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選擇題一格 12分，非選擇題一格 11分，共 71分）

（　 ）1 鈞憶將圖一中的五張卡片分為圖

二中的三類，其分類的依據最可

能是下列何者？　A製作器物的

技術　B文字發展的程度　C居

住區域的位置　D使用貨幣的類

型 【107年會考】   （1-1）

（　 ）2 歷史老師請同學以長濱文化為題，進行分組討論。以下是該組四位同學的意

見，何者的看法較為正確？　A甲生　B乙生　C丙生　D丁生 （1-1）

甲生： 「長濱文化是臺灣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類型。」

乙生： 「長濱文化位於臺灣的西部，屬於南島語族文化的一部分。」

丙生： 「自長濱文化出土後，迄今臺灣的石器文化遺址都是在海邊的洞穴出土。」

丁生： 「從長濱文化遺存可知，他們以採集、漁獵為主要的維生方式。」

3請閱讀「發現大馬璘文化」的報導，回答下列問題：  （1-1）

　（　 ）1 請從報導內容研判，「大馬璘文化」最早有可能屬於以下哪一時代？　 

A舊石器時代　B新石器時代　C金屬器時代　D歷史時代

　2 請將可判斷「大馬璘文化」所屬時代的線索，摘寫於下方：

　　答：　　　　　　　　　　　　　　　         

　　大馬璘遺址位於南投縣 埔里鎮 愛蘭里，1900 年由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發現，是
當時知名的史前臺灣遺址之一。⋯⋯一百多年來，大馬璘遺址曾經過多次考古挖掘，

出土了石板棺墓葬、礫石排列的建築結構，以及大量的石器、陶器等史前遺物，⋯⋯

但是近 50 年來，遺址上陸續興建了許多房屋，已經造成嚴重的破壞。

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１章

第１回　史前臺灣與原住民文化

繳交日：   ∕   ∕

總　評：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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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問題：  （1-2）

　（　 ）1 郁永河記錄的臺灣西南地區原住民習俗，最可能與下列哪一原住民有關？

A凱達格蘭族  B西拉雅族  C阿美族  D排灣族

　（　 ）2 郁永河所僱用採集、運送硫土的原住民，應為下列何者？

A凱達格蘭族  B西拉雅族  C阿美族  D排灣族

　　1697 年（康熙 36 年），郁永河奉命來臺採集硫磺，他帶領工人由府城 安平沿岸北
上。他觀察到此處少壯未婚的男子都居住在一間比較大的住屋，叫做「公廨謝」，這是

村民們平常議事的場所。

　　郁永河歷經艱苦後終於抵達目的地─現今的北投地區，他僱用當地原住民，讓

原住民以獨木舟載運硫土到他的工寮換取布匹，再由漢人工人展開提煉硫磺工作。

 （　 ） 1 請選出最適合本資料的標題。

 A紐西蘭 毛利人的向外擴散  B紐西蘭 毛利人的尋根之旅  

 C臺灣原住民族的向外擴散   D臺灣原住民族的尋根之旅 

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選擇題一格 6分，非選擇題一格 5分，共 29分）

1請閱讀下列資料並回答問題：  （1-2）

　　近日毛利青少年來臺尋根，從臺北到花蓮、臺東，走訪原住民部落，其中毛利人的老祖

宗和臺東 卑南文化遺址最有淵源。
　　毛利女孩喜歡配戴玉器項鍊，男孩身上也隨身帶著玉器，有些玉器和卑南文化遺址出土

的幾乎一模一樣。玉器是臺灣史前人類很重要的陪葬品，這次毛利青少年訪問團小團長說，

玉器在紐西蘭傳統文化中有很特殊的意義，有的是傳家寶，有的是長輩因特殊原因送給晚

輩，他身上的玉器是長輩送的，希望他傳承毛利文化。

 （改寫自：毛利人來臺尋根　卑南遺址的巴圖是傳家寶，中央社，2018/08/29。）

毛利人：紐西蘭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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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請選出最適合本資料的標題。

 A矮人的惡作劇    B賽夏族的起源  

 C賽夏族漁獵的起源  D賽夏族矮靈祭的來源 

 （　 ） 2 賽夏族人舉行矮靈祭之目的為何？

 A以崇敬的儀式分食獵來的矮靈  B以歌舞向矮靈表達族人的懺悔  

 C作法以驅逐部落中作祟的矮靈  D矮靈祭是賽夏族人的祭祖活動 

 3 根據上面的傳說內容，這篇傳說向賽夏族後代敘述了何種事件？（任答一項）

  答：　　　　　　　　　　　　　　　　　　　　　   　　　　  　　　　   

　　　　　　　　　　　　　　　　　　　　   　　　　  　　　　　　　 

2請閱讀下列資料並回答問題：  （1-2）

　　據說矮靈祭源自古時賽夏族人與矮人的恩怨。相傳有一群身高不到90公分的矮人居住在
今新竹 五峰鄉的山上，他們教導賽夏族人耕種技術及歌謠。
　　但矮人卻常藉機欺負賽夏族婦女，引起男子的憤怒與不滿。於是，他們偷偷把矮人回家

