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縣立樹林高中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段考中一歷史科試題 
命題範圍：翰林版第二冊單元五~單元六 

一、選擇題 : (1~20--每題 3 分，21~40--每題 2 分) 

1.下列哪一位總統提出「務實外交」，持「兩國論」

看法，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希

望藉此參與國際事務，確立台灣的國際地位？ 

(A)蔣中正 (B)李登輝 (C)嚴家淦 (D)陳水扁 

2.下列哪一國並非「亞洲四小龍」之一？ (A)南韓 

(B)新加坡 (C)馬來西亞 (D)中華民國 

3.政府在民國 84 年開辦那一項健康保險？（A）勞

險（B）軍險（C）農險（D）全民健保 

4.民國 60 年代後，台灣人口成長率下降，其主因是

受何事件的影響？（A）糧食減產（B）大家不愛

生小孩（C）傳染病流行（D）政府推行家庭計畫 

5.隨著兩岸往來益趨密切，由政府單位的行政院和

民間分別成立什麼機構，專責大陸事務？(A）陸

委會、海基會（B）國家統一委員會、陸委會（C）

海協會、海基會（D）陸委會、紅十字會 

6.國家統一綱領，簡稱「國統綱領」，由於「國統綱

領」已經失去了其最高指導原則的作用，變成一

紙空文，最後由哪一位總統宣布「終止適用」？ 

 (A)馬英九(B)陳水扁(C)李登輝(D)蔣中正 

7.民國 90 年，政府已開放金門及廈門間的「小三

通」。回想過去的兩岸關係發展，面對中共提出的

三通挑戰，台灣最早是以何種政策回應？ 

 (A)和平談判(B)開放探親(C)一國兩制(D)三不政策 

8.每當連續假期時，「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及

桃園國際機場總是車潮、人潮為患，請問：這兩

項建設的出現，是當年政府推動哪個經濟建設計

畫的結果？ 

 (A)十四項建設(B)國家建設六年計畫(C)十二項建

設(D)十大建設 

9.如花是「高雄加工出口區」內的一位工廠女作業

員，請問：加工出口區的設置始自下列民國哪一

個年代的經濟建設？(A) 30 年代(B) 40 年代(C) 50

年代(D) 60 年代 

10.戰後台灣在各方面的建設成績斐然、舉世共睹。

尤其是在哪方面締造奇蹟，被列為「亞洲四小龍」

之一？ (A)教育 (B)經濟 (C)文化 (D)政治 

11. 1945 年台灣人口約 600 萬人，至 1950 年戶籍人

口增為為 750 萬人。請問：當時人口急遽增加的

原因為何？ (A)衛生條件改善 (B)外省族群移

民遷台 (C)經濟成長快速 (D)國共內戰結束，死

亡率下降 

12.民國 38 年，為了改善佃農生活，政府首先推動

哪一項土地改革措施？(A)耕者有其田 (B)三七五

減租 (C)公地放領 (D)農地重劃 

13.民國 70 年代，政府為推動產業升級，在何地成

立台灣第一座科學工業園區？(A)新竹  (B)台南 

(C)南投 (D)內湖 

14.戰後初期的台灣，不少人曾經因為說「方言」被

處罰，這是因為當時政府正大力推廣「國語運

動」，請問這時的「國語」指的是何種語言？        

 (A)閩南語 (B)客家語 (C)日語 (D)北京話 

15.台灣街頭時常可看到「北京烤鴨」、「雲貴小吃」、

「山東大饅頭」等各式招牌，請問這些大陸各省

的飲食文化，大多自何時傳入台灣？  (A)政府遷

台前後 (B)清領末期 (C)日治時期 (D)退出聯合

國之後 

16.下述哪一個是民國 80 年代，台灣所加入的國際

組織？(A)WHO (B)WTO (C)UN (D)APEC      

17.有一首閩南語歌曲「田莊兄哥」，歌詞提到一位

南部年輕人要到台北去打拼賺錢，不願「再聞田

莊土味」，「不願再騎犁田水牛」。請問：這位年輕

人到台北的故事背景是在什麼時候?       

 (A)台灣光復初期 (B)土地改革時期 (C)急速工業

化時期 (D)台商投資中國大陸時期 

18.胡爸說:「當我年輕時，年輕人最流行的穿著是迷

你裙和牛仔褲」，請問:這是受到哪一國家文化的影

響？   (A)日本 (B)美國 (C)中國 (D)韓國 

19.哪一事件發生後，中共對台灣改採「和平統戰」

策略？(A)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B)美國與中共建

交(C)韓戰爆發(D)八二三炮戰後 

20.「八二三砲戰」是中共企圖以武力攻取台灣的明

證，請問當時台灣是處在何種背景之下？（A）退

出聯合國（B）美國建立圍堵政策中的西太平洋防

禦的一環（C）打破中共外交封鎖（D）頒布國統

綱領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翻頁續答】 



21.小英隨父母去旅遊，參觀了「古寧頭戰史館」和 

「八二三戰史館」，其中陳列的文物資料令她印象深

刻，請問她是去何地旅遊？（A）澎湖（B）金門

（C）馬袓（D）蘭嶼 

22.目前兩岸問題關鍵點在何處? (A)台灣堅持「三不

政策」 (B)中國訂《反分裂國家法》堅持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 (C)台灣仍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D) 中國以海基會為單位，揚言以武力解放台灣 

