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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考 

         高一 歷史科  試題 

 本份試題共 7頁，選擇共 45題，非選 2題。選擇題請作答於答案卡，非選擇題請作答於答案卡後。 

一、單選題(1-40題，1-5題每題 1分，6-40題每題 2分，共 75分。) 

1. （  ）一位管理臺灣的長官描述某時期臺灣的社會現象時說道：「諸羅、鳳山、彰化三縣，皆新住之民，全無妻子，

此種之人，不但心無繫戀，敢於為非……又終日無事，惟有相聚飲賭，飲酣、賭輸，遂致共謀竊劫。」請

問造成此一歷史現象的原因，下列何者推論正確？   

(A)清朝擊敗鄭氏，造成底層民眾大量失業 (B)原鄉認同強烈，同鄉聚眾爭取權益  

(C)實施渡臺禁令，性別嚴重失衡 (D)華人天性好飲嗜賭，造成治安敗壞  

2. （  ）有學者提及日本治臺的制度時說到：「□□對於日本統治臺灣有很大的影響，警察既然掌握了□□，警察權

力就滲透到了行政的底層，因此增加了警察的力量。總之講到統治臺灣不能忽視警察，講到警察不能忽視

□□。」文中的□□應是指哪一制度？  

(A)總督制度 (B)保甲制度 (C)教育制度 (D)武裝制度  

3. （  ）某位學者有意以「福佬客」為題，調查以福佬話作為主要語言的客家人，有多少語言以外的生活習慣是受

福佬人影響。請問學者預計前往進行田野調查的地點，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地區？  

(A)桃園大溪 (B)屏東車城 (C)高雄美濃 (D)彰化田中  

4. （  ）清廷治臺期間，將臺灣的原住民族分為生番、熟番與化番三種。這種分法的依據是  

(A)是否為母系社會 (B)居住區域 (C)和漢人通婚與否 (D)歸化政府統治的程度  

5. （  ）某一時期中，商人可以透過競標，取得徵稅的權利，並用各種日常所需用品到各社換取鹿肉，製成鹿脯上

繳，做為部分稅收。此徵稅方式為下列何者？  

(A)荷治時期的贌社制度 (B)鄭氏時期的五商制度 (C)清治時期的結首制度 (D)清治時期的行郊制度  

6. （  ）1935年，臺灣舉辦史上第一次選舉，其資格包括：一、年滿二十五歲；二、男性；三、有獨立經濟能力，

且年繳稅金五圓以上者；四、在該地居住滿 6 個月以上。請問這場選舉由哪一組織推動成功？  

(A)臺灣文化協會 (B)臺灣民眾黨 (C)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D)臺灣農民組合  

7. （  ）日本統治時期某一抗爭活動，日本當局認為此抗爭不僅是政治運動，實含有民族運動的成分。但當時的左

派人士卻批評此抗爭是脫離群眾，只是仕紳階級的政治運動。歷史學者指出此抗爭的意涵具有自治理想，

且深層底蘊隱含有民族運動的終極目標。此抗爭活動應是：  

(A)西來庵事件 (B)二林蔗農事件 (C)霧社事件 (D)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8. （  ）「清室統治臺灣採不信任態度，派到臺灣的官吏任期以 3年為限，且早期只能單身上任，不得攜眷前往，

因此官吏皆視赴臺為畏途，來臺官吏不存久居之心，視臺灣為傳舍，心不在焉，遇事推諉。文官在臺兩年

多剛熟悉環境就要調走了，因此這些急著回家的官吏在臺時便表現了所謂『訓練過的無能』的官僚毛病。

再加以天高皇帝遠，所以在臺官吏容易苟且貪贓，上下其手。」如此的官僚亂象，在哪位官員治理臺灣時

積極整頓吏治，才開始改變？  

(A)沈葆楨 (B)丁日昌 (C)劉銘傳 (D)邵友濂  

9. （  ）《中華民國憲法》於 1947年公布施行，何以不及半年，就不得不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因應之？  

