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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111學年第一學期國一歷史科第三次段考試卷    一年  班 座號：  姓名：  

                                                                                  (共四頁，第一頁) 

一、 單題：38 題，每題 2 分，共計 76 分。   ※共有 52 題，請用 2B 鉛筆畫記於答案卡。 

1. (   )附表是臺灣開港通商後，部分洋行在臺的營運狀況。若考慮當時商品產區與出口地，這些洋行最可能皆設置於附

圖中何處？〔107.會考〕 

名稱 主要出口商品 

寶順洋行 茶 

美利士洋行 樟腦 

公泰洋行 樟腦 

費爾．哈士迪斯洋行 樟腦、煤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 (   )根據歷史記載：「1869 年艋舺是北臺灣最大的商業中心，但到了 1898 年淡水海關報告中登記著—大稻埕人口 

31,533 人，艋舺 23,767 人。」請問：此時大稻埕人口劇增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淡水河改道 (Ｂ)不平等條約

開放大稻埕通商 (Ｃ)艋舺地區樟腦輸出量減少 (Ｄ)大稻埕成為茶的最大出口集散地。 

3. (   )臺北芝山岩古蹟「同歸所」中有一幅對聯寫著「同歸原有命，一所豈無緣」。其實這是當初泉州人入侵，漳州人

不敵，退守芝山岩，當時雙方戰鬥慘烈，事件之後將這次衝突的死難者葬在一起而加以命名。請問：這場衝突是

因為何種問題而起？ (Ａ)不同職業 (Ｂ)不同年紀 (Ｃ)不同祖籍 (Ｄ)不同階級。 

4. (   )清帝國時期，臺灣水圳設施的興築情形如何？ (Ａ)清帝國早期，臺灣西部各地陸續興建水圳 (Ｂ)為了解決當

時臺灣地區缺水問題，故興建水圳供民眾取水飲用 (Ｃ)水圳多由官府集資興建而成 (Ｄ)水圳的完成使土地開

墾的範圍減少。 

5. (   )由何事可知在清帝國時期臺灣的文教風氣已逐漸開展？ (Ａ)宗族組織普遍設立 (Ｂ)書院、學校林立 (Ｃ)廟

宇眾多 (Ｄ)臺灣建省。 

6. (   )臺灣開港後，經由淡水出口的主要商品為何？ (Ａ)鹿皮、蔗糖 (Ｂ)茶、稻米 (Ｃ)稻米、鹿皮 (Ｄ)茶、樟

腦。 

7. (   )清帝國時期，臺灣民間械鬥層出不窮，有關其產生的原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移民為了爭奪田地或商業利

益 (Ｂ)以不同信仰所導致的衝突最頻繁 (Ｃ)原住民與漢人，好勇鬥狠，聚眾滋事 (Ｄ)文教事業停滯，文化

水準不高。 

8. (   )糖一直是臺灣最重要的出口產品，清帝國時期臺灣開港後出口量更是快速成長。請問：當時糖多由哪一個港口出

口？ (Ａ)雞籠 (Ｂ)打狗 (Ｃ)鹿港 (Ｄ)淡水。 

9. (   )彰化縣鹿港文開書院名稱的由來，是為了紀念明末來臺的文人，上述歷史人物為下列何人？ (Ａ)施琅 (Ｂ)鄭

成功 (Ｃ)鄭經 (Ｄ)沈光文。 

10. (   )下列哪一祭祀組織彼此之間不但同姓，而且具有血緣關係？ (Ａ)唐山祖 (Ｂ)開臺祖 (Ｃ)同鄉會館 (Ｄ)宗

親會。 

11. (   )《渡臺悲歌》中寫到：「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就是窖場（墳

場）也敢去，臺灣所在滅人山（必死無疑）」上文描述中國漢人渡海來臺的艱辛。請問：中國來臺移民以下列哪

兩個省分最多？ (Ａ)江西、浙江 (Ｂ)廣東、廣西 (Ｃ)福建、廣東 (Ｄ)湖南、湖北。 

12. (   )臺灣開港通商後，下列哪一組商品是主要的進口商品？ (Ａ)軍火、鹿皮 (Ｂ)藥材、茶葉 (Ｃ)樟腦、紡織品 

(Ｄ)鴉片、紡織品。 

13. (   )「臺灣在戰後再度進入國際貿易市場，海關、領事館等機構正式出現。不僅各國商人可以到通商口岸做買賣，西

洋傳教士也能自由進出傳教，馬偕牧師即為著名代表之一。」上述現象發生於臺灣哪一時期？〔97.第一次基測修

訂〕 (Ａ)荷蘭統治時期 (Ｂ)鄭氏統治時期 (Ｃ)清代統治後期 (Ｄ)日本統治前期。 

14. (   )臺中市大甲區的「鎮瀾宮」以供奉媽祖為主，每年媽祖遶境出巡時，都會聚集大批信徒跟隨。請問：除了媽祖之

外，臺灣還有哪些神衹是不分祖籍的共同信仰？ (Ａ)清水祖師、三山國王 (Ｂ)開漳聖王、三山國王 (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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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四頁，第二頁) 

