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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   國一 歷史科 試題 

命題範圍： 第二冊第 3章~第 4章   [電腦畫卡]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單一選擇題(共50題，每題2分) 

1.0附表為臺灣歷史上官方曾推行的四項文教措施，其中何者開始施行的時間最晚？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臺灣文教措施 

甲 開辦教育，設立公學校，傳授基礎知識。 

乙 教導新港社等地原住民以羅馬字拼注母語，閱讀《聖經》 

丙 興建孔廟、設置明倫堂，教授儒學。 

丁 成立西學堂與電報學堂，培養相關建設人才。 

2.0「出身於霧峰的□受了梁啓超的影響，日後在臺灣積極領導非武裝抗日運動。他不僅是臺灣文化協會的總理，

並發起歷時十四年之久的請願運動，直到『皇民化運動』時，才被打壓沉寂。一向不說日語、不著和服的他，

為了讓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能過得更好，一輩子與日本人周旋。」上文中的缺空處應是指下列何人？  

(Ａ)蔣渭水 (Ｂ)丘逢甲 (Ｃ)唐景崧 (Ｄ)林獻堂。 

3. 下列哪一個社會狀況，是在日治時期可能見到的情形？(甲)小孩子逃避打預防針(乙)請西醫開立死亡證明(丙)

看時刻表搭乘火車(丁)定期從事環境清掃工作  (Ａ)甲乙 (Ｂ)丙丁 (Ｃ)乙丙丁 (Ｄ)甲乙丙丁。 

4.0民國 50、60 年代時的臺灣，當時任何書籍的出版都必須經過審查，甚至報紙、雜誌、流行歌曲等發行也要經

過審查的手續。上述的情況是因為下列哪一法令的規定？ (Ａ)《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Ｂ)《解嚴令》 

(Ｃ)《選舉罷免法》 (Ｄ)《戒嚴令》。 

5.日治時期，日本人由官方撥發經費，在山地辦理「蕃童教育」。請問：日本官方重視「蕃童教育」的原因為何？

  (Ａ)方便開發山地資源 (Ｂ)加強殖民統治 (Ｃ)為原住民培養人才 (Ｄ)提升生活品質。 

 

6.0關於二二八事件發生背景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臺灣民眾覺得受到歧視(乙)物價上漲(丙)政府實施統制

經濟，限制民間經濟活動(丁)社會秩序不穩  (Ａ)甲乙丙 (Ｂ)甲丙丁 (Ｃ)乙丙丁 (Ｄ)甲乙丙丁。 

7.0臺灣歷史上，自何時開始，臺灣普遍設置西醫診所，臺北開始有自來水及下水道系統，臺灣人口快速增加？ 

 (Ａ)清領前期 (Ｂ)清領後期 (Ｃ)日治時期 (Ｄ)中華民國時期 

8.0下列何人在民國 49 年試圖籌組中國民主黨，卻遭到政府的壓制，而以「涉嫌叛亂」等罪入獄？  (Ａ) 

蔣渭水 (Ｂ)陳誠 (Ｃ)陳水扁 (Ｄ)雷震。 

9.0日治時期，總督府推行初等教育的主要目標為何？  (Ａ)讓大家都能認識日文，進而增進日本文學的發達 

(Ｂ)使臺灣人民對於日本政府更為忠誠 (Ｃ)希望透過教授生活知識，讓臺灣沒有文盲 (Ｄ)讓每個臺灣人在

面對西方人的時候都能夠很有禮貌。 

10.有一本書上寫到：「此時，政府視教育為同化臺灣人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臺灣實施西式教育。初等教育以六年

制學校為主軸，取代了原先傳統書院、學堂，對日後教育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這應是描述下列哪一時期的情

況？   (Ａ)荷蘭統治時期 (Ｂ)鄭氏統治時期 (Ｃ)清朝統治時期 (Ｄ)日本統治時期。 

 

11.0有一段文字提到：「此一運動雖然功敗垂成，但它是臺灣武力抗日運動轉變為近代政治運動的第一個嘗試；而

且，它是日治時期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政治運動。」若以這段敘述來看，此一運動的宗旨與何者有關？ 

 (Ａ)臺灣議會 (Ｂ)南進政策 (Ｃ)農業臺灣 (Ｄ)放足斷髮。 

12. 附圖是某份報紙報導臺灣官商勾結、貪汙腐敗，造成物價飛漲的情形。此圖的內容是反映出哪一時期的情況

？  (Ａ)日治後期 (Ｂ)光復初期 (Ｃ)鄭氏時期 (Ｄ)清領時期。 

 
13. 小花到樹中圖書館翻到一部小說這樣寫道：「柏升開始對教育有了懷疑。最少是對教育方法有所懷疑。想起來

有很多不能了解的。比如小學校按照學則辦理，為什麼公學校把重點放在農業教育？」請問：這本小說最有可

能描述哪一年代，哪一地區的故事？  (Ａ)荷治時期，臺南 (Ｂ)清朝時期，福建 (Ｃ)日治時期，臺北 

(Ｄ)中華民國時期，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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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承上題，在小學校和公學校接受教育的，最有可能為哪些人？ (Ａ)小學校是外省人；公學校是本省人 (Ｂ)

