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歷史 1 ※背面還有題目※ 

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二年級歷史科試題卷 

一、選選題：60％（每題 2 分）  

 1.阿嘉看到一首唐詩寫道：「…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代表王、謝姓世族的沒落，這和那一制度廢除有關？  
(A)科舉制度 (B)封建制度 (C)舉孝廉制度 (D)九品官人法。 

 2.類似今日的海關，唐朝設置「市舶司」來管理海上貿易。請問：唐朝最早將此機構設於何處？  
(A)長安 (B)泉州 (C)廣州 (D)洛陽。 

 3.隋唐時期，均出現著名君主，開創出安居樂業的盛世。請問：(甲)開元之治 (乙)開皇之治 (丙)貞觀之治。依時間順序

排列應為？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丙甲 (D)丙乙甲。 
 4. (甲)秦始皇 (乙)劉裕 (丙)曹丕 (丁)司馬炎 (戊)楊堅。以上這些歷史人物，那些曾經將分裂時代合為一統的？ 

(A)甲乙丁 (B)甲丁戊 (C)乙丙丁 (D)丙丁戊 
 5.傳統中國人重視「門當戶對」，這種講究身分社會的形成，「最早」從何時演變而來？  

(A)漢朝 (B)魏晉南北朝 (C)隋朝 (D)唐朝。 
 6.歷史課中，老師論道：「五胡中，亡西晉者為○，統一北方諸胡者，為□」。請問老師所說的：「○和□」各代表何族？

(A)鮮卑、匈奴 (B)氐、匈奴 (C)匈奴、鮮卑 (D)羯、羌。 
 7.南京是中國歷史上的古都、風景秀麗、地靈人傑。請問中國歷史上最早在此建國都的是何朝？  

(A)孫吳 (B)東晉 (C)隋 (D)宋（南朝）。 
 8.若以曲線表示唐朝國勢盛衰，請問右圖(一)中的「甲」點應是那一位皇帝在位時期？ 

(A)太宗 (B)玄宗 (C)武后 (D)高宗。 
 9.米倫利用假日到歷史博物館，參觀「敦煌石窟佛像特展」，這種文化藝術影響中國千

餘年之久，此石窟建築最早起源於何時？  
(A)魏晉 (B)秦漢 (C)隋唐 (D)春秋戰國。 

10.寶弟整理中國歷史上唐朝衰亡的原因，將內容敘述如下：(甲)宦官亂政 (乙)八王之亂 (丙)牛李黨爭 (丁)女皇篡唐 (戊)
藩鎮割據。請問上述寶弟整理資料中，何者是正確的？  
(A)甲乙丁 (B)乙丙戊 (C)乙丙丁 (D)甲丙戊。 

11.中國「南北朝」時代是處於政治上大分裂的時期，大雄將南北朝政權的開始作一簡格，如 

請問「甲」區應填入那一正確朝代？ (A)孫吳 (B)東晉 (C)宋 (D)陳。 
12.花田喜歡閱覽中國歷史人物傳記，發現下列人物如：(甲)曹操 (乙)楊堅 (丙)劉裕 (丁)司馬睿 (戊)司馬炎 

以上那些是以權臣篡奪政權建立新朝代者？ (A)甲乙丁 (B)乙丙戊 (C)丙丁戊 (D)乙丁戊。 
13.陳林生於初唐時長安城的世家大族裡，年青時在朝廷任職，下列那一選項是他可能「無法」經歷到的現象？ (A)在朝

廷裡和考試出身的平民官員共事 (B)搭乘運河到江南旅遊 (C)住家旁的市場，沒有營業時間限制，購物非常方便 (D)
在城內看到遠從日本來的「遺唐使」認真學習大唐文化。 

14.歷史上有「西周」、「東周」、「西漢」、「東漢」、「西晉」、「東晉」，其中政治中心偏處於江南的是？ 
(A)東晉 (B)東漢 (C)西晉 (D)西周。 

15.丫丫蒐集一位君主的生平資料，如下：(甲)玄武門之變 (乙)知人善任 (丙)平定東突厥 (丁)被尊封為「天可汗」，請問

丫丫所整理的資料應是指那一位國君？ (A)隋文帝 (B)武則天 (C)唐太宗 (D)唐玄宗。 
16.歷史老師講授唐朝歷史要求同學對「安史之亂」和「黃巢之亂」作一比較，平平所整理出來的資料如下表： 

甲 經過 兩者都有攻下洛陽，長安城 
乙 結果 戰火均遍及大江南北 
丙 性質 兩者均是官兵起事 

丁 平定者 
安史之亂－朱溫平定 
黃巢之亂－郭子儀平定 

戊 影響 兩者亂平後，大唐帝國迅速亡國 
以上資料，平平「抄錯」有幾項？ (A)一項 (B)二項 (C)三項 (D)四項。 

17.ＱＱ上網查到一份人口資料如圖(二)，發現在西元四世紀初，中國長江中下游流域，人 
口意外暴增，請問此時期中國歷史發生何件大事？  
(A)八王之亂 (B)五胡亂華 (C)黃巾之亂 (D)黃巢之亂。 

