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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  高一歷史  試題  科目代碼：07 

試題說明： 

1. HELLO！（是在哈囉！） 

2. 配合串生程度，發揚教改精神，增進多元智能，促進通才學習。 

3. 對題目有疑義，歡迎來社會科討論，請勿隨便上網謾罵，珍重一中素質。 

4. 卡片請畫好畫滿，若有畫錯卡導致無法判別，一律扣 10 分。 

5. 滿分 120 分，有些試題太難可以先跳過，請把握時間答題。 

 

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120％ 

1. 1920 年代台灣某會議的總理講話如下：「入會者的勇氣是可嘉的，會員雖少，一人可以當千，故千餘人

就可以看做百餘萬人，因會員以外同情者很多，雖有誤解本會為危險，但我們須向前直進，以後因欲

旗幟鮮明，要改會則，朝向溫和請願階段。莊子云：『水之積也不厚，則浮大舟也無力』」，(本)會

以後要改造的精神在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依照你的了解，該組織與總理可能為何？ 

(A)林熊徵，新民會 (B) 蔡培火，新文化協會 (C)林獻堂，文化協會 (D)蔣渭水，工友總聯盟 

2. 串生常關心政治，對於台灣主權與未來也很有想法，

右邊這張傳單代表某些團體的主張，關於該主張下列

何者錯誤？ 

(A)以上三條主張都是從法律的角度出發 

(B)舊金山條約中國兩方均未簽字，因此不需遵守  

(C)領有權與占有權的爭議最早來自於雅爾達會議 

(D)出現這三條主張是因為簽訂中日和約時日本已放

棄台灣主權，法理上無法轉移 

3. 台灣今日領有台澎金馬四個島嶼，但這四個島嶼並非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分割，下列有關四個島嶼的敘

述何者正確？ 

(A)四個島中台灣是最早有人居住的島嶼  (B)四個島中澎湖是最晚設官治理的  

(C)四個島中金門最早有考科舉風氣   (D)四個島中馬祖的方言最多樣化 

4. 下列台灣教育發展的現象，請依時間順序排列： 

甲、莫聽三民主義聲，何妨認識台灣行，教改本土勝聯考，誰怕，廣設大學多元升。 

乙、豈無閩語和客話？謳啞嘈雜難為聽。今夜聞君說國語，如聽仙樂耳暫鳴， 

    莫辭更坐歌一曲，為君翻作外省音。 

丙、離島三千里，東京數十年，一聲二二八，鎮壓在眼前。 

丁、小學皆入公學校，升學只有農工專，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法政重農醫。 

(A)丙甲乙丁  (B)丁丙乙甲  (C)丁丙甲乙  (D)甲乙丙丁 

5. 威權體制的特色在於它無所不在，試圖塑造它所需要的順民，請問當時的學校教育中，哪些科目必然受到影響

(A)國文 (B)歷史 (C)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D)三民主義 (E)以上皆是 

6. 承上題，除了特定教學內容外，也防止人民接觸新知，以下哪本書會在查禁之列? 

(A) 司馬中原《狂風沙》  (B)余秋雨《文化苦旅》  (C)余光中《白玉苦瓜》  (D)泰戈爾《飛鳥集》  

7. 有關台灣領導人的兩岸關係論述，依照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的順序排列應該是 

(A)三不政策、一邊一國、不統不獨不武、特殊國與國關係、維持現狀 

(B)不統不獨不武、三不政策、一邊一國、特殊國與國關係、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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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三不政策、特殊國與國關係、一邊一國、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 

(D)一邊一國、三不政策、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不武、特殊國與國關係 

8. 有關日治時期教育，下列何者正確 

(A)直到日本統治結束，台灣都沒有出現大學  (B)日本治理台灣教育抓得緊，私人講學幾乎絕跡 

(C)1922 年總督府教育令頒布後，台人就學放寬，開始出現法律和文科相關學校 

(D)日本用各種方式改變台灣人的生活習慣，除了便於統治外，也使台灣社會逐漸近代化 

9. 日治時期某位人物出身中部農家，終身沒有子嗣，在外推動臺灣共產運動，在二二八事件時組織部隊反抗政府，

最後逃往大陸，在文革中被批鬥而死，請問是哪位人物？ 

(A)蔡瑞月  (B)謝雪紅  (C)連溫卿 (D)陳進 

10. 美麗島大審是台灣民主的重大轉折，其中前因後果也十分重要，以下各事件請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甲、美中(共)建交，增額立委與國代選舉延期。  乙、於世界人權日在高雄遊行，警民激烈衝突。 

