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一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

考試 

 

「中外歷史科」題解 

壹、單選題： 

  三十題均單選題，題號自第題至第 題，每題二分，計六十分。 

  未作答者不給分，答錯者倒扣該題分數四分之一。 

  請將正確答案以 2B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Ｂ）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南方與北方文明的發展情形 
    ，有異有同，兩相對照比較，下列的敘述中何者不是事實？（Ａ）以住

宅型態區分：北方多半是半地下室建築（半地穴），南方則多採干欄式

建築（Ｂ）以城市的出現區分：南方早於北方（Ｃ）以馴養家畜區分：

無論北方或南方，都以雜食性的豬、狗最早（Ｄ）以最早的穀類裁培作

物區分：北方為小米，南方為稻米。 
（Ｄ）秦的地方行政單位是「群－縣」，東漢的地方行政單位則是「州－郡－

縣」。從秦的二級制發展到漢的三級制，其主要原因為何？（Ａ）隨版

圖擴大，邊地需增設行政單位（Ｂ）經濟發展，人口增加（Ｃ）提倡儒

學，重視吏治，為加強地方建設（Ｄ）朝廷為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Ａ）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其著作《國史大綱》中，論及一個開國皇帝的缺點：

「⋯在貴族氣氛中已有三、四代」，這位開國皇帝坐享其成，而「其佐

命功臣，一樣從幾個貴族官僚家庭出身，並不曾吸收到民間的新鮮空

氣。」文中帝王是指下列何人？（Ａ）西晉武帝（Ｂ）東晉元帝（Ｃ）

東漢光武帝（Ｄ）宋太祖。 
（Ａ）下列何者最能顯現中國歷代君權發展的趨勢？ 
      表君權    表相權 

 
（Ｃ）十三世紀時，中國有一個港口，商業非常發達，某外國旅行者稱讚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有許多阿拉伯人聚居此地，甚至建立了回

