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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立 臺 中 第 二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1  年級   全  類組     歷史   科 第  1  次期中考試題 

本科電腦代碼：     01                      年      班   姓名              座號       號 

注意：答案卷與答案卡未寫或未劃記正確或未在規定位置填寫班級、姓名、座號者，該科成績扣五分登記。 

     本試卷計   2   張共    4    面  

                                                                                                            

單一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計 100 分） 

1、甲：「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響化，肆行騷擾，濱海居民迄無寧日，故興師進剿。即臺灣

未順，亦不足為治道之缺，……海賊（指鄭氏）乃疥癬之疾，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

無所損。」 

乙：「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

護。……臺灣一地，地雖外島，實關四省之要。……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疆）。」 

請問甲、乙分別是誰的立場？(A)順治、康熙 (B)康熙、施琅 (C)雍正、施琅 (D)鄭成功、何斌 

2、康熙朝，臺灣府城編制六千名班兵，能夠出征者，只有一千五百名。乾隆時期，「每有未見賊匪，即行

施放槍砲，及賊匪猝然沖犯，轉致措手不及」，或「不敢遠離盤營」。道光年間，「見賊，不能開砲，營

弁望風退縮」，故只得求內地派援。請問此是反映何種現象？ (A) 因《渡臺禁令》明確規定不得築城

垣  (B)可看出來臺的班兵素質不佳  (C)團練臺勇並未接受良好軍事訓練 (D)自康熙至道光年間臺

灣治安良好  

3、在「鹿港懷舊之旅」中，文史工作者指出：「早期鹿港約有 60 個隘門，現僅存的一座隘門在後車巷，

上方寫著『門迎後車』，建於 1830 年（道光年間），是縣定古蹟。保留有的門軸孔、門軌，可知隘門原

本有二片大木門，中間還可橫放大橫木，增強隘門防禦性。」先人興建隘門的目的為何？ (A)防範盜

匪 (B)倭寇出沒  (C)外患頻傳 (D)械鬥橫行  

4、光緒十二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在〈量田清賦申明賞罰摺〉中提到：「惟臺灣民風強悍，一言不合，拔刃

相仇，聚眾挾官，視為常事。或言林爽文之變，實因□□，遂起戈矛。」□□最適當填上？ (A)官吏

逼迫  (B)減四留六 (C)反清復明 (D)語言不通 

5、美國駐日公使德隆曾向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推薦臺灣：「氣候宜人，土壤肥沃，盛產米、蔗糖，有幾所

礦坑，港口優良，對外國人是極為方便的地方。而且中國的政令無法在臺灣原住民區域施行，只要敢

取臺灣就能據為己有。」這段話是用什麼論點吸引日本攻臺？ (A)論臺灣外銷產值 (B)臺灣產業運用

論 (C)臺灣番地無主論 (D)臺灣土地開發論 

6、臺灣某個部落的住屋相當特別，面對當地強烈的東北季風以及夏、秋兩季常出現的颱風，這個部落以

半穴居的方式建築住屋，既可防風又可躲避夏天熱浪，顯示了人與自然調和的智慧。這個部落可能位

在何處？ (A)屏東恆春 (B)臺東卑南 (C)臺東蘭嶼 (D)新竹司馬庫斯 

7、一群臺灣的研究生到紐西蘭進行考察，發現當地的毛利人應該與臺灣原住民族有所關聯，他們判斷的

主要依據應是？ (A)神話傳說相同 (B)身材體型類似 (C)歷史文獻的記載 (D)語言基本結構相似 

8、嘎造是一個部落主義的奉行者，他希望能夠回到部落中去學習老人們的生活方式，傳承文化，讓自己

成為一個真正了解傳統文化的「原住民」。當他回到部落時，要求老人家教導他最傳統的耕作方式，請

問老人家會教導他利用下列哪一種方法進行耕作？ (A)水田耕作 (B)山林燒墾 (C)浮嶼誘魚 (D)