丙、延期的國大選舉，由美麗島事件家屬多人當選。 丁、美麗島創刊，發行量與支持度快速攀升。 

戊、美麗島大審，事件主導者多被判刑。 

(A)丙甲乙丁戊  (B)丁丙乙甲戊  (C)丁乙甲戊丙  (D)甲丁乙戊丙 

 

 近日蔡英文競選辦公室發言人接受德國之聲採訪，因用詞不精確請辭，讓人回想起二十一年前德國之聲的採訪

也引起軒然大波，以下是該次訪談節錄： 

記者：台灣經濟發展與民主成就受到世界矚目，中國卻視台灣為叛亂的一省，這情況如何因應？ 

 

某政治人物：我用事實來說，1949以後台灣從未受中共管轄，中國也不受國民政府控制，所以在 1991修憲，

承認中共統治中國的合法性，而國民大會的選舉只由台灣人投票；1992修憲規定總統副總統只由台灣人選出。

我們兩岸的關係已經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不是一個中國下的內部關係。  

 

記者：台獨不可行，一國兩制也不被接受，有沒有折衷路線？ 

某政治人物：我們已經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台獨沒有必要。而兩岸問題重點在於制度，從制度的統合到政治

的統合才是最自然的。中華民國身為第一個華人民主國家，我們希望中共早日施行民主，為民主統一創造有利

條件。 

 

記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模式用在台灣如何？ 

某政治人物：港澳是殖民地，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兩者根本上不同，一國兩制也不被台灣人民接受，重點

是中國不實施民主，強調民族主義又不斷擴張，這不是維持亞洲和平的方式。 

 

11. 依照文章脈絡，「某政治人物」是哪位人士？ 

(A)李登輝  (B)陳水扁  (C)馬英九 (D)蔡英文 

12. 有關該節目訪談時相關的時空背景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訪談後中共與台灣在新加坡開非官方會議  (B)為了表達反對立場，中共實施軍演妨礙台灣選舉 

(C)訪談後該訪談者受邀訪美     (D)該訪談結束一年後，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 

13. 該訪談人在訪談過程中不斷強調中華民國與中共在制度上的差異，但台灣的制度也不是一開始就十分民主，以

臺灣制度改變的過程，下列何者正確 

(A)1949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在台灣地區實施戰地管制條例，以此實施戒嚴 

(B)透過「戒嚴令」限縮憲政體制下，總統任期沒有限制，蔣中正因此做了五任總統直到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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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蔣中正後期，蔣經國實施「革新保台」，重用台籍人士，但地方選舉仍屢傳作票等選舉不公 

(D)1987 年蔣經國公布解嚴後，一併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台灣進入民主化時期。 

 

 資料一、「只要他（卡特）稍存心念，再候一週，等到 12月 23日中央民代投票結束，新人脫穎而出，

始作宣布，那麼，黨外人士便能躋身國會議論國事，無需流為永無寧日的街頭抗爭。卡特政權儘管沒

有對台灣落井下石的惡意，無形中卻成為扼殺台灣民主化的幫兇，總是事實。蓋因此後一連串黨內外

的對峙與衝突，皆導因於國民黨賴皮不選而起，最後以美麗島悲劇做結局。」 

 

資料二、「國民黨原本很篤定的盤算：讓這些人在公開審判時公開認罪，這樣「美麗島政團」整個就

垮了，以後出去也沒有公信力了。蔣經國做這個判斷，是情治單位製造出這個條件，讓他認為公開審

判沒關係⋯⋯事實上公開審判也是蔣經國的一大敗筆。全台灣共同在大審裡面上了民主政治的大課，所

以對台灣的民主化、政治現代化，大審的重要性超過了「美麗島事件」本身」 

 

14. 資料一中，卡特到底做了什麼事，間接造成美麗島的悲劇？ 

(A)發動越戰  (B)要求台灣退出聯合國  (C)和台灣斷交  (D)派季辛吉訪中 

15. 資料二中認為美麗島大審在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性超越事件本身，你認為原因是什麼？ 

