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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世界文化史概要 

黃雋老師 
 

一、國家建構國史的過程之中，通常面臨單一詮釋或多樣詮釋問題，當今德國就面臨上述挑戰。

請試以德國過去大約三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說明德國國史論述所面臨的問題。（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題目困難 
《破題關鍵》：了解近三百年歷史發展概況，次論德國史論述的問題 

 

【擬答】 

德國近三百年來歷史發展，可從三十年戰爭(1618-1648)訂立西發里亞(Westphalia)條約到德

國再度統一(1990)來論述德國史上的問題。 
誰是代表日耳曼人? 
自中世紀以來，神聖羅馬帝國(962-1804)統治今日德國大部分地區。但此地國民族意識薄

弱、分崩離析，沒有統一疆域、語言。十八世紀末期，浪漫主義興起，赫德(Herder)、費

希德(Fichte)等人揭示民族主義與意識，強調民族特性。顯示日耳曼人不同拉丁、斯拉夫

民族，並優越其它民族。在此理念，境內日耳曼族為主體的普魯士被視為日耳曼人的代

表。但這種論述引起爭議。1848 年法蘭克福會議中，大日耳曼與小日曼的爭議，反映其

內部衝突。在蘭克(Ranke)史學派的倡導下，普魯士成為日耳曼人的代表幾成定局。但這

種論述，引起其它史學家的反對，因為它忽視對其它地方族群及文化了論述。 
核心與邊陲? 
近代德國歷史，經常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國史論述，引起不同學者的批評。普魯士的統

一德國，在歷史上貢獻很大。但其它地區如萊因河流域、南德、北德(波羅地海邦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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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近代歷史上有其重要性，不應該忽視，否則難以建構完整的德國歷史。 
統一與分裂? 
近代以來德國歷史分裂時期(1648-1870)、(1945-1990)長於統一時期(1871-1945)這是德國

史顯著特色。由於長期的分裂，德國產生很強烈的地方文化、政治自治的傳統。這個特

色顯示在威瑪共和(1918-1932)授予地方高度自治上。但一般史學家重視統一時期，「第

二帝國，1871-1918」、「第三帝國，1933-1945」、研究論述，忽視長期分裂地方傳統

的研究。 
一部近三百年德國歷史論述，受到歐洲變局及時代變遷而有不同的風貌。在後現代主義盛

行的年代，對德國史的論述，也呈現多元的見解。 
 

二、十八世紀英國在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展開脫離母國的獨立戰爭，然而在這場美國革命之前，美

洲殖民地的人民其實主要在於爭取「自治」，而非後來的「獨立」。請從歷史事實及歷史詮

釋，論述 1776 年美國革命。（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題目適中 
《破題關鍵》：論述從自治到獨立轉變的原因 

【擬答】 

自十六世紀後，英國人民移植北美，在獨立前廣建十三州殖民地。由於長期歷史發展，生

態環境關係、十三州人民在社會、文化、經濟上漸與英國不同。但殖民地人民因要英國人

保護，以抵禦外國入侵，內部土著衝突問題，因而對於其「重商主義」的重稅政策，維護

祖國特權而加以忍受。七年戰爭結束，十三州殖民地較為安全。英國為了補充財政短缺，

加稅於十三州人民，引發抗爭。「波士頓茶葉」事件爆發，英國大肆逮捕人民，通過法律

來懲罰人民，激起人民更強烈的反彈。 
對於英國的手段，十三州人民於 1774 年 9 月在費城召開首屆大陸會議共有十三州，五十六

代表出席，會中爭議迭起，主要在於爭取「自治」或「獨立」、前者聲勢較大些。會中並

無結論，但大會起草權利衷情宣言，揭示有「生命、自由和財產」各項自然權利，享有英

國憲法權力，大會也決定抵制英貨。殖民地人民及議會代表，原本主要在爭取自治，卻演

變為「獨立」其關鍵因素如下: 
英國政策:英王喬治三世面臨此問題，不願與殖民地人民讓步、妥協，決意派武力平定。

但是殖民地反英情緒高漲，甚至出現「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使得妥協的「自治」

聲音漸衰，「獨立」聲量高漲。 
軍事衝突:1775 年 4 月，英軍攻擊麻州的康考爾，萊克辛頓等地，雙方交戰，愈演愈

烈，情勢難以控制。各州人民組織民團以自衛、推舉華盛頓為統帥，全力反抗英軍進

攻，展開獨立戰爭，「自治」的主張漸乏人問津。 
政治宣傳:潘恩《常識》出版與大量流傳，為獨立戰爭做最好的宣傳，此書力主殖民地建

立獨立民主共和國，獲得廣泛的迴響，促進獨立運動的成功。 
外國支持:法國公開聲援十三州獨立，並首先承認美利堅共和國。荷蘭、西班牙等國協助

殖民地打擊英國，甚至出現外國志願軍到美洲參戰。 
原本爭取自治的政治議題，但因上述因素，「獨立」聲浪及運動成為主流，此為 1776 年美

國革命的重要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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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過去曾經於不同時期受到不同政權的殖民統治，其中 1895 年至 1945 年這段期間，臺灣