魚菜共生 

9、「首先，利用信仰的方式來輔助治理，並召集歸順的原住民頭目於每年特定的時間舉行會議。會議中邀

請其與長官共同用餐，並向其宣導今年要進行的政策，同時頒予這些頭目們象徵施行統治權力的權杖。」

請問上述內容是下列哪一勢力對臺灣原住民的統治方式？ (A)荷蘭 (B)西班牙 (C)鄭氏家族 (D)

清朝 

10、Abok 是一位清朝統治前期的臺灣原住民，他不按官府的要求去番人就讀的社學上課，也不太願意聽

官府的號令去服各種勞役。每當官府派人前來收稅時，Abok 也僅願配合繳納部分稅收。按照清朝政府

對臺灣原住民的分類方式，Abok 應屬於？ (A)化番 (B)生番 (C)熟番 (D)土番 

11、若想透過「對部落耆老進行口述訪談」研究羅妹號事件，了解與事件相關的部落對於事件的看法，與

口耳相傳的傳說，應前往下列哪一族的部落進行田野調查？ (A)魯凱 (B)排灣 (C)卑南 (D)布農 

12、日治時期的佐久間左馬太總督被稱為「理蕃總督」，有此稱號主要是因其任內多次征討原住民，並推

動五年理蕃計畫。關於其在位時的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推行隘勇線內的土地調查，將土地

收歸官有 (B)平定霧社事件，打壓抗日行動 (C)派人挖掘土牛溝，配合通電鐵絲網，限制原住民活動 

(D)推動「集團移住」計畫，將番人遷至山腳下 

13、1919 年，有人從澎湖天后宮馬公的祭壇下挖出一座石碑，經考證應該是臺灣歷史上年代最早的石碑。

該石碑的刻文記載了一件 17 世紀初的史事：一位將領勸退了當時在澎湖的一股勢力。此「勢力」應該

是？ (A)鄭芝龍的海盜集團 (B)西班牙的海軍艦隊 (C)葡萄牙的海軍艦隊 (D)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14、某臺灣歷史人物曾發表文告曰：「本藩矢志恢復，切念中興；恐孤島之難居，故冒波濤，欲闢不服之

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為貪戀海外，苟延安樂。」請問這位歷史人物是誰？ (A)施琅 (B)朱一

貴 (C)鄭成功 (D)鄭經 

15、Suni 正在書寫一份 16 至 17 世紀中葉日、臺關係的研究報告，為了搜集更多相關資料，Suni 可以嘗

試在圖書資訊系統及網路上搜尋下列哪個人名？ (A)佐久間左馬太  (B)八田與一 (C)伊能嘉矩 (D)

豐臣秀吉  

16、今日鹿港地區的三山國王廟，在當地主要是由泉州籍的移民進行祭祀管理。關於此現象，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三山國王原本就是泉州人的地方神，由泉州移民祭祀十分合理 (B)由於閩、客械鬥的影

響，所以轉由泉州人經營 (C)由於客家人嚮往原鄉生活乃離開鹿港，當地寺廟轉由泉州人經營 (D)

泉州人向當地客家人買下廟宇的經營權，才會有此現象 

17、某一種宗族組織，又稱「鬮分字宗族」，是由有血緣關係的同姓者所組成的團體，且其祭祀費用是由

祖產中撥出一部分做為祭祀費用。請問此組織的名稱為何？ (A)神明會 (B)宗親會 (C)開臺祖 (D)

唐山祖 

18、某位學者正在準備一場演講，參考書籍包括「番駙馬張達京」、「郭錫瑠與瑠公圳的建設」等，請問這

場演講的主題最有可能為何？ (A)清治時期官方的水圳建設 (B)清治時期原、漢合作的模式 (C)清

治時期臺中盆地的開發 (D)清治時期閩、客合作的案例 

19、一位 1911 年來臺的官營移民，在當時政府的安排之下，前往下列哪一個地點開墾機率最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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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廳吉野村 (B)高雄州千歲村 (C)臺南州春日村 (D)臺中州利國村 

20、臺灣為移民社會，經四百多年的發展，今日吾人嘗謂臺灣有所謂的「四大族群」，其中「第四大族群」

是在何時形成的？ (A)《馬關條約》簽訂後 (B)臺灣光復之初 (C)國民政府遷臺後 (D)1970 年代以

後 

21、幾位同學考察「臺灣考古遺址分布圖」時，發現臺灣西部海岸很少有新石器時代遺址，各人紛紛推測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下列哪個說法最合理？ (A)西部人口稠密，開發過速，遺址遭破壞殆盡 (B)

