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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範圍:翰林版  第四冊   第五、六章 
一、選擇題:100％(1~30 題每題 3 分，31~35 題每題 2 分) 
1.國民革命軍北伐，結束了民初軍閥亂政局面。下列事件，哪些是北伐過程中發生的大事？ 

    (甲)洪憲帝制   (乙)護法運動   (丙)清黨   (丁)濟南事件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2.以內亂和外患的性質來區分，下列何者和其他三項不同？ 

    (A)一二八事件   (B)西安事變   (C)寧漢分裂   (D)兩萬五千里長征 

3.北伐期間，東北的收復是因下列何人宣佈歸順中央之後，全國才告統一？ 

    (A)段祺瑞   (B)曹錕   (C)張學良   (D)張作霖 

4.中國在北伐完成後面臨的「內憂」與「外患」分別指的是下列何者？ 

    (A)中共與英國   (B)中共與日本   (C)漢奸與日本   (D)軍閥與日本 

5.國父孫中山曾說過：「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因此採行了何項策略？ 

    (A)聯俄抗日   (B)聯俄容共   (C)抗美援朝   (D)親英友法 

6.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國共關係發展多變，請問：西安事變後有怎樣的轉變？ 

    (A)剿共→聯共   (B)容共→剿共   (C)聯共→分共   (D)容共→分共 

7.對日抗戰初期，中國艱苦作戰。後來得以與英、美盟軍並肩作戰的原因為何？ 

    (A)七七事變   (B)珍珠港事變   (C)南京大屠殺   (D)開羅會議 

8.近代中國受不平等條約的危害至深且鉅，使中國淪為「次殖民」的地位。請問：下列哪一件事是廢除百年

不平等條約的關鍵？   (A)黃金十年   (B)北伐成功   (C)抗日戰爭的貢獻   (D)西安事變 

9.依據孫中山遺訓「黃金十年」期間的中華民國處於下列哪一階段？ 

    (A)軍政   (B)訓政   (C)法政   (D)憲政 

10.國民政府北伐期間，日本曾發動哪兩次侵犯行動阻撓中國統一？ 

    (甲)出兵進佔東北   (乙)提出《二十一條要求》   (丙)發動「濟南慘案」   (丁)炸死張作霖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11.下列史事與發生地點的配對，何者「錯誤」？ 

    (A)九一八事變：瀋陽   (B)七七事變：北平   (C)一二八事變：南京   (D)五三慘案：濟南 

12.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為了拉攏蘇聯對日宣戰，簽下出賣中國權益的條約為何？ 

    (A)雅爾達密約   (B)凡爾賽條約   (C)巴黎和約   (D)開羅宣言 

13.謝晉元團長率領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國軍利用此機會，急遷物資至內地，粉碎日本「三月亡華」的

妄想。請問以上內容是指哪一戰役？ 

    (A)淞滬會戰   (B)八二三炮戰   (C)武漢會戰   (D)七七事變 

14.「西安事變」發生的時代背景，是下列何者？ 

    (A)日本侵華   (B)剿共失利   (C)寧漢分裂   (D)軍閥割據 

15.近代史上，日本對中國發動一連串侵略：(甲)一二八事變  (乙)九一八事變  (丙)五三慘案  (丁)七七事

變。請問：按事件發生先後次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丁   (B)丁丙乙甲   (C)乙丙甲丁   (D)丙乙甲丁 

16.民國 32 年蔣中正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召開會議，會後發表宣言，要求日本在戰後應將哪

些地方歸還中華民國？ (甲)東北 (乙)台灣  (丙)朝鮮  (丁)琉球  (戊)澎湖 

    (A)甲乙丙   (B)甲乙戊   (C)乙丙戊   (D)乙丁戊 

17.下列何者不是蔣中正的歷史定位？ 

    (A)領導北伐統一   (B)領導抗戰勝利   (C)主張聯俄容共政策   (D)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 

 

 

【翻(換)頁續答】 



18. 1997 年 2 月 19 日，被稱為「中共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去逝，有關鄧小平的蓋棺論定，下列

