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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78 分) 

1. 台灣的立法權從台灣總督府，回歸到日本帝國會議，是受下列哪一法令的影響？(A)六三法 (B)三一法 (C)

法三號  (D)以上皆不是    

2. 日治時期二個台灣人的對話，甲說：「怎麼辦？明天是決定的最後一天了，我要留下來，還是要離開呢？

我不想離開自己辛苦建立的家園，但是從此接受日本人統治我也不願意…」。乙對甲的回應，最可能是下

列何者？(A) 「現在的警察加上保甲制度，被嚴密監控，還是離開比較好」  (B) 「昨天的始政儀式，我看

總督很有威嚴，留下來可能很辛苦」(C) 「聽說現在的總督有一個念頭要把台灣賣掉，留下來也許有機會

成為法國人，好像也不錯」 (D) 「新的民政長官，對我們的風俗習慣予以尊重，是可以考慮留下」   

3. 沈葆楨來臺的行政措施中，除了增設府治之外，於南部增設恆春縣與東部卑南廳。下列何者可說明其目的 ？

(A)因漢人在此開墾與番人產生許多衝突  (B)藉以宣示全臺皆屬清帝國版圖  (C)為了教化原住民融入漢人

社會  (D)為了增加貿易活動與利益    

4. 陳更生在 1780 年代來台，他可能會看到或可以從事哪些事情？(A)到鳳山開墾引曹公圳之水灌溉  (B)到噶瑪

蘭廳廳治接洽事務(C)買辦為主要商人，成為社會領導階層 (D)看到社會上因林爽文事件搞得氣氛緊張     

5. 本件法令之特點為:一、未有具體犯罪事實即作為處罰對象。二、未遂罪亦科以本刑。三、諸多科罰皆處死

刑。 四、法令刑罰溯及既往。 此條例的特色在於不問目的，只要有聚眾暴行，一律視為匪徒，首謀、指揮

者與附和隨從者，皆為處罰對象。處罰極為嚴苛，法定刑動輒為唯一死刑。由上述特點可知應是下列哪一

法令？ (A)治安警察法   (B)匪徒刑罰令  (C)刑法第一百條   (D)懲治叛亂條例     

6. 日治時期實施哪一新措施之後，使得每一個人都被納入政府的控制之下？(A)保甲制度   (B)警察制度    (C)

土地調查    (D)壯丁團      

7. 某份內容有關如何接收臺灣的文件指出：「臺灣接管後一切設施，以實行國父遺教，秉承總裁訓示，力謀

臺民福利，鏟除敵人勢力為目的……政治設施，……當注意掃除敵國勢力，肅清反叛，革除舊染，……安

定秩序……。」這是近代史上有關接收台灣的重要文件，該文件出現之背景是？(A)1937 年，八年抗戰爆

發  (B)1943 年，開羅宣言發表後  (C)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時後 (D)1950 年，韓戰爆發後   

8. 某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兩艘商船到達臺灣，英國貿易談判代表謁見臺灣王，申請准許貿易和開設商館。雙

