16 B 16 C
17 B 17 C 17 C 17 A 17 A
18 A 18 D 18 A 18 D 18 C
19 A 19 A 19 D 19 A 19 D
20 C 20 D 20 C 20 C 20 D

21 C 21 D 21 D 21 C 21 C
22 B 22 C 22 C 22 A 22 B
23 C 23 D 23 D 23 A 23 A
24 D 24 C 24 B 24 B 24 C
25 B 25 D 25 A 25 A 25 B

26 A 26 D 26 A 26 B 26 A
27 B 27 A 27 B 27 A 27 A
28 D 28 C 28 C 28 D 28 D
29 C 29 D 29 B 29 B 29 B
30 A 30 A 30 C 30 C 30 C

31 ABDE 31 CD 31 ABE 31 BC
32 AE 32 BD 32 AD 32 BD
33 BE 33 ABE 33 ACD 33 A
34 CDE 34 ABDE 34 ABCD 34 BD
35 AE 35 BCD 35 AE 35 ADE

36 CD 36 ACE 36 ABCE 36 BCD
37 CE 37 AD 37 ADE 37 ABD
38 BCE 38 ABCDE 38 BCDE 38 AB
39 AE 39 ACDE 39 ABE 39 C
40 BE 40 ABCD 40 ABCE 40 AD

製表單位：資訊室

製表日期：103/05/27

專科警員班第33 期正期組 – 甲組標準解答
國文標準答案 物理標準答案 化學標準答案 數學甲標準答案 英文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D 1 C 1 D 1 A 1 B
2 B 2 C 2 B 2 B 2 C
3 D 3 B 3 D 3 D 3 A
4 C 4 C 4 B 4 A 4 B
5 B 5 C 5 D 5 A 5 D

6 A 6 B 6 B 6 B 6 A
7 C 7 D 7 B 7 B 7 C
8 C 8 C 8 C 8 C 8 B
9 D 9 C 9 C 9 D 9 A

10 C 10 B 10 D 10 D 10 D

11 D 11 C 11 B 11 B 11 B
12 B 12 A 12 D 12 A 12 C
13 D 13 D 13 D 13 送分 13 B
14 C 14 A 14 D 14 D 14 A
15 A 15 B 15 D 15 D 15 D

16 B 16 A 16 C 16 A 16 C
17 B 17 C 17 C 17 C 17 A
18 A 18 D 18 B 18 C 18 C
19 A 19 C 19 B 19 B 19 D
20 C 20 C 20 D 20 C 20 D

21 C 21 A 21 D 21 D 21 C
22 B 22 D 22 D 22 C 22 B
23 C 23 B 23 C 23 D 23 A
24 D 24 B 24 A 24 A 24 C
25 B 25 D 25 B 25 B 25 B

26 A 26 C 26 C 26 C 26 A
27 B 27 A 27 A 27 A 27 A
28 D 28 B 28 A 28 C 28 D
29 C 29 D 29 C 29 B 29 B
30 A 30 C 30 D 30 B 30 C

31 ABD 31 ADE 31 ACD 31 BC
32 CE 32 AC 32 ADE 32 BD
33 BDE 33 BCDE 33 BDE 33 A
34 ABDE 34 AE 34 BC 34 BD
35 ABD 35 AC 35 AB 35 ADE

36 ABD 36 AB 36 ABCE 36 BCD
37 BCDE 37 BC 37 CD 37 ABD
38 ACD 38 ABDE 38 AE 38 AB
39 BDE 39 ABC 39 AB 39 C
40 BCD 40 AC 40 ABCE 40 AD

