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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立 臺 中 第 二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1 08 學年度 第   2  學期   一  年級       類組    歷史  科 第 2 次期中考試題 

本科電腦代碼：     01                    年      班   姓名              座號       號 

注意：答案卷與答案卡未寫或未劃記正確或未在規定位置填寫班級、姓名、座號者，該科成績扣五分登記。 

     本試卷計  2  張共   4   面  
                                                                                                            

單一選擇題：共計 50 題，每題 2 分，合計 100 分 

1、 某學者提出他的論點：「某時期原本是世族政治最盛的時代，政治屬於世族全體專有，政權是君主與

世家郡望的協議體；其後，由於世族沒落，君主不再歸世族群體所共有，君主不再通過世族而直接面

對全體臣民。」請問此學者所提出的是哪段時期的改變？ (Ａ)漢晉之間 (Ｂ)唐宋之間 (Ｃ)元明

之間 (Ｄ)明清之間 

2、 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中曾論：「『……因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時選

用，其始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其後遂計資定品，惟以居位為

重。』是可見法立弊生。」根據上文，試判斷其係批判哪一個制度？ (Ａ)三省制的形成 (Ｂ)察舉

孝廉 (Ｃ)六官的創立 (Ｄ)九品官人法 

3、 關於「榷場」貿易：(甲)是在中國邊境開設的邊關貿易。(乙)宋與遼、金、夏之間都有榷場貿易。(丙)

貿易受到官方的監督，設有市舶司加以管理。(丁)對於中國的執政者來說，榷場貿易的經濟意義較政

治意義更為重要。以上哪些敘述是正確的？  (Ａ)(甲)(乙)  (Ｂ)(乙)(丁)  (Ｃ)(甲)(丙) 

(Ｄ)(乙)(丙) 

4、 某項資料提到「舊港」（今蘇門答臘巨港附近）：「國人多是廣東、漳泉州人逃居此地。……昔洪武年

間，廣東人陳祖義等全家逃於此處，充為頭目，甚是豪橫。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

朝廷差太監鄭和等統領西洋大腙寶船到此處。有施進卿者，亦廣東人也，來報陳祖義凶橫等情。被太

監鄭和生擒，陳祖義等回朝伏誅。就賜施進卿冠帶，歸舊港為大頭目，以主其地。本人死，位不傳子，

是其女施二姐為王，一切賞罪黜陟皆從其制。」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洪武年間陳祖義犯了

遷界令 (Ｂ)所記載的時代背景為地理大發現時期 (Ｃ)陳祖義充為頭目，於法應受明朝廷的控管 

(Ｄ)賜施進卿冠帶當時中國的皇帝應是明成祖朱棣 

5、 《漢書．張騫傳》記載：張騫出使西域歸來後，向皇帝報告說：「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

安得比，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根據這段記載，我們

可以推知下列何種現象？ (Ａ)張騫出使西域前，西域與四川地區已有了間接交通 (Ｂ)漢武帝經營

西南夷，促進了西南地區與西域的交通 (Ｃ)大夏與身毒國之間因為張騫的通西域而開闢了交通 

(Ｄ)大夏與漢朝在張騫通西域之前已有直接的貿易關係 

6、 小明對「明清的經濟活動」單元做了以下的重點整理： 

(甲)為處理對外貿易，明代首先在廣州設立市舶司，以專責處理對外商業貿易，並徵課商稅。 

(乙)明清兩朝皆行海禁政策，雖然動機各有不同，但同樣使海外貿易衰退。 

(丙)明清時期，開始以開發圩田、梯田、沙田和塗田等耕地，來解決人口大增的壓力。 

(丁)明初施行的朝貢貿易，中國政府政治的考量遠大於經濟利益。 

(戊)徽商以經營金融業為主；山西商人則獨占藥材業。 

請問小明弄對的地方有幾處？ (Ａ)一處 (Ｂ)二處 (Ｃ) 三處 (Ｄ)四處 

7、 請閱讀下列四則唐宋時代的資料： 

資料一：「函、陝凋殘，東周（指洛陽）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

而已。」 

資料二：「方朝廷在故都，實仰東南財賦，而中吳尤為東南根柢，諺曰：『蘇常熟，天下足』。」「上有

天堂，下有蘇杭。」 

資料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資料四：「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 

關於上述資料的說明，請問下列哪一項是「錯誤」的？ (Ａ)上述四則資料的主旨都反映唐宋時代

全國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 (Ｂ)資料四描述的情形是受到安史之亂的影響 (Ｃ)資料二呈現宋代以

