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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108 學年 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歷史 

一、代  碼：07 

二、考試範圍：高一歷史（一）第 4 章到第 6 章 

三、注意事項： 

1.畫卡時，個人資訊請記得填寫，若因個人疏忽導致無法辨識卡片、畫到他人號碼等，扣總分 5 分 

2.畫卡請勿顏色過深、擦拭不乾淨或太淺，若因前述之疏忽導致成績受到影響，請自行負責。 

一、選擇題（1-30 題，每題 2 分，共 60 分） 

1.請閱讀資料：「雖然政府初來乍到，但這次政府推動有效土地的改革之後，不僅解決農村農民的

土地使用問題外，同時也讓擁有土地為基礎的地主力量減弱；農民因此大力支持政府，穩動政府對

於當地統治。請問：這項土地改革政策最有可能是？」 

(A)劉銘傳的減四留六 (B)後藤新平廢除大租戶 (C)陳誠的耕者有其田 (D)蔣經國的農地重劃 

2.學者林美容在〈從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一文中，為祭祀圈下定

義：「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舉行祭祀的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而其內涵，則包括了共神信仰、地

域單位、共同祭祀活動、共同祭祀組織、共同祭祀經費等部份。其中，所謂的共神信仰是指漢人共

同祭拜天地鬼神的文化傳統。其最基本為土地公，次為三界公，再為地方的保護神，最後是孤魂野

鬼。而地域單位則是指祭祀圈所涵蓋的範圍，其最小的運作的單位為部落（hamlet），而以鄉鎮為

最大範圍。由此可知祭祀圈有何特色？ 

(A)經由祭祀共同神明，以凝聚地方居民 (B)積極發展商業貿易，以舉辦迎神賽會 

(C)經由團員的匯聚，發展地方械鬥組織 (D)透過信仰的凝聚，發展成全國性組織 

3.18 世紀，臺灣的農人喜愛產量及價格穩定的糧食作物，為了增加收入，想方設法提昇「甲」的耕

種面積，例如將旱田改為水田、開始興築水利設施等，墾戶、佃戶或佃農皆十分投入！水利設施興

築之後促使糧食作物產量大增，連官員都十分肯定這樣的成果。根據上文，以下選項何者正確？  

(A)為甘蔗的種植提供穩定的水源，開闢水利設施  

(B)由上文可知興築水利設施與作物價格息息相關 

(C)官方重視此項作物，故提供資金興建水利建設 

(D)臺灣耕地普遍不足故以水利設施增加耕種面積 

4.請閱讀文獻：「曾秋濤（1890-1956），新竹郡舊港庄人（今竹北市崇義里），祖籍福建泉州。曾

氏家族康熙年間渡台，至嘉慶、道光之際已為塹北豪農。一生於漢文教育、漢詩推廣及地方文化事

務貢獻良多。曾秋濤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先後任教於雅宜書齋、東山書房、六也書房、三省學堂，

總計 40 餘年，受教弟子超過千餘名。他以書房為中心，在 1928 年創辦「來儀吟社」、1931 年成立

「御寮吟社」，為竹北地方詩社嚆矢。」下述何者為是？ 

(A)曾秋濤文學事業深刻受到中國宦遊人事的影響 (B)曾秋濤崇尚仕紳風雅，畢生追求高雅藝文活動 

(C)如同日治初期的臺灣傳統文人致力延續漢文化 (D)一戰後民族自決的影響，開啟抗日的文化活動 

5.請閱讀一段資料：「在實際調查中，不僅擬定體系性的法規來統整調查組織與人員的行動邏輯，追

求調查過程的統一性，也利用最新的調查技術來確保調查的精確性，並有效防堵了調查人員與在地的

協力者的弄虛舞弊。當時，臺灣農民名義上都是租戶，並沒有地主；租戶獲得政府發給的開墾許可證，

向政府繳稅。主政者避免得罪小租戶，和平的將大租戶的土地轉給小租戶。」請問：上文所描述的是

臺灣何時的土地政策？ 

(A)清領時期的土地政策  (B)清治後期的清丈田賦  

(C)日治時期的土地改革  (D)光復初期的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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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早期清代臺灣雖有海禁，然而閩省之泉、漳米糧不足，許多私販偷渡來米穀集散地鹿港從事貿易。