二次大戰時，美軍轟炸臺灣，遺址遭到破壞 (C)西部海岸河口沙洲發達，史前人類活動困難 (D)因斷

層經過，地震頻繁，史前人類無法定居 

22、一位官員上奏朝廷：「水師提督一職至關重要。賊眾已經無法在陸路造成影響，如果水師戰勝，則賊

眾自然敗走臺灣。如果水師不勝，則賊眾仍將盤據廈門。若要想與賊眾決一死戰，必須倚賴水師提督。」

這個奏摺的背景是？ (A)明末官員要驅逐在東南沿海的倭寇 (B)清初官員要驅逐鄭成功的殘存軍隊 

(C)明鄭時要驅逐荷蘭在臺勢力 (D)牡丹社事件時時官員要驅趕進犯的日軍 

23、1795 年（乾隆 60 年），陳周全事件發生時，乾隆皇帝給臺灣官員楊廷理的上諭說：「臺灣地方向分漳、

泉、粵三庄，伊等類聚群分，遇有事端，彼此轉得互為牽制，即如林爽文滋事時，悉賴客家人，是以

要犯得以就擒，迅速集事。」我們可以如何解讀上述資料？ (A)清廷為保護人數較少的客家族群 (B)

清廷官員貪汙腐敗引發臺灣械鬥 (C)清廷利用臺灣族群分化治理臺灣 (D)清廷常介入械鬥達到調解

的效果 

24、在聚落形成後，當地居民為了保護生命財產安全才開始興建城池。但是，某政權統治之初，認為臺灣

地區是個化外之地，距離首都太過遙遠，而且時常有動亂發生，如果興建的城牆被敵人占領相當難平

定，故一再拒絕臺灣地區的築城計畫，直至哪一事件發生後才開放「以木為柵」？ (A)郭懷一事件 (B)

朱一貴事件 (C)林爽文事件 (D)戴潮春事件 

25、《福建省例》中談到：「舊例：臺灣鼓鑄鍋皿、農具之人，向須地方官舉充，由藩司給照，通臺祇二十

七家，名曰鑄戶，其鐵由內地漳州采買，私開、私販者治罪。」根據上述資料，下列何者解讀正確？ 

(A)臺灣移民必須向政府申請農具 (B)臺地官員掌控鐵器來賺取暴利  (C)為保障中國大陸鐵商強迫進

口鐵器 (D)禁止使用鐵器為清朝防臺措施  

26、某部電影情節如下：「10 月 8 日，800 名軍人在淡水沙崙登陸，被埋伏三方的軍隊反擊，300 餘名被

擊斃，14 名被活捉。由於在陸上無法得逞，乃自 10 月 23 日起封鎖臺灣海峽各海口，造成沿海漁民、

商人的生命財產頗多損失，物價也因此騰漲。」請問這些軍人最有可能從何處轉而進兵臺灣？ (A)越

南 (B)菲律賓 (C)印尼 (D)日本 

27、學者指出：「清室統治臺灣採不信任態度，派到臺灣的官吏任期以 3 年為限，且早期只能單身上任，

不得攜眷前往，因此官吏皆視赴臺為畏途，來臺官吏不存久居之心，視臺灣為傳舍，心不在焉，遇事

推諉。文官在臺兩年多剛熟悉環境就要調走了，因此這些急著回家的官吏在臺時便表現了所謂『訓練

過的無能』的官僚毛病。再加以天高皇帝遠，所以在臺官吏容易苟且貪贓，上下其手。」如此的官僚

亂象，在哪位官員治理臺灣時積極整頓吏治，才開始改變？ (A)沈葆楨 (B)丁日昌 (C)劉銘傳 (D)

