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 104 年全民國防網際網路有獎徵答題庫
八一三淞滬會戰（6 題）：
一、淞滬會戰是中日雙方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第一場大型會戰，主要作戰的第
九集團軍司令是哪位將軍？（2）
（1）謝晉元 （2）張治中 （3）李松山
出處或參考資料：
戴峰，周明，《1937 中日淞滬會戰》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
，第 27 頁
二、淞滬會戰中，國軍將士奮戰不懈，尤其八百孤軍死守四行倉庫，其可歌
可泣精神振奮全國民心，當時死守四行倉庫的團長是？（2）
（1）薛岳 （2）謝晉元 （3）宋希濂
出處或參考資料：
戴峰，周明，《1937 中日淞滬會戰》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
，第 159
三、淞滬戰役中的四行倉庫保衛戰中，四百多名國軍在團長謝晉元的率領
下，死守了四行倉庫四個晝夜，也感動了上海英美租借的西方民眾與媒
體，其中奮勇冒險送國旗進四行倉庫的童子軍是誰？（1）
（1）楊惠敏（2）林青霞（3）廖家儀
出處或參考資料：
戴峰，周明，《1937 中日淞滬會戰》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
，頁 29
四、淞滬會戰在哪個地點開了第一槍，而被載入了史冊？（1）
（1）八字橋（2）盧溝橋（3）四行倉庫
出處或參考資料：
戴峰，周明，《1937 中日淞滬會戰》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
，第 29 頁
五、淞滬會戰中，左翼作戰軍總司令是誰? （2）
（1）朱紹良（2）陳誠（3）孫元良
出處或參考資料：
戴峰，周明，《1937 中日淞滬會戰》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
，第 104
六、淞滬會戰時，第一位英勇陣亡的旅長是誰? （3）
（1）陳誠 （2）張治中（3）黃梅興
出處或參考資料：
戴峰，周明，《1937 中日淞滬會戰》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
，第 38 頁

太原會戰（4 題）
：
一、太原會戰時，當時的國軍的指揮官是誰？（1）
（1）閻錫山（2）衛立煌（3）林彪
出處或參考資料：
劉鳳翰，
《抗日戰史論集》，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第 281 頁
二、太原會戰中，日軍在哪個戰鬥中遭受國軍包圍及反擊？（3）
（1）平型關作戰（2）娘子關作戰（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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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鳳翰，
《抗日戰史論集》，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第 307 頁
三、國軍在抗日戰爭中，曾經將中共的將領編入第 18 軍團並擔任總司令的
是誰？（3）
（1）鄧小平（2）任弼時（3）朱德
出處或參考資料：
劉鳳翰，
《抗日戰史論集》，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第 290 頁
四、太原會戰中，國軍最後率第七軍團突圍的將領是誰? （2）
（1）孫連仲（2）傅作義（3）張金照
出處或參考資料：
劉鳳翰，
《抗日戰史論集》，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第 285 頁

徐州會戰（7 題）
：
一、徐州會戰中，最有名的作戰為何？（1）
（1）臺兒莊大捷（2）南京保衛戰 （3）魯南兵團戰鬥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逸之，
《徐州會戰臺兒莊大捷作戰始末》
，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
，第
118 頁
二、徐州會戰時，國軍總司令是哪位將軍？（2）
（1）白崇禧（2）李宗仁 （3）李品仙
王逸之，
《徐州會戰臺兒莊大捷作戰始末》，
（臺北，知兵堂），第 47 頁
三、徐州會戰時，日軍攻佔徐州用意為何? （1）
（1）徐州位於津浦及隴海交通樞紐對長江構成威脅（2）純屬日軍喜好
（3）日軍想全面佔領中國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逸之，
《徐州會戰臺兒莊大捷作戰始末》，
（臺北，知兵堂），第 29 頁
四、日軍在徐州會戰時為何無法包圍國軍? （3）
（1）徐州幅員廣大（2）狀況判斷錯誤（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逸之，
《徐州會戰臺兒莊大捷作戰始末》
，
（臺北，知兵堂）
，第 161 頁
五、徐州會戰的意義在於將日軍誘敵北上，使其交通線延長 275 公里，達到
消耗敵之目的，以爭取保衛武漢之準備時間，在此戰役中國軍採取何種
戰略方針決定放棄徐州避免決戰? (1)
（1）持久戰（2）速戰速決（3）以上皆非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國奎，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62
六、徐州會戰第二時期，我國軍善用地形，迫敵改變交通線，再沿江仰攻武
漢，使主力安全退出包圍圈之戰略構想為何? （1）
（1）安全撤退（2）堅守陣地（3）以上皆非
出處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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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之，
《徐州會戰臺兒莊大捷作戰始末》，
（臺北，知兵堂）， 207 頁
七、徐州會戰中，在臺兒莊作戰死守的將領是誰？（3）
（1）黃樵松 （2）張金照 （3）池峰城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逸之，
《徐州會戰臺兒莊大捷作戰始末》
，
（臺北，知兵堂）
，第 112 頁

武漢會戰（5 題）
：
一、在武漢會戰中，日軍攻佔武漢後，是否如預期捕捉了國軍主力並達到殲
滅之目的呢？（2）
(1)是，達成殲滅國軍主力目的 (2)並未達成殲滅國軍主力部隊目的
(3)雙方部隊沒有交戰
出處或參考資料：
鄭浪平，中國抗日戰爭史，麥田出版社，民國 90 年，頁 477
二、在武漢會戰中，日軍攻佔武漢之目的是為了逼使國軍投降，但在國軍將
士用命奮戰後，是否達到此一目的呢？（2）
(1)是，達成目的 (2)否，且使日軍陷入更深的戰爭泥淖中
(3)否，但對日軍盡快結束戰爭構想有重大幫助
出處或參考資料：
鄭浪平，中國抗日戰爭史，麥田出版社，民國 90 年，頁 477
三、武漢會戰，軍事委員會的作戰指導與構想為何？（3）
(1)以空間換取時間，並進行主力部隊正面決戰之作戰指導
(2)以空間換取時間，實施連續性抵抗，待時機有利實施主力部隊之決
戰為作戰指導
(3)以空間換取時間，實施連續性抵抗，不進行主力部隊決戰作戰指導
出處或參考資料：
鄭浪平，中國抗日戰爭史，麥田出版社，民國 90 年，頁 477
四、武漢會戰發生之主因為？（3）
(1)日軍企圖打通粵漢鐵路與平漢鐵路，便於日軍部隊運輸及兵力轉用
(2)日軍企圖沿長江進犯我戰時陪都重慶，以結束侵華作戰，武漢為長
江中游樞紐，需先奪取以便於進犯重慶
(3)日軍企圖沿長江深入武漢，破壞我抗戰中心地區，使我不能繼續抗
戰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上)，黎明文化事業公司，頁 85-86
五、武漢會戰後，迫使日軍達到其戰略頂點，讓速戰速決之企圖破滅，當時
日軍所產生之最大危機為何？（2）
（1）地形不熟悉，部隊佈防易產生問題
（2）補給線過長，耗損日本有限資源
（3）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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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或參考資料：
鄭浪平，
《中國抗日戰爭史》
，
（臺北，麥田出版社，民國 90 年）
，頁 477

