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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30 題， 每題 2 分， 共 60 分)          

1.「一府二鹿三艋舺」這句俗諺的形成和下列何者有關？ 

(A)英法聯軍後的開港通商 

(B)水利設施的興建 

(C)清代開放兩岸間的貿易口岸 

(D)公路的修築 

2.承上題， 此現象是發生於歷史上的那一個時期？ 

(A)荷治時期          (B)清領前期 

(C)清領後期          (D)日治時期 

3.清領時期， 有許多漢人因為家鄉生活困難而紛紛前來台灣

討生活，請問：以那兩省份的民眾居多？ 

(A)廣東、福建        (B)廣東、江蘇 

(C)廣西、福建        (D)江蘇、浙江 

4.清代渡台民眾必須冒著渡過「黑水溝」的風險，「黑水溝」

是指 

(A)巴士海峽          (B)台灣海峽 

(C)東海              (D)黃海 

5.1684 年，清朝在台灣置府統治，當時奉命來台巡視的官員

最有可能是何省的巡撫？ 

(A)福建省            (B)廣東省 

(C)台灣省            (D)江西省 

6.某世界盃棒球賽在台灣舉行，中華隊球迷搬出鄭成功的畫

像要壓制對方， 請問：這場比賽的對手最可能是下列那

一隊？ 

(A)荷蘭              (B)日本 

(C)西班牙            (D)韓國 

7.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選拔人才的一種制度，實行一千多

年，請問此一制度最早是在那一時期引進到台灣？ 

(A)荷治時期          (B)鄭氏時期 

(C)清領前期          (D)清領後期 

8.鄭成功曾被那一位皇帝封為延平郡王？ 

(A)唐王              (B)福王 

(C)桂王              (D)魯王 

9.清廷治台初期，藍鼎元曾向朝廷上書：「讓人民都能組織家

庭，那麼民間就不會發生這麼多的械鬥和民變事件。」這

是針對清政府那一項措施提出的建議？ 

(A)清理田地的政令 

(B)畫界封山政策 

(C)對原住民採放任政策 

(D)渡台禁令 

10.在鄭成功時期，臺灣被稱為什麼？  

(A)東寧              (B)東京 

(C)東城              (D)東都 

 

11.以下為「康熙王朝」歷史劇的一段台詞──康熙：「吳三

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他遲早也要反。不

如來個先發制人。」後來吳三桂果然「反」了。請問：

這段劇情最主要在重現那一段歷史事件？ 

(A)鄭成功攻台            

(B)南明抗清 

(C)三藩之亂              

(D)鄭克塽降清 

12.台中縣的土牛國小，目前還存有「土牛民番地界石碑」。 

此石碑的由來和清廷那項政策的實施有密切關係？ 

(A)渡台禁令              

(B)開港通商 

(C)海禁政策             

(D)畫界封山 

13.有關清領前期的土地開墾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清領前期台灣全島土地皆已開墾完成 

(B)清領前期土地開發的方向是順時針方向 

(C)清領前期主要大都種植甘蔗和茶等農作物 

(D)清領前期時土地開拓以台北為核心 

14.「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一語，代表什麼涵義？ 

(A)此時仍是父系社會婦女不受重視，沒有地位  

(B)因早期漢人移民人口結構失調，而與平埔族女子通 

(C)婦女受限於「渡臺禁令」，無法來臺，故在家族中的

地位不被承認  

(D)早期臺灣漢人社會養子之風盛行，生母常被遺忘。 

15.臺灣與中國的對渡港口配對，下列何者正確？  

   (A)廈門  ── 八里坌    

(B)廈門  ── 鹿耳門  

(C)五虎門  ── 鹿港     

(D)晉江  ── 鹿耳門 

16.施琅在台灣的棄留爭議中， 主張台灣的地理位置重要， 

應該要將台灣納入版圖， 以免被他國控制. 他的論點， 

和下列那一種局勢關係最為密切？ 

(A)康熙皇帝的海禁政策 

(B)原住民不願歸附清廷 

(C)歐人各國陸續東來建立殖民地 

(D)支持鄭氏的人仍繼續作亂 

17.鄭成功決定以台灣為根據地再求發展，是受到什麼背景因

素的影響？ 

(A)鄭芝龍己在台灣奠下基礎 

(B)參與三藩之亂失敗後的決定 

(C)驅逐荷蘭人在澎湖的勢力後 

(D)鄭成功出師北伐為清所敗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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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歷史老師說：「此時，廈門是偷渡者台灣的門路站， 此地