邵友濂 

28、以下是彰化縣的介紹：「彰化平原是平埔族巴布薩族的社域，鄭氏時期於半線（彰化）設北路安撫司，

並駐兵開墾。1684 年（康熙 23 年）臺灣納入清朝版圖，福建沿海移民陸續移墾彰化平原。1709 年（康

熙 48 年）士紳施世榜開築施厝圳，歷經 10 年竣工。施厝圳的開築吸引大批移民進入彰化平原開墾，

其中漳、泉移民多由鹿港上岸。1723 年（雍正元年）由於移民愈來愈多，清政府遂於虎尾溪以北、大

甲溪以南設置彰化縣，並於半線設縣治。」關於上述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彰化在林爽文事

件後設縣 (B)民間在彰化的開墾早於政府 (C)臺灣的開發方向多由北而南 (D)彰化械鬥嚴重需設官

治理 

29、熱愛旅行的寶妮在某次國外旅遊歸國後，送給母親一頂當地製作的樹皮布帽子。然而寶妮在臺灣島內

出遊時，卻發現臺東的阿美族部落也有相同的技藝。寶妮前往旅遊的國家可能是？ (A)澳洲 (B)印度 

(C)南非 (D)帛琉 

30、新北市教育局舉辦「小太陽計畫」活動，推廣原住民教育與文化，在介紹原住民各族藝術文化的活動

文宣上，哪個內容是恰當的？ (A)達悟族的「八部合音」，以多聲部的和音享譽國際 (B)阿美族的「祈

禱小米豐年歌」，被選為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的主題曲 (C)排灣族的琉璃珠，被認為是臺灣原住民藝

術的瑰寶 (D)客家人的藍染花布，以花紋多變與天然耐穿為眾人所愛 

31、根據一份有關臺灣民眾與原住民血液分析的研究報告指出：「在臺灣雖然只有 1.5％血統純正的原住

民，但有 85％的閩南人、客家人混有南島民族血緣。」請問下列對這份報告的解讀，何者較為適當？ 

(A)臺灣的閩、客族群混有南島民族血緣的比例之所以如此高，是因為他們原本就是百越民族的後裔  

(B)臺灣的閩、客族群混有南島民族血緣的比例之所以如此高，是因為長期以來高山族漢化的結果 (C)

臺灣的閩、客族群混有南島民族血緣的比例之所以如此高，是因為百越民族長期以來漢化的結果 (D)

臺灣的閩、客族群混有南島民族血緣的比例之所以如此高，是因為長期以來和平埔族通婚的結果  

32、某一歷史資料記載：「當地番人因不滿政府給予勞役過重，且誣賴協助政府運糧的熟番是抗官的『作

亂生番』，引起大肚社的不滿，因而聯合其他部落如大甲西社、苑里社等群起圍攻官府抗議。政府除了

調遣軍隊來臺平亂外，也採取『以番制番』的方式，讓岸裡社協助政府平亂。」請問，這個事件應發

生在哪一時期？ (A)荷蘭統治時期 (B)鄭氏治臺時期 (C)清朝統治時期 (D)日本統治時期 

33、阿比斯是一位鄒族的少年，某次他和家人去南投的信義鄉旅行，經過羅納部落時。年邁的祖父指著窗

外遼闊的天地說：「你看，這片林野原本是我們的獵場。但是因為日本人的影響，導致我們的獵場變成

別族的土地。」請問祖父所說的結果，其形成之因是指下列何者？ (A)早期原住民族各部落對彼此獵

場的爭奪 (B)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理蕃計畫 (C)臺灣總督府的集團移住政策 (D)漢人移墾壓迫導致

原住民族群的遷徙 

34、某本書籍記載：「1966 年，前總統夫人蔣宋美齡，身著旗袍與高跟鞋踏上國境邊陲。她見到身穿丁字

褲的達悟族人衣不蔽體，立即要求募集衣物給達悟族人穿上。接著，她又見族人住在半穴居地下屋中，

她即貫徹某項政府計畫的思維，由省政府拆除蘭嶼的傳統建築，輔導興建兩房一廳的國宅。取而代之

的水泥房一到夏日如同烤爐，甚至還存在著海砂屋問題。」從上述內容判斷，蔣宋美齡所貫徹的「某

項政府計畫」應是？ (A)定耕農業計畫 (B)山地人民生活改進計畫 (C)集團移住計畫 (D)森林計畫

事業中的保留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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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雍正年間的臺灣官府曾有以下禁令：「嚴禁人民耕種樵採，不許逼近番界。」上述禁令中的「番界」

