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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高一歷史 試題  科目代碼：07 

 

 

一、 單選題：每題 2.5 分，答錯不倒扣。 

1. 下表是「連續五年移入臺灣在戶口單位登記的人口數」，這最可能是哪個年代的統計？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7,915 26,922 34,339 98,580 303,707 

  (A)1660 年代  (B)1680 年代  (C)1890 年代  (D)1940 年代。 

2. 資料一：「文獻記載中國官方與臺灣住民的接觸，可以追溯到三國或隋代，臺灣與大陸有著極 

       其密切的歷史關係，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居住在臺灣的高山族是祖國民族 

       大家庭的成員。」 

資料二：「在歷史時代，文獻記載中國官方與臺灣住民的接觸，最早的可能可追溯到三國時代， 

       或在隋代。假設文獻記載的島嶼的確指臺灣，這類的接觸也是偶發的、不連續的，數 

       百年難得發生一次，在本質上不是隸屬的關係。我們甚且可以說，正由於有這類的記 

       載，我們可以確定臺灣不是『自古即為中國領土』。」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兩段文字？ 

(A)資料一為歷史事實，資料二則是歷史解釋   (B)資料一為歷史解釋，資料二則是歷史事實 

(C)學者引用相同史料，可能獲得不同的結論   (D)兩者引用相同史料，結論不同，當有一誤。 

3. 上課時，老師希望同學對十九世紀英國怡和洋行淡水分行的歷史做一小論文，要求同學自行蒐

集材料，以便閱讀。有四位同學各自提出選擇材料的構想。下列哪位同學的構想應最能掌握怡

和洋行公司營運的歷史？ 

(A)甲生想利用該洋行職員的回憶錄，因為這是當事人留下的第一手資料  (B)乙生想訪談淡水

地區的耆老，因為這些人目睹洋行營運  (C)丙生想以當時各種報章雜誌為主要材料，因為可以

從不同立場了解該公司的不同風貌  (D)丁生想以該洋行的檔案為主要材料，因為這些檔案最

能說明當時該公司的營運。 

4. 「在清朝，『熟番』的定義是『歸附納餉』，餉是丁餉，也就是人頭稅；還要負擔很多公差。『熟

番』的收入有限，丁餉、公差往往難以負荷，為了紓解困境，往往就把草埔、鹿場賣給漢人。」

這段文字主要在說明： 

(A)清廷對臺灣「熟番」的定義  (B)清廷對臺灣「熟番」的治理政策   

(C)「熟番」土地權流失的原因  (D)「熟番」得以漢化的原因。 

5. 右圖是根據 1907 年前後臺灣某項統計資料所作的空間分布圖，這個

地圖的主題最可能是： 

(A)閩粵各族群的分布   (B)警備力佈署的分布 

(C)瘧疾發生率的分布   (D)都巿化程度的分布。 

6. 十八世紀中，閩南移民來臺後，多聚族而居；同姓之人，常共同     

興建祠堂，以強化關係。這種現象足以說明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    

哪一項特色？ 

(A)移墾社會重視地緣關係  (B)弱勢移民強調團結合作   

(C)傳統宗族強調血緣連結  (D)原鄉信仰深入移民社會。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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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甲西社事件後，海岸熟番的勢力大受打擊，勢力已無暇擴及南岸埔地，通事張達京夥同其

他漢業戶利用與岸裡社合作的契機，加入助官集團，重新分割、確立大甲溪南埔地地權。岸裡

社與海岸熟番的對立在乾隆年間更進一步轉化為貓霧捒東、西保內居民的水權紛爭。」 

根據上述內容，我們對原漢合作之例「割地換水」應如何理解？ 

(A)割地換水起因乃番地缺水，因此頭人們與漢業戶合作開鑿水圳   (B)割地換水促成熟番展開

農耕生活，融入漢人社會，是為清廷熟番漢化政策運用的成功之例  (C)割地換水可知原漢關係

不能簡化為族群的合作或對立，更是資源競逐下原漢跨越身分相互確立地權的策略  (D)割地

換水可見漢人拓墾的腳步愈加侵入原住民生活空間，原漢突衝擴大。 

8. 林石於乾隆年間從漳州渡海來臺，落腳大里杙(今臺中大里)拓墾，因民亂牽連鋃鐺入獄。妻子

攜六子遷往阿罩霧(今臺中霧峰)定居，林石死後留下公產一甲做為祭祀公業，由六房輪流耕作，

輪值耕作公田者，則負責該年度祭祀祖先之費用。請問林家採用的是何種祭祀組織？ 

(A)開臺祖－血緣組織  (B)唐山祖－地緣組織   

(C)父母會－互助組織  (D)神明會－祭祀園組織。 

9. 康熙年間郁永河奉命來臺採硫，以下是郁永河從臺灣府出發，乘牛車北上，沿路所經各社的記

載：「初七日：歷新港社、目加溜灣社、麻荳社，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內地村落。初八