地公、王爺 (Ｄ)土地公、清水祖師。 

15. (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這句諺語反映了臺灣早年的何種社會現象？ (Ａ)形容當時漢人男女比例懸殊 (Ｂ)

形容當時移民渡臺的艱辛 (Ｃ)形容臺灣械鬥、民變的頻繁 (Ｄ)形容在臺謀生不易，移民生活困苦。 

16. (   )小葦為了做鄉野調查，拍攝村子內一座廟宇，如附圖。據說這座廟宇是在清帝國時興建，歷史悠久，為此地居民

的信仰中心。由此可知，小葦拍攝的村子有何特色？ 

 

(Ａ)該地過去為潮州人聚居之處 (Ｂ)械鬥頻繁，建此廟宇祭祀無主孤魂 (Ｃ)祭祀者為有血緣關係的同姓者  

(Ｄ)原為海邊漁村，今則已成商港。 

17. (   )清帝國統治前期，漢人陸續來臺拓墾。請問：漢人拓墾方向為何？ (Ａ)由南而北，由東向西 (Ｂ)由南而北，

由西向東 (Ｃ)漫無方向，隨機拓墾 (Ｄ)由中央山脈向東西方發展。 

18. (   )有位學者指出：「茶、糖、樟腦的出口總值占全部出口總值之 94％，是造成此時期臺灣出超的主要因素。其中，

茶和樟腦由於主要產於山區，不但促進臺灣邊際土地的利用，也加速了邊區的拓展。但拓展結果多少都侵犯了原

住民原有的生活領域。」這段話最可能是討論下列何者？〔100.第一次基測修訂〕 (Ａ)鄭氏的拓墾與海外貿易 

(Ｂ)康熙將臺灣納入版圖的影響 (Ｃ)臺灣開港後的經濟、社會發展 (Ｄ)清廷實施渡臺禁令的影響。 

19. (   )旅行社的某個旅遊行程簡介，「會途經『吳沙國民中學』，還有吳沙的故居。其三合院至今仍保存完整，屬於閩

南式建築。」這個旅遊的觀光地點，應是下列何地？ (Ａ)臺南 (Ｂ)高雄 (Ｃ)宜蘭 (Ｄ)新竹。 

20. (   )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請問：在清帝國早期，一位淡水廳的秀才希望能前往省城考舉人，

他應前往當時何處才能應試？ (Ａ)江西省 (Ｂ)臺南市 (Ｃ)廣東省 (Ｄ)福建省。 

21. (   )臺灣有句俗諺說：「一府二鹿三艋舺。」請問：這句話反映出下列哪些意義？(甲)土地拓墾的順序；(乙)商業發

展的過程；(丙)水利設施的多寡；(丁)貿易港口的發展 (Ａ)甲丙丁 (Ｂ)甲乙丙 (Ｃ)甲乙丁 (Ｄ)乙丙丁。 

22. (   )八通關古道為沈葆楨所開闢的三條道路其中之一，在古道的山壁上刻有「萬年亨衢」，是當時興建的官員希望此

條道路永久暢通順行，請問：如果是當時居住在東部的原住民，大多數看到石刻的心情會是如何？ (Ａ)高興，

西部的資源終於可以運送到後山 (Ｂ)高興，終於正式成為政府管轄的一部分 (Ｃ)不高興，漢人開墾山林種植

甘蔗，導致獵場縮小 (Ｄ)不高興，漢人危害部落傳統。 

23. (   )清帝國早期，各種械鬥事件頻繁，而今彰化縣和美鎮地名的由來，就是希望大家和睦相處，不要再有所爭戰。請

問：當時械鬥事件頻傳，最主要是因為下列何種因素？ (Ａ)爭奪土地、水源，結黨私鬥 (Ｂ)為了反清復明，

結義起事 (Ｃ)爭奪土地，漢原衝突頻傳 (Ｄ)仇洋反教情緒高漲。 

24. (   )1831 年編的某地方志記載：「街衢縱橫，皆有大街，長三里許，泉廈郊商居多。舟車輻湊，百貨充盈。」到了 

20 世紀初，這座位於臺灣中部的城市已告衰落，盛況不再。這是指下列哪一個城市？ (Ａ)八里坌 (Ｂ)鹿耳門 

(Ｃ)鹿港 (Ｄ)艋舺。 

25. (   )臺灣俚語：「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紅柿出頭，羅漢腳仔目屎流」、「一個某，卡贏三個天公祖」。這些俚