方在 9 月訂定通商協定，10 月英國貿易談判代表在大員向印尼的英國商館報告說：「這裡屬大員的船隻有

200 艘。今年有 18 艘開往日本，其中大半為國王所有，□□全為國王的貨物，年產有 20 萬張。國王的政府

甚嚴。登記有案的兵士有七萬名。在最初三年間，賜錢及米，並撥給一塊土地為生活，又配給畜牲以施肥。

以後就停發錢及米。他們不被允許回去中國。」 (A)□□指的是蔗糖 (B)中國此時為清朝 (C)臺灣王指

鄭成功 (D)背景為 19 世紀  

9. 明清對外貿易都走向緊縮，也都實施海禁政策。下列有關明清海禁的相關敘述，正確的是？(A)實施海禁原

因皆相同   (B)明代促使海商集團更加發展，清朝則提供明鄭更多人力   (C)都是在日本鎖國時期實施    

(D)都使得台灣的國際貿易難以發展    



10. 英國貨船珍珠號，在軍艦萬單號護衛下，駛入安平港。軍艦船長埃利斯‧克里斯普，向台灣政權呈上萬丹

分部經理的信函，信中請求允許他們與台通商，在台設立駐所。這位英國代表在台灣府待了七天，受到台

灣統治者熱情招待。不到三個月後，英國即向台灣當局提交一份商業協議，協議中的重要條文包括進臺貨

物繳交百分之三的關稅、自由貿易和居住、保護島上英國人。台灣統治者一方面則要求英國供應火藥、槍

砲匠。雙方各有，幾經談判，最後彌合歧異，訂通商條約。依上文所述，下列何者正確？(A)此乃英國與大

肚國王的貿易交涉  (B)此為英國與鄭經協議的通商條約 (C)此為英國與唐景崧的交易  (D)此為英國與沈葆

楨的協議    

11. 《台灣民報》一再呼籲認清共同敵人，籲請左右雙方繼續合作，對抗共同敵人。雖然如此，左派決心推動

無產階級革命，並將右派批判成日本當局的魁儡，因此舊幹部選擇退出。請問此為下列哪一組織出現的背

景？(A)台灣共產黨   (B)台灣文化協會   (C)台灣民眾黨  (D)台灣新文學會    

12. 參加成立典禮的陳豬乳先生口述：｢那一天很熱鬧，各地的代表都聚集艋舺參加送印，我那時候也親身去看

過遊行隊伍。送印是排成整齊的隊伍，由艋舺送去的。總統印是銀製的，用黃綢布包紮，上面還插著金花

一對，放在四腳香亭中，這四腳亭是由秀才扛的。送印的遊行隊有地方代表、進士、舉人、士紳。隊伍很

長，經過的時間約達一小時。…在營盤頂集合後，經過北皮寮、龍山寺、新店頭、舊街、直街仔、草店尾、

祖師廟、新起店，過了河溝，由西門進城，入撫臺衙舉行儀式。」請問陳豬乳所參加的是哪一典禮？(A)

迎接台北府治成立的典禮   (B)台灣民主國成立的典禮  (C)日軍接收台灣的始政典禮  (D)蔣中正來台的新政

府典禮    

13. 小叮噹研讀台灣歷史時，看到有一連串的妙語文字來敘述某一歷史人物：「妙妙妙、國庫通內庫」、「奇

奇奇、一大包米賣三百萬」、「怪怪怪、花花大鈔變廢紙」。他覺得甚是有趣，拿去考問大雄。請問大雄

的正確答案應是下列何者？(A)劉銘傳   (B)唐景崧  (C)兒玉源太郎   (D)陳儀    

                                                     圖ㄧ                       圖二                                                               

14. 請觀察圖ㄧ與圖二，就其內容，與其相關敘述正確的是？

(A)二者的時代背景一樣，都是日本皇民化時期的宣傳

海報  (B)圖二是治台初期為了建設台灣而宣傳的海報    

(C)二者時代背景不同，前者是二戰；後者是宣揚一次

大戰時期收台灣之物資以支援戰時之所需   (D)前者

是日本政府的宣揚海報；後者是陳儀政府的宣揚海報   

15. 《美麗島》這首歌曲是李雙澤改編自台灣女詩人陳秀喜

的詩作《台灣》，其主張創作台灣自己風格的歌謠，因

而有中國「鮑比迪倫」之稱。當時沒有人會想到幾年後，

這首歌卻變成是黨外一本雜誌的名稱。而其歌曲也因｢鼓吹分離意識｣而被禁播。

請問此創作歌曲應是哪一年代？(A)1930~1940 年代  (B)1940~1950 年代  (C)1950~1960 年代  (D)1970~1980

年代  

16.   辜汪會談雖是由民間機制進行，但開啟了兩岸交流契機。談了兩次之後，辜汪會談機制卻走入歷史。請問

應與台灣哪一總統有關？(A)李登輝總統    (B)陳水扁總統  (C)馬英九總統   (D)蔡英文總統    

17. 三民主義為孫中山的政治理念與思想，在台灣教育史上，曾是在高中的重要授課課程，也是聯考必考的科

目。請問廢除三民主義為聯考科目，主要是受下列何者之影響？(A)解嚴   (B)1990 年代之教改  (C)第一次

政黨輪替  (D)辜汪會談   



18. 資料一：如圖三 

 