南昌會戰（4 題）
：
一、民國 28 年 3 月，日軍發起南昌會戰，我國軍動用 74 軍緊急馳援之主要
作戰策略為何? （3）
（1）牽制消耗敵人 （2）策應敵後全面游擊戰（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26 頁
二、武漢會戰時，哪一個地區為日軍攻略目標之一? （3）
（1）重慶 （2）上海 （3）南昌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27 頁
三、民國 28 年 3 月，南昌會戰中，國軍的指揮官是哪位將軍? （1）
（1）羅卓英 （2）王耀武 （3）李覺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37 頁
四、南昌會戰中，國軍哪一位將領收復南昌機場與車站? （1）
（1）陳安寶（2）李覺（3）楊宏光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35 頁

隨棗會戰（4 題）
：
一、隨棗會戰中，國軍三十三集團軍指揮官為何? （1）
（1）張自忠 （2）王耀武 （3）羅卓英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54 頁
二、隨棗會戰中，國軍三十一集團軍指揮官為何? （1）
（1）湯恩伯 （2）楊森 （3）關麟徵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54 頁
三、隨棗會戰中，國軍因威脅日軍何種設施，而使日軍被迫轉進? （3）
（1）機場（2）鐵路（3）補給線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56 頁
四、隨棗會戰中，日軍作戰目的為何？ （3）
（1）確保地域安定（2）挫折我軍作戰意志（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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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長沙會戰（4 題）：
一、第一次長沙會戰國民革命軍的指揮官是誰?(1)
（1）薛岳 （2）張自忠 （3）蔣中正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六卷 231 頁，黎明文化
二、抗日戰爭中，中國獲得第一場大型戰役勝利的是?(3)
（1）棗宜會戰 （2）南昌會戰 （3）第一次長沙會戰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六卷 24-31 頁，黎明文化
三、第一次長沙會戰日軍作戰作戰企圖為何?(3)
（1）三月亡華（2）以時間換取空間（3）摧毀中國抗戰企圖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六卷 215 頁
四、第一次長沙會戰中，我國軍指揮官一級上將薛岳的作戰方針為何?(1)
（1）後退決戰、爭取外翼 （2）持久抵抗、牽制敵軍
（3）保持機動、發動奇襲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六卷，黎明文化，31 頁

桂南會戰（3 題）
：
一、桂南會戰中，第四戰區司令官為何?（2）
（1）湯恩伯 （2）張發奎 （3）張自忠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324 頁-插表一
二、桂南會戰中，發生在哪一個地區?（3）
（1）廣西省南部 （2）廣東省西部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281 頁
三、桂南會戰中，國軍主要作戰目的為何?（2）
（1）箝制來犯之敵 （2）確保國際交通聯絡線 （3）佔領戰略要點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第 287 頁

棗宜會戰（5 題）
：
一、棗宜會戰中，國軍壯烈犧牲的將領、也是抗戰期間陣亡將領中階級最高
是？（3）
(1)馮治安 (2)湯恩伯 (3)張自忠
出處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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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燮著，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中華戰略協會，民國 100 年 9 月，頁 323
二、棗宜會戰中，張自忠將軍當時擔任職務為？（3）
(1)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 (2)第五戰區右集團軍總司令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燮著，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中華戰略協會，民國 100 年 9 月，頁 326
三、張自忠將軍壯烈犧牲後導致結果為何？（1）
(1)日軍左翼部隊壓力驟減，有利於爾後攻取宜昌之作戰任務遂行
(2)國軍部隊順利擊敗進犯之日軍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燮著，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中華戰略協會，民國 100 年 9 月，頁 323
四、宜昌淪陷後，日軍基於何種原因先行撤離？（1）
(1)不擴大佔領區，避免兵力分散 (2)補給不足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燮著，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中華戰略協會，民國 100 年 9 月，頁 324
五、日軍於民國 29 年 5 月發動棗宜會戰，主要目的為何？（3）
(1)解除國軍第五戰區方面對武漢之威脅
(2)擊滅第五戰區主力部隊，使日軍能向西持續擴進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抗日禦侮，黎明文化，民國 67 年 8 月出版，頁 39

豫南會戰（4 題）
：
一、豫南會戰由哪一方戰勝? (2)
(1)日本 (2)中華民國 (3)德國 (4)美國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傑，〈豫南會戰大捷 重挫日軍侵華攻勢〉，
《青年日報》，101 年 2 月
25 日
二、豫南會戰，國軍的最高指揮官為? (4)
(1)張靈甫 (2)黃百韜 (3)羅卓英 (4)李宗仁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1982 年，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三、豫南會戰，國軍靈活應用運用何策略，終使日軍包圍殲滅國軍主力之企
圖，以失敗告終？（2）
(1)突圍作戰 (2)避實擊虛 (3)誘敵深入 (4)拖延戰術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傑，〈豫南會戰大捷 重挫日軍侵華攻勢〉，
《青年日報》，101 年 2 月
25 日
四、對於豫南會戰的概述，下列何者為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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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軍企圖消耗我軍戰力，擴大其贛北占領區
(2)日軍欲採分進合擊之勢 (3)日軍計有二次增援
(4)日軍企圖誘我軍深入，包圍我軍主力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1982 年，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上高會戰（6 題）
：
一、上高會戰中以後退決戰，各個擊破，瓦解日軍之戰術攻勢，故是哪一方
戰勝? (2)
(1)日本 (2)中華民國 (3)英國 (4)美國
出處或參考資料：
楊宇安，
〈上高會戰 內線作戰範例〉，
《青年日報》，103 年 1 月 5 日
二、上高會戰，國軍的指揮官是哪位將軍? (3)
(1)張靈甫 (2)黃百韜 (3)羅卓英 (4)何應欽
出處或參考資料：
楊宇安，
〈上高會戰內線作戰經典範例〉
，《青年日報》
，103 年 1 月 5 日
三、上高會戰後，哪一軍因表現突出、戰功顯赫，榮獲國民政府第一號武功
狀和最高榮譽「飛虎旗」? (3)
(1)第 72 軍 (2)第 73 軍 (3)第 74 軍 (4)第 75 軍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道宇，
〈要使名駒試千里，同駕飛鴻越九州-盼父親張靈甫將軍安息〉，
《中央日報》
，104 年 1 月 29 日
四、上高會戰中，我國軍以第 74 軍表現最為突出，其代師長因表現優異，
於當年冬天升任國軍 74 軍第 58 師師長，請問這位代師長是誰?（4）
(1)王耀武 (2)白崇禧 (3)黃百韜 (4)張靈甫
出處或參考資料：
陸軍聲，
〈張靈甫抗日建功，武德立典範〉，
《青年日報》，99 年 3 月 1
日
五、八年抗戰期間，哪一個會戰期間始終掌握著戰場主動權而致勝的會戰，
斃傷日軍共計 2.2 萬人，並被何應欽將軍譽為「開戰以來最精彩之作
戰」？（2）
(1)桂南會戰(2) 上高會戰 (3)長沙會戰(4) 淞滬會戰
出處或參考資料：
楊宇安，
〈上高會戰內線作戰經典範例〉
，《青年日報》
，103 年 1 月 5 日
六、下列何者非上高會戰的戰果?（1）
(1)破壞敵有效利用平漢線交通之企圖
(2)以後退決戰，各個擊破，瓦解敵之戰術攻勢
(3)挫敵鋒鏑，增加敵之消耗
(4)敵傷亡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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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1982 年，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晉南會戰(中條山會戰)（6 題）
：
一、晉南會戰，為哪一方戰勝? (1)
(1)日本 (2)中華民國 (3)英國 (4)美國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1982 年，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二、晉南會戰期間，誰代理第 3 軍軍長，頑強抵抗日軍 13 次進攻，令日軍
懼怕，更畏稱該名將領為「中國戰神」？(3)
(1)衛立煌 (2)王竣 (3)寸性奇 (4)張自忠
出處或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國史館編，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初編》
，1985 年，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
三、下列何者非國軍參與晉南會戰的將領? (3)
(1)王竣 (2)孫蔚如 (3)張自忠 (4)何應欽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1982 年，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四、民國 30 年，晉南會戰之前，日方曾發動哪兩個會戰？ (1)
(1)豫南、上高會戰 (2)桂南、棗宜會戰
(3)武漢、南昌會戰 (4)忻口、徐州會戰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1982 年，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五、晉南會戰期間，國軍壯烈犧牲的最高階將領為?（3）
(1)張自忠上將 (2)衛立煌上將 (3)唐淮源上將 (4)王竣少將
出處或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國史館編，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5 年(1942 年 2 月 2 日，中華民國政府特以 1445 號褒揚令明令褒揚
六、下列何者非晉南會戰的戰果?（4）
(1)我軍添出外翼，避免包圍殲滅
(2)挺進於敵後游擊區
(3)敵死傷 2 萬餘人
(4)我衡陽守軍樹壯烈犧牲之模範，鼓舞國軍抗敵意志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1982 年，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第二次長沙會戰（2 題）：
一、第二次長沙會戰國民革命軍的指揮官是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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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楊森 (2) 薛岳 (3) 蔣中正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七卷》
，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第 215 頁
二、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我國民革命軍為國英勇捐軀的將領為誰何?(1)
(1) 賴傳湘(2)杜聿明(3)楊森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七卷》
，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第 215 頁

