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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50題 每題2分)

13. （ ）阿忠是日治時代的臺灣人，他想要販售一
些商品賺錢，他可以選擇下列哪一種商品販售？
（１）食鹽 （２）蔬菜 （３）鴉片 （４）
菸酒。

1. （ ）下列關於「臺灣民主國」的敘述，何者錯
誤？ （１）臺灣部分官民為了保衛臺灣而成立
臺灣民主國 （２）日軍占領臺灣後所成立的國
家 （３）以藍地黃虎旗為國旗 （４）在日軍
登陸臺灣後不久即瓦解。

14. （ ）下列哪一個港口在日治時代成為臺灣重要
的大商港？ （１）淡水港 （２）艋舺港 （３）
安帄港 （４）高雄港。

2. （ ）下列何者是日治時代臺灣最高的統治機
關？ （１）臺灣承天府 （２）臺灣總督府
（３）臺灣布政使司衙門 （４）臺灣總統府。

15. （ ）日治時代日本人在臺灣致力生產食鹽，最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１）提供臺灣人民生活
所需 （２）外銷賺錢 （３）幫助窮苦人民
（４）日本人只懂得製鹽技術。

3. （ ）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在臺灣實施哪些統治
措施？ 甲.專制統治 乙.實施民主制度 丙.
實施不帄等待遇 丁.建立嚴密警察制度 （１）
甲乙丙 （２）甲乙丁 （３）甲丙丁 （４）
乙丙丁。

16. （ ）臺灣在日治時代曾經是稻米及糖業王國，
為什麼當時臺灣人民的生活仍然很窮困？
（１）臺灣的人口太多，生產的稻米和糖不夠吃
（２）臺灣農產品的價格大多被日本大商人所操
控，通常只能以較低的價格成交 （３）完全沒
有銷售管道 （４）臺灣人不善於經商。

4. （ ）日治時代，林獻堂和蔣渭水兩位臺灣人，
對臺灣做出的貢獻是什麼？ （１）監控臺灣人
民的生活 （２）透過武力向臺灣總督府抗爭
（３）興建水庫 （４）以非武力的方式向日本
人爭取臺灣人的帄等待遇。

17. （ ）臺灣在日治時代開採的礦藏，主要集中在
哪一個區域？ （１）北部 （２）南部 （３）
西部 （４）東部。

5. （ ）下列哪一位人物與「西來庵事件」有關？
（１）劉銘傳 （２）
余清芳 （３）蔣渭水 （４）
郭懷一。

18. （ ）下列哪些是日治時代日本政府對臺灣的貢
獻？ 甲.廣設各類大學 乙.解放婦女纏足
丙.從事基礎建設 丁.消除各種傳染疾病
（１）甲乙丙 （２）
甲乙丁 （３）甲丙丁 （４）
乙丙丁。

6. （ ）中日甲午戰爭後，清廷與日本簽訂的條約
中，除了割讓臺灣，還有哪一個地方也割讓給日
本？ （１）香港 （２）金門 （３）澎湖 （４）
將軍嶼。

19. （ ）下列哪一所大學是日治時代臺灣唯一的一
所大學？ （１）交通大學 （２）東京大學
（３）臺北帝國大學 （４）師範大學。

7. （ ）因為清廷與日本簽訂了哪一個條約，而迫
使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 （１）臺灣條約
（２）馬關條約 （３）南京條約 （４）天津
條約。

20. （ ）下列哪一位是臺灣史上第一位醫學博士？
（１）黃土水 （２）
杜聰明 （３）戴仁壽 （４）
陳澄波。

8. （ ）日治時代發生的霧社事件，造成許多人的
傷亡。請問：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１）臺灣人民生活窮困 （２）日本官吏長期
對原住民殘暴的統治 （３）日本對外國發動戰
爭 （４）漢人和原住民的衝突。