兩岸貿易盛行促成專門經營進出口貿易商人團體「郊」的出現，閩南與臺灣地區的商人團體遊走於中

國與臺灣兩地從事貿易，不僅造成中國沿岸與鹿港的雙向交流，亦帶動鹿港商機的活絡。鹿港許家家

族兼具米商、雜貨商以及進出口貿易商的多重角色，建立起一個相互代理買賣貨物、交換市場資訊、

商業信用的資金交易以及船隻運輸等複雜商貿體系。請問：促成貿易商「郊」的出現原因，何者為是？ 

甲.泉、漳米糧不足 乙.米穀私販集散地  丙. 跨國走私案頻繁  丁.兩岸貿易之盛行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7.續上題，造成鹿港許家繁榮的原因為何？  

甲.跨國商貿組織介入  乙.完整商貿網絡支持 丙. 閩商臺商兩的聯手 丁.兼具多重商業角色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8.1950 年代臺灣面臨工業不發達，農村人口過剩，失業嚴重。政府為振興產業，就在 1966 年設立了

融合「自由貿易區、免稅區與工業區」多種功能於一體的加工出口區─高雄園區，以吸引工業投資、

拓展對外貿易、引進最新技術、增加就業機會為四大目標。」當時臺灣哪項優勢，奠定了國內加工業

發展的基礎，創造無數的就業機會，賺取大量外匯，提升經濟成長，為臺灣經濟奇蹟奠定了紮實的基

礎？(A)廉價的勞工人力 (B)開放的金融市場 (C)充足的投資資金 (D)先進的工業技術 

9.一份報紙報導：「生管會副主委在日前對記者發表談話，勸導民眾多吃麵少食米以節省食米外銷爭

取外匯，這個口號，頗引起一般市場的興趣。據某業者說，這個運動是必須提倡的。他認為在國際市

場食米一噸，美金 250 元，麵粉一噸為美金 150 元，固然爭取頗多外匯，但如再改以小麥進口，那更

划算，因為小麥一噸只須美金九十元。尚有麩皮可作飼料。同時，本省美援小麥數量仍不足，全省麵

粉工廠只有十七家獲得加工，如果改以小麥進口，不但可節省外匯，而且對於本省工業也有裨益。」

請問下述何者為是？ 

(A)1920 年代，總督府推動摩登生活，希望臺灣人養成西式生活習慣  

(B)1940 年代，二戰後期米食缺乏，改供應麵粉減少臺灣人的食米量  

(C)1950 年代，接受美援時期，政府公開呼籲國人多吃麵食少吃米食  

(D)197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國人崇尚美國生活，官員亦順應趨勢 

10. 1905 年，臺灣總督府發布製糖場取締規則，凡欲設立新式機械製糖場者，需得政府許可；政府考

量工場能力，指定一區域範圍，作為該工場的甘蔗「原料採取區域」，並禁止設立其他製糖工場；

區域內種植的甘蔗未經許可，不能運至區外，亦不得有製造砂糖以外的用途；但製糖會社對區內生

產過剩的甘蔗負有收買義務；區內農民種植甘蔗與否，則由農民參考會社事前公布的收購價格自由

決定。以日資為主的製糖會社工廠在臺灣西部平原地帶成立了各自的糖業王國。下列何者描述正

確？  

(A)總督府為協助舊式糖廠轉型，立法改良其生產設備  

(B)規則保障新式糖廠的利益，使其有穩定的原料來源  

(C)總督府為了解決「米糖相剋」的困境而頒行的規則 

(D)規則為保障蔗農生活及提高農民種植甘蔗意願而立  

11.民國 49 年，阿拉伯式建築的台北清真寺已落成，佔地八百坪的清真寺專供回教徒禮拜而建，自 47

年 11 月始，動機有三：一是來台的二萬多回教徒，缺乏一個理想的禮拜場所；一是我國與中東回教

國家外交頻繁之際，政府與回教教友均感到迫切一座具規模的回教寺院，以備來訪盟友參加禮拜之用；

一是共匪在宣傳台灣的回教受迫害，所以要建一座像樣的清真寺，戳穿共匪的宣傳謊言。請問二萬回

教徒的來源是？  

(A)二萬回教徒為戰後從中國大陸來臺的軍民中信奉伊斯蘭教者  

(B)二戰期間，許多穆斯林被日本強制從南洋徵調來臺生產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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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產業缺工，政府就開放企業申請信仰伊斯蘭教的東南亞移工  