日：柴里社所見御車番兒，皆遍體雕青，斷脰猙獰可怖。初十日：大武郡社所見番人，文身者

愈多，耳輪漸大如碗；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二十三日：至宛里社，御車番

人貌益陋。無男女，悉翦髮覆額，規樹皮為冠；番婦穴耳為五孔，以海螺文貝嵌入為飾。自此

以北，大概略同。」請問郁永河對臺灣原住民居住環境與人物容貌的評價差異頗大，其依據    

為何？ 

(A)南部各社勢力龐大，環境整潔美觀；愈往北部生活愈加困頓，環境顯得髒汙粗陋  (B)南部

各社受基督教教化，展現高度文明；愈往北部教化愈難達到，文化發展落後  (C)南部各社漢化

日久，符合漢人文化；愈往北部漢人愈加罕至，原民文化得以保留  (D)南部各社自然環境優

越，文明進展快速；愈往北部愈多瘴癘，難以突破環境限制。 

10. 為了擴大殖民地的獲利，他們採取一系列的徵稅措施，壟斷對原住民鹿產品的外銷並課徵稅金。

他們還發執照給中國漁民來開發沿岸漁業，最重要的是他們招徠漢人種植稻米和甘蔗。這些政

策使臺灣成為一個歐洲人、漢人、原住民的複合社會，如巴達維亞及菲律賓一般。一旦藉由軍

事行動完成控制，便進一步利用漢人農民和部落商人剝削臺灣的資源。請問上述資料應是描述

哪一政權統治時期的臺灣？ 

(A)荷蘭時期  (B)西班牙時期  (C)鄭氏時期  (D)清治時期。 

11. 某項街頭抗議活動以「反侵占、爭生存」為主要訴求，其宣言如下：(1)臺灣土地最早的主人擁

有自然主權。(2)有權不承認國家未經和平談判，嚴重違返和平原則和正義程序，以強大武力將

土地納入版圖之行為。(3)這是國家與被侵略民族之間的問題。(4)在民族壓迫仍存在的事實下，

不可能有族群共和的命運共同體存在。以下對於此一街頭抗爭的理解，何者正確？ 

(A)此項抗爭應是原住民正名運動  (B)此項抗爭反應了原住民運動長期的核心：爭取土地權益  

(C)此項抗爭的目的在要求政府歸還所有被漢人侵占的部落土地  (D)此項抗爭已與政府達成具

體的共識及成果，完成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12. 旅居中國的王大陸寄了封情書給住在臺灣的林真心，信封上標示的地址是「臺灣花蓮港廳海角

七番地」。這種地址在當時的臺灣非常普遍，每戶人家均有戶籍地址。請問這與當時的政府推

行的哪一種建設事業有關？ 

(A)土地調查  (B)番地調查  (C)都市計畫  (D)森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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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則新聞以「921 災後重建－花東新村、自強新村」為題報導，報導指出「1999 年 921 地震後

為能繼續就業及安置家庭，人民在大里與霧峰交界的草湖溪畔建立花東新村，在太平區頭汴坑

溪附近建立自強新村。大部分的村民從事體力工作，經濟窘迫卻並未忘記自己的文化，社區中

間的廣場是每年豐年祭的主場所，豐年祭活動不但促進了觀光活動，也豐富了市民的記憶。日

前市府成功爭取前瞻經費並取得重建土地承租使用權希望為族人打造更舒適安全的家。」請問

此則新聞報導關心的是何種議題？ 

(A)官營移民村的設置與村社組織的規劃  (B)都市原住民的生活困境及其文化空間展現   

(C)大陳義胞來臺的新村分配與生活安置  (D)眷村文化保存運動及眷村文化園區的建置。 

14. 以下三則資料為學者對於清代臺灣移民籍貫分布的看法。 

資料一：隨鄭氏渡臺者多為泉民，從施埌征臺者多為漳民。粵民於臺灣初入版圖時被禁止渡臺； 

       至康熙末年，因其禁漸弛而人漸增。 

資料二：民變之後，基於安全考量，人們往住會遷居到同籍較多的聚落，形成各分氣類的村落。 

資料三：明末清初，泉州社會已到處瀰漫一片逐末(工商)的風氣。相對於逐末，務本(務農)一 

       直是明清時代漳州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生活中心。客籍的原鄉是一山鄉，自明到清，客 

