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立二水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歷史科 試卷
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選擇題(每題 2 分，答案以劃卡方式呈現)
1. 東漢末年，群雄並起。其中何人在獻帝時「挾天子以令
諸侯」？(A)曹操 (B)劉備 (C)孫權 (D)曹丕。

14. 唐玄宗時，因西域藩國石國「無番臣禮」
，唐朝安西節度
使高仙芝領兵爭討，因此引發大食的阿拔斯王朝與唐朝

2. 西晉建國之後，大封宗室為王，最後在晉惠帝時爆發諸

軍隊激戰。最後唐朝軍隊戰敗，眾多士兵被俘，其中包

王內鬥，宗室相爭的什麼事件，導致國家元氣大傷，給

括一些專業工匠，因此造成中國文化西傳。根據上述內

予邊境胡人叛變的機會？(A)赤壁之戰 (B)八王之亂 (C)

容中「中國文化西傳」所指可能為下列何者？(A)文字

永嘉之禍 (D)玄武門之變。

(B)造紙術 (C)佛教 (D)儒學。

3. 下列那個時代是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關鍵時代？(A)秦
漢 (B)魏晉南北朝 (C)隋朝 (D)唐朝。
4. 曹魏時期推行什麼任官制度，以家世、才能、品德，作
為評分標準，評定士人等級，並且依據士人等級作為政
府任官的依據？(A)封建制度 (B)察舉制度 (C)九品官人
法 (D)科舉考試。
5. 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吸收什麼思想，逐漸流行於統治

15. 司馬炎創建的西晉與楊堅創建的隋朝，在中國歷史發展
的脈絡上都具有下列哪一項特徵？(A)結束多國並立的
局面 (B)創立平民稱帝的典範 (C)造成南北分立的局面
(D)確立胡漢融合的基本國策。
16. 許小喵到博物館參觀展覽某一主題特展，導覽手冊上有
白馬寺、雲岡石窟、莫高窟的照片，也有玄奘《大唐西
域記》的導讀。請問：下列何者亦可放入這一本導覽手

階層，一度成為北魏國教？(A)孔孟思想 (B)法家思想

冊之中？(A)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B)禪宗的傳播路線

(C)墨家思想 (D)老莊思想。

(C)張天師用以驅邪治病的符咒 (D)回教經典《古蘭經》
。

6. 下列何人擅長山水、人物畫，被稱為「畫聖」？(A)顏真
卿 (B)李白 (C)柳公權 (D)吳道子。
7. 下列何者因全力模仿中國漢字、儒學與佛教，因而有「君
子國」之稱？(A)新羅 (B)日本 (C)吐蕃 (D)大食。
8. 下列那個宗教在隋唐時期，逐漸與中國文化相互融合，
因而出現中國化的現象？(A)景教 (B)道教 (C)佛教 (D)
摩尼教。

17. 「魏晉南北朝以來，各朝對江南經濟依賴程度逐漸提
高，因此當王朝發生動亂，使得江南經濟生產區受到破
壞，甚至間接導致王朝滅亡。」請問：上述的說明最適
合作為下列哪一史事的註解？(A)黃巾之亂 (B)永嘉之
禍 (C)安史之亂 (D)黃巢之亂。
18. 有一個介紹日本的節目提
到：「日本在西元八世紀興建

9. 那個皇帝在位之時，全國呈現一片富強康樂的景象，史

的奈良平城京，是仿效當時中

稱「開皇之治」？(A)隋文帝 (B)隋煬帝 (C)唐太宗 (D)