(A)大審後主要成員皆被判刑，造成寒蟬效應，民主化受挫 

(B)事件前後沒有傷亡，而大審過程情治單位脅迫成員家屬親友，造成家屬恐慌 

(C)事件當下叛亂被迅速弭平，但大審後激發更多叛亂 

(D)大審後主要成員入獄，其家屬與辯護律師出馬競選皆獲高票，也激發更多人投入政治改革 

16. 目前我方管轄的連江縣主要是範圍是馬祖列島，請問以下何者不屬於馬祖列島

的管轄範圍？ 

(A)東引 (B)西莒 (C)南日  (D)北竿 

17. 右圖是《山童吹笛》雕刻作品，也是台灣第一個被選入帝展的作品，關於此一

作品的相關說明，以下何者正確？ 

(A)此一作品的作者最後於 228 事件中遇難 (B)此作品可以看出帝展評審對

於具備台灣風味的作品頗有興趣 (C)此作品原件目前收藏於台北市立美術

館，為鎮館之寶 (D)此作品與《南街殷賑圖》為同一作者所做 

18. 日治時期，台灣的音樂、美術也得到的蓬勃的發展，台中一中校友們也有所貢

獻。請問以下哪一位音樂家為台中一中校友？ 

(A)呂泉生  (B)江文也 (C)呂赫若  (D)鄧雨賢 

19. KUDY 先生翻閱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發現一張遭到政工破壞的台灣民歌簡譜，不過幸好還是可以從哼

旋律裡知道這是哪一首歌，串生們頗通音律，可以告訴

KUDY 先生這是哪一首台灣民歌嗎？ 

(A)丟丟銅 (B)望春風 (C)燒肉粽 (D)雨夜花 

20. 1950 年代，兩岸爆發多次衝突，美國曾經建議台灣放

棄金馬，退守台澎，但為我方拒絕。請問我方當時拒絕

美國建議的主要理由是？ 

(A)金馬是政府宣稱中國代表權的基礎 

(B)金馬可以增加我方政府的人口與財稅 

(C)金馬可以增加台灣陸軍的進攻縱深 

(D)金馬可以作為兩岸談判的會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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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資料一：路透社駐南京分社報導：「對於南京政府一部份遷往台灣，美國已向國民黨警告，在對日和約

簽訂之前，美國根據開羅協定，盟總對台仍負有任務，故南京政府可遷往廣州，不能遷往台灣。」 

資料二：合眾社駐台北分社報導：「如蔣介石真的前往台灣，逃避中共的報復或在台設立流亡政府，那

麼他將在一個非正式屬於中國的領土上進行活動。根據 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國對於台灣僅有實

際管轄權，而真正合法的統治權，有待對日和約簽訂之後。」 

 

請問根據上面兩則訊息，以下說明何者正確？ 

( A)當時的美國認為台灣在 1945 年之後已經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B)根據上述新聞稿，開羅宣言的文件足以認定台灣為中國合法的領土 

(C)為了與中共勢力對抗，美國支持國民政府立即遷往台灣 

(D)美國認為當時中華民國只擁有台灣的管轄權，尚不具統治權 

22. 資料一：在日治時期，他一直是台灣人反抗日本統治的精神象徵與最大助力者。 

資料二：1949 年 9 月，因為對於時局不滿，他選擇自我放逐。 

資料三：1952 年 5 月，當他被詢問有無回台計畫。他以詩回應：「別來倏忽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

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請問這位先生是？ 

( A)林熊徵 (B)林獻堂 (C)辜顯榮 (D)蔣渭水 

23. 承上題，在 1949 年他選擇離開台灣的原因，最可能是遇上什麼事情的打擊？ 

(A)對二二八事件政府處理方式的不滿 (B)對於政府猝然實施土地改革不滿  

(C)對政府大量使用本省籍青壯派不滿 (D)對美國準備放棄台灣感到不滿 

 

 KURO 先生讀到一本日文書的內容如下： 

台湾の民主化を成し遂げ、哲人政治家と称される著者は、台湾人は今こそ「日本精神」を顧みなけ

ればいけないと説く。日本統治時代の日本人が持っていたとされる「誠実」「勤勉」「奉公」「遵法」

などを胸に、台湾との統一併合をめざす中国と対峙せよと語るのだ。ベストセラー『台湾の主張』

から 15年、92歳になった著者が、ここに新たな「魂の直言」を放つ。 

 

另外書中的重要章節有： 

◎映画『KANO』のこと／◎「犬が去って、豚が来た」／◎組閣での「ウルトラ C人事」／◎中国の

軍事的恫喝に屈せず／◎中国への傾斜を加速させる馬政権／◎ヒマワリ学生運動が起きる／◎日本

の集団的自衛権行使を歓迎する／◎日台の絆は永遠 

 