(D)政策轉型，政府為擴大市場、賺取外匯邀請穆斯林來臺投資  

12.康熙二十三（1684）年，清廷正式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港口的管理政策繼承明帝國「貢舶貿易」

中對渡口岸的傳統，以特定港口為登陸地點，以利於稽查和徵稅。清帝國規畫特許航線，以福建港口

為基準，因貿易需求量增加，在臺漸漸開放港口通商，被許可開放的港口稱為「正口」、「正港」。

唯有在正口才能執行貿易，其餘皆為非法走私。請問以下何者「為」正港？ 

甲.雞籠  乙.鹿港  丙.八里坌  丁.鹿耳門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13.下列資料為清朝某一土地契約書之內容：閱讀這份契約書，並根據相關知識，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立招墾字岸裡社阿敦加喇霞，有未墾章埔一塊，坐址楓樹下莊約略五甲有餘。今因招得黃禿

錫前來開墾，築成水田，當日議定首年共納大租十石六斗正，又貼牛二隻、鐵鈀二支、鋤頭

二支。如三年之後即成水田，任田主別招佃人耕作，不得久長據耕（按：即三年後由阿敦加

喇霞收回使用權）；如要再作，另出佃批招墾。口恐無憑，立招墾字付執為照。 

代筆人 張和雲   在見知事 張達京   土官 敦仔   立招墾人 阿敦加喇霞 
  

(A)此為原住民平埔族「番社」收取「番大租」的契約書 

(B)契約中的阿敦加喇霞是小租戶，他擁有土地的使用權  

(C)張達京為八堡圳開鑿者，此約為「割地換水」的憑證  

(D)推論此份契約的目的是漢人想要取得永久耕作的權利 

14.關於清治治理臺灣後期的對外貿易與經濟發展，下列何者正確？  

(A)配合原料產地，故此時蔗糖主要由雞籠與淡水出口 

(B)茶取代稻米成為主要商品，而相關市鎮也隨之興起 

(C)洋行完全取代傳統郊商，成為臺灣主要的貿易組織 

(D)洋行的主要獲利為進口貿易，大量進口糧食與軍火  

15.日治時期，「國家神道」挾帶國家權威進入臺灣人的生活。神社作為神道信仰中心，治臺初期並未

受到太多景仰，臺灣總督府遂利用鄭成功中日混血身分連結信仰，賦予延平郡王祠社號減弱民眾對神

道排斥。皇民化運動時期以寺廟整理運動推動神道取代臺灣固有信仰，初期，在不衝突範圍內允許其

他宗教存在，但數量逐步減少。時至今日在臺灣某些地方仍可見到日本神道教信仰的痕跡。閱讀文本

後，請問文本中關於日治時期神道教在臺灣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神道教透過結合臺灣許多人信仰的道教，積極規廣神道教  

(B)在臺灣建立許多神社作為信仰根據地，如佛教的西本願寺  

(C)總督府推動皇民化運動時，強制臺灣人只唯一信仰神道教  

(D)推動「寺廟整理運動」初期，其餘宗教為輔但數量需減少 

16. 請閱讀一份報導的序言：「讓我們搭乘時光機回到四十年前（1970 年代），那時候的台灣，剛告

別「香蕉王國」的黃金歲月，那時候的台灣，只有三家電視台，一份報紙只有三大張，那時候的台灣，

剛退出聯合國，外交處境步步邊緣化，當時有句潮話：「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這座島嶼上有一群可愛的年輕人，他們成長在豐衣足食的環境，他們聽著美軍電台長大，他們想像中