製表單位：資訊室

製表日期：103/05/27

專科警員班第33 期正期組 – 乙組標準解答
國文標準答案 中外歷史標準答案 中外地理標準答案 數學乙標準答案 英文標準答案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三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國文科試題
	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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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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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綜合測驗：
	1.  下列各組「　」中的文字，讀音相同的是：　
	(A)「葵」花寶典 /歲在「癸」丑 (B)「膾」炙人口/羊肉「燴」飯　 
	(C) 傴「僂」提攜/不與培「塿」為類 (D)諮「諏」善道/渡大海，入荒「陬」　。
	2. 下列「　」內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A) 「亡」身於外/追「亡」逐北 (B) 都督「見」委/岳父「見」教的是
	(C) 低頭「向」暗壁/尋「向」所誌　 (D) 計畫「縝」密/「瞋」目結舌  。
	3.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恰當？
	(A)夜已深沉，大地寂靜無聲，屋裡的人個個「屏氣凝神」地睡了 
	(B)歷經被綁架的事件後，只要獨自一人時，他便「目光如炬」地東張西望，驚惶不安　 
	(C)大雄讀書用功，再加上他「趾高氣揚」，成績表現屢創佳績 
	(D)這個案子的案情，十分複雜棘手，有關單位一定要查明「來龍去脈」，以還受害者家屬一個公道　。
	4. 下列文句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簡漏的老公寓，經過一番的修茸之後，顯得煥然一新 
	(B)經濟不景氣，失業率節節攀生，要找到養家糊口的工作並不容易 
	(C)警方經過長期的埋伏與可靠的消息來源，終於破獲了這家大型的職業賭場
	(D)為了完成老闆交負的設計案，他已熬夜通霄超過15小時了　。
	5. 古人所謂的「魚雁往返」常指的是書信的來往。下列選項「　」內何者實指「書信」?
	(A)「魚」吹浪、「雁」落沙，倚吳山翠屏高掛。看江潮鼓聲千萬家，捲朱簾玉人如畫 
	(B)遼鶴歸來，故鄉多少傷心地!寸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淒涼意 
	(C)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 
	(D)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雙林醉，總是離人淚　。
	6. 對於因果關係的敘述，下列文句何者屬於「先果後因」的選項?
	(A)﹙項脊﹚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B)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 
	(C)左右以君賤之，食以草具 
	(D)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　。
	7. 張潮《幽夢影》: 「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
	   其機暢也。」若依其說法，根據《四庫全書》的分類，在冬雪映窗的時節裡，適合讀下列哪些書?
	(A)《道德經》、《禮記》、《孝經》 
	(B)《史記》、《爾雅》、《公羊傳》 
	(C)《孟子》、《左傳》、《尚書》
	(D)《春秋》、《論語》、《山海經》　。
	8. 下列引文中的「他」，所指為何人?
	   「他對幽蘭變成蕭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為什麼美人總是難見，明君總是不醒。他更驚嘆眾人為什麼那
	    麼喜歡謠言，又那麼冷落賢良……他曾寫過著名的〈天問〉，其實心中埋藏更多的『世問』和『人問』」
	                                                          ﹙余秋雨《新文化苦旅‧詩人是什麼》﹚
	(A)李白 (B)墨翟 (C)屈原 (D)杜甫　。
	9. 根據你對近體詩的瞭解，下列何者屬於「律詩」?
	(A)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
	      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B)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
	      寒波生 
	(C)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淒，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
	      有本性 
	(D)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
	      與山翁　。
	10.  下列文句，何者採用空間移動的手法，使景物產生由遠至近逐漸移動的變化?
	(A)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
	(B)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
	(C)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
	   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D)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　。
	11.  下列有關文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逸事，又稱軼事。屬史傳別體，如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B)書，為臣子進呈天子的奏文。如丘遲〈與陳伯之書〉 
	(C)說，為雜記類的文體。其中如韓愈的〈師說〉屬於人事雜記類 
	(D)序，用來說明著作的旨趣及經過。如連橫〈台灣通史序〉　。
	12.  下列有關古代中國的生活常識敘述，何者正確?   
	(A)古代飲酒文化盛行，「飛羽觴而醉月」、「鏤簋朱紘」二句中，「觴」及「簋」都指酒杯 
	(B)古代人物的稱謂，有以官職稱者，如「杜工部」；或以籍貫稱者，如「柳河東」
	(C)古人常以髮式代稱年齡，如「垂髫」是指童年；「弱冠」則是男子十八歲行加冠禮，表示成人 
	(D)古代庶民百姓一般以穿著「左衽」的交領服飾為主；年輕學子則穿著青色衣領的「青衿」為主　。
	13.  請根據以下四位詩人的自詠詩，將四位詩人依時代先後排出正確順序:   
	    (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乙)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丙)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為
	       表余心
	    (丁)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
	       歸園田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甲 (C)丙甲乙丁 (D)丁丙甲乙　。
	14.  請就下列現代詩與所歌詠之古代人物，選出配合正確之選項:   
	(A)暖風遠去 / 三閭大夫的腳印 / 在魚汛中浮現 / 污垢的鞋子踩遍了楚國的悲傷 / 漠漠秋風中/ 他的
	   嘆息比落葉寂寞─賈誼        
	(B)錯就錯在那杯溫酒 / 沒有把鴻門燃成 / 一冊楚國史 / 讓隱形的蛟龍 / 銜著江山 / 遁入山間莽草
	   / 他手上捧著的 / 只是一雙致命的白璧─劉邦 
	(C)你的瞳孔是一個箭靶 / 昂貴無比、神奇無比 / 丘陵高山都是你 / 那怕一卷春秋已斷爛 / 你永不哭
	   泣─孔子 
	(D)南朝的時候 / 我打此經過 / 寫了幾首詩 / 和女子調笑 / 他們稱我為/ 帝王 / 歷史要數說我 / 亡
	   國的罪愆 / 但是 / 我的罪/ 何止亡國─曹丕　。
	15. 在〈蘭亭集序〉中「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作者所呈現 
	   的生死觀，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B)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C)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D)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
	16.  下列應用文用語的說明，何者為正確選項?   
	(A)寫信給長輩，為了表示尊敬，提稱語應寫「大鑒」 (B)稱人父子為「賢喬梓」，自稱為「愚父子」
	(C)賀人生男，可用「關雎誌喜」                   (D)女兒出嫁的酒席稱為「桃觴」　。  
	17.  下列各選項內的文意說明，何者正確?   
	(A)〈燭之武退秦師〉「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燭之武藉秦晉
	   地利之便，說服秦君出兵攻打晉國 
	(B)孟子認為「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意謂在上位者若能使人民供養家人及安葬死者都沒有什麼
	   遺憾，就是推行王道的開始 
	(C)〈虯髯客傳〉「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 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
	  此句實具雙關意義，其所要表達的真正涵意乃指唐之天下將亂，挽救已無可能 
	(D)〈琵琶行〉一詩中，「大珠小珠落玉盤」，用來形容琵琶女的歌聲圓潤清脆，抑揚錯落　。
	18.  小明鍵入「婉約派、清真詞、集大成」的搜尋字串，最有可能找到哪一位詞人?   
	(A)周邦彥 (B)李煜 (C)溫庭筠 (D)柳永　。
	19.  「紅藕香殘玉簟□。輕解羅裳，獨上蘭舟」，上引詞句□處，應填上的季節，與下列選項何者相同?   
	(A)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思落誰家 
	(B)寒聲帶雨山難白，冷氣侵人火失紅。方訝一□暄較甚，今宵敢嘆臥如弓 
	(C)應憐履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D)綠樹蔭濃□日長，樓台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
	20.  下列有關先秦諸子思想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孟子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主張「君民並耕」 
	(B)荀子認為「智」是化性起偽的根本，所以他強調後天的學習 
	(C)「治大國，若烹小鮮」是老子清靜無為的政治主張 
	(D)陰陽家主要代表人物是許行，主張五德終始、順時敬天　。
	21.  古人記時的方法:或依天色，或依地支，或依日照位置，或採更鼓記時。下列各選項「 」內詞語標示的時  
	    間，何者相同?   
	    (甲)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乙)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
	    (丙)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丁)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丙乙　。