(A)二二八事件 (B)國共內戰 (C)國府遷臺 (D)中美關係惡化  

10. （  ）某時期，臺灣當局邀請士紳前往「內地」參訪，不僅補助旅費，還安排他們參觀現代化設施，使其認識現

代文明，以利統治。我們如何理解此一作法？  

(A)清朝領臺之初，以交流化解明遺民反清的意志 (B)劉銘傳治臺初期，讓士紳認識清廷的自強新政  

(C)日本殖民之初，欲加強臺灣人民對日本的了解 (D)臺灣光復初期，要臺灣人民加速認識祖國文化 

11.  （  ）某人曾經對臺灣政治提出下列看法：「比目魚的兩眼長在身体的同一邊。若一定要把比目魚的

眼晴改裝在身体的兩邊，那是違反生物學的原則。比目魚眼睛之所以長在同一邊，是有生物

學上的必要才產生的。在政治上亦同，我們必須先了解臺灣人的習性，依據其習性定出一套

管理辦法才有效。」試問在此原則之下，日本施行下列哪一項措施？  

(A)內地延長主義 (B)土地、人口、舊慣調查 (C)南進政策 (D)正廳改正  

  

班級：   姓名：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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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以下為和臺灣原住民有關的政策：(甲)種族平等，建立共存共榮關係；(乙)生番化熟、熟番化漢；(丙)理蕃