實際上是以何種方式顯現？ (A)為漢、番之間口耳相傳彼此的活動區域範疇，只知大概位置，並沒有

明確分界 (B)由政府以挖溝或是立碑來分界 (C)僅在官方地圖上以土牛紅線作為劃分，在地表上沒有

實質建設分界物  (D)以官隘和通電鐵絲網劃分界線   

36、一位原住民耆老感動地說：「在過去清朝跟日本統治的時代，法律和政府命令的內容往往是限制或剝

奪我們的權益，或意圖改變我們的生活。國民政府剛來臺灣的時候也是如此。直至今日，在眾人的努

力下，臺灣的法律才從根本上成為真正肯定原民身分、保障原住民的力量。」這位耆老所說的「今日」

最早出現的時代應該是？ (A)1970 年代 (B)1980 年代 (C)1990 年代 (D)2000 年以後 

37、一般而言，阿美族分布在花蓮臺東一帶，但其實基隆八尺門一帶也有不少阿美族人，而且每年還會舉

行阿美族的運動會跟祭典。請問形成此現象的原因，下列說法何者較為合理？ (A)阿美族本來就分布

在臺灣各沿海地區，基隆有阿美族是很正常的 (B)日治時期時，由於日本人全力打造基隆港，勞動力

不敷使用，因此讓阿美族人來北部移居工作 (C)此為日治時期的「集團移住」計畫所致，各部族離開

原居地，以便日本人控制管理 (D)此因 1970 年代以後原住民到都市打拼就業，當時基隆是臺灣遠洋

航運的中心，許多阿美族來此尋求工作並形成聚落 

38、屏東車城的福安宮有一座非常著名的石碑，被稱為「劉提督碑」。據說這石碑建於同治年間，是總兵

劉明燈成功協調外國人與瑯嶠十八番社的原住民簽訂船難互助條約後，為紀念自身功績「柔遠國、使

小醜服威」，而於回程中經過福安宮時所立。劉明燈自稱「柔遠國」的功績，應與下列哪個國家有關？ 

(A)美國 (B)英國 (C)法國 (D)日本 

39、學者指出：「16、17 世紀歐洲人東來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波全球化的開始，臺灣也從此開始了在東、

西海權圍繞交戰互動的歷史。」關於這段國際競逐臺灣時期的歷史發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

時明、清政府重視海上貿易，也連帶牽動了臺灣地位的重要性 (B)中國大陸漁民、日本商人、荷西商

人皆以臺灣為重要據點 (C)日本人曾與西班牙、荷蘭在臺灣發生貿易衝突事件 (D)荷治時期的漢人成

為荷蘭人在臺灣發展的助力，並無負面影響 

40、顏思齊可以說是明朝東南沿海十分重要的海商，他也曾招募不少漢人前來臺灣開墾，可以說是漢人來

臺發展的重要奠基者之一。關於他召募漢人來臺拓墾的事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顏思齊與鄭芝

龍長期對立，兩者曾在臺灣因勢力範圍的劃分而爆發大規模武力衝突，造成臺灣漢人勢力的削弱 (B)

顏思齊最早來臺拓墾的基地，大約是今日的雲林北港一帶 (C)顏思齊來臺原因，主要是為擴大亞洲的

海貿勢力 (D)豐臣秀吉曾派人來臺，要求顏思齊等在臺的漢人勢力歸順日本 

 

 

41、圖（甲）～圖（丁）為臺灣早期四個開發階段的行政區劃分圖。請問： 

             

 

 

 

 

 

（甲）                （乙）                 （丙）                 （丁）  

下表是臺灣某地在某一時期所呈現的人口結構，最接近上面哪一張圖所呈現的時期？(A)全都符合 (B)