	22.  下列人物在文學發展上，都有其不可抹滅的文學貢獻，何者敘述正確?   
	(A)辛棄疾是第一個大量創作慢詞，並使詞由俗轉雅的文人 
	(B)黃庭堅其詩講求詩法，力求創新，手法側重「點鐵成金」，為江西詩派創始人 
	(C)歐陽脩古文、詩、詞、曲皆擅長，是宋代詩文革新運動領袖 
	(D)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運動。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猛虎集〉　。
	23.  下列選項皆為古典小說卷頭語或序，請選出何者指的是《儒林外史》?   
	(A)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眼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B)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 
	(C)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 
	(D)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
	24.  「君子」一詞在古代或用以指「在上位者」；或用以指「有德者」。下列選項內的「君子」，何者指  
	   「在上位者」?
	(A)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B)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C)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D)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
	25. 古漢語中，有時為強調動詞，而將動詞提到賓語(受詞)前面，即稱為「倒裝」。下列選項何者屬於這種語法? 
	(A)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  (B)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C)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       (D)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
	26.  下列有關課文與關鍵字的配對敘述，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顧炎武〈廉恥〉議論重心在「恥」字，提出「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的論點
	(B)范仲淹〈岳陽樓記〉以「樂」字為文眼，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抒發與民同樂的襟懷 
	(C)李斯〈諫逐客書〉「諫」字貫穿全文，以「竊以為過矣」說明秦君逐客之非 
	(D)歸有光〈項脊軒志〉用「軒」字為線索，敘述「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的樂趣　。
	二、閱讀測驗：
	(甲) 27.—28.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27.—28.題
	(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
	   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晉書‧王衍傳》﹚
	27.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是一句形象化描寫，呼應下列哪一句對王衍的描述?  
	(A)妙善玄言 (B)美貌 (C)聲名藉甚 (D)常自比子貢　。
	2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聲名藉甚」意同「聲名狼藉」          (B)「常自比子貢」意謂王衍自認勇敢、善政事 
	(C)「翕」音ㄕㄜˋ，和諧順服 (D)「口中雌黃」在此意謂講解時發現錯誤即隨口更改　。
	(乙) 29.—30.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29.—30.題
	153B「帝子銜冤久未平 ，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無雲補，待見桑田幾變更」
	 「帝子銜冤久未平 ，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無雲補，待見桑田幾變更」
	29.  上引之詩為王安石所作，由詩意判斷，此詩題目應為下列何者?  
	(A)女媧 (B)西王母 (C)精衛 (D)瑤姬　。
	30.  詩中所引神話之典故，應出自於下列何部著作?  
	(A)《山海經》 (B)《莊子》 (C)《搜神記》 (D)《穆天子傳》　。
	貳、作文：計四十分
	說明：一、請由左至右橫式書寫，文言、白話不拘，並加標點符號，違者按規定扣分。
	二、限用黑色、藍色原子筆、鋼筆或毛筆（不得使用鉛筆）書寫，違者按規定扣分。
	三、不得以詩歌或書信體寫作，違者不予計分。
	   人們，因為傷悲、委屈、痛楚或思念、離別而流淚；也有人因為高興、熱情、感動、‧‧‧而流淚，
	各種情緒都會引發─可能是因為一個人、一首歌、一段文字、一頁畫面、一個情境、一件事例，或是
	一個小小的觸動‧‧‧‧。生命中你曾為了什麼事(人、物)而流淚?請以那一刻，我流下了眼淚為題，
	敘述自己的經驗，並抒發感想。
	    作文題目：那一刻，我流下了眼淚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三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英文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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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２Ｂ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I. 字彙（第 1 題至第 10 題，共 20 分） 
	The entire old town is designated as a pedestrian zone and free of cars. No _________        are allowed in this area.
	1.
	(D) appliances
	(C) facilities
	(B) vehicles 
	(A) devices
	The corpse was _________ on the basis of dental records. That is, by examining the teeth of the dead, we can find out who the body is.
	2.
	(D) mediated
	(C) identified 
	(B) recruited
	(A) generated
	Mr. Lee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make a full _________ from the stock market before this recession.
	3.
	(D) compromise
	(C) contract
	(B) discovery
	(A) retreat
	Bob's nickname was “Beckham,” a _________ to the way he styled his hair.
	4.
	(D) residence
	(C) reunion
	(B) reference 
	(A) publication
	Kim is _________ going to be furious when she sees the mess you made in the office.
	5.
	(D) definitely 
	(C) affectionately
	(B) mentally
	(A) approximately
	He _________ his friend by telling lies about her behind her back. 
	6.
	(D) ensured
	(C) witnessed 
	(B) civilized
	(A) betrayed
	Sarah _________ the cat that had fallen onto the MRT tracks and prevented it from getting hurt.
	7.
	(D) violated 
	(C) rescued
	(B) defeated
	(A) lessened 
	Firefighters are _________ heroes, who risk their lives to help others. 
	8.
	(D) massive
	(C) cruel 
	(B) courageous
	(A) daunted
	She was _________ during the surgery, so she didn’t feel any pain. 
	9.
	(D) sufficient
	(C) absorbing 
	(B) catastrophic
	(A) unconscious
	A huge parade is held on the _________ of the 1959 revolution. It is one of the biggest annual events of the city. 
	10.
	(D) anniversary 
	(C) orchard 
	(B) transaction 
	(A) appreciation
	II. 成語（第 11 題至第 15 題，共 10 分） 
	The boxing legend inspired his fans to never give up. When he got _________, he got back up again and kept fighting.
	11.
	(D) played up
	(C) covered up
	(B) knocked down
	(A) chased down 
	In all-you-can-eat buffet restaurants, you can eat _________.
	12.
	(B) by heart
	(A) with all your heart
	(D) until your heart skips a beat  
	(C) to your heart’s content
	Whatever you say, I will _________ my principles and won’t change my opinions.
	13.
	(D) take over
	(C) pay off
	(B) stick to
	(A) get over 
	Lucy _________ temptation and ate the last piece of chocolate.
	14.
	(D) spoke out against
	(C) looked forward to
	(B) signed up for
	(A) gave in to
	Even though every smartphone has a clock on it, wrist watches are still _________. 
	15.
	(D) in demand
	(C) beyond control
	(B) to the fullest
	(A) out of place
	III. 文法（第 16 題至第 20 題，共 10 分） 
	_________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is not what you can get but what you can give.
	16.
	(D) Why
	(C) What
	(B) It
	(A) That