第三次長沙會戰（5 題）：
一、第三次長沙會戰國民革命軍的指揮官是誰?(2)
(1)張靈甫 (2) 薛岳 (3) 孫立人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八卷》
，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第 157 頁
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在中國正面戰場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進攻作戰是
哪場戰役？(1)
(1)長沙會戰 (2)徐州會戰 (3)太源會戰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八卷》
，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第 8 頁
三、在 1941 年 12 月第三次長沙會戰爆發時，其他戰區發生了何事?(3)
(1)韓戰爆發 (2)諾曼第登陸 (3)珍珠港事件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変《中國抗日戰爭真相》，
（臺北，中國戰略協會）第 392 頁
四、「戰端一開，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責任，
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是：(3)
(1)長沙會戰發生，蔣委員長的呼籲
(2)九一八事變發生，張學良向東北軍的呼籲
(3)盧溝橋事變，蔣委員長的呼籲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燮《中國抗日戰爭真相》，
（臺北，中國戰略協會）第 312 頁
五、以下戰役-指揮官配對正確的是?(2)
(1)淞滬會戰-張靈甫 (2)長沙會戰-薛岳 (3)徐州會戰-張學良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変《中國抗日戰爭真相》
，
（臺北，中國戰略協會）第 123、223、378
頁

浙贛會戰（7 題）
：
一、浙贛會戰雙方指揮官為何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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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軍：第三戰區司令長顧祝同、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
(2)國軍：第九戰區司令長薛岳、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阿南惟畿
(3)以上皆非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燮，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中華戰略協會，民國 100 年 9 月，頁 366-367
二、浙贛會戰中，日軍最為人詬病之暴行為？（3）
(1)焚毀村莊、搶殺掠奪 (2)屠殺平民約 25 萬餘人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燮著，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中華戰略協會，民國 100 年 9 月，頁 364
三、日軍於浙贛會戰後，是否持續佔領浙江地區？（2）
(1)是 (2)否 (3)不一定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燮著，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中華戰略協會，民國 100 年 9 月，頁 364
四、日軍在浙贛會戰中，採「無差別殲滅」
（不分軍民、男女、老幼）與「三
光掃蕩」，城鎮乃盡成焦土，所謂「三光掃蕩」為何？（3）
(1)搶光、燒光、吃光 (2)燒光、殺光、砸光 (3)殺光、搶光、燒光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燮著，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中華戰略協會，民國 100 年 9 月，頁 364
五、浙贛會戰之國軍作戰指導？（1）
(1)先採守勢，逐次抵抗誘敵進入包圍圈後再予以包圍殲滅
(2)採取守勢，狀況不利情形下向南轉進 (3)以上皆非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文燮著，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中華戰略協會，民國 100 年 9 月，頁 363
六、浙贛會戰國軍未對進入包圍圈之日軍發起攻擊並予以圍殲主因為何？
（2）
(1)日軍占有利地形與優勢兵火力無法予以殲滅
(2)軍事委員會希望戰區保持足夠戰力，故避免與日軍決戰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龔建國，國軍抗日戰史專輯，史政編譯局印製，民國 94 年，頁 157
七、浙贛會戰國軍所獲致最大戰果為何？（2）
(1)殲滅日軍 13 軍及軍長澤田茂中將
(2)殲滅日軍第 15 師團酒井直次郎中將以下約 3 萬多日軍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龔建國，國軍抗日戰史專輯，史政編譯局印製，民國 94 年，頁 157

鄂西會戰（1 題）
：
一、鄂西會戰中，我國軍奮勇抗日，達到了那些成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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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日軍不能達成毀損我戰力之目的。
（2）破壞其戰術攻勢企圖 （3）
日軍死傷 25,830 人，我國軍傷亡約 6 萬人(4)以上皆非
出處或參考資料：細說抗戰，黎東方，遠流出版社，頁 28 至 37。

常德會戰（4 題）
：
一、下列抗日戰爭中的哪一個事件，發生的時間最晚（2）
（1）盧溝橋事變（2）常德會戰（3）淞滬會戰
出處或參考資料：
細說抗戰，黎東方，遠流出版社，頁 28 至 37。
二、常德會戰時，常德守軍第 57 師官兵抱定與城共存亡決心奮戰 11 晝夜，
傷亡殆盡，戰況慘烈，河水為之赤，對全局之貢獻甚大。請依下列敘述
看何者為會戰發生的時空背景?（3）
（1）日軍為牽制國軍轉用兵力於滇緬作戰，仍計畫對國軍第六戰區發動
攻擊。
（2）鄂西會戰結束後，中日於兩湖地區雖呈現對峙狀態，但雙方仍積極
兵力調整與部署下一次會戰，形塑有利於己之戰略態勢。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謝志淵，
《抗日戰史回顧常德會戰》
，
（臺北，勝利之光，705 期）
，頁 78
三、下列何者為對日抗爭中常德會戰國軍的不利因素? （3）
（1）傷亡嚴重，糧彈匱乏（2）日軍使用毒氣造成我軍守軍大量傷亡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抗日戰史回顧】常德會戰，謝志淵，勝利之光，705 期
四、下列何者為抗日戰爭中，常德會戰發生的時空背景? （3）
（1）日軍為牽制國軍轉用兵力於滇緬作戰，仍計畫對國軍第六戰區發動
攻勢
（2）鄂西會戰結束後，中日於兩湖地區雖呈現對峙狀態，但雙方仍積極
兵力調整與部署下一次會戰，形塑有利於己之戰略態勢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抗日戰史回顧】常德會戰，謝志淵，勝利之光，705 期

豫中會戰（2 題）
：
一、下列對於豫中會戰的敘述何者為非（3）
（1）破壞日軍利用平漢線交通之企圖（2）斃傷日軍 43,416 人
（3）此戰役發生於民國 32 年 4 月
出處或參考資料：
細說抗戰，黎東方，遠流出版社，頁 28 至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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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日戰爭中的後期幾場重要戰役，其中下列何者不是日軍一號作戰（國
軍稱「豫湘桂會戰」
）的會戰之一?（2）
（1）桂柳會戰（2）太原會戰（3）豫中會戰
出處或參考資料：
細說抗戰，黎東方，遠流出版社，頁 35 至 36

