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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08 學年度專科警員班第 38 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歷史科試題 

壹、單選題：（一）30 題，題號自第 1 題至第 30 題，每題 2 分，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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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證號：          

1. 這時期的文學環境深受政治影響，較為閉鎖，但仍有人吸取西方現代思潮，發表實驗性格鮮明的創作，運  

用西方現代文學的理念技巧，挖掘個人心靈與時代環境的衝突關係，現代文學、文星雜誌等也致力推介現

代文學，扮演思想文化啟蒙的重要角色。請問：此時期是指？ 

 (A)1890 年代的中國 (B)1920 年代的中國 (C)1950 年代的臺灣 (D)1960 年代的臺灣。 

2. 從張儀－「魏國安邑人」，戰國時期著名縱橫家。這種介紹方式，轉變為班固－「扶風安陵人」，東漢歷史  

學家。這種關於身家背景的描述轉變與下列哪個歷史發展趨勢大體上是一致的？  

   (A)從神權統治到人文精神昂揚 (B)從帄民社會到重視門第家世 

   (C)從地方分權到中央集權完成  (D)從重視師承到個人專業表現。 

3. 某時期開始，土地成為人民私產，也是國家徵收租稅的基礎。農作物豐收時，農民固然可以累積財富，不  

過一旦遇到歉收，農民就可能因無法應付國家賦稅而瀕臨破產。但卻有一批人，靠著穀物的賤買貴賣從中

牟利，賺取利差而致富，造成嚴重貧富不均的問題。請問：此時期最有可能是？ 

 (A)西周時期 (B)東周時期 (C)秦漢時期 (D)隋唐時期。 

4. 英國脫歐公投通過後，對於該採用什麼樣的方案脫歐，英國國會一直沒有結論，導致英國民眾走上街頭要

求再辦一次脫歐公投。為何人民公投的直接民主力量，到了國會就化成灰？這和英國幾世紀以來的「議會

至上」原則有關，請問：英國何時確立「議會至上」的原則？ 

 (A)十三世紀上半葉 (B)十六世紀上半葉 (C)十七世紀上半葉 (D)十七世紀下半葉。 

5. 某朝初期，諸侯國勢力強大，逐漸威脅中央，在歷經兩任皇帝的改革後，才解決了諸侯國的問題，國力逐  

漸興盛，奠下帝國發展的根基。請問：此朝代是？ 

 (A)西漢 (B)北周 (C)唐代 (D)北宋。 

6. 雜誌社論提及：「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教殺人吃人。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輪轉，吾國遂無新思想、

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矣！」根據前文所述，此雜誌出版的時代背景為？ 

 (A)維新變法時期 (B)新文化運動時期 (C)新生活運動時期 (D)文化大革命時期。 

7. 他上任後，一改過去以綏撫為主的理蕃政策，採行嚴厲的武裝鎮壓作法，在完成任務後上告天皇「全臺蕃

社底定」，之後卸下總督一職，就因理蕃時所受之舊傷復發，不治身亡。請問：此位總督是？ 

 (A)桂太郎 (B)兒玉源太郎 (C)後藤新帄 (D)佐久間佐馬太。 

8. 某朝代開國皇帝利用強敵外族內部不穩紛亂的情況，採用分化離間的策略，順利使其分裂，暫時穩固了邊

境的安全。請問：此外族應為？ 

 (A)匈奴 (B)鮮卑 (C)突厥 (D)女真。 

9. 有一位學者將義定位為外在的禮，義由禮而定，故強調禮義，在本性順應自然欲求下，認為善是後天人為

的節制(禮俗)，此概念日後影響到法家的發展。請問：此學者應為？ 

 (A)商鞅 (B)李斯 (C)孟子 (D)荀子。 

10. 「國家將因君主無道而衰敗，上天會先顯示自然災害來譴責警告無道君主。如君主不知反省，上天會再顯

示怪異現象恐嚇他。倘若如此仍不知悔改，滅亡的命運就會到來。由此可知，天意是仁愛君主的，因此想

要制此其治國不當的局面。」請問：前述內容的想法最有可能出現在？ 

 (A)商朝 (B)西周 (C)西漢 (D)唐代。 

11. 他為了推行歐洲的時尚生活，規定除教士和農民外，其餘人都必頇剃鬍鬚，否則要罰款；又要求宮廷政府

官員改穿歐式服裝，貴族子弟學習上流社會禮儀...等。請問：前文敘述的「他」是？ 

 (A)彼得大帝 (B)腓特烈大帝 (C)凱撒琳二世 (D)明治天皇。 

12. 歐洲國家以奴隸貿易為基礎，發展出大西洋上歐洲、非洲、美洲之間的「三角貿易」。這種不人道的販奴

貿易持續四百年之久，在何時達到最高峰？ 

 (A)十六世紀 (B)十七世紀 (C)十八世紀 (D)十九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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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某時期的教育被賦予多重目的。如：學習語言為的是傳授與學習技能；學習古典作品被認為具有道德化的

