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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立樹林中學 98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 3 次段考 中一 歷史科 試卷

翰林第一冊第二篇 5~6 章 
單一選擇題(1~20 題每題 2 分) (21~40 題每題 3
分) 
1.臺灣有句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請

問：這是什麼現象所造成的？(Ａ)重男輕女 
(Ｂ)禁止男子攜眷渡臺 (Ｃ)唐山男子渡臺
者多於女子 (Ｄ)唐山女子都死於民變、械
鬥中。 

2.臺灣俗諺：「一個某（老婆），卡贏三個天公
祖」、「紅柿若出頭，羅漢腳仔目屎（眼淚）
流。」請問：這些俗諺反映當時臺灣社會的
什麼現象？(Ａ)母系社會的特色 (Ｂ)男女
人口比例失衡 (Ｃ)重男輕女的習俗 (Ｄ)
移民文化水準低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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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知生知死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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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的黑水溝是指什麼？ (Ａ)太平洋 (Ｂ)
南海 (Ｃ)巴士海峽 (Ｄ)臺灣海峽。 

4.清領初期，促成許多漢人移民臺灣的主要動機
是什麼？(Ａ)生計困難的大陸沿海居民，希
望到臺灣發展 (Ｂ)政府鼓勵沒有土地的漢
人，到臺灣開發墾殖 (Ｃ)政府徵調漢人，
到臺灣征討原住民 (Ｄ)臺灣經濟遠較大陸
繁榮，出現許多投資客。 

5.有句諺語說：「無某（妻子）、無猴（兒子）、
無厝（房子）。」這是描述清領前期臺灣社
會中的何種人物？(Ａ)原住民 (Ｂ)羅漢腳 
(Ｃ)傳教士 (Ｄ)出家人。 

6.清領時代的分類械鬥，以閩、粵械鬥和漳、泉
械鬥為多。由此可知臺灣早期的移民，多來
自下列哪兩省？ (Ａ)廣東、廣西 (Ｂ)廣
東、福建 (Ｃ)福建、海南 (Ｄ)廣西、福建。 

7.在臺灣史上，三百多年來臺南一直都是臺灣發
展中重要的文化據點，擁有豐富的文化遺
跡。請問：今日臺南赤崁樓旁保存九座「御
龜碑」，是乾隆年間平定哪一次民變後所樹
立的？ (Ａ)朱一貴事件 (Ｂ)郭懷一事件 
(Ｃ)林爽文事件 (Ｄ)戴潮春事件。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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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事件後將這次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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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姓氏 (Ｃ)不同祖籍 (Ｄ)不同階
級。 

9.清領前期臺灣經常發生分類械鬥，下列何者不
是持械打鬥的類型之一？ (Ａ)不同祖籍的
人群 (Ｂ)不同姓氏的人群 (Ｃ)不同性別
的人群 (Ｄ)不同職業的人群。 

10.清領時期，臺灣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
亂」的現象。請問：下列何者不是造成此種
現象的原因？ (Ａ)軍紀敗壞 (Ｂ)祕密結社
盛行 (Ｃ)族群問題複雜 (Ｄ)外國勢力煽
動。 

11.清領前期，下列何人首次發動反清的民變，
促使清廷增設廳縣，加以管理？ (Ａ)郭懷一 
(Ｂ)朱一貴 (Ｃ)林爽文 (Ｄ)戴潮春。 

12.小球與同學聊天時提到：「我所屬的族群約占
臺灣人口的六分之一，先民來臺開墾時，多
在較偏僻的丘陵和山區，也因此培養出刻苦
耐勞的儉樸精神。過去由於生活困苦，族人
常祈求三山國王的保佑，男性離鄉背井四處
打工，所以女性不但料理家務，也下田耕
種，工作時喜歡哼唱山歌則是我們的特色之
一。」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他最可能屬於哪
一族群？ (Ａ)漳洲人 (Ｂ)粵東人 (Ｃ)平
埔族 (Ｄ)泉州人。 

