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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結業考試 2002 - 2003

科目﹕中國歷史                          試卷二                         時限﹕一小時完卷

本試卷共有 55 題，全部試題均須回答，佔全卷 30 分�

1. 下列各項，何者是描述商代的正確史實 ﹖

(1) 農具用木﹑石﹑骨﹑蚌殼所製成
(2) 飼養的牲畜有馬﹑牛﹑羊﹑豬﹑犬﹑雞
(3) 手工業早就已分工的模式來製作
(4) 商業的早期交易方式是以貨幣為主

  A. 只有 (1) ﹑(2)
  B. 只有 (1) ﹑(2) ﹑(3)
  C. 只有 (1) ﹑(2) ﹑(4)
  D. (1) ﹑(2) ﹑(3) ﹑(4)

2. 西周的封建制度的內容不包括下列哪項 ﹖

(1) 爵位的賜予，子孫是不能世襲的
(2) 諸侯隔年都須要向天子述職
(3) 天子按時巡視各地方，以便視察諸侯的政績
(4) 諸侯須要按時上貢於天子，還有勤王的義務

   A. 只有 (1) ﹑(2)
   B. 只有 (1) ﹑(2) ﹑(3)
   C. 只有 (1) ﹑(2) ﹑(4)
   D. (1) ﹑(2) ﹑(3) ﹑(4)

3. 春秋霸政興起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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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室西遷後，力量開始薄弱了
(2) 諸侯的兼併及篡弒事情加劇了
(3) 外敵入侵中原

    
   A. 只有 (1) ﹑(2)
   B. 只有 (1) ﹑(3)
   C. 只有 (2) ﹑(3)
   D. (1) ﹑(2) ﹑(3)

4. 商鞅變法的成功，原因何在 ﹖

(1) 變法得到了孝公的支持
(2) 變法能使君權大大提高
(3) 變法能使人民勇於私鬥
(4) 變法引用道家思想來治國

    A. 只有 (1) ﹑(2)
    B. 只有 (1) ﹑(3)
    C. 只有 (2) ﹑(3)
    D. 只有 (2) ﹑(4)

5. 下列各項，何者是秦始皇的建設措施 ﹖

(1) 提高皇權地位
(2) 移民實邊
(3) 統一全國的車軌
(4) 獎勵商業活動

    A. 只有 (1) ﹑(2)
    B. 只有 (1) ﹑(3)
    C. 只有 (1) ﹑(2) ﹑(3)
    D. (1) ﹑(2) ﹑(3) ﹑(4)

6. 下列各項，何者為王莽成功篡漢的原因 ﹖

(1) 社會風氣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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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得到了傅﹑丁兩家的支持
(3) 他懂得收買人心
(4) 他利用�五德終始�說的理論

    A. 只有 (1) ﹑(2)
    B. 只有 (1) ﹑(3)
    C. 只有 (2) ﹑(3)
    D. 只有 (3) ﹑(4)

7. 東漢的黨錮之禍發生於下列哪個時期 ﹖

    A. 和帝﹑安帝
    B. 少帝﹑順帝
    C. 桓帝﹑靈帝
    D. 少帝﹑獻帝

8.下列各項，何者與三國鼎立的史實是不符合的 ﹖

(1) 曹操用人只問出身時的操守
(2) 劉備也得到諸葛亮的大力支持
(3) 孫權亦得到魯肅﹑周瑜的支持

   A. 只有 (1)
   B. 只有 (2)
   C. 只有 (1) ﹑(2)
   D. 只有 (2) ﹑(3)

9. 下列各項，何者為西晉武帝恢復封建的原因 ﹖

(1) 王莽孤立而亡國
(2) 削弱地方勢力
(3) 為了收納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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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鞏固皇室