途中常爬上去休息的樹先砍斷一半，再用泥巴將樹的缺口填起。除了兩個老人外，爬到樹上

休息的矮人們都因樹斷而墜入溪谷淹死。

　　但矮人死後，賽夏族的作物就年年歉收，他們認為是矮靈作祟，於是每兩年舉行一次矮

靈祭。在秋收之後的月圓夜裡（農曆10月15日），賽夏族人不斷唱歌、跳舞，邀請矮靈歸來
與族人同樂，並在歌舞中請求矮靈原諒。

　　因為矮靈祭是賽夏族對矮靈懺悔所舉行的祭典，所以儀式神聖而敬畏。在徹夜不停的歌

舞祭典中，族人重新喚起祖先留下的訓示，也流傳了血脈中千年不變的信仰。

（參考資料：達西烏拉灣．畢馬（田哲益），賽夏族神話與傳說，臺北：晨星出版社，2003年。）

 （　 ） 2 為何遠在紐西蘭的毛利人要到臺灣「尋根」，並走訪原住民族部落？

 A因為毛利人屬於南島語族    B因為毛利人希望移民到臺灣  

 C因為他們希望能多採購一些玉器 D因為毛利人需要臺灣原住民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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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選擇題一格 9分，非選擇題一格 11分，共 65分）

（　 ） 1 荷蘭 東印度公司總督曾說：「臺灣真是

一頭好乳牛。」這句話表示臺灣為他們

公司帶來相當大的利益。這是因為荷蘭

人積極經營下列哪些臺灣的特產？ 

甲、蔗糖 乙、稻米 丙、鹿皮  

丁、香料。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丁 （2-2）

（　 ） 2 右圖中的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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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鄭氏三代經營　C日本實施鎖

國政策　D大航海時代貿易  【105 年會考改寫】

（2-2）

（　 ） 3 右表是某一組織的重要事件整理，根據

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適合放入表中的

「？」處？

A從印度輸出大量瓷器販賣至中國

B以白銀吸引中國商人至馬尼拉交易

C以澳門為據點，推動亞洲傳教事業

D 設亞洲總部於巴達維亞，統籌經營   【105 年會考】（2-2）

一、盤據東南謀復明

二、東征攻臺驅紅毛

三、漢人社會始紮根

四、兵敗薙髮終降清

重要事件

★成立於十七世紀初

★　？

★ 曾在臺灣、南非好望角等地建
立殖民地

★ 在日本鎖國時期，獲准與日本
貿易

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２章

第２回　大航海時代各方勢力的競逐

繳交日：   ∕   ∕

總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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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一本歷史書籍記載：「鄭成功來臺灣經營，帶來很多士兵及眷屬，為解決

糧食問題而實施『寓兵於農』的屯田制度，今天可以從臺灣南部地區的地

名，看出屯田的影子。」下列哪一個地名與屯田有關？　A高雄市 美濃區    

B臺南市 白河區　C高雄市 左營區　D屏東縣 車城鄉 （2-2）

（　 ）5 下列關於「海商」的敘述，何者正確？ A為日本人組成的海盜，肆意搶奪

臺灣沿海城市 B17世紀初主要以金門、馬祖為根據地 C明政府派兵進駐

臺灣，海商遂轉移到澎湖 D因應明代海禁政策，進行走私而興起   （2-1）

（　 ）6  右圖為展示於澎湖 天后宮的「臺澎第一碑」。請問：

此碑應呈現了下列哪一項事件？ 

A西班牙東來亞洲尋求貿易 

B明軍將領逼退澎湖 荷蘭人 

C荷蘭人攻打澳門 葡萄牙人 

D葡萄牙強占澳門作根據地 （2-1、2-2）

7 1597 年，有一封呈報給國王的信中寫到：「我們希望占領福爾摩沙的這個港口，最

迫切的理由是為了確保菲律賓的安全。因為⋯⋯日本企圖奪取這個港口以進占馬尼

拉，我們要確保菲律賓的安全就必須擁有這個港口。」由上述背景判斷，這封書信

最有可能是呈報給哪一國國王？ （2-2）

 答：　　　　　　　　　　　　　　　　　　　　　   　　　　  　　　　　   

沈
有
容
諭
退
紅
毛
番
韋
麻
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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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選擇題一格 11，非選擇題一格 12分，共 35分）

資料一： 1637年7月，臺灣的□□長官在日誌中寫下：「要派往日本的快艇今天已經裝貨
完畢，其中有84箱絲織品、94袋香料、1116籃砂糖、232捆鹿皮。明天清晨，如
果天氣許可，即可出航。願神保佑他們一路平安。」

  （資料來源：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

資料二： 日本在17世紀時，曾對到日本的外國人進行管控與限制，其主要的內容有：
一、禁止日本船出海貿易以及與海外人士往來。

二、取締天主教的傳教活動。

三、 監視駛抵日本的外國船隻，並嚴格管控貿易活動。
這段期間，禁止外國對日貿易，但是□□、中國可至指定港口長崎進行貿易。

  （資料來源：鄭學稼，日本史（三））

（　 ）1 根據資料一、資料二的內容判斷，□□應為下列何者？ A英國東印度公

司   B荷蘭 東印度公司 C葡萄牙 D西班牙　

2 資料一中，運往日本的貨物有哪些為臺灣出產？哪些由中國與東南亞轉運？

 答：　　　　　　　　　　　　　　　　　　　　　   　　　　  　　　　　   

    　　　　　　　　　　　　　　　　　　　　　   　　　　  　　　　　　　