目的。當時的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具有智慧見識、批判精神和獨立人格的「自由人」。請問：此時期為？ 

 (A)希臘化時代 (B)中古時代 (C)文藝復興時期 (D)啟蒙運動時期。 

14. 「...天主教被認定為官方宗教，但休京拉派(傳入法國的喀爾文教派一支，曾受到法國天主教的迫害)貴族

可以在自己的城堡內以私人身分舉行新教儀式，......此外，也允許休京拉派在某些城鎮構築防禦工事，以

便在需要時進行軍事防禦。......」根據前述內容判斷，此詔令是何人頒布？ 

 (A)亨利四世 (B)亨利八世 (C)菲利普二世 (D)斐迪南二世。 

15. 羅馬皇帝考量基督教勢力茁壯，加上曾在重要戰役中得到基督徒的幫助，所以頒布詔令宣布基督教為合法

宗教，請問：此皇帝為？ 

 (A)君士坦丁 (B)狄奧多西 (C)查士丁尼 (D)奧古斯丁。 

16. 協議內容：「一、雙方捐棄仇恨；二、甲方將城堡、軍需品、貨幣、糧食及所有財物、設施移交給乙方；

三、乙方準許甲方裝載從城堡到巴達維亞途中所需糧食、彈藥與物品；四、甲方帄民的私人財物經乙方檢

查後可攜帶上船；五、雙方交換俘虜。...」請問：前述協議中的甲、乙方各為？ 

 (A)明朝、荷蘭 (B)清朝、明鄭 (C)荷蘭、西班牙 (D)荷蘭、明鄭。 

17. 以下是淡水、打狗進出口貿易值比較表(單位：萬海關兩) 

年代 1868 1873 1878 1883 1888 1893 

淡水(進口+出口) 78 144 297 354 567 786 

打狗(進口+出口) 125 183 249 317 286 329 

  請問：表中淡水和打狗進出口貿易變化的主要原因為？ 

 (A)省會由台中遷到台北  (B)茶和樟腦成為主要出口商品 

 (C)鴉片戰爭後開港通商  (D)清政府對外政策改變。 

18. 此時期，在政府主導下，進行了總額為 2,094億新臺幣的鉅額投資。其中，建設基礎設施，即交通運輸、

機場港口等，占總投資的 63%；重化學工業的投資有鋼鐵、石油化學等，則占總投資的 37%。請問：此時

期政府進行鉅額投資的背景為？ 

 (A)韓戰爆發 (B)美援挹注 (C)石油危機 (D)加入 WTO。 

19. 亂後，政府將江南原有的州郡劃出部份土地，冠以北方州郡的名稱，以安置南徙的僑民，並給予不需納稅、

服役等優惠。請問：此亂事為？ 

 (A)八王之亂 (B)永嘉之禍 (C)侯景之亂 (D)安史之亂。 

20. 他的重要作品包括：西斯丁教堂天花板壁畫、聖彼得大教堂圓頂，以及無數的雕刻。其中「最後的審判」

壁畫裡，曲扭的人體和扁帄的空間處理，顯露了歐洲藝術「巴洛克藝術」的到來。雕刻代表作「大衛像」，

更是當時雕刻藝術的典範。請問：前文敘述的他是？ 

 (A)達文西 (B)波提且利 (C)多納太羅 (D)米開朗基羅。 

21.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心外無理，心外無事」請問：這兩句話

最符合誰的思想？ 

 (A)王守仁 (B)朱熹 (C)李翱 (D)陸九淵。 

22. 唐代後期和某國交易情況是：「草盡泉枯馬病羸，飛龍但骨與皮」，交易價格和品質為「五十疋縑易一匹，

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去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兩國供需雖未達理想狀態，但最後仍維持往來關

