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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事年表 
 

年份 事件 
1360 (元至正 20 年) 中國於澎湖設置巡檢司 
1544 葡萄牙人航海至台灣，更稱之為「Ilha Formosa」(美麗島) 
1597  (明萬歷 27 年) 明朝置游兵於澎湖 
1615 日本攻台失敗 
1622  (明天啟 2 年) 明朝反對荷蘭在澎湖建堡壘 
1623 明荷交戰 8 個月，荷蘭決定退出澎湖，明不反對荷蘭佔據台灣 
1624 荷蘭於 9 月 8 日、9 日入安平，佔領台南 
1626 西班牙在雞籠 (基隆) 建堡壘，攻佔淡水 
1642 荷蘭將西班牙逐出台灣 
1661 年 鄭成功進攻台灣，改稱東都 
1662 年 鄭成為佔安平，荷蘭投降 
1683 年 施琅攻澎湖，鄭克爽降清 
1684 年 台灣劃入清版圖，隸屬福建省 
1969 年-1853 年 爆發不同程度的反清活動，有些與天地會有關 
1858  天津條約簽訂，開放府城 (台南) 通商 
1860 北京條約簽訂，開放安平、淡水、打狗和雞籠 
1862 天地會戴潮春反清攻台灣 
1873 清廷以「台灣生番為化外之民」 
1874 年 樺山資紀探查恆春，西鄉從道率兵侵台，沈葆楨防衛，日清訂北

京專約議和 
1875 沈葆楨治台，開放台灣吸引移民 
1877 丁日昌倡導台灣的洋務 
1884 法國攻台，劉銘傳抵台防禦 
1885 劉銘傳任「台灣巡撫」 
1894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唐景崧任台灣巡撫 
1895 馬關條約簽訂，台灣永久割讓日本，樺山資紀為首任台灣總督 
1896 頒布「法律六三號」，撤除軍政 
1897 公布「台灣鴉片令」 

國語學校設女子部，女子教育的開始 
1898 兒玉源玉郎為第 4 任總督 

頒布小學校官制、「保甲條例」、「匪徒刑罰令」 
1899 總督府醫學校成立 

台灣銀行開業 
設立台北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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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辦外國郵件 
台南、打狗鐵路通南 

1901 台灣教育會、律師會成立 
1902  反日人士林少貓等 122 人遇襲死亡 

杉房之助《日台會話大全》出版 
1904 台南斗六間鐵路通車 

公布「犯罪即決條例」 
1905 台北設電燈 

全台戶口普查 
1906 佐久間馬太出任總督 

台北與台南間的電話舖設 
1908 縱貫鐵路全線開通 
1911 阿里山鐵路通車 
1916 公布「台灣醫師令」、「齒科醫師令」 
1920 台灣在東京流學生組織「新民會」 
1921 林獻堂等展開「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台灣文化協會」成立 
1922 杜聰明頒授京都大學醫學博士 
1923 「治安警察法」限制集會結社和言論 

蔣渭水成立「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1924 「竹林事件」 

伊澤多喜男任總督 
1925 「治安維持法」施行 

「二林事件」爆發 
1926 成立「台灣農民組合」 

上山滿之進任總督 
1927 台灣民進黨在台中成立 

文化協會分裂 
1928 蔣渭水組織「台灣工友總聯盟」 

台北帝國大學創校 
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立 
川村竹治任總督 

1929 石塚英藏任總督 
1930 國際聯盟到台灣調查吸食鴉片的情況 
1931 太田政弘任總督 
1932 中村健藏任第 16 任總督 
1933 日台共婚法通過 
1934 日台無線電話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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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開始島內定期航空 
實施都市計劃令 

1937 禁止各報章的漢文欄 
台灣軍司令宣布台灣進行戰時體制 
推行皇民化運動 

1938 國家總動員法施行 
1939 日本治台三重點﹕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 
1940 台灣人民改日本姓氏運動展開 

