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歷史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5-5~L6＞

【劃卡代號：30】

班級：

座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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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選擇題：(1~10 題，每題 4 分；11~30 題，每題 3 分，共 100 分)
(
)1.充足的糧食，穩定的人口成長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條件，關於歷史上重要作物的演進，下列何者正確？
(A)漢代張騫自西域引進番薯 (B)唐代自阿拉伯引進馬鈴薯 (C)宋代自占城引進早熟稻
(D)元代自歐
洲引進玉米。
(
)2.大導演李安籌拍一部以宋代為背景的電影，可參考何人的畫作來重現當時城市的風貌？
(A)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B)吳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
(C)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
(D)白晉的《皇輿全覽圖》。
(
)3.「……之後，樹立中國在海外的威望，替華人開發東南亞創造有利的條件，促使更多沿海居民遠渡重洋，
或漁業，或經商，並且留居當地沒有回來，成為新一代移民。」請問此段敘述的最一開始，應該填入哪一
事件？ (A)蒙古西征
(B)鄭和下西洋
(C)宋元增設市舶司
(D)康熙實施海禁。
(
)4.小弘和小道爭論中國歷史上有關科技發展的問題─小弘：
「中國一向只重視經史文學，卻忽略科學的研究。」
小道：
「不，其實中國古代科技曾相當進步，但後人往往忽略這項事實。」小道最適合用下列哪一部作品
作為證據？ (A)《資治通鑑》
(B)《夢溪筆談》
(C)《四書集注》
(D)《本草綱目》
。
(
)5.右圖是某朝代的歷史書，根據目錄判斷，第二章有可能出現哪一內容？
第一章 軍事政治
(A)住商混合且夜市興盛
(B)鹽鐵酒由政府進行專賣
(C)積極宣揚國
威，朝貢貿易盛行
(D)手工業發達，形成專業市鎮。
強幹弱枝
(
)6.下方為唐至清代文學主流文學整理表，請問哪一選項完全正確？
靖康之禍
選項 朝代 文學主流 代表人物(作品)
第二章 社會經濟
(A) 唐
詩
李白、蘇軾
(B) 宋元 詞
李清照
…
(C) 明
曲
關漢卿
(D) 清
小說
曹雪芹《紅樓夢》
(
)7.明清兩代為中國史上君權最為集中的朝代，請問這兩個朝代都採取何種統治手段來強化君權？
(A)實施種族歧視政策
(B)大興文字獄摧殘文人
(C)重用宦官監控臣民
(D)強迫人民薙髮留辮。
(
)8.古代帝王為了屏障王室，往往將兄弟或諸子分封為王，卻導致日後骨肉相殘的悲劇，下列何者屬之？
(A)三藩之亂
(B)靖康之禍
(C)靖難之變
(D)流寇之亂。
(
)9.中國杭州有座祭祀朱熹的朱文公祠，上有對聯題到：
「由孔孟而來，兩千年衛道傳經，獨振斯文統緒」
，是
讚揚朱熹在中國文化上有何成就？
(A)為理學之集大成者 (B)著有《資治通鑑》 (C)特別推崇《三
國演義》、《水滸傳》等四大奇書
(D)曾在東林書院講學，批評時政。
(
)10.《明神宗實錄》中評價張居正：
「輔佐年幼天子，重視邊防，國庫充銀四百餘萬，糧倉庫存可支數年，故
奠定中國華夏十年的安定繁榮。」請問上述評價與下列哪一政策的實施有關？ (A)修築長城，防禦蒙古
(B)推行一條鞭法，簡化賦稅
(C)設立錦衣衛，維護社會治安
(D)推廣理學，培養人才。
(
)11.小弘複習歷史時，飲料不慎打翻，汙損到課本上的圖表，請問被汙
歷代黨爭整理
漬遮掩的內容，由上而下依序為何？
朝代
黨爭
人物
(A)唐、宋、元
(B)宋、元、明
牛李黨爭 牛僧孺 VS 李德裕
(C)唐、宋、明
(D)唐、元、明。
新舊黨爭 王安石 VS 司馬光
(
)12.明朝有位官員說：「山海關維繫了天下的安危。」事實證明，明末
東林黨爭 顧憲成 VS 魏忠賢
正是因為此關守將投降敵軍，使得南明政權覆亡。請問守將是誰？
(A)李自成
(B)吳三桂
(C)張居正
(D)利瑪竇。
(
)13.皇太極曾對大臣說：
「明朝並非宋皇室之後，我當然也不是金的後代，因此，從今以後，所有人改稱我族
為○○……。」請問○○所指為何？ (A)女真
(B)契丹
(C)滿洲
(D)蒙古。
(
)14.「直角、鈍角、銳角……」等是他與中國官員合作翻譯《幾何原本》時，所創造的數學詞彙，並沿用到
現在，請問「他」是誰？
(A)湯若望
(B)利瑪竇
(C)馬雅各
(D)宋應星。
(
)15.小弘翻閱《歷代宰相目錄》一書，發現自某一皇帝開始，不再設置宰相一職，由皇帝親自處理政務，皇