   A. 只有 (1) ﹑(2)
   B. 只有 (1) ﹑(3)
   C. 只有 (2) ﹑(3)
   D. 只有 (2) ﹑(4)

10. 下列各項，何者為五胡亂華的影響 ﹖

(1) 東晉的滅亡
(2) 南北對峙的形成
(3) 南方經濟發展緩慢
(4) 促進胡漢的融和

     A. 只有 (1) ﹑(2)
     B. 只有 (1) ﹑(3)
     C. 只有 (2) ﹑(3)
     D. 只有 (2) ﹑(4)

11. 東晉北伐的失敗原因是﹕

(1) 漢軍實力不足
(2) 世族不支持北伐
(3) 朝廷不支持北伐
(4) 內亂挫敗了北伐的機會

     A. 只有 (1) ﹑(2)
     B. 只有 (1) ﹑(3)
     C. 只有 (1) ﹑(2) ﹑(3)

  D. 只有 (2) ﹑(3) ﹑(4)

12. 試把下列的史實由先至後排列下來﹕

(1) 謝玄建議秦軍稍為後移，以便晉軍渡河再戰
(2) 朱序在軍隊後面高呼前秦已被打敗了
(3) 苻堅派朱序到晉軍中說投降，後者反出賣了苻堅

   (4) 謝玄領精兵滅秦軍，與秦軍相隔於淝水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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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2), (3), (4)
B. (2), (1), (3), (4)
C. (3), (4), (1), (2)
D. (4), (3), (2), (1)

13. 下列各項，何者為當時隋代的史實 ﹖

      (1) 文帝時所修築的長城是由榆林至紫河
      (2) 文帝時設置興洛倉和迴洛倉
      (3) 文帝時開鑿了廣通渠
      (4) 文帝時營建大興城

      A. 只有 (1) ﹑(2)
   B. 只有 (2) ﹑(3)
   C. 只有 (2) ﹑(4)
   D. 只有 (3) ﹑(4)

14. 唐太宗時，他能致治的原因是﹕

(1) 以民為本的治國方針
(2) 慬得選賢任能來治國
(3) 澄清國家的吏治
(4) 恩威並施的對外政策

        A. 只有 (1) ﹑(2)
    B. 只有 (2) ﹑(3)
    C. 只有 (1) ﹑(2) ﹑(3)

D. (1)﹑(2) ﹑(3) ﹑(4)

15. 下列哪一項不是開元之治的內容 ﹖

A. 建立府兵制度
B. 抑制佛事
C. 選賢任能
D. 注重文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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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哪一項不是唐亡的因素 ﹖

A. 地方勢力抬頭
B. 戚宦相爭
C. 黨爭的興起
D. 外患熾烈

17. 下列各項，何者為當時五代十國在政治方面的正確描述 ﹖    

    (1) 五代的國祚略短﹔十國的國祚則較長
    (2) 五代的篡弒情況較多﹔十國的篡弒情況則較少
    (3) 五代的政局較穩定﹔十國的政局則是較不穩定
        (4)   五代十國的君主同是暴君

          A. 只有 (1) ﹑(2)
     B. 只有 (1) ﹑(2) ﹑(3)
     C. 只有 (1) ﹑(2) ﹑(4)

D. (1)﹑(2) ﹑(3) ﹑(4)

18. 下列哪項是宋初中央集權政策的影響 ﹖

    (1) 文風大受削弱
    (2) 政風因循敗壞
    (3) 軍事力量增強
    (4) 地方勢力下調

          A. 只有 (1) ﹑(2)
     B. 只有 (2) ﹑(3)
     C. 只有 (2) ﹑(4)

D. (1)﹑(2) ﹑(3) ﹑(4)

19. 下列哪一項是熙寧變法中的農田水利法的措施 ﹖

    (1) 開墾荒地和大興水利設施
    (2) 測量土地，以便評定稅收
    (3) 承青黃不接時，借貸給需要者
    (4) 平抑物價，增加稅收

          A. 只有 (1)
     B. 只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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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只有 (3)
E. 只有 (4)