3 資料二中所謂「17世紀日本對外國人的管控與限制」是指哪項政策？根據資料中的

管制內容，該政策對在臺灣發生的貿易競爭有何影響？（任舉一例）

 答：　　　　　　　　　　　　　　　　　　　　　   　　　　  　　　　　   

   　　　　　　　　　　　　　　　　　　　　　   　　　　  　　　　　　　 

   　　　　　　　　　　　　　　　　　　　　　   　　　　  　　　　　　　 

   　　　　　　　　　　　　　　　　　　　　　   　　　　  　　　　　　　 

  如郁老師講述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各方勢力在臺灣的競逐，並發給同學以下資

料。請閱讀後回答問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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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一格 4分，共 28分）

（　 ）1 現今屏東外海的小琉球島上，居民皆是漢人。但我們卻可發現島上有「烏鬼

洞」等地理名稱，也有「烏鬼番」等傳說。史學家曹永和的研究中呈現：

1630∼1640 年代某國殖民者因該國船民在島上遇害，遂自臺灣調軍到小琉球

進剿、鎮壓，導致島上原住民遭到屠殺與被迫遷移。此某國應是哪個國家？    

A中國　B日本　C荷蘭　D葡萄牙 （3-1）

（　 ）2 1636 年 2 月，28 名來自臺灣西南部平原的原住民部落代表，因受統治當局召

集在某地聚會。會中，統治者授予旗幟、黑絨禮袍，還送了嵌著銀杖頭的籐

杖，象徵他們的地位與權威。這個統治當局，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西

班牙　B荷蘭　C鄭氏政權　D日本幕府 （3-1）

（　 ）3 中古歐洲的基督教傳教士，會採用拉丁文（羅馬字）拼注異教徒的語言成文

字，以教導異教徒閱讀聖經。在臺灣史上，有哪一國的基督教傳教士為方便

向臺灣原住民傳教，也採取類似作法？　A西班牙　B荷蘭　C英國   D葡

萄牙 【91 年基測改寫】  （3-1）

4 以下是一段 17 世紀的文獻記載：「西班牙人每年向該地的已婚原住民課徵二隻雞和

三甘當米的稅，原住民感到無法忍受，所以襲擊該地的西班牙城堡，殺了 30 個西班

牙人。」請問：   【104 年會考改寫】  （3-1）

　（　 ）1 此段記載最可能是描繪右圖中何處的情況？    

A甲   B乙　C丙　D丁

　（　 ）2 當時居住在城堡內的西班牙人，可能就近與

下列哪一族人進行商業活動？　A西拉雅人 

B凱達格蘭人   C噶瑪蘭人　D賽夏族人　

甘當：一種量米的容器。

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３章

第３回　大航海時代臺灣原住民與外來者

繳交日：   ∕   ∕

總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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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閱讀下列資料回答問題：  （3-2）

 以上這兩段資料，是清帝國統治臺灣初期對於臺灣原住民處境的描述。請問：

　（　 ）1 這兩段資料主要描述的臺灣原住民處境，是指臺灣的哪個區域？　A北部    

B中部　C南部　D東部

　（　 ）2 這兩段資料都將臺灣部分原住民處境差與人口銳減的責任歸咎於何者？   

A荷蘭人　B鄭氏政權　C西班牙人　D清帝國官員

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一格 12分，共 72分）

資料一：清代 番俗六考

　   「沙轆（今臺中市 沙鹿區的舊稱）番，原有數百人，勢力最大，後遭鄭氏將領
劉國軒殺戮殆盡，剩下的六人，躲藏在海口。」

資料二：清代 郁永河 裨海紀遊

　   「鄭氏繼荷而至，立法嚴格，殺戮不分男女老幼⋯⋯。今大肚、牛罵（今臺中
市 清水區的舊稱）、大甲、竹塹（今新竹地區的舊稱）諸社，草木叢生、土地荒廢
不見一人⋯⋯。」

資料一：

　   日本人類學家在臺灣進行大規模的田野調查時，曾訪問一老者潘乾坤口述如下：
「我們這一族原名為馬卡道，和臺南方面的平埔仔是同一祖先傳下來的。我們住在鳳

山的平原。當時我們很繁榮，很多族人會駕獨木舟遠航到菲律賓貿易，帶回當地土

著 Karaya 當奴隸。後來 Karaya 不肯被奴役而入山。
　   在荷蘭人統治時，我們族中的一、兩個社，曾經接受教化，學會用羅馬拼音寫
族語的方法。在鄭氏政權統治時，我們曾被討伐，在戰爭中，首領 Sukune 陣亡，
由 Maikui 接替繼續率領族人。後來我們在清帝國時期歸化，族人分散成幾個社，最後
遇到漢人的侵占， 族人各自退到偏僻的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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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資料一提及的「臺南方面的平埔仔」應是指下列哪一族？　A凱達格蘭族   