後的情形，資料一、三、四則為唐代的史料 (Ｄ)資料一顯示北方受到戰爭的影響，經濟社會趨於

蕭條 

8、 唐代以來即稱城市居民為坊郭戶。宋代坊郭戶包括居住在州、府、縣城和鎮市的人戶，以及部分居住

在州、縣近郊新的居民區—草市的人戶。宋朝依據有無房產，將坊郭戶分成主戶和客戶，又依據財

產或房產的多少，將坊郭戶分成十等。坊郭上戶中有地主、商人、地主兼商人、富有的房產主等，坊

郭下戶中有小商小販、手工業者、貧苦秀才等。按宋朝法律規定，坊郭戶須承擔勞役，繳納屋稅、地

稅等賦稅。由於統治中心設在城市，官府對坊郭戶的臨時攤派「科配」，也往往比鄉村戶為多。試問以

下有關本資料的詮釋，何者為是？ (Ａ)城市居民的別立戶籍，主要是有利於政府課徵物力 (Ｂ)在

城市自治的風氣下，坊郭戶致力於興辦各種慈善事業，甚至與政府積極協商，以創造更好的商業環境 

(Ｃ)城市自治後，宋代市民自發性形成特定的社群組織，自主表現出特定的集體行為 (Ｄ)城市的空

氣讓人自由，因為坊郭戶在法律上、政治體制上取得有別於鄉村戶的特權 

9、 「凡攻舉子業者，歲四仲月（每季的第二月）請齊集會館會課，祠內供給赴會。無文者罰銀二錢，當

日不交卷者罰一錢。祠內託人批閱。其學成名立者（考上秀才「附生」的），賞入泮賀銀一兩，補廩（成

為「廩生」）賀銀一兩，出貢（成為貢生）賀銀五兩；登科（通過鄉試考取舉人）賀銀五十兩，仍為建

豎旌匾。甲第（名列前茅）以上加倍。……蓋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讀書在身勝於他務也。……三世

無讀書，三世無仕宦，三世不修譜，則為下流人。」（胡鍾毓《明經胡氏龍井派宗譜。卷首祠規》）關

於上述「祠規」，請問下述何者為「非」？ (A)宗祠提供金錢，補貼獎勵族內學子讀書、文章批改和應

試的情形 (B)祠堂擁有族田，收入用來修繕祠堂、祭祀祖先、贍養窮困的族人 (C)祠堂的族田也會提

供義學之經費，供族中子弟讀書，具經濟功能 (D)為使家族得以長久發展，鼓勵子弟讀書，投入科舉

及商業活動 

10、「一帶一路」是中國現今喊出的跨國經濟合作口號，一帶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唐朝時，長期居住

在這條貿易路線上的粟特人，影響了唐朝甚至是世界的歷史，有關其帶來之影響，何者為「非」？ (Ａ)

粟特人因通曉多國語言，常充當翻譯 (Ｂ)將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三夷教帶入中國 (Ｃ)安史之亂

後控制西域，促成陸上絲路興起 (Ｄ)部分粟特人因其善戰成為統兵將領，如安祿山、史思明亦為粟

特人後裔 

11、對於國際上的主動遷移者來說，迫使遷移者遷出的原因可能來自於政治、社會及經濟等方面。請問下

列敘述何者為是？（甲）政治上的原因常與政治迫害有關，尤其是改朝換代之際。（乙）社會上的原

因常與國家內亂相關。（丙）經濟上的原因常與原居地謀生問題有關。（丁）經濟上的推力通常是突發

性的較普遍。（戊）政治上的推力量是一種經常持久的遷移原因。(Ａ)（甲）（乙）（戊） (Ｂ)（甲）

（乙）（丙） (Ｃ)（甲）（丁）（戊） (Ｄ)（乙）（丙）（戊） 

12、某時期北人南渡者甚多，政府設置僑州、僑郡招徠北方人民，這種南遷的人口是不著戶籍的，史稱為

浮浪人，他們的租稅是隨意捐輸，較正課為少。後來諸帝不斷實施□□之法，使無籍的人民得到戶籍，

成為國家的編戶。關於這段時期的描述，何者最為妥切？ (Ａ)為東吳時期，為獎勵北人到南方開墾

的優惠措施 (Ｂ)為西晉時期，完成統一後對江南地區開發的重視 (Ｃ)為東晉南朝，北人從擁有特

權到政府實施土斷的過程 (Ｄ)為隋唐階段，大一統後政府整頓戶籍來消弭特權 

13、請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一：「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擾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吏為緣，