長衡會戰（3 題）
：
一、長衡會戰中，第九戰區中國最高指揮官為何?（1）
（1）薛岳（2）楊森（3）王耀武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國奎、雷聲宏，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四)》
，
（臺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第 194-195 頁
二、請問長衡會戰中，我衡陽守軍樹壯烈犧牲之模範，鼓舞國軍抗敵意志，
雖日軍躍進 257 公里，仍為戰術攻勢，在戰略上無價值，然日軍此作戰
目的為何？（2）
（1）徹底殲滅敵軍（2）打通南北交通線，增強戰略上之優勢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國奎、雷聲宏，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四)》
，
（臺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第 196 頁
三、國軍第九戰區為拒止日軍打通大陸南北交通線企圖，在湖南長沙及衡陽
等地區與日軍進行激烈的攻防戰，稱之為長衡會戰，在戰前國軍基於湘
北、鄂北方面敵情，依民國 31 年策定之計畫，積極準備以劣勢兵力，
迎擊優勢之日軍，此計畫為何？（3）
（1）逐次抵抗計畫（2）轉進計畫（3）誘敵圍殲計畫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國奎、雷聲宏，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四)》
，
（臺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頁 195

桂柳會戰（3 題）
：
一、桂柳會戰中，中國黔桂湘邊區最高指揮官為何?（3）
（1）張發奎（2）孫連仲（3）湯恩伯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國奎、雷聲宏，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四)》
，
（臺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第 466 頁
二、桂柳會戰時，國軍那位將判知日軍必續攻桂柳，即向當時的最高統帥蔣
委員長意見具申，建議固守桂林以及反擊殲滅來犯敵軍之方策？（3）
（1）胡宗南（2）趙子立（3）白崇禧
出處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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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奎、雷聲宏，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四)》
，
（臺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第 477 頁
三、桂柳會戰後，我決心堅定仍保有反攻力量，並打通了國際通路，而益增
日軍之負擔。請問於此戰役在歷史中的意義為何？（3）
（1）協力盟軍於緬甸方面作戰之成功，進而打通中、印公路，以獲取
大量美援
（2）牽制大量日軍於中國戰場，有利於盟軍在印、緬及太平洋戰作戰
（3）對盟軍之全面勝利，具有重大之貢獻 （4）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國奎、雷聲宏，《國民革命軍戰役史》
，第 513 頁

豫西鄂北會戰（5 題）
：
一、豫西鄂北會戰中，中國第一戰區最高指揮官為何?（1）
（1）陳誠（2）劉峙（3）孫連仲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國奎、雷聲宏，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四)》
，
（臺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第 206-207 頁
二、豫西鄂北會戰中，中國第五戰區最高指揮官為何?（2）
（1）胡宗南（2）劉峙（3）李品仙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國奎、雷聲宏，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四)》
，
（臺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第 206-207 頁
三、豫西鄂北會戰中，中國第六戰區最高指揮官為何?（1）
（1）孫連仲（2）李品仙（3）湯恩伯
出處或參考資料：
張國奎、雷聲宏，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四)》
，
（臺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第 206-207 頁
四、日軍華北方面軍為解除國軍空軍及豫西部隊對平漢路南段之威脅，以確
保一號作戰之成果，乃指示應執行何作戰？（3）
（1）老河口作戰（2）豫西鄂北作戰（3）以上皆是
張國奎、雷聲宏，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四)》
，
（臺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第 208 頁
五、請問豫西鄂北會戰於歷史中的意義為何？（1）
（1）國軍守住了西峽口、荊紫關、老河口、鄖陽，保障了陝西南部
（2）國軍轉進至其他地方，保存戰力
（3）以上皆非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黎東方，
《細說抗戰》
，（臺北，遠流出版社），第 2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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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會戰(8 題)：
一、湘西會戰，時任國軍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為何人?(2)
（1）湯恩伯 （2）王耀武 （3）張發奎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第八卷》
，（臺北，黎明文化），第 89 頁
二、湘西會戰，擔任國軍第十集團軍總司令為何人?(1)
（1）王敬久 （2）李玉堂 （3）胡璉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第八卷》
，（臺北，黎明文化），第 89 頁
三、率部參與湘西會戰，時任第十八軍軍長為何人?(3)
（1）黃維 （2）張靈甫 （3）胡璉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第八卷》
，（臺北，黎明文化），第 89 頁
四、率部參與湘西會戰，時任新編第六軍軍長為何人?(2)
（1）李天霞 （2）廖耀湘 （3）侯鏡如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第八卷》
，（臺北，黎明文化），第 89 頁
五、湘西會戰中，日軍被擊退返原陣地，而退出戰場，主要是國軍使用了何
種戰術，獲得戰勝契因? (1)
（1）日軍兵力運用分散、轉用過慢
（2）日軍戰略意圖不明，指揮失當
（3）日軍補給線過長，戰略翼側受威脅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第八卷》
，（臺北，黎明文化），第 48 頁
六、湘西會戰中，日軍主要失敗因素為何?(2)
（1）情報蒐集未確實 （2）倉促發起，兵力不足
（3）補給線過長，影響戰力發揮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179 頁
七、國軍獲得抗戰勝利的契機，並帶起鼓舞反攻的士氣，主要是湘西會戰中，
粉碎了日軍何戰略意圖？ (1)
（1）占領芷江機場，維護湘桂、粵漢鐵路交通為目的
（2）打通衡陽、桂林之線交通，並威脅國軍西南大後方
（3）包圍殲滅國軍在湘西之野戰軍團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大學，
《抗日戰史》，
（臺北，國防大學），第 4-3-3 頁
八、湘西會戰後，我國軍以勝利告收，其最主要影響為何? (1)
（1）確保芷江機場安全，使盟軍飛機能遂行作戰任務
（2）日軍士氣大損，無力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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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響後續日軍逐步收縮戰線，以強化重要據點防禦能力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第八卷》
，（臺北，黎明文化），第 48 頁

桂柳反攻作戰(5 題)：
一、桂柳反攻作戰，時任國軍第二方面軍司令官為何人? (1)
（1）張發奎 （2）湯恩伯
（3）薛岳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128 頁
二、桂柳反攻作戰，時任國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為何人? (2)
（1）張發奎 （2）湯恩伯 （3）薛岳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128 頁
三、率部反攻崑崙關，時任第五軍軍長為何人? (1)
（1）杜聿明 （2）邱清泉 （3）戴安瀾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95 頁
四、國軍名將杜聿明將軍率部反攻崑崙關，發動了桂柳反攻作戰，其最主要
戰略意圖為何? (2)
（1）追擊日軍轉進部隊，打擊有生力量
（2）打通廣州、海口，以遮斷日軍越南以南之交通
（3）擔任美軍登陸沖繩島之佯攻部隊，遂行牽制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124 頁
五、桂柳反攻作戰戰役結果於歷史上之意義為何? (2)
（1）日軍遭國軍圍殲，大部喪失，迄八月份宣告投降
（2）日軍餘部順利轉進衡陽，迄八月份宣告投降
（3）日軍潰敗後轉進廣州，迄八月份宣告投降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第九卷》
，
（臺北，黎明文化）
，第 403 頁

