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縣立樹林高中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  中二歷史科試題                              P1 
命題範圍:翰林版  第四冊   第三、四章 
一、選擇題:100％(1~30 題每題 3 分，31~35 題每題 2 分) 
1.中國實施專制政體統治歷經二千一百多年，其開始和結束分別是哪一位皇帝在位時？ 

    (A)秦始皇、光緒皇帝  (B)漢武帝、宣統皇帝  (C)秦始皇、宣統皇帝  (D)漢高祖、光緒皇帝 

2.根據你的歷史知識判斷，英法聯軍與八國聯軍的共同點指下列何者？ 

    (A)均刺激清政府的徹底覺醒   (B)兩者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   (C)俄國均趁機侵略東北   

 (D)兩者均使南京淪陷，皇帝出奔。 

3.清末哪一次政治改革取消科舉，讓傳統私塾、書院出身的讀書人失去「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機會？     

(A)庚子後新政   (B)自強運動   (C)立憲運動   (D)戊戌變法 

4.日本以一立憲小國，在 19 世紀後期，先後在哪兩場戰役中大敗兩個帝制大國？ 

    (A)英法聯軍、八國聯軍  (B)甲午戰爭、日俄戰爭  (C)甲午戰爭、八國聯軍   

    (D)鴉片戰爭、日俄戰爭 

5.康有為領導維新運動、孫中山先生展開革命運動，都是受到清末何次戰爭失敗的刺激？ 

    (A)英法聯軍   (B)甲午戰爭   (C)八國聯軍   (D)日俄戰爭 

6.三民主義的宗旨，首次出現在哪一革命團體的誓詞中？ 

    (A)興中會   (B)同盟會   (C)拜上帝會   (D)天地會 

7.清末以來，中國進行過多次的改革運動，這些改革運動多半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興起的。請問：下列有關刺

激與回應的配對何者正確？ 

(A)英法聯軍→戊戌變法   (B)中法戰爭→庚子後新政   (C)甲午戰爭→自強運動    

(D)日俄戰爭→立憲運動 

8.為推翻滿清，孫中山發動的 11 次革命中，犧牲最壯烈的是哪一場戰役？ 

    (A)武昌起義   (B)辛亥革命   (C)辛亥雙十   (D)廣州黃花崗之役 

9.孫中山一生中致力於革命，終於在第 11 次的「武昌起義」推翻滿清。請問：此革命的成功完成於哪一個

革命團體期間？    (A)興中會   (B)同盟會   (C)中華革命黨   (D)中國國民黨 

10.下列中華民國的紀念日，依其所紀念的「史事」發生先後排列，順序應是下列何者？ 

    (甲)國慶日  (乙)  青年節  (丙)元旦  

    (A)甲→乙→丙   (B)乙→甲→丙   (C)乙→丙→甲   (D)丙→甲→乙 

11.「辛亥革命」成功的主因是下列何項？ 

    (A)清帝宣統年幼   (B)列強大力支持   (C)各省響應   (D)立憲運動失敗 

12.下列哪一人物未曾擔任中華民國正式總統？   

(A)袁世凱   (B)曹錕   (C)孫中山   (D)黎元洪 

13.中華民國成立至今已將近 100 年，請問：民國元年為西元幾年？ 

    (A)1910 年   (B)1911 年   (C)1912 年   (D)1913 年 

14.《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民初國家的根本大法，但下列哪一組人物卻予以破壞？ 

    (A)孫中山、袁世凱   (B)袁世凱、馮國璋   (C)段祺瑞、曹錕   (D)袁世凱、段祺瑞 

15.民國初年，自何人死後，中央政權式微，導致軍閥割據的亂象局面？ 

    (A)袁世凱   (B)黎元洪   (C)段祺瑞   (D)馮國璋 

16.軍閥混戰時期的兩個政府，各出現於何地？ 

    (A)北京、廣州   (B)南京、北京   (C)洛陽、長安   (D)開封、武漢 

17.「五九國恥」與「五四運動」的共同點不包括下列何者？ 

    (A)均與日本有關   (B)均與段祺瑞有關   (C)均與山東有關   (D)均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 

 

 