甚有身自為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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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 

資料二：「蓋官有更替，不如紳之居處常親。官有隔閡，不如紳士之見聞切近。」 

資料三：「自寇亂以來，地方公事，官不能離紳而有為。」 

試問以上有關這三資料的詮釋，下列選項敘述何者為「非」？ (Ａ)明清官缺有限，無法進入官僚體

系的生員、舉人等，往往滯留地方，形成介於官與民間的特殊社會階層 (Ｂ)士紳常是地方官員與百

姓之間的橋梁，可視之為民間社會領袖 (Ｃ)地方官之所以過於仰賴士紳，應該也與「避籍制度」有

關 (Ｄ)除非戰亂，否則地方官還是可以很有效的統治全國，不需倚重士紳 

14、某一民間宗教興起於明代中期，主張尋求人心本性的覺悟，反對外在的宗教儀式或造像，適合在家修

行，信眾以水運水手為主要基礎，信徒素食、念經，作風平和。他們以「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為八

字真言，對民間社會造成極大的影響力。這應是哪一宗教？ (Ａ)羅教 (Ｂ)白蓮教 (Ｃ)一貫道 

(Ｄ)道教 

15、請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一：皇帝曾有諭令，認為私自出國不歸的人，既然不想返國，即不允許其再回到中國內地。 

資料二：政府准許華僑可以歸國治生置業，將與內地人民同等看待，亦允許其隨時再經商出洋，負責

的官員則不得對他們藉故訛索。 

資料三：皇帝在上諭表示，若有海外華僑能籌集鉅資，願意返國振興大宗商業，除了將從優給予封賞

之外，並要求地方官員對之善加保護。 

關於以上三則資料，請問下列的分析何者正確？ (Ａ)資料一是因為晚清時期海外華僑多支持革命運

動，故不再允許他們歸國 (Ｂ)資料二與資料三最有可能是清光緒年間的政策，反映政府開始重視僑

務 (Ｃ)三則資料的時代，政府都曾派官員經營僑務，保護海外華僑的相關權益 (Ｄ)資料二反映政

府開放華僑返國，資料三的背景與西方積極招攬華商有關 

16、學者研究某一動亂引發的民族大遷徙，有三條重要的南下路線。其一是沿漢水南下進入兩湖及南方地

區，另一是沿邗溝進入鎮江一帶，第三條是經淮河到安徽等地。請問這場大動亂應為下列何者？ (Ａ)

黃巾之亂 (Ｂ)永嘉之亂 (Ｃ)侯景之亂 (Ｄ)三藩之亂 

17、某資料提到：「賒旗鎮，在縣治之東百里，地屬水陸之衝，商賈幅驟，而山、陝之人為多，因醵金構

會館，中祀關聖帝君，以帝君亦蒲東戶……會館為兩省之公所……山、陝之館遍天下，皆宏敞可觀，

進朱仙鎮有鐵桿，今於賒旗鎮再見。」請問這段資料最早可能出現在哪本史書中？ (Ａ)《漢書》 (Ｂ)

《新唐書》 (Ｃ)《宋史》 (Ｄ)《明史》 

18、司馬遷的《史記》描述：「戰國時期趙國武靈王在與游牧騎馬民族集團的對戰當中，學習到『胡服騎

射』，騎馬射箭的騎兵，比起馬匹牽引的兩輪以及四輪的戰車還要具有機動力，因此當中國仿效這樣

的戰法時，連同服裝也一併採納。」到了唐代，「胡服」再度受到矚目。請問這兩個時期的胡服來源

是否相同？ (Ａ)相同；皆是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穿著 (Ｂ)不同；前者來自西方，後者來自北方 