13.清領初期移民臺灣的漢人，往往透過什麼活
動以求得心靈的平安與慰藉？ (Ａ)宗教活
動 (Ｂ)政黨活動 (Ｃ)經濟活動 (Ｄ)藝
術活動。 

14.李耀祖於乾隆年間舉家從漳州搬到臺南居
住。請問：下列何者為他們所祭拜的原鄉神
明？ (Ａ)唐山祖 (Ｂ)開臺祖 (Ｃ)開漳聖
王 (Ｄ)保生大帝。 

15.清領前期的人們如果想要消災去瘟，通常會
祭拜哪一尊神明？ (Ａ)媽祖 (Ｂ)王爺 
(Ｃ)福德正神 (Ｄ)地藏王菩薩。 

16.在臺北大龍峒地區有一座廟宇，其供奉的主
神是俗稱「大道公」或「吳真人」的醫神，
也是福建泉州同安人的守護神。請問：這座
廟宇的名稱應是下列何者？ (Ａ)義民廟 
(Ｂ)三山國王廟 (Ｃ)孔廟 (Ｄ)保安宮。 

17.如果晴莉到苗栗的客家庄參觀旅行，她在當
地會看到祭拜哪位神明的廟宇？ (Ａ)開漳
聖王 (Ｂ)保生大帝 (Ｃ)三山國王 (Ｄ)
延平郡王。 

18.清代在臺設置的教育設施中，供原住民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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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的是下列何者？ (Ａ)社學 (Ｂ)義學 
(Ｃ)書院 (Ｄ)儒學。 

19.下列有關清代臺灣文教制度的發展情形何者
正確？ (Ａ)臺灣在清領時代首度實施科舉
考試 (Ｂ)書院主要在教育家境貧寒的子弟 
(Ｃ)隨著臺灣日漸開發，人民經濟生活改
善，一般人受教育的機會增多，使臺灣逐漸
從移墾社會走向文治社會 (Ｄ)各地的義學
與書院都是官方所設立的，這也是臺灣首次
實施國民義務教育。 

20.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後，設置府縣儒學的目
的為何？ (Ａ)貫徹殖民政策 (Ｂ)剷除反清
思想 (Ｃ)宣揚政府政策 (Ｄ)提供學子準
備科舉。 

21.忠謀是清領前期的年輕人，他很想接受教
育，但卻因家境清寒無力支付學費。請問：
他可到以下哪一場所就讀？ (Ａ)義學 (Ｂ)
社學 (Ｃ)儒學 (Ｄ)私塾。 

22.臺灣開港通商後的「臺灣三寶」，是指哪三種
外銷貨品？ (Ａ)茶、稻米、鹿皮 (Ｂ)鹿皮、
稻米、蔗糖 (Ｃ)稻米、樟腦、茶 (Ｄ)茶、
蔗糖、樟腦。 

23.清領時期是北臺灣茶葉開發的黃金時代，也
造就了臺北盆地哪一地區成為國際知名的
茶市？ (Ａ)滬尾 (Ｂ)艋舺 (Ｃ)大稻埕 
(Ｄ)迪化街。 

24.今日臺南安平的「臺灣開拓史料蠟像館」原
為德記洋行。請問：它是哪一國商人所建？ 
(Ａ)英國 (Ｂ)法國 (Ｃ)日本 (Ｄ)美國。 

25.清代有許多洋人在臺南、高雄一帶做生意。
請問：從荷蘭人侵臺後，外國人的勢力和資
金再度進入臺灣是在何時？ (Ａ)英法聯軍
役後 (Ｂ)日軍犯臺後 (Ｃ)中法戰爭後 
(Ｄ)甲午戰爭後。 

26.臺灣的開發是由南而北，但清領時代後期已
有北勝於南的傾向，這種情勢的轉變，主要
與哪一項作物的增產及外銷有關？ (Ａ)茶
葉 (Ｂ)樟腦 (Ｃ)蔗糖 (Ｄ)稻米。 

27.建廷到淡水遊玩，他參觀了真理大學內的牛
津學堂。請問：這座建築是臺灣開港通商後
哪一位傳教士集資興建的？ (Ａ)馬雅各 
(Ｂ)馬偕 (Ｃ)漢布魯克 (Ｄ)杜嘉得。 

