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年_____班  座號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段考二年級社會(歷史)科試題 
科目代號：06 

一、選擇題(每題二分) 

1. 章魚哥是生活在咸豐年間的知識份子，他可能目睹以下哪項歷史事件的發生？(A)清朝面臨瓜分風潮 (B)

太平天國的動亂到處肆虐 (C)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 (D)藩屬國越南被列強入侵。 

2. 哪一場戰爭的發生，刺激清朝進行「戊戌變法」？(A)中法戰爭 (B)甲午戰爭 (C)英法聯軍 (D)鴉片戰爭。 

3. 清代哪一位皇帝宣佈禁教之後，中西文化交流中斷，中國自此閉關自守？(A)清雍正 (B)清乾隆 (C)清道光 

(D)清康熙。 

4. 清代的小說《紅樓夢》原稱《石頭記》，許多學者及作家都給予極高的評價，請問紅樓夢的作者是誰？ 
(A)羅貫中 (B)吳承恩 (C)施耐庵 (D)曹雪芹。 

5. 圓明園有「萬園之園」稱號，集合中、西建築特色，園內亦珍藏許多珍寶，但卻在下列哪一場戰爭中被縱

火焚毀？ (A)甲午戰爭 (B)鴉片戰爭 (C)中法戰爭 (D)英法聯軍。 

6. 清末的積弱不振，使得中國的權益逐一喪失，請問下列那一項條約的簽訂，使得外國得以在通商口岸設廠，

讓中國本土工商業發展受阻？ (A)中英法天津條約 (B)中英南京條約 (C)中俄北京條約 (D)馬關條約。 

7. 蔡三林是個專業的導演，專拍清代史實劇，如果他要拍一幕「市場人生」的場景，請問哪一個是最符合他

的專業需求？ (A)交易過程中用寶鈔找錢給顧客 (B)女主角用買地瓜送玉米的促銷方式吸引顧客 (C)把攤

位移到首都南京生意會好點 (D)進京趕考的貢生和她交易。 

8. 清末自強運動期間，在中央負責推動改革的人為 (A)曾國藩 (B)清咸豐 (C)清光緒 (D)恭親王奕訢。  

9. 1860 年代的上海，發生了外國人槍殺中國人的社會案件，但外國人卻不用受中國法律的約束，而由其國家

法律來行使司法權。請問會造成此一現象是因為清朝賦予外國人何種特權？(A)租界 (B)協定關稅 (C)領事

裁判權 (D)片面最惠國待遇。 

10. 納鬥是明代的讀書人，如果他想求取功名，依序必須通過哪四關？(A)童試→會試→鄉試→殿試 (B)會試→

童試→鄉試→殿試 (C)鄉試→會試→殿試→童試 (D)童試→鄉試→會試→殿試 

11. 有一作家欲撰寫有關清光緒的傳記，下列哪一項資料不能採用？(A)任內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 (B)地方上

進行著自強運動 (C)主導戊戌政變 (D)重用康有為、梁啟超。 

12. 中國第一幅繪有經線與緯線的皇輿全覽圖是在哪一位皇帝主導之下繪製而成？(A)清世宗 (B)清聖祖 (C)

清道光 (D)清光緒。 

13. 十八世紀初外商只能透過下列哪一機構進行交易，並且不得與官方往來？(A)廈郊 (B)會館 (C)公行 (D)洋

行。 

14. 清末的自強運動，因為下列哪一個事件的發生而終止？ (A)甲午戰敗 (B)英法聯軍 (C)戊戌政變 (D)鴉片戰

爭。  

15. 明末清初在中國與美洲之間走出一條「海上絲路」的是哪一國家？(A)荷蘭 (B)英國 (C)西班牙 (D)葡萄牙。 

16.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因為攻擊哪一家學說，並四處破壞廟宇而引起人們的反感？(A)儒家 (B)道家 (C)墨家 

(D)法家。 

17. 李鴻章在清末的歷史上扮演一定的重要角色，請問下列何項不是他的事蹟？(A)代表中國簽訂馬關條約(B)

創立淮軍，協助平定太平天國之亂 (C)於上海創辦最大兵工廠「江南機器製造局」(D)推動戊戌變法。 

18. 清末的「百日維新」失敗之後，唯一被保留下來，沒有被廢止的是哪一政策？(A)廢除八股文 (B)精簡政府

機構 (C)設立京師大學堂 (D)設立總理各國事務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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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清末的太平天國之亂中，曾協助清朝平亂的列強有以下哪兩國？(A)日、英 (B)英、法 (C)法、俄 (D)俄、

德。 

20. 圖(一)和圖(二) 是清末時期對外開放通商港埠的演變情形，請問圖(一)變成圖(二)是發生哪一場戰爭？ 

   (A)英法聯軍 (B)鴉片戰爭 (C)甲午戰爭 (D)中法戰爭。 

    
 
 
 
 
 

               
             圖(一)                  圖(二)                

21. 承上題，圖(二)中最北方與最南方的通商口岸，依序為(A)廣州、福州 (B)上海、廣州 (C)廈門、寧波 (D)

廈門、上海。 

22. 明代的趙又停去江蘇的盛澤鎮遊玩，如果要買當地名產送朋友，請問他該買哪一項？(A)茶葉 (B)木雕 (C) 