圖乙→圖丙 (C)圖丙→圖丁 (D)都不符合 

戶數 人口總數 60歲以上人數 16～60歲人數 16歲以下人數 合計 

79 257 男 6 男 250 男 無 男 256 

42、學者在比較清代臺灣與中國大陸人口數的變化時，發現臺灣的人口數如附表；而中國大陸從康熙到乾

隆年間人口暴增，光是乾隆一朝，人口數就增加一倍以上，總數約達三億人。針對這些現象，這位學

者應會提出什麼解釋？ 

時代 戶數 丁數 

康熙 23年（1684年） 12,727 16,274 

嘉慶 16年（1811年） 246,695 1,944,737 

(A)臺灣人口的移出是中國大陸人口大增的原因 (B)臺灣及中國大陸的人口數大增均為自然增加 (C)

臺灣及中國大陸的人口數大增均為社會增加 (D)中國大陸的人口大增造成臺灣大量人口移入 

43、附表為 1910 年到 1940 年間臺灣人口的統計資料。表中丙、丁代表的族群分別是： 

年份 
甲族群 

（萬） 

比率 

% 

乙族群 

（萬） 

比率 

% 

丙族群 

（萬） 

比率 

% 

丁族群 

（萬） 

比率 

% 

總計 

（萬） 

1910 306 92.9 1.48 0.4 12.2 3.7 9.8 3.0 329.9 

1920 343 91.4 2.48 0.7 13.0 3.5 16.6 4.4 375.7 

1930 425 91.0 4.66 1.0 14.0 3.0 23.2 5.0 467.9 

1940 552 90.9 4.61 0.8 15.8 2.6 34.6 5.7 607.7 

(A)丙為臺灣人、丁為原住民 (B)丙為外國人、丁為臺灣人 (C)丙為日本人、丁為外國人 (D)丙為原

住民、丁為日本人  

44、學者指出：「日本移民來臺墾荒失敗，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在於開墾荒地。官方讓擅長集約農作的

日本移民去跟臺人一樣開墾荒地，無疑是一種人力資源的浪費。是以如改派遣臺灣人前往東部大片墾

荒，而安排日籍移民在已開發地區精耕細作，畜養家畜，或許移民的成果會改變。」關於以上說法，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日本移民缺乏資金，因此只能前往東部墾荒 (B)日本移民生性懶惰，無法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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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墾荒重責 (C)日本政府未考量移民特性，欠缺規劃 (D)日本移民人數過少，無法與當地人競爭資源 

45、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包含各種族群，也因此更需有包容心來看待不同族群的文化及成長背景，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1949 年政府遷臺前後，一百多萬稱為「外籍新娘」的新移民湧進臺灣，設置

圍有「竹籬笆」的眷村 (B)各族群常因語言、文化等差異造成衝突，但密切接觸後，「芋仔番薯一家親」

已成為族群融合的見證 (C)來自中國各省、語言上南腔北調的「新住民」因為逃難，未能將原鄉的飲

食文化、生活習慣帶進臺灣 (D)1970～1980 年代，大量東南亞地區的移工進入臺灣工作，但移工彼此

之間並未發生任何文化衝突 

46、某一飯店響應每年 8 月 9日的「世界原住民族國際日」活動，在當日推出「臺灣原住民族風味餐」的

優惠，只要顧客點菜時選擇臺灣原住民美食，結帳時可以再享八折優惠。請問顧客若從以下飯店的菜

單中挑出三項原住民美食，搭配成風味餐，餐費應是多少元？  (A)568元 (B)560元 (C)710元 

(D)608元 

品項 價格(NT) 

  竹筒飯 

北部粽 

啤酒 

石頭火鍋 

麻婆豆腐 

小米酒 

  100 

150 

120 

480 

200 

130 

47、附表是清治臺灣時期的動亂統計表。根據此表分析當時社會狀況，以下哪個推論是「不合理」的？ 

楊碧川，《臺灣歷史年表》（臺北：自立，1990） 

分期 年代 年數 
動亂次數 

每幾年發生1次 
民變 械鬥 合計 

一 1683～1781 99 6 2 8 12.38 

二 1782～1867 86 33 26 59 1.46 

三 1868～1894 27 3 0 3 9.00 

1683～1894 212 42 28 70 3.03 

(A)第一期的械鬥次數較少，可作為在臺漢人逐漸在地化的證據之一 (B)第二期的械鬥頻率顯示出當時

在臺漢人的利害衝突加劇 (C)第三期的械鬥次數反映出開港通商後工作機會增加，羅漢腳減少 (D)

