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年____班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月考 二年級歷史科題目卷 

科目代碼:06 
一、選擇題：每題二分  60% 

1. 秦代實行中央集權以來，君主權力不斷提高，明清兩朝國家大權集於帝王一身，君主專制的形成與

下列哪一措施有關？  (A)科舉考試 (B)特務機關 (C)廢除丞相 (D)薙髮留辮。 

2. 現今中國疆土的樣貌，大抵形成於清朝盛世，下列何地在此時被納入中國版圖？  (A)朝鮮 (B)琉球 

(C)越南 (D)台灣。 

   3. 宋明兩朝皆有變法改革，試比較兩者異同，下列表格選項哪一個正確？ 

(A) 時間 神宗 (C) 外患 女真入侵

(B) 內政 宦官干政 (D) 影響 富國強兵

4. 中國歷代強人中，何者被尊稱為「成吉思汗」？  (A)李世民 (B)鐵木真 (C)忽必烈 (D)皇太極。 
5. 楊堅與趙匡胤建國過程，有何相同的特徵？  (A)皆篡奪前朝皇位，前者簒後周，後者簒北周 (B)樹

立平民稱帝典範 (C)結束多國並立統一中國 (D)開啟南北政權的對立。 
6. 《永嘉之禍》的形成與影響，與下列哪一事件的性質最相近？  (A)黃巾之亂 (B)靖康之禍 (C)黃巢

之亂 (D)靖難之變。 
7. 蒙古南下征服多種民族，劃分為四個等級，下列哪一民族被歸為色目人？  (A)漢人 (B)契丹人 (C)

女真人 (D)党項人。 
8. 有關《澶淵之盟》的敘述，下列何項正確？  (A)以白溝河為界，宋朝收回北方邊防要地燕雲十六州 (B)

宋高宗棄戰議和，與金人訂立兄弟之盟 (C)西夏每年捐獻銀絹，遼夏邊境開放貿易 (D)宰相寇準建議

皇帝親征，宋遼停戰議和。 
9. 宋朝皇帝處心積慮，所要防範的內政問題，應是下列何者？  (A)軍人割據 (B)外戚掌權 (C)宦官跋

扈 (D)女后干政。 

10.北方草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完成統一大業的帝王，是下列哪一人物？  (A)鐵木真 (B)忽必烈 (C)
努爾哈赤 (D)完顏阿骨打。 

11.《四書集注》在元代之後，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版本，造成哪一位大學者的思想，對日後讀書人產

生重要的影響？  (A)蘇軾 (B)沈括 (C)朱熹 (D)司馬光。 
12.元朝社會中，來自西域的阿里不達可能有機會出任下列哪一要職？  (A)丞相 (B)財政大臣 (C)禁軍

首領 (D)錦衣衛統帥。 
13.宋代理學又稱新儒學，其內涵以儒家思想為主流，除受到本土道家思想影響，也融入哪一外來文化？  

(A)佛教文化 (B)基督教文化 (C)阿拉伯文化 (D)伊斯蘭教文化。 
14.《一條鞭法》將力役併入田賦，按畝徵銀有土地者才需繳稅，紓解明朝中期經濟社會困境，推行這

項措施的改革者是下列何人？  (A)商鞅 (B)范仲淹 (C)張居正 (D)王安石。 
15.明代末年朝政敗壞，天災不斷，陜西發生大飢荒，促使災民、飢兵合流起兵叛變，此一民變史稱為

何？  (A)流寇 (B)黃巾之亂 (C)黃巢之亂 (D)太平天國之亂。 
16.清代在位最久為政寬厚的康熙皇帝，奠定清代強盛基業，其事蹟選項下列何者錯誤？  (A)收回台灣 

(B)平定三藩之亂 (C)禮遇明朝遺臣 (D)推行漢化政策。 
17. 「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社會價值觀的產生，與下列哪一風氣有關？  (A)宋代文人政治 (B)