B噶瑪蘭族　C西拉雅族　D馬卡道族 （3-1）

2 請從兩則資料中分析，馬卡道族人的生活方式可能分別受到下列何者的影響？（複

選）　

 □A漢人　□B荷蘭人　□C西班牙人      □D葡萄牙人 （3-1）

3 請從兩則資料中分析，馬卡道族面對外來政權的生存方式有哪些？（複選）

 □A合作 □B臣服 □C對抗 □D遷徙 （3-1）

4 資料一中提及馬卡道族曾在荷治時期習得用羅馬拼音寫「族語」的方法，這種文字

寫成的契約，我們可以通稱為何？ （3-1）

 答：　　　　　　　　　　　　　　　　　　   　   　　　　　　　　　　　   

5 資料一提及馬卡道族在清帝國時期被歸化，這意味他們在清帝國時期的身分為

何？ （1-2）

 答：　　　　　　　　　　　　　　　　　　   　   　　　　　　　　　　　   

6 資料一中，馬卡道族人自述「我們族中的一、兩個社，曾經接受教化⋯⋯」。請

問：當時該社居民是接受何種宗教推行的教育？ （3-1）

 答：　　　　　　　　　　　　　　　　　　   　   　　　　　　　　　　　   

　 　　　　　　　　　　　　　　　　　　　   　   　　　　　　　　　　　   

資料二：

　   在面對外來政權時，有些原住民部落，會選擇與荷蘭人、西班牙人合作，甚至藉
由外來者的勢力，提昇自己的地位。同時，可以獲得西方先進武器，用來對付敵對的

部落。相對於合作，選擇對抗的原住民，經常遭到強力鎮壓。原住民反抗外來政權失

敗後，除被迫臣服外，還有另一條路可走，即遷徙到外來政權勢力未及之處。例如：

今日高雄平原的馬卡道族原住民各社，在荷蘭人武力攻擊後，向南遷往今日屏東縣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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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一格 5分，共 40分）

繳交日：   ∕   ∕

總　評：

（　 ）1 小立同學在瀏覽網頁時，看到了一篇報導：  （4-2）

從文中內容判斷，此一事件應是下列何者？　A英 法聯軍　B清 法戰爭      

C林爽文事件　D牡丹社事件

（　 ）2 18 世紀時，有一位歐洲貴族乘船漂流至臺灣某地區，發

現清廷並未在該地區設置廳、縣治理，因此當他返回歐洲

後，大力遊說各國派兵來此區建立殖民地。上述「未設置

廳、縣治理」的地區，最可能是圖中甲、乙、丙、丁何

處？　A甲　B乙　C丙　D丁 【106 年會考】  （4-1）

（　 ）3 動畫公司設計一部名為「百步蛇與太陽旗的戰爭」的短片，若影片內容須合

乎歷史發展脈絡，則下圖中「丙場景」應為下列何者？

A淡水、基隆為主要戰場，兩軍死傷無數　B原住民在南投山區抗日，日軍

傷亡慘重　C朝廷任命沈葆楨為欽差大臣，來臺加強防務　D清廷派軍參

戰，因戰事失利，被迫割讓臺灣 【105年會考】  （4-2）

1871 年，琉球王國 宮古島民的進貢船，因颱風漂流到臺灣東南海岸八瑤
灣，54 人被牡丹社和高士佛社的排灣族人殺害，12 人逃出。3 年後，日本因此
出兵臺灣，排灣族人憑藉石門隘口天險奮勇抵抗⋯⋯。

⋯⋯將殺害琉球人的排灣族人塑造成野蠻民族，讓當地排灣族人多年來承

受歷史上的汙名。

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４章

第４回　清帝國統治政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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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劉銘傳治臺時，曾經大力推行許多現代化建設。而當時住在臺北的居民，可

能會有怎麼樣的生活經驗？　A坐火車到高雄遊覽　B打電報給臺南的親友    

C曾目睹西班牙人占領臺灣北部　D禁止進入原住民居住的地區 （4-2）

（　 ）5 1873 年，某位歐洲學者說：「我四處物色，想找一個適合探險、收集自然史

博物的地方，最後我決定到中國的福爾摩沙島走訪一趟，至少到當地已充分

開發的地區看看。沒想到福爾摩沙是一個進行科學收集的嶄新天地，我得以

深入內地，探訪眾多的原住民部落。」請問：這位歐洲學者能在此時前往臺

灣進行科學收集的時代背景為何？　A林爽文事件告終　B渡臺禁令解除    

C英 法聯軍告終　D牡丹社事件告終 （4-2）

（　 ）6 筱平假日與家人到基隆出遊，忽然見到路旁有

刻著法文的墓碑（如右圖），此法軍公墓的存

在與哪項歷史事件有關？　A開港通商　B開

山撫番    C牡丹社事件　D清 法戰爭 （4-2）

7 歷史老師上課時，展示某一政權派員繪製的臺灣地圖。圖中特別用紅線標界，紅線

上方標明群山名稱與生番各部落的位置。請問：  （4-1）

　（　 ）1 派員繪製此圖的統治者，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鄭氏政權　B西班牙

皇室　C荷蘭 東印度公司　D清帝國

　（　 ）2 請判斷此圖是想讓該政權的執政者，

了解當時臺灣何項政策的推動情況？

A渡臺禁令　B劃界封山　C增設行

政區　D開山撫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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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上同學參加校內「歷史再現」專題競賽，找了以下三篇有關清帝國時期的資料：

（4-2）

　  1  請依發生先後順序排序資料：

  答：　　　　　　　　　　　　　

　  2  同屬「資料二」期間，尚有哪些重要的交通建設？（請列舉兩項）

  答：　　　　　　　　　　　　　　　　　　　　　　　　　　　　　　  　　　

　　　　　　　　　　　　　　　　　　　　　　　　　　　　　　　　　　  　　　

