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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國中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二年級第二次段考歷史試題  
班別： 

姓名： 
座號 

    

全卷共三面，試題共 50 題，一題 2 分。 

一. 題組 

題組一：下圖為三國時代形勢圖，請根據此圖回答下列相

關問題： 

 

 

 

 

 

 

 

 

 

1. 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賢臣諸葛亮，為哪一國

效忠？(A)甲 (B)乙 (C)丙 (D)丁 

2. 三國的建國順序為下列何者？(A)甲乙丙 (B)乙丙甲 (C)乙

甲丙 (D)丙乙甲 

3. 西晉滅亡圖中何國後，使中國得到短暫的統一？(A)甲  

(B)乙 (C)丙 (D)丁 

題組二：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數由複姓家族建立的王朝，第一

代君主逼迫前朝皇帝讓位，在位十多年後，命令朝中大臣消

滅建都南京的國家，因此完成統一中國的功業。然此人才智

平庸，制訂一些錯誤的政策，以致死後十一年國家就發生內

部動亂，消耗元氣，最後竟為內遷的胡人所滅，享國僅五十

二年。請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4. 從上述的內容來看，並未述及以下哪一個政權？ (A)曹魏

(B)東晉 (C)孫吳 (D)西晉 

5. 文中提及的「內部動亂」，是指以下哪一個歷史事實？ 

(A)玄武門之變 (B)永嘉之禍 (C)安史之亂 (D)八王之亂 

6. 享國僅五十二年的王朝，最後是亡於哪一個民族的手中？ 

(A)鮮卑 (B)吐蕃 (C)突厥 (D)匈奴 

題組三：「洛陽青年力宏，託家族勢力庇蔭，年紀輕輕卻

已晉身朝中大臣。平日常遊山玩水，與朋友暢談命理哲學

。永嘉五年，力宏舉族避禍江南，開始頓悟世事無常、人

生如夢，而開始想要尋求宗教的慰藉…。」請依上文回答

下列相關問題： 

7. 當時能夠「託家族勢力庇蔭，年紀輕卻已晉身朝中大臣」

，顯示出當時朝廷用人的方式有何特色？<甲>飽讀經書

的人受朝廷重視 <乙>政府派官遣職的方式是根據九品

官人法 <丙>察舉制下的選才重視世族階級 <丁>政府官

職被少數家族壟斷 (A)甲乙 (B)丙丁 (C)乙丁 (D)甲丙 

8. 當時的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比較可能出現什麼樣的表

現？<甲>行為放蕩，不拘禮節 <乙>太學授課，專研經

學 <丙>研讀三玄，消極避世 <丁>批評時政，憂國憂民 

(A)甲乙 (B)丙丁 (C)乙丙 (D)甲丙 

9.當時避禍江南的學者，有什麼方式尋求宗教慰藉？<甲>研

究回教教義 <乙>禮讚景教聖經 <丙>參研道教經典 <丁>禮

拜佛陀寺廟 (A)甲乙 (B)丙丁 (C)乙丁 (D)甲丙 

題組四：許多人對於神明及祖先神靈的尊敬和敬拜，使得

各種宗教蓬勃發展，也使得中國文化內涵更加豐富。請回

答下列相關問題： 

10.如果想要研究中國最早祭祀祖先的歷史，可以搜尋哪個

朝代的資料？ (A)商朝 (B)周代 (C)漢朝 (D)南北朝 

11.某宗教發源於中國本土，在魏晉南北朝時，理論逐漸完

備。下列何人是該宗教的代表人物？ (A)張機 (B)張陵 (C)

張騫 (D)張儀 

12.有關佛教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甲>發源於印度，在

西漢末年傳入中國 <乙>唐朝玄奘法師將佛教傳入日本 <丙

>常以符水、符咒替人治病 <丁>中國第一間佛寺為洛陽城

外的白馬寺 (A)甲乙 (B)丙丁 (C)乙丙 (D)甲丁 

題組五：康康在整理某個族群改姓的對照表，如下表所示

。請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姓 漢姓 

拓跋 元 

拔拔 長孫 

獨孤 劉 

步六孤 陸 

13.表中的「？」是指下列哪個族群？(A)鮮卑 (B)匈奴 (C)氐

(D)羌 

14.他們這一群人也將籍貫更改為下列何地？(A)長安 (B)建

康 (C)洛陽 (D)廣州 

題組六：小彬彬在某書中看到下列附圖，描繪中國南方的

經濟發展情形。請依圖的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15.南方的經濟進入開發期，是因為陸續有政權在南方建立