的「祖國」，和「世界」一樣遙遠，他們抱起吉他，幾道和弦就逼出心中的千言萬語，於是另一句潮

話出現：「唱自己的歌」。」請問下列何者是「唱自己的歌」的主張？  

(A)主打「堅決反共」的愛國歌曲 (B)增進「實質交流」的西洋流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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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反映「民生現實」的臺語歌曲 (D)提倡「唱自己的歌」的校園民歌 

17.日本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曾於 1929 年出版《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在該書譯者林明德先生的

序言中曾提到：「……在本書中，歷陳日本人對臺灣人在經濟上的種種剝削，在政治上、教育上的種

種不平等對待，呼籲臺灣人以民族運動取代『無產階級運動』，以爭取自我民族的解放。」請依據對

下述概念的理解，矢內原忠雄最不可能支持下列哪種思潮或運動？  

(A)軍國主義 (B)反殖民主義 (C)民族自決 (D)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18.請閱讀兩筆跟馬偕有關的資料： 

資料一：「替人拔牙、治病，成為馬偕師徒傳道旅行中的重要的工作，他們還醫治了很多病人，這些

人也因而接納了人而進入教會，使得教會可以擴展．」 

資料二：「牙醫術是臺灣醫療宣教中最重要的一環。牙痛是歷久以來，成千上萬的漢人和原住民族的

一種痛苦，他們相信牙痛是因為牙齒裡面有黑頭蟲在咬。」 

關於上述兩段資料的解讀，下列哪項是正確的？  

(A)馬偕利用醫療方式作為傳教手段，成效頗為顯著 

(B)治療牙痛的方法之一是拔除被黑頭蟲噬咬的牙齒  

(C)教會以民眾的健康為首要，主張身體好再談信教 

(D)透過信仰基督教，原住民族才得以接受拔牙治療 

19. 下表為清治時期今臺南地區府城三郊的輸出入貨物表： 

 

 

北郊輸出 北郊輸入  南郊輸出 南郊輸入  港郊輸出 港郊輸入 

白糖 寧波綢緞  豆 漳州生原菸  漳州豆糝 豆糝 

福肉 蘇杭絲帶  麻 泉州棉布  紙（本地） 紙（嘉義） 

薑黃 四川藥材  米 福州杉木  青糖（本地） 米 

樟腦 天津棉花  筍乾 廈門藥材瓷器  米（本地） 菁子 

 江西紡葛  魚翅膠 泉州磚瓦石   青糖 
 

試問該表反映出清朝臺灣貿易的哪一特色？  

入口取向帶動臺灣手工業的繁榮發展 與中國大陸間存在著區域分工的現象  

轉口貿易的興盛為臺灣賺進大量白銀 臺灣島內長距離貿易均透過航運進行 

20.臺灣紡織工業的興起快速崛起是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重要功臣，1945-1953 年是臺灣紡織產業的萌

發期。最初的紡織業除接收日本撤離所遺留的設備外，國民黨政府遷移來台時，中國部分的紡織工業

也大舉移進臺灣，當時主要以棉紡為主。1951 年政府實施「代紡代織」政策，委託民間棉紡業者進行

加工，在繳回成品時才付給加工代金。政府實施「代紡代織」政策時，促使紡織工業的興起另一重要

原因是？ 

(A)紡織業屬勞力密集產業，美、日等國紛紛將其紡織工廠轉移至臺灣  

(B)透過農業技術改良臺灣的棉花品種，提供了紡織業充足的原料來源  

(C)美援輸入了大量美國棉花及技術，政府以此為基礎積極發展紡織業  

(D)美國需要大量紡織品供應越南戰場的需求，促進臺灣紡織業的蓬勃 

題組題： 

在「甲」時期，臺灣人因閩粵次文化的方便，其移民、投資以華南最多、東南亞次之、滿洲國最少，

論證文化關係對移民、投資助益較多。在「甲」這段期間，臺灣與滿洲國的貿易值爲臺灣與福建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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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值的六倍，臺灣與東南亞貿易值的八倍，臺灣與滿洲國間的有無相通較臺灣與華南、東南亞爲多