　　　　　　　　　　　　　　　　　　　　　　　　　　　　　　　　　　  　　　

　　　　　　　　　　　　　　　　　　　　　　　　　　　　　　　　　　　　  

資料一：

滬尾守將已知法軍即將來襲，決定

派船載石沉入淡水河底，並在河口布滿水

雷。沒多久，法國軍艦來襲，因河口布滿

水雷無法進入。法軍陸戰隊在沒有軍艦炮

火掩護下，在沙崙登陸了，但卻受困於沙

地，導致火槍無法有效發揮，無法突破清

軍的防禦線，清 法軍隊激戰不久後，法軍
就敗退逃回艦上。

資料二：

臺灣第一部蒸氣火車─騰雲號，

行駛於基隆與大稻埕之間。

資料三：

美國記者報導。5 月 5 日晚上 6 時 30 分，日軍有功丸（船艦名）駛離
廈門，趁著夜色橫渡臺灣海峽，幸好天氣很好，惡名昭彰的黑水溝此刻

倒是風平浪靜，隱約可見到高聳入雲的山脈。5 月 6日晚間 9 時，船抵琅嶠
灣， 花了一個鐘頭才找到適合下錨停泊的水域。天色很黑，陌生的異鄉
水域、岸邊埋伏的「生番」 可能隨時而來的威脅，有功丸因此徹夜戒備
森嚴，準備迎接未來的戰鬥。

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第一題組每格 9分，第二題組每格 7分，共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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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4-1）

　（　 ）1 資料一中的「臣」為下列何人？ 

A施琅 B鄭成功 C沈葆楨 D劉銘傳

　（　 ）2 資料二中的「舊禁」應包含下列那些？

甲、海禁政策；乙、渡臺禁令；丙、劃界封山；丁、棄留爭議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3 資料一中的「臣」用什麼理由說服皇帝保留臺灣？試著跟同學討論，哪一句話是

你判斷的關鍵？

  答：　　　　　　　　　　　　　　　　　　　　　　　　　　　　  　　　  

 4 資料二中的上奏者是因為何事來到臺灣？

  答：　　　　　　　　　　　　　　　　　　　　　　　　　　　　  　　　  

 5 資料三中的「想要渡海到臺灣的人」還需要遵守哪些規定，才不會被「嚴處」？

  答：　　　　　　　　　　　　　　　　　　　　　　　　　　　　  　　　  

 6 請依據「資料內容」出現的先後順序進行排列：

  答：　　　　　　　　　　　　　　　　　　　　　　　　　　　　  　　　  

資料一： 資料二： 資料三：

雖然臺灣周遭島

嶼很多，但實際上掌

握了沿海四省的要害之

處。⋯⋯臣認為放棄此

地將釀成大禍，保留此

地則能永遠固守邊疆。

臺灣地區東部急需

開墾，請解除舊禁，以

完全消除敲詐、勒索等

違法行為，並廣泛招攬

有意願開墾的人民。

想要渡海到臺灣

的人，要先通知原戶籍

地，並經過地方官員審

查批准，如果是偷渡來

臺的人將會受到嚴厲懲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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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一格 9分，共 63分）

繳交日：   ∕   ∕

總　評：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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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2 右表是某段時期臺灣進出口值統計

表。表中哪一期間開始，反映出臺

灣對外貿易由入超轉變為出超？

A1868∼1869 

B1870∼1874

C1875∼1879 

D1890∼1894 （5-2）

（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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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107年會考】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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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
出口 進口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1868∼1869 93.0 124.5

1870∼1874 172.0 174.4

1875∼1879 282.3 272.0

1880∼1884 427.3 318.8

1885∼1889 435.7 361.8

1890∼1894 570.7 431.0

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５章

第５回　清帝國時期農商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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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清帝國時期漢人移民積極拓墾臺灣，尚有不少地名沿用至今。請將下列地名沿革

的代號填入適當的分類資訊內：  （5-1）

　　1 哪一項地名反映了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　　　　　　　　　 　　　  

　　2哪一項地名反映了漢人合資開墾土地的關係？　　　　　　　　　 　　　

　　3 哪一項地名反映了拓墾完畢後的土地經營模式？　　　　　　　　 　　　

　　4 哪一項地名反映了水利設施工程的興建與影響？　　　　　　　　 　　　

甲、 本地早期是由開墾者合資向官方領取證照，招募人手開墾，開墾完畢後以墾首
分得的份名為地名，故稱「頭份」（今苗栗縣 頭份市）。

乙、 本地早期為原住民活動區域，清初便有先民來此開墾，因為在此設土牆防禦原
住民的襲擊，因此稱為「土城」（今新北市 土城區）。

丙、 本地名由來是本地拓墾完成後，大地主派人在此設立收租、辦公的地方，因此
稱為「公館」（今苗栗縣 公館鄉）。

丁、 1719 年（康熙 58 年）施世榜完成八堡圳後，為了灌溉這一帶土地，乃在八堡
圳設「二分圳」引水灌溉，後來此地慢慢形成聚落，「二水」（今彰化縣 二水
鄉）的地名因此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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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選擇一格 4分，非選一格 7分，共 37分）

