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歷史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 L3-3~L5 ＞

【劃卡代號：30】

班級：

參考範例：
單一選擇題 100％
（30 題，1-10 每題 4 分，11-30 每題 3 分總計 100 分）

座號：

姓名：

9. 清領時期貿易港口中，常有商人公會組織成立。下
列何者應該就是當時所留下的相關古蹟？
(A)安平古堡 (B)全臺首學 (C)大龍峒保安宮 (D)泉郊
會館。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10. 臺南市學甲區內有一座臺灣民間信仰的廟宇，以保

1. (甲)保生大帝 (乙)王爺(丙)媽祖(丁)土地公，上述哪

生大帝為祭祀主神，為「學甲十三庄」地區的信仰中心。

些是早期來臺移民所共同信仰的神明？

請問：從祭拜的神民信仰判斷，臺南市學甲區最早應是

(Ｂ)甲乙丁

(Ｃ)甲丙丁

(Ａ)甲乙丙

(Ｄ)乙丙丁。

屬於下列哪一族群移民的居住地？

2. 鄭氏實施的墾殖政策中，何種是採取「寓兵於農」的
方法？(Ａ)軍屯 (Ｂ)民墾 (Ｃ)官墾 (Ｄ)番墾。

(Ａ)潮洲人(Ｂ)漳州人(Ｃ) 泉州人(Ｄ)非洲人。
11. 某位漁民指出：「澎湖海水是深藍的，唯獨黑水溝

3. 清領前期各地常見所謂的土牛界(土牛溝)與界碑，是
政府用來劃分何者生活範圍的依據？ (A)生番與熟番
(B)原住民與漢人 (C)閩南人與客家人 (D)漢人與外星
人。
4. 清領前期，漢人大規模拓墾土地的方式，無論是向原
住民承租，或是向政府申請，大多採何種方式來拓墾？
(A)合資成立墾號 (B)獨資開發 (C)發行股票上市 (D)
官辦民營。

的海水是黑色。黑水溝就在澎湖東吉嶼附近，那裡的海
水水流很急，漩渦很多，聽老一輩的人提起過，從前很
多唐山人坐船到臺灣，因為不熟悉澎湖水域，慘死在黑
水溝之中。」上文所述的情形，可以從下列哪一台灣諺
語印證？
一回頭

(Ａ)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Ｂ) 六死三留

(Ｃ)一個某，卡贏三個天公祖

(Ｄ)仙拼仙，

拼死猴齊天。
12. 清領時期，朱一貴、林爽文和戴潮春所引起的大規

5. 鄭氏治臺時期，積極拓展臺灣對外貿易。鄭氏政權向
英國及日本購買的貨品，主要為下列何者？ (A)日常用
品 (B)軍用物資 (C)藥材 (D)電子產品。

模衝突事件，有何共同特點？
民變

(Ａ)皆是反抗清政府的

(Ｂ)皆是不同族群之間的械鬥衝突

(Ｃ)皆是

因為貿易利益糾紛所引起 (Ｄ)皆導因於原住民與漢
人的土地衝突。

6. 下列那一項特產品自荷治時期、鄭氏時期到清領前
期，皆為臺灣歷史悠久的主要出口產品？
(B)鹿皮

(C) 蔗糖

(A)稻米

(D) 紡織品。

7. 清政府攻下臺灣以後，曾出現「臺灣棄留爭議」
，最
後因何項考量，才正式將臺灣納入中國版圖？
臺漢人的積極要求開墾

(A)來

(B)原住民人數眾多需嚴格管

理 (C)土地肥沃、物產豐富

14.承上題若在康熙年間發生，應由哪個行政區域的長
官出面? (Ａ)天興州 (Ｂ)彰化縣 (Ｃ)淡水廳 (Ｄ)
諸羅縣

(D)戰略地位重要。

8. 清領前期，臺灣的三大貿易港口有「一府二鹿三艋
舺」的稱呼。請問：這些城市的繁榮，主要原因是當時
臺灣與哪個地區貿易興盛有關？
(C)南洋

13.今日的新北市八里區若在鄭經時期發生騷亂，應由
哪個行政區域的行政長官出面處置？ (Ａ)天興州
(Ｂ)萬年州 (Ｃ)天興縣 (Ｄ)萬年縣。

(A)英國

(B)日本

15. 清領前期，鳳山一帶平原，天旱時就少有收成，新
知縣到任後，親巡鳳山各地，見高屏溪與九曲塘附近河
床低平，應設法築圳引水，解決這一帶平原的缺水問
題，於是倡建水圳。請問：這位知縣可能為下列何者？
(A)曹瑾(B)郭錫瑠(C)施世榜(D)鴨母王。

(D)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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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明初與清初皆曾頒布海禁政策。請問：兩個朝代實
『 ……靖海將軍奉旨征討臺灣鄭逆，師次平海，地方
苦旱，有井在天妃廟前之左，舊不能資百口，至是泉忽
大湧，四萬餘眾汲之如裕，如是。及澎湖攻克，我師登
岸，見妃像臉汗未乾，衣袍俱溼，迺知神功之默佑也。
奏聞，上遣禮部郎中雅虎致祭。』請問：
16.請問資料中的「靖海將軍」指的是誰？
(Ｂ)施琅 (Ｃ)沈有容 (Ｄ)鄭成功。

