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一格 8分，共 72分）

（　 ）1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多遭逢殖民統治的困境，包括如

何面對殖民地蓬勃發展的民族運動，及如何繼續利用殖民地的資源以擴張

經濟。」針對上述局勢，當時的統治者在臺灣採取下列何項措施？　A頒布

「六三法」　B征討臺灣民主國　C開始建造縱貫鐵路　D實行內地延長主

義 【107 年會考】  (1-2)

（　 ）2 右圖是某一文件的部分內容，此

文件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法軍將領給清廷的戰帖  

B日本給牡丹社原住民的公告　

C日本給臺灣民主國的勸降書  

D 臺灣民主國給日本總督的通牒

【改寫自 106 年會考】  (1-1)

（　 ）3 某一布告中提到：「⋯⋯國際公法規定，若割讓土地無法被當地人民所接

受，則該約便無法成立，外國已有前例可循。若各國能仗義執言，使臺灣

歸還大清，臺民願以所有利益回報。」此布告最早可能出現於下列何時？ 

A清  法戰爭發生時　B馬關條約簽訂後　C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D1937 年中 日戰爭爆發後 【100 年基測改寫】  (1-1)

（　 ）4 日本治臺時期，總督府得以瓦解可能存在的反抗勢力，而且能確實掌握臺

灣的戶口，奠定堅實的統治基礎，與下列何者「最」有關係？　A六三法 

B日本軍隊　C皇民化運動　D警察與保甲制度  (1-1)

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１章

第１回　日治時期的政治

繳交日：   ∕   ∕

總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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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來臺後，深知要解決「土匪」問題必須善用警察。因此

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推動下，於總督府設置警察本署，建立總督府中央、

地方一條鞭式的警察指揮系統，並讓地方警察掌管地方事務，形成「警察政

治」的體制，臺灣儼然成為日本殖民地之「警察國家」。請問：兒玉總督

想用警察解決的「土匪」，最有可能是指下列何者？ A來臺的日本流浪漢

B居無定所的羅漢腳 C大陸來臺的抗日義軍　D伺機抗日的臺民  (1-1)

（　 ）6 「臺灣總督得於其轄區內，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這是1896年日本發

布的「六三法」第一條條文，由此條文內容來看，「六三法」對於當時臺灣

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A從此臺灣人可以自主管理 B形成總督專制的統治體制

C臺灣總督須具備司法背景 D視臺灣為日本內地的延長  (1-1)

（　 ）7 阿慧是臺灣人，後來改名為「慧子」。她的家庭因為響應政府的國語政策而

獲頒證書。另外，有節日時，她也會穿著和服到附近的神社參拜。不久後，

她的哥哥被政府徵召入伍，派往東南亞。從文中可知，當時政府正在臺灣施

行何種統治政策？　A六三法　B殖民地特殊統治　C內地延長主義　D皇

民化運動  (1-2)

（　 ）8 根據調查，1930∼1950年之間，男性取名數量的前三名都以「雄」為結尾，

現今男性名字中亦可見「雄」、「彥」、「男」、「夫」等日式風格的用

字。請問：這種取名的用字風格，最可能始於下列哪個年代？　A臺灣民主

國時期　B殖民地特殊統治時期　C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D皇民化運動時

期  (1-2)

（　 ）9 民國91年，南投縣某位年過80歲的原住民長老回憶：「小時候，日本人為了

進一步開發山區森林與樟腦資源，經常用很少的薪水雇用部落成員到深山負

責砍伐或搬運，也常派出警察到部落巡視、駐紮。這些高壓統治政策，逼迫

我們只好武裝起來反抗。」請問：這位原住民長老回憶的抗日事件，最有可

能是下列何者？　A霧社事件　B西來庵事件　C牡丹社事件　D臺灣民主

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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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選擇一格 6分，非選一格 8分，共 28分）

以下資料與日治時期社會情境相關，請閱讀後回答下列問題： (1-1)