24. 請問從這些書中內容來看，這本書最可能的作者是？ 

(A)辜振甫 (B)蔣經國 (C)王永慶 (D)李登輝 

25. 又文中的「犬が去って、豚が来た」指的是？ 

(A)1895 年，大清帝國割讓台澎給日本帝國 

(B)1930 年，日本逮捕台灣社會運動人士 

(C)1945 年，陳儀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台灣 

(D)1979 年，美國放棄與台灣的外交關係 

 

26. 右圖是 1970～2014 台灣出生人口圖，而在 1994 年時

教改團體提出了四大訴求，請問若以此圖來看，以下

哪個訴求最終會成一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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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落實小班小校    (B)廣設高中大學 

(C)推動教育現代化  (D)制定教育基本法 

27. 而自教改推動後，產生了許多問題，請問以下何者不屬於此。 

(A)流浪教師增多，年輕教師找不到專任教職 

(B)高中職廣設，導致學歷廉價化、大學畢業生價值變薄而低薪化 

(C)放任專科與技術學院都變大學，技職體系慘遭破壞、導致業界專業人才不足 

(D)多元入學讓大學入學公平性加強，台灣大學教育水準快速提升 

 

 請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一：臺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這裏上學長大的——可是，我不認為臺北是

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許你不明白，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

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和，很難解釋的，可

是我真想得厲害。 

 

資料二：沙灘是我們的床，海浪宣洩的潮聲是我們的安眠曲，天空的星星是祖先的靈魂，月亮是祖先

的朋友；這些可能比台灣還漂亮、還美麗。但希望貨輪下一趟再來時，我們能偷渡到台灣，這才是我

們期待貨輪來的第一個願望！台灣真的是——天堂？父執輩們如斯懷疑道。 

 

資料三：臉上的粉墨，教汗水給沖得像一尊逐漸熔化的蠟像。塞在鼻孔的小鬍子，吸滿了汗水，逼得

他不得不張著嘴巴呼吸。頭頂上圓筒高帽的羽毛，倒是顯得涼快地飄顫著。他何嘗不想走進走廊避避

熱，但是舉在肩上的電影廣告牌教他走進不得，新近，身前身後又多掛了兩張廣告牌；前面的是百草

茶，後面的是蛔蟲藥。這樣子他走路的姿態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累倒是累多了，能多要到幾個

錢，總比不累的好。他一直安慰著自己。 

 

28. 請問根據上面三則資料，其發表的時代順序應該是？ 

(A)資料一、二、三 (B)資料三、一、二 (C)資料二、一、三 (D)資料一、三、二 

29. 關於資料一的作者，對於其生平的說明，以下何者最為可能？ 

(A)1900 出生在日本時代，受到皇民教育成長的知識份子 

(B)1920 出生在美國，為了尋根與自我探索返回台灣發展 

(C)1970 出生在戒嚴的台灣，因為中國夢而前往大陸發展 

(D)1930 出生在抗戰的中國，流亡來台生活後又赴美留學 

 

 1960 年代後，歐美與日本國家逐漸把高污染產業外移，台灣承接了這些高污染產業，雖然因此創造了

經濟的快速成長，但也帶來高度的污染，其中以美國無線電公司(RCA)造成的污染最為嚴重。 

 

RCA 曾經是美國家電第一品牌，生產電視機、映像管等產品。在臺灣經濟起飛時期的 1970 年至 1992

年期間，RCA 在臺灣設立子公司，並在桃園、竹北等地設廠，但任職於此的員工罹癌率明顯較多。1980

年代後，環保意識提升，自○○運動後，台灣民眾不再盲目追求有疑慮的外資來台投資，也開始檢討

國內的環保問題。 

 

1994 年，RCA 桃園廠被舉發長期挖井偷排有毒廢料，導致廠區之土壤及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環保署

經由現場具體證據證實該廠土壤及地下水確實存在污染，主要之污染物為二氯乙烷、三氯乙烷、三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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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等當時電子業常使用的具有揮發性之含氯有機化合物。RCA 案爆發後，目前仍在進行官司攻防，

雖然一審判決 RCA 公司敗訴，但對於受害員工家屬來說，這都無法彌補傷害！ 

 