國家，積極經營與發展南方的經濟。這幾個偏安南方的政權

，可合稱為何？ (A)十六國 (B)六朝 (C)五胡 (D)三國 
16.南方經濟地位的提升，與下列哪一場亂事的發生，關係

最為密切？ (A)黃巾之亂 (B)永嘉之禍 (C)八王之亂 (D)安
史之亂 
 
題組七：小丸子在編歷史劇本，劇中男主角是隋朝的開國

君主，雖然他為了權位篡了自己外孫的皇位，可是他上台

後卻也勤政愛民，為隋朝開創盛世。請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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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請問劇中男主角是篡了哪一個朝代？(A)梁 (B)陳 (C)

北周 (D)北齊 

18.請問他為隋朝開創了什麼盛世？(A)開元之治 (B)貞觀

之治 (C)文景之治 (D)開皇之治 

19.下列何項敘述，不會出現在劇本裡面？(A)親自率軍

，三征高麗 (B)整修長安城，將其中的住宅區、商業區

分開 (C)修建聯通首都至黃河的運河 (D)創辦科舉制度 

題組八：下圖為隋朝的運河圖，請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20.哪一條運河是隋朝攻打高麗的軍事物資補給線？(A)甲

(B)乙 (C)丙 (D)丁 

21.小新要從長江流域趕赴隋朝首都去參加國家考試，請

問他依序必須經過哪些運河？(A)戊丁丙 (B)丁丙甲 (C)

甲丙丁 (D)乙丙丁 

22.隋代因為興建運河太過勞民傷財，成為激起人民叛變

的因素之一，但它對中國也有很大的貢獻，請問主要貢

獻是什麼？ (A)使得北方的物產可供應南方的需求 (B)

南方的軍隊可快速運輸到北方抵禦異族 (C)南方的物資

可送往北方，也促進了南北的交通與融合 (D)促成南北

政治的統合  

題組九：下列表格是胖虎為了準備段考而整理的唐代亂事

比較表，請依表格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亂事 甲 乙 

發生時間 唐朝中期 唐朝末期 

為亂區域 黃河以北 遍及全國 

亂事性質 丙 人民叛變 

平亂者 丁 戊 

影響 己 加速唐朝滅亡 

23.「己」是「甲」事件所造成的影響，關於「己」的內容

，何者是正確的？(A)唐朝國勢由盛轉衰 (B)皇帝被俘虜至

北方 (C)朝臣不合，黨爭盛行 (D)首都因而南遷 

24.請問「乙」的亂事是下列何事件？(A)安史之亂 (B)玄武

門之變 (C)黃巾之亂 (D)黃巢之亂 

25.關於「丙」的內容，應該為下列何事？(A)將領叛變 (B)

外戚干政 (C)人民叛亂 (D)宦官亂政 

26.「甲」事件的平亂者是下列何人？(A)朱溫 (B)李德裕 (C)

牛僧儒 (D)郭子儀 

題組十：唐朝詩人劉禹錫先祖為匈奴人，東晉時進入中原

地區。其祖先曾在北魏擔任冀州刺史，至其父親一輩，長

安發生亂事禍及黃河流域一帶，為了避禍，舉家遷往南方

，劉禹錫便在是南方出生，他在唐德宗時登進士，在朝中

擔任監察御史的工作，請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27.文中提到劉禹錫的父親因為避禍而遷居南方，請問這場

亂事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A)安史之亂 (B)永嘉之禍 (C)八

王之亂 (D)黃巢之亂 

28.詩人劉禹錫是以何種途徑當上政府官員？(A)世襲制度(B)

科舉制度 (C)九品官人法 (D)察舉制度 

29.劉禹錫的這段「家族史」可以用來做為下列哪個歷史現

象的最佳例證？(A)外戚干政 (B)平民崛起 (C)胡漢融合 (D)

藩鎮割據 

題組十一：下圖為唐朝及周邊國家分布圖，請回答下列相

關問題： 

 

 

 

30.唐朝盛世的政治中心在下列何處？(A)甲 (B)乙 (C)丁 (D)

戊 

31.唐朝曾經設立市舶司以管理海上貿易，設立地點在何範

圍內？(A)甲 (B)乙 (C)丙 (D)丁 

32.唐朝文化廣為周邊國家所學習，請問下列何國唐化最深

，被稱為「君子國」？(A)丙 (B)丁 (C)己(D)庚 

33.太宗的文成公主下嫁到何地，將中原文化傳到他國？(A)

丙 (B)丁 (C)戊 (D)己 

34.下列何國家仰慕唐朝文化，其統治者曾發起「大化革新

」來學習中國文化？(A)丙 (B)戊 (C)己 (D)庚 

題組十二：中國曾發生「赤壁之戰」，此戰役奠定了後來

天下三分的局面。請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35.此戰爭發生在下列哪一個流域？ (A)珠江 (B)長江 (C)淮

河 (D)黃河 

36.有關此戰爭的敘述，正確的有幾項？<甲>發生時間是在

三國時代 <乙>南方陣營以寡擊眾，最後戰勝北方 <丙>此

戰爭是北方陣營主動挑釁南方 <丁>北方陣營的領袖後來篡

位自立為皇帝 (A)四項 (B)三項 (C)兩項 (D)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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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題 