何者最為合適？ 

    (A)政治保守、經濟保守  (B)政治保守、經濟開放  (C)政治開放、經濟保守  (D)政治開放、經濟開放 

19.為改善文盲現象，在河北定縣推動「平民教育」的是下列何人？ 

    (A)陳獨秀   (B)晏陽初   (C)胡適   (D)魯迅 

20. 1960 年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因其在下列哪一「運動」中，將中國帶向大飢荒？ 

    (A)土地改革   (B)鬥爭知識分子   (C)三面紅旗   (D)國營企業 

21.下列中華民國國定紀念日，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其中哪一個節日所紀念的事件發生的年代最晚？ 

    (A)和平紀念日   (B)行憲紀念日   (C)光復節   (D)九三軍人節 

22.「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國民政府在民國 36 年所頒布的法令。請問：戡亂是指戡什麼「亂」？ 

    (A)軍閥   (B)俄國   (C)日本   (D)中共 

23.「當時中央鼓吹『破四舊，立四新』，許多地主、知識分子頭上帶著紙做的高帽子，上面寫著『反動權威』

等字樣……」上段文字是描述發生在中共統治下的哪一件事？ 

    (A)大躍進   (B)改革開放   (C)文化大革命   (D)六四天安門事件 

24.若針對洪秀全與毛澤東兩人進行比較，則會發現其共同點為何？ 

    (A)共產思想   (B)建都北京   (C)男女真正平等   (D)政策由人民共同決定 

25.「五四運動」與「六四天安門」的比較，下列何者不合史實？ 

    (A)相距 70 年   (B)均是學生運動   (C)均由北京開始   (D)均遭政府血腥鎮壓 

26.某一年的 10 月 1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高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華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請

問：這是發生在西元哪一年的事情？ 

    (A)1937   (B)1941   (C)1945   (D)1949 

27.中國大陸的群眾手持「小紅書」，「萬歲不離口」，請問：這是什麼時期？ 

    (A)土地改革   (B)大躍進   (C)思想改造   (D)文化大革命 

28.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前後為期十年，當初發生的根本原因為何？ 

    (A)思想改造   (B)鎮壓反革命   (C)奪權鬥爭   (D)改革傳統文化 

29.釀成西元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主因是什麼？ 

    (A)經濟開放、政治保守  (B)「四人幫」極權獨裁  (C)經濟保守、政治開放 (D)「文化大革命」的延續 

30.宣傳口號和流行語言，常能鮮活地反映時代大事或趨勢。如：(甲)破四舊、立四新 (乙)超英趕美大躍進 (丙)

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便是好貓 (丁)抗美援朝。上述代表性的宣傳語，便反應中共在政策上變化的歷

程。依其出現的先後，應如何排列？ 

    (A)甲丙丁乙   (B)乙丁甲丙   (C)丙甲丁乙   (D)丁乙甲丙 

31.抗戰勝利後，多方阻撓國軍接收東北，扶植中共的是哪一個國家？ 

    (A)英國   (B)美國   (C)蘇俄   (D)德國 

32.中國大陸近年來推動「改革開放」成功，卻也產生不少問題。請問：「不包括」下列何者？ 

    (A)沿海和內陸省分經濟發展不均衡   (B)貧富差距擴大   (C)政治仍「一黨專政」，不能滿足人民    

    (D)社會開放進步 

33.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是何人？ 

    (A)江澤民   (B)胡錦濤   (C)溫家寶   (D)汪道涵 

34.中共建國後在蘇聯指示下，號召「志願軍」參與「韓戰」。請問：與中共交戰的是何國？ 

    (A)日本   (B)英國   (C)中華民國   (D)美國 

35.清朝中葉以來，面臨外力侵逼，簽訂了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其中的關稅自主權更使中國的財賦蒙受重

大損失，此權利一直到何時才正式收回？ 

    (A)軍閥割據期間   (B)北伐期間   (C)十年建設期間   (D)中日抗戰期間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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