20. 下列哪項是熙寧變法中的成果 ﹖

    (1) 抑制豪強
    (2) 增加國庫收入
    (3) 提高軍事力量
    (4) 增加了許多的良田

A. 只有 (1)﹑(2)
     B. 只有 (1) ﹑(3)
     C. 只有 (2) ﹑(3)

D. (1)﹑(2) ﹑(3) ﹑(4)

21. 下列何者為南宋始終未能北定中原的因素呢 ﹖

      (1) 新君不欲北伐
      (2) 臣民不支持北伐事業
      (3) 韓世忠的弄權

A. 只有 (1)
B. 只有 (2)
C. 只有(1)﹑(2)
D. 只有(2)﹑(3)

22. 下列何者為元代時期的正確描述 ﹖

    (1) 實施一視同仁的政策
    (2) 壓抑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3) 懷柔和高壓措施的並用
    (4) 歧視漢人和南人

A. 只有 (1)
B. 只有 (1)﹑(2)
C. 只有 (2)﹑(3)
D. 只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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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明初的君主集權政策不包括以下哪項 ﹖

    (1) 置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
    (2) 設立�達魯花赤�
    (3) 大興文字獄
    (4) 廢置宰相

A. 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2)﹑(4)
D. 只有 (2)﹑(3)﹑(4)

24. 下列哪項是明代宦者弄權的影響 ﹖

    (1) 引起牛李黨爭的意氣之爭
    (2) 引起左光斗和楊漣的弄權
    (3) 導致人才凋零的境地
    (4) 民生極為痛苦

A. 只有 (1)﹑(2)
B. 只有 (2)﹑(3)
C. 只有 (3)﹑(4)
D. (1) ﹑(2) ﹑(3) ﹑(4)

25. 試把下列明末的史實由先至後順序地排列起來�

    (1) 李自成進逼北京，宦官曹化淳開門迎賊
    (2) 李自成自稱大順皇帝
    (3) 山海關將領吳三桂引清兵入關
    (4) 明思宗自縊而死

A. (1) ﹑(2) ﹑(3) ﹑(4)
B. (2) ﹑(1) ﹑(3) ﹑(4)
C. (2) ﹑(1) ﹑(4) ﹑(3)
D. (3) ﹑(1) ﹑(4) ﹑(2)



9

26. 清初實行高壓政策的目的為何 ﹖

    (1) 以圖鞏固既得的政權
    (2) 以圖收買人心
    (3) 以圖以漢制漢
    (4) 以圖消除漢人的民族意識

A. 只有 (1)﹑(3)
B. 只有 (1)﹑(4)
C. 只有 (2)﹑(3)
D. 只有 (2)﹑(4)

27. 下列哪些是清初的懷柔政策內容 ﹖

    (1) 剃髮措施
    (2) 防衛地方

    (3) 開科取士

    (4) 禁止圈�土地
  

A. 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2)﹑(3)
D. 只有 (3)﹑(4)

28. 在清帝乾隆時，開放給外國人通商的口岸有多少個 ﹖

A. 1個
B. 2個
C. 3個
D. 4個

     
29. 承上題，它的地區在哪裡 ﹖

A. 廣州
B. 廣州﹑漳州
C. 廣州﹑漳州﹑寧波
D. 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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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列各項，除兩項外，均為南京條約的正確內容� 該兩項為

    (1) 割讓香港島給英國
    (2) 賠款共二百一十萬元
    (3) 廢除鴉片的輸入
    (4) 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給英國作為商埠

A. 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2)﹑(3)
D. 只有 (2)﹑(4)

31. 下列各項，何者為太平天國興起的原因 ﹖

    (1) 宦官干政
    (2) 黨爭禍國
    (3) 滿漢對立
    (4) 滿清威信已盡失

A. 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2)﹑(3)
D. 只有 (3)﹑(4)

32. 下列各項，何者為正確描述太平天國制度的確立內容 ﹖

    (1) 人民要尊祟孔子及其孝道精神
    (2) 兵民合一﹑行軍紀律嚴明
    (3) 土地採行私有制，並且可以自由買賣
    (4) 提倡男女平等

A. 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2)﹑(3)
D. 只有 (2)﹑(4)

33. 下列何者為正確的配對 ﹖

        條約名稱                  條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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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京條約        廢除公行制度，英人可自由貿易
    (2) 天津條約        稅則由雙方議定，每五年修訂一次
    (3) 北京條約        給外國人增開天津為一新商埠

