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三十五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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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美國總統布希以「邪惡軸心」稱呼某個國家，指陳該國與恐怖組織往來，危害美國安全，美國有

必要「先發制人」。一般認為，布希的此番言論，預告了不久之後美國的軍事行動。請問，被布希指為邪惡

軸心的國家，應為何國？

（A）德國 （B）印度 （C）伊拉克 （D）蘇聯

2. 此一條約被批評是種「聽寫」，而不是條約。戰勝國代表集會討論，決議戰敗國必須割地、賠款並承擔戰爭

責任，戰敗國既無法派員與會，也沒有拒絕的空間。事實證明，如此「迦太基式」的條約，反而拖累了歐

洲經濟的復甦，更激起戰敗國日後的強烈反彈。此條約為？

（A）南京條約 （B）凡爾賽條約 （C）華盛頓條約 （D）法蘭克福條約

3. 教宗宣稱：「東方遍地流著奶與蜜，黃金寶石隨手可得。」並且，凡是前往東方參與聖戰的勇士們，一旦

戰死將可滌除一切罪惡，直接進入天堂。於是一波又一波的亡命之徒，爭相踏上遠征的路途。前文所述的

景象應發生於何時？ 

（A）11世紀 （B）13世紀 （C）15世紀 （D）17世紀

4. 此一王朝享有三百餘年的國祚。在最初的一百年中，開國君主運用火藥的技術，滅亡前朝，第三位君主

則實施宗教寬容，奠定帝國強盛的基礎。在最後的一百年中，帝國受到來自海上的強權挑戰，加上帝國

境內紛擾不安的宗教衝突，致使國勢衰微。此一王朝應為？

（A）清朝 （B）波旁王朝 （C）蒙兀兒王朝 （D）奧米亞王朝

5. 「臣奉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薄，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

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前引文應出自於何人？

（A）施琅 （B）鄭經 （C）郭懷一 （D）史可法

6. 中國史上的某一朝代，有鑑於前朝滅亡的教訓，發展出「天命靡常，唯德是輔」的觀念。意思是說，上天

不會無條件地支持某一個統治者，如果人的表現不好，天命就會轉移。請問，這應是哪一個朝代？

（A）周朝 （B）新朝 （C）漢朝 （D）唐朝

7. 道光末年，道臺徐宗幹曾說：「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而閩中吏治之壞至台灣而極。」下列哪一句俗諺，

可作為徐宗幹此番言論的原因之一？

（A）三年官，兩年滿     （B）過番剩一半，過台灣無底看

（C）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D）紅柿上樹頭，羅漢腳仔目屎流

8. 「一般公民，無論自己的事業多麼忙碌，對於一般政治依然密切注意。對於那些對政治冷漠的人……我們

認為這種人是無用之徒……在這裡，每個人不但對他自己的私事感興趣，也對整個社稷的大事感興趣。」

前引文應出自於何時何人之口？

（A）希臘時代的伯里克里斯 （B）羅馬帝國時代的君士坦丁

（C）文藝復興時代的達文西 （D）18世紀的啟蒙哲士伏爾泰

9. 此一稅制規定，統治者定期招標，得標者可壟斷某地的原住民貿易。原住民在此一制度下，失去對商品

價格的控制權，淪為得標商人的剝削對象。而統治者則藉由這種包稅制度，獲取稅收，並省去了與原住

民往來貿易的麻煩。此一稅制應為？

（A）北魏時推行於北方的租庸調法 （B）荷蘭人治理台南時的贌社制度

（C）雍正年間於西南推行改土歸流 （D）美國西部大拓荒時的土地法令

10. 台灣某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受到國際局勢的衝擊，經濟成長率驟降。為了因應這波動盪，政府實施許多政

策，如縮短中油的營業時間、減少使用冷氣機等耗電產品、增加日用品的進口量以穩定物價、減少路燈的

照明等。請問，這應是哪一時期的現象？

（A）民國 40年代初 （B）民國 50年代初 （C）民國 60年代初 （D）民國 7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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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右圖為國民政府某一時期所發行的貨幣，此一貨幣