(Ａ)鄭經

施海禁的目的分別與何事有關？
皆為防範外國勢力入侵
原住民的侵擾

(A)兩者目的相同：

(B) 兩者目的相同：皆為防範

(C)兩者目的不同：前者為防範倭寇侵

擾、後者為抵制鄭氏政權

(D) 兩者目的不同：前者為

限制漢人來臺、後者為封鎖荷蘭人入侵。
25. 清領時期，臺灣三大貿易港口之一的某地，郊商雲

17.戰事中因天妃顯靈保佑其渡海攻臺過程順利，該將
軍便將顯靈狀況上奏請求下旨褒獎，請問天妃指得應是
下列哪一神明信仰? (Ａ) 媽祖 (Ｂ)觀世音 (Ｃ)國
姓爺 (Ｄ)註生娘娘。

集，店鋪林立，商家為免買客夏日遭受炎陽、雷雨之侵，
防風避雨之外也為了運貨方便，遂搭起了擋住天空的涼
棚，而有「不見天街」之稱。若要目睹這一具有特色的
街道，應到下列何地參觀？

18. 清領前期，各種械鬥事件頻繁，故今彰化縣和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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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下列何種因素在
內？ (Ａ)反清復明，結義起事 (Ｂ) 爭奪土地 (Ｃ)
搶奪水源 (Ｄ)族群間文化衝突。

鹿港

20.「施世榜見到臺灣中部有高山，其水流落差大，水
源充沛到氾濫成災，但是到了乾季卻又沒水，因此著手
建造水圳，解決灌溉問題。自鼻仔頭設圳頭，挖掘渠道，
引用濁水溪的水來灌溉彰化農田。」請問:上述文獻是
在說明哪一個灌溉設施的興建？ (A)八堡圳 (B)瑠
公圳 (C)猫霧捒圳 (D)曹公圳。
21. 板橋林家花園是目前臺灣僅存最完整的園林建築，
被政府列為園林類二級古蹟。園中祠堂祭祀林家早期來
臺開墾的祖先，這應該屬於下列哪種宗族組織？
(A)開臺祖 (B)唐山祖 (C)阿立祖 (D)吳念祖。

(C)

(D)艋舺。

26. 臺灣自荷西統治時期以來，對外貿易便相當興盛，
臺灣的商人曾經在臺組織「行郊」這樣的商業組織，這
個組織成立的目的為何？

19. 由下列何事可知在清領時期臺灣的文化教育風氣
已逐漸開展？ (Ａ)宗族祭祀組織普遍設立 (Ｂ)全臺
最早孔廟的設立 (Ｃ)沿海各地媽祖廟眾多 (Ｄ)各
地書院、學校林立。

(A)臺南 (B)鹿耳門

衝突減低

(A)整合地方宗教，使宗教

(B)從事社會公益，扶持相關行業成立

拓展貿易範圍，對外搶奪市場

(C)

(D)控制商品價格，維

護商人利益。
27. 清領前期，台灣男女人口比率極為懸殊，青壯男子

多，而漢人婦女極少，形成此種社會現象的主因是? (A)
清廷頒布渡臺禁令，禁止男丁攜眷渡臺 (B)民間械鬥頻
繁，造成婦孺傷亡慘重 (C)會黨風氣興盛，禁止婦女參
與 (D)社會重男輕女，導致人口失衡。
28. 清朝初年實行「片板不許入海，粒貨不許越界」的
海禁政策，其目的何在？ (A)防範倭寇的掠奪 (B)斷絕
中國與鄭氏政權間貿易往來 (C)防止中國人口外流 (D)
抵制日本人的鎖國措施
29. 頂下郊拼為西元 1853 年發生於艋舺的分類械鬥，是

22. 有應公信仰在福建、臺灣常又稱為萬善爺、大眾爺，
此信仰隨著閩南、客家移民傳布至臺灣等地，成為臺灣
民間信仰的一類。請問：此信仰的主要祭祀對象？
唐山祖

(B)無主孤魂

(C)土地公

(A)

(D)媽祖。

23. 清領前期，臺灣行政區規劃的演變，主要是受到哪
些外力因素的影響？ (A)外國勢力的入侵 (B)民變
與移民增加 (C)貿易收入大幅成長 (D)政府財政收入
增多。

同安人的下郊與三邑人的頂郊，為了爭奪艋舺碼頭而發
生的衝突。由此可知，會發生這樣的衝突，其主要原因
應是下列何者？ (A)開墾糾紛 (B)商業競爭 (C)宗
教衝突 (D)官逼民反。
30. 雍正年間，清政府在諸羅縣以北增設彰化縣、淡水
廳，主要是受到下列哪件史事的影響？ (A)郭懷一事
件 (B)三藩之亂 (C)朱一貴事件 (D)施琅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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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02 次定期考試
7 年級 歷史 班級範圍:01 班～15 班 組別範圍:第一組～第一組 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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