18.承上題，大批人士移至江南促進經濟的繁榮，請問那一時期是中國經濟重心往南移的關鍵時期？ 
(A)魏晉南北朝 (B)秦漢 (C)隋唐 (D)三代。 

19.中國考古學家在現在的西安近郊挖掘出一堆古物，其中有一批陶器白色為底，上有黃、綠、褐三種彩釉、流融其中，

請問出土的陶器應是那一朝代所製？ (A)商 (B)周 (C)漢 (D)唐。 
 

北朝：〈北魏〉

南朝：〈甲〉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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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醫聖－張機；詩聖－杜甫；畫聖－「？」，請問「？」的稱號人物應指何人？  
(A)吳道子 (B)顏真卿 (C)柳公權 (D)李白。 

21.歷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長達三百多年的魏晉南北朝中，曾短暫統一中國的朝代是？  
(A)西晉 (B)隋 (C)北魏(D)東漢。 

22.某一電影的場景…「地點：洛陽街頭，經過：一群驚恐的百姓正圍著談論，北方胡人入城將皇帝群臣擄走之事，沒多

久，遠處大批胡人正騎馬奔馳而來……」請問此場景在拍攝歷史那一事件？  
(A)黃巾之亂 (B)赤壁之戰 (C)永嘉之禍 (D)安史之亂。 

23.小杰到中國大陸旅遊，拍了很多相片回來，其中如右圖(三)石碑中的景教何時傳入中國？ 
(A)唐朝 (B)隋朝 (C)南北朝 (D)漢朝。 

24.小米從《世界文化史》一書中，看到一幅圖描繪，西元八世紀，中國有一座城市街道上人來人往，店鋪

裡陳列各式本國異國的貨品，穿著細腰窄袖的本國少女，正欣賞花市裡漂亮的牡丹花，酒樓中本國外國

人士雜沓，好不熱鬧．請問上述這幅圖最有可能描繪那一座城市？ (A)敦煌 (B)拉薩 (C)平城 (D)長安。 
25.「巾幗不讓鬚眉」，唐朝出現中國唯一的女皇帝，她是指何人？ (A)賈南風 (B)慈禧太后 (C)武則天 (D)楊貴妃。 
26.承上題，下列那一項「不是」這位女皇帝的事蹟？  

(A)改國號為周 (B)在朝廷中有嚴重的士人黨爭 (C)廣開科舉，積極提拔人才 (D)在位時是唐朝盛世時期。 
27.亭亭喜歡將歷史古今名稱作一比較，如「長安←→西安」，下列那一配對才是正確？  

(A)建康←→洛陽 (B)大秦←→蒙古 (C)大食←→阿拉伯 (D)新羅←→新疆。 
28.阿志和班上同學談論曹操「挾天子以令諸侯」的故事，其中所談論的「天子」，是指何人？ 

(A)蜀漢劉禪 (B)東漢獻帝 (C)東漢明帝 (D)東漢光武帝。 
29.「漁陽鼙鼓動地來，驚破霓裳羽衣曲……」這是白居易的一首詩，敘述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戀離合故事，但卻因那一

亂事而寫下完結篇？ (A)黃巾之亂 (B)黃巢之亂 (C)永嘉之禍 (D)安史之亂。 
30.劉裕和東晉政權結束的關係和下列那一組配對相似？  

(A)曹操－曹魏 (B)孫權－蜀漢 (C)李淵－唐 (D)楊堅－北周。 

二、題組：40％（每題 2 分） 
(一)莎莎觀賞「話說三國」的教學錄影，看完後對三國歷史印象更加深刻，附上如圖(四)，並寫

下一些心得報告，請問： 
31.下列有關三國歷史敘述，莎莎寫的在那一項敘述「錯誤」？  

(A)諸葛亮輔佐「丙」，躹躬盡瘁，死而後已 
(B)三國時代，在「A」（赤壁）發生戰爭，「甲」方兵敗而返 
(C)「甲」最後由權臣司馬炎所滅 
(D)三國中立國最晚，也是最後亡國者是「乙」 

32.三國鼎立的局面，是在那一件史事發生後確立？ 
(A)劉備聯合「乙」北攻「甲」 (B)劉裕篡「乙」自立為帝  
(C)曹丕篡漢，建立「甲」  (D)曹操由「甲」南下滅「乙」「丙」 

33.所謂魏晉時期，歷史上所說「魏」是指圖中何處為正統？ (A)甲 (B)乙 (C)丙 

(二)歷史上有「竹林七賢」稱號的七位名士，其中有一位劉伶者，平日嗜酒，在家不穿衣服，自稱把房子當衣服，將天地

視為屋宇，行徑怪異，常與阮籍向秀等聚於竹林間，飲茶品酒、高談闊論，崇尚玄理。請問： 
34.清談風氣盛行何時？ (A)春秋戰國 (B)秦漢 (C)魏晉南北朝 (D)隋唐。 
35.當時士人因著重清談，在行為上出現那些特色？ (甲)個性解放，不務正業(乙)自命清高，蔑視禮教(丙)產生一種消極的