	_________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I went off to look for a job. 
	17.
	(D) As long as
	(C) No sooner
	(B) The moment
	(A) Upon
	Since I first stepped foot on this beautiful island, I _________ by the country.
	18.
	(B) am fascinated
	(A) had fascinated
	(D) had been fascinated
	(C) have been fascinated
	_________ the wind blowing so hard, I don’t think the seas will calm down. 
	19.
	(D) With
	(C) Since 
	(B) As 
	(A) Once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re _________ water on Mars a long time ago. Observer show signs of dried up lake beds, past floods and old river channels. 
	20.
	(D) may have been
	(C) may have had
	(B) may be
	(A) may have
	IV. 句型（第 21 題至第 25 題，共 10 分） 
	Japanese people _________ bowing even when they talk on the phone.  
	21.
	(D) have no choice but
	(C) cannot help
	(B) cannot help but 
	(A) cannot but
	The weather took a turn for the worse, the sailors _________ for the shore. 
	22.
	(D) had headed
	(C) to head
	(B) heading
	(A) headed
	People say he is _________ incompetent _________ does not care, but for me, he is just a hopeless idealist.
	23.
	(D) rather…than
	(C) not…but
	(B) neither…nor
	(A) either…or
	It is likely _________ she is just jealous seeing you talking to other girls.  
	24.
	(D) when
	(C)that
	(B) for 
	(A) to
	_________ they knew the typhoon had hit the island that they started to panic. 
	25.
	(D) As soon as
	(C) Only when
	(B) It wasn’t until
	(A) Not until
	V. 閱讀測驗（第 26 題至第 30 題，共 10 分） 
	A small selection of people in China will finally be able to use banned sites including Facebook, Twitter and other 'politically sensitive' links. The ban was placed on the sites in 2009 after riots in the country and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has restricted access ever since. Yet, peopl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 new free-trade zone in Shanghai - which covers just 17-square-miles - will be allowed to visit these sites soon, according to reports in the South Chin.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ensors the internet, routinely deleting online postings and blocking access to websites it thinks inappropriate or politically sensitive. Facebook and Twitter were blocked because the authorities believed that the deadly riots in the west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were supported by thes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New York Times had also been blocked since reporting that the family of then-Premier Wen Jiabao had collected a huge fortun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quoted a government source as saying the idea of unblocking websites in the Free Trade Zone is to make foreigners 'feel like at home'.  'If they can't get onto Facebook or read The New York Times, they may naturally wonder how special the free-trade zone is compared with the rest of China,' the source added.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has said that making Facebook available in China is in keeping with his company's goal of connecting the world. Earlier this month, Facebook CEO Sheryl Sandberg met with the head of 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during a visit to Beijing. The pair discussed Facebook's importance as Chinese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expand abroad and various cooperation matters around that.
	Twitter will also benefit by being available in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Internet market by users. Still, many Chinese Web users already use similar services, such as Sina Corp's Weibo. China's three biggest telecoms companies - China Mobile, China Unicom and China Telecom - had been informed of the decision to allow foreign competition in the Free Trade Zone, but they had not raised complaints because they knew the decision had been endorsed by Chinese leadership, who has backed the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26.
	(B)  The creation of a free-trade zone 
	(A) A change of policy in China
	(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Facebook and Twitter
	(C) The reason behind the deadly riots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has never banned _________.
	27. 
	(A) Weibo
	(B) Facebook 
	(C)  The New York Times
	(D) Twitter
	The word “endorse” in the last paragraph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________. 
	28.
	(D) support 
	(C) reject
	(B) surprise 
	(A) disappoint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29.
	(A) China's telecoms companies were opposed to allowing foreign competition in the Free-Trade       Zone. 
	(B) Sheryl Sandberg went to Beijing and discussed Facebook's importance with the head of 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C) The purpose of unblocking websites in the Free Trade Zone is to make citizens of     China feel like at home.  
	(D) Facebook denied that i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iots in the west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in      2009.
	What’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the news?
	30. 
	(D) pessimistic 
	(C) neutral 
	(B) critical 
	(A) disappo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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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 boyfriend is intelligent and handsome; _________, he respects her.
	31.
	(E) least of all
	(D) after all
	(C) above all
	(B) most of all
	(A) at most 
	I had difficulty coming up with interesting topics when _________ to converse with that beautiful girl. 
	32.
	(E) I trying 
	(D) I tried
	(C) I had tried
	(B) trying
	(A) tried
	I suggested he _________ in the front seat of the car so he could see the scenery. 