30. 1960 年代這些歐美廠商將高污染廠業外移開發中國家，在地理學上將這些現象稱做？ 

(A)資本轉嫁 (B)區位移轉 (C)生態重建 (D)產業升級 

31. 文中提到，自 1980 年代台灣爆發○○運動後，台灣民眾不再盲目追求有疑慮的外資來台投資，請問這

個○○運動指的是？ 

(A)反杜邦運動 (B)反拜耳運動 (C)反核能運動 (D)反 ECFA 運動 

32. 一中學生熱愛科學，上歷史課都要研讀數物化，歷史老師頗為讚賞。文中提到 RCA 帶來的高污染物三

氯乙烷，請問熱愛化學的串生們，該污染物的化學構造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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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請看右邊漫畫，請問關於此一漫畫的說明，以下何者正確。 

(A)此漫畫出現在中共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之後，對台灣恫嚇 

(B)這幅漫畫出現約在 1996 年第一次總統大選前後 

(C)此漫畫出現在 1979 年台美斷交後，中共企圖一舉拿下台灣 

(D)出現的時間約在 1950 年代，兩岸軍事對抗較為嚴峻時期 

34. 此一漫畫出現時期，台灣如何回應對岸的軍事恫嚇？ 

(A)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B)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全面封殺對岸在聯合國的發言 

(C)進行「兩門對開，兩馬對走」的務實路線 

(D)持續整軍建武，推動反攻大陸、保密防諜的策略 

 

35. 資料一：他是日治時期左傾文青的代表，為了社會底層發聲，也是知識份子良心的呈現 

資料二：為了堅持他的信念，戰後遭到黨國迫害，槍斃而死。 

資料三：他的兒子創辦了大眾電腦與聯華電信 

資料四：他的孫子創辦了 KKBOX，隱藏在你的手機裡 

請問這個讓人欽佩的知識份子是？ 

(A)李應章 (B)簡吉  (C)蔣渭水 (D)連溫卿 

36. 1920～30 年代，台灣民間的政治活動甚多，這與當時世界大環境有關。請問以下何者不是當時影響台

灣政治活動的因素。 

(A)韓國爆發三一運動    (B)威爾遜主張民族自決   

(C)日本國內有大正民主   (D)越南共產革命成功 

37. 2020 東京奧運即將到來，KURO 先生猜想一中生一定很關心體育。我國因為受到特殊國際情勢影響，

所以在奧運會場上名稱也多所變動，有稱「中國」、有稱「台灣」、有稱「中華台北」，請問當我們改稱

「中華台北」後，第一面「中華台北的獎牌」是？ 

(A)紀政於 1968 墨西哥奧運獲女子跨欄銅牌 (B)楊傳廣於 1960 羅馬奧運獲十項銀牌   

(C)蔡溫義於 1984 洛杉磯奧運獲舉重銅牌  (D)中華成棒於 1992 巴塞隆納獲棒球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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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Harry 先生在舊報紙堆中找到一張有趣的通緝海報，但部分紙張已經

遭到污染，無法判定，請問聰明的一中生，可以幫忙鑑定這份文件

通緝的人是？ 

(A)許信良 (B)雷震  (C)李敖  (D)施明德 

39. 承上題，此份通緝海報出現的背景，係因為當時發生了什麼政治案

件？ 

(A)《自由中國》事件  (B)美麗島事件   

(C)中壢事件    (D)〈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 

 

 閱讀題，請閱讀以下文章，請注意，題目會出現在文章段落中。 

 

李登輝先生，臺灣省臺北縣人，大正 12年 1月 15日生於台北州淡

水郡三芝庄。在日據時期自臺北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日本京都帝

國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返臺，轉入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系。 

 

民國 41年間，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學，民國 42年學成歸國，先後服務於臺灣省政府

農林廳及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並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民國 54年間，再度赴美國康

乃爾大學深造，民國 57年間，以「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臺灣個案研究」論文，取得農經博士學位。 

 

40. 如果以時間序來看，李登輝在農復會任職期間(民 46-61)，會處理什麼樣的農村議題？ 

(A)推動三七五減租  (B)參與肥料換穀政策 (C)發展農業代工產業  (D)處理美牛進口問題 

 

民國 61年，登輝先生為當時行政院蔣院長經國先生延攬入閣，出任行政

院政務委員並兼任農復會顧問。民國 67年，出任臺北市長，其任內所推

動的重大建設，包括興建翡翠水庫及臺北市快速道路，解決臺北市民用水

及交通問題。民國 70年至民國 73年間，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民國 73

年，經國民大會選舉，當選第七任副總統。 

 