為手段，目的是殖產興業；(丁)建立領主與封臣的關係。四個政策出現的時間依序為：  

(A)乙甲丁丙 (B)丙甲乙丁 (C)丁乙丙甲 (D)甲丁丙乙  

13. （  ）臺灣民眾黨員發表一份退黨的聲明：「他們所倡的階級鬥爭，所行的都是破壞事業，所獎勵的同胞相殘，無

不是使漁人得利。」請問這份聲明發表的背景為何？  

(A)一部分人主張勞工運動，被認為左傾 (B)反對認同內地延長主義  

(C)反對二林事件的暴動行為 (D)認為應與日本合作而非武力對抗  

14. （  ）林呈祿在〈六三問題の歸著點〉中提到：「當今帝國的統治方針，是依據實際上的考慮而制定。因為臺灣的

三百四十萬漢民族有悠久的歷史、特殊的民情風俗、固有的思想文化，是否能與內地的大和民族用同一制

度統治，不無疑問。將帝國議會所制定的法律施行於臺灣，這種忽視殖民地特性的做法，並不是最好的殖

民地統治政策。」關於上述論點，下列何者正確？  

(A)林呈祿提出臺灣具有特殊性，反對日本同化政策 (B)林呈祿認為臺灣歷史文化與日本相同，理應同化 

(C)林呈祿認為日本不願廢除《六三法》而強化差別待遇 (D)林呈祿認為日本忽視臺灣獨特性，阻止臺灣

獨立  

15. （  ）附表為 1930年臺灣的臺灣人與日本人職業分布表，下列解釋何者正確？ 

 農業 
水產

業 
礦業 工業 商業 交通業 

公務、

自由業 

家庭 

傭人 

其他

有職

業者 

1930年

（昭和

5年） 

臺灣

人 

71.42

% 
1.61% 1.10% 7.54% 9.05% 2.99% 2.24% 0.48% 3.57% 

日本

人 
4.91% 1.79% 0.46% 

16.33

% 

20.03

% 

10.01

% 

41.54

% 
1.71% 3.22% 

(A)日本在臺的統治政策充分反映出殖民主義 (B)顯示臺灣人就業選擇權和日本人機會均等  

(C)臺人從商人口僅次農業代表投資環境不錯 (D)日本因經濟環境不佳故有工人來臺找工作  

16. （  ）某報社論曾指出：「不少公務員常涉足都市中的舞場、茶館、酒樓和賭場，各機關冗員太多，人民對公務員

的印象欠佳。至於貪汙案件不僅出現在一般公務員，連檢察官、法院院長，甚至教師都貪汙。而士兵不守

法、乘車購物不給錢是常見的事，甚至有公然搶劫者。不少貪汙超過千萬元以上。」請問這最有可能是何

時何地的報紙？ (A)1912年，南京 (B)1928 年，上海 (C)1946年，臺北 (D)1950年，北京  

17. （  ）附表是臺灣人口總計數目，從康熙到嘉慶年間人口數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年代 
1683 年 

（康熙 22 年） 

1764年 

（乾隆 29年） 

1782年 

（乾隆 47年） 

1811 年 

（嘉慶 16年） 

人口 

總數 
33,640 666,210 912,920 1,944,737 

(A)經濟富庶，出生率大增 (B)大陸東南沿海人民大量移民臺灣  

(C)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無動亂 (D)工商業繁榮，步入近代化  

18. （  ）以下是胡適寫給友人的一封信： 

  「我因此細想，《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臺灣政治的最大

恥辱。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名義，一來是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

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 

請問胡適為何不願意續任「發行人」一職？  

(A)認為政府打壓言論自由 (B)反對《自由中國》雜誌批評政府  

(C)因為雜誌的政治理念與胡適不同 (D)擔心自己的職務違反《戒嚴令》  

19. （  ）資料甲：「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彼中耕種，由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為不毛荒壤，

必藉內地輓運，亦斷斷乎其不棄。」 

資料乙：「臺地向稱饒沃，久為他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暫平，旁人仍眈眈相視，……年來洋務日密，偏重

在於東南，臺灣孤懸海外，七省以為門戶，其關係非輕。」 

資料丙：「平居私議，常謂臺灣孤懸海外，土沃產饒，宜使臺地之財，足供臺地之用，不須取給內地，而

後處常處變，均可自全。」 

上述三段資料，是清廷三位官員對臺灣的看法，這三位官員分別是  

(A)施琅、沈葆楨、劉銘傳 (B)施琅、劉銘傳、沈葆楨  

(C)沈葆楨、施琅、劉銘傳 (D)劉銘傳、沈葆楨、施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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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考 

高一 歷史科  試題 

20. （  ）監察御史來臺考察後，上奏建議：應在臺灣府以木為柵，保護官署，並在要衝處設置砲位，加強防守，相

關工程交由臺灣縣知縣辦理。朝廷批示：實屬妥當，同意辦理，並嘉獎相關人員。這個事件的背景是：  

(A)鄭成功企圖攻打臺灣，荷蘭管理當局的計畫 (B)施琅攻下臺灣之後，為加強臺灣防務的處置  

(C)朱一貴事件平息以後，雍正皇帝的治臺措施 (D)日軍借牡丹社事件攻臺後，福建巡撫的作為  

21. （  ）17世紀，分別有荷蘭與鄭氏來臺建立政權，請問這兩個政權有何相似之處？  

(A)均採行軍屯政策，以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 (B)均鼓勵漢人來臺移墾，以增加農業生產  

(C)均對原住民採安撫取代武力征服的政策 (D)皆引發漢人的反亂  

22. （  ）1930年前後開始，臺灣總督府訂定《臺灣高砂族集體移住十年計畫》，在警察體系的協助下，逐步將原住

民遷移至近山地區並教導其定耕。請問是何種原因促使總督府進行此政策？  

(A)霧社事件的刺激，證明過去理蕃政策失敗 (B)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需要原住民的參戰協助  