       籍原鄉居民一直過著純粹的農耕生活。 

下列何者不符合學者所提出的觀點？ 

(A)先來後到自然形成  (B)原鄉生活決定  (C)分類械鬥造成  (D)政府調配居住地域。 

15. 資料一：清代臺灣移民心態上仍認同中國大陸祖籍，臺灣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延伸。但隨著時間 

        推移，移民在地緣意識上逐漸認同臺灣本土，社會群體也產生改變，新的血緣和地緣 

        團體形成。 

資料二：清代臺灣社會的發展，在政策上傾向於以學習中國各省的社會形態為目標，期能轉變 

        成與中國本部完全相同的社會，強調中華民族向邊陲地區擴展融合，趨於一體的過程。 

以上兩段資料是學者對清代臺灣社會發展的辯論，請問下列哪些說法正確？    

(A)兩者都認為清代臺灣社會是土著化的過程，因為逐漸認同臺灣本土 (B)兩者都認為清代臺

灣社會是內地化的過程，因為學習中國社會形態並趨於與中國融合一體 (C)資料一是土著化過

程，資料二是內地化過程 (D)資料一是內地化過程，資料二是土著化過程。 

16. 清代官員指出：「夫臺灣鮮土著之民，耕鑿流落多閩、粵無賴子弟。土廣而民雜，至難治也……

夫聚數十萬無父母、妻子之人，使之侈靡蕩逸，無相維繫之情，又視彼不能備禦，而有恣雎侵

軼之舉，欲其帖然無事也難矣。」請問臺灣之所以「難治」的原因為何？    

(A)臺灣地處邊陲，官員不願意至臺任職 (B)來臺移民皆為閩、粵地區犯罪之人，成為社會治

安的隱憂 (C)臺灣社會族群關係複雜，民變、械鬥頻繁 (D)「無父母、妻子之人」指的是頻

繁動亂下，導致家庭離散的情形。 

17. 將日本帝國殖民臺灣的一系列蕃政做整理，可以概分為四個階段，初期以「綏撫」為主，中期

展開「武力掃蕩」，霧社事件後轉為「精神教化」，中日戰爭爆發後推行「皇民化運動」。這四

個分期只是依照不同時期的理蕃特色的重點而定，並非獨立的政策，各個階段武力威脅從未停

過，思想教育也是既有的政策，由此可看出日本理蕃政策的一貫性。請問日本理蕃政策中展開

「武力掃蕩」的臺灣總督是哪一位？ 

(A)樺山資紀  (B)兒玉源太郎  (C)佐久間左馬太  (D)小林躋造。 

18. 承上題，該位臺灣總督展開「武力掃蕩」的方式為何？ 

(A)發動屯兵，殲滅反抗番社  (B)開闢道路，推進隘勇線   

(C)運用岸裡社，以番制番  (D)開闢道路，開山撫番。 



第 4 頁，共 7 頁 

 