從動亂頻率可知，符合清代官員所述「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48、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臺灣的土人在臉部刺墨，他們是有名的「獵頭族」……就我所知，不是每一族都到處獵頭的，只

是北部的土人獵頭比較多。這裡指出一個說法：「生蕃每殺一個人，就刺一條黥紋。殺兩個人就刺兩條

黥紋。」我在臺灣東部所看到的，是人頭數目跟黥紋的數目不相關。我的證據是七、八歲的小孩在臉

上有三條黥紋；而且血氣方剛的土人之中，有人曾經殺過四十、五十人，但是臉上卻只有一條黥紋，

所以我們可以說刺黥的數目與獵頭無關。 

【資料二】： 

  我看到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他額頭上剛剛刺上王字墨，所以腫起來發燒，他用一支鳥毛沾沾

竹筒裡的水，塗在額頭上，想藉以退燒。他說不久以前在打蘭庄（苗栗卓蘭）獵到一個人頭，才獲得

刺墨的資格。在蕃社裡也可以看到十歲左右的小孩刺上王字墨，據說他們的父兄剛獵到人頭或殺過猛

獸，因此將這榮譽移到子弟身上，讓年少者也享受刺墨的資格。 

資料出處：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臺北：遠流，1996），

頁 204～205，1896年 8至 12月觀察記錄；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上）》（臺北：

遠流，1996），頁 147～148，記於 1897 年 7 月 24日 

從兩份資料的描述，可知黥紋具有何種意義？ (A)是榮譽的象徵 (B)是成年的象徵 (C)是殺人的象徵 

(D)是已婚的象徵 

49、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清同治 12年 9月 21日《申報》刊登讀者投書〈釋擬征臺灣生番論〉:「最近看到很多報章媒體在

討論政府應否征討生番一事，個人認為這是對臺灣情形認識不清所致。因為很多人只知道生番暴戾非

除不可，反倒沒察覺不除生番的優點。臺灣後山生番聚居，他們個個身形矯健、神出鬼沒，窩藏在山

林、洞窟之中，漢人入山開墾，只要脫隊而行，很容易遭到生番攻擊。臺灣不是虎、豹之類的棲息地，

但是漢人在山地遇見生番就跟遇見虎、豹一樣害怕。而當漢人糾眾、持械入山追殺他們時，生番還會

跟猿猴一樣望風奔走、追之莫及。但平心而論，若真要國家動手除番害，其實也不需要勞師動眾雄兵

猛將，只要招募千餘名土人，彼此策應而圍攻之，絕對有必勝的信心。然而蒼天有『好生之德』，政府

當局往往不妄動干戈。為什麼？由於臺灣地方鞭長莫及，民風也多強悍，山川險阻每每成為盜賊嘯聚

的地盤。盗賊一被官軍追迫，輒縮入內山，扼險死據。深山有生番出草，盜賊恐懼生番，若將生番殲

除淨盡，在深山窮谷官兵不易戍守的情況下，豈不都成了盜賊淵藪……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 

資料出處：改寫忝生榮陽氏稿，釋擬征臺灣生番論，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季申報臺灣紀

事輯錄(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頁 46～47 

整篇投書的主要宗旨為何？ (A)諷刺清廷的理番政策顢頇 (B)闡明臺灣山林調查之必要  (C)進獻平

定生番的軍事方針 (D)分析清廷不除生番的優點  

50、以下為和臺灣原住民有關的政策：(甲)種族平等，建立共存共榮關係；(乙)生番化熟、熟番化漢；(丙)

理蕃為手段，目的是殖產興業；(丁)建立領主與封臣的關係。四個政策出現的時間依序為何？ (A)甲

丁丙乙 (B)乙甲丁丙 (C)丙甲乙丁 (D)丁乙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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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公 佈 表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1 0 8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一 年 級  全 類 組  歷史 科  第  一 次 期 中 考 試 題 答 案 

 

單一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計 10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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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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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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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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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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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