(C)西來庵事件影響，擔心原住民夥同漢人叛亂 (D)民族自決思潮盛行，總督府重視原住民的居住自主權  

23. （  ）大正 12年(1923)臺北地方法院檢查官三好一八，以違反禁止結社處分為理由對蔣渭水等人提出公訴，檢辯

雙方針對同化或自治、有無違憲等政治議題，展開激烈的辯論。最後其中 13 人判處輕刑，其他人獲不起

訴處分。請問這件事反映了當時臺灣社會怎樣的情況？  

(A)武裝抗日行動頻仍，統治基礎尚未穩固 (B)社會運動勃興，日本也較為開放以減少衝擊  

(C)中日戰爭爆發，積極促使臺灣人皇民化 (D)臺籍學生接受的高等教育限於政治領域  

24. （  ）資料一：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 

資料二：「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名，很多都代表『人』的含意，例如布農族的『Bunun』的原意即是人。」 

資料三：清代黃逢昶等著《臺灣生熟番紀事》：「臺灣枕夷夏之交，四面濱海。其中層巒聳翠，前後相連。

後山為生番巢穴，名曰高山番；山外皆熟番所居，名曰平埔番。」 

關於以上三則資料，下列敘述何者較為恰當？  

(A)臺灣原住民被稱為番，乃因說文解字作者調查後而定  

(B)臺灣原住民自稱為番，故清治時期將其分為高山番與平埔番  

(C)從資料一與資料二可看出，漢人稱呼原住民為「番」，與原住民各族以「人」來命族名的用意相同  

(D)對照資料一與資料三可看出，漢人稱呼原住民為「番」，是將其貶低如野獸，有文化歧視的意味  

25. （  ）澎湖馬公市北辰宮在二次大戰後廟瓦遭戰火破壞，但若仔細觀察碑文上 1949 年的募款金額，每位捐款人竟

然動輒捐款數十萬到數百萬。請問此歷史現象應如何解釋？  

(A)媽祖信仰深遠，信徒眾多 (B)戰後通貨膨脹，幣值下跌  

(C)澎湖未受到戰後經濟牽連 (D)碑文不可信，數字為誤植  

26. （  ）日治時期，總督府曾將臺灣的統治區劃為三個等級分別治理，如附表。請問這一個政策實施的背景是： 

等級 地區 管理者 

一等地危險區 山澤 軍隊、憲兵 

二等地不穩定區 中間地帶 憲兵、警察 

三等地安全區 村落、城市 警察 

(A)日治初期，臺民武裝抗日不斷 (B)噍吧哖事件後，總督府制定的緊急措施  

(C)霧社事件後，日本重新革新理蕃政策 (D)皇民化時期，日本加強穩定臺灣治安  

27. （  ）某位臺灣史學者談到該事件時，提出這樣的評論：「是臺灣人民當時要求政府，給予臺灣人『自由、民主、

人權』，卻慘遭鎮壓的運動。」此外，他更表示「當時臺灣的人民期盼該政府代表聯合國接管臺灣，卻沒

有符合依照殖民地自決原則，還對臺灣進行一連串產業壓榨，導致民不聊生，最後才發生人民反抗的悲劇。」

請問該事件應為：  

(A)霧社事件 (B)二二八事件 (C)自由中國事件 (D)美麗島事件  

28. （  ）「執事率數百之眾，困守城中，如何能抵抗我軍？……天下人大多不願死於非命，本人也數次勸告執事，

要為貴國人民的性命著想，……這次我再命使者前往致意，希望執事能深思熟慮。執事若知不敵，獻城投

降，則本人當待之以誠。我軍入城之時，本人必嚴飭將士，秋毫無犯，聽任貴國人民離去，若欲留在本島，

本人也將其視為華人而保護之。」請問文中的「執事」、「本人」是誰？  

(A)荷蘭司令韋麻郎、沈有容 (B)西班牙總督波特里歐、荷蘭長官杜拉第紐司  

(C)荷蘭大員長官揆一、鄭成功 (D)鄭克塽、施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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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 無論哪一個政權治理台灣，都必須要面對原住民的問題，試問下列各時期治理原住民的政策，何者正確？ 