資料一： 森川在催繳嘉義百姓的稅金時，發現他們連溫飽都成問題，於是向上級陳情此
事，卻被長官視為教唆百姓抗稅，百口莫辯的森川最後死諫殉身。當地百姓受

到感召，將其神化供奉。

 （資料來源：李明仁，副瀨的日本王爺義愛公─森川清治郎）

資料二： 賴和的文學作品裡寫實地描繪日治時期臺人的生活百態，其中一段描述如下：
「查大人這幾日來總有些憤慨。因為今年年底，照例的新年禮物意外減少，而

且又是意外輕薄。⋯⋯查大人憤憤之餘，似覺有恢復他的威嚴的必要，於是這

幾日，查大人對於攤販嚴格取締，一動手就是人倒擔頭翻；或是民家門口，早

上慢一點掃除，就被告發罰金。」

 （資料來源：賴和，一桿稱仔）

資料三： 生於清末的洪攀桂，字月樵，壯年遭遇祖國割臺一事，後改名繻，字棄生，他
是日治時期重要的文學家，經常針砭時事，曾有見臺灣保甲連坐法感題序言如

下：「是時再編立保甲法五十餘條，皆是輕微事項而罰金數十以上、數百以

下。一家犯法，罪及一甲十餘家。其法是由日本人捏造，而強令百姓蓋印，說

是民間自立治法。」

 （資料來源：洪棄生，寄鶴齋詩集）

（　 ）1 資料一的森川與資料二的查大人應是下列何者？　A總督　B警察　C保正   

D甲長

（　 ）2 資料三的洪棄生在詩裡的序言是對保甲制度的哪項規定心生不滿？　A保設

保正　B甲設甲長　C連坐責任　D保甲法寬

3 森川與查大人需要負責哪些職責？請從上述資料中寫出兩項。

 答： 　　　　　　　　　　　　　　　　　　　　　　　　　　　　　　　　　　

　　　　　　　　　　　　　　　　　　　　　　　　　　　　　　　　　　   

4 從資料三可知，洪棄生對保甲制度有什麼樣的不滿？從哪裡可以看出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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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２章

第２回　日治時期的經濟

繳交日：   ∕   ∕

總　評：

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一格 8分，共 72分）

（　 ）1 日治初期臺灣對日抗爭不斷，加上每年需對臺灣補助七百萬日圓，日本逐漸

認為臺灣殖民地對日本而言是負擔，法國政府亦表明願以一億日圓買下臺

灣。請問：總督府採取了哪些措施，直接造成財政收入提高，減少日本的經

濟負擔？　甲、廣設郵電通訊；乙、樟腦專賣；丙、鴉片專賣；丁、修築縱

貫鐵路；戊、土地與林野調查　A甲乙丙　B甲丁戊　C乙丙丁　D乙丙

戊  (2-1)

（　 ）2 右表是某人在臺灣旅遊的部分行

程，依內容判斷，此人最可能是

下列何者？

A日本統治下訪臺的國會議員　

B清代開港時來臺的外國商人　

C跟隨鄭成功來臺的明朝文人

D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駐臺牧師 【104年會考】  (2-2)

（　 ）3 1930 年代以後，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積極推動工業化，下列何者是其主要目

的？　A使臺灣成為南進的補給基地　B改善臺灣的經濟，提升人民的生

活水準　C使臺灣成為日本國內工業零組件的供應地　D有效利用臺灣的資

源，促進臺灣工業的發展  (2-3)

（　 ）4 老師請同學討論，「1935 年時臺灣地區電力總產能是 1931 年的 3 倍，產量也

增加一倍。」以下是四位同學的看法，請問：何者的看法最符合史實？

A陳同學：總督府為了發展農業與運輸而需要電力

B張同學：總督府為了發展鐵路電氣化，所以需要大量發電　

C王同學：總督府為了推廣閱讀，普遍裝設電燈，用電量因此大增

D 李同學：總督府判斷現有設施不足應付工業成長，故新建電廠因應 (2-3)

時間 地點 參觀行程

2/22-2/23 臺南 孔廟、赤崁樓、嘉南大圳

2/23-2/24 高雄
西子灣海水浴場、臺糖製

糖廠

2/24 屏東 鵝鑾鼻燈塔

2/27 臺北 紅毛城、英國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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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右表是 20 世紀上半葉，臺灣南部某項物產的生產趨勢：  (2-2)

　（　  ）1 這項物產應是？　A茶葉     

B稻米　C樟腦　D香蕉

　（　  ）2 1930年後某物產的產量上升幅

度提高的原因可能為何？

甲、大型水利設施完工；

乙、大量軍力投入農業；

丙、可耕地的面積擴大；

丁、政府將其納入專賣

A甲乙　B甲丙　C甲丁　D乙丙

6 以下是彭老師針對日治時期臺灣蔗糖產業的簡報數據：  (2-2)

1蔗作面積十六萬七千餘甲、占耕地總面積的19%

2蔗農十四萬六千餘戶，占全農家戶數的30%，等於臺灣總戶口15%

3產糖量達一百四十萬公噸，等於領臺時產量的50倍

4產糖總值一億九千萬元，占工業總生產的48%

5砂糖輸出達二億六千萬元，占總輸出的43%

　（　  ）1 蔗農主要居住於臺灣何處？ A北部　B中部　C南部　D東部

　（　  ）2 簡報呈現蔗糖產量是領臺時的50倍。請問：產量大增的因素有哪些？　

甲、開放日本企業進駐；

乙、新式工廠提升效率；

丙、興建大型水利設施；

丁、前往南洋進行投資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　  ）3 這些數據最適合用於說明下列哪個經濟政策？ 