元代高壓統治 (C)明代廷杖士人 (D)清代懷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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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有關歷代文學藝術成就方面，下列配對哪一項正確？  (A)唐詩—蘇軾 (B)宋詞—關漢卿 (C)元曲—

李清照 (D)書法瘦金體—宋徽宗。 
19.西元 1644 年中國北京皇城裡連續有三位皇帝入主，除了自縊殉國的明思宗，及清代入關的小皇帝之

外，尚有何人短暫稱帝？  (A)張獻忠  (B)李自成  (C)吳三桂  (D)皇太極。 
20. 《陳橋兵變》事件中，禁軍首領何人被部下擁立，黃袍加身而稱帝？  (A)李自成 (B)朱元璋 (C)趙

匡胤 (D)忽必烈。 
21.某位歷史人物「衝冠—怒為紅顏」，不惜打開山海關引清兵入關，搶回美人陳圓圓，日後卻又呼籲漢

人起兵抗清，引發三藩之亂的將領是下列何人？  (A)施琅 (B)朱元璋 (C)吳三桂 (D)鄭經。 
22.清代「康雍乾盛世」，歷經三朝皇帝，施政各有特色，下列哪一位皇帝不在此列？  (A)清世祖 (B)

清聖祖 (C)清世宗 (D)清高宗。 
23.明代宦官小丸子受到皇帝的重用，負責管理下列哪一機關職務？  (A)內閣 (B)東廠 (C)錦衣衛 (D)

東林書院。 
24.史學兩大名著：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其寫作體例有何共同特徵？  (A)通史 (B)

斷代史 (C)編年體 (D)紀傳體。 
25.宋代名將岳飛之死，是宋代哪一政策不當的犧牲品？  (A)兼容並蓄，胡漢融合 (B)種族歧視，劃分

階級 (C)廢除丞相，中央集權 (D)強幹弱枝，重文輕武。 
26.明成祖是明代積極有作為的皇帝，其施政成就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A)派鄭和出使海外，最遠航行

到大西洋沿岸 (B)帶兵親征匈奴，鞏固北方邊防 (C)遷都北京，興建紫禁城 (D)疏通廣通渠，使江南

物資北運。 

27.王安石推行新法要以開源節流方式，解決國家財政問題，下列支出：(甲)歲幣；(乙)龐大軍隊；(丙)

官員薪資；(丁)修築運河、長城，以上哪些經費負擔，造成宋代財政困難？   
(A)甲 (B)甲乙 (C)甲乙丙 (D)甲乙丙丁。 

28.明代東南沿海長期遭受倭寇侵擾，迫使政府下令居民內遷，實施海禁斷絕對外貿易，直到下列哪一

位將領大力掃蕩才平息？  (A)鄭成功 (B)戚繼光 (C)魏忠賢 (D)顧憲成。 
29.下列國號的建立與其開國者，配對選項何者正確？   

(A)元—鐵木真 (B)清—皇太極 (C)金—耶律阿保機 (D)遼—完顏阿骨打。 
30.中國歷史上屢興「文字獄」，壓制士人剷除異己的朝代，是下列哪二朝？  (A)宋、元 (B)元、明 (C)

明、清 (D)元、清。 
 

二、整合題 : 每題 2 分  40% 

(一)兩宋時期多民族並存立國，甲—女真；乙—蒙古；丙—契丹；丁—党項，請問： 

31.宋代積弱不振，處理邊患問題常以財物換取和平保證，開啟首例的皇帝是下列何人？   
(A)宋太祖 (B)宋真宗 (C)宋徽宗 (D)宋高宗。 

32.岳飛揮軍北上，收復朱仙鎮逼近汴京城，誓言「飢餐胡虜肉」「渴飲匈奴血」，岳家軍令何者聞之喪

膽？  (A)甲 (B)乙 (C)丙 (D)丁。 
33.《靖康之禍》造成宋徽宗、欽宗二帝，成為哪一外族的階下囚？  (A)甲 (B)乙 (C)丙 (D)丁。 
34.宋代北方邊防要地燕雲十六州，自五代以來早已割讓給哪一外族？  (A)甲 (B)乙 (C)丙 (D)丁。 
35.在多民族對立兼併過程中，下列何者採取種族歧視政策，不利於族群融合？   