人生觀(丁)憂國憂民，把天下興亡當作自己的責任。 
以上正確的選項有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丁。 

36.清談所談之內容，謂之「三玄」，下列那一項不是談玄的主要內容？  
(A)《易經》 (B) 《老子》 (C)《莊子》 (D)《禮記》。 

(三)唐朝詩人杜牧《江南春》這首詩中，曾描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樓台煙雨中」反映了魏晉南北朝，佛教盛行

的情況。請問： 
37.根據史書記載，佛教「何時」從「何地」傳入？ (A)東漢末年；印度 (B)秦；羅馬帝國 (C)西漢末年；西域 (D)

唐朝；日本。 
38.何以魏晉南北朝佛教盛行？ (甲)政局動亂、社會不安 (乙)對儒學文化的重視 (丙)帝王提倡 (丁)佛經翻譯；以上那些

是主要因素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丁。 
39.南朝那位皇帝曾好佛到三次捨身出家，被喻為「菩薩皇帝」？ (A)梁武帝 (B)晉武帝 (C)隋文帝 (D)宋武帝。 
40.唐朝時佛教在中國大放異彩，下列那一選項和此「沒有」任何關連？ (A)玄奘 (B)鑑真 (C)禪宗 (D)摩尼教。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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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四)事嘖一：首都從平城遷至洛陽 
事蹟二：鼓勵胡漢通婚 
事蹟三：將拓跋氏改為元氏。請問： 

41.上述所談的事蹟，是那位君主所實行的漢化政策？ (A)唐太宗 (B)北魏孝文帝 (C)晉懷帝 (D)隋煬帝。 
42.五胡原屬於草原民族，他們和漢人的農業民族以何處作一界線？ (A)黃河 (B)長城 (C)西域 (D)洛陽。 

(五)毛毛記憶中，童年時期，常和阿嬤參加廟會進香團，到各地廟宇參訪，印象中他到過「天師宮」、「關帝廟」、「天后宮」，

阿嬤更喜歡講述濟公、何仙姑等八仙過海的故事，並且告訴他：「我們家中信仰可是源於中國本土宗教唷！」今年 2009
高雄世運，開幕式中，毛毛看到台灣著名的「電音三太子」表演活動，讓他興奮莫名。請問： 

43.依以上所述，毛毛家中信仰偏向那一宗教？ (A)佛教 (B)回教 (C)道教 (D)基督教。 
44.承上題，下列對這宗教的敘述，何者為非？ 

(A)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先有道教，後有佛教。 
(B)張陵創五斗米道、張角創太平道。 
(C)以符水、符書替人治病降魔，深得一般民眾信仰。 
(D)魏晉後，因吸收老莊思想流傳到統治階級信仰。 

(六)大唐帝國武功強大，文化燦爛又多元，遠被四方，對亞洲各國有其深遠的影響，

如圖(五)，請問： 
45.大量學習唐文化,舉凡曆法、儒學、佛教，因而有「君子國」之稱的國家，位於圖

中那一區？ (A)乙 (B)戊 (C)丁 (D)己。 
46.唐太宗時，吐蕃向唐室求婚，太宗以宗室之女文成公主和親，促成了文化的交流，

吐蕃位於圖中那一區？ (A)乙 (B)壬 (C)庚 (D)辛。 
47.日本孝德天皇實行「大化革新」，日本文字中的「片假名」是採用中國何種書體偏旁而成？ 

(A)小篆 (B)隸書 (C)草書 (D)楷書。 
48.唐玄宗時，在怛羅斯之役被大食人打敗，造成中國科技－「□」西傳，後來又輾轉至歐洲，促進歐洲文明，請問「□」

應填入正確答案為？ (A)絲絹 (B)火藥 (C)指南針 (D)造紙術。 

(七)隋代立國雖短，但其建設事業，卻為唐朝奠下盛世基礎，尤其是運河的開鑿，維繫

隋唐經濟命脈，請依右圖(六)回答下列問題： 
49.李將軍駐紮首都，有一天被皇上奉命前往征伐高麗，為方便運送兵員、糧草，他應

利用那些運河來輸送？  
(A)丙（通濟渠）→戊（邗溝） (B)丁（江南河）→戊（邗溝） 
(C)甲（廣通渠）→乙（永濟渠）(D)乙（永濟渠）→丙（通濟渠） 

50.在上述運河中，唯一東西走向，也是隋文帝時開鑿的是那一運河？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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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國中 98 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二年級歷史科解答單 

一、選選題：60％（每題 2 分）  

11-10 ＤＣＣＢＡ ＣＡＢＡＤ 

11-20 ＣＢＣＡＣ ＤＢＡＤＡ 

21-30 ＡＣＡＤＣ ＢＣＢＤＤ 

二、題組：40％（每題 2 分） 

31-40 ＢＣＡＣＡ ＤＣＣＡＤ 

41-50 ＢＢＣＡＣ ＢＤＤＣ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