國的都城而建造，城中街道呈

唐玄宗。

現類似棋盤樣式，住宅區與商

10. 唐太宗之時，因為擊滅那個國家，聲威大震，西北各族

業區也有所區隔。經過歷史學

君長紛紛歸順，並且向唐太宗獻上「天可汗」的尊號？

家的努力，終於將當時平城京

(A)東突厥 (B)吐蕃 (C)高麗 (D)大食。

的街道圖（如右圖）呈現在觀眾眼前。」依此推斷，日

11. 隋朝的哪一項建設，貫通南北經濟交通，成為維繫隋唐
帝國的經濟命脈？(A)大興城 (B)馳道 (C)運河 (D)絲
路。

本的平城京最有可能仿效下列何者而建？(A)西周的鎬
京 (B)西漢的長安 (C)曹魏的洛陽 (D)唐朝的長安。
19. 老師用右圖說

12. 唐朝對外貿易興盛，許多外國商人來到中國從事貿易活

明中國某朝代

動。這些來到中國貿易的外國商人，何者掌握了當時的

外國人來華情

海上貿易？(A)阿拉伯 (B)突厥 (C)吐蕃 (D)日本。

形，同時又舉出

13. 唐太宗時文成公主遠嫁何地，將中國佛教、儒學、農耕
技術帶入該地？(A)吐蕃 (B)新羅 (C)日本 (D)突厥。

該朝代中國向
外活動的例子，該例子最不可能為下列何者？(A)張騫通

西域 (B)文成公主遠嫁吐蕃 (C)玄奘西行取經 (D)唐太
宗擊滅東突厥。

26. 魏晉南北朝在中國上是一個分裂的時代，政權更迭頻
繁，但文化思想卻是豐富燦爛，有關此一時期的文化思想

20. 北魏最後分裂為「東魏」與「西魏」
。請問：促成北魏分

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A)諸子百家爭鳴，以儒道墨法

裂的主因為何？(A)漢化程度差異 (B)胡漢民族的衝突

影響最大 (B)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C)盛行談論虛玄哲理

(C)外戚宦官的爭權 (D)邊疆民族入侵。

的「清談」(D)佛教盛行，出現中國化的現象。

21. 侯孝賢的電影《刺客聶影娘》
，描述河朔三鎮的魏博藩鎮

27. 右圖描繪中國某一朝

的領袖田季安佔據地方，作風殘暴。聶影娘從小被道姑

代的官員正在接待來

訓練成頂尖殺手，暗殺節度使，來解決這個時代的紛爭。

訪使節的情況，根據圖

然而聶影娘終究無法痛下殺手刺殺自己兒時的青梅竹

片內容判斷，此朝代最

馬—田季安。請問：侯孝賢的這部電影的時代背景，最

可能是下列何者？(A)

有可能為下列何者？(A)隋煬帝三征高麗，勞民傷財 (B)

漢朝 (B)曹魏 (C)西晉 (D)唐朝。

玄武門之變，政治動蕩不安 (C)永嘉之禍中原殘破 (D)
安史之亂後，地方擁兵自重。
22. 許小喵在《漫畫中國史》看到如下圖的漫畫。請問：
漫畫所描述的制度出現的主因為何？

28. 「孫吳、東晉、宋、齊、梁、陳」歷史學家稱之為「六
朝」。請問：六朝在中國歷史上有何貢獻？(A)開發江南，

是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關鍵 (B)促進胡漢融合，奠定隋
唐盛世的基礎 (C)帝王提倡佛教，有助於佛教中國化
(D)藩鎮割據的延續，列國分崩離析。
29. 李白作品：「五陵少年金市東，銀安白馬度春風。落花踏
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請問：此詩所描寫的社會
概況，最接近下列何者？(A)超脫現實，崇尚虛玄哲理 (B)

胡漢融合，兼容並蓄 (C)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D)
(A)貨幣的統一 (B)銅錢鑄造技術進步 (C)銅錢過重且
攜帶不便，不利貿易 (D)國內貿易往來不便。
23. 海宴《琅琊榜》這部小說是參考「南朝梁」的虛構世界觀。

胡漢對立。
30. 某學者將漢朝至唐
朝末年，社會門第階

因此，小說當中有許多的元素與歷史事實是相符合的。請

級的發展分為四個階

問：下列何者最有機會出現在《琅琊榜》一書之中？(A)

段（如右表）
。請問：

科舉考試制度 (B)讀書人之間相互「清談」 (C)洛陽白馬

促成魏晉南北朝世族

寺的落成 (D)胡漢相互融合的漢化運動。

地位由「形成期」進

東漢

世族萌芽期

曹魏～西晉

世族形成期

東晉～南朝前期

世族鼎盛期

南朝後期～唐朝

世族沒落期

末年

24. 唐朝共有 20 位皇帝，但僅有 5 位是以嫡長子的身份而繼承

入「鼎盛期」的主要原因為何？(A)察舉制度的施行 (B)

