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歷史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3-2~5-4 ＞

【劃卡代號：30】

班級：

座號：

姓名：

單一選擇題 100％（共 30 題，1-10 題每題 2 分，11-30 題每題 4 分。總計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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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基礎題（一題兩分）
1. 鄭氏時期，興建孔廟，舉行科舉的是哪一個執政者？
(A)鄭成功 (B)鄭經 (C)鄭克塽 (D)陳永華
2. 西元 1683 年清廷派誰攻取臺灣，結束鄭氏在臺的統治？
(A)福康安 (B)沈光文 (C)林爽文 (D)施琅
3. 下圖中的句子，是學生報告的段落標題。此份報告的題目，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荷西爭奪臺灣的紛擾 (B)鄭氏三代的臺灣經營 (C)郭懷一領導反抗事件 (D)沈有容驅逐了紅毛番

4. 下圖應該是台灣哪個時期的對外貿易圖？
（A）荷治時期 （B）鄭氏時期 （C）清領前期 （D）清領後期

5. 清廷嚴格限制漢人來臺的條件，其目的為何？
(A)為渡臺漢人提供保障 (B)保護原住民不受侵擾 (C)臺灣疾病蔓延生存不易 (D)防止臺灣成為反清基地
6. 嘉慶年間，是誰率領漢人開墾蛤仔難，使當地漢人移民增多？
(A) 吳沙 (B)施琅 (C) 曹謹 (D)張達京
7. 清領時期，從臺灣歷經多次行政區劃的調整，可知當時臺灣開發的方向為何？
(A) 由北向南，由東向西 (B)由南向北，由東向西 (C) 由南向北，由西向東 (D)由北向南，由西向東
8. 下列何者最能解釋民變的意義？
(A)人民反抗官府 (B)佃農反抗地主 (C)奴隸反抗主人 (D)軍隊發生叛變
9. 清領前期，一位家住諸羅縣的漢人阿倫，雖然家境貧寒，但仍希望自己能夠接受教育，他可到那一教育機構就讀？
（A）社學 （B）儒學 （C）書院 （D）義學
10. 在某場民變過後，乾隆皇帝為了紀念此事，一方面將諸羅改名為嘉義，一方面在府城豎立了九座紀念碑。這位皇帝所慶
祝的是順利平定哪場民變？
(A)郭懷一事件 (B)朱一貴事件 (C)林爽文事件 (D)戴潮春事件
二、
進階題（一題四分）
11. 老師上課的學習單中，引了一句話：
「蓋內山一帶，舊設土牛紅線為界，年久湮沒無蹤，土人越墾日深。野番遁入深山，
蠢悍嗜殺，每每乘間出而戕人。」 讓同學分組討論這段話的意思，請問何者較為正確？
(A)甲同學：土牛紅線成功地區隔了漢人和原住民 (B)乙同學：漢人不斷越界，引起原住民的不滿，會趁機報復 (C)丙同學：
土牛紅線的設立目的是使漢番和諧相處 (D)丁同學：這段話指鄭氏時期軍隊越界占領生番的土地。
12. 陳永華曾說：「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才以相佐理耳。今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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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淳；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
何愁侷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請問陳永華此時提議的施政是？(A) 屯田制度 (B) 教育
制度 (C) 經濟制度 (D) 軍事制度
13. 郡麟是 17 世紀後期居住台灣的漢人，他本來居住在萬年州務農，後來搬到府城經商，他也與歐洲人從事貿易往來。請
問：與郡麟貿易往來的歐洲人是哪一個國家？(A)英國 (B)法國（C）葡萄牙 （D）西班牙。
14. 右圖為明鄭台灣拓墾範圍圖，由圖顯示開墾的區域以現今何處為中心向四周擴散？
（A）台北市（B）高雄市 （C）嘉義市 （D）臺南市。
15. 「草嶺古道」是清領時代先民開闢淡水廳到宜蘭之間的淡蘭古道中之一段，因為經過臺北縣及宜蘭縣兩
縣分界山的「草嶺」，故稱之為「草嶺古道」。請問在嘉慶十七年之後，宜蘭隸屬那一行政單位管轄？（A）
台灣縣 （B）淡水廳 （C）彰化縣 （D）噶瑪蘭廳。
16. 老師上課時播放清領時代流傳的《渡台悲歌》
，說明當時渡台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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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哪兩省的移民卻仍大量湧入台灣？
（A）浙江、廣東 （B）福建、廣東 （C）浙江、江蘇 （D）福建、廣西。
17.圖（一）與圖（二）是台灣不同時期的行政區劃，請問：由圖（一）演變為圖（二）是受到那一事件的影響？
（A）鄭成功趕走荷蘭人（B）清朝統治台灣（C）朱一貴事件（D）林爽文事件。

圖(一)