知識菁英努力追求自我成就，試圖翻轉臺灣人被殖民的命運。請詳細說明下列出身日本時代

（1895～1945）臺灣重要歷史人物的成就：黃土水、陳澄波、陳進、林玉山、郭雪湖。（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題目適中 
《破題關鍵》：論述美術家的成就、作品及風格特色 

【擬答】 

日治時代，由於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等日籍教師的來到臺灣，藉由學校教育、教授東洋

畫、西洋畫等。在他們傳授，台灣青年學生努力學習追求自我成就，因而名家輩出。 
黃土水 
臺北艋舺人。1911 年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1915 年 9 月受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推荐為東

洋協會臺灣支部留學生，入東京美術學校雕塑科木雕部，師高村光雲，並自我摸索大理

石與銅雕等技法。1920 年 3 月畢業後人同校研究科，同年 10 月以「蕃童」人選第二回

帝展，頓時轟動臺灣文化界。其後以大理石製作學院風格裸女像，陸續人選第三、四回

帝展。1923 年受臺灣總督府委託製作「三歲童子」獻給裕仁太子。1926 年完成龍山寺釋

迦像。亦曾製作多件臺灣總督、皇室及名人等塑像。黃土水從臺灣傳統民間木雕出發，

透過學院訓練及自我摸索，以現代藝術手法來表現臺灣特色，尤以「水牛系列」為其藝

術成就的高峰，包括 1923 年的「水牛與牧童」、1924 年入選帝展的「郊外」、1926 年

入選東京聖德太子奉讚展的浮雕作「南國風情」，以及 1930 年準備重返帝展所製作的

「水牛群像」。「水牛群像」成功地將工作過度，盲腸炎轉為急性腹膜炎，與世長辭。

1936 年黃土水遺孀將此作贈予新落成的臺北公會堂。（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

典》） 
陳澄波 

1913 年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事石川欽一郎。1917 年任嘉義第一公學校訓導，後轉

任水堀頭公學校。1924 年 4 月入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在學期間並於本鄉硏究所學習。

1926 年參與成立七星畫壇。同年 10 月以「嘉義街外」入選第七屆帝展。1927 年入東美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地方特考) 

共 4 頁 第 4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校西畫研究科。同年入選槐樹社展及帝展，並組織赤陽洋畫會。1928 年以「龍山寺」獲

第二回臺展特選，其與黃土水雕刻釋迦像同奉寺內。1929 年自硏究科畢，因臺灣教職難

覓，4 月轉赴中國，任教於上海新華藝專等，並擔任第一屆全國美展審查員，期間仍參

與臺灣畫壇活動，如臺展及赤島社等。旅居上海期間，試圖學習倪雲林及八大等中國繪

畫傳統，摸索個人風格。1933 年因局勢不穩返鄉定居，除熱心參與創立臺陽美術協會，

亦協助青辰美術協會（1940）等嘉義地方美術團體的成立。陳氏後期畫作，主要描繪淡

水及嘉義等地風景，呈現出對土地更深刻的觀察與掌握。1945 年政局丕變，隔年擔任第

一屆省展評審，並熱心參與政治事務，擔任嘉義市第一屆參議員，不料 1947 年，因二二

八事件被槍殺於嶧車站廣場前。（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 
陳進 
新竹人。1916 年人香山公學校，1922 年入臺北第三高女，受鄉原古統賞識，鼓勵赴日習

畫。1925 年人東京女子美術學校日本畫師範科，師結城素明、遠藤教三。1927 年人選第

一屆臺展，與林玉山、郭雪湖合稱「臺展三少年」。1928 年起連續三年獲臺展特選。

1928 年結識松林桂月，經其介紹入鏑木清方門下，且獲其弟子山川秀峰、伊東深水指

導。1930 年參與梅檀社成立。1932 年到 1934 年受聘為臺展審查員。1934 年以「合奏」

人選第十五回帝展，同年至高雄州立屏東高女任教。1936 年以「化妝」人選第一回帝國

美術院展，並以「山地門之女」入選新文展。無論「化妝」或「合奏」，皆致力形塑漢

族女子古典婉约的形象，設色富麗，周遭陳設典雅而貴重。1937 年辭去教職，隔年赴日

定居，除青衿會外，尚持續參加府展及日本新文展。1940 年加入臺陽美協新設東洋畫

部， 1945 年返臺定居。1946 年起擔任省展審查員，持續創作不懈。除了原本擅長的人

物畫，亦曾為臺北法光寺繪製「釋迦行誼圖」系列作（1965-1967）。晚年經常往返臺灣

及美國，畫作題材擴大至靜物及風景。（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 
林玉山 
嘉義人。原名英貴，字立軒，號雲樵子。生於裱畫店家庭，自幼對繪畫產生興趣，曾向