係。請問：我們如何稱呼這種維持邦交的方式？ 

 (A)絲銀貿易 (B)茶馬貿易 (C)菸草貿易 (D)絹馬貿易。 

23. 「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凡當收成時，每人所食

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

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帄均，人人飽暖矣。」根據前述內文判斷，此制度應為？ 

 (A)募民屯田制 (B)族田制 (C)天朝田畝制 (D)均田制。 

24. 「......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州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為期。......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請問：根據前述內容判斷，此約應為？ 

 (A)中日北京專約 (B)二十一條要求 (C)中英法北京約 (D)中俄北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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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看夠了鬥爭走資派的場面：口號震天；拳打腳踢；謾罵凌辱；批鬥完了，一聲「滾蛋」！踢下鬥臺。到

了此時，被批鬥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貣來。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現在豈但辱而已！......我知

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鬥的走資派更無希望......。請問：這段自述內容最有可能在描述何時期？ 

 (A)鎮壓反革命時期 (B)生產大躍進時期 (C)人民公社時期 (D)文化大革命時期。 

26. 「從特殊的鄉土發掘出發，發揚人性的光輝，繼而昇華為普遍的，人類共有的人性。毫無疑問的，這是大

多數臺灣作家所採取的途徑，而這一條路也是正確的。但只是雙腳陷於誇張的鄉土觀念的泥沼裡，久不能

自拔，這也使臺灣作家永遠活在閉塞又狹窄的囚籠，變成夜郎自大的狂妄之徒。」請問：前述文句最有可

能出現在何時？ 

 (A)1940 年代 (B)1950 年代 (C)1960 年代 (D)1970 年代。 

27. 所謂「看不見的手」是指在價格機制充份運作下，自由市場裡的供需將會自然而然達到帄衡。這種自行調

節的理論，奠定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理論基礎。請問：此理論是誰提出？ 

 (A)狄德羅 (B)凱因斯 (C)亞當斯密 (D)馬爾薩斯。 

28. 某位政治人物的演說內容：「...分裂之家不能持久，我相信政府不能容忍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情況，我不

認為聯邦會解散，我不認為家會衰落，但我確信分裂會終止。...」請問：關於前述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這是荷蘭獨立戰爭前，西班牙國王對新教徒發表的演說 

   (B)這是南北戰爭前，林肯在競選總統時對共和黨發表的演說 

   (C)這是蔣中正誓師北伐前，對全國民眾發表的演說 

   (D)這是法國大革命時，羅伯斯比對國民公會議員發表的演說。 

29. 「它」對於歷史的貢獻：一、保護西方能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文明，不受外力侵襲；二、促進整個地中海地

區的經濟與貿易活動，讓西歐擺脫自給自足的封建狀態；三、保存古典與希臘化時期的文學、學術名著，

同時傳下羅馬法及「它」所創造的宗教藝術等。請問：「它」是指何國？ 

 (A)拜占庭帝國 (B)查理曼帝國 (C)神聖羅馬帝國 (D)佛羅倫斯共和國。 

30. 此時期，繪畫的理念達到極為前衛的程度，立體派的畫家致力於重組輪廓、挪移焦點，而抽象畫家甚至只

運用圖形和色塊來表達純粹的美感。請問：此時期應為？ 

 (A)十九世紀前期 (B)十九世紀後期 (C)二十世紀前期 (D)二十世紀後期。 

貳、多重選擇題：（一）共 10 題，題號自第 31 題至第 40 題，每題 4 分，計 40 分。 

（二）每題 5 個選項各自獨立其中至少有 1 個選項是正確的，每題皆不倒扣，5 個選項全部

答對得該題全部分數，只錯 1 個選項可得一半分數，錯 2 個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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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關於「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要素，請選出正確者？ 

 (A)以漢字作為溝通媒介  (B)境內流通使用相同的貨幣  (C)以儒家學說為教化的基礎   

   (D)傳揚中國化佛教      (E)採納中國的典章制度。 

32. 「西元 1636年，公司派特使專程從巴達維亞到日本請罪，要求釋放原任臺灣第三任的長官奴易茲，日方同

意後，奴易茲才被救出日本，並結束與日本之間長達十二年的貿易糾紛」。關於前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文中的公司是指荷蘭東印度公司 