教清真寺廟。當馬可波羅離華返回義大利時，就由此地出航，請問這是

哪一個港口？（Ａ）杭州（Ｂ）溫州（Ｃ）泉州（Ｄ）上海。 



（Ｄ）他編有《皇朝經世文編》，對當時的三大內政問題：河工、漕運，鹽政，

都有深入的研究，使他成為一個關懷現實政治的經世儒者；在鴉片戰爭

時他將注意力轉向海防，請問他是清末哪一位大儒？（Ａ）郭嵩燾（Ｂ）

沈葆楨（Ｃ）林則徐（Ｄ）魏源。 
（Ｃ）清代曾將濱海三十里內的田園、廬舍，悉數焚毀，移民於內地，並在界

上築牆垣，駐兵防守，要使「片板不許下海，粒貨不許越疆。」這是針

對下列何者而有的政策？（Ａ）康熙末年，台灣朱一貴起事（Ｂ）雍正

禁教時，為防禦夷人而做的安排（Ｃ）為斷絕明鄭政權的海上接濟（Ｄ）

三藩之亂起，為防範明鄭政權與吳三桂聯合。 
（Ｃ）台灣有句俗諺：「一個某（妻子），卡贏（勝過）三個天公祖」，這句諺

語反映出當時男女人口比例嚴重失衡的現象，這些沒有家室的「羅漢

腳」，成為社會治安的隱憂。請問這種情形應該是台灣歷史上那一個時

期的社會現象？（Ａ）荷據時期（Ｂ）明鄭時期（Ｃ）清領時期（Ｄ）

日治時期。 
（Ｃ）民國十八年，有一個人領導「平教學會」在河北定縣實驗改造鄉村。這

項創舉具有多種特質，即「革命的、教育的、科學的、民主的」。請問

這個人是誰？（Ａ）蔡元培（Ｂ）梁啟超（Ｃ）晏陽初（Ｄ）陳獨秀。 
（Ｃ）假如你生活在清同治十三年（1987 年）時候的台灣。請問下列哪一件

事可能會在你的身邊發生？（Ａ）政府已經決定，自明年起巡撫衙門自

台南移往台北，以便推行自強新政（Ｂ）基隆至新竹的火車，已經通車

（Ｃ）有許多外國貿易商已經在淡水設立貿易公司，向台灣購買米、茶

葉、樟腦及蔗糖等商品（Ｄ）社會上盛傳政府即將開放海禁，左鄰右舍

紛紛寫信回閩粵老家，準備申請家眷來台團聚。 
（Ｂ）有學者指出，晚明時期西班牙人在菲律賓與中國進行絲貨貿易，使得白

銀大量流入中國。西班牙人用以貿易的大量白銀，主要來自何處？（Ａ）

菲律賓發現豐富銀礦（Ｂ）開採自中南美洲，製成銀幣後，用以購買中

國貨物（Ｃ）自西班牙運來，供採購的資金（Ｄ）與東印度群島貿易而

取得。 
（Ｃ）下列各種通訊技術：電話衛星電報無線電廣播網際網路，如

果依發明時間先後順序排列，正確的應該是：（Ａ）（Ｂ）

（Ｃ）（Ｄ）。 
（Ｄ）英國作家狄更斯（Charles Dickens，西元 1812~1870）在《雙城記》中

有一段話：「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也是一個黑暗的時代；這是一個最

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人類希望的春天，也是充滿絕望

的冬天。」狄更斯描寫的是何種情況？（Ａ）光榮革命時的英國（Ｂ）

內戰時的美國（Ｃ）拿破崙征俄時的俄國（Ｄ）法國大革命時的法國。 
（Ｃ）梁啟超論傳統史學，說二十五史「是一部帝王家譜」，他的這種看法，

是批評以那一種思想為中心的一元式歷史思維？（Ａ）性別的（Ｂ）地



域的（Ｃ）社會階級的（Ｄ）種族中心的。 
（Ｃ）十八世紀有位法國思想家，他強調感情重於理性，主張「感情的民治」

和「感情的教育」，也主張「回到自然」，被稱為浪漫主義的先驅。這個

人是：（Ａ）伏爾泰（Ｂ）培根（Ｃ）盧梭（Ｄ）笛卡爾。 
（Ｂ）「資本主義」是一種由私人企業控制的經濟體制，它有一套生產、分配

方式，與金融體系密切結合，結構完備而複雜。在其基本主張中，下列

何者不在其中？（Ａ）私有財產的保障（Ｂ）政府有計畫地控制（Ｃ）

競爭原則的維持（Ｄ）牟利動機的肯定。 
（Ｂ）自文藝復興運動（西元 14~16世紀）以來，有一派建築常常被指為是「粗

糙而野蠻」的；然而浪漫主義者卻稱讚這類建築，有著尖尖的屋頂及拱

形的高窗，並認為是人類創作作品之中最美麗的。請問這應該是哪一派

的建築？（Ａ）古典主義式（Ｂ）哥德式（Ｃ）巴洛克式（Ｄ）現代主

義式。 
（Ｃ）馬丁路德．金恩（Martin Luther King）在 1963 年 8月 28日發表「我有

一個夢」的演說，他夢想將來有一天，黑人子女被評價不是按其膚色，

而是品德；他夢想大山會被剷平，窪谷會被填滿，黑、白男女有一天能

攜手同唱自由之歌。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遇刺後，他生前

提出的民權法案通過。而透過「確認行動和機會均等」的種種計畫，有

資格的黑人可以上大學和進入就業市場，這些黑人民權運動的背景是：

（Ａ）二十世紀初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提出「民族自決」
時（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黑人大量投入戰場時（Ｃ）1960~1970
年代，西方世界社會運動高潮迭起時（Ｄ）1980 年代保守勢力的反擊。 

（Ｂ）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展開，一海之隔的歐陸國家當中，有兩個國家，因

地理位置接近英國，得以率先引進工業革命的成果？（Ａ）法、德（Ｂ）

法、比（Ｃ）德、奧（Ｄ）荷、瑞典。 
（Ｄ）中國文化對世界影響極大，下列中國古代文物中，何者最早西傳？（Ａ）

造紙術（Ｂ）蠶絲術（Ｃ）火藥（Ｄ）絲帛。 
（Ｄ）兩河流域是人類文明的發源地，它帶給後世的影響是：（Ａ）濃厚的人

文精神孕育出希臘文化（Ｂ）楔形文字成為今日歐州文字的始祖（Ｃ）

留下的法律思想是西方近代法學的基礎（Ｄ）天文及星象學的知識影響

至今。 
（Ｂ）中國的北魏孝文帝與亞歷山大大帝的哪種觀念相似？（Ａ）重視帝國疆

域的開拓（Ｂ）加強不同族群的融合（Ｃ）提倡多元學術研究（Ｄ）統

一宗教信仰的內涵。 
（Ｃ） 下列關於古代中國的中央官制主要模式的配對，何者是錯誤的？（Ａ）

秦漢－三公九卿制（Ｂ）隋唐－三省六部制（Ｃ）魏晉南北朝－九品官

人之制（Ｄ）明清－內閣制。 
（Ｂ） 隨唐以降，學校教育漸失去了栽培政府官員作用的原因是：（Ａ）官學



招收不到弟子（Ｂ）科舉考試成為朝廷取士的主要途徑（Ｃ）博士倚席

不講，今文經學衰落（Ｄ）學校成為訓練八股應試的場所，失去了理想

性。 
（Ｂ） 中國歷史上那一個朝代的兵制，既是兵民合一，也是兵農合一；既可節

省養兵之費，又可避免將帥專擅；既可防守地方，又可戍衛京師？（Ａ）

東晉北府兵（Ｂ）隋唐府兵（Ｃ）明代衛所兵（Ｄ）清代八旗兵。 
（Ｄ） 在世界文化史的課堂上，大家熱列討論中古時代的議題：甲說：「文藝

復興時代的人文學者，熟讀古書，他們認為中古時代黑暗又野蠻是絕對

正確的。」乙說：「中古時代，日耳曼蠻族紛紛建國，造成文化倒退，

所以這個時期一定又黑暗又野蠻。」丙說：「任何一個時代都累積了前

一個時代的成果，所以中古時代不可能全然黑暗。」丁說：「現代學者

研究中古社會和經濟前後並非一成不變，文藝復興時代的說法值得商

榷。」以上何者是合理的解析？（Ａ）甲乙丙（Ｂ）乙丙丁（Ｃ）甲乙

（Ｄ）丙丁。 
（Ａ） 伊斯蘭教（回教）歷史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色，所有信奉伊斯蘭教的國