盟軍合作（10 題）：
一、哪一戰役，使二次大戰的中國由孤軍奮鬥，變成與美英等國家並肩作戰？
（2）
(1)七七事變 (2) 太平洋戰爭 (3) 九一八事變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
，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
15-19 頁
二、1941 年中美合作成立了美國志願大隊，俗稱飛虎隊，當時是由誰負責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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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此經驗不足的飛行員?（2）
（1）魏德邁（2）陳納德（3）史迪威
出處或參考資料：
隆.海佛曼，《飛虎隊》，
（臺北，星光出版社）
，第 14-17 頁
三、太平洋戰爭是以大日本帝國為首的軸心國和以美國為首的什麼國間的戰
爭?（2）
（1）聯合國 （2）同盟國 （3）太平天國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 17-21 頁
四、民國 34 年 8 月，美國在廣島及何地投下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3）
(1)東京 (2)橫濱 (3)長崎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黎明文化編輯委員會，
《中國現代史》
，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第 189 頁
五、民國 32 年，中、美、英三國的領袖舉行了哪一場會議；聲明日本戰敗
投降後，應將東北、臺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3）
(1)雅爾達會議 (2)慕尼黑會議 (3)開羅會議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
，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
443 頁
六、民國 33 年我國為配合盟軍作戰，遂成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由誰擔任
上將兼總司令？（3）
(1)孫立人 (2)蔣中正 (3)何應欽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
，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
344 頁
七、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導火線，是因為美、日之間哪一個事件的發生？（1）
（1）日本偷襲珍珠港（2）德軍入侵巴爾幹（3）義大利入侵希臘挫敗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 17-21 頁
八、民國 34 年，美、英兩國領袖為使二次大戰早日結束，不惜犧牲何國權
益，簽下雅爾達密約，留下永久的禍害？（1）
(1)中國 (2)日本 (3)蘇聯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黎明文化編輯委員會，
《中國現代史》，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第 185-1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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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國曾與美國訂立「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
，中國政府表示：願接受
大西洋憲章中所包含之宗旨及原則，美國政府也同意給予中國援助，以
抵抗侵略。這裡所指的侵略是?（3）
(1)1931 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 (2)1937 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
(3)1941 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 343 頁
十、1942 年，中美、中英簽訂了什麼新約；除了訂定 8 款新約，亦廢除了 9
項特權？（1）
(1)平等新約 (2)和平條約 (3)同盟合約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黎明文化編輯委員會，
《中國現代史》
，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第 176-177 頁

遠征印緬(8 題)：
一、新三十八師首任師長，畢業於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的為何人?(2)
（1）廖耀湘 （2）孫立人 （3）張靈甫
出處或參考資料：楊剛、馮杰，《滇緬戰役》，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
第 63-64
二、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實際擔任作戰指揮任務的副司令官為何人?(1)
（1）杜聿明 （2）孫立人 （3）羅卓英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
（臺北，史政編譯局）
，第 246 頁、插表 13
三、中國駐印軍首任總指揮，亦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軍將領為何
人?(3)
（1）魏德邁 （2）麥瑞爾 （3）史迪威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
（臺北，史政編譯局）
，第 232 頁、插表 10
四、民國三十三年渡過怒江實施反攻，任中國第二次遠征軍司令官為何人?
(2)
（1）陳誠 （2）衛立煌 （3）宋希濂
出處或參考資料：
楊剛、馮杰，《滇緬戰役》，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第 17-18 頁
五、入緬時擔任新二十二師師長，畢業於法國聖西爾軍校的為何人?(1)
（1）廖耀湘 （2）孫立人 （3）戴安瀾
出處或參考資料：
楊剛、馮杰，《滇緬戰役》，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第 66 頁
六、我國對日宣戰後，蔣中正委員長為支援盟邦作戰，組成中國遠征軍入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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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協助英軍作戰，其最主要目的與戰略企圖為何? (3)
（1）與盟軍與印度會師，協同作戰
（2）殲滅日軍有生力量，收復安南
（3）確保滇緬公路暢通，恢復補給線暢通
出處或參考資料：
楊剛、馮杰，《滇緬戰役》，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第 17-18 頁
七、英軍七千餘人遭日軍圍困，由國軍孫立人將軍，率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
以一己之力，重創 10 倍之敵，獨力完成解救英軍之任務，揚威世界的
是哪一個戰役? (1)
（1）仁安羌大捷（2）平行關大捷 （3）臺兒莊大捷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284-289 頁
八、中國駐印軍於印度藍姆伽改組成新一軍，其首任軍長為何人?(2)
（1）孫立人 （2）鄭洞國 （3）杜聿明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316-317 頁

殉國烈士（17 題）：
一、有常勝及跛腳將軍之稱的殉國將領曾說:「吾某人腿雖廢，無以站立，
然中華民族得以站立，不為倭賊所欺，吾之腿值也。」為何人?（3）
（1） 王耀武（2）戴安瀾（3）張靈甫
出處或參考資料：
鐘子麟，
《蔣中正王牌悍將─張靈甫傳》，
（團結出版社）
二、我國的八一四空軍節，是為了紀念英勇空軍健兒曾創下擊落日軍戰機輝
煌戰果的節日，當時率隊的大隊長說: 「每看到日本飛機在我們頭上飛
來飛去，我就恨不得駕飛機飛上天空將他們趕走！把他們趕回東京去，
不許他們在中國上空耀武揚威。」
，號稱「空軍戰神」指的是為何人?（2）
（1）王耀武（2）高志航（3）杜聿明
出處或參考資料：
吳東權，
《高志航傳》
，（希代出版社）
三、請問任第九軍軍長，率部於忻口戰役遭砲彈擊中壯烈殉國，為第一位殉
國的軍長之烈士為何人? （1）
（1）郝夢齡（2）饒國華 （3）武士敏
出處或參考資料：
岳騫，《丹心照汗青-抗日戰爭殉國將領史略》，
（臺北，黎明文化）
，第
61 頁
四、請問於霧社事件中，因不滿日本當局長期以來苛虐暴政，而領導馬赫坡
社等番社聯合起事，後英勇犧牲的義士為何人? （2）
（1）沙歐莫那 （2）莫那魯道 （3）達達歐莫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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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或參考資料：
吳傳國，
《臺灣戰史彙編-精神戰力之部》
，（桃園，國防大學），第 129
五、請問曾留學法國，被譽為空軍戰神，曾歷任分隊長、飛行官及第四大隊
大隊長等職，於周家口遭敵機突襲而不及升空，壯烈殉國的烈士為何人?
（2）
（1）樂以琴 （2）高志航 （3）周志開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國民革命軍畫史第三輯》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36 頁
六、請問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曾與日軍勁旅坂垣師團激戰七晝夜，後
於棗宜會戰壯烈殉國，並追贈陸軍二級上將的烈士為何人? （1）
（1）張自忠 （2）郝夢齡 （3）鄭作民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國民革命軍畫史第三輯》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124 頁
七、請問於晉南會戰期間，代理第三軍軍長，頑強抵抗日軍十三次進攻中條
山失敗之際，更令日軍懼怕，畏稱該名將領為「中國戰神」，後因傷殉
國的烈士為何人？(3)
(1)郝夢齡 (2)王竣 (3)寸性奇
出處或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國史館編，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初編》
，1985 年，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
八、請問民國二十七年時任中山艦艦長，奉命率部於湖北金口巡防，忽遭日
機來襲，奮起力戰致兩腿重傷，仍堅與艦同沉而壯烈殉國的烈士為何人?
（2）
（1）桂永清 （2）薩師俊 （3）薩鎮冰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國民革命軍畫史第三輯》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76 頁
九、請問曾於中條山之役，九敗日軍，後升任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於民
國三十三年姚店之役壯烈殉國，後追贈陸軍上將的烈士為何人? （3）
（1）饒國華 （2）王銘章 （3）李家鈺
出處或參考資料：
岳騫，《丹心照汗青-抗日戰爭殉國將領史略》，
（臺北，黎明文化）
，第
61 頁
十、請問時任第四十二軍軍長，曾與日軍於娘子關、臺兒莊等處激戰，後於
武漢會戰期間由大別山轉進襄陽時，遭日機轟炸而不幸壯烈殉國的烈士
為何人?（1）
（1）馮安邦 （2）田鎮南 （3）萬福麟
出處或參考資料：
林達，《武漢會戰》，
（臺北，知兵堂出版社），第 131 頁
十一、請問於徐州會戰中率第一二二師死守滕縣，不幸中彈犧牲，但卻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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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臺兒莊大捷奠定基礎，後被追贈為陸軍上將的烈士為何人? （2）
（1）饒國華 （2）王銘章 （3）李家鈺
出處或參考資料：
岳騫，《抗日戰爭殉國將領史略》，
（臺北，黎明文化）
，第 77 頁
十二、請問在衡陽保衛戰中奉命率領第七十九軍擔任增援部隊，於增援失敗
後轉進時遭日軍包圍進行白刃戰時殉國之烈士為何人? （2）
（1）武士敏（2）王甲本 （3）趙季平
出處或參考資料：
岳騫，《丹心照汗青-抗日戰爭殉國將領史略》，
（臺北，黎明文化）
，第
75 頁
十三、請問於乙未抗日戰爭中身為客籍將領率領義軍與日寇激戰，但於八卦
山之役壯烈殉國的義士為何人? （3）
（1）姜紹祖 （2）徐驤 （3）吳湯興
出處或參考資料：
劉順銘，
《臺灣戰史彙編-精神戰力之部》
，（桃園，國防大學），第 101
十四、請問乙未抗日戰爭中率軍與日軍激戰，新竹之役被俘後於獄中服藥自
殺壯烈殉國，並與徐驤、吳湯興等合稱客家三傑的義士為何人? （3）
（1）李惟義 （2）吳彭年 （3）姜紹祖
出處或參考資料：
劉順銘，
《臺灣戰史彙編-精神戰力之部》
，（桃園，國防大學），第 100
十五、國民政府為了確保中國最後一條國際交通線滇緬公路的安全，履行《中
英共同防禦滇路協定》，組建了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時任第二○○師
師長於撤退作戰時在猛密特負傷殉國的烈士為何人?（2）
（1）齊學啟 （2）戴安瀾 （3）廖耀湘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302 頁
十六、請問盧溝橋事變時任第廿九軍副軍長，率部與日寇激戰於南苑，因頭
部中彈而不幸殉國，為抗戰初期中殉國第一人的烈士為何人? （3）
（1）吉星文 （2）張自忠 （3）佟麟閣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國民革命軍畫史第三輯》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10 頁
十七、請問盧溝橋事變時任第一三二師師長，負責南苑防務與日軍激戰，全
身中彈二十二處而壯烈殉國的烈士為何人? （1）
（1）趙登禹 （2）宋哲元 （3）高魁元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國民革命軍畫史第三輯》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10 頁