 (A)荷蘭以間接統治的方式，選出長老授予權仗 (B)明鄭以合作取代衝突，如林圯赴南投開墾即為代表  

(C)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以土牛紅線嚴格限制原住民居住範圍 (D)日治時期以改變原住民文化為主，如以

拼音拼出原住民語，稱為「新港文書」。  

30. （  ）資料一：「這個國家普遍將鄭成功視為是征服臺灣的先驅與民族英雄，還曾有國內的一位劇作家寫了一本《國

姓爺合戰》的歌舞伎劇本，描述鄭成功解救明朝公主，並協助永曆帝平定天下。」 

資料二：「鄭氏最大的功績就是收復臺灣，對抗西方帝國主義，應為吾輩中人的表率。」 

資料三：「這些人普遍將鄭成功的形象描繪成殘暴的惡魔，極為嗜血。」 

以上三則資料較有可能分別代表誰的立場？  

(A)荷蘭；清朝；國民政府 (B)中共；國民政府；日本 (C)日本；中共；荷蘭 (D)日本；清朝；荷蘭  

31. （  ）陳大在偶然的情況下得到一份寫著「大明澎湖安撫司……」等相關文句的古文書。請問陳大在進行研究時，

對於這份古文書的性質應有怎樣的認識？  

(A)這份文書為假，因為明朝從未在澎湖設置過官府 (B)這份文書為假，安撫司應為清朝時在澎湖設立的 

(C)這份文書為真，安撫司是明太祖時在澎湖設立的 (D)這份文書為真，安撫司為鄭氏時期在澎湖設立的  

32. （  ）朝隆末年，陳佛照從原鄉漳州府南靖縣遷來今南投縣竹山鎮社寮，於該地墾荒拓殖；他育有六子，死後留

下公產三甲作為祭祀公業，由六房輪流耕作。輪值耕作公田者，負責該年祭神祖先之費用。此一祭祀組織

屬於下列何者？  

(A)唐山祖 (B)神明會 (C)開臺祖 (D)皇民奉公會  

33. （  ）新莊廣福宮平日來參拜三山國王的群眾相當冷清，但是每逢特定節日，遠從桃竹苗地區前來參拜的人卻不

少，這些參拜者的祖輩很多都是新莊當地的客家人，因為某些因素必須離開新莊。「某些因素」是指  

(A)清廷實施渡臺禁令之後，新莊客家人被迫遷移桃竹苗  

(B)臺灣總督府實施集團移住的政策，客家人移居桃竹苗  

(C)閩、客之間械鬥頻仍，客家人不敵、被迫遷移桃竹苗  

(D)大量軍民跟隨國民政府遷臺，客家人被迫遷居桃竹苗  

34. （  ）某一時期中，臺灣登記繳稅的土地原本只有 35 萬公頃，但政府清查田地時，一舉查出 25萬公頃未登記的

土地。政府重新核定稅額，政府財政收入也因此大幅提高。這個政策最可能實施於何時？  

(A)鄭氏治臺時期 (B)康熙平臺以後 (C)日本統治初期 (D)臺灣光復初期  

以下皆為題組題，請閱讀完資料後回答 

資料一：「郭氏（郭錫瑠）並不氣餒，乃盡賣彰化家產，獨籌二萬餘元，並娶原住民女子為妻，以消除雙方之隔閡衝

突，於乾隆十七年再度興工。翌年，得大坪林地區『金合興』之墾首蕭妙興之助，聯合十二張、七張、十四張、寶

斗厝、二十張等五莊莊民，共同出資協助，於是由青潭大溪導水，匯合既成圳路。」 

資料二：「張達京原居彰化，後來跑到大甲溪南岸的平埔族岸裡社經商，與岸裡社頭目阿穆過從甚密。是年，岸裡社

民，飽受瘟疫的侵襲，張達京熟練中醫，以草藥為社人治病。社人感激涕零之餘，阿穆以女兒妻之，因而張達京俗

稱『番仔駙馬』。」  

35.（  ）某篇文章以資料一與資料二作為引注資料，這篇文章書寫的題目應該是  

(A)清代臺灣的瘟疫傳布 (B)清代漢人越界侵墾之研究  

(C)清代彰化地區開發史之研究 (D)清代漢原通婚之現況研究  

36.（  ）下列哪一臺灣俗語所描述的現象，與該篇文章的題目有關？  

(A)仙拚仙，拚死猴齊天 (B)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C)順便打彰化 (D)番婦半寡居，番童少雁行  