民國 77年 1月 13日，蔣總統經國先生逝世，登輝先生依據憲法規定繼任

經國先生未完的總統任期。2年間的表現深獲全國人民肯定，因而於民國

79年 3月 21日，經國民大會選舉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 

 

41. 請問在李總統當選第八任總統前，曾爆發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抗爭事件，這是？ 

(A)太陽花運動 (B)野草莓運動  (C)野百合運動  (D)黑島青運動 

 

民國 85年 3月 23日舉行中華民國首次總統直接選舉，登輝先生以百分之 54的高得票率，當選中華民

國第 9任總統。民國 89年 5月 20日登輝先生卸下第 9任總統職務，順利完成政權和平轉移。 

 

42. 請問在第一次總統大選中，以下何人並未參與此次選舉？ 

(A)謝長廷  (B)宋楚瑜  (C)連戰  (D)陳履安 

 

登輝先生於 12年總統任內大力推動民主改革，自民國 79年開始積極展開憲政改革，歷經 3屆國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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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6階段的努力，先後完成國會全面改選、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省級虛級化、總統直接民選等重要

政治改革，為國家邁向正常化跨出大步，同時建立了政黨政治宏規，使中華民國從威權體制和平轉型

為民主體制。此外並提出「心靈改造工程」理念，以「人」為起點，進行教育改革、行政革新、社會

改造、文化提昇等施政措施，以期健全社會架構，彰顯社會公義，重建社會倫理。 

 

43. 針對這段時間，台灣以最小成本的方式完成了政治上的民主轉型，西方給我們一個稱讚，稱之為？ 

(A)轉型正義  (B)寧靜革命  (C)和解共生  (D)第三條路 

 

經濟內政方面，在登輝先生的主導下，民國 80年起推動「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期以整體性、全面性

的建設計畫，加速國家現代化。為提振民間投資意願，民國 82年提出「振興經濟方案」，民國 83年訂

定「十二項建設計畫」。為了因應國內外經濟情勢的快速變化，自民國 84年起，更積極推動發展臺灣

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建設臺灣成為區域性的製造研發、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及媒體事業

等 6大營運中心，使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在自由化及國際化的脈動中展現蓬勃新機。 

 

民國 85年，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就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經濟發展、兩岸關係議題，達成中央政

府體制調整、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改進選舉制度、落實政黨政治、提升國家競爭力、推動亞太營運

中心、參與國際經貿組織、兩岸互動政略與原則、兩岸協商與經貿關係等 192項共識。 

 

44. 文中所提到的「亞太營運中心」本為台灣經濟轉型的重要秘方，可惜後來因為一些因素而無法達成，

請問以下何者是造成無法達成「亞太營運中心」的主要因素。 

(A)韓國剽竊台灣的創意，後發先至   (B)台灣人力素質低落，低端人口數量太多 

(C)美國不樂見台灣取代日本，刻意打壓  (D)兩岸關係不定，影響我方國際化與自由化進程 

 

在外交事務上，登輝先生推動○○外交政策，使中華民國得以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著更積極的角色。

而為拓展外交空間，登輝先生於民國 83年 2月間訪問菲律賓、印尼、泰國，同年 5月訪問尼加拉瓜、

哥斯大黎加、史瓦帝尼及南非等四友邦；再於民國 84年 4月訪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約旦，同年 6

月訪問美國；民國 86年 9月出訪巴拿馬、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及巴拉圭等中南美洲友邦，成功地與

許多國家建立正式的接觸，加強實質關係，具體提昇我國的國際地位。 

 

45. 請問文中所說登輝先生推動○○外交政策，請問是指什麼政策？ 

(A)務實外交  (B)漢賊不兩立  (C)經貿優先  (D)烽火外交 

46. 承上題，本段文字中的十四個李總統訪問的國家中，目前為我國邦交國的共有幾國？   

(A) 3    (B) 4   (C) 5    (D) 6 

 

47. Mioli 先生在政大教授呂紹理的著作《水螺響起》一書中看到此話：「水螺響起」這個用語在日治時期

的小說中常常可以看到，「水螺」是中南部農民對於糖廠上、下工汽笛訊號聲的稱呼，這也代表了一種

新的社會生活作息規律的登場。請問關於日治時期新生活形態的說明，以下何者有錯。 

(A)水螺聲是一種新時間觀念的生成，台灣人開始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來作息 

(B)伴隨時間的標準化，火車、上學、電影、郵政系統等繼續強化守時的觀念 

(C)時間標準化後，繼之而起的是身體的控制，衛生習慣養成與現代醫療體系 

(D)最後，台灣人普遍接受了武士道、神道教等信仰，成為大日本純正的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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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各中學也捲入其中，其中高雄中學則