	33.
	(E) sits
	(D) sitting
	(C) to sit
	(B) sat
	(A) sit
	_________ I couldn’t reach her at the moment, why don’t you leave a message?
	34.
	(E) Only if
	(D) Now that 
	(C) Despite
	(B) Since
	(A) Though
	35. 選出文法正確的句子。 
	(A) Tracy suggested meeting for a drink after work. 
	(B) She maintained unmarried all his life, fighting for world peace.
	(C) Most goods trans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sia on ships.
	(D) You are bound to make a lot of new friends when going to college.
	(E)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film was depicted as a confused, angry man.
	36. 選出翻譯正確的句子: Joseph 沒有去看電影，他待在家準備考試。
	(A) Joseph didn’t go to the movie, he stayed home and studied for the exam.
	(B) Joseph didn’t go to the movie. Instead, he stayed home and studied for the exam.
	(C)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movie, Joseph stayed home and studied for the exam.
	(D) Joseph didn’t go to the movie but stayed home and studied for the exam. 
	(E) Instead going to the movie, Joseph stayed home and studied for the exam. 
	37. 選出翻譯正確的句子: 約有大約300位賓客出席這場婚宴。
	(A) Approximately 300 guests attended the wedding banquet. 
	(B)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300 guests showing up at the wedding banquet.
	(C)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300 guests attended the wedding banquet.
	(D)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300 guests who attended the wedding banquet. 
	(E) Approximately 300 guests had been attended the wedding banquet. 
	38. 選出翻譯正確的句子: 松鼠喜歡住在森林棲息地中，在那他們可以找到各種堅果吃。
	(A) Squirrels like to live in a forest habitat, where they can find all sorts of nuts to eat. 
	(B) Squirrels like to live in a forest habitat, in which they can find all sorts of nuts to eat. 
	(C) Squirrels like to live in a forest habitat, which they can find all sorts of nuts to eat.
	(D) Squirrels like to live in a forest habitat, there they can find all sorts of nuts to eat. 
	(E) Squirrels like to live in a forest habitat, by which they can find all sorts of nuts to eat.
	39. 選出翻譯正確的句子: 不論你喜歡不喜歡，我已經下定決心了。
	(A) Despite you like it or not, I’ve made up my mind.
	(B) No matter you like it or not, I’ve made up my mind.
	(C)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I’ve made up my mind.
	(D) Instead of what you think, I’ve made up my mind.
	(E) Whatever you like it or not, I’ve made up my mind.
	40. 選出翻譯正確的句子: 如果他們早說實話，我們當初就可以防止這個悲劇發生了。
	(A) If they had told the truth, we could have prevented the tragedy from happening. 
	(B) If they told the truth, we could prevent the tragedy from happening.  
	(C) Had it not been for their dishonesty, we could prevent the tragedy from happening. 
	(D) Had they told the truth, we could have prevented the tragedy from happening.
	(E) If they told the truth, we could have prevented the tragedy from happening.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三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乙組數學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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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a, b均為實數且滿足，則
	(A) 3 (B) 4 (C) 5 (D) 6　。
	2. 最接近哪一個正整數？
	(A) 3 (B) 4 (C) 5 (D) 6　。
	3. 將的圖形向左平移2個單位，再往上平移3個單位，得到函數的圖形，則
	(A) 1 (B) 2 (C) 3 (D) 4　。
	4. 若為實數且，已知方程式有實數解，則=
	(A)  (B) 0 (C) 1 (D) 3　。
	5. 化簡之值為
	(A)  (B)  (C) 4 (D) 8　。
	6. 設，且，則=
	(A) 8 (B) 14 (C) 16 (D) 18　。
	7. 已知為正整數且為100位數，若，則可能之值為
	(A) 320 (B) 330 (C) 340 (D) 350　。
	8. 已知，則正整數之值為
	(A) 7 (B) 8 (C) 9 (D) 10　。
	9. 袋內有3個相同白球、4個相同黑球、5個相同紅球(共12個球)，每次取一球不放回，依序取4次，則恰取2次紅球的機率為
	(A)  (B)  (C)  (D) 　。
	10. 已知個數據的算術平均數為25、中位數為24、全距為23、標準差為12。若，其中。設的算術平均數為、中位數為、全距為、標準差為，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B)  (C)  (D) 　。
	11. 已知有兩個等差數列的第項之比為：﹐則此兩數列的前項和之比為
	(A) 2:5 (B) 3:11 (C) 11:38 (D) 19:58　。
	12. 化簡之值為
	(A) 1330 (B) 2100 (C) 2470 (D) 2485　。
	13. 已知，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B)  (C)  (D) 　。
	14. 設多項式，則除以的餘式為
	(A)  (B)  (C)  (D) 　。
	15. 在三角形ABC中，已知，﹐(A=120(，則的長度為
	(A) 4 (B) 5 (C) 6 (D) 7　。
	16. 在邊長為1的正三角形中，之值為
	(A)  (B)  (C)  (D) 　。
	17. 已知兩非零向量與垂直，且。若兩向量與亦垂直，則實數之值為
	(A) 1 (B) 2 (C) 3 (D) 6　。
	18. 已知為圓上的點，則的最大值為
	(A) 3 (B) 5 (C) 7 (D) 9　。
	19. 已知圓與直線相切，則實數
	(A)  (B)  (C)  (D) 　。
	20. 已知空間中三點坐標分別為﹐﹐，則三角形的形狀為
	(A) 等腰銳角三角形 (B) 等腰鈍角三角形 (C) 等腰直角三角形 (D) 正三角形　。
	21. 在空間中，已知﹐﹐則在上的正射影長為
	(A) 3 (B) 4 (C) 5 (D) 6　。
	22. 空間中兩平面和的夾角為
	(A) 與 (B) 與 (C) 與 (D) 　。
	23. 空間中兩直線與的關係為
	(A) 重合 (B) 平行 (C) 恰交於一點 (D) 歪斜　。
	24. 若、、均為二階方陣，為二階單位方陣，為二階零方陣，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B)  (C) 若，則 
	(D) 若，則或　。
	25. 已知均為實數，且二階方陣滿足，，則
	(A)  (B) 3 (C) 21 (D) 27　。
	26. 一箱子中有9個燈泡，已知當中只有1個是壞的，其餘都是好的。今從此箱子中任取3個燈泡測試，則取出的燈泡中，壞燈泡個數的期望值為
	(A)  (B)  (C)  (D) 　。
	27. 投擲一個公正的硬幣10次，若恰好在第10次出現第3次正面的機率為，則
	(A) 36 (B) 45 (C) 84 (D) 120　。
	28. 投擲兩個公正的硬幣96次，隨機變數X表示兩個硬幣都出現正面的次數，則X的標準差為
	(A) 3 (B)  (C)  (D) 　。
	29. 有一個研究想要了解參與某活動的滿意度，在抽樣調查後發現：在95%的信心水準之下，滿意度的信賴區間為，則此研究共調查幾個樣本？
	(A) 100 (B) 400 (C) 1000 (D) 2500　。
	30. 某次數學競賽共1000人參加，已知該競賽全體成績平均60分、標準差10分，且成績呈常態分布。若甲生於該競賽獲得80分，則甲生於此次競賽的名次最接近第幾名？ 
	(A) 2 (B) 25 (C) 100 (D)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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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均為實數，且二次函數 滿足、，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B)  (C)  (D)  (E) 　。
	32. 在坐標平面上，已知的三次多項式函數通過，則下列哪些選項為多項式的因式？
	(A)  (B)  (C)  (D)  (E) 　。
	33. 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B)       (C)  
	(D)   (E) 　。
	34. 從3位女生與4位男生中(共7位)選出5人，並規定選出的人當中女生至少要2位，則選法有幾種？
	(A)  (B)  (C)  (D)  (E) 　。
	35. 設為樣本空間中的兩事件，且、、，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B)  (C)    (D) 與為互斥事件   (E)與為獨立事件。
	36. 已知有十位同學在某次段考的數學科成績(X)與自然科成績(Y)之結果如下表所示﹕
	10
	9
	8
	7
	6
	5