A. 只有 (1)
B. 只有 (1)﹑(2)
C. 只有 (1)﹑(3)
D. (1)﹑(2)﹑(3)

34. 下列何者為英法聯軍之役的結果 ﹖

    (1) 中國失去了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江以東的地方
    (2) 吸食鴉片的人民有增無減
    (3) 教案事情得以緩和
    (4) 中國的司法制度得到了保障

A. 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2)﹑(4)
D. 只有 (3)﹑(4)

35. 洋務運動的興起為何 ﹖

    (1) 中國威信已漸失
    (2) 西洋武器之強大
    (3) 強鄰壓境的威脅
    (4) 慈禧太后的支持

A. 只有 (1)﹑(2)
B. 只有 (2)﹑(3)
C. 只有 (1)﹑(2) ﹑(3)
D. 只有 (2)﹑(3) ﹑(4)

36. 圖中所示 X和 Y兩地皆為中日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裏中國的失地，
它們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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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Y
A. 遼東半島          台北一帶
B. 遼東半島          澎湖列島
C. 遼東半島          鴨綠江一帶
D. 遼東半島          庫頁島

37. 下列何者為對列強爪分中國的不正確描述 ﹖

    (1) 俄國租借旅順和大連，為期 99年
    (2) 日本租借福建，為期 25年
    (3) 英國租借威海衛，為期 25年
    (4) 法國租借廣州灣，為期 99年

A. 只有 (1)
B. 只有 (1)﹑(2)
C. 只有 (2)﹑(3)
D. 只有 (3)﹑(4)

38. 下面的�時局圖�(刊載於 1903年的《俄事警聞》日報)反映的是什麼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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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列強的勢力已滲入中國內地
    B.中國的勢力擴展至其他國家
    C.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宣佈
    D.義和團勢力的增長情況

39. 下列哪項為正確的配對 ﹖

    維新改革的範圍               改革內容
(1)    政治方面            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2)    經濟方面                實行專利制度
(3)    軍事方面            訓練新軍﹑實行保甲制
(4)    教育方面                興辦廣方言館

A. 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2)﹑(3)
D. 只有 (2)﹑(3) ﹑(4)

40.在公元 1899年，義和團的口號是

   A.扶清滅洋
   B.扶洋滅清
   C.反洋反清
   D.反清復明

41. 在公元 1900年，清朝各總督與各國所訂立的《東南互保章程》，
其用意是

(1) 確保各總督和洋人的生命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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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聯合打倒義和團的勢力�
(3) 聯合打倒洋人的勢力�
(4) 聯合打倒孫中山的新興勢力�

A. 只有 (1)
B. 只有 (2)
C. 只有 (1)﹑(3)
D. 只有 (2)﹑(4)

42. 公元 1901年的《辛丑和約》對中國的國防上有何影響 ﹖

    (1) 國防有了限度的保障
    (2) 國防被削弱了
    (3) 導致國力下調
    (4) 軍備有所改良

A. 只有 (1)﹑(3)
B. 只有 (2)﹑(3)
C. 只有 (1)﹑(2)﹑(3)
D. 只有 (2)﹑(3) ﹑(4)

43. 下列何者為興中會的正確描述 ﹖

    (1) 它是在日本東京成立的
    (2) 它的總會設立於香港
    (3) 它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打倒軍閥�
    (4) 它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A. 只有 (1)﹑(2)
B. 只有 (2)﹑(3)
C. 只有 (2)﹑(4)
D. (1)﹑(2)﹑(3)﹑(4)

44. 下列何者為武昌起義的正確史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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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革命黨人在英國租界製造炸彈，但不慎爆炸了
    (2) 孫中山被推為領袖帶動整個起義行動
    (3) 新軍首先發難，攻取軍火庫
    (4) 全國各地省份表態支持武昌起義行動