A工業日本，農業南洋 B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C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D工業臺灣，農業臺灣

160

150

140

130

120

110

1924 193319321931193019291928192719261925 1934

170
十萬公石

100

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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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文章可知，當時群眾起事的原因可能為下列何者？　A當時的土地及林野

政策太嚴苛　B當時政府反對西來庵發放靈符　C當時政府無法解決民間的

瘟疫　D當時政府拆毀寺廟火化神佛的反抗  (2-1)

（　 ）2 關於筆錄中的「輕微小事均不放過」，主要是受到哪項政策的影響，使得

「輕微小事」也會遭到處罰？　A人口普查　B理蕃政策　C土地與林野調

查　D警察與保甲制度  (1-1)

3 推行新的政策勢必會衝擊到人民的既得利益，請說明當時政府仍執意推行土地及林

野政策的原因？  (2-1)

 答： 　　　　　　　　　　　　　　　　　　　　　　　　　　　　 　　　

　　　　　　　　　　　　　　　　　　　　　　　　　　　　 　　　

　　　　　　　　　　　　　　　　　　　　　　　　　　　　 　　　

  1915 年西來庵事件爆發，起事者為余清芳，其密謀籌組大明慈悲國，在西來庵 五
福王爺廟商討抗日事宜。余清芳允諾參加的信徒：起義成功後，會將當時政府的土地沒

收，分給參加的信徒們良田萬甲。

　　起義行動被當時的政府得知，下令全國各地嚴密查緝，發現參與此事群眾遍及全

臺，被捕之人將近 2,000 人，其中在臺南開設的臨時法庭中，被判處死刑者，高達 800 多
人，引起國內外的反對輿論不斷，政府迫於壓力下，以天皇即位為由進行特赦，有四分

之三被判決死刑者改為無期徒刑。

　　事件曾留下一份偵訊筆錄如下：「現在之政治太嚴格，不得擅自開墾，負擔亦重，

輕微小事均不放過，因而夢想利益，始行入黨。」事件過後，政府拆毀西來庵，並將裡

頭供奉的神佛幾乎火化殆盡。

 （資料來源：王詩琅、張良澤，余清芳事件全貌：臺灣抗日事蹟）

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選擇一格 8分，非選一格 12分，共 28分）

請閱讀下面選文後，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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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３章

第３回　日治時期的社會與文化

繳交日：   ∕   ∕

總　評：

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選擇一格 10分，非選一格 11分，共 72分）

（　 ）1 下列為臺灣某份刊物上刊載的文章：　

根據內容判斷，此段文章主要在討論下列何者？ A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推

動衛生教育　B中華民國政府規畫與施行衛生教育　C清代開港通商時，傳

教士引進公共衛生觀念　D日本統治時期，政府與民間推廣公共衛生觀念

【106年會考】  (3-3)

（　 ）2 右圖是小蓮在歷史課堂上所做的筆記，由內容推斷，老師

講述的主題應是下列何者？ A霧社事件 B噍吧哖事

件 C臺灣民主國 D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100年基

測】  (3-2)

（　 ）3 右圖是日治時期的一張宣傳海報，內容是「時間是金，

時間不待，請互相遵守時間」。這是哪種運動的宣傳海

報？ A放足 B斷髮 C守法 D守時  (3-3)

（　 ）4 下表為日治時期某一年臺灣的教育狀況，從表中可看出當時的教育情形為何？

A臺人基礎教育較日人更為普及 B升學管道暢通，臺人紛紛入學

C臺人與日人都有平等的受教權 D臺人基礎教育不足且升學不易 【改寫

自91年基測】  (3-1)

今日針對普及衛生思想，監督指導的單位須以身作則，首先應喚起市街庄行政人

員的自覺，有效配合地方上保甲的力量。此外，藉由小學校、公學校對衛生教育的提

倡、社會上報章雜誌的宣傳，來提升民眾的衛生意識。

項目
基礎教育 中等學校

學生數
專門學校
學生數

高等教育
學生數學生數 學齡兒童就學率

日本人 23,711人 98.2% 477人 6,856人 220人

臺灣人 210,727人 28.4% 251人 4,642人 28人

重  點

*非武裝反抗

*合法政治運動

*始於1920年代

*爭取立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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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以上兩則資料的相關年代

皆在 1920 年代，兩則資料

產生的背景，皆與以下哪

件大事有關？　

A西來庵事件爆發　

B全球性民族自決風潮　

C總督府的皇民化運動　

D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2  資料一臺灣總督明確表明不容許這件臺人請願。請扼要寫出臺灣總督反對此請願