37. 「九二一」大地震為臺灣造成很大的災害，請問：東漢

哪位科學家製作「地動儀」來測量地震的發生位置？(A 蔡

倫 (B)張衡 (C)張角 (D)張機 

38. 小天常在醫院看到「華佗再世」的匾額，他上網找了關

於華佗的資料，你覺得他會找到什麼內容？ (A)如同今日的

外科醫生 (B)著有<<傷寒雜病論>> (C)是魏晉南北朝的名醫 

(D)有「醫聖」的美名 

39. 下列表格表為多啦 A 夢針對《史記》與《漢書》所做的

比較表，表中觀念正確的有哪些？(A)甲丙 (B)乙丙 (C)丙
丁 (D)乙丁 
 

著作 史記 漢書 
(甲)史學家 司馬遷 班超 
(乙)作者年代 西漢 東漢 
(丙)撰寫方式 斷代史 通史 
(丁)體例 紀傳體 紀傳體 

40. 妮妮 翻閱《史記》查詢歷史資料，她在此書中不可能

看到下列哪一項史實？(A)楚漢相爭 (B)周公東征 (C)盤庚

遷殷 (D)光武中興 
41. 請問下列表格中的「甲」、「乙」是下列何人： 

朝代 篡位者 

曹魏 司馬炎 

東晉 甲 

唐 乙 

(A)劉裕，朱溫 (B)劉備，朱溫 (C)劉裕，黃巢 (D)劉備，黃

巢 

42. 魏晉南北朝的「南朝」，是指當時偏安江南與北方政權

對峙的幾個朝代。請問：下列關於南朝的敘述何者正確？ 

(A)為胡族所建立的政權 (B)最後為隋所統一 (C)政治社會

局勢較北方動盪 (D)皆定都建康，即今日杭州 

43.上課時，老師要四位同學對「魏晉南北朝」此一名詞進

行解釋，其中何者的解釋有誤？ (A)阿呆：「其中的『魏』

是指『曹魏』。」 (B)正男：「其中的『晉』是指『西晉與

東晉』。」 (C)妮妮：「『北朝』僅有北方的『北周』與

『北齊』。」 (D)風間：「『南朝』是指南方的『宋』、

『齊』、『梁』、『陳』四個政權。」 
44. 世族在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經濟、社會上都有著顯著的

影響力。請問：下列有關世族的敘述何者正確？ (A)魏晉南

北朝開始才有世族產生 (B)世族避難到南方，有如失了根的

浮萍，皇權得以高漲，不必再顧慮世族的勢力 (C)中原地

區發生亂事後，即使世族避難到南方，但仍為政權的支柱 

(D)九品官人法創立的目的，是為了打擊世族的勢力 
45. 武則天才能、智慧不讓鬚眉，她在位期間唐代國勢仍維

持強盛不墜。下列關於武則天的敘述，何者正確？(A)太宗

晚年多病，皇后武則天代理朝政 (B)武則天簒唐朝而自立為

皇，改國號為周 (C)武則天為中國史上，多位稱帝女子中的

第一位 (D)武則天死後，政局直至高宗即位才穩定 

46. 請問：下列哪些是唐朝中葉以後，中央所面臨的政治危

機？ <甲>外戚掌權 <乙>宦官亂政 <丙>牛李黨爭 <丁>外

患入侵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47. 唐代滅亡之後，中國進入大小政權割據的五代十國階段

，事實上，五代十國的分立情況，是唐朝末年哪件事的延續

？ (A)藩鎮割據 (B)牛李黨爭(C)人民叛亂 (D)宦官亂政  

48. 請問下列有關唐朝歷任君主的敘述，有幾項是正確的？ 

<甲>唐高宗發動玄武門之變以獲得皇位 

<乙>唐高祖上台沒多久即開創唐朝盛世 

<丙>唐玄宗早年勤政愛民，締造開元之治 

<丁>唐太宗擊敗外患東突厥，成為東亞的霸主 

<戊>唐玄宗時因為在戰爭上敗給大食帝國，因而印刷術西

傳 

(A)四項 (B)三項 (C)兩項 (D)一項 

49. 請找出下列敘述中錯誤的選項： 

克群是唐朝的讀書人，他最喜歡在閒暇時 (A)去市集看看新

上市的三彩陶作品，或是 (B)欣賞「畫聖」吳道子的繪畫作

品。另外， (C)他勤讀「詩聖」杜甫的詩篇，最近他也想找

(D)當時的草書名家柳公權拜師學藝，將毛筆字練得更好。 

50. 五代十國的「五代」中，何國最早成立？(A)後唐 (B)後

晉 (C)後漢 (D)後梁 

【試題到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