圖（二）

18. 清道光年間鳳山縣知縣帶領民眾修築水圳，引下淡水溪的水來築渠，灌溉面積達二千五百餘甲，稻米由一年一穫變為兩
熟。請問：這是哪一條水圳？（A）猫霧拺圳（B）八堡圳（C）曹公圳（D）瑠公圳。
19. 歷史老師上課發問：
「清領前期的臺灣社會經常發生械鬥，原因有哪些？」以下哪一位同學的說法是錯誤的？(A)青峻：
「因
語言不同而出現隔閡。」 (B)丞加：「移民為爭奪水源與田地而發生爭執。」 (C)之齡：「為爭奪入台許可而大打出手。」
(D)詩涵：「爭奪商業利益而發生械鬥。」
20. 清領前期，有一名叫謝凱庭的富商，平時在臺灣與故鄉漳州往返做生意。有關謝凱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謝凱
庭所從事的生意，是以進口軍事用品為最大宗 (B) 謝凱庭供奉的原鄉神明是「開漳聖王」 (C) 謝凱庭應該加入「北郊」
的公會組織 (D) 謝凱庭也祭拜屬於地方共同信仰的「三山國王」，祈求事業順利。
21. 今南投縣竹山鎮有一「陳五八祭祀公業」的組織，早在乾隆 46 年即由 35 名祖籍漳州府的陳姓民眾成立，供奉漳州先祖
陳五八，組織成員並無一定的血緣關係，但每年春秋兩季會祭祖聯誼。關於此種組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以來臺
的第一代祖先為祭祀對象 (B)祭祀費用是從祖產的一部分支出 (C)屬於「開臺祖」的宗族組織 (D)具有凝聚同姓移民的功
能。
22. 清初西元 1721 年，由於當時的台灣知府王珍推行許多令百姓怨聲載道的苛政，忍無可忍的朱一貴便在那一年與好友黃殿
等人商議反清大計；因為朱一貴與明朝皇帝同姓，大家便尊奉他為「中興大元帥」，藉此以號召更多反抗清朝的人加入。事
後清朝政府檢討朱一貴變亂原因在於過度消極治臺，因此在清雍正時期於臺灣增設行政區，加強對台管理。請問朱一貴之亂
後所增設的行政區有哪些？(甲)淡水廳(乙)噶瑪蘭廳(丙)諸羅縣(丁)彰化縣
(Ａ)甲乙 (Ｂ)甲丁 (Ｃ)乙丙 (Ｄ)丙丁。
23.清初聖祖康熙元年(西元 1662 年)由輔政大臣下令，從山東至廣東沿海的所有居民內遷 50 里，並將該處的房屋全部焚毀，
且不准沿海居民、任何船隻出海，凡是違反禁令者，一律連坐處死。請問此種海禁政策是清朝政府為對付何種海外勢力所推
行的？ (A)鄭氏 (B)倭寇 (C)荷蘭人 (D) 英國人
24.黃立翔到南部遊玩，發現在臺南高雄一帶有許多特別的地名，例如在台南有林鳳營、五軍營、二鎮；在高雄則有左營、
前鎮等地名。請問這些跟鎮、營等有關的地名的由來，是與臺灣歷史事件哪一件有關？ (Ａ) 鄭氏時期的軍事屯墾 (Ｂ) 荷
治時期的國際貿易 (Ｃ)清領時期水利設施的興建
(Ｄ) 清領時期的渡台禁令。

第 2 頁，共 3 頁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歷史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25.清領前期，有一句台灣諺語：
「一府二鹿三艋舺」
，描述當時全島三大港口都市的盛況。此句
反應台灣的由南至北的開墾史，以及各城仰賴海外貿易的情況。請問：這三大港口都市分別是
指今日何處？ (Ａ) 臺南、鹿耳門、淡水 (Ｂ) 臺南、鹿港、萬華
臺北、鹿港、淡水。

(Ｃ)臺北、鹿耳門、萬華

(Ｄ)

26. 右圖是臺灣與中國大陸對渡港口示意圖。請問：圖中甲港口應該是下列
何者？(Ａ)鹿耳門 (Ｂ)廈門 (Ｃ)鹿港 (Ｄ)八里坌。
27.清領前期，羅漢腳生前舉目無親，流離失所，死後更無人照料，聽任風吹雨打，於是民間善
心人士為之收殮。請問：下列何者是祭祀無主孤魂的廟宇？（A）土地公 （B）王爺廟 （C）有應公廟 （D）三山國王廟
28. 鄭氏政權之所以能夠成功立足於臺灣，一方面利用「甲」項措施使數萬軍民糧食有著落，另一
方面藉「乙」項措施來獲得各種資源，例如武器等，對付清廷。請問：甲、乙各指什麼措施？
(A) 軍屯政策、國際貿易 (B) 軍屯政策、增加稅收
(C)輸入糧食、增加稅收 (D)輸入糧食、國際貿易
29.清領時代的臺灣有一群人離開原鄉，流浪到臺灣，謀生不易，最後淪為游民，甚至鋌而走險參與械鬥、民變，以致客死
異鄉。這種現象可以用哪一句俗諺來說明？ (A)臺灣錢淹腳目 (B)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C)仙拼仙，拼死猴齊天 (D)一個
某，卡贏三仙天公祖
30.地名的形成往往能反應歷史的時代背景，由「五股」、「五分埔」
「九份」等地名的出現，請問這可反映怎樣的歷史意義？
(A)代表此時可自由來臺開墾，不必申請 (B)意味著開墾需要資金，有時採合股經營的方式 (C)當時為凝聚血緣，宗族皆採
合股開墾
(D)官方不准個人承租，只能合作經營。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02次定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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