權兼併相權。請問「某一皇帝」是誰？ (A)明太祖
(B)明成祖
(C)清聖祖
(D)清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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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清國祚長達 268 年，其中盛世就佔了一百三十多年，若想深入了解清代盛世，可以閱讀下列哪一部著作？
(A)《努爾哈赤：北中國史上的頭號巨鱷》
(B)《皇太極的那些事》
(C)《順治寫真》
(D)《青出於藍：一窺雍正帝王術》
。
(
)17.承上題，清與元同為外族統一中國的朝代，後者國祚卻只有 90 年，兩者政權持續的時間長短，與其統治
政策息息相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清代種族歧視，滿人得以全面掌握政權
(B)元代大興文字
獄，導致人民造反
(C)清代高壓與懷柔並用，消彌反清思想
(D)元代嚴禁士人結社，造成群雄割據。
(
)18.明清時代，常可見西方傳教士出入宮廷，他們不僅進獻各種近代新科技，同時學識淵博深受皇帝重用，
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但因何事宮廷裡再也看不見他們的身影？
(A)鄭和停止下西洋
(B)明太祖實施海禁
(C)乾隆限制中西貿易在廣州
(D)雍正宣布禁教。
(
)19.這本著作被法國漢學家儒蓮讚為「農業技術百科全書」
，近三百年來深受重視，被翻譯成日文、韓文及各
種外文，當中紀錄的工藝技術沿用至今，請問此著作為何？
(A)《資治通鑑》
(B)《夢溪筆談》
(C)《本草綱目》
(D)《天工開物》。
(
)20.小道整理古籍時，不小心掉了一頁(參考右圖)，依照黑框所示判斷，本書依年代記
述史事，請問小道應該把這頁放回哪本古籍中？ (A)《史記》
(B)《漢書》
(C)《資治通鑑》
(D)《夢溪筆談》。
(
)21.「明清時代經濟發達，貿易興盛，因此形成龐大的商人集團，他們在中國各地設置
會館，用以交流情報，他們的足跡遍布俄國、南洋。」上述這段文字，應該是哪一
演講主題的內容？
(A)「中國三大商幫」
(B)「台灣郊商傳奇」
(C)「瓷都─景德鎮」
(D)「海上冒險家─鄭和」
(
)22.西元 17 世紀波蘭人卜彌格將中國著作譯為拉丁文本，改名《中國植物誌》
，內容包
含精美藥草插圖，及大量醫學資料，請問本書原作者是誰？
(A)張機
(B)華佗
(C)羅貫中 (D)李時珍。
(
)23.《明朝那些事兒》一書，以詼諧的筆法結合史實，重現大明朝的興衰，下列哪一內容最可能出現在書裡？
(A)人民集合在廣場排隊薙髮
(B)官員犯錯被公開杖打 (C)色目人擔任朝廷要職
(D)天子年幼外
戚專權。
※右圖為歐洲新航路路線圖，仔細觀察並回答下列問題：
(
)24.最早到達亞洲的葡萄牙，以何處作為貿易據點？
(A)馬尼拉 (B)台灣
(C)日本
(D)澳門。
(
)25.明末清初以來，大量白銀輸入中國，改變了中國
的貨幣制度，請問是透過圖中哪一條路線？
(A)甲
(B)乙。(此題只有兩個選項)
(
)26.歐洲積極從事海上探險，與指南針的使用有關，
請問指南針透過何者傳入西方？ (A)葡萄牙人
(B)阿拉伯人
(C)西班牙人
(D)鄭和下西洋。
※西元 13 世紀，歐洲人馬可波羅到中國經商，受到忽必烈
的重用，同時也把在中國所見，紀錄在《馬可波羅遊記》
。
(
)27.請問馬可波羅自歐洲經由中亞前往中國，在漫長的旅程中可以在哪裡休憩？
(A)驛站
(B)正店
(C)瓦子
(D)會館。
(
)28.《馬可波羅遊記》中提到：
「中國人竟然用紙張進行交易，這種紙張只要蓋上官府的印章，其價值等同金、
銀，可以通行全國！」請問他所指的「交易的紙張」為何？ (A)飛錢 (B)交子 (C)會子 (D)寶鈔。
※自隋代實行科舉以來，考試成為中國讀書當官的主要途徑。下列四段有關科舉制度的資料，閱讀後請回答問題：
資料一：在考試的內容方面，朱熹的《四書集注》為考試的定本。
資料二；一位皇帝說：「因為參加考試的人眾多，為求公平，要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貫密封。」
資料三：考生做文章應限制字數及格式，文章內容要分成八大部份，中間一定要對偶排比。
資料四：考生說：「通過這次考試，就能晉身為士紳階級，免除勞役負擔。」
(
)29.資料一提到的現象，最早從何時開始？ (A)宋
(B)元
(C)明
(D)清。
(
)30.哪些資料的描述，為明清科舉才出現的特色？
(A)資料一、資料二
(B)資料二、資料三
(C)資料三、資料四
(D)資料二、資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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