小學校是荷蘭人；公學校是原住民 (Ｃ)小學校是日本人；公學校是臺灣人 (Ｄ)小學校是滿清人，公學校是

漢人。  

15.0臺灣政治史上，首位由人民直選產生的總統是下列何人？  (Ａ)蔣經國 (Ｂ)李登輝 (Ｃ)陳水扁 (Ｄ

)蔣中正。 

 

16.0有關日治時期臺灣高等教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在學的學生以臺灣人為主 (Ｂ)主要是在滿足在

臺日人的升學需要 (Ｃ)是一個專為臺灣人設置的研究機構 (Ｄ)超過當時日本本國的學術水準。 

17.0民國 89 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當選總統，其所代表的政治意義為何？  (Ａ)臺灣總統首次直選 (Ｂ)民

主政治的開端 (Ｃ)當選之選票超過半數 (Ｄ)臺灣首次政黨輪替。 

18.「張燈結彩喜洋洋，勝利歌兒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莊，臺灣光復不能忘……。」以上這首《臺灣光復紀念歌

》，是為了慶祝臺灣脫離哪個政權的統治？  (Ａ)荷蘭 (Ｂ)明鄭 (Ｃ)清朝 (Ｄ)日本。 

19.0西元 1926 年，小花的阿公與一群朋友由基隆上船，到日本接受大學教育。當時臺人有志青年踴躍前往日本留

學，至西元 1945 年為止，留日學生共達二十萬人，其中，大專畢業生總數達六萬餘人，以習醫的最多，習法、

商及經濟的居次。下列哪一項原因造成當時此種風潮？  (Ａ)臺人在臺灣升學不容易 (Ｂ)日本教育制度

較為公平 (Ｃ)臺灣沒有高等教育學校 (Ｄ)日本倡導學術研究政策。 

20.0現今臺灣地區兒童年滿六歲進入國民小學，接受義務教育。在臺灣史上，這種學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制度

最早在什麼時候即已實施？  (Ａ)清領時代前期 (Ｂ)清領時代後期 (Ｃ)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Ｄ)中

華民國在臺灣時期。 

 

21.0民國 40、50 年代，情治單位往往不依法律程序逮捕民眾，也未經正常、公開的司法審判便予以定罪，造成人

心惶惶不安，稱為什麼？  (Ａ)白色恐怖 (Ｂ)綠色執政 (Ｃ)國共內戰 (Ｄ)動員戡亂。 

22.0附表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西元 1944 年 4 月臺灣島內公私立學校以上的學生人數。下列對表中資料的解讀，

何者正確？  (Ａ)臺灣子弟未能享有與日本人相同的教育機會 (Ｂ)臺灣人和原住民就學人數比例高 (

Ｃ)高等教育設施能滿足臺人子弟需求 (Ｄ)臺人子弟可自由報考大學各個科系。 

學校別 學校數 日本人學生 臺灣人學生 原住民學生

中學校 22 7,230 7,881 7 

職業學校 27 5,367 9,194 18 

女子中學 22 8,396 4,853 11 

師範學校 4 2,364 520 2 

專科 4 1,529 459 1 

高等學校 1 110 10 0 

大學 1 227 106（醫科104） 0 

 

23. 日本治臺初期，臺民不斷發起武裝抗爭活動，拒絕接受日本統治；到一九二○年代起，漸漸轉變為社會運動

，以較溫和的手段向日本政府提出臺人的訴求。請問：下列何者是當時最主要的訴求？  (Ａ)改善衛生 

(Ｂ)整頓治安 (Ｃ)改革政治 (Ｄ)普及教育。 

24.0花爺爺回憶年輕時，曾和朋友們在全台各地舉辦講習會，推廣法律、衛生等觀念，也用戲劇、電影、音樂會

等方式傳播新知。根據上述，花爺爺最有可能是參加下列哪一個時期的活動？  (Ａ)1900年日本慶祝在

台開始統治 (Ｂ)1919年五四運動爭主權 (Ｃ)1920年臺灣文化協會推廣活動 (Ｄ)1950年青年遊行爭民主。 

25.0臺灣史上的「白色恐怖」，是指下列哪一個時期政府對臺灣人民人權及自由的戕害？  (Ａ)日本殖民統治

時期 (Ｂ)戒嚴時期 (Ｃ)解除戒嚴後 (Ｄ)政黨輪替後。 

 