 

資料一：「鄭成功取得臺灣之後，數萬軍民眷屬隨之入臺，為了解決軍民的糧食問題，農業拓墾成為當務之急……。

對於分派各地駐防的諸鎮官兵，採取寓兵於農的政策，以期軍隊自給自足，稱為『營盤田』。」 

資料二：「鄭成功快速攻下普羅民遮城之後，原以為很快就可以攻下熱蘭遮城，但三個月之後，糧食不濟，所以除

去圍城部隊之外，其餘部隊移往各地農耕，以支持圍城戰。」  

37.（  ）以上兩段資料討論的主題是  

(A)鄭氏攻臺戰役的艱困 (B)鄭氏屯田政策的原因  

(C)軍屯制在臺灣施行的細節 (D)鄭成功攻臺時的戰術活動  

38.（  ）比較兩段資料的觀點與看法，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兩者看法不同，但都同意鄭氏曾經進行屯田 (B)兩者看法不同，後者認為鄭氏早就打算屯田  

(C)兩者看法相同，都認為鄭氏早就規劃屯田 (D)兩者看法相同，都認為鄭氏並未規劃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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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臺灣道吳大廷知會英領事說：「生番不歸地方官管轄，外國商人不可擅入番境，以免滋事。」資料二：美

國李仙得領事帶領通事等人，親赴火山地方，面議和約：「嗣後船上設旗為憑，無論中外各國商船，如有遭風失事，

由該番妥為救護，交由閩粵頭人轉送地方官配船內渡；儻若再被生番殺害，閩粵頭人轉為幫拿凶番，解官從重究

治。」  

39.（  ） 請問：這兩段資料所描述是何事件？  

(A)牡丹社事件 (B)羅妹號事件 (C)甲午戰爭 (D)法軍犯臺  

40.（  ） 此一事件凸顯當時的何種現象？  

(A)官府有效管轄權未擴及全島 (B)漢人擅自侵擾生番界內社地  

(C)美國想要占領臺灣土地 (D)當地原住民已成立國家  

 

多選題(41-45題，每題 3分，共 15分。答錯一小題得 2分，答錯兩小題得

1分，答錯三小題以 0分計) 

41. （  ）臺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在日本取得臺灣的當年底，就希望藉由教育將臺灣人改造為「日本人」：

「在維持新領土的秩序上，以威力征服其外形的同時，應另征服其精神，也就是使其日本人化。改造他們

的思想與日本人的思想同化，必須使他們成為完全同樣的國民，而征服精神即是普通教育的任務。」請問

下列哪些政策符合學務部長的主張？  

(A)公學校和小學校 (B)日臺共學 (C)六年義務教育 (D)皇民化運動 (E)成立臺中中學校  

42. （  ）附表是清治臺灣時期的動亂統計表。根據此表分析當時社會狀況，以下哪些推論是合理的？ 

楊碧川，《臺灣歷史年表》（臺北：自立，1990） 

分期 年代 年數 
動亂次數 

每幾年發生1次 
民變 械鬥 合計 

一 
1683～

1781 
99 6 2 8 12.38 

二 
1782～

1867 
86 33 26 59 1.46 

三 
1868～

1894 
27 3 0 3 9.00 

1683～1894 212 42 28 70 3.03 

(A)第一期的械鬥次數較少，可作為在臺漢人逐漸在地化的證據之一  

(B)第二期的械鬥頻率顯示出當時在臺漢人的利害衝突加劇  

(C)第三期的械鬥次數反映出開港通商後工作機會增加，羅漢腳減少  

(D)從動亂頻率可知，符合清代官員所述「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E)第二期民變遽增與清政府強推開山撫番政策有關  