家都是從很久以前信奉到現在，只有一個例外，該地的伊斯蘭教信仰幾

乎已被全面拔除，這個地方是：（Ａ）西班牙（Ｂ）印尼（Ｃ）埃及（Ｄ）

阿富汗。 
（Ｂ） 東南亞地區與近代殖民史結合是因為：（Ａ）鄭和下西洋帶來大量中國

商人及拓墾者（Ｂ）歐洲商人為了香料而尋找新航路（Ｃ）阿拉伯商人

善於商貿，引進大量經濟作物（Ｄ）歐洲傳教士首先進入而帶動殖民風

潮。 
（Ｄ） 下列各項的先後順序是：文藝復興啟蒙運動地理大發現宗教改

革（Ａ）（Ｂ）（Ｃ）（Ｄ）。 
（Ｃ） 下列那一個歷史事件，象徵英國海權的興起？（Ａ）英國太平洋遠征隊

往南半球航行（Ｂ）英國東印度公司成立（Ｃ）英國皇家海軍擊敗西班

牙的無敵艦隊（Ｄ）英人安森公佈《航海日誌》。 
 
貳、複選題： 

  十題，題號自第 題至第 題，每題四分，計四十分。 

  答案有二至四個，須全答對者才給分，未作答及答錯者不給分也不倒扣分。 

  請將正確答案以 2B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ＡＢＣＤ）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學術異常發達的時代，諸子百家學說興起，

下列學派與學者的配對，有哪幾組是正確的？（Ａ）儒家－荀子（Ｂ）

農家－許行（Ｃ）縱橫家－蘇秦（Ｄ）陰陽家－鄒衍。 
（ＢＣＤ） 老師指著一堆文物對學生說：「這些是研究唐代社會、文化、藝術

等等事物的寶藏。」請問：下列那些可能是老師所指的文物？（Ａ）顧

愷之的《女史箴圖》（Ｂ）顏真卿的書法寫本（Ｃ）敦煌莫高窟的卷子



（Ｄ）唐三彩陶器。 
（ＡＤ） 連橫在所著《台灣通史》一書中認為「台灣三百年間，吏才不少；而

能立長治久安者，厥為兩人：曰陳參軍永華，曰劉巡撫銘傳。」連氏推

崇陳永華，乃因其在台灣有哪些建樹？（Ａ）建孔廟設學校，對台灣的

文教有奠基之功（Ｂ）堅決力爭台灣納入版圖（Ｃ）測繪基隆至台北的

鐵路（Ｄ）開科取士，選拔人才。 
（ＡＣＤ） 清末自強運動時期，在地方上負責推廣洋務的大吏有：（Ａ）李鴻

章（Ｂ）康有為（Ｃ）曾國藩（Ｄ）左宗棠。 
（ＣＤ） 唐武宗「會昌法難」後，佛教再度興盛，哪些教派成為中國佛教的主

流？（Ａ）唯識宗（Ｂ）三論宗（Ｃ）淨土宗（Ｄ）禪宗。 
（ＢＣＤ） 十九世紀中，推動義大利統一運動的「建國三傑」是哪三人？（Ａ）

俾斯麥（Ｂ）加富爾（Ｃ）加里波底（Ｄ）馬志尼。 
（ＡＣＤ） 西方的國際局勢，到了西元 1890 年後，因德皇威廉二世推動哪三

項外交政策？結果造成法、俄、英結盟，形成三國協約，終於造成第一

次世界大戰的爆發：（Ａ）世界政策（Ｂ）大歐洲主義（Ｃ）大日耳曼

主義（Ｄ）大海軍主義。 
（ＡＣ） 以下對啟蒙運動的敘述，何者正確？（Ａ）一般認為啟蒙運動開始於

英國，而盛行於歐陸的法國（Ｂ）啟蒙學者主張直接民主，使民主理論

的研究，有很大的進展（Ｃ）沙龍中有哲學家和科學家，是此時期思想

交流、傳播的重要場所（Ｄ）因視理性為一切思考的最高原則，而棄絕

宗教。。 
（ＢＤ） 有哪些文學、藝術的潮流是受到佛洛依德「心理分析學派」的影響？

（Ａ）浪漫主義詩歌（Ｂ）意識流小說（Ｃ）印象派繪畫（Ｄ）超現實

主義繪畫。 
（ＡＢＣＤ） 以下關於美洲馬雅、阿茲提克及印加文化三者之間的相同點，有

哪些是正確的？（Ａ）皆有城市建築（Ｂ）其帝王皆有絕對的權威（Ｃ）

皆重視宗教信仰（Ｄ）皆在十六世紀為西班牙人所滅亡。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二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

學考試 

「中外歷史」題解 

 