「大政翼贊會」展開 
海軍上將長谷川清任總督 

1941 成立「皇民奉公會」 
日本偷襲珍珠港 

1943 實施義務教育 
開羅會議決定戰後台灣歸還中華民國 

1944 台灣進入決戰狀態，台灣實施徵兵制 
陸軍上將安藤吉任第 19 任總督 

1945 台灣各地遭空襲轟炸 
8 月 15 日日本宣告投降 
10 月 25 日國府代表陳儀接受日本的投降，日本移交台灣統治權

1946 「台灣省國語 (北京官話) 推行委員會」成立 
省參議會成立 
設立國語實驗小學，推行國語教育 

1947 「二二八事件」發生 
國民黨登陸基隆 

1948 「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施行 
蔣介石就職中華民國總統 

1949 實施戒嚴 
發行新台幣 

1950 美國總督杜魯門聲明不介入台灣事務 
取締日本書籍和電影 
延長「戡亂時期臨時條款」 
頒布「戡亂建國教育實施綱要」 
廖文毅在京都成立「台灣民主獨立黨」 

1951 美國軍事援助台灣 
國民黨與美國簽訂共同防衛互相援助協定 
禁止日語和台語教學 

1953 「耕者有其田條例」土地改革 
1954 與美國簽訂「共同防衛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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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爭取獨立事件頻仍 
禁止初、高中生使用台語，簡體字和橫寫 

1958 金門砲戰爆發，美國表明協防台灣 
1959 禁止電影用台語同步翻譯 

「八七水災」 
1960 蔣介石當選第三任「中華民國」總統 
1961 「蘇東啟事件」發生 
1964 禁止公務員在辦公期間使用台語 
1965 美國停止對台的經濟援助 
1966 設立「動員戡亂機構」，總統權力擴大 

高雄加工出口區建成 
1967 設立「國家安全會議」和「國家安全局」 

義務教育的施行 
1970 「台灣獨立建國聯盟」在紐約成立 

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在台視播放 
1971 立法院要求電視台推行「國語」 

千名大學生因釣魚台問題而示威 
1972 蔣介石當選第 5 任總統 

中國通史和中國現代史列為大專必修課程 
南部橫貫公路通車 

1973 「十大建設工程」開始 
1975 蔣介石逝世，嚴家淦繼任 

蔣經國就任國民黨主席 
1977 「中壢事件」爆發 
1978 蔣經國任第六任總統 

南北高速公路全線通車 
1979 台灣與美國斷交，中美建交；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 

縱貫公路全線電氣化完工 
「高雄美麗島事件」 

1980 北迴公路通車 
1982 查禁電動玩具業 
1984 蔣經國連任總統 

台灣人權促進會成立 
台灣原住民權利促進會成立 

1985 教育部制定「語文法」，禁止在公共場所使用台語 
1986 民主進步黨成立 

通過「國家安全法」、「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以取代

戒嚴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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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遠哲獲諾貝爾化學獎 
1987 民進黨發起「519 行動」、「1225 示威活動」 

解除戒嚴令，實施「國家安全法」 
開放往中國探親 

1988 報禁解除 
蔣經國逝世，李登輝任總統 
動員戡亂時期集會遊行法實施 
民進黨通過「417 決議」 
李登輝任國民黨主席 
原住民展開「還我土地」運動 
客家人在台北發起「還我母語」遊行 

1989 執行「動員戡亂時期人民團體法」 
李登輝發表「務實外交」政策 
侯孝賢《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金獅獎 
戒嚴後首次大選 

1900 李登輝連任總統，特赦政治犯許信良、施明德等 
民進黨通過「1007 決議」主張「台灣主權獨立」，成立「台灣主

權獨立運動委員會」 
1991 「獨立台灣會」4 名成員被捕，引發反「白色恐怖」運動 

「知識界反對政治迫害聯盟」示威，發表「520 聲明」 
「國家建設 6 年計劃」展開 
台灣爭取加入聯合國 
台灣省文獻委員會刊行《二二八事件文獻輯錄》 

1992 環島鐵路完工 
廢除「國產菸酒條例」 

1993 「海基會」與「海協會」在新加坡會談 
以「中華台北」名義參加上海東亞競技大會 

1995 李登輝代表政府為「二二八事件」道歉 
李登輝訪美 

1996 台海飛彈危機 
台灣首次總統大選，李登輝、連戰當選 

1997 民進黨在縣市長選舉獲勝 
1999 九二一大地震 
2000 陳水扁、呂秀蓮當選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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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影視大事年表 
 