資料二：樺山資紀曾發給他一封條件優渥的勸降書。但是他卻相信可以藉著西方列

強的干涉，來挽回台灣的命運，而回絕了日軍的勸降。他的名聲因此流傳開來，坊

間的新聞畫報中，也因此出現了日首相來跪求的「東洋求和」的圖像。根據圖片及

所述資料，選出正確敘述者？(A)資料一的官銀錢票總局是劉永福所成立的，資料

二的「他」應是指唐景崧  (B)二段資料都與劉永福相關  (C)資料一是劉銘傳為建設

台灣，因經費不足而發行官銀票籌措  (D)資料二的時代背景是中法戰爭，劉永福

的黑旗軍名聲遠播        

19. 他原來是一位醫生，他把「醫病要先看病歷」的原理，應用於「治國要

先知民情」上面。因此他堅決主張台灣研究之必要，也使得台灣總督府重視台灣風

俗習慣之研究，耗費當時約九十一萬餘日圓在「舊慣調查會」上。請問「他」應是

誰？(A)後藤新平   (B)田健治郎   (C)乃木希典   (D)樺山資紀    

20. 下表一是台灣某一時期每十年教育人數統計表。根據內容分析正確的是？(A)此為明鄭時期開始設學校來推

動官方的儒學教育   (B)此為開港通商後的變化，傳教士設立學校之影響，使清廷亦積極籌辦學校教育   (C)

此應是日治時期，國民學校漸漸取代傳統私塾教育，女子教育亦受重視   (D)此應是光復後之教育，從丁到

戊人數之激增是因義務教育推行的關係，也因為義務教育而結束了傳統的私塾教育   

       私塾 學校 

 塾數 學生數 學校數 學生數 

年代  男 女  男 女 

甲 1721 25089 126 96 9435 382 

乙 655 16701 400 231 37023 3627 

丙 301 10347 587 438 107253 22327 

丁 160 5043 762 754 179024 53805 

戊 17 632 300 810 361068 185141 

己 － － － 944 500333 372174 

表一 

21. 有學者評論台灣史上的某一法令：「架空了原有的憲法體制，而成為日後為人詬病之獨裁政體之法源。」

主要是此法令讓總統可以連選連任，猶如終身總統一般，甚至將第一屆國會議員改變為終身職。請問所指

的是？(A)戒嚴令     (B)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C)六三法    (D)三一法      

22. 近代日本自由思想之父板垣退助，曾來台與林獻堂共創｢台灣同化會｣，他認為：台灣最接近中國，可做為

中日兩國的橋梁，因此在台灣的日本人，應特別尊重台灣人，徹底保護台灣人的生命財產，要能做到此種

地位，就應該實行同化政策。請問日人實施同化政策時代背景應是？(A)因日本總督的武力鎮壓而有此呼

籲  (B)希望台灣人接受日本所有文化，穿和服，祭祀天照大神 (C)民族自決口號在國際間高唱  (D)因應全

面侵華的開始     

23. 阿妹整理日治五十年的表格(如表二)，請你指出哪一欄是有錯的：(A)甲   (B)乙   (C)丙  (D)丁   

 