壹、單選題： 

（Ｄ）在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中，影響中國文化發展最深的，除了儒家之

外，還包括哪一家？（Ａ）墨家（Ｂ）縱橫家（Ｃ）雜家（Ｄ）道家。 
（Ａ） 1840 年英國在中國發動戰爭，此一戰爭通稱為「鴉片戰爭」；然而就英

國來看，其動武的原因主要是：（Ａ）商務糾紛（Ｂ）官員被殺（Ｃ）

傳教活動被禁止（Ｄ）香港殖民地被攻擊。 
（Ｄ）由考古證據來看，關於中國文化的起源，最正確的說法應該是：（Ａ）

中國文明西來說（Ｂ）中原核心擴散說（Ｃ）東西文明二元說（Ｄ）多

元文明並起說。 
（Ｃ）宋朝立國，採行「強幹弱枝」政策，其內涵是指：（Ａ）強化軍隊組織，

提升軍人的專業化（Ｂ）裁撤邊防武力，敦親睦鄰（Ｃ）將精銳部隊與

地方財政權，均收歸中央（Ｄ）由中央指派宗室子弟到地方，推行封建

制度。 
（Ｃ）「開元之治」是何人在位時所開創的盛世？（Ａ）唐太宗（Ｂ）唐高宗

（Ｃ）唐玄宗（Ｄ）唐文宗。 
（Ｂ）武則天拔擢新人，引進不少優秀人才，其中有一個重要的目的，是為了

與哪一個政治力量相抗衡？（Ａ）山東集團（Ｂ）關隴集團（Ｃ）安史

集團（Ｄ）突厥集團。 
（Ｄ）七七事變的導火線，是因當時於蘆溝橋地區演習的日本軍隊所引發。日

軍有權在北平附近駐紮練兵，主要是依據哪一條約的規定？（Ａ）南京

條約（Ｂ）北京條約（Ｃ）馬關條約（Ｄ）辛丑和約。 
（Ｂ）魏晉南北朝時期非常流行玄學和清談，下列哪一本書是一般清談家主要

的思想來源？（Ａ）論語（Ｂ）老子（Ｃ）史記（Ｄ）抱朴子。 
（Ｂ）佛教在中國是外來宗教，但佛教最後卻大為盛行，其原因跟當初時代動

亂、生活痛苦有密切關係。下列哪一時期的動亂，是最早促成佛教興盛

的主因？（Ａ）西漢末年（Ｂ）魏晉南北朝時期（Ｃ）安史之亂後的唐

代（Ｄ）唐末至五代時期。 
（Ｄ）十九世紀初，拿破崙獨霸歐洲，不可一世；然而 1812 年進攻哪一國家

時，卻遭致慘敗，導致日後的衰亡？（Ａ）奧國（Ｂ）普魯士（Ｃ）義

大利（Ｄ）俄國。 
（Ａ）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高度發展，但也引發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下列



哪一種主義，即是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應運而生？（Ａ）社會主義（Ｂ）

自由主義（Ｃ）民族主義（Ｄ）保守主義。 
（Ｂ）為防止政府專制，「三權分立」是相當關鍵的政治制度，此一學說主要

是由何人所提出？（Ａ）洛克（Ｂ）孟德斯鳩（Ｃ）盧梭（Ｄ）傑佛遜。 
（Ｂ）十九世紀末，美國勢力得以進入「遠東」，主要是奪得哪一地區作為根

據地？（Ａ）日本（Ｂ）菲律賓（Ｃ）澳大利亞（Ｄ）馬來西亞。 
（Ａ）南美洲古文明主要的代表是：（Ａ）印加文明（Ｂ）馬雅文明（Ｃ）阿

茲提克文明（Ｄ）加勒比文明。 
（Ｃ）五世紀以後，基督教會的最高領袖逐漸有了一貫的尊稱，稱為：（Ａ）

天父（Ｂ）基督（Ｃ）教宗（Ｄ）主教。 
（Ｄ）襯衫、小刀、鐘錶、書籍等，本來都是極為昂貴的物品，然而自哪一時

代起，已逐漸成為大眾化的日用品？（Ａ）文藝復興（Ｂ）科學革命（Ｃ）

地理大發現（Ｄ）工業革命。 
（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區域統合」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趨勢，當時哪

一個組織在日後的發展中，歷經多次組織變革，成功地發行統一的貨

幣？（Ａ）美洲國家組織（Ｂ）歐洲共同體（Ｃ）阿拉伯國家聯盟（Ｄ）

非洲團結組織。 
（Ａ）德國、義大利、日本於 1937 年合組為「軸心國家」，其主要的宣傳口號

是：（Ａ）反對共產主義（Ｂ）統一全世界（Ｃ）發展資本主義（Ｄ）

打倒帝國主義。 
（Ａ）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對於日後歐洲最主要的影響，是在哪一層面？

（Ａ）文化（Ｂ）軍事（Ｃ）宗教（Ｄ）工業。 
（Ａ）十九世紀，歐洲地區社會主義與勞工運動洶湧澎湃，其關鍵原因是：（Ａ）

城鄉差距日漸顯著（Ｂ）民主政治日益普及（Ｃ）貴族階級日益壯大（Ｄ）

手工生產日益衰退。 
（Ｄ）印刷術的發明，是人類歷史的一大進步；它使得資訊得以迅速傳播，並

且促成知識普及，影響深遠。以下關於印刷術發展的歷史敘述，何者是

正確的？（Ａ）大約在中國的魏晉南北朝時期，雕版印刷已經發明，應

用於佛經的印製（Ｂ）北宋時期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為中國此後的書籍

出版事業，提供重大貢獻（Ｃ）十五世紀時，古騰堡活字印刷在歐洲開

始用於聖經的印製，成為教會壟斷知識一項強而有力的新工具（Ｄ）活

字印刷通行之後，婦女才有較好的機會可以讀書識字，這對於十九世紀

以來女權的提升有正面作用。 
（Ｃ）二十世紀七○年代長期紛擾的越戰結束，南越反而被北越所統一。此一

史實的象徵是：（Ａ）證明了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Ｂ）美國世界性

霸權的地位正式殞落（Ｃ）帝國主義宰制殖民地的時代宣告結束（Ｄ）

聯合國的威信從此大為失落。 
（Ｂ） 名噪一時的「桃莉」（Dolly）羊，快速老化而死亡的情形困擾著科學家



們，這種現象說明了：（Ａ）科學技術如果違背人道天理，將會遭受上

帝的懲處（Ｂ）生命科技發展未臻完美，仍有許多問題亟待克服（Ｃ）

人類無能也不應嘗試控制生命的創造（Ｄ）科學的價值仍無法取代宗教

倫理的意義。 
（Ｂ） 下列關於「全球化」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全球化現象使整個世界