19. 一名作家書寫自己小時候的生活經歷：「他們通常大字不識一個，甚至不識自己名字和手臂上

刺青的『殺朱拔毛』、『反共抗俄』，但他們是村裡諸多小孩的啟蒙師，他有講不完的剿匪戰役、

《三國》《水滸》、或鄉野鬼怪故事，儘管他們的鄉音異常嚴重，可是小孩們不知怎麼都聽得懂；

儘管他們的住屋像個拾荒人家，可是小孩簡直覺得那是個寶窟。」請問：這名作家居住地方的

特色應為下列何者？    

(A)村中貼著「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標語 (B)天婦羅與味噌湯是從家

鄉帶來的道地美食 (C)閩南語是這個村子的慣用語言 (D)這個村子的住民大部分是由部落遷

移下山進行農耕的人民組成。 

20. 資料一：他們曾占領比臺灣大三倍的土地，兩次大敗緬甸國防軍，一次反攻大陸。 

資料二：在泰王與孫中山遺像之下，泰國與中華民國旗幟，同時在大禮堂裡飄揚，朝會中唱完 

        泰國國歌、泰王頌後，當然還有中華民國國歌。 

請問這群人的背景與下列何者相符？    

(A)國軍派駐在雲南的部隊 (B)美國第七艦隊的官兵  

(C)撤至海南島的國軍部隊 (D)越南共產黨的軍隊。 

21. 臺灣在 1992 年通過《就業服務法》後，正式引進國

際移工（外籍勞工）。臺灣的國際移工可分成產業勞

工和社福勞工，前者主要在工廠就業，以菲律賓籍占

多數；後者主要為家庭的看護工，以印尼籍為主。從

附圖外籍社福勞工持續增加的狀況推論，臺灣社會面

臨何種問題？ 

(A)人口老化與高齡化 (B)低技術勞力短缺  (C)產業結構轉變 (D)貧富差距擴大。 

22. 剛來時我是外籍新娘，轉眼 6、7 年過去，現在的我，身分證、國籍都有了。我是未來的主人，

我已經忘記我是外籍新娘了，偏偏別人卻記憶猶新。臺灣出現大量婚姻移民，進而形成新臺灣

之子的現象，其原因為何？ 

(A)臺灣女性教育程度與經濟條件提升，從而提高婚姻自主權 (B)國際移工來臺工作之後落地

深根的選擇  (C)臺灣人口結構男多女少，男性必須轉向國外尋找對象 (D)這只是極具商業性

質的婚姻仲介機構進行國際商貿行為的結果。 

23. 臺中中區過去是最繁華的市區，第一廣場是中區的地標，然而市區轉移後，中區已不如以往熱

鬧；現在第一廣場已搖身一變為東協廣場，對台灣人來說，走進東協廣場，就像出國一般充滿

異國風情，以東協廣場為中心點，周邊輻散出濃厚東南亞特色商店聚落，不管是印尼椰奶好滋

味、泰式酸辣料理或是越南清爽的河粉、麵包、炸春捲等道地東南亞特色料理與商店，都可一

網打盡。請問何以臺中市區出現此種跨國際社會空間？ 

(A) 1950年代後兩岸分治，泰緬異域的孤軍撤回臺灣帶入異國文化 (B) 1980年代後解除戒嚴，

國際旅行更加便利  (C)1980 年代後教育教程普遍提升，低技術勞力不足 (D)1990 年代經濟產

業環境轉型，吸引高科技人才來臺發展。 

24. 政權轉換與國族認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在政府推行種種政策及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下，

戰後的臺灣人意識逐漸被劃分成了「本省」及「外省」兩大類。在政府強調愛國主義及臺灣人

共同民族起源的背景下，臺灣人本身的「地域」差異沒有被討論的空間。上述所說臺灣人本身

的地域差異是指哪些族群沒有進行討論的空間？ 

(甲)閩南人；(乙)客家人；(丙)原住民；(丁)新住民；(戊)移工與外配。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丙丁戊  (D)乙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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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選題組：每題 2.5 分，答錯不倒扣。 