是有學生組織自衛隊與軍隊對抗，最後雖然不敵軍隊鎮壓而解

散，但校園留下兩個當時被砲擊的彈痕，至今雄中引以為傲，

如右圖。請問假設當時國軍大砲以 37°瞄準前方 400 m 的校園

射擊，已知砲彈初速 100 m／s，砲彈發射後幾秒鐘擊中校

園？  （cos37°＝0.8）   

(A) 3  (B) 4  (C) 5   (D) 6 

 

 

 

49. 承上題，那麼在 228 事件中，當時的臺中一中學生有何表現？ 

(A)經軍方人員曉諭說明後，學生同意撤離校園，集體放假返

家休息  

(B)組織護衛隊保護校內外省籍校長及師長的安全，部分學生

參加二七部隊 

(C)大多數學生響應陳儀政府號召，逮捕滋生事端的臺中市民

送往警局領賞 

(D)部分學生趁動亂鬧事，鼓動罷課外，並放火燒毀當時的學生宿舍 

 

50. Dili 先生閱讀英文史料：The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was a conflict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is conflict, the PRC shelled 

the islands of Kinmen and the Matsu Islands along the east coast of mainland China (in the 

Taiwan Strait) to "liberate" Taiwan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also known as the 

Kuomintang (KMT); and to probe the ext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fense of Taiwan's territory. 

但是 Dili 先生的英文程度不好，無法充分理解文中的意思，麻煩英文好的串生告訴 Dili 先生，以下者

正確。 

(A)這是一段關於古寧頭戰役的資料，中共最後以此戰拿下廈門島   

(B)這是一段關於 823 戰役的資料，中共以此試探美國的防衛台灣的底線 

(C)這是一段中共試探美國實力的資料，確認美國在台灣安置核彈頭 

(D)這是中共為了對付李登輝競選總統而發動的飛彈演習的資料 

 

 轉型正義是近年來很熱門的政治議題，它是指一個國家在進行民主轉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也就是：「政

權變遷後，新政府處理前朝政府所留下的歷史問題的方式，目的可能是清算舊政府之不義，或是補償

舊政府時其的政治受害者」，其目的在於使受壓迫而分裂的社會得到和解，並確保過去侵犯人權的事件

不再發生。 

 

51. 台大黃長玲教授認為，在「轉型正義」概念下有三個執行步驟，請問以下何者應該不是三步驟之一。 

(A)處置加害者   (B)賠償受害者   (C)歷史記憶的保存  (D)懲罰歷史兇手及其後人 

 

52. 以「轉型正義」這個概念來看，以下哪一個案件不屬於轉型正義要去處理的議題。 

(A)白色恐怖   (B) 319 槍擊案   (C)陳文成命案   (D)美麗島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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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生多才多藝，美術鑑賞程度很高，上美術課一定都很認真，品味絕倫！ 

甲     乙  

丙      丁  

53. 請問，上面四件美術作品，如果依據「日治美術→渡海三大家→現代藝術→鄉土藝術」這樣順序來排

列，那應該是？(A)甲乙丙丁  (B)乙甲丁丙   (C)丙甲丁乙  (D)甲乙丁丙 

54. 作品甲、乙同樣以荷花為創作題材，但是技法上差異頗大，請問以下說明何者正確。 

(A)甲圖是受到油畫風格影響，與「南街殷賑」同一作者 (B)乙圖是清代的藝術品，為傳統文人畫 

(C)甲作者曾師承乙，其故其荷花帶有乙的風采 (D)乙作者受抽象派技法影響，突破傳統國畫侷限 

55. 關於丙丁兩幅作品的說明，何者正確。 

(A)丙丁兩幅作品都是在西方深造後回國發表  (B)丁作品強調青天白日，是反共藝術的佳作 

(C)丙作品用筆樸實，呈現自然的童趣   (D)丙作者今年已近百歲高壽，獲頒國家文藝獎 

 