的發行時間應為何時？

（A）1933年，廢兩改元推行時

（B）1935年，法幣政策推行時

（C）1942年，八年抗戰的晚期

（D）1949年，國共內戰的晚期

12. 街頭上出現各種宣傳海報，海報內容大多與爭取民

主自由有關。並且，這些海報也提出下列訴求：反對專制、反對黨政官僚欺壓民眾、頌揚卡特總統的人權

觀、重新評價毛澤東。這應是何時何地的現象？

（A）1919，北京 （B）1947，上海 （C）1967，上海 （D）1978，北京

13. 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迭，往往伴隨著內憂外患的問題。其中某一朝代既有宦官與外戚鬥爭，復有外族為

患西北，國勢不振，民亂四起。而為了平息這些動亂，朝廷倚賴地方軍閥，最終釀成藩鎮割據，斷送一

代江山。請問，前文所描述的朝代為何？

（A）東漢 （B）西晉 （C）北宋 （D）明朝

14. 某部電視劇有如下情節：朝廷表面上擁有自主權，實際上則受到中國的控制。國王被規定必須迎娶中國

的公主，成為中國皇帝的駙馬。而國王的繼承人，從小必須在中國長大，學習中國政權的語言，長大後

才能回國繼承王位。請問，這部電視劇應以何時何地為背景？

（A）漢代的安南 （B）唐代的西夏 （C）元代的高麗 （D）清代的西藏

15. 此地曾是羅馬帝國的疆域，後來「蠻族」在此建國。8世紀時，穆斯林大軍到來，從此統治長達數百年，直

到 15世紀末，穆斯林勢力才徹底退出此地。如今這裡已是天主教的國度，但遺留下來的伊斯蘭建築仍說

明著此地過去的歷史。請問此地應為？

（A）土耳其伊斯坦堡 （B）捷克布拉格 （C）西班牙哥多華 （D）義大利佛羅倫斯

16. 猶太教的創立時間遠早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並對這兩種宗教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今日信奉猶太教

的信徒卻遠遠少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請問其主要原因為何？

（A）猶太教為多神信仰     （B）猶太教信徒始終未能建立政權 

（C）猶太教為民族性的宗教 （D）猶太教拒絕承認耶穌

17. 西元前 3世紀時，甲、乙兩政權分別為地中海東、西兩側的霸主，不料丙政權在兩強之中迅速崛起，並在

未來的百餘年中征服了甲、乙政權。下列關於甲、乙、丙三政權的分析，何者正確？

（A）甲政權為羅馬 （B）乙政權為迦太基 （C）丙政權為史上第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帝國

（D）丙政權的君主為亞歷山大

18. 今俄羅斯信仰的東正教，係從「第二羅馬」傳入。9世紀時，來自「第二羅馬」的傳教士，創立字母，拼寫

斯拉夫語，藉以翻譯聖經，向斯拉夫人傳教。後來「第二羅馬」被「異教徒」攻陷，部分俄羅斯人遂稱莫斯

科為「第三羅馬」，代表繼承羅馬的正統。請問，「第二羅馬」指的是什麼？

（A）克里米亞 （B）華沙 （C）拜占庭 （D）巴勒斯坦

19. 某人高喊「自由、平等、博愛」，但實質上行獨裁統治，凡有政治立場與之衝突者，大多被送上了斷頭台。

著名的羅蘭夫人在臨刑前，曾稱：「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行之！」這正是當時情形的深刻描述。