甲 總督身分 武官總督 文官總督 武官總督 

乙 主要政策 非同化政策 同化政策 皇民化政策 

丙 實施法令 六三法 三一法 法三號 

丁 關鍵戰役 甲午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七七事變 

表二 

24. 小小兵十七世紀來到台灣，他想跟原住民各社交易，但必須先取得許可證，許可證的價錢由公開競標取得。

有關小小兵在台灣的相關敘述正確的是？(A)小小兵應該是荷蘭人  (B)小小兵取得許可證一定是荷蘭人核

發的   (C)這個制度的起源，主要是欲取得原住民的鹿皮  (D)這種制度的設計在於促使民間貿易的發展  

25. 資料一：在這起事件中，除了官方外，位於今天臺中一帶的岸裡大社，也曾經與官兵合作，賊首之所以被

緝捕到案，就是因為岸裡大社居中斡旋，由原住民捉拿交付官府。 

資料二：在事件之後，官方重新劃定了「番界」後，開始施行「番屯」制度──也就是利用原住民來維持治

安，希望用「以番治番」、「以番治漢」的方式穩定漢人社會，以及防禦「生番」出草。此二段資料所提及

應是哪一亂事？(A)為清治台灣最大規模之亂事    (B)此亂事影響清廷重新調整行政區  (C)事平後卻使得台灣

閩人與客人從此對立  (D)其為台灣歷時最久的民變  

26. 1988 年的「520 農民運動」，可謂解嚴後最大規模的全國性農民運動，近 5000 名農民參加。農民向來被視

為個性溫和甚少發聲的階層，諸多歷史因素導致農民群情激憤，請問下述何者為是？ (A)戰後政府長期政

治戒嚴所致 (B)耕者有其田政策致土地零碎化 (C)發展工業過程大量汙染農區 (D)加入 GATT，常犧牲

農民利益  

27. 臺灣有一個年代被描述為：「一切都開始飄揚起來的時刻！」「活在歷史開門時代乃是一種幸運，可見證

開門之前的黑暗與恐懼，可看到門被撞開時的風起雲湧！」根據你的了解，這是指哪一個年代？ (A)1950

年代 (B)1960 年代 (C)1970 年代 (D)1980 年代  

28. 小小兵研究日治時期的台灣歷史，看到有一圖表(如表三)卻無標示主題。依你所學判斷，下列何者符合表

中之統計數據？(A)公學校的設置數據  (B)

能解日語之百分比例  (C)改姓氏之人口數  

(D)警察人數之統計    

29.30.為題組： 

小英在書局看到一本書有三部曲，其書名

為：「為了胡椒和靈魂」、「台糖公司的

前身」、「製地圖管理台灣」 

29. 請問這本書應是指描述何時的台灣？(A)荷

治時期  (B)鄭氏治台  (C)清治時期  (D)日

治時期     

30. 其中所指的「靈魂」應是指？(A) 皇民和

魂  (B)抗清情操  (C)朝廷順民  (D) 傳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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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某條約大意有：一、任何以非和平之手段，包括抵制及封鎖，來決定臺灣未來的企圖，將被認為係對西太

平洋的和平與安定之威脅，為美國所嚴重關切；二、當臺灣人民的安全及社

會制度、經濟受到威脅時，以及因而危害到美國的利益之時，總統必須通知

國會，決定對付這些危險所需採取的適當行動；三、美國總統及國會，可依

法定程序，獨立判斷臺灣的需要而決定防衛性物資及防衛性服務的種類及數

量。請問此條約簽訂的背景為何？ (A)中共與美國建交 (B)韓戰爆發 (C)

越戰爆發 (D)台灣總統民選 

32. 圖四顯示為美國與中國外交發展。依圖中人物判斷，雙方發展乒乓球外交，

展開破冰之旅。請問此為哪一年代的史事？(A)1950 年代  (B)1960 年代  

(C)1970 年代(D)1980 年代   

33. 劉銘傳清理田賦時，他們獲得官府保障，而地位並趨鞏固。日人據台之後，改善強化固有之保甲制度時，

更進一步鞏固了這一階層的領導地位。一直到台灣光復後，這批階層才真正受到撼動。請問文中所指的是

下列何者？(A)郊商  (B)墾戶  (C)佃戶  (D)買辦    

34. 根據李登輝的敘述：「21 日早上六點，當靜坐學生仍在熟睡時，李煥只帶著隨扈就現身於中正紀念堂廣場，

快步繞了一圈。有學生發現李煥後曾說：『要關心，就正大光明的關心，不要偷偷摸摸的。』」這可說是

行政院長李煥已失去學生支持的象徵性畫面。請問李登輝敘述的是哪一事件的場景？ (A)二二八事件 (B)