皇位，嫡長子繼承皇位的比例僅有 25％，其餘 15 位則以

九品官人法的施行 (C)科舉制度的開始 (D)清談風氣的

政變的方式繼承皇位。而玄武門就發生了四次的政變。請

盛行。

問：下列何者開啟上述皇位繼承現象的首例？(A)貞觀之治

(B)安史之亂 (C)玄武門之變 (D)黃巢之亂。
25. 洛陽，東漢、曹魏、西晉的

＊請閱讀下列文章，回答下列二題：
元朝王實甫的《西廂記》，是中國家喻戶曉的愛情故
事。其內容取材於唐朝詩人元稹所寫的傳奇《會真記》
（又

首都，是當時中國重要的城

稱《鶯鶯傳》），王實甫將其改編為雜劇，被稱為「元雜劇

市。但隨著北方的戰亂，居住

的壓卷之作」。

在洛陽的人們開始遷徙。請

《西廂記》內容敘述唐朝貞元年間，窮書生張君瑞與

問：右圖中的哪條遷徙路線，

已故崔丞相的女兒崔鶯鶯一見鍾情，崔鶯鶯不惜突破禮教

最有可能是魏晉南北朝時

追求愛情，因崔家乃當時的五大姓（李、崔、鄭、盧、王）

期，洛陽人們的遷徙方向？(A)甲 (B)乙 (C)丙 (D)丁。

之一，崔母因傳統門當戶對觀念強烈，嫌棄張君瑞出身寒

門，配不上崔鶯鶯，強烈反對兩人結婚。最後因兩人愛情

國最有可能是何人擔任皇帝時期？(A)隋文帝 (B)唐太

堅貞，加上張君瑞最後因為高中狀元，崔母終於同意兩人

宗 (C)武則天 (D)唐玄宗。

婚事。

34. 依據引文以及上表人口資料，結合自己的歷史知識判

31. 文中提及的門第觀念，最可能是延續中國哪一時期的風

斷，何事造成西元 755 到 760 年人口的銳減？(A)隋朝末

氣而來？(A)漢朝 (B)魏晉南北朝 (C)隋朝 (D)唐朝。

年天下大亂 (B)安史之亂 (C)黃巢之亂 (D)八王之亂。

32. 根據上文，男女主教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是因為當時

35. 下列何者不是西元 755 年後唐朝政府所遭遇到的危機？

實施了哪一種選才制度，使得出身寒門的張君瑞得以翻

(A)外戚干政 (B)宦官干政 (C)牛李黨爭 (D)藩鎮割據。

身？(A)九品官人法 (B)科舉制度 (C)察舉制度 (D)封建

＊請閱讀下列文章，並回答下列二題：

制度。

中國有一個朝代得力於當時北方世族—琅琊王氏家族

＊中國向來以農立國，以勞力密集的方式發展農業。政府

的擁護，該政權的建立者—司馬睿才得以南遷並鞏固。琅

的主要稅收，也奠基於人口的多與寡。因此，人口的數

琊王氏也因開創之功，而掌握國家大權，甚至有「王與馬

量就成為觀察一個朝代國力強盛與否的重要指標。下表

共天下」的說法。

是唐朝（618 年－907 年）幾的重要時間點的全國人口資

36. 根據上述內容，請問此一政權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A)

料。請依據上述說明與下表回答下列二題：
時間 戶數

東晉 (B)東吳 (C)南朝宋 (D)唐朝。
37. 關於琅琊王氏的特徵，下列何者敘述錯誤？(A)擁有大片

人口數

土地 (B)可以免除徭役 (C)可以透過科舉考試維持家族

622

219000 戶

639

3,041,871 戶

12,351,681 人

702

6,156,141 戶

37,140,000 人

726

7,069,565 戶

41,419,712 人

733

7,861,236 戶

45,431,265 人

740

8,412,871 戶

48,143,609 人

755

8,914,790 戶

52,919,390 人（人口數最多）

760

2,933,174 戶

16,990,386 人

780

3,805,076 戶

人

824

3,944,595 戶

人 以後資料缺漏

任官優勢 (D)可以減少納稅。

33. 根據引文以及上表的人口資料分析，西元 755 年時的中

彰化縣立二水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歷史科 答案卷
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二、填充題(每格 1 分，答案寫在考卷上，共計 14 分)
1. 五胡是指徙居中國邊境的五個民族，分別為：
（