盧溝橋事變（11 題）
：
一、盧溝橋事變中，駐紮宛平縣的國軍指揮官為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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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靈甫（2）張自忠（3）吉星文
出處或參考資料：
李雲漢，
《盧溝橋事變》，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第 292 頁
二、中華民國從哪一件事後，“開始”對日作戰？（2）
（1）918 事變（2）七七事變（3）西安事變
出處或參考資料：
李雲漢，
《盧溝橋事變》，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第 291 頁
三、盧溝橋事變中，日軍以何理由引爆中日雙方開戰?（1）
（1）日軍以一名士兵失蹤為理由，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搜查，遭我拒絕
（2）日軍海軍軍官大山勇夫強闖中國警戒區發生衝突
（3）日軍遭受中國軍的不法射擊
出處或參考資料：
李雲漢，
《盧溝橋事變》，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第 292-294
四、八年抗戰是在何地開出第一砲？(2)
(1)瀋陽 (2)盧溝橋 (3)上海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一卷》，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第二章第 7 頁
五、盧溝橋事變中，219 團三營金振中營長誓言為何?（2）
（1）全體官兵要堅決抵抗；盧溝橋即為爾等之墳墓；應與大橋共存亡，
不得後退
（2）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
（3）如果放棄了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出處或參考資料：
李雲漢，
《盧溝橋事變》，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第 228-341
六、盧溝橋事變發生於何時?（2）
（1）1936 年 7 月 7 日（2）1937 年 7 月 7 日（3）1938 年 7 月 7 日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黎明文化編輯委員會，
《中國現代史》
，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第 154 頁
七、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推派蔣中正擔任何職務?（3）
（1）總統 （2）國軍大元帥 （3）陸海空軍大元帥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黎明文化編輯委員會，
《中國現代史》
，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第 155 頁
八、造成盧溝橋事變的根本原因為何?（2）
（1）日本在南京對我簽定不平等條約
（2）日本在華北駐軍的違約擴張，非法侵佔，對中國軍民恣意欺凌，
壓迫與汙辱
（3）日本在盧溝橋殘殺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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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或參考資料：
李雲漢，
《盧溝橋事變》，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第 2-3 頁
九、盧溝橋事變後，同年八月十三日，日軍又於上海發動何事件?（1）
（1）淞滬之戰（2）長沙之戰（3）太原會戰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黎明文化編輯委員會，《中國現代史》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第 154-155 頁
十、七七事變是因日本駐軍在北平附近宛平縣城外盧溝橋演習，無理挑釁而
引起。日軍有權駐紮北平附近，是哪一個條約的規定？（3）
(1)北京條約 (2)馬關條約 (3)辛丑和約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黎明文化編輯委員會，
《中國現代史》
，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第 150-153 頁
十一、有一項條約規定﹕「中日兩國應當互相尊重，確保東亞地區和平，日
本願意放棄在華享有的治外法權，交還租界，雙方在經濟事務上緊密合
作。中國政府應補償日本臣民自『事變』發生以來在中國所遭受的經濟
損失。」此處所說的『事變』是指什麼？（3）
(1)清末的庚子義和團事變 (2)五四運動中的反日行動
(3)民國 26 年的盧溝橋事變
出處或參考資料：
李雲漢，
《盧溝橋事變》，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第 292-294