請問，這位高喊自由的某人是誰？

（A）拿破崙 （B）路易十四 （C）希特勒 （D）羅伯斯比

20. 由於美軍即將登陸台灣的消息甚囂塵上，使得台灣當時的統治者相當緊張。不久，果然有數名美軍自蘇

澳上岸。這些美軍請當地的漁民幫助他們探勘地形，任務結束後即匆匆離去。官方獲悉此事後，下令逮捕

協助美軍的漁民，將之視為間諜，其中多數處死。請問，這件事情最可能發生於何時？

（A）1931年 （B）1937年 （C）1944年 （D）1950年

21. 此事反映出清末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中央的政策無法貫徹至地方，地方督撫公然抗命，逕行與列強

談判。部分史家認為，這顯現出清帝國的向心力不足，並可能影響了民初地方軍閥的形成。請問，此事指

的是什麼？

（A）太平天國之亂 （B）東南互保 （C）牡丹社事件 （D）四川保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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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17年，某人以「和平！土地！麵包！」為口號，吸引廣大的群眾支持。他煽動農民反抗地主、工人佔領

工廠，並組成軍隊，四處掀起動亂。不久，某人取得政權，隨之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但局勢卻未因此穩

定下來。下列關於前文的分析，何者正確？

（A）某人為毛澤東 （B）和平指的是退出一戰 （C）軍隊指的是解放軍 （D）改革指的是五年經濟計

畫

23. 1337年，英法百年戰爭爆發，初期英國的攻勢凌厲，法國節節敗退。然而，14世紀中葉，英法雙方忽然

議和，彼此休兵。請問，其原因最可能為何？

（A）疾病流行 （B）蒙古西征 （C）玫瑰戰爭 （D）清教徒革命

24. 日治時期，此人創立政黨，被日本政府追捕。日本戰敗後，他又組織部隊，與國軍對抗。二二八事件發生

後，他逃往香港，後來在中共擔任幹部。文化大革命時，他受盡批鬥，最終病逝。請問此人應為？

（A）雷震 （B）蔣渭水 （C）林獻堂 （D）謝雪紅

25. 學者分析，這位皇帝所推行的兵制係參考唐代的府兵制，具有寓兵於農的優點，因此這位皇帝曾說：

「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同時，士兵出征時，由朝廷臨時命將，事罷則解除將軍兵權，可免將

帥專擅之弊，這點也與府兵制相同。請問，這位皇帝所推行的兵制為何？

（A）禁軍 （B）衛所 （C）八旗 （D）北府兵

26.「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

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歕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若要為前引文下一

個標題，下列何者最為合適？

（A）東漢的衰亡 （B）南朝的世族 （C）宋代文人政治 （D）明末的社會風氣

27. 中國某一時期興起一種全民運動，在政府的號召下，家家戶戶都在除四害（打老鼠、抓麻雀、滅蒼蠅、殺

蚊子）。同時社會上出現如下標語：「多裝快煉，交一把鋤頭就是消滅一個帝國主義，藏一個鐵釘就是藏

一個反革命。」請問，這應是何時的現象？

（A）1910年代，新文化運動時期  （B）1930年代，新生活運動時期

（C）1960年前後，三面紅旗時期  （D）1970年前後，文化大革命時

28.「由於三省首長以外的官員可以參議大政，因此唐代宰相數目之多，為歷代所少見。西漢二百年間，宰相

僅有 45人，而唐代二百九十年間，宰相竟多至369人。」下列對於前引文的推論，何者最合理？

（A）較之漢代，唐代的相權相對較高 （B）唐代不可能出現權相

（C）較之漢代，唐代的相權遭到分化 （D）唐代的世族位高權重

29. 此一事件爆發的原因大致可歸類為下列幾項：中美斷交的衝擊、對於民主政治的期望落空、對於威權體制

的不滿、世界人權日的鼓舞，以及事件發生當天一連串的誤會與擦槍走火。請問，此事為何？

（A）雷震案 （B）二二八事件 （C）江南案 （D）美麗島事件

30. 14世紀時，鄂圖曼土耳其壯大，對東羅馬帝國造成威脅。然而，直到 15世紀中葉，土耳其人才攻陷君士

坦丁堡。期間鄂圖曼土耳其主要是被誰擊敗，才阻止了其擴張行動？

（A）帖木兒 （B）十字軍 （C）查理曼 （D）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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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從春秋時代到戰國時代的演變，下列有哪些是正確的敘述？

