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歷史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 第三冊 1-1~3-1 ＞

【劃卡代號：30】

班級：

1-10 題，每題 4 分，11-30 每題 3 分 總計 100 分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是非題 40％
1.從考古挖掘發現山頂洞人有埋葬死者的行為，因此可
以推斷，山頂洞人已具備有初步的宗教觀念。
(A)○ (B)X
2.考古學家依據史前時代人類工具製做的精細程度，將
史前時代大至分類為舊石器石代以及金屬器石代。
(A)○ (B)X
3.西周封建制度的等級關係是建立在禮樂制度的規範
上，透過禮法來確認彼此之間的尊卑關係。
(A)○ (B)X
4.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動劇烈，其中平民的崛起跟教育
普及以及國君普遍重用人才有關。
(A)○ (B)X
5.研究西漢以及東漢最後滅亡的原因，都跟外戚勢力的
發展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A)○ (B)X
6.漢武帝討伐匈奴，間接促成漢朝對西域的開發，武帝
時期先後派遣張騫和班超出史西域，逐漸打通中西文化
交流的管道，也促成了漢朝對西域的發展。
(A)○ (B)X
7.司馬遷的史記奠定了中國史學著作的重要基礎，除了
是中國第一本通史，以人物傳記為主軸的紀傳體寫作模
式，更為後世史書所延用。
(A)○ (B)X
8.東漢時期，在科技醫學領域皆有重大發展，科學家張
衡除了製作渾天儀觀測天象，更創立天干地支記日的系
統，成為中國重要的科技發展成就。
(A)○ (B)X
9 戰國時代曾修築城牆抵禦北方民族入侵的國家是秦、
趙、魏三國，之後秦始皇將之串聯為萬里長城
(A)○ (B)╳
10. 古代所謂「四民」乃指士、農、工、商。所以在西
周時期，『士』是屬於平民的一分子，。
選擇題 每題 3 分 60%
11.阿呆在某項展覽會場看到獸骨製成的裝飾品、宮殿
模型和青銅鑄造的兵器和禮器等物品。依據上述展覽內
容判斷，請問：這個展覽會的主題，應該有可能是下列
哪一項呢？(A)龍山文化特展 (B)山頂洞人考古特展
(C)國家文明起源特展 (D)上古三皇傳說特展。

座號：

姓名：

12. 『當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人們的生活方式有
許多重大的變革，而有「新石器革命」之稱。』依據文
中敘述內容判斷，請問：這代表主要意義為何呢？ (A)
已知用火取暖、照明與熟食，使生命 得以延長ˉ(B)開
始使用文字，明確記載當時人們的各種活動ˉ(C)進入
產食時代，人們開始有餘暇 從事文化創造ˉ(D)發展嚴
密的軍事及國家組織，保障群體的安全。
13.自二十世紀以來，由於考古學的興盛，許多地區曾
經發掘出古文化遺址，這將有助於中國上古文化的研
究。若我們要研究夏代的歷史，請問：最適合參考下列
哪一古文化遺址的資料呢？ (A)河姆渡文化 (B)殷墟
文化 (C)二里頭文化 (D)兵馬俑文化。
14. 文字的發明與使用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的指標之一。對
於中國文字中的甲骨文而言，請問：它在 中國文字的發展
上具有下列哪一項重要的意義呢？ (A)是夏朝所使用的文
字 (B)發展成為今天的漢字ˉ(C)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文字
ˉ(D)表現出原始的圖畫意義。
15.「封建制度」是鞏固中國歷史上周代政治社會秩序的