1 張老師在上課時，提供下列四則資料。請閱讀下列資料回答問題：  （5-2） 

資料一：

臺灣某時期起，兩大港口的海關出口值

統計圖。

資料二：

1880 年代，有位外國商人來臺購買茶葉，他在日記提到「這座城市的城牆剛蓋
好，附近山區，有處泉水區，溫度很高，靠近時要小心被蒸氣燙傷，空氣中瀰漫著濃

烈的硫磺味，惡劣的環境不利植物生長。周圍泉水沸騰的聲響很大，就好像地下有一

個 24 小時運作的工廠一樣。」

資料三：

臺灣山林盛產樟樹，樟木是造船最好的原料之一，工匠除採伐樟木外，也生產

樟腦。然而，清帝國的政策是禁止私入山林伐木製腦，形成官方獨占專賣。臺灣開港

後，外商因樟腦是製造火藥的原料，紛紛來臺，不顧清廷禁令購買樟腦，因此數次引

發衝突，英國也派軍介入。禁令廢除後，清廷更是無法遏止樟腦的私製及外商勢力的

介入。到了 1890 年，臺灣樟腦的產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位，廣銷到世界各地。

資料四：

本市港口在開港通商後，漸漸自漁港轉型為商港。1860 年代初期，正式開放成為
國際貿易港，出口貨物以蔗糖為主。1879 年，英國政府在港口北側山丘，興建領事館
處理商務。1880 年代前期，臺灣蔗糖產量與對外出口量達到高峰。不料因被法國海軍
封鎖港口一段時間，導致糖價暴跌，使得臺灣糖業受挫。

　（　 ）1 請由這四則資料判斷張老師上課的主題，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18 世

紀臺灣農業　B19 世紀臺灣漁業　C清代開港通商後的發展　D清代的林

業與開發

　（　 ）2 請根據資料一及資料四的內容，判斷資料四的港口應為臺灣哪個港口？

      A安平　B淡水 C雞籠　D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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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清帝國晚期，清廷無法遏止樟腦的私製及外商勢力的介入，主因是哪一項政策正

式廢除？

  答：　　　　　　　　　　　　　　　　　　　   　　　　　　　　　　       

　4 1880 年代時臺灣的樟腦與蔗糖出口，突然出現衰退。請由資料一與資料四中判

斷，造成衰退情況的外力原因為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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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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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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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提及的「金廣福大隘」，此防禦工事主要用來防禦的對象為何？防禦的原因

為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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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佩潔與同學聊天時發現同一個字或詞會有不同的讀法，例如：「筷子」在福

佬（閩南）話可唸成「ㄉㄧ」或「ㄉㄨ」等，客家話的其中一種則念成「ㄓ

ㄨˋ」。上述多種讀法並存的現象，與下列何者的發展最有關係？ A荷蘭

人曾來臺發展貿易　B清政府正在培養外語人才　C臺灣原住民有許多族別    

D渡海來臺的人祖籍不同 （6-1）

（　 ）2 右圖描述臺灣史上某一時期的社會現象，

圖中的「具體例證」，最適合填入下列何

者？ A地主與官府的對抗　B郊商與洋

商的對抗　C士紳與傳教士的衝突　D漳

州人與泉州人的衝突 【106 年會考】  （6-1）

（　 ）3 新莊 萬應堂所祭拜的萬應公，也就是有應公，其實就是無主的孤魂，一般人

認為死去的靈魂若無神主，無後代祭祀，不但會變成孤魂野鬼無法超生，而

且會作祟危害世間，即臺灣民間的「有應公信仰」。此一信仰反映出當時哪

種社會現象？ A移民生活安定　B政府欺壓移民 C擔心官員懲罰　D分

類械鬥頻繁 （6-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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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　 ）5 「蕭來於雍正晚年至社頭一帶拓墾，死後留下公產 5 甲地，由他的兒子們輪

流耕種，每一年由輪到耕種公田的人負責當年的祭祀費用。每年清明節前

後，蕭家後代都會擇日掃墳，祭祀蕭來。」關於文中所述的蕭氏宗族，其祭

祀對象應為下列何者？　A開臺祖　B唐山祖　C有應公　D媽祖  （6-1）

一第 關 基礎熱身題（選擇一格 7分，非選一格 8分，共 64分）

繳交日：   ∕   ∕

總　評：

•清帝國統治時期

•地域觀念或祖籍意識的對抗

• 不同群體間為了爭奪土地、水源

或利益，而發生的武力衝突。

• 具體例證：    ？     

配合課本第二篇 第６章

第６回　清帝國時期社會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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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表為清代 臺灣地區科舉人數統計表。由此表可看出，嘉慶、道光時期臺灣

考上舉人、進士的人數增多。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轉變，主要原因應該是下

列何者？  （6-1）

項目 康熙、雍正時期（1684～1735） 嘉慶、道光時期（1796～1850）

舉人 15 74

進士 0 6

A臺灣已無械鬥與民變，社會安定　B清廷實施渡臺禁令，女眷無法來臺    

C工商業者廣設「郊」，帶動了讀書風氣　D文教機構陸續增設，人民受教

育的機會增多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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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平埔族遷移的目的地應是現今

