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縣立樹林高中９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中一歷史科試題 
命題範圍：翰林版第二冊單元三~單元四 

 

一、選擇題 : (1~20--每題 3 分，21~40--每題 2 分) 

1.紀錄片「跳舞時代」中講述 1930 年代的台灣女子

雙腳可以自由自在跳舞，做「毛斷」女(用臺灣話

「毛斷」翻 MODERN 時髦之意)，因為日治時期

對女子的纏足採取何種政策？(A)重 罰 (B)鼓 

勵 (C)漸 禁 (D)放 任 

2.臺灣人在 1920 年之後，改採以非武裝的政治社會

改革為主要路線。請問：這些知識分子的覺醒是

受到何種思潮的刺激？ (A)新文化運動 (B)民

族自決 (C)科學革命 (D)啟蒙運動 

3.林獻堂等人在 1921 年至 1934 年間，提出多次連

署請願，目的就是呼籲日本政府在臺灣成立何種

組織？ (A)民選議會 (B)國民大會 (C)立法院 

(D)臺灣共和國 

4.介紹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書中說道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

上了船，就是一生。」請問:為何 1949 年有大批的

軍民大遷徙到台灣來？是因為什麼戰爭所導致？

(A)八二三炮戰(B)第一次世界大戰(C)第二次世界

大戰(D)國共內戰 

5.西元 1921 年，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對當時的

臺灣社會有何影響？ (A)促使總督府實施地方自

治 (B)促使總督府調整統治政策 (C)促使總督

府尊重臺灣人的文化 (D)喚醒民族意識 

6.日治時期，臺灣人口增加的原因，不包括 (A)公

共衛生改善 (B)外來人口大量移入 (C)有效防

治傳染病 (D)低死亡率 

7.民國七十五年，突破政治禁忌，成立了政黨，這

是指下列何者？ (A)中國民主黨 (B)臺灣民眾

黨 (C)中國國民黨 (D)民主進步黨 

8.北投溫泉博物館「日式澡堂」和日治時期的哪一

項政策有關？ (A)引進星期制度 (B)建立公共

衛生設施 (C)禁食鴉片 (D)引進司法制度 

9.臺灣人民第一次行使投票權，是在什麼事件展開

之後？ 

   (A)總督府統治臺灣後 (B)苗栗事件爆發後 

(C)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D)西元 1935 年開放地方

議員半數選舉 

10.請問以下哪些是「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背景？，  

 (甲)語言隔閡 (乙)失業嚴重 (丙)物價飛漲 (丁)查

緝鴉片 (戊)實施戒嚴。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丁戊 

11.電影「悲情城市」，描述臺灣光復初期的情況。劇

中梁朝偉扮演一位啞巴，在坐火車時，因為無法

開口講話，差一點被鄰座的本省人圍毆。此劇反

映出當時臺灣社會籠罩在什麼氣氛之下？  

 (A)省籍衝突 (B)白色恐怖 (C)統獨之爭 (D)藍

綠對抗 

12.蔣渭水為臺灣社會開了一份診斷書，認為臺灣人

之病是「知識營養不良」，要投下何種藥方長期治

療？ (A)發展經濟 (B)開發交通 (C)文化運動 

(D)休閒娛樂 

13.鄧麗君名曲「何日君再來」，因為「君」字，被

認為有影射共產黨的軍隊，而遭到禁播，而像四

季「紅」，則是因為有暗示紅軍之嫌，而被改迫改

成四季「謠」，請問：當時許多禁歌或禁書是和下

列哪一法令有關係？(Ａ)《匪徒招降令》(Ｂ)《解

嚴令》(Ｃ)《選舉罷免法》(Ｄ)《戒嚴令》 

14.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時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任命何人擔任行政長官？(A)林獻堂(B)蔣渭

水(C)雷震(D)陳儀 

15.西元 1895 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使得台灣歷

史進入日治時期。直至哪一場戰爭結束後，日本

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A)甲午戰爭(B)

第一次世界大戰(C)第二次世界大戰(D)鴉片戰爭 

16.有一個歷史學家說：「他是 1940 年代後期來到台

灣，初期擁護國民政府，後來發現當局施政破壞

自由、人權，1960 年籌組中國民主黨前夕遭政府

逮捕下獄。」請問：這位學者是在介紹哪一人物

呢？（A）雷震（B）胡適（C）陳儀（D）宋楚瑜 

17.臺灣史上所謂的「戒嚴時期」，是指民國哪一段

時間內？ (A) 34～76 年 (B) 36～70 年 (C) 38

～76 年 (D) 38～83 年         

 

【翻頁續答】 



18.臺灣曾經發生了以下幾項政治事件：(甲)二二八

事件 (乙)雷震事件 (丙)美麗島事件 (丁)中央民

代全面改選。請問：其中有哪些是執政者採用了

強硬的手段？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

丁 (D)甲乙丙丁 

19.臺灣的第一次政黨輪替是指什麼事件？ (A)陳

水扁與呂秀蓮當選為總統、副總統 (B)美麗島事

件 (C)蔣經國與李登輝當選為總統、副總統 (D)