年份 事件 
1962 教育電視實驗台開播 

台灣電視公司 (台視) 開播 
1963 12 月 1 日教育電視實驗廣播電台名改名為教育電視廣播電台 
1965 台視全省轉播系統完成 

設立「金鐘獎」 
1966 9 月 19 日教育電視廣播電台與台北商業職校成立「附屬廣播實

驗補習學校」 
1968 中國電視公司 (中視) 成立 
1969 9 月 7 日台視試行彩色播放 

中視播放電視連續劇《晶晶》 
1970 3 月 16 日成立「中華民國電視學會」 

7 月 5 日台視播放《風蕭蕭》 
1971 中華電視公司 (華視) 開播 

立法院要求電視台推行「國語」 
1974 第 20 屆亞洲電影節大會在台北舉行 
1976 1 月 8 日實施「廣播電視法」 

6 月 25 日交通部實施「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工程技術管理規

則」、「調幅廣播無線電台工程技術及設備標準規範」、「調頻廣播

無線電台工程技術及設備標準規範」、「電視無線電台工程技術及

設備標準規範」 
12 月 30 日新聞部實施「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 

1977 8 月 6 日實施「廣播電視事業從業人員管理規則」 
9 月 20 日「廣播電視節目規範」 

1978 10 月 23 日「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管理規則」 
1983 新電影崛起 

10 月 29 日「電視節目製作規範」 
1985 1985 年 4 月 21 日「電視廣告製作規範」 
1986 卡拉 OK 興起 
1987 4 月 1 日「廣播廣告製作規範」 
1989 侯孝賢《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金獅獎 
1991 7 月 3 日友聯全線公司成立 
1992 解除對日本視聽產品的禁令 

衛視中文台創造「日本偶像劇時段」，播放《東京愛的故事》 
1993 8 月「有線電視法」 

9 月 28 日無線衛星電視台 (TVBS)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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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聯全線公司改名為力霸友聯公司 
11 月「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暫行管理辦法」 

1994 香港「傳訊電視」推出「中天」和「大地」兩個衛星頻道 
1994 1994 年國興衛視 
1995 3 月三立開播，9 月推出「三立二台」，1996 年 6 月推出三立戲

劇台，重播無線台的劇集 10 月 2 日無線衛星電視台 (TVBS)新
聞台開播 
無線電視台台視播放《東京愛的故事》 
和信集團籌設緯來日本台 

1996 12 月三立三個頻道重新定位，改名為「三立綜藝台」、「三立都

會台」和「三立台灣台」 
1997 6 月 11 日民間全民電視公司 (民視)開播 

力霸友聯公司更名為東森電視台 
9 月中天為和信集團接手 
日本助友商社和東京放送電視台合資成立 JET (Japan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日本台 

1998 7 月 1 日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 (公視) 成立 
2000 國民黨將其在中視股份售予《中國時報》 

象山集團管理，「中視二台」更名「中視衛星」 
2001 「中視衛星」改名「中天娛樂台」 

「中天」頻道分為「中天新聞台」和「中天資訊台」 
播放偶像劇﹕《流星花園》、《流星雨》、《貧窮貴公子》、《

愛情大魔咒》、《薰衣草》、《烈愛傷痕》、《吐司男之吻》、

《蜜桃女孩》、《橘子醬男孩》、《陽光果凍》 
2002 6 月《中國時報》接管，改名為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播放偶像劇﹕《來我家吧》、《再見螢火蟲》、《十八歲的約定