何處？ A臺東   B臺北　C恆春　D宜

蘭 （6-2）

8 請閱讀下列資料並回答問題：  （6-1）

　（　 ）1 從引文可知，板橋 大觀義學的成立屬於？　A民間自辦　B官民合辦      

C官方主辦　D大陸引進

　2 從引文可知，板橋 大觀義學的成立背景為何？造成何種影響？

　　答：　　　　　　　　　　　　　　　　　　　   　　　　　　　　　　　   

在板橋 林家花園旁，有間建於 1873 年（同治 12 年），已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的書
院—大觀義學。

義學的成立，起因於1859 年（咸豐 9 年）的漳 泉械鬥。林本源家族族長林維讓為
了化解漳 泉間的仇視，將妹妹許配給泉州籍的舉人莊正。隨後共創「大觀書社」，期
待能化解漳 泉間的成見。

1873 年，書社更名為「大觀義學」，此後板橋地區文風漸盛。

道卡斯族

巴則海族

巴布拉族

和安雅族

貓霧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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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高階挑戰題（選擇一格 6分，非選一格 3分，共 36分）

1 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6-1、6-2）

資料一：

　 　　在這個島上住有約三百萬的漢人，其中約一百萬是住在加拿大 長老教會從事宣教
的四個地區。這些漢人分為閩南人和客家人兩類。在我負責的臺灣北部，漢人中八分之

七是閩南人，他們是從島的對岸福建省來的移民或移民的子孫；我路過時，婦女和孩子

們從家裡跑出來，追著我要藥品、要拔牙。

資料二：

　 　　我們經過內埔，一個客家村莊，有著強大的客家勢力，所有人都出來到街上看我
們。阿嵐，我們的客家傳教士，就走在我後面，他告訴我看到他們拍手（看起來似乎很

生氣），而且聽到他們評論：「這是有朝一日外國人占領我們之後，我們的穿著！」

資料三：

　 　　清代 客籍移民進入屏東地區開發後，客家人與原居的平埔族群間因開墾等衝突不
斷。因天主教傳教士進入屏東 萬金地區傳教，主要以該地的平埔族群為傳教對象，使
得傳教士在漢人與平埔族群發生衝突時，多採支持或保護平埔族群的態度。迄今萬金地

區居民信仰天主教者仍超過八成，教徒信仰中心─萬金天主堂也成為當地知名景點。

資料四：

　 　　「在兩國開戰前，我由香港想回臺灣，卻被法軍當成是德國間諜，只好去見法軍司
令才被允許回臺上岸。回臺後，英國領事還給我一份證明說我是英國人。⋯⋯戰事逼近

我的教堂時，我曾醫療受傷的清軍與法軍，劉銘傳大人還獎勵我，並賠給我在戰火受損

教會財產的金額。」

　（　 ）1 前述資料中，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傳教者得以進入臺灣各地進行宣教，是

與以下哪一事件有關？　A鄭氏政權投降清廷　B英 法聯軍後的開港          

C清 法戰爭的勝利　D牡丹社事件的結束

　（　 ）2 請判斷資料一應與下列何者有關？　A馬偕　B馬雅各　C沈葆楨    D劉

銘傳

　（　 ）3 資料四中所指「戰事」，應是下列何者？　A施琅攻臺　B英 法聯軍       

C清 法戰爭　D牡丹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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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清帝國晚期傳教士接連來臺傳教，請從上述資料歸納出當時臺灣人民與傳教士的

互動關係為何？

  答：　　　　　　　　　　　　　　　　　　　   　　　　　　　　　　      

　　　　　　　　　　　　　　　　　　　　　   　　　　　　　　　　          

2 時人稱「番勢」的李春生，自幼家境貧困，年少時跟隨父親到廈門經商，在當地習

得英語與漢語，使他成為漢人與西方商人溝通的橋梁，因緣際會結識來自蘇格蘭

的茶商約翰‧陶德，協助他創出「臺灣烏龍茶」（Formosa Oolong）品牌，享譽國

際，促成北部製茶事業大為興盛，茶葉成為當時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李春生因此有

了「臺灣茶葉之父」的美稱。李春生除了經營事業以外，對於傳教更是不遺餘力，

他不僅是臺灣 基督教 長老教會的奠基者，更在臺灣建省後，協助劉銘傳建設大稻

埕，使得各國商人在此處雲集。（6-1）

　（　 ）1  文中提及「番勢李仔春」中的「番」應該是指下列何者？

A日人

B熟番

C生番

D洋商

　（　 ）2 文中提及李春生為臺灣 基督教 長老教會的奠基者，他可能跟下列哪一位人

物有所往來？

A馬偕

B馬雅各

C朱一貴

D沈葆楨

　3 閱讀完文章後，請為這篇文章下一個標題：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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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試題