案的主因為何？

 答： 　　　　　　　　　　　　　　　　　　　　　　　　　　　　　　　　　

　　　　　　　　　　　　　　　　　　　　　　　　　　　          

  3  請根據資料二判斷此組織的主張與訴求為何？

 答： 　　　　　　　　　　　　　　　　　　　　　　　　　　　　　　                 

5 下面資料與日治時期臺人的政治活動有關，請閱讀後回答下列問題：  (3-2)

資料一：

1921 年，臺灣總督在日本貴族院院會表示：帝國統治的方針，不像英國
讓殖民地設置獨立議會、制定法律、議定預算的殖民地政策，而是當作正在施

行帝國憲法的地方，和內地同樣自然處理，提升其文化，使之與內地相同。如

果做此形容，如同內地延長主義的型態。⋯⋯但本件請願⋯⋯卻希望制定將施

行於臺灣的特別法律及臺灣預算的議決權賦予該議會的法律。這完全違背了帝

國統治臺灣的大方針⋯⋯像這種做法斷然不應容許。

 （資料來源：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

設置請願運動） 資料二：

1929年，某組織在新竹火車站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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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選擇一格 10分，非選一格 8分，共 28分）

臺灣旅遊活動從何時逐漸普及，可以從負責旅遊活動的官方機構—總督府交通局

鐵道部的出現看出端倪。當時，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年年都發行的臺灣鐵道旅行案內，

不僅成為現在鐵道迷醉心追求的經典，更反映當時臺人對旅遊的興致大增。民間當然也

出現大量的旅館、溫泉區、海水浴場以及風景名勝等旅遊相關住宿與景點，以配合逐漸

「習慣」旅遊的臺人或來臺 日人。
目前臺灣學校都有的「校外教學」，最早可追溯到日治時期，從小學校到國語學

校，都曾有前往內地進行修學旅行的經驗。總督府的目的，是想讓來自臺灣的學生親身

體驗內地的現代化，可是經費是一大考量，因此總督府利用內地舉辦博覽會的時機，補

助學校修學旅行所需要的費用。旅行的行程內容，則以內地的自然與人文景觀為主軸。

而臺人旅行逐漸成為習慣，主因為時間觀念的改變：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

活模式，轉而以六十進位法計算時間的方式以及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概念；另外還有星期

制的出現，使臺人逐漸出現休假的概念，休假日最好的休閒活動便是旅行。旅行活動的

熱絡，除了上述條件的配合，更需要基礎建設的升級，例如：鐵路、公路、港口等整建

與整合。

 （資料來源：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

（　 ）1 文章中不斷提及的「內地」，是指下列何處？

A中國　B日本　C臺灣　D越南  (1-2)

（　 ）2 透過文章，請推論「旅行」成為臺人休閒生活的一部分，受到了下列哪些政

策的影響？（複選）　A星期制　B司法制度　C標準時間制　D警察與保

甲制度  (3-3)

3 從文中可知，臺灣部分學校到內地修學旅行，多是利用什麼機會？  (3-1)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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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４章

第４回　戰後臺灣的政治

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一格 9分，共 72分）

（　 ）1 右圖是臺灣史上的一份官方文件，此文件發布的時代背

景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鄭氏投降，清帝國將臺灣納入版圖 

B馬關條約簽訂，日本統治臺灣 

C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 

D設立臺灣省政府取代臺灣省長官公署　【改寫自109

年會考】  (4-1)

（　 ）2 右列是臺灣某時期對於訂定街道名

稱的規定，根據內容判斷，頒布此

一規定的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臺灣府 

B臺灣總督府 

C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D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改寫自107年會考】  (4-1)

（　 ）3 「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汙吏，爭取本省政治的

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

作，以使臺灣政治的明朗，早日達成⋯⋯」。上文的發表者應為下列何

者？   A陳儀 B陳誠 C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D二二八事件紀念基

金會  (4-1)

一、 街道名稱具有紀念日本人物、展現日本國

威、明顯為日本名稱者，應予改正。

二、新街道名稱應具有下列意義：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信義路、和平路等。

*宣傳三民主義：三民路、民權路等。

*紀念國家偉大人物：中山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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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右圖是某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出版社送審的一本辭典的

審查結果，請根據圖片內容判斷，這本辭典可能因為哪些

因素被裁決查扣？ 

A涉及二二八事件之內容 

B透露我國國防、外交之機密 

C充滿日本殖民文化思想 

D涉及共產主義與中共政權之內容 【改寫自104年會考】  (4-2)

（　 ）5 臺灣某大學於1955年訪問一位出生於1885年的原住民長老。訪問途中，研究

者發現長老說話經常參雜了三種語言。請問：下列三種語言，長老一生中學

習的順序為何？　甲、日語；乙、國語；丙、族語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丙甲乙 D丙乙甲  (4-2)