抗日戰爭（10 題）：
一、八年之間，歷經 22 次會戰，小戰數以萬計，陣亡將領及犧牲軍民兩千
多萬位，終獲最後勝利；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舉行日本受降典禮，由誰
代表我政府接受降書？（1）
（1）何應欽 （2）白崇禧 （3）李宗仁
出處或參考資料：
臺灣省政府，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周年特展專輯》
，(南投，
臺灣省政府，2010 年)頁，90-102
二、在民國初年的黃金十年建設期間，中國共產黨經國民政府多次圍剿，勢
力逐漸瓦解，後來卻因哪一事件的發生，使政府停止剿共，中共因而能
起死回生？(2)
(1)二二八事變 (2)西安事變 (3)九一八事變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一卷》
，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第 66-69 頁
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的抗戰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份，稱為
「中國戰區」
。盟軍推哪位將領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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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蔣中正 （2）陳納德 （3）史迪威
李雲漢，
《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民國 75 年)頁，314
四、在抗戰中期，部隊暮氣太深、習染太重，毫無生動力量，當時蔣委員長
毅然決定發動知識青年從軍，以新的精神和蓬勃的朝氣，作為全國軍隊
的倡導，並在短短四個月內徵募到了九個師的知識青年，當時所呼的募
兵口號為？（1）
（1）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2）精誠團結、共赴國難（3）
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
出處或參考資料：
《榮耀的詩篇-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國防
部部辦室，民 95 年)頁，259-260
五、哪一場戰爭是我中華民族自清末遭帝國主義侵略以來，首度獲得全面性
勝利的民族禦侮戰爭，使中國一雪甲午戰爭以來的屈辱，爭回了應有的
國格？（1）
（1）抗日戰爭（2）甲午戰爭（3）中法戰爭
出處或參考資料：
陳豐祥、林立月《中國近代史》，(臺北，五南圖書，2002)，頁 165
六、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哪一個事件是，國民革命軍奮鬥過程中，最重大
的事情，也是抗戰時基本軍事力量的塑造？（1）
（1）黃埔軍校創立 （2）北伐 （3）東征
出處或參考資料：
劉馥著，
《中國現代軍事史》
，(臺北，東大圖書，民國 75 年)，頁 7
七、八年抗戰初期，中國獨立對日作戰，後因何事的爆發，揭開了與美國等
盟軍並肩作戰的時期，也使得歐亞兩大戰場合而為一？(2)
(1)長沙會戰 (2)珍珠港事件 (3)盧溝橋事變
出處或參考資料：
臺灣省政府，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周年特展專輯》
，(南投，
臺灣省政府，2010 年)，12 頁
八、一首「中國不會亡」的抗戰歌曲，是在讚揚我國軍八百壯士，固守上海
四行倉庫的英勇事蹟，請問下列人些人有參與？（4）
（1）謝晉元團附 （2）女童軍楊惠敏 （3）營長楊瑞符 （4）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臺灣省政府，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周年特展專輯》
，(南投，
臺灣省政府，2010 年)，36 頁
九、中國在北伐之後，內戰頻仍，中共騷亂，更演變成西安事變。請問：西
安事變發生的原因為何？(2)
(1)剿共節節敗退 (2)日本侵略中國 (3)政府清黨 (4)軍閥亂政。
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一卷》
，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
第 23 頁，共 29 頁

司）第 66-69 頁
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維護世界秩序的反侵略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對世
界之貢獻？（4）
（1）獨立消耗日本戰爭潛力四年半的時間（2）牽制一五 0 萬日軍於中
國戰區（3）終於戰時盟邦，不惜鉅大犧牲代價，堅持抗戰到底。（4）
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蔣緯國，
《中日戰爭之戰略評析》
，(臺北，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四
冊，民國 70 年)頁，2-3

牡丹社事件（4 題）
：
一、清廷在日本出兵後，由當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指派誰擔任「臺灣督辦防
務」以巡閱為名來臺，主持臺灣海防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3)
（1）劉銘傳（2）丁日昌（3）沈葆楨
陳政三譯註/愛德華‧豪士原著，
《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
，
（臺北，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第 180 頁
二、牡丹社事件第一場大型戰役名稱為何？(1)
（1）石門戰役 （2）水門戰役 （3）北門戰役
出處或參考資料：
林呈蓉，
《牡丹社事件的真相》
，
（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第 61
三、清廷於 1874 年簽訂何種條約，使得遭受侵略的中國還要賠款和談？(2)
（1）中日臺灣專約（2）清日臺灣事件專約（3）日臺專約
陳政三譯註/愛德華‧豪士原著，
《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
，
（臺北，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第 236 頁
四、中國與日本於牡丹社事件後，日本政府派遣何人為全權大臣，赴中國交
涉，進行和談？(2)
（1）大山綱良（2）大久保利通（3）樺山資紀
林呈蓉，
《牡丹社事件的真相》
，
（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第 115

乙未戰爭(9 題)：
一、「乙未戰爭」的發生，主要是受到那場戰爭後續影響？（1）
(1)甲午戰爭 (2) 抗法戰爭 (3)澎湖海戰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股份有限公司，第 1 頁
二、日本派任臺灣首位總督為何人？（3）
(1)仁禮景範 (2)桂太郎 (3)樺山資紀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股份有限公司，第 103 頁
三、於 1895 年 5 月 25 日成立臺灣民主國，第一任總統為何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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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景崧 (2)劉永福 (3)丘逢甲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股份有限公司，第 131 頁
四、「乙未戰爭」第二階段中南部抗戰，戰爭可延長 4 個多月，主因為何？
（3）
(1)戰鬥意志高昂 (2)戰力統合發揮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第
264 頁
五、「乙未戰爭」第二階段中南部抗戰，主要是以何人為首指揮？（1）
(1)劉永福 (2)黎景崧 (3)廣永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第
264 頁
六、1895 年「乙未戰爭」在歷經數月奮鬥之後，不敵日軍猛烈攻勢終告失敗，
其原因為何？（3）
(1)有限人力及物力 (2)外援斷絕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第
259 頁
七、「乙未戰爭」在臺抗日以何族群最有力？（3）
(1)原住民 (2)閩南人 (3)客家人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第
202-221 頁
八、「乙未戰爭」第一階段北部抗戰，日軍選擇攻進何處？（2）
(1)基隆 (2)臺北城 (3)淡水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第
260 頁
九、
「乙未戰爭」第一階段北部抗戰，經歷數 10 日仍無法擊潰日軍主要原因
為何？（1）
(1)缺乏戰鬥意志 (2)戰術運用不當 (3)後勤補給缺乏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第
260 頁