有叫做『客頭』的，其中資金雄厚者，備有專為偷渡者

等船時住宿的旅社，人稱為『豬仔間』。」根據上文，請

問：老師正在解說什麼？ 

(A)分析海禁下的影響 

(B)介紹「渡台禁令」的內容 

(C)此情況在康熙時特別盛行 

(D)「客頭」有很多是台灣的原住民 

19.小璿製作的「東寜王國」治台措施」歷史筆記如下，表格

中有兩處「錯誤」，請你幫他找出來。政治方面：（甲）

置承天府，以北設天興縣；以南萬年縣。經濟方面：（乙）

積極推動拓墾事業，提高農業生產量（丙）積極發展與

日本、南洋及荷蘭人貿易。文化教育方面（丁）建孔廟，

實行科舉制度。 

(A)甲乙                (B)乙丁 

(C)丙丁                (D)甲丙  

20.兩津和麻里愛兩人，在乾隆年間，在台北天母因拓墾問題

而發生糾紛，當時他應請那一地區的長官加以調解？ 

(A)天興縣              (B)諸羅縣 

(C)淡水廳              (D)噶瑪蘭廳 

21.香慈家住福建省，出生於康熙年間，她的父親為了養活一

家人而選擇前往台灣台南開墾。請問：香慈的父親在以

下那些做法上，違反了朝廷的規定？（甲）自己租了一

隻船把家搬過去（乙）讓香慈隨同前往在當地就學（丙）

和同鄉合力出資開墾土地（丁）至花蓮教原住民種田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丁              (D)甲丙丁   

22.在歷史上曾輔佐鄭氏政權，對漢人典章制度貢獻最大者應

該是何人? 

(A)鄭成功              (B)施琅 

(C)鄭克塽              (D)陳永華 
23.下列對鄭氏的政權的說法，是正確的有幾個? 
拉拉：「就政治發展而言， 在鄭經時期建立了臺灣史上第一

個漢人政權。」 
小波：「就經濟發展而言， 鄭氏時期經營臺灣成為南亞貿易

的轉運站。」 
狄西：「就文化發展而言， 鄭氏為滿人文化發展奠下基礎。」 
丁丁：「就社會發展而言， 鄭氏時期臺灣成為漢人移民的新

天地。」 

(A)1 個                 (B)2 個 

(C)3 個                 (D)4 個 

24.每年 9 月 28 日是孔子的誕辰和「教師節」，各地的孔廟舉

行祭孔大典，在孔廟正殿台上，由學生表演佾舞，來表

達對孔子的崇敬。請問：孔廟的正殿是？ 

(A)明倫堂               

(B)文昌閣 

(C)大成殿               

(D)崇聖祠  

25.下列那一幅景象「不可能」在鄭氏治台期間出現？ 

(A)一群英國人在安平港內，將一箱箱的軍火搬上船，將

鹿皮搬下船 

(B)漢人的小孩在孔廟旁的學校學習四書、五經 

(C)在台南一帶，士兵扛著鋤頭種田 

(D)有台商走私於廈門和台南之間 

26.某書記載：「康熙初年閩粵沿海郡縣，千民內居，築界牆、

沿海禁，外人自此不得入。」下列何者解釋最合理？  

(A)康熙初年閩粵地區受到騷擾，應當是日本倭寇引起糾

紛 

(B)海禁政策是禁止中國人出海，與清初三藩之亂有關 

(C)外國船隻不得入，應是針對來自歐洲各國的貿易商 

(D)當時鄭成功攻打各省沿海，這個政策應是針對台灣   

27.位於台北石牌捷運站出口的石碑乃是清代的漢番分界碑， 

當時漢人多不識字，也不知上面說些什麼，就叫他「石

牌」，請問：這種現象是發生在那一時期？ 

(A)荷據時期             (B)鄭氏時期 

(C)清領前期             (D)清領後期 

28.旺福是清領前期時的台南人，在上海從事布料的貿易，在

當時他可參加那些組織？(甲)南郊(乙)布郊(丙)北郊(丁)