43. （  ）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是近幾年研究重點之一，我們應該有哪些正確或合理的論述？  

(A)原住民族的傳說與歌謠，對研究原住民族歷史並未有多大幫助  

(B)荷蘭人統治期間的檔案資料或傳教士見聞之紀錄，是很珍貴的研究史料  

(C)日本統治期間，日本學者也進行研究，但因異族殖民統治，其結論與成果不值得參考  

(D)清朝統治，官方將臺灣的原住民族分為生番、熟番；日本統治，則分為平埔族及高砂（高山）族  

(E)原住民族的政治組織以部落（社）為單位，未曾建立跨族群、部落的政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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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甲)1947年 3 月 2日陳儀對民眾廣播：「本人同意組成處理委員會，來解決此次事件，除了官吏和議員外，

也由各團體中選出代表出席。」 

(乙)1947年 3月 3 日馬尼拉電臺報導：「組成一團的臺灣民兵，手持槍械，攻擊美國駐臺領事館，公然反叛

政府。」 

(丙)大阪廣播：「臺灣全島平安無事，行政長官陳儀完全拒絕島民的要求。」 

(丁)當時臺灣人民利用國內警察通訊網、電力公司、製糖公司；陳儀的手下鄭南渭則掌握廣播電臺及海外

通訊網。 

由以上四則資料，下列哪些是合理的推論？  

(A)陳儀對島內、海外均有掩飾事實之意圖  

(B)陳儀對通訊之掌握使後人研究難度提高  

(C)陳儀以和平方式處理二二八事件為事實  

(D)國外的報導恐怕與二二八實情會有出入  

(E)歷史材料蒐集來源豐富，仍難以重建歷史真相  

45. （  ）表一是 1945年縣市參議員在日治時期曾擔任公職的情形；表二是 1945年縣市參議員在 1950～1951年第一

屆縣市議員選舉中的參政情形。比較表一與表二，可以得知哪些訊息？ 

表一 1945年縣市參議員在日治時期曾擔任公職的情形 

 
縣市參議員人

數 

曾擔任日治時期公職 

小計 

N % 

舊臺北縣 42 24 57.1 

舊臺中縣 66 47 71.2 

舊臺南縣 75 53 70.7 

高雄縣 59 34 57.6 

花蓮縣 11 4 36.4 

表二 1945年縣市參議員在 1950～1951年第一屆縣市議員選舉中的參政情形 

 
縣市 

參議員人數 

參加第一屆縣市議員選舉 

小計 當選 落選 

N % N % N % 

舊臺北縣 42 10 23.8 6 14.32 4 9.5 

舊臺中縣 66 17 25.8 14 4.5 3 4.6 

舊臺南縣 75 30 40.0 22 29.3 8 10.7 

高雄縣 59 21 35.6 12 20.3 9 15.3 

花蓮縣 11 2 18.2 2 18.2 0 0.0 

(A)臺灣政權由日本轉移給中國初期，對本土政治菁英流動影響大 (B)在日治時期後期，臺灣總督府已充

分給予臺灣人在政治上的自治權 (C)日治時期承受許多政治挫折，導致臺灣人對於政治參與不熱衷 (D)

在中國接收後，來自大陸的官員與本土菁英在政治上充分合作 (E)從參議員到縣市議員，本土菁英在政治

領域的參與度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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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選題 10％（請作答於答案卡後，請標明題號，未標明清楚每小題扣一分） 
 

一、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領有臺灣之後，清廷初期是以消極的態度治理臺灣，主要考慮的是「防患」，對漢人移墾採取封禁的政策。康熙