(Ｃ)相同；皆是來自西方游牧民族的穿著 (Ｄ)不同；前者來自北方，後者來自西方 

19、請閱讀以下二則資料： 

資料一：「□□」起初的意思是指「城牆」或「護城河」，傳說中□□與地方官是分陰陽二世界來治理

事情，所以過去，新上任的地方官員，一定先到□□廟向□□爺祭拜，請求□□爺一起協助地方

政治事務。 

資料二：□□為官職，不專指一人，因此各地信奉的□□爺可能都不是同一個人。在宋代，將□□信

仰納入國家祀典，屬於「正祠」。 

資料一、二中的□□應是哪一位神明？ (Ａ)媽祖 (Ｂ)土地公 (Ｃ)灶神 (Ｄ)城隍 

20、有一本書這樣寫著：「17 世紀世界的航海活動，是歐洲力量向全球擴張的重要階段，也是全球經濟網

絡形成的第一步。在 16 世紀時，新大陸的白銀，已經透過西班牙的高桅船，不斷運來亞洲，購買亞

洲的商品，分別從印度洋繞過非洲，或從中美地峽由陸路轉駁到墨西哥，運往歐洲換取原料。中國出

產的絲綢、茶葉與瓷器，日本的各種工藝品，及從南洋出產的各種香料，均是大航道上的商品。中國

與日本，都因大量白銀流入，而有長期的經濟繁榮。」根據以上敘述，吾人可以發現下列哪個說法符

合史實的發展？ (Ａ)航海活動展開時，正值中國的明朝，當時人口的壓力使得許多人前往南洋移民

經商，結果引起中國人口大量外移，帝國勢力因而衰頹 (Ｂ) 西班牙、荷蘭、葡萄牙紛紛以南洋為中

心，經營多角貿易，甚至到臺灣殖民，使得臺灣邁入近代化的階段 (Ｃ)此時日本全面開放通商，藉

由商人來日本貿易，許多西學輸入日本，是明治維新實施西化的基礎 (Ｄ)16、17 世紀以後，中國貨

幣採取銀銅雙本位的政策，可能與白銀流入中國有關係 

21、宋神宗熙寧 6 年 4  月庚辰詔曰：「初，京師供百物有行，官司所須，皆並責辦，下逮貧民浮費，類有

陪折，故命官講求。雖與外州軍等，而官司上下需索無慮十倍以上。凡諸行賠納猥多，而齎牒輸送之

費，復不在是。下逮稗販貧民，亦多以故失職。肉行徐中正等以為言，因乞出免行役錢，更不以內供

諸處，故有是詔。」（《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四）試問以上資料可說明何事？ (Ａ)行會出面對外

承接生意 (Ｂ)行會對內負責會員種種事務 (Ｃ)行會聯合起來，要求交納免行役錢，以代替供應物

力 (Ｄ)行會建立精密的學徒制度，以保障會員生計 

22、有位學者談論某時期的對外貿易特色：甲世強調海外貿易的趨向，乙世後做了相當大的調整。乙世不

僅在北方築長城，與游牧民族劃清界線，海路也嚴格管控，想要和中國通商的海外諸國，預先接受中

國的冊封，然後再由中國頒給「勘合」（許可證），才可依規定時間來朝貢，順便帶貨物交易，其它私

人貿易一概禁止。請問此學者所說的甲、乙世最有可能分別指 (Ａ)甲—東周、乙—秦朝 (Ｂ)甲—

漢朝、乙—魏晉 (Ｃ)甲—唐朝、乙—宋朝 (Ｄ)甲—宋朝、乙—明朝 

23、日本政府模仿唐朝建立戶籍制度，以□□為單位，來推動新的賦役制度。其成為大化革新以後日本社

會的基本經濟單位，是政府授田和徵收賦役的對象。請問□□指的是下列何者？ (Ａ)主戶 (Ｂ)鄉

戶 (Ｃ)客戶 (Ｄ)部曲 

24、附表為《新唐書．百官志》中所載佛道情況比較表。請問從表中可看出什麼？ 

 
寺觀數 

僧尼、道士、

女冠數 

平均每寺、

觀僧尼數 

道教 1,687 1,764 1.046 

佛教 5,385 126,100 23.535 

相差

倍數 
3.176 71.485 22.5 

(Ａ)唐代的道教不論在道觀數量或信仰人口上都高過佛教 (Ｂ)佛教在唐代因為韓愈〈諫迎佛骨表〉

而衰微 (Ｃ)唐武宗時的會昌法難滅道使道教受到打擊 (Ｄ)唐代雖以道教為國教，但在正規道教來

說，規模始終未超越佛教 

25、請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一：「一拜天為父，二拜地為母，三拜日為兄，四拜月為嫂，五拜五祖，六拜萬雲龍大哥，七拜

陳近南先生，八拜兄弟和順。」 

資料二：「三點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門莫通風，養成銳勢復仇日，誓滅清朝一掃空。」 

資料三：「鳳花亭，高溪庵，馬溪廟，明主傳宗，今夜歃血拜盟，結為同胞兄弟，永無二心。今將同

盟姓名開列于左。本原異姓締結，同……不共父，義勝同胞共乳，似管、鮑之忠，劉、關、

張為義，……視同一家。」 

綜關資料一 ～ 三所描述的組織，何者說明是正確的？ (Ａ)這組織應是指白蓮教 (Ｂ)這組織應是

指青幫 (Ｃ)流傳到東南亞後仍大力反清直到清亡 (Ｄ)具「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亦強調會眾間

