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頁續答】 

台北縣樹林高中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段考中二歷史科試題 

命題範圍:翰林版第三冊第 5 章~第 6 章 

1.「陳橋兵變,趙宋當家」代表下列那一紛擾局面的
結束? 
(A)春秋戰國 (B) 五代十國 (C)三國 (D)魏晉南北
朝 
2.宋太祖改革並加強中央集權，徹底解決了唐中葉
以來的哪個問題? 
(A)宦官 (B) 外戚(C) 民亂 (D) 藩鎮 
3.宋代積弱且外患頻仍，其外患以哪三國為主? 
(A)匈奴、氐、羌(B)突厥、匈奴、蒙古(C)日本、朝
鮮、越南(D)遼、西夏、金 
4.宋代國勢積弱不振，對邊疆民族的侵擾通常以「
歲幣」來換取屈辱的和平，首開此種惡例的是哪一
位帝王?  
(A)宋太宗 (B)宋仁宗 (C) 宋高宗 (D)宋真宗 
5五代時，哪個國家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導致
北宋無險可守? 
(A)後梁 (B)後唐 (C)後晉 (D)後周。 
6.下列哪一事件的發生，開啟了宋遼之間外交的對
等地位? 
(A)澶淵之盟 (B)紹興和議 (C)蒙古滅金 ( D)陳橋兵
變 
7.下列哪一件史實發生之後，結束五代以來多個政
權並存的局面? 
(A)蒙古西征 (B)蒙古滅金 (C)北宋立國 (D)蒙古滅
南宋 
8.蒙古崛起後，先後滅掉那些政權，統一天下? 
(A)西夏→南宋→金(B)西夏→金→南宋(C)金→西夏
→南宋(D)南宋→金→西夏 
9.宋代的「理學」思想是將下列那些宗派的觀念注
入儒學? 
(A)佛教、道家 (B)道家、法家 (C)基督教、佛教 ( D)
景教、佛教 
10.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為何? 
(A)《資治通鑑》 (B)《史記》 (C)《漢書》 (D)《後
漢書》 
11.(甲)驛站(乙)交子(丙)市舶司(丁)夜市。以上哪些
名詞可反映出宋代經濟的繁榮?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12.中國歷史上，那一都城最早取消「坊市制度」，
因而不見宵禁，「夜市」到處可見?  
(A)唐朝長安城 (B)北宋汴京城 (C)南宋臨安城 (D)
明朝北京城 

13.在元朝中期後，哪一本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定
本? 
(A)《論語》 (B)《四書集註》 (C)《史記》 (D)《資
治通鑑》 
14.西方因下列那一民族得以接觸到「火藥」? 
(A)蒙古人 (B)女真人 (C)阿拉伯人 (D)契丹人 
15.唐宋時期阿拉伯人將那些中國科技西傳? 
(A)火藥、絲綢 (B)絲綢、造紙術 (C)造紙術、指南
針 (D)印刷術、造紙術 
16.中國最早使用的紙幣為何?(A)交子 (B)會子 (C)
銀元 (D)寶鈔 
17.「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與下列那一
制度有關? 
(A)封建制度 (B)九品官人法 (C)科舉制度 (D)舉薦
孝廉 
18.下列哪位人物不但是皇帝，也是出名的藝術家? 
(A)明太祖 (B)成吉思汗 (C)明成祖 (D)宋徽宗 
19.岳飛《滿江紅》:「…….靖康恥，猶未雪，臣子
恨，何時滅?.....笑談渴飲匈奴血…..。」中的「匈奴」
應是指下列何者? 
(A)契丹人 (B)女真人 (C)匈奴人 (D)蒙古人 
20.在元朝統治下，最受到歧視的是那些階級?  
(A)蒙古人、色目人 (B)色目人、南人 (C)漢人、南
人 (D)蒙古人、漢人 
21.宋元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占有何種地位? 
(A)兼容並蓄，文化互相交流 (B)傳統科學技術的高
峰期 (C) 奠定中國版圖的基礎 (D)學術思想史上
的黃金時期 
22.王安石的變法雖頗有治績，但最後仍失敗，甚至
引發什麼事件造成宋朝政治更加惡化?  
(A)藩鎮割據 (B)牛李黨爭 (C)東林黨爭 (D)新舊黨
爭 
23.宋代時，堪稱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家是下列何人? 
(A)沈括 (B)郭守敬 (C)宋應星 (C)張擇端 
24.中國優禮文人的傳統，由於明太祖的那一措施而
蕩然無存? 
(A)嚴懲貪官污吏 (B)廢除丞相制度 (C)設錦衣衛 
(D)廷杖、文字獄 
25.明神宗時，張居正藉由「按畝徵銀」以改善社會
經濟。請問：此種制度稱為什麼?  
(A)一條鞭法 (B)方田均稅法 (C)兩稅法 (D)青苗法 
 