A. 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2)﹑(4)
D. 只有 (3)﹑(4)

45.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於何時 ﹖

     A. 公元 1911年 10月 10日
     B. 公元 1911年 12月 1日
     C. 公元 1912年 1月 1日
     D. 公元 1912年 7月 1日

46. 試把袁世凱的稱帝陰謀順序地排列起來�

    (1) 簽訂《二十一條》條款
    (2) 鎮壓二次革命
    (3) 命令親信宣揚帝制的優點
    (4) 更換內閣組織

A. (1)﹑(2)﹑(3)﹑(4)
B. (2)﹑(3)﹑(1)﹑(4)
C. (3)﹑(4)﹑(1)﹑(2)
D. (4)﹑(2)﹑(1)﹑(3)

47. 公元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與下列何者事件有關 ﹖

    (1) 遼東問題還未被解決
    (2) 俄國已成功控制了蒙古
    (3) 袁世凱簽訂了《二十一條》條款
    (4) 維也納會議宣告失敗了

A. 只有 (1)﹑(2)
B. 只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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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只有 (1)﹑(3)
D. 只有 (2)﹑(4)

48. 下列何者為國共第一次成功合作的原因 ﹖

    (1) 孫中山願與共產黨員合作
    (2) 共同一起消滅袁世凱
    (3) 蘇俄的全力支持
    (4) 西安事變的結果

A. 只有 (1)﹑(3)
B. 只有 (2)﹑(4)
C. 只有 (1)﹑(2) ﹑(3)
D. 只有 (2)﹑(3) ﹑(4)

49. 中國北伐後遇上了什麼大事 ﹖

    (1) 寧漢政府的分與合
    (2) 張勳復辟
    (3) 西安事變
    (4) 一二八事變

A. 只有 (1)
B. 只有 (1)﹑(2)
C. 只有 (2)﹑(3)
D. 只有 (3)﹑(4)

50. 下列哪項是正確描述七七事變爆發的原因 ﹖

    (1) 日本領使派士兵槍殺了中國農民約二百餘人
    (2) 日本關東軍炸毀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
    (3) 日本以一名日軍失蹤作為入侵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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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只有 (1)
B. 只有 (2)
C. 只有 (3)
D. 只有 (1)﹑(3)

51. 下列何者為中國抗日戰爭的成就 ﹖

    (1) 中國取回了部分已失去的土地
    (2) 廢除了大部分的不平等條約
    (3) 中國的國際形象提昇了
    (4) 中國享有世界五強之一的地位

A. 只有 (1)﹑(2)
B. 只有 (2)﹑(3)
C. 只有 (1)﹑(2)﹑(3)
D. (1)﹑(2)﹑(3)﹑(4)

52. 國共於抗戰後開展了下列哪三場戰役 ﹖

    (1) 黃海之役
    (2) 遼瀋之役
    (3) 平津之役
    (4) 淮海之役

A. 只有 (1)﹑(2)﹑(3)
B. 只有 (1)﹑(2)﹑(4)
C. 只有 (1)﹑(3)﹑(4)
D. 只有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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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承上題，試把附圖中的 X﹑Y和 Z地區配對上述已選擇下來的正確戰役上�

A.  X: 黃海之役    Y: 遼瀋之役     Z: 平津之役
     B.  X: 遼瀋之役    Y: 平津之役     Z: 淮海之役
     C.  X: 黃海之役    Y: 平津之役     Z: 淮海之役
     D.  X: 黃海之役    Y: 遼瀋之役     Z: 淮海之役

5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哪時正式成立 ﹖

     A. 公元 1921年 1月 1日
     B. 公元 1945年 7月 1日
     C. 公元 1949年 10月 1日
     D. 公元 1949年 10月 10日

55. 下列哪項為正確描述�大躍進�的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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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出�超美趕日�的口號
    (2) 提出�以鐵為鋼�的口號
    (3) 提出�畝產萬斤�的口號
    (4) 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

A. 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2)﹑(4)
D. 只有 (3)﹑(4)

    

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