	4
	3
	2
	1
	座號
	70
	80
	40
	60
	80
	70
	80
	90
	80
	70
	數學科成績(X)
	65
	74
	38
	56
	74
	65
	74
	83
	74
	65
	自然科成績(Y)
	關於這十位同學於此次段考的數學科成績(X)與自然科成績(Y)，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B) 之平均數=之平均數 (C) 之中位數=之中位數
	(D) 的標準差與的標準差相同 (E) 與的相關係數為1　。
	37. 設為每一項均為實數的等差數列，為此數列的前項之和，已知且﹐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B)  (C)  (D)  
	(E) 　。
	38. 在坐標平面中，已知方程式的圖形為一圓，則實數可能的值為
	(A)  (B)  (C) 0 (D) 1 (E) 5　。
	39. 下列哪些增廣矩陣所表示的一次聯立方程式恰有一組解﹖
	(A)  (B)  (C)  (D)  (E) 　。
	40. 投擲一個公正的硬幣3次，A表示至少有一次正面的事件，B表示第二次是正面的事件，C表示三次為同一面的事件，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  (B)  (C)  (D) A與B為獨立事件    (E) B與C為獨立事件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三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物理科試題
	壹、單選題：（一）三十題均單選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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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際單位制(SI)中，長度的基準是依照下列哪一種性質來訂定的？
	(A)單擺的等時性 (B)光速的不變性 (C)地球形狀的對稱性 (D)鉑銥合金棒的標準性。
	2. 足球選手踢出三次足球的路徑如右圖所示，在不考慮空氣阻力情況下，飛行時間最長的是哪一個標示？
	(A)標示1的足球 (B)標示2的足球 (C)標示3的足球 (D)三個標示的足球飛行時間均相同。
	3. 某物體在一直線上運動，其速度對時間關係圖如右。若0~6秒為第I段，6~10秒為第II段，10~13秒為第III段，13~16秒為第IV段，則物體在哪幾段的加速度是一樣的？
	(A) I與II　(B) II與III　(C) III與IV　(D) IV與I。
	4. 如右圖所示，A物疊在B物上，施加外力F拉B物，若A物與B物仍維持靜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A與B物均不受到摩擦力 (B) A與B物均受到摩擦力向左 (C) A物不受摩擦力，B物與地面的接觸面受摩擦力向左 (D) A物受摩擦力向右，B物與地面的接觸面受摩擦力向左。
	5. 一球用輕繩AB掛於光滑的牆面上，如右圖所示。假定繩子的張力為T，牆面對球的正向力為N，則在懸掛同一顆球的情況下，增加輕繩AB的長度，張力T與正向力N的變化情況為何？
	(A) T增加，N增加 (B) T減小，N減小 (C) T增加，N減小 (D) T減小，N增加。
	6. 小美買了一杯冰咖啡放在桌上，並觀察下列哪一個作用力是漂浮在咖啡表面的冰塊所受重力的反作用力？
	(A)冰塊所受的浮力 (B)咖啡所受冰塊的作用力 (C)杯子所受桌面的正向力 (D)地球所受冰塊的萬有引力。
	7. 右圖(一)與圖(二)中，光滑桌面上物體的加速度分別為a1與a2，不計繩重、摩擦力及各項阻力，則：
	(A) a1 = a2 (B) a1 = 2a2 (C) 2a1 = a2 (D) 2a1 = 3a2。
	8. 如右圖所示，一條鉛直懸掛的彈簧下端綁一物體。在彈簧的彈力和地球引力的作用下，物體鉛直上下振盪。圖中a、b兩點分別為物體運動時的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而c為a到b的中點。當物體由c點往b點運動時，就彈簧對物體的作用力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量值逐漸加大，方向向上 (B)量值逐漸加大，方向向下 (C)量值沒有增減，方向向上 (D)量值逐漸減小，方向向下。
	9. 已知人所受地球的重力F，和人與地心之間的距離r平方成反比，即。一太空船在離地心2R的軌道上繞地球作等速率圓周運動，R為地球半徑。有一個在地表上重量為60 kgw的太空人，則他在太空船內所受到的地球引力為
	(A) 0 (B) 15 (C) 30 (D) 120　kgw。
	10. 右圖是一行星以橢圓軌道繞太陽運行，此行星在甲、乙、丙、丁四個位置所受太陽       引力的性質為何？
	(A)甲位置：方向向左，量值最大 (B)乙位置：方向向下，量值居中 (C)丙位置：方向向右，量值最大 (D)丁位置：方向向上，量值居中。
	11. 地球公轉太陽軌道為一橢圓，太陽為焦點，則地球公轉至右圖中哪一位置時速度最小？
	(A)A (B)B (C)C (D)D。
	12. 電力公司在你家所安裝的電錶，是用來測量什麼物理量？
	(A)電流 (B)電壓 (C)電能 (D)電功率。
	13. 以地面為重力位能零位面，不計空氣阻力，自樓頂斜向拋出一物體，則有關此物飛行過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最高點處的動能為零 (B)著地時的動能大於拋出時的動能 (C)物體飛行過程中重力位能會守恆 (D)著地時的力學能大於拋出時的力學能。
	14. 不論是哪一種碰撞，只要發生時間很短，碰撞前後瞬間下列哪一物理量必定守恆？
	(A)動量 (B)動能 (C)位能 (D)力學能。
	15. 當兩個物體接觸時，下列關於淨熱流向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A)熱會由高溫物體往低溫物體流 (B)熱會由低溫物體往高溫物體流 (C)熱會由高熱量物體往低熱量物體流 (D)熱會由低熱量物體往高熱量物體流。
	16. 根據氣體動力論，對於平衡狀態下之理想氣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所有氣體分子中有1/3是沿著x軸的方向運動 (B)在一容器中氣體分子的平均動量與絕對溫度平方根成正比 (C)理想氣體總能量3NkT/2代表每個氣體分子的動能皆為3kT/2 (D)一定量理想氣體當其絕對溫度與體積都加倍時，分子平均動能增為2倍。
	17. 查克做了一個保溫設計：「把要保溫的東西放入小塑膠桶中加蓋，再用棉被覆蓋住。」關於此一設計，下列哪一項評語正確？
	(A)此設計對於「冰」等冷凍的東西無效，蓋棉被反而融得更快 (B)加棉被會使溫度上升，故只適用於想使物體溫度提升的情況 (C)不管要保溫的東西比室溫冷或熱，棉被可使溫度的變化減小 (D)蓋不蓋棉被都一樣，因為只要塑膠桶一加蓋，熱量就傳不出來。
	18. 若重新定義一種溫標，將水的冰點定為−40(X、沸點定為120(X，則此種溫標X與攝氏溫標C之間的轉換公式為何？
	(A) 5C=6X+200 (B) 6C=5X+240 (C) 5C=8X+640 (D) 8C=5X+200。
	19. 如右圖所示，水波槽邊緣有一反射面R，在離反射面0.2 m的P處，滴下一滴水滴，若水波的速度是0.1 m/s，則下列何者表示3秒後的反射波形？
	(A)　(B)　(C)　(D)。
	20. 有一個直徑為6 cm的透明圓柱玻璃杯，內盛清水。若觀察者在距離杯子1 m遠處透過杯中的水看遠方的景觀，會發現看到的影像
	(A)上下左右都顛倒  (B)上下左右都不顛倒   (C)上下顛倒，左右不顛倒   (D)左右顛倒，上下不顛倒。
	21. 明雄透過護目鏡直接仰望觀測日食，發現日偏食的缺角在東北方。接著明雄低頭摘下護目鏡，看見地上樹蔭中有小小的日食光影。下列何者為樹蔭中的日食光影缺角的方位？
	(A)東北 (B)東南 (C)西北 (D)西南。
	22. 三個等大金屬球，一個帶電量＋q、一個帶電量為＋2q、另一個帶電量為－2q，用導線將三個球串起來，當達成平衡時，則三個球上所帶的電量分別為
	(A) q (B) －q/3 (C) q/3 (D) 0。
	23. 光線以相同的入射角從水中射出到四種不同的介質中，其折射情形如下列各圖所示，且θ1＞θ2＞θ3＞θ4。試問光在哪一種介質的傳播速率最快？
	(A)  (B)  (C)  (D) 。
	24. 將玻璃凸透鏡置於水中，若光線通過鏡心，則下列路徑何者正確？
	(A)  (B)  (C)  (D) 。
	25. 下列有關平面鏡的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
	(A)當物體與平面鏡的距離增加時，則物體在鏡中之像變大 (B)當物體與平面鏡的距離增加時，則物體在鏡中之像變小 (C)平面鏡所成的像為虛像，照相機無法拍攝到像 (D)平面鏡所成的像為虛像，照相機可以拍攝到像。
	26. 如右圖所示，在光滑且絕緣的水平面上，有三個均勻帶電、可自由運動且排成一直線的小球，在庫侖力作用下保持靜止。現將A、B、C三球的電量加倍，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B球靜止、A球向左、C球向右 (B) B球靜止、A球向右、C球向左 (C) B球靜止、A球向左、C球向左 (D)三球仍保持靜止。
	27. 在右下圖電路中，每一個電阻均為3 Ω，則A、B間的等效電阻為
	(A) 1 (B) 2 (C) 3 (D) 9　Ω。
	28. 下列關於電阻與歐姆定律正確的敘述為何？
	(A)通電導線之電阻和電壓成正比 (B)電流和電阻成反比，其乘積為定值 (C)對確定的導線，其電壓和電流之比值就是它的電阻 (D)一定的電流流過導體，電阻越大，產生之電位升越大。
	29. 電力輸送功率相同時，輸電電壓V愈高，電流I愈小，輸送電線耗電愈少。若輸送電線電阻為R，則下列有關輸送電線本身所消耗之電功率P的計算式何者正確？
	(A) P＝IV (B) P＝IR (C) P＝V2/R (D) P＝I2R。
	30. 用相同的正常燈泡、導線與電池，分別連接成下列四個電路圖，哪一個電路圖中的電池提供的電功率最大？
	(A)  (B)  (C)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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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哪些力量在沒有重力場處依然可以作用？
	(A)摩擦力 (B)正向力 (C)浮力 (D)彈力 (E)電力。
	32. 下列有關動量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動量是質量與速度的乘積 (B)動量是動能量值的簡稱 (C)動量是純量 (D)動量的變化等於衝量的變化 (E)動量的時變率可以反映作用力。
	33. 下列有關熱膨脹的敘述哪些正確？
	(A)所有物體均為熱漲冷縮 (B)氣體熱膨脹程度比固體、液體大 (C)將一有洞均勻金屬板均勻加熱，則此洞會變小 (D)溫度升高時，雙金屬片會向熱膨脹效應較大的一側彎曲 (E)水溫降至4(C時密度最大，溫度再下降，密度越來越小。
	34. 下列有關大氣壓力的敘述，哪些正確？
	(A)大氣壓力也是一種作用力 (B)大氣壓力的方向指向地心 (C)高山上的大氣壓力會比平地小 (D)可以用大氣層的重量來解釋大氣壓力 (E)一大氣壓壓力的大小約相當於10 m的水柱所造成的壓力大小。
	35. 右圖為一向右傳播的繩波在某一時刻繩子各點位置圖，則此波波長為何？
	(A)乙戊之間的水平距離 (B)甲丙之間的水平距離 (C)甲乙之間的垂直距離 (D)乙丁之間的垂直距離 (E)兩倍甲丙之間的水平距離。
	36. 文娟靜止站在路旁等人，而一輛等速移動的汽車發出特定頻率的喇叭聲從遠處開過來且從她身旁擦身而過，設文娟量測到的聲波波長λ '、頻率f '、聲速v '，與汽車靜止時所發出原聲波波長、頻率、聲速比較，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汽車接近時，文娟所量測到的聲速v '較大 (B)汽車接近時，文娟所量測到的頻率f '較低 (C)汽車接近時，文娟所量測到的波長λ '較短 (D)汽車遠離時，文娟所量測到的頻率f '較低 (E)汽車遠離時，文娟所量測到的聲速v '較小。
	37. 下列哪些現象屬於物理光學的範疇？
	(A)利用眼鏡矯正視力 (B)照鏡子可以看到自己的像 (C)光碟片上所顯現的五彩條紋 (D)透過針孔所成的像為上下左右顛倒 (E)觀察遠方的星團看起來只有一個光點。
	38. 避雷針的形狀都為尖狀，推測其原因哪些正確？