的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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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立 臺 中 第 二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1 08 學年度 第   2  學期   一  年級       類組    歷史  科 第 2 次期中考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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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試卷計  2  張共   4   面  
                                                                                                            

26、從租庸調法至兩稅法的賦役制度演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從繳納實物為主，轉變為繳納錢幣

為主；力役逐漸折價為錢，最後併入田賦中，田賦逐漸成為人民主要的賦稅負擔 (Ｂ)從繳納錢幣為

主，轉變為繳納實物為主；力役逐漸折價為錢，最後併入田賦中，田賦逐漸成為人民主要的賦稅負擔 

(Ｃ)從繳納錢幣為主，轉變為繳納實物為主；田賦逐漸轉換為力役，力役逐漸成為人民主要的賦稅負

擔 (Ｄ)前者量出為入，項目分明，利於政府；後者量入為出，且有為民置產的精神 

27、某篇論文出現以下內容：「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漢人出現了專以婦持門戶的現象，南方婦女則出遊或

參加婚喪慶弔」、「北魏孝文帝的祖母文明太后，東晉明穆皇后，與唐代的武后、韋后，都有女主執政

的現象」、「唐代男女交往自由，踏青野宴均有婦女參加」。依據上述內容加以判斷，這篇論文的主題

最有可能是？ (Ａ)歷代女權運動的發展 (Ｂ)漢族與胡族婦女地位的比較 (Ｃ)她們的故事：漢人

婦女的悲哀 (Ｄ)漢族的胡化：多民族與文化的交流 

28、清朝早期，滿洲被列為「龍興之地」，禁止漢人進入。但在 1861 ～ 1880 年代，陸續開放了吉林圍場、

阿勒楚喀圍場、大凌河牧場等官地和旗地。1882 年（光緒 8 年）首先在吉林招墾，設立琿春招墾總

局，此後又開放了黑龍江地區的土地開墾。請問清帝國開放人民移居東北的目的為何？ (Ａ)幫助旗

人重建家園 (Ｂ)提倡滿漢和平相處 (Ｃ)防止俄國勢力入侵 (Ｄ)減輕人口過多壓力 

29、越南從 10  世紀獨立建國起，至  19 世紀法國統治為止，其土地制度承襲唐代的均田制精神，始終以土

地國有制最占優勢，關於其主要制度陳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皇帝分封土地給功臣時，受封者享

有受封地的地租與所有權 (Ｂ)部分土地是由國家直接控制，如籍田和屯田等 (Ｃ)受封土地的王室

貴族可以將土地轉封給下屬，或傳給子孫 (Ｄ)對於農村公社的土地，村社成員有土地使用權及所有

權 

30、請閱讀下列二則資料： 

資料一：元代施惠《幽閨記．第七齣》：「你去渡關津，怕有人盤問，又沒個官司文憑□□，此行何處

能安頓？」 

資料二：《醒世恆言．卷一九．白玉孃忍苦成夫》：「張萬戶見他說得有理，並不疑慮，就依允了。下

問候書札，上壽禮帖，又取出一張□□，以防一路盤詰。」 

請問資料一、二中的□□應填入下列何者？ (Ａ)案比 (Ｂ)路引 (Ｃ)貌閱 (Ｄ)上計 

31、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各族群的移動、文化交流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文明若缺乏外來刺激，難以

持續成長。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Ａ)漢帝國與游牧民族匈奴戰鬥的過程中，武帝因而在長城內

設立專區，安置匈奴俘虜 (Ｂ)東漢時，北匈奴投降，河東地區的匈奴人因此大增，漢朝將其部分遷

入中原 (Ｃ)西晉內亂時，草原移民的後代與其他游牧民族紛紛起兵，在長江流域建立許多國家，史

稱「南朝」 (Ｄ)游牧民族移居中原後，除適應漢人文化外，也將飲食習慣帶進漢人生活中，如唐人

飲食中的胡麻餅 

32、這場亂事爆發於四川、陝西、河南和湖北邊境地區，為宗教起事。其教宣揚彌勒佛未來會「改造世界」

的傳說，並以「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周行天下」等平均、

互助思想。根據上述資料，這應是哪一宗教或會黨所造成的動亂？ (Ａ)哥老會 (Ｂ)太平道 (Ｃ)

白蓮教 (Ｄ)羅教 

33、請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一：「……長達二百五十年之久，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一至四艘、載重量由三百至一千噸的大