論證在進行貿易時，比較利益法則可以凌駕文化關係之上。也因為「乙」期間日本通行廈門方便，

透過文化關係之便而在廈門包辦諸多生意之台商主要支援日軍，推論即使在移民與投資方面，也可

能發生政治經濟考量凌駕文化關係的情況。 

21.請問：甲時期應於何時？ (A)1916  (B)1926  (C)1936  (D)1946 

22.「乙」期間應於何時？(A)中法戰爭  (B)甲午戰爭  (C)日俄戰爭  (D)中日戰爭。 

23.關於廈門的投資資訊在哪裡地方的報紙會看不到？(A)重慶 (B)瀋陽  (C)新加坡 (D)東京 

題組題： 

媒體報導：黃春明說， 年他和尉天驄、陳映真等人辦主張社會寫實主義的《文學季刊》，寫

底層小人物，結果被新聞局警備總部認為是跟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唱和。陳映真 年被抓後幾

天，他也被抓，還好後來被放出來。當時在這波文學論戰，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的王昇原擬

逮更多人，據說後來是大老、傳記作家鄭學稼出言安撫，甚至建議表揚一些作品，包括他的〈莎

喲娜啦．再見〉等，情治單位才終於平息。 

24. 請問黃春明談論哪一個「文學論戰」？ 反共文學 懷鄉文學 現代主義 鄉土文學 

25.續上題，為什麼黃春明的小說被「新聞局警備總部認為是跟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唱和」？ 

主要受西方思潮影響 主要描述社會底層人物 

主要探討人存在問題 主要以反攻大陸為焦點 

題組題： 

鄭經掌權後，行函各國招徠通商，與荷蘭因貿易競爭而敵對的「甲國」率先與明鄭王朝簽定通商條

約，希望能順利拓展東北亞貿易範圍。荷蘭趁機阻礙「甲國」，導致無法在長崎貿易，澳門也不准

「甲國」設置商館。之後，明鄭王朝參與清朝藩屬的叛變，雙方再度進行通商洽談，明鄭允許其船

隻自由通航，但需為鄭氏政權製造槍砲及提供火藥等軍需物資。之後，清朝平定內亂，明鄭王朝僅

能退守臺灣與澎湖，「甲國」關閉商館，結束與 17 世紀臺灣的貿易關係。 

26.請問「甲國」是？ 

日本 荷蘭 西班牙 英國 

27.導致「甲國」與「明鄭」王朝結束商貿關係的最主要原因為何？ 

明鄭無法順利取得來自清朝的商品 葡萄牙不准其在澳門設商館貿易 

甲國不願提供明贈所需的軍火武器 明鄭參加清朝內亂鼓吹反清活動 

28.1966 年起，政府設置三個加工出口區，依順序分別是高雄（前鎮）、楠梓、臺中，請判斷為何政府

要選擇在這三地設置加工出口區？  

(A)人口密集，可提供工廠足夠的勞力來源 (B)鄰近港口，可以加工完成後直接從港口出貨  

(C)提供就業，化解民眾對於政府日益不滿 (D)腹地廣大，可將生產的物品就近運銷至市場 

29.請閱讀兩筆資料 

資料一：地方市街庄役所給每個家庭「家庭米穀通帳」，其上記有家庭各年齡的人口，由警察依據此

資料核定每戶每日可購買的米糧數量，民眾帶此通帳才能在配給所買到米糧，並須詳記購買

數量、日期等都需詳細記載。 

資料二：政府在各機關、工廠乃至保甲設立「國民儲蓄組合」，推動強制性的「獎勵儲蓄運動」，經

濟警察監視並掌握國民的參與情形，幾乎推展到每一個家庭，資金最後都流向政府指定用途，

亦即臺灣民間資金都在官方統制之下。 

依據資料判讀，上述事件應該發生在甚麼年代？(A)1890  (B)1910  (C)1930  (D)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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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請問與下列地圖有關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該公司招徠移民，來臺從事耕作，移民向該公司承攬土地耕作 