21. （ ）下列有關日治時代臺灣實施「差別教育」
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１）臺灣人和日本
人就讀不同的學校 （２）女性沒有就學的機會
（３）臺灣人就讀小學校 （４）日本人就讀公
學校。

9. （ ）下列哪一個不是皇民化運動推行的項目？
（１）說日語 （２）參拜日本神社 （３）改
日本姓名 （４）到海外留學。

22. （ ）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灣設立許多類型的學
校，其中不包括下列哪一種？ （１）府學 （２）
農工商專門學校 （３）師範學校 （４）醫學
校。

10. （ ）在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為了方便賦稅徵
收，曾實施下列何項措施？ （１）設立銀行
（２）統一貨幣 （３）土地調查 （４）設立
郵局。

23. （ ）今日臺灣的工藝、美術水準極佳，主要因
素在於日治時代就推廣下列哪一種活動？
（１）教育課程和展演活動 （２）作品義賣和
銷售 （３）專家演講和廣播 （４）新聞報導
和宣傳。

11. （ ）日治時代的何項建設，有利於提高臺灣的
農業產量？ （１）日月潭水力發電廠 （２）
臺灣銀行 （３）嘉南大圳 （４）阿里山林場。

24. （ ）小明看到畫冊上介紹了日治時代著名的藝
術家，這位藝術家的雕塑作品「歸途」表現出早
期臺灣農耕生活景象。請問：這位藝術家應該是
誰？ （１）林獻堂 （２）蔣渭水 （３）黃
土水 （４）戴仁壽。

12. （ ）日治時代興建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對臺
灣當時的發展最主要的影響是下列哪一項？
（１）擴大農田灌溉面積，增加農業產量 （２）
有助於自然資源的開發，增加財政收入 （３）
提供工業用電，有助於工業發展 （４）提供大
量的工作機會，增加人民的就業機會。

25. （ ）下列對於日治時代臺灣繪畫活動，何者敘
述正確？ （１）有些本土藝術家作品充滿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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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鄉土情懷 （２）只發展中國傳統水墨畫
（３）內容以宗教活動為主 （４）藝術家都專
心從事創作，並未進行教學。

（４）十二年國家建設。
39. （ ）民國六十年代以後，政府為了提升國內產
品的競爭力，而致力於發展哪一種產業？ （１）
民生工業 （２）國防工業 （３）觀光業 （４）
資訊產業。

26. （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１）臺灣人民希望繼續被日本統治 （２）政
府查緝私菸處理失當 （３）民眾因土地利益發
生衝突 （４）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種族糾紛。

40. （ ）下列哪一項不是宗教的功能？ （１）肯
定生命價值 （２）勸人為善 （３）勸人自私
自利 （４）安定社會人心。

27. （ ）日本無條件投降，將臺灣歸還中華民國，
是在下列哪一個事件之後？ （１）第一次世界
大戰結束 （２）甲午戰爭結束 （３）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 （４）二二八事件結束。

41. （ ）目前我國的社會福利事業，都是由下列何
者在進行？ （１）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 （２）
只有政府在做 （３）都是民間團體在努力
（４）全由國外的慈善團體在進行。

28. （ ）戒嚴時期臺灣人民的哪些基本人權受到限
制？ 甲.集會 乙.言論 丙.宗教信仰 丁.
受國民教育 （１）甲乙 （２）甲丙 （３）
乙丙 （４）丙丁。

42. （ ）從下列何者可以知道臺灣是一個具有多元
文化的社會？ （１）居民樂善好施，性情溫和
（２）有人住西式洋房，有人住三合院 （３）
寶島風光好，氣侯宜人 （４）政府與民間都熱
衷於社會救助事業。