朝對於臺灣聚居大量漢人移墾人口深具戒心，認為這些人可能會惹是生非，或打破族群間的均衡，引起社會動盪。

然而，在大陸移民偷渡來臺無法禁絕，而福建對臺灣糧食的依賴又日益加深的情況下，僵硬的封禁政策不斷地遭受

挑戰。 

  熟悉臺灣情況的藍鼎元從現實的可行性與統治的實效來挑戰既定政策。他的論點強調，消極的封禁已經不可能

阻遏不可逆轉的移墾潮流，清廷應改以積極的態度來面對開發，將以單身移民為主要人口成分的畸形社會結構正常

化，扶植一個能滿足百姓生計的農民社會，如此才能真正達成社會安定與有效治理臺灣。為此目的，他建議開放番

地、民番一體對待，排除過去封禁政策下對開發所設下的諸般限制。 

  

1.藍鼎元建議排除封禁政策是因為看到什麼問題？2% 

2.清初封禁政策與藍鼎元的建議有何共同目的，又兩者差異何在？5% 

 

二、請閱讀下列資料回答問題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曾針對臺灣人與在臺的日本人分別設立公學校與小學校，但 1922 年以後，一些臺灣人已可進入

小學校就讀。例如 1929年，臺南人劉秀華原本在公學校就讀，為了追求課業卓越，劉秀華在二年級時參加考試後，

轉到「花園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 數十年後，劉秀華回憶起學校生活，她在公學校一年級時，各科成績皆是「甲」，

但轉到小學校後，除了算術和唱歌之外，其他科目的成績都降為「乙」。她認為這種情況，主要是語言上的學習障礙

所造成的。 

  劉秀華從小學校畢業後，考上主要是日本人就讀的「州立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今國立臺南女中）。她記得當

時的一位同班同學劉惠露，因為父親是大日本帝國的官員，所以非常喜歡日本，一心一意想當日本人。劉惠露曾對

同學說：「我叫劉惠露，但希望大家叫我露子。」因此同學平時都叫她「露子」。有一天，劉惠露和一位日本同學吵

了起來，那位日本同學竟激動地罵劉惠露：「為什麼？為什麼？明明妳的名字是劉惠露，為什麼要叫妳露子啊！」劉

秀華看見這個場景，心中突然有個聲音響起：「啊，太好了。」她繼續想著：「我既不是秀子，也不是華子。」這件

事後來一直保留在她的記憶中。 

  

1. 根據文本主旨，日治時期臺灣學生與日本學生有何不同？ (A)臺灣與日本學生必須分別進入不同學校 (B)臺

灣學生的家庭職業比日本學生低下 (C)臺灣學生不全然被日本學生認同 (D)日本學生算數與唱歌程度較臺灣

學生為佳 1％ 

2. 承上題，你為什麼選擇這個答案，是根據短文的那一部分做為證據？ 2％ 



108學年度高一歷史期中考答案卷 

1. c 

2. b 

3. d 

4. d 

5. a 

6. c 

7. d 

8. b 

9. b 

10. c 

11. b 

12. c 

13. A 

14. A 

15. A 

16. C 

17. B 

18. Ａ 

19. A 

20. C 

21. B 

22. A 

23. B 

24. D 

25. B 

26. A 

27. B 

28. C 

29. A 

30. C 

31. D 

32. C 

33. C 

34. C 

35. D 

36. B 

37. B 



38. A 

39. B 

40. A 

41. Bcd 

42. Bcd 

43. Bd 

44. Abde 

45. Ae 

 

非選 

一、 

1.因男女比例失衡，使社會不安 

2.皆以社會安定為目標，清朝為怕漢人動亂，是以限制的方式進行。藍鼎元則

看到偷渡盛行產生更多問題，不如開放積極治理。 

 

二、 

1.Ｃ 

2.為什麼要稱你為露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