（A）國家數目由少變多   （B）以下犯上的情形更加嚴重 （C）農耕技術更加進步

（D）稱王的諸侯由多變少 （E）晉國取代楚國成為霸主

32. 清代前期的治台政策，其核心目的在於如何使台灣不再成為反清的基地，也就是「為防台而治台」。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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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指導下，清廷採取了哪些措施？

（A）廣築城牆以護衛官衙 （B）限制鐵器的製造 （C）設立班兵制度

（D）設立孔廟，舉辦會試 （E）頒布渡台禁令

33. 乾隆皇帝晚年，自詡一生功業彪炳，平定了不少動亂。他將在位期間所發生的十場戰爭合稱為「十全武

功」，並自稱「十全老人」。下列哪些史事，可能會被他列入十全武功之中？

（A）出兵準噶爾   （B）平定大小和卓之亂 （C）平定林爽文事件

（D）平定三藩之亂 （E）遠征高麗

34. 下列關於唐代科舉與宋代科舉的比較，有哪些是正確的選項？

（A）唐代需經吏部試才能任官，宋代則取消此一制度 （B）唐代的應答格式不拘，宋代則創立八股文

（C）唐宋的殿試均為定制 （D）唐宋的科舉均造成明顯的社會流動 （E）唐宋均有進士科

35. 維也納會議以來，英、普、奧、俄等國形成同盟，共同建立歐洲的保守秩序，此一體制被稱為「歐洲協調」。

歐洲協調體制在 19世紀上半葉弭平了許多革命，並大體上維持國際間的和平局面長達數十年。然而，下

列哪些事情的發生，對歐洲協調造成了打擊？

（A）神聖同盟建立 （B）法國二月革命 （C）門羅主義 （D）克里米亞戰爭 （E）普奧戰爭

36. 1940年，德、義、日三國在柏林簽署條約，正式形成軸心國集團。三國的結盟，奠基於共同的政治利益與

意識型態，下列選項中有哪些可以說明其共通點？

（A）均持反共立場 （B）均以希特勒為最高領導人 （C）均信奉白人至上理論

（D）均為共和政體，卻行獨裁之實 （E）均奉行軍國主義

37. 中國歷史上的外患，大多是游牧民族。這些民族許多沒有文字，也沒有中央集權的政府。然而，從某一時

期開始，邊疆民族也使用文字，樹立典章制度，形成如同中原政權的國家體制，下列選項中有哪些即可

作為例證？

（A）西漢的匈奴 （B）北朝的鮮卑 （C）北宋的契丹 （D）南宋的女真 （E）明代的滿洲

38.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許多國家興起一種經濟理論，史家稱之為「重商主義」。下列哪些是重商主

義的特質或政策？

（A）盡可能製造貿易逆差，累積金銀 （B）貴重金屬的多寡代表國家的國力 （C）提高關稅，保護本

國的經濟市場 （D）將資金投入工業生產與機器研發 （E）開放市場，降低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39. 一戰結束以來，美國經濟進入空前繁榮，但從 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開始，局勢急轉直下，美國的經濟

陷入空前的大蕭條。請問，在這段經濟蕭條期間，美國經濟出現哪些現象？

（A）惡性通貨膨脹 （B）銀行出現擠兌的人潮 （C）失 業

率大幅上升

（D）國際貿易衰退 （E）物資過剩

40. 右圖為17世紀台灣某一地區的地圖。下列關於此圖的敘述， 有

哪些是正確的？

（A）此為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的殖民地圖

（B）甲地在郭懷一事件後興建了熱蘭遮城

（C）乙地的普羅民遮城原為葡萄牙人所建

（D）此圖有助於了解鄭成功如何攻克台灣

（E）此圖所描繪的地方相當於今台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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