	(A)不易被吹斷 (B)易生尖端放電 (C)尖端處的電場較強 (D)尖端處的電位較高 (E)尖端堆積的電荷密度最大。
	39. 我們都知道發電廠所發的電，會先用變壓器將電壓升高，再輸往遠方，其原因是為了減少電能在輸電線上的損失。下列相關的敘述哪些正確？
	(A)輸電線上之所以會有電能損失，主要是因為輸電線有電阻 (B)輸電線上之所以會有電能損失，主要是因為電壓升太高了 (C)變壓器將電壓升高後，根據歐姆定律V＝IR，輸電線上的電流也變大 (D)變壓器將電壓升高後，根據歐姆定律V＝IR，輸電線上的電阻也變大 (E)變壓器將電壓改變，不但要利用電流的磁效應，也需利用電磁感應原理。
	40. 將一個木塊放在水平桌面上並用力彈一下使其往前滑動，木塊會受到來自桌面的正向力與摩擦力作用，試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木塊滑動過程中正向力不作功，因此木塊力學能會守恆 (B)木塊滑動過程中摩擦力會作功，因此木塊力學能不守恆 (C)桌子也會受到木塊的摩擦反作用力，因此桌子力學能不守恆 (D)整體來看桌子與木塊分別受到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因此整體力學能守恆 (E)整體來看桌子與木塊均受到摩擦力作功，因此整體力學能不守恆。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三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化學科試題
	壹、單選題：（一）三十題均單選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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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化合物的中文名稱，何者正確？
	(A) CaHPO3：磷酸鈣 (B) KClO4：過氯酸鉀 (C) Hg2(NO3)2：硝酸汞 (D) K2MnO4：過錳酸鉀。
	2. 膠體溶液不具有下列何種特性？
	(A) 廷得耳效應 (B) 布朗運動 (C) 粒子表面帶電 (D) 在磁場中凝聚析出。
	3. 下列何者不是理想溶液具有的性質？
	(A) 溶質與溶劑之分子間無作用力 (B) 遵循拉午耳定律
	(C) 溶液形成時不放熱也不吸熱 (D) 溶液形成時體積有加成性。
	4. 下列何者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A)　2KClO3　→　2KCl＋3O2　          (B)　 CH4＋2O2　→　CO2＋2H2O　
	    (C)　2Na＋2H2O　→　2NaOH＋H2　      (D)　 H2SO4＋Ba(OH)2　→　BaSO4＋2H2O 。
	5. 下列關於鉛蓄電池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正極板為 Pb，負極板為 PbO2 (B) 放電時正極板重量增加，負極板重量減少
	  (C) 放電時電解液硫酸濃度逐漸減少 (D) 放電後電壓下降，須補充濃硫酸。
	6. 一定量的氮氣在下列何狀況下最接近理想氣體？
	(A) 100°C、1atm  (B) 100°C、0.01 atm (C)  0°C、1atm  (D)  0°C、0.01 atm 。
	7. 在某化合物的0.1M水溶液中滴入數滴酚酞後，溶液呈紅色，則此溶液可能為下列何者？
	(A)氯化鈉 (B) 磷酸鈉 (C) 硝酸鋇 (D) 氯化銨。
	8. 在同溫、同壓下，下列氣體密度大小次序何者正確？（原子量：H＝1，N＝14，O＝16，Cl＝35.5）
	(A) 氧＞氯＞氨 (B) 氯＞氧＞氨 (C) 氯＞氨＞氧 (D) 氨＞氧＞氯 。
	9. 下列哪一種試劑可用以區分Fe2＋與Fe3＋？
	(A) HCl               (B) NaCl                (C) KSCN             (D) Na2SO4。
	10. 天然葉綠素中心含有何種金屬離子？ 
	(A) Mg2┿ (B) Fe2┿ (C) Ca2┿ (D) Cu2┿　。
	11. 索耳未法製備碳酸鈉( Na2CO3)，過程中氨及二氧化碳均可回收使用，故原料僅需食鹽及灰石，成本不高，
	總反應可表示為2NaCl＋CaCO3→Na2CO3＋X ，X為附產物，X物質為下列何者？
	(A) CaCl2 (B) NH4Cl (C) NaHCO3 (D) (NH4)2CO3　。
	12. 已知醋酸為弱酸（25℃時，解離常數為1.8×10－5），在0.1M的醋酸溶液中，下列哪一粒子的濃度最大？
	(A) H＋ (B) OH－ (C) CH3COO－ (D) CH3COOH。
	13. 下列關於鍵線式為　　分子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學名為　2-甲基丙烷  (B) 俗名為異戊烷  (C) 分子式為　C4H10   (D) 分子式為　C5H10。
	14. 下列何者為氮(7N)原子的基態電子組態？
	(A) 1s22s23s24s1 (B) 1s22s22px22py1 (C) 1s22s22px12py12pz1 (D) 1s12s12px12py12pz13s13px1。
	15. 下列哪兩個實驗事實，可用以推斷「氫氣的還原力大於銀的還原力」？(甲) 鋅板浸入硝酸銀水溶液，鋅板的表面析出銀； (乙) 銅板浸入硝酸銀水溶液，銅板的表面析出銀，水溶液呈藍色； (丙) 鋅板溶於稀鹽酸產生氫氣； (丁) 銅板不溶於稀鹽酸。
	(A) 甲、丙 (B) 甲、丁 (C) 乙、丙 (D) 乙、丁。
	16. 在0.1M之CH3COOH溶液中，加入少量CH3COONa固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醋酸解離度下降 (B) 溶液pH值減少 (C) CH3COO－濃度變小 (D) H＋濃度變大。
	17. 下列關於醇、醚的敘述，何者正確？ 
	(A) 乙醇、乙醚均可與水完全互溶 (B) 乙醇、乙醚為同分異構物
	(C) 乙醇在高溫下利用濃硫酸脫水可得乙醚 (D) 醇、醚分別與金屬鈉反應均會產生氫氣。
	18. 實驗室中如何製備阿司匹靈(乙醯柳酸)？
	(A) 柳酸與乙酐反應 (B) 柳酸與甲醇反應 (C) 柳酸與乙醯胺反應 (D) 柳酸與乙酸反應。
	19. 下列有關常見物質分類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糖水為純糖溶於純水組成，所以是純物質 
	(B) 18K金是銅與金1與3比例組成，所以是純物質
	(C) 蒸餾水可經由電解生成氫氣及氧氣，所以不是純物質
	(D) 食鹽晶體是由氯離子與鈉離子組成的離子化合物，所以是純物質。
	20. 下列分子性質的比較，何者正確？ 
	(A) 鍵能：O2＞N2           (B) 鍵角：H2O＞NH3
	(C) 鍵角：CH4＞NH3     (D) 分子極性： HCl＞HF。
	21. 下列有關以草酸鈉標定過錳酸鉀溶液濃度的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滴定終點溶液呈紫紅色，是因為加入酚酞指示劑
	(B) 錐形瓶內置入草酸鈉後，必須加入濃硝酸當作酸源
	(C) 反應中，過錳酸鉀當氧化劑，本身被氧化成二價錳離子
	(D) 草酸根與過錳酸根在室溫時反應慢，所以必須先熱水浴至70℃才滴定。
	22. 已知下列兩個反應均趨向右方：
	(1) HSO4－＋CH3COO－ SO42－＋CH3COOH；
	(2) CH3COOH＋HS－ CH3COO－＋H2S；
	則相同濃度的 (甲)CH3COOH；(乙)NaHSO4；(丙)H2S水溶液中，[H＋]大小順序為何？
	(A) 甲＞乙＞丙 (B) 甲＞丙＞乙 (C) 乙＞甲＞丙 (D) 乙＞丙＞甲　。
	23. 哈柏法製氨：N2(g)＋3H2(g)　 　2NH3(g)＋92kJ　反應中，用催化劑Fe2O3在約500℃下進行反應。有關此一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在高溫反應的目的是增加反應速率及產率
	(B) 達平衡時N2(g) 的消耗速率等於氨的生成速率
	(C) 達平衡時N2(g)、H2(g)、NH3(g) 的莫耳數比等於1：3：2
	(D) 反應中，加入催化劑Fe2O3會使正、逆反應的反應速率都增加。
	24.  下列何者為實驗室中常用配製1公升0.10M鹽酸的方法？(原子量H=1；Cl=35.5)
	    (A) 取8.3毫升12M濃鹽酸加入991.7毫升蒸餾水 
	    (B) 取8.3毫升12M濃鹽酸加入蒸餾水中，稀釋至1公升
	    (C) 秤3.65克12M濃鹽酸加入996.35克蒸餾水 
	    (D) 秤3.65克12M濃鹽酸加入蒸餾水中，稀釋至1公升。
	25. 下列哪一項所含氫原子數最多？ (原子量H=1；C=12；N=14；O=16)
	   (A) 8.5克氨(NH3)所含的氫原子 (B) 4克甲烷(CH4)所含的氫原子
	   (C) 9克水所含的氫原子                       (D) 3.01×1023氫分子的氫原子。
	26. 已知CO(g)的莫耳燃燒熱為－283kJ，CO2(g)的莫耳生成熱為－393.9kJ，則1莫耳石墨完全反應生成CO(g)的反應熱為多少kJ？
	(A) －110.9 (B) －283 (C) －393.9 (D) －676.9　。
	27.  在20℃時，甲、乙兩杯分別盛有200克及300克飽和硝酸鉀溶液，下列哪一種操作可以使甲、乙兩杯溶
	   液析出等質量的硝酸鉀晶體？　
	(A) 同時降溫至10℃      (B) 在20℃，甲、乙兩杯各蒸去20克水
	(C) 甲杯降溫至10℃，乙杯降溫至6℃ (D) 在20℃，甲杯蒸去20克水，乙杯蒸去30克水　。
	28. 氫原子光譜中，來曼系列的最長波長為λ(電子由n＝2至n＝1) ，則此系列的最短波長(n＝∞至n＝1)為何？
	(A) ( (B) ( (C) ( (D) (　。
	29. 在25℃時，純水的蒸氣壓為25.0mmHg，在相同溫度下，有一葡萄糖水溶液的蒸氣壓為22.0mmHg，
	   則此溶液中葡萄糖的莫耳分率為多少？
	(A) 0.6 (B) 0.12 (C) 0.84 (D) 0.88　。
	30.  取58.0毫克某有機化合物完全燃燒以後，得88.0毫克二氧化碳、18.0毫克水。此有機化合物最可能是下
	   列何物質？（原子量：H＝1，C＝12，O＝16）
	(A) C6H6 (B) C6H12O6 (C) C4H4O4 (D) C2H2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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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哪些組的物質，可用來說明倍比定律？ 
	(A)氧與臭氧              (B) 一氧化碳與一氧化氮         (C) 水與過氧化氫
	(D)一氧化氮與二氧化氮    (E)氧化鈣與氫氧化鈣。
	32. 下列分子哪些是直線形？
	(A) NO2 (B) CO2 (C) H2O (D)C2H2 (E)O3。
	33. 欲使CaCO3(s)＋2HCl(aq)→CaCl2(aq)＋CO2(g)＋H2O(()的反應速率增加，可用下列何種方法？
	(A) 升高溫度                (B) 提高鹽酸的濃度          (C) 提高反應容器的總壓 
	(D) 在反應器中加入更多的水    (E) 將片狀的CaCO3研磨成粉狀。
	34. 下列何者可作為還原劑？
	(A) I－ (B) Fe2＋ (C) Fe3＋ (D) C2O42－ (E) S2O32－。
	35.一大氣壓下，下列各化合物沸點的高低順序，何者正確？
	(A) 甲醇＞甲酸           (B) 氧氣＞氮氣          (C) 正丁醇＞乙醚
	(D) 正戊烷＞新戊烷          (E) 反-1,2-二氯乙烯＞順-1,2-二氯乙烯。
	36. 蒸餾是利用混合物中成分沸點不同，藉由蒸發後冷凝收集以分離物質的方法。下列有關蒸餾裝置的架設及操作，何者正確？ 
	(A) 蒸餾瓶中可加入沸石以避免突沸
	(B) 溫度計插入溶液中以便測量溶液溫度
	(C) 蒸餾紅糖水收集的蒸餾液為沸點100℃的水
	(D) 冷水由冷凝管的上方進入，受重力由下方流出
	(E) 蒸餾釀造酒收集到的蒸餾液仍為乙醇與水的混合物。
	37. 下列有關週期表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 第三週期元素的原子半徑由左至右漸減
	(B) 在週期表位置愈右下方的元素，其金屬性愈強
	(C) 相同元素的原子，每一個原子的質量數皆相同
	(D) 週期表第15族的元素，原子外層有5個價電子