（　 ）6 右表是近年來臺灣社會所發生的重要記

事。根據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可能是

這些社會變革出現的背景？ A改良宗

教與習俗 B爭取人權與自由 C推動

科技與經濟 D提振倫理與道德  (4-3)

（　 ）7 阿欣完成了臺灣史報告，她將報告的關鍵詞設定為「報禁」、「美麗島事

件」、「民主進步黨成立」等，依此推斷，該報告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何

者？ A戒嚴時期的社會面貌 B日治時期的民主運動 C韓戰時期的外交

衝擊 D中 日戰爭時期的國家政策 【改寫自 99 年基測】  (4-3)

（　 ）8 右圖是臺灣一份報紙的頭版標題，下列何項政策的施行與標

題的公告關係密切？　

A限制人民集會自由　B開放人民組織政黨　

C開放經濟面的管制　D舉行民意代表選舉　【改寫自108年

會考】  (4-3)

民國 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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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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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選擇一格 13分，非選一題 15分，共 28分）

   小林為了在課堂上進行報告，準備了下列三張圖表。  (4-3)

民國 抗議事件（次）

73 277

74 427

75 484

76 995

77 1,620

82 94
116

174

286

345

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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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50

300

350

400

84 89 94 99 104 108

政黨數

近年來我國登記政黨數表一： 表二：

（　 ）1 小林準備報告的主題，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戒嚴時期的臺灣社會變

遷 B戒嚴時期的臺灣政治局勢 C解嚴後的臺灣社會變遷 D解嚴後的臺

灣政治局勢

2 請你幫小林想一想，如何扼要地解說這三張圖表？

 表一： 　　　　　　　　　　　　　　　　　　　　　　　 　　　　　

 表二： 　　　　　　　　　　　　　　　　　　　　　　　 　　　　　

 表三： 　　　　　　　　　　　　　　　　　　　　　　　 　　　　　

民國85～105年，總統大選各縣市開票結果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網站）

表三： 圖例： █ 國民黨　█ 民進黨　█ 無黨

85 89 93

97 101 105

（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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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５章

第５回　戰後臺灣的外交

繳交日：   ∕   ∕

總　評：

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選擇一格 10分，非選一格 11分，共 71分）

（　 ）1 右圖為臺灣某一時期所面臨的外交困境，此一事件對

臺灣的外交造成何種影響？ A美國和我國簽訂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 B臺灣被納入東亞反共防衛體系的

一環 C臺灣友邦紛紛改變立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交 D海峽兩岸陷入長期的武力對抗  (5-1)

（　 ）2 某篇論文提到，這項國際反共條約，「簽訂於民國43 年，主體條約共十條。

該條約將承認條約國雙方對於臺灣、澎湖島及美國管理下的西太平洋諸島安

全保障是利害一致的，以求防止侵略，維護和平。」請問：此項條約最有可

能是下列何者？ A馬關條約 B臺灣關係法 C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D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5-1)

（　 ）3 圖一是筱方暑假去某外島

旅遊，在當地景點拍攝的

照片。由照片內容推測她

應是去圖二哪一地點？   

A甲　B乙 C丙 D丁

(5-2)

（　 ）4 右圖為兩岸分治後，中國大陸出現的一幅宣傳畫

作。下列哪項敘述可以反映這幅作品的時代背

景？ A海峽兩岸情勢緊張，雙方不時爆發武力

衝突 B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對臺改採

「和平統戰」 C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一國兩制」，忽略我方擁有主權的

事實 D兩岸展開交流，我方成立大陸委員會、海峽交流基金會因應  (5-

2)

唉……中華民國在聯

合國的大勢已去！

圖一 圖二八
二
三
戰
役
勝
利
紀
念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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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閱讀下面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　 ）1 這三篇資料中提到的歷史關鍵時刻、國際局勢逆轉，政府對政府的爭

議等，最有可能是指我國的哪項外交危機？  A日本投降  B與美國

斷交 C退出聯合國 D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我國獲得聯合國「中國席

位」  (5-1)

　（　 ）2 資料一提到的群眾集會，卻演變成民眾與憲警衝突。此應指哪一事件？ 

A三月學運 B二二八事件 C太陽花運動 D美麗島事件  (4-3)

  3 資料三中提到，臺北方面希望能尋求美國國會協助處理安全、財產、特權豁免等

等諸多議題。請問：美國國會最後是如何協助處理？其影響為何？  (5-1)

   　答： 　　　　　　　　　　　　　　　　　　　　　　　　　　　　 　　

 　　　　　　　　　　　　　　　　　　　　　　　　　　　　 　　