【翻(換)頁續答】 



18.清「末代皇帝」第二次稱帝曇花一現------僅短短十二天，是因段祺瑞的「討逆軍」平定「復辟事件」。請

問：上述的「逆」應是指下列何人？ (A)張勳   (B)馮國璋   (C)張作霖   (D)黎元洪 

19.由下列哪一組史事可以看出民初人心嚮往共和，唾棄君主專制政治？ 

    (A)武昌起義、雲南起義   (B)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失敗   (C)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   (D)雲南起義、

溥儀復辟失敗。 

20.國民黨人發起「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是由於袁派人刺殺哪一位國民黨領袖？ 

    (A)孫中山   (B)蔡鍔   (C)宋教仁   (D)梁啟超 

21.「蔡鍔、唐繼堯等人在雲南一帶宣佈獨立，並組織軍隊，準備聲討袁世凱的行動，各省紛紛起而響應……。」

上述事件應該是下列何者？ 

    (A)武昌起義   (B)二次革命   (C)護法運動   (D)護國軍之役 

22.民國初年，中國的煤、鐵、紡織等本土工業，到何時才有顯著的成長與發展？ 

    (A)袁世凱稱帝   (B)北伐時期   (C)立憲運動   (D)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23.清末，中國民族工業發展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在哪一場戰爭之後，外國商人得以在中國通商口岸設廠製

造？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甲午戰爭   (D)八國聯軍 

24.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方面主要提倡何種觀念？ 

    (A)守時與守法   (B)民主與科學   (C)新帝國主義   (D)禁鴉片、禁纏足 

25.民初，何人首先主張在文體上不用文言文，改用白話文？ 

    (A)梁啟超   (B)胡適   (C)張勳   (D)蔡元培 

26.從清末的自強運動到民初的五四運動，每次改革的中心議題隨時勢演進而改變。正確的順序為何？ 

    (A)器物→制度→文化   (B)器物→文化→制度   (C)制度→器物→文化   (D)制度→文化→器物 

27.中國近代史上，勇於批判社會不合理現象，成為傳播新觀念與改革政治社會主要力量的是哪一種人？ 

    (A)政治家   (B)實業家   (C)新知識分子   (D)士紳階級 

28.影響中國後來政治發展至深的共產主義，是因下列哪一場運動而傳入中國？ 

    (A)自強運動   (B)革命運動   (C)新文化運動   (D)立憲運動 

29.日本會對中國提出不合理的「二十一條要求」，是分別利用當時中國與國際間發生的什麼大事？ 

    (甲)二次革命   (乙)籌劃洪憲帝制   (丙)第一次世界大戰   (丁)第二次世界大戰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30.慈禧太后曾在哪兩次戰爭中，倉皇離開北京城？ 

    (A)英法聯軍、八國聯軍   (B)英法聯軍、甲午戰爭   (C)甲午戰爭、八國聯軍    

    (D)鴉片戰爭、英法聯軍 

31.民國初年以來，新知識分子開始鼓吹「打倒舊文學，建立白話新文學」，當時哪位小說家率先響應，發表

了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 

    (A)胡適   (B)魯迅   (C)陳獨秀   (D)蔡元培 

32.義和團興起於山東，原為民間宗教組織，以法術號召群眾，其後又以何者為號召？ 

    (A)全盤西化   (B)扶清滅洋   (C)反明復清   (D)反清復明 

33.清光緒年間，中國與列強發生了多次戰爭，其中哪一場戰爭結束後呈現中央權勢衰微與地方勢力崛起，

清廷已無法有效控制地方官員？ 

    (A)中法戰爭   (B)甲午戰爭   (C)八國聯軍   (D)日俄戰爭 

34.東北擁有大片的森林和豐富礦產，在清末是列強爭奪的地區。請問：為了爭奪資源，列強曾在東北地區

引發下列哪一場戰爭？    (A)甲午戰爭   (B)鴉片戰爭   (C)中法戰爭   (D)日俄戰爭 

35.下列何地方，在民國初年的時候為繁華都市的表徵，在開放通商之後，迅速成為中國南北與中外貿易的

總匯，引進自來水、電燈、汽車等器物？ 

    (A)上海   (B)廣州   (C)南京   (D)北京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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