》、《愛情白皮書》、《MVP情人》、《雪地裡的星星》、《甜

檸檬之戀》、《流星花園Ⅱ》、《天下無雙》、《麻辣高校生》、

《超人氣學園》、《明日英雄》 
2003 播放偶像劇﹕《我的秘密花園》、《舞動奇蹟》、《Hi上班女郎

》、《海豚灣戀人》、《粉紅教父小甜甜》、《薔薇之戀》、《

熟女慾望日記》、《狂愛龍捲風》、《七年級生》、《王牌天使

》、《星願》、《西街少年》、《又見橘花香》、《戀香》、《

千金百分百》、《原味的夏天》 
2004 1 月「中天資訊台」轉為綜合頻道，並更名為「中天綜合台」 

播放偶像劇﹕《雪天使》、《死了都要愛》、《鬥魚》、 
《求婚事務所》、《我的秘密花園 2》、《紫禁之巔》、《候鳥

e人》、《愛情合約》、《米迦勒之舞》、《戰神》、《眉飛色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81%E6%98%9F%E8%8A%B1%E5%9C%92_(%E5%8F%B0%E7%81%A3%E9%9B%BB%E8%A6%96%E5%8A%87)&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81%E6%98%9F%E8%8A%B1%E5%9C%92_(%E5%8F%B0%E7%81%A3%E9%9B%BB%E8%A6%96%E5%8A%87)&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2%A7%E7%AA%AE%E8%B2%B4%E5%85%AC%E5%AD%90&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4%9B%E6%83%85%E5%A4%A7%E9%AD%94%E5%92%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6%B0%E8%A1%A3%E8%8D%89_(%E5%8F%B0%E7%81%A3%E9%9B%BB%E8%A6%96%E5%8A%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3%88%E6%84%9B%E5%82%B7%E7%97%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90%E5%8F%B8%E7%94%B7%E4%B9%8B%E5%90%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C%9C%E6%A1%83%E5%A5%B3%E5%AD%A9&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9%98%E5%AD%90%E9%86%AC%E7%94%B7%E5%AD%A9&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BD%E5%85%89%E6%9E%9C%E5%87%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E%86%E6%88%91%E5%AE%B6%E5%90%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6%8D%E8%A6%8B%E8%9E%A2%E7%81%AB%E8%9F%B2_(%E5%8F%B0%E7%81%A3%E9%9B%BB%E8%A6%96%E5%8A%87)&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1%E5%85%AB%E6%AD%B2%E7%9A%84%E7%B4%84%E5%AE%9A&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4%9B%E6%83%85%E7%99%BD%E7%9A%AE%E6%9B%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VP%E6%83%85%E4%BA%BA&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VP%E6%83%85%E4%BA%BA&variant=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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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愛上千金美眉》、《香草戀人館》、《極速傳說》、《

桌球小子》、《天國的嫁衣》、《鬥魚 2》、《愛情魔戒》、《

火線任務》、《升空高飛》、《男丁格爾》、《愛在星光燦爛時

》 
2005 播放偶像劇﹕《格鬥天王》、《聽不到的戀人》、《雙璧傳說》、

《惡魔在身邊》、《王子變青蛙》、《海豚愛上貓》、《我只在

乎妳》、《偷天換日》、《失戀高跟鞋》、《惡靈 05》、《惡

男宅急電》、《惡作劇之吻》、《風中戰士》、《真命天女》、

《綠光森林》、《聖稜的星光》、《終極一班》 
2006 7 月 1 日華視與公視合組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 

播放偶像劇﹕《愛情魔髮師》、《愛殺 17》、《深情密碼》、

《東方茱麗葉》、《白袍之戀》、《微笑Pasta》、《極道學園》、

《我們結婚吧》、《國光異校》、《白色巨塔》、《戀愛女王》、

《天堂來的孩子》、《星蘋果樂園》、《剪刀石頭布》、《愛情

經紀約》、《花樣少年少女》、《天使情人》、《假面天使》 
2007 美國凱雷和旺旺集團成為東森媒體集團 (東森) 最大的股東 

4月22日在台灣舉行F4日韓國際歌友會，旅遊團費已達1億2000
萬新台幣 
播放偶像劇﹕《轉角*遇到愛》、《至尊玻璃鞋》、《放羊的星

星》、《熱情仲夏》、《18 禁不禁》、《換換愛》、《麻雀愛

上鳳凰》、《我要變成硬柿子》、《黑糖瑪奇朵》、《櫻野三加

一》《終極一家》、《惡女阿楚》、《公主小妹》、《美味關係

》、《愛情兩好三壞》、《鬥牛，要不要》、《天使之翼》、《

我在墾丁*天氣晴》、《惡作劇 2 吻》 
2008 播放偶像劇﹕《原來我不帥》、《這裡發現愛》、《命中注定我

愛你》、《菸田少年》、《翻滾吧！蛋炒飯》、《蜂蜜幸運草》、

《花樹下的約定》、《黑糖群俠傳》、《籃球火》、《無敵珊寶

妹》、《不良笑花》、《牽牛花開的日子》、《波麗士大人》、

《幸福捕手》、《霹靂MIT》、《天平上的馬爾濟斯》、《我的

億萬麵包》、《王子看見二公主》、《幸福的抉擇》 
2009 播放偶像劇﹕《敗犬女王》、《心星的淚光》、《協奏曲》、《

愛就宅一起》、《終極三國》、《比賽開始》、《逆風 18》、

《痞子英雄》、《敲敲愛上你》、《福氣又安康》、《熱血青春

》、《紫玫瑰》、《愛戀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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