語都跟當時清廷的哪一項政策有關？ (Ａ)劃界封山 (Ｂ)渡臺禁令 (Ｃ)開港通商 (Ｄ)寓兵於農。 

26. (   )臺灣有一個族群的傳統文化特色是「唱山歌」、「喝擂茶」、「做油紙傘」及「祭拜三山國王」。請問：這個族

群的先民，有可能是來自於中國哪一地方？ (Ａ)福州 (Ｂ)泉州 (Ｃ)潮州 (Ｄ)漳州。 

27. (   )附圖為清帝國時期臺灣舉人、進士人數統計表，從圖中人數的改變可知臺灣文風的轉變。請問：造成這種改變的

主要原因包括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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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四頁，第三頁) 

(Ａ)鄭用錫建議各地興建孔廟 (Ｂ)荷蘭傳教士來臺成立學校 (Ｃ)人民的經濟狀況逐漸好轉 (Ｄ)沈光文來臺

從事文教活動。 

28. (   )清廷領有臺灣後，許多漢人移居臺灣。請問：這些移民在拓墾過程中首先會面臨到何種問題？ (Ａ)土地的取得 

(Ｂ)生產器具的不足 (Ｃ)資金的短缺 (Ｄ)人力的稀少。 

29. (   )下列何者最能顯示出臺灣由移墾社會轉型為本土社會的特質？ (Ａ)由不同姓氏間的械鬥轉為不同職業間的械鬥 

(Ｂ)由祭祀唐山祖轉為祭祀開臺祖 (Ｃ)對外貿易量大幅增加 (Ｄ)由於環境衛生的改善，死亡率大幅降低。 

30. (   )「唐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此句俗諺說明早年移民渡海來臺的艱辛。請問：當時漢人為祈求渡海平安，特別

信奉哪一神明？ (Ａ)開漳聖王 (Ｂ)三山國王 (Ｃ)清水祖師 (Ｄ)媽祖。 

31. (   )附圖是關於某位臺灣歷史人物之敘述。此位人物應為下列何者？ 

 

(Ａ)施世榜 (Ｂ)郭錫瑠 (Ｃ)張達京 (Ｄ)曹瑾。 

32. (   )有一首詩：「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這是清末詩人所做的長

詩《渡臺悲歌》，詩中說明了要渡過黑水溝的艱難，也點明當時移民者離鄉背井的無奈。請問：上文中的黑水溝

是指下列何者？ (Ａ)太平洋 (Ｂ)南海 (Ｃ)巴士海峽 (Ｄ)臺灣海峽。 

33. (   )張大偉若想尋訪清代「郊」的故址，哪一地方較不適當？ (Ａ)臺南 (Ｂ)鹿港 (Ｃ)萬華 (Ｄ)臺東。 

34. (   )「面對漢人拓墾者的蠶食鯨吞，一些噶瑪蘭人在 1840 年（道光 20 年）左右前來到後山的奇萊平原，重新建立家

園。」下列選項中何者符合題文所述的噶瑪蘭人移動方向？ (Ａ)宜蘭→基隆 (Ｂ)宜蘭→花蓮 (Ｃ)南投→花

蓮 (Ｄ)臺南→南投。 

35. (   )清雍正時代，漢原合作以「割地換水」方式興建的水圳是什麼？又是在哪一位人物的主持之下興建的？ (Ａ)曹

公圳，曹謹 (Ｂ)瑠公圳，郭錫瑠父子 (Ｃ)八堡圳，施世榜 (Ｄ)貓霧捒圳，張達京。 

36. (   )由清帝國早期以臺灣「郊」所輸入的商品來看，當時臺灣所需的日用品，多仰賴何地進口？ (Ａ)日本 (Ｂ)菲

律賓 (Ｃ)美國 (Ｄ)中國大陸。 

37. (   )1804 年（嘉慶 9 年），臺灣部分地區平埔族群在巴則海族頭目的號召下聚集（如圖所示），隨後沿著大甲溪溯溪

北上，準備遷移至一個尚未被清帝國派官管理的新天地。請問：這群平埔族遷移目的地應是現今的何處？ 

 

(Ａ)臺東 (Ｂ)臺北 (Ｃ)恆春 (Ｄ)宜蘭。 

38. (   )開港通商後，許多傳教士到臺灣內地傳教，但除了傳教外，他們還有很多的貢獻，以下何者不是他們的貢獻之一

？ (Ａ)設醫院 (Ｂ)辦學校 (Ｃ)參與政治活動 (Ｄ)引進西式教育制度。 

 