繳交日：   ∕   ∕

總　評：

　　請閱讀短文，並回答下列問題：

（　 ）1 對於小莫來說，老莫是下列何種祭拜對象？　A媽祖　B有應公　C唐山祖

D開臺祖（歷史6-1）

（　 ）2 請問老莫應該是哪裡人？　A客家人　B泉州人　C漳州人　D潮州人（歷

史6-1）

（　 ）3 老莫紀錄中所看到的「小島」應該是下列何種島嶼類型？　A大陸島　B火

山島　C沙洲島　D珊瑚礁島（地理4-3）

（　 ）4 老莫到臺灣途中看到的小島應是下列何者？　A東沙群島　B金門列嶼       

C馬祖列嶼　D澎湖群島（地理4-3）

（　 ）5 老莫最終與當地居民有了婚姻關係，下列哪個俗諺是用於描述此類狀況？ 

A離鄉不離腔　B六死三留一回頭　C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D唐山過臺

灣，心肝結歸丸（歷史6-1）

（　 ）6 婚後，老莫與介紹妻子的老太太之間具有下列何種親屬關係？　A姻親 

B配偶　C直系血親　D旁系血親（公民4-2）

小莫家中有一本自祖先老莫來臺開墾後流傳下來的文件，其中詳細記錄了來臺過程

的所見所聞，以及初期的生活。老莫於紀錄中提到：「為了祈求航行順利，船上除了媽

祖像以外，還有我一路捧著的開漳聖王⋯⋯」、「海上沒什麼有趣的，唯有航程中看見

了特別的小島，小島側面的柱狀峭壁以灰黑色石塊組成，然而頂部卻看似平坦如桌。」

其中，最令小莫感興趣的，是老莫與其妻子認識的過程。內容寫著「除了以前讀過幾年

書，會一些漢文外，還要學習紅毛文與當地語言。而當地居民簽契約都要兩種文字並呈

才行，在和他們的關係日益增進後，有位老太太讓我和她孫女結婚，也因此獲得了可以

耕種的田地。」

一第 關 （每格 11分，共 6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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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荷蘭人決定建立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地點就在海

岸邊，是因為能夠控制進出台江內海的水道。」然而三百多年後的今日，

安平古堡已離海岸線約 2 公里之遠，根本無法達到當初的目的。造成上述

變化，主要是因為當地的海岸受到下列何種作用影響？　A侵蝕　B風化      

C堆積　D褶曲（地理3-1、歷史2-2）

（　 ）2 17世紀中葉，鄭成功決定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當時鄭成功為了趕走

荷蘭人而登陸臺灣本島時，所看到的海岸景觀應與下列何者最相似？（地理

4-1、歷史2-2）

　　　　 A　　　　　　　　　　　　B

　　　　 C　　　　　　　　　　　　D

3 下表為荷蘭人新港學校的課表。請依據課表，推斷新港學校以教授何種課程為主？

（歷史3-1）

時間 活動 科目內容

06:00∼08:00 學科 由副校長用原住民語講授基督教答問

08:00∼09:00 早餐 用餐前後由學生輪流擔任祈禱

09:00∼10:00 學科 講話、習字課

10:00∼11:00 學科 由校長用原住民語講授基督教答問

12:00 午餐 飯前飯後祈禱，並閱讀翻譯後的原住民方言「聖經」

15:00∼17:00 學科 教授荷蘭語

18:00 晚餐 課程與早餐同

 答：　　　　　　　　　　　　　　　　　

二第 關 （第 1、2格每格 11分，第 3格 12分，共 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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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度

表

︵

公

尺

︶

3000
2000
1000
500
200
50
0

0 60
公里

30

觀察透明片資

料與地圖之間

的關係。

step4

將透明片與習作

中地圖對齊。

step3

將透明片裁剪成

小單張。

step2

請從書本中沿虛

線剪下透明片。

step1

  開港前，臺灣的重心為土地的
開發，農田開墾、水利興修為主要
活動。開港後，新興產業的外銷帶
動社會的變化，城市發展、族群地
位、政經重心都有所改變。
　　透過各項資料的整合，可以看
出開港通商後的社會變遷。請依照
以下步驟說明，完成透明片（附件
2）的操作，並回答問題。

綜合試題

繳交日：   ∕   ∕

總　評：

高

度

表

︵

公

尺

︶

3000
2000
1000
500
200
50
0

0 60
公里

30

  臺灣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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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港後的社會變遷二

1 請觀察B清代後期臺灣產業圖與C19世紀後期臺灣新興城市分布圖，並將透明片疊

在臺灣地形圖上。

 1清代茶與樟腦的產地與新興城市，大多位於哪個地區、何種地形？

  答：　　　　　　　　　　　　　　　　　　　　　　　　　

 2由此可推知，臺灣的政經重心的發展方向應有何變化？

  答：　　　　　　　　　　　　　　　　　　　　　　　　　 

2 請觀察B清代後期臺灣產業圖與D清代 漢人移民臺灣示意圖，並將透明片疊在臺灣

地形圖上。

 1 清代後期茶與樟腦的分布地區，大多位於何種地形，以及哪一族群的分布範圍？

  答：　　　　　　　　　　　　　　　　　　　　　　　　　        

 2由上述資訊可知，該族群在臺灣社會中的地位可能有何變化？為什麼？

  答：　　　　　　　　　　　　　　　　　　　　　　　　　

  請觀察A17∼19世紀臺灣拓墾範圍圖，並將透明片疊在臺灣地形圖上。

1從清初至開港前，漢人的拓墾方向為何？（複選）

 □A由北向南 　□B由南向北

　□C由東向西　 □D由西向東

2若以地形而論，從清初至開港前，漢人開墾的地形有何變化？

 答：　　　　　　　　　　　　　　　　　　　　　　　　　

一第 關 （一題 10分，共 20分）

二第 關 （一格 20分，共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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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手記
S O C I A L  S T U D I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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