28.清領後期來臺傳教的教會中對臺灣貢獻最大
的是哪一派別？ (Ａ)耶穌會 (Ｂ)天主教 
(Ｃ)長老教會 (Ｄ)英國國教。 

29.臺灣開港通商後，西方傳教士亦紛紛來臺推
廣基督教，為了深入人群，他們往往藉由哪
一種方式來推廣傳教事業？ (Ａ)經援低收

入戶 (Ｂ)傳播科學新知 (Ｃ)提供休閒娛
樂 (Ｄ)醫療及教育。 

30.于庭與家人到臺南觀光，在參觀的古蹟中，
以億載金城內的炮臺讓他印象最深刻。請
問：這座炮臺的建立與下列何人有關？ (Ａ)
鄭成功 (Ｂ)劉銘傳 (Ｃ)沈葆楨 (Ｄ)丁
日昌。 

31.嘉美利用假期到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遊玩，
看到博物館旁刻有「明治七年討蕃軍本營
地」的石碑，又看到「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
四名墓」，這兩者與哪一歷史事件有關？ (Ａ)
牡丹社事件 (Ｂ)苗栗事件 (Ｃ)西來庵事
件 (Ｄ)霧社事件。 

32.今日我們有中橫等多條公路穿越中央山脈，
而清領時代有何人首先開築北、中、南三條
道路以通東部？ (Ａ)沈葆楨 (Ｂ)丁日昌 
(Ｃ)劉銘傳 (Ｄ)施琅。 

33.明治維新後，日本海外出兵侵略臺灣得到琉
球的藉口為何？ (Ａ)還我河山 (Ｂ)保民義
舉 (Ｃ)保家衛國 (Ｄ)血債血還。 

34.以下哪一位官員以福建巡撫的身分來臺巡
查，並且特別重視原住民人才的培育？ (Ａ)
沈葆楨 (Ｂ)丁日昌 (Ｃ)劉銘傳 (Ｄ)邵
友濂。 

35.基隆的「獅球嶺隧道」是三級古蹟，它曾是
火車穿越的全臺第一個隧道，隧道出口的石
壁上題有「曠宇天開」。請問：這題字應是
出自何人之手？ (Ａ)沈葆楨 (Ｂ)丁日昌 
(Ｃ)劉銘傳 (Ｄ)鄭成功。 

36.圖(一)與圖(二)是臺灣在清領時代的行政區
畫演變圖。請問：由圖(一)演變為圖(二)的過
程中，曾發生哪一場戰爭？ (Ａ)日軍犯臺 
(Ｂ)中法戰爭 (Ｃ)甲午戰爭 (Ｄ)英法聯
軍。 

  
▲圖(一) ▲圖(二) 

37.臨龍常向郵局大量購買新發行的全套郵票。
請問：臺灣最早的郵政總局設於何處？ (Ａ)
臺北 (Ｂ)臺中 (Ｃ)高雄 (Ｄ)臺南。 

38.臺灣歷史上最早官派的「臺灣省」行政長官
是何人？ (Ａ)施琅 (Ｂ)沈葆楨 (Ｃ)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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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Ｄ)陳儀。 
39.在臺灣的城市中，哪一個地方不會看到清朝

統治時期鐵路建設的遺跡？ (Ａ)新竹 (Ｂ)
臺中 (Ｃ)臺北 (Ｄ)基隆。 

40.光緒 11 年，臺灣正式建「省」，並調整行政
區為三府十一縣一州三廳。請問：當時臺灣
「省會」定於何處？ (Ａ)臺北府 (Ｂ)臺中
府 (Ｃ)臺南府 (Ｄ)臺東直隸州。 

 

 
 
 
 
 
 
 
 

 
 
 
 

台北縣立樹林中學 98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 3 次段考 中一 歷史科 答案卷 
 

單一選擇題(1~20 題每題 2 分) (21~40 題每題 3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B B D A B B C C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B A C B D C A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D C A A A B C D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A B B C B A C B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