臺灣對日抗戰與光復暨抗日將領(22 題)：
一、日據期間，主張臺灣人自治，倡議組織「臺灣同盟會」的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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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獻堂（2）蔣渭水（3）王敏川
楊碧川，
《日據時代-臺灣人反抗史》，
（臺北，稻鄉出版社）
，第 192 頁
二、歷史的洪流中，如果沒有哪個事件，那就沒有臺灣光復，臺灣也就無法
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更不可能重回中華民國版圖，請問是哪一個事件?
（3）
（1）民國肇建（2）國民革命軍北伐（3）抗戰勝利
馬英九，
《總統序》
，
（臺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
紀念日特展專輯），第 2 頁
三、臺灣在日據時期，設籍臺北和尚洲(今新北市蘆洲區)，曾加入蔣渭水領
導的臺灣文化協會，積極參與抗日活動，並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後來提
出了「保衛祖國，收復臺灣」的口號，成立了臺灣義勇隊的抗日抗戰名
將為何？（3）
（1）白崇禧（2）李宗仁（3）李友邦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政文，
《臺灣義勇隊》，
（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第 30 頁
四、臺灣光復後，在新竹中山公園建造一座紀念碑，是紀念對日抗戰中曾經
粵桂邊區任總指揮，有著卓越戰功，被稱之為「常勝將軍」的臺籍將領，
請問是哪一將軍？（3）
（1）黃國書（2）李友邦（3）鄒洪
出處或參考資料：
馬英九，
《總統序》
，
（臺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
紀念日特展專輯），第 2 頁
五、參與對日抗戰的臺籍志士中，曾有一位考入陸軍軍官學校並和日軍第五
師團在崑崙關展開四天四夜血戰大戰後，再赴緬甸作戰，身負重傷，留
下終生殘疾，但卻說：
「國家能獲得勝利、強盛，同胞能獲得光明自由，
我個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這位將領是誰？（3）
（1）林祖密（2）林文察（3）林正亨
丘秀芷，
《鐵石壯士心-林正亨，霧峰林家悲劇英雄》
，
（僑協雜誌，2014
年 9 月），148 期
六、從甲午戰敗清廷割讓臺灣後，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快速崛起，有一位臺
灣志士再帶領抗日作戰失敗後，內渡大陸，寫下「宰相有權能割地，孤
臣無力可回天」的著名詩句，是哪一位？（1）
（1）丘逢甲（2）唐景崧（3）劉永福
出處或參考資料：
馬英九，
《總統序》
，
（臺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
紀念日特展專輯），第 2 頁
七、我國軍在臺接受日軍投降時臺灣居民代表是誰? （1）
（1）林獻堂（2）蔣渭水（3）辜顯榮
出處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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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安幸夫，蘇珊譯《臺灣》
，（臺北，中天出版社），第 180 頁
八、開羅會議是哪三國參加?（1）
（1）中、美、英 （2）德、義、日 （3）中、俄、法
出處或參考資料：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
，
（臺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
340 頁
九、1895 年「乙未戰爭」對臺灣住民而言，有何影響？（3）
(1)民族意識的激發 (2)衛生政策的確立 (3)以上皆是
出處或參考資料：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第
284-305 頁
十、李友邦將軍除成立臺灣義勇隊外，另成立何種機構為民服務？（3）
（1）臺灣學堂（2）臺灣菸酒（3）臺灣醫院
出處或參考資料：
王政文，
《臺灣義勇隊》，
（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第 30 頁
十一、抗戰時期臺灣地區日本遞交降書給我國軍代表是誰？（1）
（1）安藤利吉（2）樺山資紀（3）北白川宮
出處或參考資料：
喜安幸夫，蘇珊譯《臺灣》
，（臺北，中天出版社），第 180 頁
十二、臺灣地區接受日軍投降儀式在哪舉行？（3）
（1）總統府（2）國父紀念館（3）臺北中山堂
出處或參考資料：
喜安幸夫，蘇珊譯《臺灣》
，（臺北，中天出版社），第 180 頁
十三、臺灣光復後日軍在臺掠奪的財產由何單位處理？（1）
（1）日產處理委員會（2）國民政府 （3）臺灣省議會
出處或參考資料：
喜安幸夫，蘇珊譯《臺灣》
，（臺北，中天出版社），第 181 頁
十四、在抗戰期間，蔣中正先生任國民政府主席時，出席哪一個會議時，堅
決主張戰後日本必須歸還竊占自中國所有領土，包括臺灣及周邊群島？
（1）
（1）開羅會議 （2）雅爾達會議 （3）波茨坦宣言
出處或參考資料：
臺灣省政府，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周年特展專輯》
，(南投，
臺灣省政府，2010 年)頁，90-102
十五、民國 32 年，中、美、英三國領袖在埃及開羅舉行會議，共同認可《開
羅宣言》的內容，三國於同年 12 月 1 日對外公布，其中明載日本竊自
中國的領土，必須歸還中華民國。試問日本竊自中國的領土，以上何者
為非？(3)
(1) 臺灣 (2) 澎湖列島 (3)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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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
《總統序》
，
（臺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
紀念日特展專輯），第 5 頁
十六、民國 34 年 7 月 26 日，簽署的那一項文件內容的第 8 條規定：
「
《開羅
宣言》之條件必須履行，而日本主權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
等四大島」。(1)
(1)《波茨坦公告》(2)《聯合國憲章》(3)《日本降書》
馬英九，
《總統序》
，
（臺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
紀念日特展專輯），第 5 頁
十七、民國 34 年，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南京向中華
民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投降，降書中的第 1、2 條明確承諾接受那
一項文件？(2)
(1)《聯合國憲章》(2) 《波茨坦公告》(3)《日本降書》
馬英九，
《總統序》
，
（臺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
紀念日特展專輯），第 6 頁
十八、哪一項文件不是構成中華民國光復臺灣的法律基礎？(2)
(1)《開羅宣言》(2) 《雅爾達密約》(3)《波茨坦公告》
馬英九，
《總統序》
，
（臺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
紀念日特展專輯），第 6 頁
十九、美國將《開羅宣言》
、
《日本降書》
、
《波茨坦公告》文件視為具有拘束
力的國際條約或協定，並分別收錄於何處？(3)
(1)1969 年美國國務院出版之《1776-1949 美國條約及其他國際協定彙
編》第 3 卷
(2)1946 年《美國法規大全》第 59 卷
(3)以上皆是
馬英九，
《總統序》
，
（臺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
紀念日特展專輯），第 6 頁
二十、日軍據臺期間，爆發我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日軍在臺曾經強拉徵調臺
灣同胞前往南洋充當軍屬，其中哪一支隊伍是由臺灣原住民組成？(3)
（1）勤勞團（2）農業團（3）高砂義勇隊
出處或參考資料：
劉鳳翰，
《日軍在臺灣(上)》
，（臺北，國史館）
，第 286-291 頁
二一、對日抗戰勝利，在臺澎地區接受日軍投降者為是? (1)
（1）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
（2）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
（3）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
出處或參考資料：
劉鳳翰，
《日軍在臺灣(下)》
，（臺北，國史館）
，第 622 頁
二二、著名的臺籍將領也是霧峰林家的接班人林正亨，奮身投入了對日抗
戰，曾經參與了哪一場戰役？（1）
（1）崑崙關之役（2）南京保衛戰（3）常德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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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或參考資料：
國防部，
《抗日戰史第九冊》
，（臺北，史政編譯局），第 114 頁
二三、牡丹社事件之後，清朝採納沈葆楨辦理臺灣防務的建言，以積極的方
式建設臺灣，請問，除了取消「渡臺三禁」政策外，為降低船難的發生
更興建臺灣的第一座燈塔，是哪一座燈塔？(3)
（1）安平港燈塔（2）鼻頭角燈塔（3）鵝鑾鼻燈塔
出處或參考資料：
林呈蓉，
《牡丹社事件的真相》
，
（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第 121
二四、臺灣光復的時間在何時？（2）
（1）1945 年 9 月 25 日（2）1945 年 10 月 25 日
（3）1945 年 11 月 25 日
出處或參考資料：
許介鱗，
《日本殖民統治篇 3》，
（臺北，文英堂出版社）
，第 224 頁
二五、八年對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曾完成不少外交工作。下列的外交工作，
何者不在這八年間？（1）
(1)簽訂「二十一條要求」
(2)珍珠港事件後，與美國結成盟軍，正式對日宣戰
(3)開羅會議聲明，東北、臺灣和澎湖在戰後歸還中華民國
出處或參考資料：
李雲漢，
《盧溝橋事變》，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第 292-314
二六、民國 27 年 4 月 1 日，在武昌舉行第五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當時會
中呼籲「恢復高（麗）臺（灣）
，鞏固中華」
，明確表達收復臺灣的決心，
係因通過了何項決議案? (2)
（1）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2）抗戰建國綱領（3）實行憲政決議案
出處或參考資料：
馬英九，
《總統序》
，
（臺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
紀念日特展專輯），第 3 頁
出處或參考資料：
楊碧川，
《日據時代-臺灣人反抗史》
，
（臺北，稻鄉出版社）
，第 1-35 頁
二七、對日抗戰後期，中華民國在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可由聯合國創立之初
即以四強之一的地位居於領導階層，請問是哪四強是哪幾個國家? (1)
（1）中美英蘇（2）中美英法（3）中美法蘇
出處或參考資料：
李雲漢，
《中國近代史》，
（臺北，三民書局）
，第 332 頁
二八、民國 40 年 9 月盟國在舊金山舉行和會，簽署了哪一項條約，使日本
同意放棄過去所侵占的外國領土？(2)
(1)《舊金山和約》(2)《對日和約》(3)《日本降書》
馬英九，
《總統序》
，
（臺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
紀念日特展專輯），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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