主要力量之一，但當時仍須以禮樂配合下列 哪一項制
度，才得以維繫該項制度的運作呢？ (A)專賣制度(B)
察舉制度(C)郡縣制度 (D)宗法制度。
16. 在中國歷史的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實施變法改
革，請問：當時的改革如此頻繁的主要背景 為何呢？
(A)社會嚴重貧富不均，重視經濟均衡發展 (B)地方政
府為求建設，要求中央政府推行變革 (C)列國軍事競爭
激烈，君主變法力求富國強兵 (D)天子權威展現，下令
各諸侯國變法圖治。
17. 阿呆在某寺廟中看到一塊「道光」賜頒的匾額，以
及刻有「乾隆」字樣的石柱。 請問：
「道光」
、
「乾隆」
的字樣在歷史上具有何種特殊意義呢？ (A)都是早期
地名 (B)都是古代官名 (C)都是帝王使用過的年號 (D)
都是皇帝的名字。
18.電視台為了製作「西周至秦漢時代的都城」節目而
遠赴中國大陸地區拍攝場景。請問：節目內容應該不會
出現下列哪一個城市名稱？ (A)殷 (B)咸陽 (C)洛陽
(D)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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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中國歷史上，有某君臣二人討論治國的方法，其
中的對話如下，皇帝：「如何治理國家，人民才能安樂
呢？」大臣：
「國君要能順應情勢，讓人民自然發展， 不
要干涉人民的生活，去除外在的拘束，人民才能安樂。」
請問：上述大臣的政治理念，最有可能出現在中國哪個
時期? (A)秦朝 (B)西漢 (C)東漢 (D) 魏晉南北朝
20. 中國春秋時代到漢朝初期的學術發展，從「百家爭
鳴」歷經「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的過程，請問：
它呈現出何種的歷史意義呢？ (A)平民地位持續提升
(B)學術獨立自由 (C)文化呈現多元發展 (D)思想漸漸
趨向統一。
21. 阿呆同學喜歡研究有關中國的古代思想，尤其偏愛
墨家學說，並且立志以墨子做為效法的對象。 請問：
下列何者最能夠反映出墨子學說對他的影響呢？ (A)
熱心籌劃參與各種反戰爭活動 (B)強調教育有改變人
性的作用 (C)主張對一切事務皆應順其自然 (D)贊成
政府用重罰來治理人民。
22. 每個民族都有屬於自己的傳說故事，相傳中國古代
燧人氏教人鑽木取火，神農氏教人種植穀物。 若對照
歷史發展，請問：上述神農氏的行為最早應該會出現於
下列哪一時代？ (A)舊石器時代 (B)新石器時代 (C)
青銅器時代 (D)鐵器時代
23. 阿呆的祖先世代都在貴族的土地上耕田，沒有自己

的田地，也不能接受教育，但到了阿呆的時候，他可以
拜師學藝，憑藉自己的學識才能，先後在多國任官，受
到重用。請問這種社會階級的轉變最有可能發生在下列
哪一個時代呢？ (A)西周初期(B)戰國時期(C)秦朝末
年(D)西漢末年。
24. 阿呆利用暑假遊歷中國各地，他在陝西參觀半坡遺
址，在山東看到龍山遺址，在浙江尋訪河姆渡遺址。由
這些遺址的分布狀況及其內容判斷，中國史前文化的展
具有下列何種特色？ (A)多元發展 (B)東西文化融合
(C)承先啟後一脈相承 (D)南北對立，截然不同。

26. 長城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建築，也是今日重要的世界
文化遺產，秦代興修此建築的主要目的為何？ (A)避免
黃河改道造成氾濫 (B)防止塞外草原民族入侵 (C)阻
擋蒙古沙漠持續擴大 (D)建立往西域移民的據點。
27. 『他們認為神明、祖先時時刻刻操縱人的禍福安危，
因此需要向祂們祭享、祈求；他們大多使 用青銅鑄造
的祭器，用來象徵身分及地位。這種祭祀祖先的習俗也
為後世所沿襲。』請問文中的「他們」最可能是列何者？
(A)商朝的貴族 (B)漢朝的農民 (C)上古時代的祭司
(D)東漢的太平道信徒。
28. 比較西周封建制度和秦代的郡縣制度，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A)都以天子作為共主(B)地方上皆由諸侯王掌
握內政自主權(C)都透過宗法制度確認繼位者的繼承關
係(D)秦朝的郡縣制度為後代所沿用。
29. 請問「尊王攘夷」口號中的「王」與「夷」各是指
下列何者？ (A)東周天子、外族 (B)齊桓公、春秋諸
國 (C)西周天子、春秋諸國 (D)齊桓公、外族。
30. 「甲午」戰爭、
「戊戌」變法、
「庚子」拳亂等中國
歷史事件名詞的由來，是根據中國那一朝代發明的記年
方法而定？ (A)夏 (B)商 (C)周 (D)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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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阿呆同學休閒活動玩網路遊戲「三國誌」時，最常
選擇遊戲中的扮演某一角色，他說：「我喜歡選擇他，
是因為雖然三國之中他所占土地面積最小，但在歷史上
他仍堅持以漢室為正統、立國西 南與魏國對抗。」依
此資料內容判斷，請問：她最常扮演下列哪一演色呢？
(A)孫權ˉ(B)劉備ˉ(C)曹操ˉ(D)司馬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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