26.0(甲)蔣經國(乙)陳水扁(丙)李登輝(丁)蔣中正。上述歷任中華民國總統按其任期時間先後排列，正確的是下

列何者？  (Ａ)丁甲丙乙 (Ｂ)乙丙丁甲 (Ｃ)丙丁甲乙 (Ｄ)甲丁乙丙。 

27.0早期的臺灣社會現代衛生習慣及守法觀念均未建立，瘴癘廣泛流傳，民間私自械鬥不斷，直到何時臺灣才建

立起現代衛生及守法觀念？  (Ａ)荷治時期 (Ｂ)鄭氏時期 (Ｃ)清領時期 (Ｄ)日治時期。 

28.0西元 1923 年，臺灣有一份報紙刊載：「……臺灣有三百六十萬同胞，卻沒有一個代表我們言論的機關，使世

間的人幾乎不知天下有個臺灣……。」因此，當時的知識分子積極推動下列哪一種運動？  (Ａ)兩性平權 

(Ｂ)啓迪民智 (Ｃ)維護傳統 (Ｄ)改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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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附圖是西元 1900～1940 年間，臺灣總督府推動某項教育政策的普及率曲線圖。請問：該項政策為下列何者？

 (Ａ)重視職業教育 (Ｂ)推廣日語 (Ｃ)普遍設立大學 (Ｄ)鼓勵留學教育。 

 
 

30.0威權統治時期，臺灣政治處於一黨獨大的局面。當時的臺灣政壇主要是由下列哪一政黨掌控了國家的政治資

源？  (Ａ)民主進步黨 (Ｂ)中國國民黨 (Ｃ)親民黨 (Ｄ)青年黨。 

 

31.0日本統治臺灣之初，曾視臺灣為亟需建設之地，尤其臺灣社會的三大陋習，更是改革之首要。下列何者不屬

於日本人眼中的三大陋習？  (Ａ)羅漢腳充斥 (Ｂ)吸食鴉片 (Ｃ)纏足 (Ｄ)辮髮。 

32.0民國 76 年，在歷經長時間的戒嚴後，正式宣布解除戒嚴的總統是下列何人？  (Ａ)蔣經國 (Ｂ)陳儀 

(Ｃ)蔣中正 (Ｄ)陳誠。 

33.0臺灣在日本統治期間，人口數由近 300 萬增加到 600 多萬，人口增進迅速。下列何者是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

因？  (Ａ)日本地狹人稠，眾多日人移民來臺謀生 (Ｂ)為提高蔗糖產量，日人招募華南居民來臺 (Ｃ)糧

食充裕，公共衛生觀念及現代醫療制度建立 (Ｄ)南進政策需大量人力，殖民政府積極獎勵生育。 

34.0日治時期，總督府對鴉片實施漸禁政策的原因為何？ (Ａ)鴉片吸食人口太多，禁不勝禁 (Ｂ)鴉片無害，何

必禁止 (Ｃ)企圖抑制臺灣的人口成長 (Ｄ)總督府可從鴉片之中賺取大量利潤。 

35.0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明令全國動員戡亂，是因為當時國家正處於何種狀況？  (Ａ)抗日戰爭退敗 (Ｂ

)二二八事件擴大 (Ｃ)中共全面發動內戰 (Ｄ)八二三炮戰發生。 

 

 

36.0附表是近二十年來臺灣社會所發生的重要紀事。根據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影響這些社會變革的客觀

條件？  (Ａ)人權與自由 (Ｂ)宗教與習俗 (Ｃ)科技與經濟 (Ｄ)倫理與道德。 

民國（年） 紀事 

76 臺澎地區解除戒嚴 

80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85 首次總統、副總統直接民選 

 

37.0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後，由陳儀擔任臺灣行政長官，但陳儀卻實行高壓統治。當時為了統治臺灣所設立的

機構名稱為何？  (Ａ)臺灣省政府 (Ｂ)臺灣民主國 (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Ｄ)臺灣議會。  

38.0日治時期，有一位知識分子認為臺灣人患有「智識的營養不良」症，普遍顯現以下症狀：「道德頹廢、物欲旺

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圖小利、腐敗、虛榮……等。」上述的知識分子應是指下列何人？  (Ａ