帆船，橫渡太平洋，來往於墨西哥與馬尼拉之間。太平洋因為西班牙大帆船的長期活躍，而有

西班牙湖之稱。……美洲對菲輸出以祕魯、墨西哥盛產的白銀為主，菲島輸入以中國絲貨最為

重要。」 

資料二：「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

南至於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珍奇異物焉。」 

資料三：「……有許多波斯、大食的商人循海路到達各大港口，並在一些內陸城市做買賣。廣州、揚州、

明州、泉州是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由於貿易量增加，政府還設置『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

城市中還出現外國人集中居住的『蕃坊』及『波斯邸』。」 

三段資料中所描述的時代順序為何？ (Ａ)資料三→資料二→資料一 (Ｂ)資料二→資料一→資料三 

(Ｃ)資料一→資料二→資料三 (Ｄ)資料二→資料三→資料一 

34、附圖為中國歷代人口成長圖，請根據此圖來回答問題： 

 
從圖中可看到從明到清之際，人口呈現減少的現象。最主要的因素是 (Ａ)鄭和下西洋後，增加對東

南亞地區的了解，大量人口往外移民的結果 (Ｂ)倭寇之亂，導致民不聊生，人口大量死亡 (Ｃ)爆

發瘟疫，政府無力控制而導致蔓延全國，人口減少 (Ｄ)流寇之禍，四處流竄，自然災害加上戰亂而

促使人口減少 

35、請閱讀資料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譜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

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鄭樵《通志》） 

資料二：「余惟族譜之作，所以推其本，聯其支，而尊尊親親之道存焉。……推其祖之所自出，有尊

尊之義焉。詳其族之所由分，有親親之義焉。」（歐陽脩《衡陽漁溪王氏譜序》） 

從資料一到資料二反映的是怎樣的社會變遷？ (Ａ)由華夷之防轉向華夷一家 (Ｂ)由士紳社會進

入世族社會 (Ｃ)由注重家世出身到注重人倫關係 (Ｄ)由階級的區隔到宗法的形成 

題組題：請閱讀下列資料，並回答第 36、37 題問題： 

資料一：宋朝的江南有「蘇、常熟，天下足」之諺，明末諺云：「湖廣熟，天下足。」 

資料二：元代人口分布的南北比例上：南方的戶口數竟占全國總數的 85 ％，實際人口估計也有 80 ％以

上，這是中國人口史上南北人口分布比例達到的極點。 

資料三：明初以來一直把這裡當做封禁地帶。正統、成化間，數以百萬計的流民湧入，明政府採取種種

辦法都無法把他們驅趕出境，最後只好招撫安輯，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口限給之，令開墾

為永業。他們大力開墾耕地，種植五穀，為開發荊襄（湖廣）地區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36、綜觀三段資料，可以得知什麼訊息？ (Ａ)從宋代至明代蘇州和常州都是重要糧倉 (Ｂ)元代時南

方人口開始超過北方，明代採取招撫安輯的方式解決問題 (Ｃ)明代開墾荊襄地區，使湖廣成為重要

經濟作物產地 (Ｄ)明代出現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區域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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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依資料所述，這樣的移民開發，長期居住之後可能會出現下表哪些影響？(Ａ)只有 (甲) (乙)  (Ｂ) 

只有(甲) (丙) (丁)  (Ｃ) 只有 (乙) (丁) (戊)  (Ｄ)應該全部都是 

(甲) 政治方面 增設各級行政區以落實對新墾區的管理 

(乙)經濟方面 有助於遷入地的開發，並改變其經濟面貌 

(丙)生態方面 移民毀林開荒，破壞天然植被，水土流失 

(丁)文化方面 促進原籍和遷入地的文化交流，有助於族群融匯 

(戊)社會方面 移民與土著爭奪生存資源與空間，引發土客械鬥 

38、佛教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移植的外來文化，其之所以能在中國立足的原因何者有「誤」？ (Ａ)

自魏晉以來，歷代君王不乏信奉者，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尤以亂世時，社會動亂，生活艱困，人