	(E) 第17族元素失去電子所需的能量很高，所以化學反應活性不大。
	38. 有濃鹽酸、濃硝酸、濃硫酸三種未標示之溶液，下列何種判斷正確？ 
	(A) 可使蔗糖變黑色者為硫酸
	(B) 放入銅片，產生紅棕色氣體者為硝酸
	(C) 稀釋後，加入AgNO3（aq）產生白色沉澱者為鹽酸
	(D) 稀釋後，加入Ba(NO3)2（aq）產生白色沉澱者為硫酸
	(E) 揮發出的氣體遇到氨氣，生成白色煙霧狀固體微粒者為鹽酸。
	39. 下列有關過氧化氫（H2O2）氧化還原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利用H2O2的氧化力可消毒殺菌
	(B) H2O2當氧化劑時，本身被還原為氧氣
	(C) H2O2的酸性溶液會使含碘化鉀的澱粉溶液呈藍色
	(D) H2O2在二氧化錳的催化下可自身氧化還原生成氧氣和水
	(E) 在室溫時，H2O2尚安定，若加入一滴含Fe2＋離子的溶液即可加速其分解。
	40. 三聚氰胺的分子如下圖，有關三聚氰胺分子的鍵結情形哪些正確？ 
	(A) 分子式為C3H6N6
	(B) 含氮的重量百分比為66.7％
	(C) 每個氮原子均有1對未鍵結電子對
	(D) 每個碳原子均以sp2混成軌域與其他原子鍵結
	(E) 每個氮原子均以sp3混成軌域與其他原子鍵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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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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考試中外地理科試題
	壹、單選題: (一)三十題，題號1至30題，每題二分，共六十分。
	            (二)未作答者不給分，答錯不倒扣。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2B鉛筆畫記於答案卡內。
	◎本州島西部山區的合掌屋反映當地的環境，回答1-2題：                
	1.日本的年降水量超過1,500毫米，屬於濕潤氣候區，而同位於本州島上的東、西兩岸則有明顯的差異。造成兩地降水季節重心差異的主因為？
	(A)熱帶氣旋的路徑 (B)洋流的性質差異 (C)熱對流作用的強弱 (D)冬夏季風的風向差異
	2.本州西部山區的合掌屋具有60°的傾斜屋頂，如照片(一）。但東南部沿海的屋頂較為平緩，為
	何合掌屋的屋頂斜度大？(A)地形崎嶇 (B)冬季降雪多 (C)建材以板岩為主 (D)觀光發展所需
	◎西亞有70﹪以上的土地是屬於乾旱貧瘠的沙漠，在此乾燥少雨之地，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資源，考驗著當地居民的智慧。回答3-5題
	表（一）以色列主要農牧產品生產所需水量(m3/kg)
	3.造成西亞絕大部分地區屬於乾燥氣候的主因為何？
	 (A)距海遙遠 (B)四周高山阻擋 (C)沿岸涼流經過 (D)副熱帶高壓籠罩
	 4.依表（一），以色列要調整農牧業結構，最可能發展哪項節水之農業？
	(A)穀物農業　   (B)園藝業  　(C)畜牧業　  (D)酪農業
	 5.以色列發展的「滴灌」技術可避免乾燥區最易發生的哪項環境問題？
	(A)土石流　   (B)地層下陷　   (C)地層潛移　   (D)土壤鹽鹼化
	◎大峽谷空中步道可從千尺的高度俯瞰地表，蔚為奇觀。回答6-7題： 6.美國大峽谷國家公園主要位於圖(一)的何處？(A)甲(B)乙(C)丙(D)丁
	 7.從大峽谷的天空步道，可俯視哪一條河川侵蝕而成的峽谷地形？                  
	(A)密士失必河　(B)科羅拉多河　(C)摩和克河　(D)哥倫比亞河   
	◎美國為移民社會，民族複雜如同民族沙拉碗，回答8-9題:
	. 8.美國人口組成如表(二)所示。甲、乙、丙、丁分別代表何族裔？
	(A)拉丁裔人、歐裔白人、亞洲裔、印第安人
	(B)拉丁裔人、歐裔白人、印第安人、亞洲裔
	(C)歐裔白人、拉丁裔人、亞洲裔、印第安人 
	(D)歐裔白人、拉丁裔人、印第安人、亞洲裔
	9.美國有許多以聖字開頭的地名，如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
	聖地牙哥(San Diego)，其來源與何有關？(A)印第安文明遺留
	(B)非洲地名移殖   (C)歐洲宗教傳播  (D)依賴經濟發展
	◎圖(二)是三級產業就業人口結構的三角形圖。回答10〜11題:10.哪個國家的「都市化程度」最低？　(A)甲　(B)乙　(C)丙　(D)丁
	11.哪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正處於「工業化階段」？　(A)甲　(B)乙　(C)丙　(D)丁　
	◎統一集團早期是由飼料與麵粉工廠在臺灣發跡，之後延伸其觸角到速食麵、麵包的生產，統一牧場生產鮮乳，到零售的7-11超商及黑貓宅急便等各行各業中。回答12～13題：
	12.統一企業將原料供應、生產和物流業結合起來，此結合方式稱為何？
	(A)專業分工 (B)水平整合 (C)包工連鎖 (D)垂直整合
	13.(甲)減少工人的需求；(乙)保障產品銷售通路；(丙)便於消費者更換商品；(丁)有效控制原料
	來源與價格。統一企業的多元化經營具上述哪兩項優點？(A)甲乙 (B)乙丙 (C)甲丁 (D)乙丁
	◎「撒赫爾」源自阿拉伯文「海岸」之意。回答14-16題：
	14.圖（三）中何者位在撒赫爾的範圍？ (A)甲(B)乙(C)丙(D)丁 
	15.影響撒赫爾冬夏風向變化之因為何？ (A)冷暖氣團的交會
	 (B)溫帶氣旋的移動　(C)聖嬰現象的發生  (D)行星風系季移                                 
	16.哪一幅圖最能表現撒赫爾的氣候特徵？                                                 
	◎圖(四)為某地等高線圖，回答17-18題:                
	17.甲:河谷、乙:山脊、丙:河階、丁:鞍部、庚:懸崖
	。以上地形研判正確者為何？
	(A)甲丙丁 (B)乙丙庚 (C)丙丁庚 (D)甲乙丁  
	18.兩點眺望的關係中: ㄅ:由己可眺望到乙；
	ㄆ:由戊可眺望到甲；ㄇ:由丙可眺望到甲；ㄈ:由丁可眺望到己。以上正確的為何? 
	(A)ㄅㄆ   (B)ㄆㄇ   (C)ㄇㄈ   (D)ㄅㄈ
	◎圖(五)是臺灣某海岸的等高線地形圖，
	回答19-21題:                                                  
	19.哪個地點最需要設立圖(六)的告示牌?
	(A)甲 (B)乙 (C)丙 (D)丁
	 20.圖內整個海岸段，出現最高海崖的地
	方，其海崖高度可能達到幾公尺？
	(A)75  (B)125  (C)175  (D)225
	 21.若純從避風角度來看，哪個地點較適
	合建漁港？(A)甲 (B)乙 (C)丙 (D)丁
	22.圖(七)是利用麥卡托投影所繪製的經
	緯線網格。圖中的4個斜線區域，皆
	由相同度數的經緯線所包圍，何者在
	地表的實際面積最大？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3.圖(八)為一圓錐形紙張與透明地球儀相切，光源置於球心，將地球儀的北半球地理網線投影在紙張上，依此法投影畫得的經、緯線網路，與何者最接近？
	         (A)              (B)               (C)                (D)  
	24.邱先生想栽種新種水果，經農委會輔導得知，該水果栽種條件如
	下：(1)土壤為黑土；(2)年均溫低於20(C；(3)高度位於100～
	200公尺；(4)年雨量高於500毫米。由疊圖分析，最適宜栽種新
	品種的耕地在圖(九)中哪個地塊？ (A)甲　(B)乙　(C)丙　(D)丁
	◎英雄長期對一地觀測，發現其剖面變化如圖(十)，回答25-26題：                                                                   
	25.從厚度、組成物質來判斷，此為何種地形？
	　(A)沙丘　(B)礫漠　(C)沙漠　(D)黃土26.這種地形是由哪一項營力所塑造？　
	(A)磨蝕　(B)風積　(C)吹蝕　(D)刻蝕
	◎表(三)為四個地區的氣候資料，回答27-29題：
	27.艾絲珮絲．絲胥黎回憶
	童年：「道路多須穿越墓 
	壤(murram)的平原，墓
	壤是一種粗的紅砂石， 
	被陽光炙烤得堅硬無
	比，只有單薄、剛硬、
	看來可憐兮兮的荊棘類
	樹木，和枝幹扭曲會開
	出如紅色封臘般花朵的
	紅花樹才能生長。」見
	表(三)，她描述的環
	境，應分布在何地？
	(A)甲(B)乙(C)丙(D)丁
	28.圖(十一)為植被與年均溫、年雨量的關係圖，艾絲珮絲
	童年住家附近的植被為何？
	   (A)熱帶莽原 (B)熱帶荒漠 (C)熱帶雨林 (D)溫帶草原
	29.艾絲珮絲的童年在哪裡度過？
	   (A)撒哈拉沙漠   (B)希臘聖多里尼島
	 (C)肯亞大裂谷   (D)亞馬孫盆地
	30.Peter為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在一次「爲非洲把脈」的
	   活動中，指出了饑荒問題的癥結點─非洲從國外進口大
	   量作物，又將自己最為優良的耕地種植其他作物以出口至
	   國外市場，這種不平等的交換導致了今日的饑荒問題。
	何者為非洲主要的進出口作物的情況？
	貳、多重選擇題：(一)共十題，題號自31題至40題，每題四分，計四十分。
	                (二)每題五選項各自獨立，其中至少有一個選項正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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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筆畫記於答案卡內。                                                                        
	◎見圖(十二)的都市扇形結構模式圖，回答31-32題：　　　　　　
	 31.下列有關扇形模式的假設，哪三項是正確的？
	(A)居民有種族、文化及社會的差異  (B)該都市環繞兩個核心發展
	(C)只有一種運輸工具，都市內各點移動的難易度相同
	(D)各區的土地利用與地價高低有關  (E)富人優先選擇良好居住環境
	 32.鐵路進入市區而形成運輸扇，其兩側最可能出現哪兩種機能扇？
	    (A)工業扇      (B)教育娛樂扇     (C)低級住宅扇
	 (D)中級住宅扇  (E)高級住宅扇
	◎圖(十三)為行星風系圖，回答33-35題:                        
	33.若行星風系終年如圖(十三)所示，則須在哪些前題下，
	始能成立？            (A)氣壓梯度到處相同     
	 (B)地軸和黃道面直交   (C)風向受日照與地球自轉影響
	 (D)地勢無高低之別     (E)地表無海陸差異
	34.地表附近，哪些風帶誘使兩側的氣流向該風帶輻合？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35.地表附近，哪些風帶常平靜無風，或吹不定向的微風？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圖(十四)為全球水平衡圖，回答36-37 題：                    
	36.地表的「剩水區」主要位於哪兩個行星風系帶內？
	(A)赤道無風帶　(B)西風帶   　(C)副熱帶無風帶
	(D)信風帶      (E)極地高壓帶37.地表的「缺水區」主要位於哪些緯度帶？
	(A)10°N-10°S 　(B)10°N -30°N　(C)10°S -30°S 
	(D)40°N -60°N  (E)40°S -60°S
	◎圖(十五)為全球洋流簡圖。回答38-40題：
	圖(十五) 38.圖(十五)中哪些洋流屬「吹送流」？  (A) 1  (B)2  (C)3  (D)5  (E)10
	39.圖(十五)中哪組洋流均為「暖流」？  
	(A)4、9　 (B)14、18　(C)1、2、3　(D)7、8、17　(E)5、10、15
	 40.圖(十五)中哪組洋流與「溫帶地中海型氣候的夏季乾熱」息息相關？
	　  (A)6、16　(B)4、14　(C)11、13、20　(D)9、12、18　(E)7、8
	Word 書籤
	Q0086
	Q_546CB3E7288547EB9592943DA1C76D36
	Q0023
	Q0065
	Q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