中壢事件(C)《美麗島》事件 (D)野百合學運   

35. 表四為荷蘭在 17 世紀以臺灣為轉口站，將某項中國商品賣到日本的數量依年代統計，且該項商品在當時荷

蘭對日貿易中為大宗。請問：該項商品應是下列何者？ (A)蔗糖 (B)鹿皮 (C)生絲 (D)茶葉  

表四（單位：斤） 

年 1633 1640 1645 1648 

數量 3,200 500,000 44,000 0 

36. 連橫說：「聘西人為教習，擇全臺聰慧子弟而教之。課以英、法之文，地理、歷史、測繪、算數、理化之

學。又以中國教習四名，分課漢文及各課程。學生皆給官費，每年約用一萬餘兩，成效大著，臺灣教育為

之一新。」連橫所言當時的台灣還可能有何現象？  (A)傳教士以新港文書教導原住民閱讀聖經  (B)鼠疫、

天花等傳染病大為減少  (C)大稻埕挑茶女工滿街是   (D)新式糖廠紛紛設立    

37. 資料一：荷蘭人一直想打通與明朝政府進行貿易而未被批准，卻透過了與 XX 的交易達到了目的。 

 資料二：日本商人：他們(荷蘭人)配置戰船給中國人使用，相互勾結，以槍砲及軍火予以援助，共同分贓。

根據二段資料之敘述，可知：(A)「XX」指海盜，中國人指鄭芝龍  (B) 「XX」指倭寇，中國人指南明福王   

(C) 「XX」指葡萄牙人，中國人指鄭成功  (D) 「XX」指郊商，中國人指顏思齊    

 38.39.為題組 



他曾經擔任參事、區長，也曾接受日人頒佈勳章。但他亦致力於台灣民族運動、議會設置活動，也為保存

漢文化而努力。台灣光復不久，他和許多人一樣，對台灣之未來有新的心情與新的期待，但不久後，失望

的事接踵而來。一生堅決反日的他卻在台灣光復後遠走日本，留下了傷感的詩句：「異國江山堪小住，故

國花草有誰憐。」最後客死異鄉。 

38. 請問這個人是誰？(A)辜顯榮  (B)賴和  (C) 蔣渭水  (D)林獻堂    

39. 「他」受到何事之打擊，而選擇遠走日本？(A)白色恐怖 (B)國共內戰 (C)廢除省議會  (D)二二八事件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2 分，答錯導扣 1/5 題分，共 6 分) 

40. 黃朝琴(1897-1972 年)經擔任第一屆台灣省參議會、臨時議會、省議會議長。有關其一生之經歷之相關所述，

正確的是？(A)他小學畢業於國民學校  (B)他歷經二次國語政策，卻是不同的國語  (C)他在近四十歲時才看

到台灣第一次民選投票  (D)他著文駁斥鄧小平之「一國兩制」之論 (E)他對於美國與台灣斷交，非常氣憤       

41. 蔡小英為了更加了解兩岸關係與問題，她用功的整理歷任總統在兩岸事務上的相關政策。其中有關陳水扁

任期的政策與兩岸相關事務有：(A)提出｢一邊一國」的主張 (B)就職演說時提出「不統、不獨、不武」及

「外交休兵」論點。(C)提出｢戒急用忍」，希望台商不要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D)終止國家統一委員

會及國家統一綱領的適用。(E)「江陳會」開放大三通，並簽訂 ECFA。    

42. 圖五是清領時期漢人移民至台後，所出現的墾拓組織，有關此組織的相

關敘述正確的是？(A)此是典型的武力開墾組織，在金字塔結構中所有的

人都是自耕農的身分  (B)此組織中結合武力的目的是為了與噶瑪蘭族戰

鬥  (C) 在台灣首次出現這種開墾方式是康熙時期  (D)此是客家人發

展出來的獨特組織  (E)陳賴章墾號就是採用這種方式     

   三、非選擇題(每個答案 2 分，共 16 分) 

43. 表五所顯示為 17 世紀的貿易型態，請依據圖表內容，寫出甲、乙、丙分

別指何地區？  

                                  表五 

輸出國家（地區） 商品 輸入國家（地區） 

甲 鹿皮、蔗糖、藥材、絲綢 乙 

乙 銀、銅、鉛、武器 甲 

丙 藥材、絲綢 甲 

 

@44-47 請參閱圖六、圖七、圖八作答 

44. 從荷治時期以來所奠定的物產是圖六中的何者？ 

45. 圖七為臺灣在清治後期的進出口貿易變化圖。請問：在 1870 年左右，貿易由入超轉為出超的重大原因

為何？ (A)清廷積極治理 (B)臺灣開港貿易 (C)經濟作物栽培 (D)鐵路運輸便利  



46. 圖七所造成的出

超，最主要為圖六

中的何者商品？   

47. 圖八中的｢B」，應

是指圖六中的哪

一商品？ 

48. 圖九為清治前期兩

岸的對渡口岸，請

將圖上尚未完成的

對渡口岸，加以連

結完成。(在答案紙

上作答) 

 

 



  

答 案 公 佈 表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年級 歷史  科  第二次期中考試題答案 

一、單選題 78% 

1.CCBDB  6. BBBBB    11. CBDAD  16.ABBAC  21. BCCCA 

26. DDBAD 31. ACCDC  36.CADD 

 

二、多選題 6% 

40.BC   41.AD  42.AB     

三、非選擇題 16% 

 43. 甲是臺灣；乙是日本；丙是中國   

44.乙 45.B 46.甲 47.丙 

 48.  

 

附註：1.本表請隨同試題、命題袋 一併繳送教務處。 

 2.命題教師：劉秀櫻 簽章                                          108 年 1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