心普遍祈求安定，故君臣、士大夫、平民相率趨附 (Ｂ)佛法談心性、形上哲理，也談三世因果、報

應輪迴之說，使上智下愚，俯首傾耳，佛法乃得與儒、道結合，撫慰中國人的心靈 (Ｃ)佛法主張「人

人皆有佛性」，與儒家「人皆可以為堯舜」之義相似，故廣大人民樂於接受 (Ｄ)東漢晚期，道教創

立，與佛教互有競爭，最後佛教勝出，成為東漢國教 

39、以下是兩位史家針對北魏孝文帝漢化政策中「改姓氏」（即「定族姓」）政策的看法。 

甲史家：北魏孝文帝遷都，詔以「門第選舉」。一面是因忻慕漢化，重視漢人世族之門第，一面實欲

援借漢族門第制度來保護鮮卑族的政治地位。 

乙史家：孝文帝之「定姓族」，是專以官爵的高下，為姓族高卑的標準。他重姓族（或門第）也就是

重官爵。定姓族對象不僅是鮮卑貴族，也包括漢人世族在內，與選官吏同時進行。……孝文

帝的目的，在使鮮卑貴族的政治社會地位，能與北方人崔、盧、李、鄭等大姓，迅速一致起

來。 

請問根據上述資料，何者正確？ (Ａ)兩位史家認為北魏孝文帝推動「改姓氏」的動機均為鞏固鮮卑

人統治地位 (Ｂ)兩位史家認為北魏孝文帝推動「改姓氏」的動機均為了延續中原文化 (Ｃ)兩位史

家都認為北魏孝文帝心中理想的「取士」方式以精通經學為標準 (Ｄ)只有第一位史家認為北魏孝文

帝深受漢化影響  

40、下列四項資料為中國歷史上各朝代選才任官的制度： 

資料一：「某人為了讓弟弟順利取得任官的機會，刻意在分家時，將優厚的部分歸於自己，讓弟弟取

得貧瘠的土地。鄉里民眾因此盛讚其弟『能讓』，推薦這位弟弟參加政府的任官考試。」 

資料二：「一位皇帝說：『有不少參加考試的人，對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貫密封起來感到害怕，但是真

正有才學的人會喜歡這種公平的做法。』」 

資料三：「一位大臣回憶其早年入仕過程，雖順利通過禮部考試成為進士，卻因未能通過吏部測試，

不得派任官職，只好暫時擔任地方政府首長的僚佐。」 

資料四：「某人憑藉父祖的良好家世背景，被選才的官員評為上等的成績，遂由不錯的職位起家入仕，

一路當到高官。他的兒子也依此模式順利發展。」 

有關此四項資料的說明：（甲）資料一是指東漢的「察舉」中「孝廉」之舉。（乙）資料二是指唐代的

科舉考試。（丙）資料三是指宋代的科舉考試。（丁）資料四是指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請問以

上說法「不正確」者為何？(Ａ)（甲）（乙） (Ｂ)（甲）（丙） (Ｃ)（乙）（丙） (Ｄ)（丙）（丁） 

題組題：下列第 41、42 題為有關道教在中國史上發展的敘述，請問： 

41、有關道教的發展何者正確？ (Ａ)道教最早為老子李耳所創立，後世稱之為「太上老君」 (Ｂ)東漢

末年張陵的「太平道」屬於道教的一支 (Ｃ)北魏在道士陸修靜及葛洪的影響下，一度視道教為國教 

(Ｄ)唐朝皇室因為姓李，故推崇道教 

42、宗教與中國民間習俗一直有著甚為密切的關係，下列有關兩者互相影響何者「不正確」？ (Ａ)道教

的齋醮科儀中各種的祭祀儀式是民俗祭祀活動的淵源 (Ｂ)民俗的流傳與風行與道教盛行有關 (Ｃ)

祖先崇拜、歲時祭祀與道教無關 (Ｄ)民俗深入且長存民間，與道教的觀念與信條做為理論依據有關 

43、明神宗萬曆 9 年，張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又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了一條鞭法的賦役制度。下列哪

個「不是」有關一條鞭法的正確說法？ (Ａ)賦役合併，以丁田分擔役銀，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 

(Ｂ)開啟了中國財政的預算制度 (Ｃ)統一賦役，簡化徵收項目和手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漏稅

和官吏貪汙的弊端，有利於貧苦下戶負擔的減輕 (Ｄ)放鬆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客觀上有利於生產

的發展 

44、有關中國歷代賦役徵收與戶籍制度關係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西周時代戶籍制度建立後，政

府徵收賦役便以戶籍所載的人口和土地資料為依據 (Ｂ)秦漢時期，人民負擔的負役包括田賦、算賦

、口賦和徭役，其中田賦、徭役二者以人丁為對象 (Ｃ)隋唐租庸調以人丁為課徵的對象，可知賦役

與戶籍關係極密切 (Ｄ)清康熙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使人丁承擔賦役的功能消失 

45、唐代某個史料指出：「武德 7 年（624 年）均田令規定：「丁男，中男給一頃（百畝），篤疾，廢疾給

（口分）四十畝，寡妻妾（口分）三十畝……。奴婢、婦人及耕牛不受田地。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