資料一： 民國68 年，某本雜誌創刊辭寫到：「今年是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的歷
史關鍵時刻，動盪的世局和暗潮洶湧的臺灣政治、社會變遷在在逼使我們在

一個新的世代來臨之前抉擇我們未來的道路。歷史在試煉著我們！」四個月

後，黨外人士在高雄市舉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 31 週年紀念會，一
場原為表達言論的演講集會，卻演變成民眾與憲警衝突。 （改寫自美麗島雜誌

創刊辭）

資料二： 有位人士回憶：「國際局勢逆轉，我們擔憂國家前途，因此我們辦雜誌、集
結黨外力量，壯大聲勢，期望藉由選舉，跟執政者要求自由、民主、人權，

雖然最後我們失敗被逮捕，但經由公開審判，國際及臺灣社會更了解臺灣的

困境，加速日後臺灣的政治民主化。」

 （資料來源：104年大學指考考題）

資料三： 臺北方面提出因應之道包括三層面：就政府對政府之爭議，我方決定以「各
說各話」（agree to disagree）方式處理；並以此讓步來爭取我方在美國可以
維持更多分支機構；至於其他卡特（美國總統）政府不願同意之處，如安

全、財產、特權豁免等等諸多議題，將爭取美國國會協助。 （資料來源：裘兆
琳，外交先鋒楊西崑大使與美臺斷交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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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選擇一格 7分，非選一格 8分，共 29分）

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5-2)

資料一：

　   「黑暗觀光」（dark tourism）一詞在 民國85
年提出，曾在歐 美地區興起一段時間。「黑暗觀
光」是指人們在曾發生過戰爭、災難、屠殺等黑暗

事件的地點，進行旅遊活動。這種旅遊型態，因其

旅行地點的「特殊」，因而成為吸引觀光客的賣

點，更為觀光地區帶來可觀的收入。

　 （資料來源：林潤華，傷痛與觀看：淺談「黑暗觀光」）

資料二：

　 　　位於金門縣  古崗村  古崗湖東南方的翟山坑
道，全長有 101 公尺、寬約 6 公尺、高約 3.5 公尺，
裡頭的水道呈A字型。翟山坑道建立於民國 50 年，
因應當時的兩岸情勢而建，提供登陸小艇搶灘運送

補給用，全程人工開鑿而成，共耗時 5 年才完成，
坑道內還有設計讓船隻停泊的碼頭。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 觀光處）

資料三：

　 　　馬祖 南竿機場有一告
示如下：

（資料來源：馬祖 南竿機場）

每日往返南竿馬尾一班次：

馬祖南竿→福州馬尾：

下午14：00
福州馬尾→馬祖南竿：

上午09：15
◎注意事項：

1. 請於開船時間前1小時，
至各港口辦理購票登船手

續。

2. 因關係旅客上下船因素，
上述為預估時間，正確時

間當日洽旅行社較妥。

（　 ）1 根據資料一中的說法，下列哪個文案符合「黑暗觀光」的行銷？ A金 馬離

島戰地風情 B澎湖 菊島璀璨花火 C臺南府城古意漫步 D臺東史前文化

巡禮

（　 ）2 資料二中「翟山坑道」的興建與下列哪場戰役有關？ A韓戰 B中 日戰

爭 C八二三炮戰 D古寧頭戰役

（　 ）3 資料二所呈現的臺海兩岸關係為何？ A外交休兵 B兩岸交流 C武力對

抗 D政治對峙

4 資料三中的告示顯示什麼樣的歷史訊息？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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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６章

第６回　戰後臺灣的經濟與社會

繳交日：   ∕   ∕

總　評：

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選擇一格 10分，非選一格 10分，共 70分）

（　 ）1 附表是臺灣自耕地與佃耕地的比例變化。之

所以會出現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何

項？　A美麗島事件後的土地賠償　B中華

民國政府遷臺後的土地改革　C日本戰敗後，臺灣農民接收日本人的田地　

D高科技產業發達後，帶動農業發展  (6-1)

（　 ）2 小高在網路上看到一首詩歌：「從生番到山地同胞，我們的姓名，漸漸地被

遺忘在臺灣史的角落⋯⋯如果有一天，我們拒絕在歷史裡流浪，請先記下我

們的神話與傳統，如果有一天，我們要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請先恢復

我們的姓名與尊嚴。」這首詩歌的創作背景，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二二八事件 B美麗島事件 C原住民運動 D自由中國事件  (6-2)

（　 ）3 新聞報導：國外某一所大學在校園中舉辦臺灣文化節，多名來自臺灣的交換

學生，熱情地介紹臺灣的文化特色。他們播放曾在臺灣流行的各種音樂，包

括：原住民的八部合音、抒情的英文老歌、強調鄉土情感的校園民歌、以及

澎湃的反共歌曲。請將上述的音樂依據流行的時代進行排列。

甲、八部合音；乙、反共歌曲；丙、校園民歌；丁、英文老歌

A甲丙丁乙

B乙丁丙甲

C丙甲乙丁

D丁乙甲丙 【改寫自106年會考】  (6-3)