23.ICRT 是目前台灣頗富知名度的電臺，前身是美軍

廣播電臺，其播放的熱門音樂，為喜愛美國流行

文化的人士所熱愛。請問：ICRT 最早有可能是何

時即存在？ (A)光復初期 (B)韓戰爆發後 (C)

解嚴後 (D)退出聯合國後 

24.由於下列何事的發生，美國宣布終止《中美共同

防禦條約》，對台灣國際處境打擊甚大？ (A)韓戰

爆發 (B)台美斷交 (C)越戰的失利 (D)中共加

入聯合國 

25.近年來台灣處處可見具有「東南亞」風味的商店

與「外籍配偶」及其下一代，由此所顯示的意涵

為何？ (A)台灣出生率高，人口增加快速 (B)

台灣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衡 (C)台灣社會是多元

文化的融合 (D)台灣本土意識沒落 

26.隨著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逐漸

被中共所取代，民國 60 年代就發生了哪兩件外交

挫折？ (A)加入 WTO 被拒／台美斷交 (B)加入

聯合國被拒／台美斷交 (C)退出聯合國／台美斷

交 (D)退出聯合國／加入 WTO 被拒 

27.自政府遷台後，針對兩岸關係所實施的策略先後

順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甲)三不政策(乙)反攻

大陸，確保台灣(丙)文化交流 

(Ａ)甲乙丙(Ｂ)乙甲丙 (Ｃ)乙丙甲(Ｄ)丙甲乙 

28.阿美為了寫歷史報告，上網搜尋有關「政府扶植

本地發展紡織業」以及「限制外國商品進口」等

資料，由此可知她的報告主題是？  (A)土地改革  

(B)進口替代政策  (C)出口導向政策  (D)經濟自

由化與國際化 

29.所謂的「美援」，是指美國對台灣的援助，而下

列何者並非援助的項目？ (A)軍事 (B)經濟  

(C)外交 (D)反攻大陸。 

30.民國 60、70 年代，臺灣本土意識逐漸昂揚，掀

起回歸鄉土、關懷社會的熱潮。請問：下列何者

是當時的背景？ (A)國際外交陷入困境  (B)臺灣

經濟低迷不振  (C)政府推行十大建設  (D)反共

愛國意識強烈  

31.最近政府或學者都大聲疾呼要增加出生率，請問

主因為何？ (Ａ)外移人口嚴重，不符合現在社會

需求(Ｂ)大陸新娘太多，很可能會在得到參政權

後，奪得台灣政權(Ｃ)人口逐漸高齡化，未來生產

能力會不足(Ｄ)少子化使很多學校要關門 

32.「一國兩制」的真意為何？(A)在一個中國的前提

下，中國與台灣各為主權獨立之國(B)台灣成為與

中國不同制度的特別行政區(C)兩岸皆放棄共產主

義，實施民主政治(D)台灣與中國形成聯邦國 

33.下列關於「三通」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台

灣政府同意立刻與中共進行「三通」 (B)「三通」

指的是通商、通郵、通航 (C)「三通」的提出，

使得兩岸間的軍事關係升溫 (D)「三通」適用的

地區包括香港、澳門與台灣 

34.中共對台「和平統戰」策略，其方案為何？(甲)

倡議雙方「三通」(乙)發表和平統一方針，提出一

國兩制(丙)表明願放棄武力犯台(丁)承認台灣為

一主權獨立政治實體： 

  (A)甲乙(B)乙丙(C)乙丁(D)甲丁 

35.台灣是在民國哪一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

育」？ (A) 55 年 (B) 56 年 (C)57 年 (D)58 年 

36.近年來政府與民間重視本土文化的發展，下列哪

一項不是發展本土文化？(A)成立客家電視台(B)

重視原住民文化(C)推動國劇(D)母語教學 

37.解嚴後，政府推動許多教育改革措施，但未包括

哪一項？(A)九年一貫課程 (B)入學管道多元化 

(C)發展鄉土教育課程 (D)國語運動 

38.下列那一場戰爭爆發後，美國派駐第七艦隊巡弋

台灣海峽？（A）越戰（B）韓戰（C）波斯灣戰

爭（D）兩伊戰爭 

39.民國 70 年代，工資不斷上漲，為降低成本，所

以政府及民間企業的因應方式是下列哪些項目？ 

(甲)設竹科/產業升級 (乙)出口導向/進口替代 (丙)

十大建設/十二大建設 (丁) 設廠中國/引進外籍

勞工 

 （A）甲乙（B）乙丙（C）丙丁（D）甲丁 

40.民國 40 年代左右，死亡率開始下降原因為何？ 

  (Ａ)實施家庭計畫 (Ｂ)出生率大幅增加 (Ｃ)衛

生條件改善 (Ｄ)出現都市化現象。 

 

【試題結束】 



台北縣立樹林高中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段考 

中一歷史科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D D A B D D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B A D A D C B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B B B C C B B D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B B A C C D B D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