(B)領導人帶著軍隊來到臺灣之後，因糧食不足實施軍事屯墾制度 

(C)來臺移民欲拓墾土地，必須由墾首或墾戶向官方申請開墾執照 

(D)來臺後，政府進行土地調查、清查隱田，並繪製具比例尺地圖 

二、手寫題（三大題，共 分） 

注意事項： 

閱讀題所有的問題皆請依據考試的文本進行回答。 

若有限制字數的答案，請以符合限制字數（不多也不少）回答。 

手寫題請寫在答案卷上． 

4.答案卷請記得書寫班級、座號、姓名，若因資訊書寫不完整，導致無法辨識，扣本次考試總分

分。 

（一）手寫題一： 

日本在 年爆發「米騷動」，就是因為當時日軍出兵西伯利亞對抗蘇共及商人囤積糧食等等事

件，導致糧價居高不下，百姓沒有飯吃，引發了大規模的流血抗爭。這場事件日本政府共逮捕了

多人，有 多人遭到有罪判刑。這場暴動震驚了日本政府，為了讓稻穀供應穩定，就希望

增加殖民地糧食的產量，滿足符合日本內地稻米消費習慣，技師磯永吉培育新的水稻品種（即日後

的蓬萊米），另一項計畫為興建嘉南大圳自從殖民地生產廉價又好吃的蓬萊米之後，內地人大量進口

臺灣米，反而造成內地稻農的損失。於是臺灣總督府就要控制臺灣稻米的輸出總額臺灣糖業為日本

帝國帶來很大的收益，但臺灣農民因為種植稻米的收入提高，缺乏繼續種甘蔗的意願。蓬萊米的面

積還是越來越多，排擠了甘蔗的生產，這就是 年代中後期□現象的由來． 年代後半期，

□的衝突日益嚴重，加上 年的經濟大恐慌導致不少製糖會社倒閉，嚴重打擊臺灣新式製糖業。 

因此，臺灣各製糖株式會社實施「米價比準法」，亦即隨著米價來調整甘蔗的採收價格，讓甘蔗的採

收價高過米價，以吸引農民繼續種甘蔗，但成效不彰。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則鼓勵農民種稻，以

對日本本土提供大量糧食，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這樣的因素導致米糖競爭情況更加鮮明。 

（資料來源：南一教科書教師備課用書） 

請問 年代中後期的「□現象指的是？（ 分） 

請問本文中指出造成「□現象」的原因？（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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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指出株式會社因應「□」，而實施甚麼方法？實施之後效果如何？ 分  