米郊  

(A)甲乙                 (B)乙丙 

(C)乙丁                 (D)丙丁 

29.台灣史學家黃富三曾經發表這樣的評論：「鄭氏王朝秉承

海上家族活動傳統，以及閩南地區的特性，此為明鄭能

以小國寡民而能抗衡中國的奧袐所在」鄭氏能以小國抵

抗大中國的主要的憑藉為何？ 

(A)和日本聯合扺抗中國 

(B)拓墾土地和移民 

(C)海外貿易所得的收益 

(D)聯合歐洲人對中國實施海禁政策. 

30.以下那些項目可以反映清初治台的消極政策？(甲)畫界封

山(乙)行政區域的畫分(丙)海禁政策(丁)渡台禁令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二、台灣古蹟巡禮(12 題，每題 2 分， 共 24 分) 

   暑假時，住在天母的熱血青年江福一胸懷壯志，參加了

台北市所舉辦的單車愛台古蹟行活動，完成了環島一週的壯

舉。 

31.福一首先由台灣大學大門出發，他騎在寬廣的新生南路

上，聽著隨行導遊解說，此地原址為清領前期，先民所

開發的水利設施，請問：此水圳原是誰所開鑿？ 

(A)郭錫瑠               

(B)施世榜 

(C)曹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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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施琅 