世業，八為口分。」趙松是生活在初唐洛陽的一戶人家，在戶籍資料中，趙家共計有六口人，其中趙

松被登記為戶長，娶有一妻二妾，育有二子一女，長子二十歲、長女十三歲，次子八歲，有寡母一人

。請問趙家可獲朝廷授與多少田地？ (Ａ)永業田六十畝，口分田二百七十畝，共三頃三十畝 (Ｂ)

永業田四十畝，口分田一百九十畝，共二頃三十畝 (Ｃ)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一百九十畝，共二頃

一十畝 (Ｄ)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一百一十畝，共一頃三十畝 

46、日本自 12 世紀後進入長達 600  多年的「幕府時代」。下列有關幕府時代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

日本此時出現封建制度與莊園經濟，並建立了類似領主與附庸之間的依附關係 (Ｂ)幕府為唯一的政

府，大將軍以其個人名義實施統治，天皇已完全消失於政治舞臺 (Ｃ)歷任幕府將軍均實施中央集權

化的統治，其行政權可推行於全國 (Ｄ)幕府是指地方上最有實力的豪族所形成的武士集團，以大將

軍的名義組成統治機構，其地位需得到地方諸侯的承認  

47、關於高麗王朝與李氏朝鮮的建立及其後續相關制度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田制都以土地

私有制為基礎 (Ｂ)土地制度皆可長期持續達到穩定社會經濟的功效 (Ｃ)易出現官僚對土地的強

取豪奪 (Ｄ)仿唐朝建立戶籍制度，以鄉戶為單位 

請閱讀以下資料後，回答第 48、49 題之問題： 

    「無論是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或暹羅人，所有統治者都需要能幹且具有良好關係的『○○』，

可在他們的居住地及其家鄉豐富的資源之間充當聯繫橋梁。即使在日本，儘管日本當局對於出境旅行

嚴加限制，並且對僑居當地的外國商人疑慮重重，但是，日本同樣需要其為充當貿易中間商，並透過

他們獲取戰略情報。……『○○』在異國他鄉得以打出一片天地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們的原

居地社會。他們依賴於原居地的特殊關係，包括家族、方言、同鄉、禮俗關係，還包括招募移民進入

異國他鄉的庇護關係。在殖民世界中，商人橋頭堡通常是移民及其移居地之間不可缺少的聯繫點：在

殖民統治勢力薄弱缺失的地區，如馬來亞和婆羅洲，當地土著統治者就是他們最初的庇護人。」 

48、根據上述資料，下列哪個時期較為符合其描述的現象？(Ａ)十四世紀 (Ｂ)十五世紀 (Ｃ)十六世紀 

(Ｄ)十七世紀 

49、請問上述描述的『○○』較可能為下列何者？(Ａ)清代的華商 (Ｂ)明代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 

(Ｃ)明代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人 (Ｄ)元代阿拉伯商人 

50、宋太宗詔令：「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多種諸谷（穀），民乏粟、麥、黍、豆

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南宋孝宗更幾乎每年「復詔兩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帥、漕臣督守令

民種麥，務要增廣。」請問當時政府為何會有此類鼓勵的政策？(Ａ)麥作符合北方飲食習慣 (Ｂ)麥

作生長期較稻作短 (Ｃ)麥作耕種成本較低 (Ｄ)南方氣候條件利於種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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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公 佈 表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一  年級      類組    歷史   科 第   2  次期中考試題答案 

 

單一選擇題：共計 50 題，每題 2 分，合計 10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Ｂ) (D) (Ａ) (Ｄ) (Ａ) (Ａ) (Ａ) (Ａ) (D) (Ｃ)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Ｂ) (Ｃ) (Ｄ) (Ａ) (Ｂ) (Ｂ) (Ｄ) (Ｄ) (Ｄ) (Ｄ)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Ｃ) (Ｄ) (Ｂ) (Ｄ) (Ｄ) (Ａ) (Ｄ) (Ｃ) (Ｂ) (Ｂ)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Ｄ) (Ｃ) (Ｄ) (Ｄ) (Ｃ) (Ｄ) (Ｄ) (Ｄ) (Ａ) (Ｃ)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Ｄ) (Ｃ) (Ｂ) (Ｃ) (Ｂ) (Ａ) (Ｃ) (Ｄ) (Ａ) (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