成為一個全球風險社會，在如此高風險之下，只有富國、強國可以不受

影響，窮國、弱國將無一倖免而終至汰亡（Ｂ）全球化現象是以歐美為

主的文化潮流，是經由強勢的商業行銷和經濟侵略，所發展出來的一種

特殊的當代文化現象，因此在效果上，全球化往往即是一種西化（Ｃ）

台灣的麥當勞和肯德基等速食店，也會提供一些中式口味餐點，這種跨

國企業的經營因而呈現某種地方化色彩，顯示全球化終究還是得依附於

地方化，才足以發展（Ｄ）台灣的失業率最近幾個月來一直維持在 5%
上下，而根據民間統計，隱藏性失業的比率實高達 7%，不過台灣資金

與產業大量外移是以中國大陸為首要，所以此一惡化的現象應與全球化

發展無關。 
（Ｄ） 清末嚴復在列強交侵下翻譯西書，引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理論，中國

知識份子感受深刻，奮起圖強。嚴復引介的理論，屬於西方哪一種學說？

（Ａ）實證主義哲學（Ｂ）生物演化論（Ｃ）社會主義進化論（Ｄ）社

會達爾文主義。 
（Ａ） 近代以來，首先佔領麻六甲海峽，掌控太平洋和印度洋貿易航線要津的

歐洲國家是：（Ａ）葡萄牙（Ｂ）西班牙（Ｃ）荷蘭（Ｄ）英國。 
（Ｃ） 動員戡亂時期的終止與臨時條款的廢除，產生了什麼影響？（Ａ）海外

異議人士可以入境返鄉（Ｂ）人民可以自由赴海外觀光、留學（Ｃ）兩

岸逐步開放交流（Ｄ）黨禁與報禁正式解除。 
（Ｃ） 經濟學家、前台大校長孫震，16 歲時來到台灣，曾與父親賣過燒餅油

條、開過茶館，但因為功課好，短短二、三十年，其家庭社經地位便改

變了。最主要原因是：（Ａ）本身聰明才智高，而且肯用功（Ｂ）獲貴

人相助，因而平步青雲（Ｃ）整個社會重視教育，且受教機會公平（Ｄ）

政府重視經濟發展，因此重用經濟學家。 
（Ｃ） 中國的「帝國時代」歷時二千多年，是世界歷史上的特殊現象。在這個

時期中，帝國的分裂和統一交錯循環。關於這個課題，下列敘述何者適

當？（Ａ）帝國統一的發動者通常來自經濟富裕、文化興盛的地區（Ｂ）

分裂和統一交錯循環，反映了中國社會的長期停滯狀態（Ｃ）五代以前

分裂與統一交錯進行，宋代以後多屬朝代前後繼承或被北方民族征服

（Ｄ）每次的帝國分裂，各地總是出現長期秩序解體、生產停頓、經濟

退化的現象。 
（Ｄ） 有學者指出，由於晚明時期，西班牙人在菲律賓與中國商人進行絲貨貿

易，使得白銀大量流入中國。西班牙人用作貿易的大量白銀，主要來自



何處？（Ａ）自歐洲各國貿易取得（Ｂ）西班牙人在菲律賓開採（Ｃ）

西班牙人與東印度群島貿易取得（Ｄ）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洲開採。 
 
貳、多重選擇題： 

（ ＢＣ ） 十九世紀後半葉到二十世紀中期前，西方列強殖民主義盛行，壓

迫弱小國家，但也激起被侵略者的反抗。下列哪些即屬於反殖

民主義的行動？（Ａ）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Ｂ）印度甘地發

起不合作運動（Ｃ）中國大學生發起五四運動（Ｄ）德國實行

種族淨化政策（Ｅ）美國爆發南北戰爭。 
（   全   ） 化學對二十世紀有很重大的影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

可能是由化學工業所製造出來的產品？（Ａ）牙膏（Ｂ）清潔

劑（Ｃ）碗盤（Ｄ）休閒鞋（Ｅ）藥品。 
（   全   ） 十四世紀義大利作家佩脫拉克（Petrarch）曾描述：「你何時見過

這樣可怕的災難？哪怕聽說過也行！房屋空盪、城市廢棄、耕

地荒蕪、屍橫遍野，無垠而可怕的寂靜籠罩著整個世界。」據

當時資料記載，許多人在被無情的瘟疫侵襲之後，第二天就喪

命，少有人能撐過三天。整個歐洲歷經摧殘，十五世紀時的人

口約只有百年前的一半，甚至更少。上述事件，對歐洲的社會

經濟造成哪些重大影響？（Ａ）物價下跌（Ｂ）工資上漲（Ｃ）

農工階級地位改善（Ｄ）信心危機嚴重（Ｅ）產業經營型態改

變。 
（ ＢＤ ） 「現代化」是一個似乎耳熟能詳的名詞，如果我們要細究其歷史

淵源，其實應是承續哪些時代的精神而來？（Ａ）羅馬帝國時

代（Ｂ）文藝復興時代（Ｃ）十字軍東征時代（Ｄ）啟蒙運動

時代（Ｅ）浪漫主義時代。 
（ ＡＤＥ ） 古埃及文化曾延續三千多年，成就非凡，但在西元七世紀以後竟

然中斷，學者對其滅亡原因，曾提出多種解釋。下列敘述，何

者較為適切？（Ａ）淪於異族統治（Ｂ）未發展出工商業（Ｃ）

瘟疫流行（Ｄ）放棄固有文字（Ｅ）放棄傳統生活方式。 
（ ＢＤＥ ） 下列哪些戰亂對中國文化由北向南播遷，具有決定性影響？（Ａ）

赤壁之戰（Ｂ）永嘉之禍（Ｃ）肥水之戰（Ｄ）安史之亂（Ｅ）

靖康之難。 
（ＢＣＤＥ） 周的文化中，從哪些表現可以看出比商人更具人文精神的自覺？

（Ａ）嫡長子繼承，取代兄終弟及制（Ｂ）天命靡常的觀念（Ｃ）

周公制禮作樂，強調敬天保民（Ｄ）以「俑」殉葬，取代人牲

（Ｅ）憂患意識的觀念。 
（ＡＣＤＥ） 中國農業傳統有哪些特徵？（Ａ）利用閒暇發展副業（Ｂ）主要

作物皆源於本土（Ｃ）精耕細作（Ｄ）重農政策向來是基本國



策（Ｅ）家庭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 
（  ＣＤ  ） 二十世紀有位歷史家說：「歷史是歷史家和事實間不斷交互作用