)蔣渭水 (Ｂ)林獻堂 (Ｃ)唐景崧 (Ｄ)丘逢甲。 

39.0小花看某部電視劇，劇中出現這樣的標語：「天足是健康的象微，婦女可以解脫束縛，自由行動。」這樣的宣

導內容最可能出現在哪一時期的臺灣社會？（天足：未經纏裹的腳）  (Ａ)中華民國時期 (Ｂ)鄭成功

統治時期 (Ｃ)清朝統治時期 (Ｄ)日本統治時期。 

40.0臺灣歷史上的某個時期，總統具有緊急處分權。總統的此項權利是由下列哪一法案所賦予的？  (Ａ)《

戒嚴令》 (Ｂ)《解嚴令》 (Ｃ)《中華民國憲法》 (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41.0日本統治時期，曾出現下列的政策及運動，其中何者是臺灣人站在自身立場，為維護臺灣人權益而提出？ 

 (Ａ)南進政策 (Ｂ)皇民化運動 (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Ｄ)「農業臺灣、工業日本」政策。 

42.0民國 76 年 7 月以後，臺灣新的政黨紛紛成立，新的報紙紛紛刊行，這與下列哪一項措施有關？  (Ａ)解

除戒嚴 (Ｂ)終止動員戡亂 (Ｃ)實施地方自治 (Ｄ)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 

43.0民國 36 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對日後臺灣歷史的發展有重大影響，而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為何？  (Ａ)政

府官員查緝私菸不當 (Ｂ)外省籍軍人與臺籍民眾發生衝突 (Ｃ)陳儀擔任臺灣行政長官兼任警備總司令施行

高壓統治 (Ｄ)臺灣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嚴重。 

44.0光復初期，臺灣人民歡欣鼓舞迎接中華民國官員前來接收與統治，但隨後即逐漸對政府感到失望與不滿。尤

其是受到哪一因素的影響，致使臺灣物價飛漲、社會秩序因而不穩？  (Ａ)中國大陸國共內戰 (Ｂ)民

主運動蓬勃發展 (Ｃ)日本會社撤離臺灣 (Ｄ)政府派兵實施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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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因得到日本政府的特許，集權於一身，形成如皇帝般的獨裁。一九二○年代起，臺

灣一些有志之士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企圖爭取何種權力？  (Ａ)行政權 (Ｂ)立法權 (Ｃ)

司法權 (Ｄ)軍事權。 

 

 

46.0附表為臺灣於 20 世紀初數個社會團體成立的情形。經過這些團體的努力，臺灣社會出現什麼樣的轉變？ 

 (Ａ)吸食鴉片人口大量減少 (Ｂ)婦女便於從事生產工作 (Ｃ)民眾養成守法守紀習慣 (Ｄ)臺灣甘蔗收購

價格提高。 

會名 發起人 設立時間 

臺北天然足會 黃玉階 1900 年 3 月 

臺南天足會 許廷光 1900 年 6 月 

基隆天然足會 許梓桑 1903 年 11 月 

臺北解纏會 陳宇卿 1911 年 8 月 

宜蘭解纏足會 黃張氏 1912 年 1 月 

彰化解纏足會 楊吉臣夫人 1914 年 11 月 

臺中解纏足會 林獻堂夫人 1914 年 12 月 

 

47.0從民國 37 年開始，一直到民國 64 年為止，蔣中正一共做了 5 任的總統。蔣中正可以連選連任這麼多次，他

的法源基礎為何？  (Ａ)《中華民國憲法》 (Ｂ)《戒嚴令》 (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Ｄ)

《地方自治條例》。 

48.0民國 68 年臺灣的黨外人士以政治改革為訴求，在高雄市舉行大遊行，但不幸演變為流血衝突，大多數黨外人

士遭到逮捕，以叛亂罪嫌起訴。上述的事件是指下列何者？  (Ａ)西來庵事件 (Ｂ)二二八事件 (Ｃ)美

麗島事件 (Ｄ)霧社事件。 

49.若仔細觀察台灣社會，仍可發現部分本省籍老年人，對於外省籍官員或是國民黨，抱持著深切的敵意。這可能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不良影響？  (Ａ)苗栗事件 (Ｂ)二二八事件 (Ｃ)韓戰 (Ｄ)紅色恐怖 

50.中央銀行自西元2010年8月開始，發行「蔣渭水先生10元紀念流通幣」。此外，同年的臺北藝術節，壓軸節目就

是9月在國家戲劇院登場的「渭水春風」音樂劇。請問這位歷史人物曾留下何種事蹟？  (Ａ)組織中國民

主黨 (Ｂ)創建台灣民主國 (Ｃ)組織皇民奉公會 (Ｄ)創立台灣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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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一  歷史 科試題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D  D  B  D  C  D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C  C  B  B  D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A  C  C  B  A  D  B  B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A  C  D  C  A  C  A  D  D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A  A  A  B  B  C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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