青花瓷 (D)絲織品。  

23. 在馬關條約中，遼東半島原須割讓給日本，但因「三國干涉還遼」，使得中國可用白銀三千萬兩贖回。請

問三國是指？(A)美英俄 (B)俄德法 (C)英法俄 (D)美德法。 

24. 1872 年，是中國官派留學生的開始，雖然這批幼童學生只讀到高中畢業就被召回，無法繼續完成大學學業。

請問這批留學生是被派往哪一個國家？ (A)英國 (B)俄國 (C)法國 (D)美國。 

25. 清廷與列強的眾多戰役中，共有二次首都的淪陷，其中一次是八國聯軍，另一次則是 (A)瓜分風潮 (B)鴉

片戰爭 (C)第一次英法聯軍 (D)第二次英法聯軍。 

26. 十五世紀末地理大發現後，最早來到中國的是哪一個國家？(A)英國 (B)荷蘭 (C)西班牙 (D)葡萄牙。 

27. 傳教士馬雅各先生曾在臺南設立了全臺第一間西式醫院，也就是現今的新樓醫院。請問外國傳教士得以在

中國境內自由傳教、遊歷，是清朝在發生哪一場戰爭之後的事？(A)甲午戰爭 (B)英法聯軍 (C)鴉片戰爭 (D)

中法戰爭。 

28. 在清末的自強運動中，為了培養翻譯及外交人才，在北京設立何種機構？(A)同文館 (B)電報學堂 (C)福州

船政局 (D)總理各國事務衙門。 

29. 阮金添上網查詢關於「太平天國」的資料，請問下列哪一項資料不能採用？(A)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號召群眾 (B)攻佔南京為首都，並改名為天京 (C)在廣西的金田村起事 (D)實施天朝田畝制度，土地私有。 

30. 清末自強運動期間，列強紛紛占領中國的藩屬國，請問緬甸此一藩屬國的喪失，是遭到下列哪一強國的侵

略？(A)英國 (B)法國 (C)俄國 (D)日本。 

31. 承上題，此國會取得緬甸是利用哪一場戰爭的發生？(A)中法戰爭 (B)英法聯軍 (C)甲午戰爭 (D)鴉片戰爭。 

32. 清末時，列強的勢力由沿海深入內地，是何場戰爭造成的結果？(A)鴉片戰爭 (B)甲午戰爭 (C)中法戰爭 (D)

英法聯軍。 

33. 十八世紀英國試圖打破清朝通商限制，曾派使節阿美士德面覲哪位皇帝，最後卻因跪拜禮節的爭議無功而

返？(A)清雍正 (B)清乾隆 (C)清嘉慶 (D)清道光。 

34. 長達 14 年之久的太平天國之亂，對清朝各方面都造成深遠的影響，請問下列哪一項是它的影響？(A)由滿

人平亂，滿人地位更加提高 (B)太平天國嚴格實施一夫一妻，提高婦女地位 (C)借用地方軍隊平亂，地方

勢力開始壯大 (D)受外人協助，見識船堅炮利有助戊戌變法開展。 

35. 明末清初，外國傳教士將中國哪項物品傳回歐洲？(A)火藥 (B)造紙術 (C)印刷術 (D)園林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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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清廷為了平定太平天國之亂，任命何人在湖南組湘軍，以對抗太平軍？(A)奕訢 (B)曾國藩 (C)左宗棠 (D)

李鴻章。 

37. 清末的自強運動是中國第一個洋務運動，關於此運動的敘述下列選項何者正確？(A)全國上下齊心推動改革 

(B)當時面對著內憂太平天國，外患瓜分風潮 (C)改革內容僅停留在制度層面 (D)台灣在這期間設立西式學

堂。 

二、題組(每題二分) 

(一)右圖分為九個地區，用甲至壬表示，請回答下列問題： 

38. 清末的瓜分風潮，德國率先強佔那一區塊？ (A)乙 (B)丙 (C)丁 (D)戊。 

39. 承上題，德國租借的港灣是 (A)旅順 (B)廣州灣 (C)膠州灣 (D)威海衛。  

40. 日本在中國所畫分的勢力範圍，是在哪一區域？ (A)丁 (B)戊 (C)庚 (D)

壬。 

41. 承上題，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使中國免於被瓜分的是 (A)俄國 (B)英國 (C)美國 (D)法國。 

(二)清末以來簽訂許許多多的條約 (甲)璦琿條約 (乙)馬關條約 (丙)中俄北京條約 (丁)中英南京條約 (戊) 中

英法天津條約  (己)中英法北京條約。請根據以上代碼回答下列問題： 

42. 近代中國第一個不平等條約 (A)甲 (B)丁 (C)戊 (D)己。 

43. 清末喪失領土最多的條約 (A)甲 (B)乙 (C)丙 (D)丁。 

44. 承上題，喪失哪一片領土？(A)九龍司 (B)台灣、澎湖 (C)黑龍江以北 (D)烏蘇里江以東。 

45. 哪一條約割讓香港，至 1997 年才回歸？ (A)乙 (B)丙 (C)丁 (D)己。 

46. 因朝鮮問題而簽訂的條約為 (A)甲 (B)乙 (C)戊 (D)己 

47. 上列條約簽訂的順序，正確組合是 (A)乙丙甲戊 (B)己戊甲丙 (C)己甲丙乙 (D)甲戊己丙 

(三) 中國的「科舉制度」源遠流長，影響中國甚深。請問 

48. 首創科舉考試是哪一朝代？(A)唐代 (B)隋代 (C)明代 (D)魏晉南北朝。 

49. 科舉制度中的「八股文」取士，源於(A)宋代 (B)元代 (C)明代 (D)清代。 

50. 首先廢除八股文取士的皇帝是哪一位？(A)道光 (B)咸豐 (C)同治 (D)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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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_____班  座號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段考二年級社會(歷史)科解答單 
一 

1-10   BBADD  DBDCD 

11-20 CBCAC  ADCBB 

21-30  BDBDD  DBADA 

31-40  ADCCD  BDCCB 

41-50  CBACC  BDB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