的過程，現在和過去間永無休止的對話。」可見他認為歷史知

識的性質是：（Ａ）絕對客觀的，史家必須不斷蒐集史料證據驗

證（Ｂ）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史家可以完全掌握（Ｃ）相同歷

史現象由於史家的觀點不同，而有不同的解釋（Ｄ）史家由於

他對現在的關懷，而挑選有意義的歷史問題來討論（Ｅ）歷史

事件的因果關係是不證自明的。 
（ ＢＣ  ） 中國傳統社會中，婦女沒有獨立地位，但最近四十多年來，台灣

地區婦女地位已逐漸提升。主要的原因包括：（Ａ）傳統道德已

經瓦解（Ｂ）夫婦財產可分開獨立擁有（Ｃ）婦女受教育與就

業機會增加（Ｄ）婦女爭取到投票權（Ｅ）婦女擁有墮胎自主

權。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

學考試 

「中外歷史」題解 

 

壹、單選題： 
（Ｄ）傳統農村中族人之間發生糾紛，最被認可的解決方式為何？（Ａ）告到

衙門由法律判決（Ｂ）雙方進行決鬥分出勝負（Ｃ）用占卜或抓鬮請神

明裁決（Ｄ）由族中長老仲裁協調。 
（Ｄ）「智術之士，必遠見而明察，不明察不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

直，不勁直不能矯姦。」此種意見應為何人的政治主張？（Ａ）墨子（Ｂ）

孟子（Ｃ）荀子（Ｄ）韓非。 
（Ｃ）西元前年，楚國準備攻打隋國，隋國國君以為平時勤於祭祀，必

得神助。大夫季梁說：「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力

於神。」隋國國君遂勤修內政，楚國竟不敢攻隋。下列哪一敘述符合當

時的歷史情境？（Ａ）禮制是維護政治秩序的有力工具（Ｂ）當時國君

慣以神權統治，擁有相當大的權力（Ｃ）人文精神躍升，人的價值益受

肯定（Ｄ）楚國不敢攻隋，因為隋國已順利取得神助與天命。 

（Ｄ）西域葡萄、苜蓿等農作物能傳入中國，與下列何事有關？（Ａ）高仙芝

征大食（Ｂ）蘇定方平西突厥（Ｃ）班超經略西域（Ｄ）張騫通西域。 

（Ｂ）下表顯示明、清兩代進士出身的一項百分比： 

 

 

 

 

 

 