(一) 清代臺灣的動亂往往起於番漢交界處，邊界地區可說是非法奸民的藏身處，致使清廷運用族群 

    政策達到防患的目的，政策幾度調整，如以下資料所示。請回答以下問題： 

資料一：自入版圖以來，所有鳳山縣之熟番力力等十二社、諸羅縣之熟番蕭壠等三十四社數十 

        餘年仰邀聖澤，俱各民安物阜，俗易風移。南北二路生番，向與鳳、諸二邑熟番接界。 

        今慕義輸誠，實由聖德感孚所致。本其地土毗連，各有土官統攝，醇樸馴良。 

資料二：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 

        入者有禁。 

資料三：雍正七年御史上奏，熟番納餉當差甚屬醇良，獨生番性極蠢，好以殺人為事。從前雖 

        經畫界，禁止民人出入，而生番之害不能盡絕。今搜出鎗刀木牌頗覺堅利，更有火藥 

        鳥鎗等物，恐係漢人在內為之教習。 

資料四：畫清疆界，令為安業，不令內地人侵擾欺凌。在臺責任，番民之殺劫小事，而防察 

        內地姦民匪類乃要務，將朕諭亦密令在臺大小文武官弁悉知之。 

資料五：乾隆十二年奏文提及，流寓(漢人)日強、番眾日弱，流寓日偽(欺詐)，番眾日貧。將來 

        勢窮情極，難免挺而走險。所當亟為整頓，清其界劃，保其室家，孚其志氣，則恤番 

        可以安番，安番即以安民。 

25. 綜合以上資料，清代在臺實施族群政策所欲防患的對象應為下列何者？  

(A)漢人  (B)熟番  (C)化番  (D)生番。 

26. 由資料一到資料五來看，清廷如何調整族群政策的方向以利統治？ 

(A)隔離漢番→結盟熟番→化番為民  (B)結盟熟番→隔離漢番→化番為民 

(C)化番為民→隔離漢番→結盟熟番  (D)化番為民→結盟熟番→隔離漢番。 

27. 依據以上資料與歷史知識分析，清廷治臺族群政策運用的成效如何？ 

(A)成功化番為民，皇帝以聖德感化熟番，以聖義教化生番  (B)成功隔離漢番，清廷豎石為界，

加以生番嗜殺習性，嚇阻漢人入山拓墾  (C)成功以漢制番，在臺官員大量招募漢人，以火藥器

械入山，平定生番之害  (D)成功分化漢番，清廷招徠弱勢熟番歸化，以牽制漢人叛亂。 

 

(二) 日本統治臺灣的方式是將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習慣、語言同化於母國，手段之一便是獎勵日本

人移居臺灣，誘使母國人民定居臺灣，深入臺灣農村，發揮內臺融合的功用。以下為日本移民

村發展的相關情況，請根據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賀田組的拓墾事業－製腦畜牧與移民－在挑戰原住民族生存空間的情況下開展，因而與原住民

族衝突不斷，事業以失敗作收。總督府善後處置便是由政府主導官營移民，卻因「番情不穩」

而遲未進展。1910 年於荳蘭社設置移民指導所，最早闢成的移民村，由宮前、清水、草分三個

集中的住宅地形成，每一村落由主要幹線以平行或垂直的方向串連起來。《臺灣教材寫真集教科

書》介紹：「村內設有神社、小學校、郵便局、寺院等，堪稱本島模範村。從寫真看來，與內地

農村完全沒有兩樣，只是農夫戴的斗笠是臺灣式的，木瓜、香蕉的果樹也顯示臺灣景象。」來

自日本不同地區的移民，在政府規劃的移民村內，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 

28. 總督府善後賀田組的拓墾事業一事因番情不穩而延宕，請問此處所指番情不穩應是哪一事件的

爆發？ 

(A)大甲西社事件  (B)大嵙崁事件  (C)七腳川事件  (D)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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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總督府在接續賀田組主導官營移民後最早闢成的移民村是下列何者？ 

(A)賀田村  (B)吉野村  (C)豐田村  (D)林田村。 

30. 日本欲以移民村的發展達到同化臺人的目的，其成效如何？ 

(A)政策成功，高砂義勇隊至南洋協助作戰  (B)政策失敗，移民村日人始終無入融入臺灣社會  

(C)無法論成敗，官營移民虧損太大以致無法持續經營  (D)無法論成敗，移民村人民亦將臺灣

視為故鄉。 

 

(三) 附圖兩張圖片是有關來往於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護照，請回答下列問題。 

    圖一為府城米街人進士施士洁的護照，他所持的護照是光緒 21 年(1895 年)5 月 16 日按察使銜

分循臺澎兵備道所發，上面說明施士洁帶著一家老小 10 人、行禮 30 件，要搭爹利士輪船從臺

回到福建省泉州府。大概帶了所有的家當，就此離開府城。 

    圖二為府城文峰茶莊陳復輝的護照，這是光緒 22 年(1896 年)2 月 18 日大清帝國福建泉州廈門

海防分府所發，目的地為日本國臺灣安平。並詳列陳復輝的年齡、事業、住址、身材、面色、

眼色、異相、職銜等，好讓海關人員逐項比對是否為本人。 

31. 根據以上圖文，這兩張護照可說是哪一歷史事件的最佳見證？ 

(A)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成為福建省下轄的臺灣府  (B)牡丹社事件後開山撫番政策的開展   

(C)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臺澎割讓給日本  (D)日本於二戰中戰敗結束臺灣統治。 

32. 我們如何解讀施士洁舉家離臺與陳復輝回臺這兩個相反的舉動？ 

(A)施士洁離臺是不願成為日本臣民，陳復輝選擇成為日本臣民  (B)二人皆拿清帝國發行的護

照，表示二人皆選擇接受清的統治  (C)施士洁離臺是因為他在臺任官的任期已到  (D)陳復輝

回臺是為了能在抗拒日本接收臺灣的行動上出一份力。 

 