(A)甲 (B)乙 (C)丙 (D)丁。 
 
(二)中國傳統科技在宋元時期，達於普遍應用階段，並多有創新，請問： 
36.火藥的西傳與下列哪一歷史事件有關？  (A)蒙古西征 (B)鄭和下西洋 (C)怛羅斯之役 (D)張騫通使

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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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小明參觀印刷廠，看到工人將字塊排版、校正、印刷，這樣的流程，始於下列哪一位發明家？   
(A)沈括 (B)張衡 (C)畢昇 (D)蔡倫。 

   38.有關於各項科技使用情形，下列敘述何項正確？  (A)火藥在北宋末年用於戰場，以「霹靂炮」、「震

天雷」 擊退外族的入侵 (B)鄭和下西洋首次將指南針運用於航海 (C)中國的造紙術、指南針，皆經

由阿拉伯人輾轉傳到歐洲 (D)火藥、印刷術、指南針的創造發明皆始於宋朝。 

39.小明想多了解探索宋代科技發展情形，可以查閱下列哪一本書籍？  (A)史記 (B)資治通鑑 (C)四書

集注 (D)夢溪筆談。 
40.承上題，此一著作是下列哪一位科學家的觀察紀錄？  (A)馬致遠 (B)朱熹 (C)畢昇 (D)沈括。 
 
(三)宋元以來國內經濟繁榮，對外貿易興盛，請問： 
41.北宋末年引進早熟稻栽種，使江南農作產量倍增，此種稻作來自下列何處？  (A)泰國 (B)印度 (C)

日本 (D)越南。 
42.《馬可波羅遊記》書中，提到通往首都的道路，每隔一段距離就設置招待所，方便過往政府官員和

商旅使用，此種「驛站」設施，有利於何者有效統治廣大的歐亞版圖？  (A)宋 (B)元 (C)明 (D)清。 
43.宋代商業活動何者延續唐代的措施？  (A)夜市 (B)交子 (C)市舶司 (D)坊市制度。 
44. 北宋時期四川商人聯合發行紙幣，取代銅錢、鐵錢，便利於交易活動，此種新的貨幣名稱為何者？  

(A)交子 (B)會子 (C)寶鈔 (D)銀元。 

45.宋元時期的商業活動，可能呈現的情形，是為下列何者？  (A)各地設有會館，以便於商旅投宿 (B)
商旅往來於京杭大運河 (C)白銀自海外輸入取代紙幣 (D)首都商圈繁榮，商店通宵達旦。 

 
(四)右圖是中國重要古都，請問： 

46.宋代風俗畫《清明上河圖》，是以下列哪一城市生活景觀為背景？  
(A)甲 (B)乙 (C)丙 (D)丁。 

47.承上題，此畫作出自何人所繪製？   
(A)吳道子 (B)張擇端 (C)宋徽宗 (D)趙孟頫。 

48.元明清三朝古都，位於下列何地？  (A)甲 (B)乙 (C)丙 (D)丁。 
49.明太祖朱元璋以民族革命為號召，趕走元順帝，建國立都於下列何地？  (A)甲 (B)乙 (C)丙 (D)丁。 
50.宋代都城遷移路線，如何移動？  (A)甲→乙 (B)乙→丙 (C)丙→甲 (D)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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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段考 
二年級歷史解答單 
一、 選擇題 (每題 2 分 60%) 

1-5    CDABC 
6-10   BDDAB 
11-15  CBACA 
16-20  DADBC 
21-25  CABAD 
26-30  CCBBC 

二、 整合題 (每題 2 分 40%) 
31-35  B A A   C B 
36-40  A C C(A) DD 
41-45  D B C   A D 
46-50  B B A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