29. （ ）戰後的臺灣，人民直到何時才可以自由組
織政黨？ （１）民國三十八年 （２）民國四
十二年 （３）民國五十七年 （４）民國七十
六年。

43. （ ）下列何者是在中華民國時代才出現的社會
福利事業？ （１）盲啞學校 （２）義倉 （３）
全民健康保險 （４）巡迴義診。

30. （ ）民國八十五年，臺灣實施下列哪一項措
施，可以說是開創了民主自由的里程碑？ （１）
開放街庄協議會員的選舉 （２）政府宣布戒嚴
（３）成立臺灣議會 （４）總統、副總統由人
民直接選舉產生。

44. （ ）政府為了提供全民受教育的機會，設置多
種教育機構。小芳是一位已工作多年的職業婦
女，最近她想繼續學習新知。請問：她可以到下
列何處學習？ （１）公學校 （２）空中大學
（３）書院 （４）臺北帝國大學。

31. （ ）下列何者是二二八事件對臺灣所造成的影
響？ 甲.使臺灣民主穩定發展 乙.不利於臺
灣的族群融合 丙.造成許多社會精英傷亡 丁.
對臺灣的政治發展產生不良影響 （１）甲乙丙
（２）甲乙丁 （３）甲丙丁 （４）乙丙丁。

45. （ ）戰後政府為了使教育普及，消除文盲，於
何時開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 （１）民國五十
七年 （２）民國五十八年 （３）民國七十六
年 （４）民國八十五年。

32. （ ）下列何者是在臺灣戰後為傳達自由民主的
理念才出現的書籍或報紙？ （１）市街庄政之
實際 （２）臺灣民報 （３）自由中國 （４）
四書、五經。

46. （ ）下列哪一位編舞家創作九歌，以現代手法
詮釋傳統文學經典？ （１）林懷民 （２）郎
靜山 （３）陳澄波 （４）金庸。

33. （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舉行日
本受降典禮。因此，政府將這一天訂為什麼節
日？ （１）復活節 （２）行憲紀念日 （３）
臺灣光復節 （４）開國紀念日。

47. （ ）下列哪一位攝影家，以西方的攝影技法，
拍攝出具有中國繪畫藝術風格的作品？ （１）
李安 （２）朱銘 （３）林懷民 （４）郎靜
山。

34. （ ）戰後初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目
的是什麼？ （１）推動農業改革，增加農業生
產 （２）閒置土地太多，要全部開發利用 （３）
建立完整的工業發展制度 （４）發展民生工
業。

48. （ ）下列哪一項是臺灣文化結合了傳承與創新
的例證？ （１）建築西式別墅、花園 （２）
小吃店提供彰化肉圓配上新竹貢丸湯 （３）設
計改良式旗袍 （４）開設異國風味餐館。
49. （ ）下列哪一個是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用來
安置國軍及其眷屬的地方？ （１）部落 （２）
眷村 （３）廟宇 （４）義倉。

35. （ ）戰後政府陸續推動各項經濟建設，下列哪
些是在民國四十年代所推動的經濟計畫？ 甲.
發展民生工業 乙.發展資訊產業 丙.推動重
工業 丁.輸出農業加工品 （１）甲乙 （２）
乙丙 （３）甲丙 （４）甲丁。

50. （ ）中華民國的國民，只要年滿幾歲，不論男
女都依法享有投票的權利？ （１）十二歲
（２）十六歲 （３）二十歲 （４）二十三歲。

36. （ ）在民國五、六十年代，政府在各地設立了
什麼機構，以鼓勵國內外廠商投資設廠，生產外
銷產品？ （１）大型發電工程 （２）加工出
口區 （３）經濟研究院 （４）科學工業園區。
37. （ ）民國六十年代，可以讓家庭主婦一邊照顧
家庭，一邊做家庭代工，是政府推動的哪一項政
策？ （１）客廳即農場 （２）客廳即工場
（３）十大建設 （４）婦女二度就業。
38. （ ）民國六十年代，臺灣進行許多的基礎建
設，讓經濟持續成長，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楷模，
請問這些重大建設合貣來稱為什麼？ （１）六
年國家建設 （２）八大建設 （３）十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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