南一教科書上指出總督府面對「□現象」，提出解決的方法，請說明。 分  

（二）手寫題二： 

「臺灣樟腦在咸豐 8-10 年（1858-1860）開港後出口日益興盛，同治 9 年（1870） 到達高峰後逐步

衰退，至光緒 11 年（1885）幾近於零，樟腦王國為日本取代。隔年（1886），臺灣巡撫劉銘傳推動

開山撫番政策，道員林朝棟力贊，且建議樟腦專賣，從而主導中路撫墾事務，促成臺灣樟腦業之復

興。依據「霧峰林家文書」及相關史料顯示：第一，林朝棟並未擁有樟腦專賣權，他在樟腦專賣時

期（1886-1890）管理中路撫墾局，並率領棟軍，維持產銷秩序；而光緒 17 年（1891）開放自由買賣

後，則投資中路樟腦業，並與外商合作出口樟腦。第二，林朝棟與公泰洋行之合作有二大因素。一

是世界樟腦之需求與德國化學工業之勃興，樟腦乃重要原料之一，故求之於世界最大產地的臺灣；

二是林朝棟在開山撫番政策上扮演要角，甚至投資樟腦業，外商必須透過他方能取得大量而穩定的

供應量。第三，林朝棟與公泰洋行之合作，時間為樟腦開放自由買賣後之光緒 17-19 年（1891-

1893）間，前後共三年。光緒 20 年（1894）其轄下部分腦商可能另外訂約，由公泰出口；而光緒 16 

年（1890）專賣期林朝棟是否已私自與公泰合作？此有待確認。此外，雙方合作終止之原因，一般

說法是林朝棟片面要求漲價，實際上是公泰洋行認為香港腦價會下跌而要求減價，而光緒 20 年確

實下跌。第四，林朝棟與公泰洋行合作終止後，創設「福裕源」商號（光緒 20 年 5 月-21 年 3 月）

自營產銷，並與其他洋行合作，如瑞記洋行。此進一步反映林家經營樟腦業之全貌。第五，林朝棟

在清季臺灣腦業發展的評價，近年來負面多於正面，本文予以釐清，歸納出三點：（1）開山撫番政

策確為臺灣樟腦業振衰起敝之關鍵因素；（2）內山產腦區之擴張與棟軍之駐防有關；（3）臺灣樟

腦業復興之主力來自中路產銷之大增。因臺灣樟腦出口在同治 9 年達到高峰後即走下坡，至光緒 11

年陷於谷底，僅有 399 磅；但開山撫番後，自光緒 12 年（1886）即快速回升，至光緒 19 年年出口

量達 5,321,463 磅，超越日本、奪回世界樟腦王國之寶座。因此林朝棟雖非清季臺灣樟腦業的壟斷

者，但無疑是促成產業復興的主要功臣。」 

資料來源：黃富三 ，〈林朝棟與清季臺灣樟腦業之復興〉，《臺灣史研究》 卷 期

 

每個時代都有因為證據不足或論證不足地推論，歷史研究也同樣會面臨此困境，請閱讀這篇文章

中指出了過去學術界對於「林朝棟」誤解之處，並寫下．（ 分） 

續上題，這篇指出學術界對於「林朝棟」地誤解之處，請問這個誤解會對「林朝棟」的評價造成

何種影響？請說明為什麼？ 以上請用符合 字的字數書寫 分  

本文最後為林朝棟與樟腦業的關聯性進行釐清，請問作者如何釐清？並如何定位林朝棟與樟腦業

的發展？ 以上請用符合 字的字數書寫 分  

（三）手寫題三： 

年 月 日 聯合報 版 〈從農地變豪宅 研究台中七期土地公廟地理奧林匹亞摘金〉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成績 月 日揭曉，台中一中首見同獲個人組、團體組雙料一等獎。 

團體組「地理小論文」 語資班范同學、張同學、游同學以「信徒都惠來，福德發大財」探究台

中七期惠來福德祠的「祭祀圈」變遷，「惠來福德祠」有 多年歷史，惠來地區自清代雍正年間開

始有漢人拓墾，最初是祭拜石頭公，過去周邊是農地，從耆老口述歷史田野調查得知，早期住民求

「福」居多，其次是「壽」，最後是「祿」。 

中一中學生的地理小論文研究指出，「七期」就像是台中市的信義區，早期都是農地，民眾求「福」

為主，重劃的過度期八大行業變多，祭祀者角色、族群開始轉變，新光三越開幕是轉折點，現在周

邊商場、豪宅林立，還有台中市政府，祭祀者不再單純只有當地住民，現在供桌上常見百貨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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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號、公部門的花籃，今年初問卷調查分析，現在 到 ％「求祿」和「求財」，祭祀者年齡

層 到 多歲，以 到 歲為主， 

地理老師說明「祭祀圈」的研究題材在地理奧林匹亞小論文鮮少見，內容比較質化，需深度訪談，

田野調查，深入與地方互動，還要佐以量化數據佐證，學生選的「土地公廟」惠來福德祠也是一個

有趣的優勢，它的地理位置查閱資料，有「台中最貴的土地公廟」、「身價 億的福德祠被豪宅攻

陷」等議題，很吸引人，學生探究沿革、歷史，深入淺出。 

資料引自並略為修改： 。

（記者喻文玟報導） 

根據上述報導的內容，百年土地公廟「惠來福德祠」興建於何時？早期信眾祭祀的目的是？（

分） 

惠來福德祠有「台中最貴的土地公廟」之稱的原因為何？ 分  

歷經七期地景的轉變，現在祭祀者不再單純只有當地住民的原因為何？祭祀的目的和過去最大的

差別是？ 分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108 學年 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歷史 
一、選擇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B C C C B A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A B D D A A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D A D B 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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