(三) 近年來「拆蔣公像」的議題熱度不減，這位中華民國總統的過去牽扯了複雜多元的歷史情感與

集體記憶。有人拆像，也有人崇祀他，高雄旗津的蔣公感恩堂裡，蔣公更成了神明與觀音及三

官大帝同祀。蔣公廟的建廟與一段近代臺灣移民史相關。該島的門戶一江山被占領後，全島島

民於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撤退來臺，居民離開前在家門寫下「我們情願拋棄家庭跟著蔣總統

走」表達離開的決心，同時將故鄉的神明抱來台灣，並且隨著政府將居民安置到全臺各地，故

鄉的神明也遷至新村。神明與村民的組合大體延續過去故村的情況，幾乎全台各地的新村都有

自己的村廟，不同於沒有寺廟的一般眷村。新村的廟宇楹聯中常見愛國的忠義思想，對蔣氏父

子的感念，並在自發性地籌錢買地建廟祭祀蔣公。請問： 

33. 這段獨特的近代臺灣移民史中，大體延續故村建置而成的新村應為？ 

(A)忠貞新村  (B)自強新村  (C)四四南村  (D)大陳新村。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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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這段近代臺灣移民史的時代背景為何？ 

(A)太平洋戰爭結束，臺籍日本兵返台  (B)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臺灣 

(C)韓戰停戰，戰俘被釋來臺  (D)國共內戰爆發，國民政府軍民陸續撤退來臺。 

(四) 日治時期臺灣新竹人謝介石透過同窗—張勳的兒子—的介紹，結識了希望復辟大清帝國的遺老，

協助滿洲國創建。言論對謝介石卻呈現兩極的評價，評價如下。請問答以下問題。 

    甲方：1911 年謝介石從臺灣到東北打拚成為滿洲國外交總長，他的二名孫子於 2013 年 2 月 25 

      日晚間搭機抵臺，要尋找失散超過一甲子的親人。當年除謝介石，有許多臺灣精英到滿 

      洲國闖天下，因為歷史因素和家人分隔兩岸。 

乙方：此人和蔣介石同名，但是個大漢奸，可惜了這個名字，偽滿洲國是日本一手扶植的，而  

      安排溥儀前往日本的正是謝介石，此時他已經從偽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轉任為駐日大使。 

35. 我們應如何解讀上述兩極的評論？ 

(A)甲乙兩方說法不一，必定有一方錯誤  (B)甲乙兩方說方不一，因為敵對雙方的立場對立 

(C)甲乙兩方說法不一，因為根據不同史料敘寫論述  (D)甲乙兩方說法不一，肯定雙方都錯了。 

36. 甲方所說到滿洲國的臺灣精英因為歷史因素和家人分隔兩岸的情況，應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所

發生？ 

(A)馬關條約簽定  (B)中日戰爭開始  (C)中日戰爭結束  (D)國共內戰之後。 

 

三、 多重選擇題：每題 2.5 分，答錯每個選項倒扣 0.5 分，分數扣至題分為止。。 

37. 1945 年後，全球戰事頻仍，臺灣陸續出現大量的軍眷移民，這些移民大多來自以下哪些戰事？   

(A)1949 國共內戰 (B)1950 年韓戰 (C)1955 年大陳島撤退 (D)1958 年八二三炮戰 (E)1961 年

泰緬孤軍。 

38. 2015 年臺北車站設置穆斯林祈禱室，為穆斯林提供宗教場所便於進行祈禱儀式，展現臺灣社會

多元包容的一面。下列有關臺灣的多元文化設施與政策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高雄市立圖書館設立東南亞書籍專區 (B)行政院推動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 4 年計畫  

(C)國防部推動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D)大街小巷出現東南亞商品專賣店 (E)桃園市舉辦眷

村文化節。 

39. 下列那些現象反映清治時代的臺灣是個移民社會？    

(A)「羅漢腳」充斥社會 (B)「番害」、「械鬥」社會災害頻仍 (C)族群聚居某一地區，供奉原鄉

信仰神明 (D)「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E)「開臺祖」祭祀組織盛行。 

40. 臺灣總督府統計，僅昭和 16 年（1941 年）至 17 年（1942 年），臺灣日本移民村設施費用共計

654 萬 9505 圓，是筆不小的預算，儘管如此，政府仍然沒有中斷對移民村的補貼。請問日本設

立移民村對殖民政策有何幫助？ 

(A)開拓臺灣東部 (B)響應殖民政策 (C)累積殖民經驗 (D)核銷剩餘經費 (E)減低人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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