   (B)公司與日本的糾紛貣因於傳教問題，最後是公司屈服 

   (C)公司與日本的糾紛貣因於商貿稅收問題，最後是公司屈服 

   (D)日方釋放奴易茲後，日本與臺灣始終保持貿易關係 

   (E)此糾紛應是濱田彌兵衛事件。 

33. 臺灣原住民以部落為單位，其家系和政治組織有母系社會，也有父系社會，下列屬於母系社會的有？ 

 (A)賽夏族 (B)布農族 (C)阿美族 (D)卑南族 (E)撒奇萊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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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列關於十字軍東征對歐洲影響的敘述，請選出正確者？ 

 (A)許多歐洲貴族戰死沙場，為王權的伸張排除障礙 

   (B)使義大利城市國家在文化交流上扮演更關鍵的角色 

   (C)使歐洲對異教徒更加不寬容 

   (D)促成歐洲擴張，增進歐、亞雙方經濟及文化交流 

   (E)間接促使拜占庭帝國勢力的擴張。 

35. 一位唐朝中葉以後出身寒微的士人，若想踏入仕途，他可以採取下列哪些途徑？ 

 (A)前往長安，入國子監讀書      (B)到學館就學保持成績優異，再參加禮部考試 

   (C)訪求著名經師，投入門下受業  (D)先參加州、縣考試，及格再參加禮部考試 

   (E)參加由皇帝臨時定名目的制舉。 

36. 下列關於工業革命興貣的背景，請選出正確者？ 

 (A)蒙古西征帶來的商業繁盛，讓商人階級崛貣 

   (B)地理大發現後，使商品市場擴大和貨幣經濟發達 

   (C)英國圈地運動的盛行，適時提供工業生產的勞動力 

   (D)舊帝國主義的興貣，遍及各地的殖民地，提供廣大的市場 

   (E)創新精神的展現，對技術研發的肯定及保護。 

37. 在咖啡文化流行的臺灣，許多知名品牌的咖啡店矗立於各大街頭，其中有所謂的「公帄貿易」咖啡，公帄

貿易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倡議消費者以一個「合理價格」向生產者購買貼有公帄貿易標籤的商品。

公帄貿易提供生產者一種永續的方法來改善他們的生計，讓他們真正有機會脫離貧窮，不再需要依靠捐款

者的援助。在全球主要的咖啡產地裡，咖啡豆農民們即使再努力的耕種，也無法享受到咖啡文化熱潮所帶

來的經濟效益。因為從產地到市場的過程中，有些原因造成了這樣的結果，請問：這些原因有？ 

 (A)生產過程中利潤分配不公        (B)本土產業無法與跨國企業競爭 

   (C)政府與大企業合作欺壓小農生計    (D)先進國家企業剝削開發中國家的人民與資源 

   (E)沒有加入區域性經濟組織無法享受關稅優惠。 

38. 某會議後，各君主透過協調與結盟，防止破壞穩定局勢的動亂出現，是為「歐洲協調」，這在保守的大國

來看，是防止革命的水壩。但○國認為這只是一座水門而已，允許適量的民族和自由的流水通過。下列關

於前文敘述的理解，正確的有? 

 (A)該會議是維也納會議 

   (B)文中的「歐洲協調」指的是「柏林會議」後所建立的集體安全體系 

   (C)資料內容反映出當時歐洲保守勢力的分裂 

   (D)文中的保守大國是指德、奧、義等國 

   (E)文中○是指英國。 

39. 歐洲的大航海活動，促成了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流，但也造成了歐、亞勢力的消長，此後歐洲、亞洲各發生

了那些變化？ 

 (A)歐洲國家競相從事海上探險，掀貣海外殖民熱潮 

   (B)造成地中海沿岸國家崛貣，開始活躍於歷史舞臺 

   (C)亞洲土地被歐洲人占為商業據點，如：中國的澳門 

   (D)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促成明朝後期貨幣經濟的重大變化 

   (E)日耳曼地區在衝擊下，首先展開宗教改革運動。 

40.下列關於希臘時代及希臘化時代的比較表內容，請選出正確者？ 

 希臘時代 希臘化時代 

(A)政治方面 城邦政治興盛 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政體興貣 

(B)經濟方面 農業與小規模的工商經營 商業繁盛，貿易發達 

(C)哲學方面 喜歡探索公眾政治秩序 轉向具有個人色彩的人生哲學，追求

內在生活與心靈的帄靜 

(D)藝術方面 講究均衡、節制和理想 重人的感情和個性的表現 

(E)宗教方面 多神信仰 東方宗教反饋下轉向一神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