項目 37年 42年 45年

自耕地 56% 83% 85%

佃耕地 44%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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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長時間的歷史發展下，不同族群先後在臺

灣這個島嶼上落地生根，讓臺灣的文化發展

更加豐富多樣，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的價值

已成為臺灣文化發展的主流。因此，教育部

利用右圖的數據設計了 12 年國教課綱應落實

的「新課程」。  (6-2)

　（　 ）1 請問：A 族群與B族群各是什麼族群？　A原住民族、新住民　B新住

民、原住民族　C新住民、閩 客族群　D閩 客族群、新住民

　（　 ）2 請判斷這項統計資訊，最有可能影響哪項課程的制定？　A數學科上課可

運用計算機　B增設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　C新住民語言列為國中選修    

D本土語言包含原住民語

5 請閱讀下面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6-1)

（資料來源：游梓翔，領袖的聲音：兩岸領導人重要演講選輯）

　（　 ）1 這兩位執政者的言論，都是想方設法要突破臺灣在哪一年代的政經困境

呢？　A 民國40 年代　B 民國60 年代　C 民國80 年代　D 民國10 0年代

  2 推動經濟建設後，對臺灣經濟與社會產生的影響有哪些？

    答： 　　　　　　　　　　　　　　　　　　　   　　　　　　　　　　　　　

　　　　　　　　　　　　　　　　　   　　　　　　　　　       

蔣中正總統對全體國民發表演講：

今天中華民國雖然退出了聯合

國，政經地位仍然屹立不搖，抱持創

始聯合國的精神宗旨，自立於世界！

蔣經國指出：

我們要為經濟建設奠定一個重工業及

基本建設的基礎。⋯⋯所以，以發展重工

業和基本建設為前提，在未來五年之中，

政府除一般的經濟建設外，更有幾項重大

的工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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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一格 5分，共 30分）

1 請閱讀下面資料後回答問題：  (6-1)

（　 ）1 資料中提到民國60 年代初期，臺灣經濟一度出現蕭條的主要原因為何？

A八二三炮戰

B古寧頭戰役

C越戰的持續

D世界能源危機

（　 ）2 請運用資料附表，在以下選項中，選出描述臺灣產業長期走勢最合宜者為

何？

A農工業並重

B工業重於農業

C農業重於工業

D貿易重於工業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體認到臺灣初級能源如石油、天然氣與煤都十分稀少，因此
推動「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等措施，從而讓臺灣經濟逐漸成長。

　　臺灣經濟起飛發生在民國50 年代後期，臺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達 9.2 %。民國
60 年代初期臺灣經濟受到產油國戰爭影響而一度蕭條，但隨後創造出經濟成長率 10.2 %
的奇蹟。民國70 年代雖仍維持高成長，但速度已減緩。民國80 年代經濟成長速度持續
減慢，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降為 6.5 %。

【103 年特招參考題改寫】

民國39～79年間臺灣農、工業占國內生產淨值的比例

年別（民國） 41 44 49 54 59 64 69 74 79

農業（%） 32.2 29.1 28.5 23.6 15.5 12.7 7.7 5.8 4.1

工業（%） 19.7 23.2 26.9 30.2 36.8 39.9 45.7 46.3 42.5

36



2請閱讀短文後，完成下列問題：  (6-1、6-2)

　 山河之間的高雄 美濃，有一位客家青年，他用音樂打動了全世界。在臺灣經濟快速
發展下，科技產業掛帥的思維裡，貿易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呼聲中，他用音樂訴說臺灣農