        由此表觀察，可得到怎樣的結論？（Ａ）清代科舉考試錄取率比較低，

所以窮苦人家很難考上（Ｂ）新的士紳階層可能已經逐漸形成，故祖先

無功名者漸居劣勢（Ｃ）由於花錢捐官盛行，佔去名額，故科舉取士比

例漸低（Ｄ）清代重視官學，一般清寒子弟多從官學系統出仕，故在科

舉中比例偏低。 

（Ｄ）台灣原住民至少有十二族，但卻被視為一個族群，最主要原因何在？（Ａ）

共同語言：台灣原住民的語言多屬南島語系，各族人民可以溝通（Ｂ）

共同血緣：台灣原住民各族皆可追溯自共同祖先，因為各族都是從東南

亞某地渡海來台（Ｃ）族群認同：台灣原住民雖分成多族，近代以來則



逐漸彼此認同，自認為是同一民族（Ｄ）歷史因素：台灣原住民是近代

漢人大量移民前的居民，漢人移民與各原住民族間存在著衝突，原住民

漸被視為一個群體。 
（Ａ）民國成立以來，一直力爭廢除不平等條約，目的之一就是爭回關稅自主，

保障本國產業。近年來，政府一面調降關稅、開放進口，另一方面則於

民國 91 年順利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對於此種決策的轉變，其

主要立論依據為何？（Ａ）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不能自我孤立，必須

加入國際組織（Ｂ）民族主義是狹隘的，只有加入國際組織才能跳脫民

族主義（Ｃ）國營事業常是壟斷而無效率的，完全開放外資、移轉民營，

才符合進步的經濟潮流（Ｄ）冷戰結束後國際間已無對抗之必要，所以

經濟上的關稅保護政策已可調整。 
（Ｂ）現今台灣有許多地名，如柳營、左營、左鎮等，可證明明鄭時期在台灣

從事何種墾殖政策？（Ａ）民屯（Ｂ）軍屯（Ｃ）官墾（Ｄ）番墾。 
（Ａ）光緒年，歲次甲午，是年中日戰爭遂稱為甲午戰爭。若依干支推算，

則光緒年朝鮮親日派發動政變，朝鮮人稱為什麼之亂？（Ａ）甲申

之亂（Ｂ）乙酉之亂（Ｃ）丙戌之亂（Ｄ））丁亥之亂。 

（Ａ）十七世紀荷蘭人佔據台灣，其主要目的為何？（Ａ）強化與中國的貿易

（Ｂ）防備西班牙佔領台灣（Ｃ）防堵日本的擴張（Ｄ）宣揚基督新教。 
（Ｄ）新港文書為平埔族西拉雅人的新港社一地，所留下的土地租佃和典賣契

約。由現存的新港文書內容來看，可以佐證下列哪一歷史現象？（Ａ）

台南一地已經進入城市經濟體制（Ｂ）荷蘭人將土地租佃給西拉雅人的

詳情（Ｃ）羅馬拼音化的新港文取代西拉雅文的過程（Ｄ）十七、十八

世紀平埔族的活動情形。 
（Ｂ）清代萬華的學海書院學生多泉州人，板橋大觀義學多漳州人，大龍峒的

樹人書院多同安人。造成如此地域性集結的原因為何？（Ａ）同時來台

（Ｂ）械鬥區隔（Ｃ）官方規定（Ｄ）生活習性。 
（Ａ）近代以來，中國大陸新興港市，許多是因位於沿海，在不平等條約中列

為通商口岸而崛起，結果形成內陸和沿海的懸殊發展。但是台灣卻沒有

發生這種不均的現象，主要原因為何？（Ａ）台灣輸出的茶、樟腦產於

內陸山區，集散於沿海商港（Ｂ）台灣各商港的繁榮，並未受惠於不平

等條約（Ｃ）台灣官府與洋商合作，有計畫地均衡沿海與內陸開發（Ｄ）

台灣進口需求大，所以洋商以港口為基地，致力內陸市場開發。 
（Ｂ）大陸百姓高唱：「稻粒賽玉米，黃豆像南瓜，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南瓜」，

樂觀地認為人定勝天。這應是在什麼背景下形成？（Ａ）抗美援朝時的

提高農產運動（Ｂ）大躍進時的增產報國運動（Ｃ）革時的下放勞改運

動（Ｄ）鄧小平推行的改革開放運動。 
（Ｄ）未來台灣的文化發展，應該致力於哪一工作較為合理？（Ａ）拋棄固有

的漢文化傳統以尋求本土化（Ｂ）繼續推行統一的語文政策以凝聚國家



認同（Ｃ）應將英語訂為國語以因應全球化（Ｄ）推行多元文化教育以

利族群間的瞭解。 
（Ａ）上古時代兩河流域文化大致上能自成一個單元，這是由於哪一文化先後

被該地多數民族承襲所致？（Ａ）蘇美文化（Ｂ）巴比倫文化（Ｃ）亞

述文化（Ｄ）波斯文化。 
（Ｄ）今日印度人的信仰，以哪兩大宗教為主？（A）佛教、回教（Ｂ）印度

教、基督教（Ｃ）印度教、佛教（Ｄ）印度教、回教。 
（Ａ）《舊約全書出埃及記》：「耶和華對摩西說，我要將你們從埃及的困苦中

領出來，往迦南人、赫人、亞摩利人、比利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

地方去，就是到流奶和蜜之地。」文中「迦南人」、「奶和蜜之地」所指

為何？（Ａ）腓尼基人與巴力斯坦（Ｂ）猶太人與敘利亞（Ｃ）巴比倫

人與敘利亞（Ｄ）猶太人與巴力斯坦。 

（Ｂ）馬其頓國王亞歷山大四處征討，對後世造成何種深遠的影響？（Ａ）創

建一個歷治至歐、亞各地（Ｄ）將耶和華信仰帶回希臘，有利於基督教

的發展。 
（Ｂ）在歐洲歷史上，「文藝復興」是非常重要的分水嶺，人文精神重新開始

勃興。請問：帶動此一新發展的地區是何處？（Ａ）西班牙（Spain）（Ｂ）

義大利（Italy）（Ｃ）法蘭西（France）（Ｄ）英格蘭（England）。 

（Ｃ）英國歷史上自哪一事件之後，專制王權宣告結束？（Ａ）英法百年戰爭

（Ｂ）清教徒革命（Ｃ）光榮革命（Ｄ）工業革命。 
（Ｃ）年出版《民約論》，對社會的起源作了生動的描述，認為「主

權不但始於人民，而且應該永遠在人民手中」。此人應是誰？（Ａ）洛

克（Ｂ）伏爾泰（Ｃ）盧梭（Ｄ）孟德斯鳩。 
（Ｃ） 領導印度脫離英國殖民，成功取得獨立地位的「聖雄」，應是下列何人？

（Ａ）凱末爾（Ｂ）佛朗哥（Ｃ）甘地（Ｄ）史迪威。 
（Ｂ） 首先發生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其開始帶動的是何種產業？（Ａ）交通業

（Ｂ）紡織業（Ｃ）冶鐵業（Ｄ）食品業。 
（Ｃ） 下列何者，最合乎「把精神獻給上帝，把身體獻給領主，把愛情獻給美

人」的風格？（Ａ）羅馬時代的基督徒（Ｂ）中國魏晉南北朝時代的名

士（Ｃ）中古歐洲的騎士（Ｄ）日本幕府時代的武士。 
（Ｃ） 十九至二十世紀，出現大量的人造纖維、人造肥料、人造染料，這是得

利於哪一學門的重大貢獻？（Ａ）物理學（Ｂ）生物學（Ｃ）化學（Ｄ））

醫學。 
（Ａ） 佛洛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曾說：「人類的自我觀念，在科

學發展的衝擊之下，受到兩次重大打擊。第一次是地球中心說的破除，

第二次則因□，把人類貶為『我們都是動物世界的子民』，打破人一向

自以為是萬物之靈的尊貴地位。」根據前後文的說明，□中最適當的答

案應是：（Ａ）生物學（Ｂ）化學（Ｃ）物理學（Ｄ）文學。 



（Ａ） 年代，因為哪一種能源的價格提高，造成全球性的經濟不景氣？

（Ａ）石油（Ｂ）煤（Ｃ）核能（Ｄ）太陽能。 
（Ｃ）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一個重要的國際趨勢，即所謂「南北對抗」。