）
、
（

）
、羯、

氐、羌。
2. 清談專講玄虛哲理，討論內容以（

）
、（

）、（

）

等三玄為主。
3. 晉武帝建國之後，大封同姓宗室為王，造成諸王擁兵自重，晉惠帝時爆發宗室內亂，史
稱（
4. 隋文帝開創「（

）。
）之治」
，唐太宗開創「（

5. 唐朝佛教宗派林立，其中最著名的是（

）
。

）之治」
。

6. 西晉滅亡後，北方黃河流域進入（
）的分裂局面，最後由北魏統一北方。
三、問答題（每題 3 分，關鍵字 2 分，答案 1 分，共計 6 分，答案寫在考卷上）
題
1

目

關 鍵

字

答案

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是某個宗教的信徒，在擔任會稽郡長官時，有人率眾兵
臨城下。王凝之既不出兵，也不設防，白天在靜室禱告。當官署請求出兵時，他說：
「我已向大仙請示，透過符咒借了數萬鬼兵駐守各要塞。」請問：王凝之最有可能是
下列那個宗教的信徒？(A)佛教 (B)景教 (C)五斗米道 (D)伊斯蘭教。

2

右表是許小喵找到的兩則資料，這

資料一：北方大軍南下，意圖統一天下，但卻

兩則資料應是在討論下列哪一場戰

在水戰中敗給了孫、劉聯軍。

役？(A)八王之亂 (B)赤壁之戰 (C)

資料二：這是一場以少勝多的戰爭，也確立了

永嘉之禍 (D)安史之亂。

三國鼎立的格局。

四、引導式問答題
（一）中國史上，某位皇帝考量原根據地的農業生產落後，且北方外族威脅漸弱，為了有效擴張勢力，
因此將都城向南遷徙到漢文化重鎮。遷都後，因貴族與大臣反彈，甚至起而叛亂，皇帝剷除反對
勢力後，更加大力推行漢化。請根據上述引文，依序回答下列題目：
1.請問這個皇帝將都城往那個方向遷徙？
答案：
2.這個皇帝的新都城，因為具有什麼特質，吸引這個皇帝將都城遷徙到該處。
答案：
3.皇帝剷除反對勢力後，更加大力推行何項政策?
答案：
4.根據上述引文，下列何者是這個皇帝最重視的政策？(A)有效擴張勢力 (B)遷移首都 (C)推行漢化 (D)
剷除反對勢力。
答案：
5.經過上述 1~4 題的脈絡練習，接著我們直接面對會考題目。請問上述引文所描述最有可能為下列何事？
(A)隋文帝營建大興城 (B)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陽 (C)曹操揮軍南下，企圖統一中國 (D)西北外族向唐太
宗獻上天可汗的稱號。
答案：
（二）右圖是某機構的性質與工作內容示意圖，請依據右圖依序回
答下列問題：
1.請問，這個機構最早出現的時間為中國那個朝代？
答案：
2.請問，根據右圖判斷，這個機構的設置在何地附近？
答案：
3.請問，這個機構是屬於政府設置的單位還是私人設立的單位？
答案：□政府單位 □私人單位
4.請問，下列何者是這個機構的主要工作內容？
答案：□駐守該地，管理軍隊 □管理船隻進出港口 □發放載貨販賣許可證 □徵收貿易稅。
（請在框
框中打勾）
5.經過上述 1~5 題的脈絡練習，接著我們直接面對會考題目。請問：根據上圖判斷，這個「某機構」最
可能為下列何者？(A)市舶司 (B)洋行 (C)巡檢司 (D)行郊。
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