民與勞工的故事。

　　以月琴、嗩吶等客家傳統八音，在一首好男好女反水庫歌裡，嘗試將美濃的拓墾過

往歷史及反水庫運動的過程填入歌詞，再輔以親切的客家山歌曲調，唱出人對土地的情

感，傳達保護家鄉土地的決心。 
　　菊花夜行軍唱出花農想藉著各式各樣的菊花，希望能在市場上殺出重圍，日以繼夜

戰戰兢兢地點兵著。為什麼花農如此的擔憂呢？當時臺灣在政策的推動下，必須仰賴電

子業維持外銷導向的貿易經濟，開始加速貿易自由化，所以開放市場成為政府關切的重

要議題，民國91 年，臺灣加入第一個全球性的經濟組織，對原本逐漸走向下坡的農村經
濟，更是一大打擊。

　　他是何人？他就是對自己很誠實，對生活也很真實的林生祥，用音樂唱出對家鄉的

愛意，用音樂表達對鄉土的關懷，用音樂傾訴生態的危機，一個用生命在對待臺灣的音

樂人。

 （改寫自林生祥多篇相關新聞報導）

（　 ）1 好男好女反水庫這首歌反映出臺灣面臨的哪項選擇？　A再生能源與核能發

電　B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C資方利益與勞工福利　D都市更新與舊社區

保存

（　 ）2 菊花夜行軍這首歌唱出了花農的擔憂，這與下列哪項臺灣經濟發展的背景有

關？　A土地改革　B進口替代　C產業升級　D貿易自由化、國際化

（　 ）3 民國91 年，政府政策對逐漸走下坡的農村經濟造成可能的打擊，主要是因為

加入哪個組織，使農業面臨何種問題？　A世界貿易組織─面臨全球農業

勞力進口　B世界貿易組織─面臨全球低廉農產品競爭　C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面臨全球農業勞力進口　D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面臨全球低廉農

產品競爭

4 文中提及「當時臺灣在政策的推動下，必須仰賴電子業維持外銷導向的貿易經

濟」，這段話的背景會出現在哪一年代以後？

 答：　　　　　　　　　　　　　　　　　　   　   　　　　　　　　　　　    
37



綜合試題

繳交日：   ∕   ∕

總　評：

（　 ）1 清帝國時期，沈葆楨來臺從事建設，他曾修築通往東部的道路，其中有一段

即是著名的八通關古道。請問：八通關古道現在位於下列哪座國家公園裡？    

A雪霸國家公園　B玉山國家公園　C墾丁國家公園　D太魯閣國家公園

（歷史1上4-2、地理6-2）

（　 ）2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將清政府原有的基隆到臺北的鐵路延伸至高雄，另外

興建一條貫穿南北的公路幹線，這兩項建設使臺灣西部南北交通往來更加

順暢。請問：在鐵公路貫穿全臺之前，臺灣西部南北交通受阻的主因為何？    

A山脈與丘陵遍布　B河流多為東西向　C原漢間衝突不斷　D漢人間械鬥

紛起（歷史1上4-2、地理1上3-3、6-3、歷史2-1）

（　 ）3 我國加入 APEC 與 WTO 是為了朝向何種目標邁進？  甲、工業化；乙、自由化；

丙、國際化；丁、資本化   A 乙丙　B丙丁　C甲乙　D甲丁（歷史6-1）

（　 ）4 WTO兼採多數決方式做決議，這可以避免大國主導經濟議題。其主要精神

為何？　A小國可箝制大國　B小國須依附大國　C各國皆能充分表達意見  

D大國可說服小國放棄定見（公民1上5-2、歷史6-1）

清帝國時期及日治時期都曾經對臺灣從事積極的建設。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是由包括我國在內的太平洋周邊國家所組成，每年年底
都會召開高峰會議，交換當年主要經濟問題的意見，但由於未簽署貿易協定，故難以有

效促進會員國之間的貿易交流。

相較之下，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國際間的貿易障礙，
各會員國主要透過共識決的方式，決定各項國際貿易規範的內容，但當無法取得共識

時，則採多數決方式做成決議，這可以避免大國主導經濟議題的缺點。

一第 關 （一格 12分，共 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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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利用右邊兩張圖回答下列問題：

（　 ）1  請判斷製糖工廠的分布按照工業區位條件而言，

主要應是哪項條件的取向？　A原料　B動力    

C市場　D勞工（歷史2-2、地理4-1）

（　 ）2  由於總督府畫分收購區域，並規定蔗農只能將甘

蔗賣給特定的製糖企業，使得部分企業刻意壓低

價格壓榨蔗農，農民因此反抗，要求調整價格。

請問：壓低價格的企業因為違反了下列哪項原

則，激起農民反抗？　A公平　B責任　C安全    

D規範（公民5-2）

（　 ）3  臺灣蔗農長期遭受壓榨的處境，導致蔗農與糖

廠企業的抗爭行動不斷。請問：下列哪個組織

與扶助農工社會運動密切相關？　A臺灣民主國     

B臺灣民眾黨　C臺灣總督府　D臺灣地方自治

聯盟（歷史3-2）

（　 ）4  為了讓農民不被部分企業刻意壓榨，有識之士認

為必須進入總督府的政治環境，卻發現只有滿25

歲，年繳市街庄稅5圓以上的男子才能夠投票。

請問：總督府藉由限制什麼權利來控制臺灣人的

政治影響力？　A複決權　B選舉權　C服公職

權　D參加國家考試的權利（歷史3-2、公民1上

1-1）

二第 關 （一格 13分，共 52分）

製糖工廠分布圖

製糖企業收購區域畫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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