陳澄波、伊旭江等人習畫。1918 年起輔佐父親從事風雅軒畫師工作。1923 年作品入選嘉

義勸業共進會。1926 年至 1929 年間至東京川端畫學校習東洋畫。1927 年入選第一回臺

展，與陳進、郭雪湖並稱「臺展三少年」，此後領導嘉義地區美術活動，積極組織、參

加畫會及文人雅聚，如春萌畫會（1928）、鴉社（1929）、墨洋社習畫會（1930）、梅

檀社（1930）、麗光會（1933）等。1935 年至 1937 年再度赴日習畫，至京都堂本印象

畫塾，其間曾入選名古屋市美展。1938 年起為報紙連載小說及楊逵所譯作之三國志等書

繪製插畫。1941 年於嘉義開設畫室。戰後於 1946 年擔任第一屆省展國畫部審查員，自

此年起開始擔任教職，歷任嘉義市立中學、省立嘉義中學、靜修女中、師範大學藝術系

等。1952 年加入北部詩社「瀛社」。省展第二部停辦後，1972 年另組「長流畫會」。

1977 年自師大退休。林玉山以寫生觀照自然的方式，嘗試各項題材，作品具謙沖平淡氣

質。戰後更以多來源的學習背景融鑄新風，持續創作不休。（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

史辭典》） 
郭雪湖 
台北大稻埕人。進入公學校，研習繪畫，進入台北工業學校，因志趣不合，在家自修繪

畫，後進蔡雪溪畫館。1927 年，首屆東洋畫展，以三幅作品入選，與林玉山、陳進三

人，台籍畫家入選，因有「台展三少年」之稱。1929 年以〈春〉獲得「臺展」特選，其

後他在作品皆在「臺展」獲獎，成為專業畫家。戰後，創立「省展」，傳授繪畫，他的

創作風格，影響台北地區畫家〈南街殷賑〉描寫大稻埕熱耨風景，是他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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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傑出畫家，具有強烈地域主義，寫實風格，呈現台灣本土特色，深切影響日後美術發

展。 

 

四、日本時代（1895～1945）臺灣的畫家對於臺灣原住民族的人文關懷，通常也展現於畫作之

中，請說明日本時代日籍畫家鹽月桃甫、臺籍畫家陳澄波二人有那些畫作內容，擁有對於臺

灣原住民族的人文關懷。（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題目較難 
《破題關鍵》：論述二人作品及對原住民的人文關懷 

【擬答】 

日治時代，因東洋畫、西洋畫引進臺灣，開創繪畫史新紀元。台灣名家輩出，以鹽月桃甫

(1886-1954)、陳澄波加以介紹。 
鹽月桃甫：他是將日本油畫技巧、素材引進到台灣的美術教育家，影響當時在台日籍畫

家與台灣本土畫家，成為近代台灣油畫的傳播者。他的繪畫有強烈「野獸派」風格，表

現主觀意象，色彩對比鮮明，結合線條節奏，構成誇張變形的形象。他赴往台灣東部寫

生、創作，描繪原住民的圖像，鮮明的「番人繪畫家」在臺展展示原住民圖像創作。

《母》(1932)表達母親與孩子的驚恐，在毒瓦斯煙霧中母親保護致而，似乎是 1930 年霧

社事件影射。《虹霓》(1936)描繪泰雅族少女催奏口簧琴情形。《火祭》(1929)是描繪原

住民祭典熱鬧的情景。帶著熱情，對於台灣原住民的喜愛，以活潑奔放、明亮的色彩，

創作出原始風味，獨樹一格的創作風格，也展現對原住民族的人文關懷。 
陳澄波： 

嘉義市人，父為前清秀才。1913 年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事石川欽一郎。1917 年任

嘉義第一公學校訓導，後轉任水堀頭公學校。1924 年 4 月入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在學

期間並於本鄉硏究所學習。1926 年參與成立七星畫壇。同年 10 月以「嘉義街外」入選

第七屆帝展。1927 年入東美校西畫研究科。同年入選槐樹社展及帝展，並組織赤陽洋畫

會。1928 年以「龍山寺」獲第二回臺展特選，其與黃土水雕刻釋迦像同奉寺內。1929 年

自硏究科畢，因臺灣教職難覓，4 月轉赴中國，任教於上海新華藝專等，並擔任第一屆

全國美展審查員，期間仍參與臺灣畫壇活動，如臺展及赤島社等。旅居上海期間，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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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倪雲林及八大等中國繪畫傳統，摸索個人風格。1933 年因局勢不穩返鄉定居，除熱

心參與創立臺陽美術協會，亦協助青辰美術協會（1940）等嘉義地方美術團體的成立。

陳氏後期畫作，主要描繪淡水及嘉義等地風景，呈現出對土地更深刻的觀察與掌握。

（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 
兩位畫家顯然有不同畫畫風格，前者以油畫創作，後者以水彩為主：前者以原住民為題

材，後者以地方、寫實為其主題。兩者同為日治時代著名美術家，影響日後繪畫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