 甫於日前舉行的 2020 正副總統選舉，最終結果相信大家應該已然知曉，其歷史意義與政治分析值的關

注。因此麻煩各位回答以下問題。 

56. 本次正副總統選舉是選舉中華民國行憲後第幾屆正副總統？  (A)13  (B)14  (C)15  (D)16 

57. 本次正副總統選舉是自有民選總統以來第幾次選舉？        (A)5   (B)6  (C)7   (D)8 

58. 本次正副總統選舉最後當選者得票率落在？  

(A)60～56％  (B)55～50％  (C)49～45％  (D)44～40％ 

59. 本次正副總統當選者在所有縣市中，其得票率最高縣市是？ 

(A)花蓮縣  (B)高雄市   (C)台南市   (D)嘉義縣   (E)屏東縣 

60. 本次正副總統選舉可以看出，影響台灣民眾最後投票取向的關鍵因素是？ 

(A)整飭貪官汙吏 (B)捍衛台灣主權 (C)工業 4.0 經濟發展 (D)推動非核家園 

 

不論有無答題困難，都應該好好增強自己的實力-課內或課外都是，強大自己！ 

一中學生一定有能力克服，而不是抱怨與謾罵，預祝考試順利，寒假愉快，手機少玩一點。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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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與答案 詳解 

1. C 新民會並非林熊徵，蔡培火與蔣渭水都傾向激烈抗爭。 

2. C 領有權與占有權的爭議來自開羅會議 

3. C A 最早居住的是金門。B 最晚設官的是台灣。D 台灣方言最多樣化 

4. B 甲：1980 年代到 1990。乙：國語運動。丙、二二八事件。丁、日治時期 

5. E 以上都有影響 

6. D 飛鳥集因為是鄭振鐸翻譯，成為查禁目標。漂鳥集反而不需查禁 

7. C 蔣經國：三不政策。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陳水扁：一邊一國。馬英九：不

統不獨不武。蔡英文：維持現狀 

8. D A 台灣 1928 年設立帝國大學。B 日本並沒有完全禁絕私人講學。C 台灣並無出現

法政和文科相關學校。 

9. B 推動共產運動，二二八組織部隊反抗政府，文革被批鬥，因此為謝雪紅。連溫清

1957 年在台灣過世 

10. D 美中建交(1978)、美麗島創刊(1979.0824)、高雄事件(1979.1210)、美麗島大審

(1980.0220)、美麗島家屬勝選(1980.1206) 

11. A 特殊國與國關係是由李登輝於訪談中提出 

12. D 訪談時間為 1999 年，A 為辜汪會談(1993-1998)、B 為 1996 台海危機、C 李登輝

訪美為 1995 年 

13. C A 動員戡亂為 1948 年在大陸時提出、B 總統任期為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內容 D

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到 1991 才撤銷 

14. C 國民黨延後選舉的原因在於中美斷交 

15. D A 民主化並未受挫、B 事件本身當時人皆有刑求與林宅血案、C 大審後並未造成

更多叛亂 

16. C 南日島在中共控制中 

17. B 此為黃水土的作品 

18. A  

19. D  

20. A  

21. D  

22. B  

23. A  

24. D 此為李登輝著作《台灣的主張》日文版內容，詳情請洽日文老師 

25. C  

26. B 少子化問題浮現 

27. D  

28. D 資料一出處：白先勇，資料二出處：夏曼藍波安，資料三出處：黃春明 

29. D  

30. B  

31. A  



32. A B 是三氯甲烷、C 是三氯乙烯、D 是三氯甲苯，詳情請洽化學老師 

33. D  

34. D  

35. B  

36. D  

37. C 1981 年國際奧會決定台灣稱呼為中華台北 

38. D  

39. B  

40. B  

41. C  

42. B 第一次總統大選參與名單：李登輝連戰、彭明敏謝長廷、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王清峰 

43. B Peace Revolution 

44. D  

45. A  

46. B 我邦交國：尼加拉瓜、史瓦帝尼、宏都拉斯、巴拉圭 

47. D  

48. C 砲彈的水平速度 Vx＝V0 cos37∘＝100x(4／5)＝80m/s 

鉛直速度 Vy＝V0 sin37∘＝100(3／5)＝60 m/s 

x＝Vxt  →  400＝80T  →  T＝5 秒   詳情請洽物理老師 

49. B 見臺中一中 wiki 校史、二七部隊 wiki 

50. B 第二次臺灣海峽指的是 823 砲戰 

51. D  

52. B  

53. D 甲、林玉山，乙、張大千，丙、洪通，丁、劉國松（五月畫會） 

54. D 張大千曾與畢卡索鄰居，兩人互有往來 

55. C  

56. C  

57. C  

58. O 視結果而定 

59. O 視結果而定 

60. O 視結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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