【試題結束】 

26.我們現在常吃的玉米、番薯是明代從何地傳入
的?  
(A)亞洲 (B)非洲 (C)澳洲 (D)美洲 
27.明代中葉以後，進行交易買賣時，是以何物做為
主要的貨幣? 
(A)交子 (B)白銀 (C)會子 (D)寶鈔 
28.何人因衝冠一怒為紅顏，引清兵入關，幫助了清
王朝的建立? 
(A)李自成 (B)吳三桂 (C)尚可喜 (D)耿繼茂 
29.清朝政府運用何種治術，維持了長達兩百六十多
年統治?  
(A)高壓 (B)懷柔 (C)恐嚇 (D)高壓與懷柔並濟 
30.明清的科舉制度層次，請依順序排列，下列何者
正確? 
(A)鄉試→童試→會試→殿試 (B)童試→鄉試→會
試→殿試 (C)童試→鄉試→殿試→會試 (D)童試
→會試→鄉試→殿試 
31 下列哪一本書被外國學者譽為「中國十七世紀的
工藝百科全書」?  
(A)《本草綱目》 (B)《傷寒雜病論》 (C) 《天工
開物》 (D) 《夢溪筆談》 
32.下列哪一本書被譽為「東方藥學巨典」，也是幾
千年來中國藥物學的總結? 
(A)《本草綱目》 (B)《天工開物》 (C)《夢溪筆
談》 (D)《魚鱗圖冊》 
33.中國歷史上首次將臺灣本島納入版圖的是哪個
朝代? 
(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清朝 
34.滿清入關後，到下列哪一件事後，才真正穩定政
權? 
(A)滅流寇 (B)攻滅南明 (C) 攻克臺灣 (D) 平三
藩之亂  
35.(甲)蒙古(乙)契丹(丙)匈奴(丁)女真，以上邊族中
曾入主中原且統一中國 
的有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36.明清兩代的統治措施有何相似之處? 
(A)均薙髮留辮 (B)均種族歧視 (C)均興文字獄 
(D)均設特務機關 
37.明末來華的西方國家，以下列何者最早?  
(A)葡萄牙 (B)西班牙 (C)荷蘭 (D)英國 
38. 「八股取士」束縛文人思想，始於何時，終於
何時? 
(A)明初、清末 (B)唐宋、明清 (C)宋元、民國 (D)
周秦、明清 

39.周杰倫的暢銷金曲:「月色被打撈起，暈開了結
局，如傳世的青花瓷自顧自美麗」。請問:歌詞中的
「青花瓷」應是那一朝代的工藝品? 
(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清朝 
40.承上題，又以何地所生產的瓷器馳名世界?  
(A)朱仙鎮 (B)景德鎮 (C)盛澤鎮 (D)越州 
41.今日的長城，是那一個朝代所建築的?  
(A) 秦 (B)漢 (C)明 (D)清 
42.中國華僑今日在東南亞的社會、經濟基礎，奠定
於下列那一朝代? 
(A)唐 (B)宋 (C)元 (D)明 
43.明朝中葉至盛清，哪一地區商人以善於經商聞名
全國?  
(A)徽州 (B)南京 (C)陝西 (D)四川 
44.近代中國的疆域版圖奠定於下列那一朝代? (A)
漢 (B)唐 (C)明 (D)清 
45.明末清初，促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何? 
(A)天主教的傳教士 (B)佛教的高僧 (C)義大利的商
人 (D)阿拉伯的商人 
46.下列那一本書的出現，代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成
果? 
(A)《幾何原本》 (B)《夢溪筆談》 (C)《天工開物》 
(D)《本草綱目》 
47.造成明初與清初海禁的原因各為何? 
(A)流寇、台灣明鄭 (B)三藩、倭寇 (C)倭寇、台灣
明鄭 (D)荷蘭、西班牙 
48.導致中國對外交流中斷，使中國落後西方一百年
的關鍵人物為下列何者?  
(A)明神宗 (B)清聖祖 (C)清世宗 (D)清高宗 
49,中國宋、元以來發達的海上貿易，後來轉變為官
方掌握的「朝貢貿易」，其主要原因為何? 
(A)新航路發現後，歐人東來 (B)明太祖實施「海禁
政策」 (D)鄭成功在台灣抗清 (D)清聖祖實施「海
禁政策」 
50.下列關於明清小說的作者配對，何者正確?  
(A)《三國演義》一 陳壽 (B)《水滸傳》一 吳承恩 (C)
《西遊記》一 施耐庵 (D)《紅樓夢》一曹雪芹  
 
 
 
 
 
 
 



台北縣立樹林高級中學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二年級歷史科 

第三次段考試題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D D C A D B A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B B A C A C D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A D A D B B D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A D C D C A A C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D A D A A C C B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