 
32.福一單車來到萬華龍山寺，香火鼎盛，膜拜頂禮觀世音， 

保佑一路平安順暢， 撫今追昔，這個地方原稱「艋舺」，

此地名本為原住民語「獨木舟」之意，請問：據你所了

解此原住民指的是？ 

(A)噶瑪蘭族            (B)泰雅族 

(C)賽夏族              (D)凱達格蘭族 

33.福一接著騎到了新竹北埔，品嚐了當地有名的客家板條和

柿餅，參觀當地一級古蹟--『金廣福公館』。請問：此古

蹟的存在是反映了那一個時期的那一現象？ 

(A)鄭氏治台時期處理走私貿易的機構 

(B)清代的商業的同業公會 

(C)清代前期漢人共同合資開墾的辦公室 

(D)清朝隔離廣東人和福建人的界址 
34. 福一氣喘吁吁騎到彰化，此地原名「半線」，意為台灣南

北交通的中點，但在那一人物時，在此地增設一縣，改

為「彰顯教化」之意？ 

(A)鄭經時              (B)康熙帝 

(C)雍正帝              (D)嘉慶帝 
35. 福一順道至鹿港，不禁哼起了羅大佑的「鹿港小鎮」，買

了當地名產「鳯眼糕」，看到街旁古老的建築物--「泉郊

會館」，追憶起鹿港昔日的繁華，請問：這棟建築物在清

代的用途為何？ 

(A)貨物裝卸工會        (B)彰化同鄉會 

(C)商人同業公會        (D)開墾的辦公室 
36. 福一的單車來到了府城台南，他不改好吃的本性，當然

先飽嚐了府城最有名小吃，度小月担仔麵、棺材板、蝦

捲、黑橋牌香腸，又嚐了鮮美的虱目魚湯，相傳此魚也

稱「國姓魚」，請問此名稱和那一位皇帝賜名給鄭成功有

關？ 

(A)福王                (B)魯王 

(C)桂王                (D)唐王 
37. 台南的赤崁樓活生生是一部台灣史縮影，赤崁樓的前身

是荷蘭人所建的那一城堡而來？ 

(A)紅毛城               

(B)熱蘭遮城 

(C)普羅民遮城 

(D)聖多明哥城 
38. 承上題，這裏後來是鄭氏王朝的行政中心，請問這裡是

指當時的那一地方？ 

(A)天興縣              (B)台灣府 

(C)台南府              (D)承天府 
39. 隨後，來到台南鹿耳門，此地在 17 世紀曾是全台到大陸

唯一合法的港口，有很多「正港」貨物，請問：當時台

灣主要是和中國的那一省份對渡？ 

(A)江蘇                (B)浙江 

(C)福建                (D)廣東 
40. 福一他們這趟旅遊，還經過一處名為「林鳯營」的地方， 

原來是市面上有家品牌的鮮奶，就是在這裡生產的。請

問此地名的由來為何？ 

(A)鄭氏治台時期的官墾所在 

(B)荷蘭人統紿時期測量土地面的單位 

(C)漢人為防禦原住民的設施 

(D)鄭氏治台時期的軍屯所在 
41. 承上題，他又來到美濃，欣賞名聞遐邇的紙傘，此處古

為「六堆」之一，是南部客家人口最多之區，保存較完

整的客家文化，六堆「忠義祠」見證先民組「六堆」，保

鄉衛國，反抗朱一貴的事件，請問依你的了解，此事件

應發生在何時？ 

(A)鄭經時                 

(B)康熙帝 

(C)雍正帝                 

(D)嘉慶帝 
42. 福一最後騎車到墾丁、花東縱谷、大魯閣，飽覽自然美

景後，車子經過最難騎的一段清水斷崖，轉彎後映入眼

簾的是開闊的蘭陽平原，拜訪了近來最熱門的景點—蘭

陽博物館， 對蘭陽的歷史有了較完整的了解，請問：「開

蘭第一人」的漢人先烈為何人？ 

(A)吳沙                   

(B)施世榜 

(C)施琅                     

(D)郭錫瑠 

 
三、判圖題(8 題，每題 2 分，  共 16 分) 

43.臺灣史上，臺灣的行政區隨著臺灣的開發而經過數次的變

革。請問：臺灣行政區由圖（一）演變成圖（二）的關

鍵為何？  

(A)鄭成功時代的建設  

(B)鄭經時代的改革  

(C)臺灣納入清朝版圖  

(D)英法聯軍後開港通商的轉變 

 

 

              圖（一）      圖（二）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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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圖(三)是台灣在某個時期的人口結構圖，男多於女，且主

要是青壯年部分. 請問：這最有可能發生在台灣史的那一

階段？ 

(A)荷據時期               

(B)鄭氏時期 

(C)清領前期               

(D)清領後期 

 

圖（三） 

45.張魚哥參加彰化舉辦的「跑水節」活動，此活動的由來是

為了紀念清代時漢人引濁水溪興建水圳灌溉彰化平原的

歷史，並感念先人、飲水思源.。在「跑水節」活動中，

清代的水利設施化身為現代的漂漂河，使民眾享受親子

同樂的親水活動，可謂創意十足.。請問：該水圳位於圖(四)

中何地？ 

(A)甲                  (B)乙 

(C)丙                  (D)丁 

 

 

 

 

 

 
46.清領時代的「郊」，主要分布在圖(五 )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47.＜歷史圖鑑＞出現如圖(六)的征戰路線，這應是那位歷史

人物的出征路線 

(A)鄭經 

(B)鄭成功 

(C)鄭芝龍 

(D)施琅 

 

 

 
48.＜漫畫中國史＞出現如下的圖(七)，對話中的台灣軍隊應

是由何人所領？ 

(A)鄭成功             (B)鄭芝龍 

(C)鄭經               (D)鄭克塽 

 

 

 

 

 

 
49.圖(八)「鄭荷海戰」中，鄭成功自圖中何處登陸？ 

(A)A                 (B)B 
(C)Ｃ                (D)Ｄ 

 

 

 

 

 
50.兩位古人的對話頭如圖(九)，那一史實最足以支持其正確

的觀點？ 

(A)小西瓜：清朝將台灣納入版圖，開始為漢文化根基 

(B)大力：鄭成功行科舉制度，是漢人選拔人才的開始 

(C)大力：陳永華建議設孔廟，為漢人文化在台的發展奠基 

(D)小西瓜：清朝在台灣設立台灣府學， 為台灣民間興學

的開始 

 

 

 

 

                                       

※背面尚有試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