二、 題組題：五大題，每小題 2 分，共計 20 分。 

1. 阿杜全家都加入基督教的長老教會，阿杜很自豪地說，當年新樓醫院在他老家剛成立的時候，他的爺爺也有出力出資

。他們全家到現在都還會上教堂做禮拜。請問： 

（ ）(39)新樓醫院的前身為何人所創立的臺灣第一間西醫醫館？ (Ａ)馬雅各 (Ｂ)馬偕 (Ｃ)甘為霖 (Ｄ)巴克禮

。 

（ ）(40)阿杜老家應該位於臺灣的何處？ (Ａ)嘉義 (Ｂ)臺南 (Ｃ)高雄 (Ｄ)淡水。 

2. 新竹北埔的「金廣福」是清代一個合資開發公司的名稱，「金」是當時習見的公司名號、「廣」代表廣東、「福」則

是代表福建。「金廣福」公館，是清代公家與墾戶的辦事處，公館旁邊是姜家祠堂—天水堂。道光年間，政府鼓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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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四頁，第四頁) 

廣福成立民間的防禦拓墾組織—金廣福大隘，此隘是由數十個隘所組成的防禦工事，專門抵禦外來的侵略，保護武裝 

拓殖「番地」的據點。 

（ ）(41)文中提及的「金廣福」可能是下列哪兩者合資開發的公司？ (Ａ)漳州人、泉州人 (Ｂ)漳州人、原住民 (

Ｃ)泉州人、原住民 (Ｄ)閩南人、客家人。 

（ ）(42)文中提及的「金廣福」公館，可能會經手哪些事務？ (Ａ)仲裁漢人與外國商人的貿易糾紛 (Ｂ)發行墾照

給渡臺的漢人進行拓墾 (Ｃ)負責與臺北府洽談茶葉出口事宜 (Ｄ)處理招收開墾佃農及收隘租事宜。 

3. 臺灣雖然孤懸海外，但也無法避免列強和現代化的衝擊，請回答下列問題： 

（ ）(43)造成臺灣開港通商的是哪一戰爭？ (Ａ)清法戰爭 (Ｂ)英法聯軍之役 (Ｃ)日軍犯臺 (Ｄ)甲午戰爭。 

（ ）(44)開港通商後臺灣對外貿易主要的輸出品有哪些？ (Ａ)稻米、糖 (Ｂ)稻米、鹿皮 (Ｃ)茶葉、稻米 (Ｄ)

樟腦、茶葉。 

4. 18 世紀初葉以後，臺灣由於拓墾持續的擴張，灌溉水源需求甚殷，大規模的水圳相繼興築。因此清帝國時期的農地灌

溉，其水源主要來自水圳。請問： 

（ ）(45)18 世紀以後，臺灣大水圳的興築不斷，如「瑠公圳」的完成使何地的農墾迅速進行？ (Ａ)臺北盆地 (Ｂ)

彰化平原 (Ｃ)嘉南平原 (Ｄ)宜蘭平原。 

（ ）(46)清帝國時期「八堡圳」灌溉了當時哪一地區的田地？ (Ａ)臺北盆地 (Ｂ)彰化平原 (Ｃ)嘉南平原 (Ｄ)

宜蘭平原。 

5. 臺灣民間宗教信仰中，經常是一村一廟的原則，但有些地方卻發現開漳聖王和清水祖師共存在同一座村莊，這可能是

由於當地在清帝國早期發生械鬥後，打輸的人搬移出去，但廟宇留下來，所形成的局面。請問： 

（ ）(47)開漳聖王和清水祖師共存在同一村莊，可推測過去可能發生下列哪一械鬥類型？ (Ａ)宗族衝突 (Ｂ)漢原

衝突 (Ｃ)漳、泉械鬥 (Ｄ)閩、粵械鬥。 

（ ）(48)若上文中的村莊開漳聖王的廟宇建造時間較早，清水祖師的時間較晚，並且沒有出現其他原鄉神祉寺廟。請

問：該村莊目前應該以哪一族群的後代為最多？ (Ａ)泉州人 (Ｂ)廣東人 (Ｃ)漳州人 (Ｄ)惠州人。 

 

三、 配合題：一大題，每小題 1 分，共計 4 分。 

1. 請根據供奉的神明，選出正確的原鄉移民代號。 

(Ａ)泉州人信仰 (Ｂ)潮州人信仰  

(Ｃ)共同信仰  (Ｄ)漳州人信仰 

(49)媽祖：【    】。 

(50)三山國王：【    】。 

(51)清水祖師：【    】。 

(52)開漳聖王：【    】。 

 

 

 

 

~一旦你學會放棄，你就會習慣性的放棄。(文斯 · 蘭巴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