宣布解嚴 

20.在「戒嚴時期」，請問下列哪一項基本人權不受

「戒嚴令」之限制？(A)集會遊行 (B)居住自由 (C)

出版刊物 (D)組織政黨 

21.「戒嚴時期」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仍未停擺。許

多關心政治者在高雄遊行，不料竟演變成流血衝

突，之後被判刑入獄。請問：這是臺灣史上的哪

一事件？ (A) 霧社事件 (B) 二二八事件 (C)

中壢事件 (D)美麗島事件 

22.日治時期「保甲」的工作有很多項是輔助基層行

政。然而，下列哪一個工作並不是「保甲」的工

作？ (A)推廣日語 (B)預防傳染病 (C)制定法

律 (D)調查戶口 

23.日治時期，日人認定的臺灣三大惡習不包括下列

何者？ (A)隨地便溺 (B)吸鴉片 (C)纏足 (D)

辮髮 

24.日治時期由於「解纏足」的運動成功，所帶來的

影響為何？ (A)運動項目變得多元化 (B)女子

讀書的風氣日盛 (C)男女平權 (D)婦女能夠參

與生產工作 

25.電影「淚王子」講述在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的時

代，生活週遭的人隨時都有可能被扣上「匪諜」

罪名，遭到逮捕甚至消失在世界上，造成冤獄的

悲劇故事。請問你覺得這些故事的背景和下列哪

些事件相關呢？(甲)二二八事件  (乙)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制定  (丙)白色恐怖  (丁)美麗島事件 

 (A)甲乙(B)乙丙(C)丙丁(D)甲丁 

26.下列哪一刊物是在日治時期致力提高臺灣文

化，扮演喚醒民族意識及改良社會風氣的角色？ 

(A)《臺灣日報》 (B)《中國時報》 (C)《臺灣

民報》 (D)《自由中國》 

27.台灣史上第一黨指的是 (A)中國民主黨 (B)臺

灣民眾黨 (C)中國國民黨 (D)民主進步黨   

28.下列哪一些社會狀況，是在日治時期可能見到的

情形？(甲)施打預防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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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美麗島事件」對台灣造成何種影響？ (Ａ)政

治從威權逐漸走向民主 (Ｂ) 臺灣人得了政治冷

感症 (Ｃ)菁英分子從此消失(Ｄ)省籍衝突 

30.「美麗島雜誌社」的領導者是(Ａ)「黨外」人士(Ｂ)

民進黨黨員(Ｃ)國民黨黨員(Ｄ)中共黨員 

31.台灣人民在追求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廢除了

「黨禁」與「報禁」，其中關鍵點為下列何者？(A)

實施地方自治(B)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C)

解除戒嚴(D)爆發二二八事件 

32.政府為了「二二八事件」作善後處理，在何處建

有紀念碑？(A)台北市(B)台北縣(C)台南市(D)高

雄市 

33.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總督府將下列哪些與時間有

關的制度移入臺灣？ (甲)星期制 (乙)週休二日

制 (丙)北京時間制 (丁)標準時間制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34.民國 80 年代之後書報雜誌的出版量明顯增加，

當時刊物發行量變多的原因是什麼？ 

(A)解除戒嚴（B）終止動員戡亂（C）臺灣經濟起

飛，人民大量購書（D）配合國家文化建設政策 

二、整合題： 

我國自從行憲後，除了現任的馬英九先生外，前後

共有五位總統：(甲)李登輝(乙)嚴家淦(丙)陳水扁

(丁)蔣中正(戊)蔣經國。請問： 

35.行憲後曾連任五任的總統是誰？ (A)甲 (B)乙 

(C)丙 (D)丁 

36.蔣中正總統逝世後，由誰繼任總統？ (A)戊 (B)

乙 (C)丙 (D)丁 

37.首任民選總統是誰？ (A)甲 (B)戊 (C)丙 

(D)丁 

38.誰擔任總統時，終止了「動員戡亂臨時條款」？ 

(A)甲 (B)乙 (C)丙 (D)丁 

39.臺美斷交、美麗島事件、開放大陸探親等，發生

在哪位總統任內？ (A)甲 (B)戊   (C)丙 (D)

丁。 

40.下列中華民國總統，請按其擔任時間先後排列，

正確的是？(甲)馬英九(乙)陳水扁(丙)李登輝(丁)

蔣中正(戊)蔣經國。(A)丁戊丙乙甲 (B)戊丁丙甲乙 

(C)丁戊乙丙甲 (D)丙丁戊甲乙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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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B B A D D B D B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Ｄ Ｄ C A C A A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A D B C B Ｄ Ａ Ａ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A B A D A A A B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