試問以下何者是其確切含意？（Ａ）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對抗（Ｂ）南美

洲各國與北美洲各國對抗（Ｃ）工業發達國家與貧窮落後國家對抗（Ｄ）

石油輸出國家與石油輸入國家對抗。 
（Ｃ） 歐洲聯盟是由歐洲共同體發展而來，為區域統合成功的範例。其成功的

基礎，最主要為何？（Ａ）共同的宗教文化（Ｂ）相近的社會價值（Ｃ）

相互的經濟合作（Ｄ）共通的軍事利益。 
 

貳、多重選擇題： 
（ ＢＣＤ ） 漢文帝云：「長城以北引弓之國，受制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

朕亦制之。」根據此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此時漢朝

勢力強大，但採和平政策，與匈奴互不侵犯（Ｂ）漢此時國力

不強，因此期望以長城為界，與匈奴和平共存（Ｃ）此時長城

已是農業民族生活與草原民族生活的分界（Ｄ）長城作為政權

的分界，是人為的，也是自然的因素（Ｅ）漢朝倚恃長城將匈

奴屏阻於塞外，雙方因而能互不相擾。 
（ ＢＣＥ ） 有些人將五四運動比喻為歐洲的文藝復興，試將兩者比較，下列

敘述何者正確？（Ａ）兩者均著重恢復古典文學，而開創新的

生命（Ｂ）前者有白話文學的提倡，後者有方言文學的創作（Ｃ）

兩者均追求世俗化、人性化，並注重創作的自由（Ｄ）前者理

性地對傳統進行取捨，後者則反對傳統、尋求創新（Ｅ）兩者

均以新觀點、新方法來考證古典文獻。 
（ ＡＤＥ ） 宋代以前中國沒有完全亡於外族之手，但宋代以後，中國卻兩次

全境由外族統治，其可能原因為何？（Ａ）宋代裁減相權，明

廢相，權力高度集中於皇帝之手，一旦中央生變，國家極易不

保（Ｂ）宋代以後士族力量強大足以割據地方，造成國家分裂，

使外族有機可趁（Ｃ）宋代以後社會風氣趨於偃武修文，慣以

和親納幣安撫外族，使外族逐漸坐大（Ｄ）宋代以後游牧民族

勢力逐漸南下，吸收漢人的制度與文化，成功轉型的經驗可以

累積傳承（Ｅ）蒙古、滿洲兩個征服王朝都已非部落聯合的游

牧王國，而是兼營農牧，政治一元而專制的政權，對中國從掠

奪人力轉而征服土地。 
（ ＣＤＥ ） 自清世宗禁教（1723）至鴉片戰爭（1840-1842），中國閉關自守

百餘年，此時期西方世界發生了哪些重大歷史事件？（Ａ）宗

教改革（Ｂ）地理大發現（Ｃ）啟蒙運動（Ｄ）工業革命（Ｅ）

法國大革命。 



（ ＡＢＥ ） 依照我國現行憲法，身為公民，可以投票選舉下列哪些公職人員？

（Ａ）總統（Ｂ）立法委員（Ｃ）考試委員（Ｄ）監察委員（Ｅ）

村（里）長。 
（ ＣＥ ） 埃及與西臺人曾彼此交戰，最後雙方於西元前 1270 年簽訂和約，

條文刻於銀版上，雙方各執一份，這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國

際條約。下列敘述，哪些與這個事件相關？（Ａ）證明兩河流

域很早即有重視契約的觀念（Ｂ）當時是埃及舊王國時期，重

視向外擴張，引發戰爭（Ｃ）西臺人和埃及人都有自己的文字

（Ｄ）尼羅河和兩河流域均盛產銀、鐵，銀當商品，鐵製成武

器（Ｅ）戰爭的原因，應是雙方爭奪商業及貿易的主導權。 
（ＡＢＤＥ） 許多古代經典往往都不是成於一人之手，而是由後人整理再集結

成書。下列哪些經典，可為代表？（Ａ）論語（Ｂ）舊約聖經

（Ｃ）理想國（Ｄ）古蘭經（Ｅ）吠陀經。 
（   全   ）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對當時的歐洲造成哪些重大的變遷？（Ａ）

技術的變遷（Ｂ）生產方式的變遷（Ｃ）社會結構的變遷（Ｄ）

經濟組織的變遷（Ｅ）文化意識的變遷。 
（ ＡＣＤ ） 從十二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葉，屬於日本的幕府時代，國家最高

權力不在天皇，而在大將軍所掌握的幕府。關於這個時期的敘

述，哪些是正確的？（Ａ）諸侯割據，國家分裂（Ｂ）武士、

農、工、商屬於平民階級（Ｃ）文化上，受到中國的影響很大

（Ｄ）後期曾實施鎖國政策，但允許荷蘭人貿易（Ｅ）十九世

紀風行的民主運動，促成幕府的垮台。 
（ ＡＤ ） 十九世紀以來，聖西門（Saint Simon）、傅立葉（Charles Fourier）、

白朗（Louis Blanc）、歐文（Robert Owen）等人，都曾提出建立

理想社會的計畫，但至今卻都未能實現，主要原因何在？（Ａ）

理想太崇高，忽視現實社會的複雜性（Ｂ）講求平等，忽視社

會階級的存在（Ｃ）相信人性本善，忽視人自私逐利的傾向（Ｄ）

相信自由意志，賦予個人自主的權力（Ｅ）嚮往自由，忽視放

任經濟本身的可能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