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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109學年第一學期國二歷史科第三次段考試卷   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單一選擇題：37 題，每題 2 分，共計 74 分。   ※共有 55 題，請用 2B 鉛筆畫記於答案卡。 

1. (   )「同治 12 年，《申報》刊載了一則『生昌番菜館』招攬顧客的廣告，意味著西餐正式進入中國市場。光緒 21 年

，當地更出現吉祥春、萬家春、一品春、張園等多家番菜館。」上文中的「番菜館」最可能出現在下列何地？  

(Ａ) 17 世紀末的泉州 (Ｂ) 18 世紀初的廣州 (Ｃ) 19 世紀末的上海 (Ｄ) 20 世紀初的成都。 

2. (   )清代中期以後，隨著西方人挾「船堅炮利」之優勢來華，中外關係自此改變。請問：清廷與西方因禁教而減少交

流、閉關自守後，被迫開放通商口岸的清帝是下列何人？ (Ａ)咸豐 (Ｂ)嘉慶 (Ｃ)乾隆 (Ｄ)道光。 

3. (   ) 18 世紀，為了要平衡對華貿易的虧損。英國大量銷售下列何種產品至中國，此舉嚴重的危害中國人民的健康？ 

(Ａ)大麻 (Ｂ)鴉片 (Ｃ)海洛因 (Ｄ)雪茄。 

4. (   )金花是清末的時髦女性。她用(甲)自來水把家裡清理了一番。之後，她的(乙)大腳丫子穿上合腳的鞋子，身著洋

裝，坐著(丙)人力車準備外出，她和朋友約好要去(丁)戲院體驗 VR 電影的魅力和威力。請問：以上敘述，何者

錯誤？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5. (   )某位清朝知識分子上書痛陳：「棄臺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故籲請光緒皇帝

「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請問：這位知識分子為下列何人？ 

(Ａ)曾國藩 (Ｂ)李鴻章 (Ｃ)林則徐 (Ｄ)康有為。 

6. (   )佳佳參加一個中國近代史的研討會，會中發表數篇有關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物生平事蹟的論文。請問：這

研討會的主題應是下列何者？ (Ａ)清末民初的革命家 (Ｂ)維新運動的推動者 (Ｃ)維護傳統名教的學者  

(Ｄ)自強運動的推動者。 

7. (   )下列事件，依其發生時間先後排列，正確順序應為何？(甲)戊戌政變(乙)義和團事件(丙)戊戌變法(丁)八國聯軍 

(Ａ)甲乙丙丁 (Ｂ)甲丙乙丁 (Ｃ)乙丙丁甲 (Ｄ)丙甲乙丁。 

8. (   )近代中國簽訂的《南京條約》及其續約，其內容不包括何者？ (Ａ)協定關稅 (Ｂ)開放五口通商 (Ｃ)片面最

惠國待遇 (Ｄ)割讓臺灣。 

9. (   )大雄在整理歷史圖片時，發現了一幅清末時代的圖片，如附圖所示。請問：這應該是下列哪一組織的旗幟？  

 

        (Ａ)興中會 (Ｂ)保皇黨 (Ｃ)同盟會 (Ｄ)義和團。 

10. (   )有一本記載清末歷史的書中，敘述一位皇帝不願作亡國之君，且同時希望藉由變法從慈禧太后手中奪回統治的權

力，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權力，但他的計畫終告失敗。請問：上文所指應是下列哪一位皇帝？ (Ａ)咸豐 (Ｂ)

同治 (Ｃ)光緒 (Ｄ)宣統。 

11. (   )英國為了與中國進行貿易，曾經派哪一位使臣來華覲見乾隆，但卻因禮節問題，導致雙方不歡而散？ (Ａ)馬加

爾尼 (Ｂ)利瑪竇 (Ｃ)馬可波羅 (Ｄ)湯若望。 

12. (   )清末的立憲運動是因為哪一戰爭之後，見識到戰勝國因實施「君主立憲」體制而強盛，因而興起立憲之風潮？ 

(Ａ)鴉片戰爭 (Ｂ)英法聯軍 (Ｃ)甲午戰爭 (Ｄ)日俄戰爭。 

13. (   )宋嘉澍生活在清末民初，藉由在基督教會受洗學習英文，憑藉優秀的外語能力最後成為成功的商人。他也是宋美

齡三姊妹的父親，和他親近的朋友都稱呼他為查理宋。他向友人介紹他的三個女兒時說，她們可不是一般的女孩

子，她們是新中國的新女性。請問：查理宋教養女兒的方式，下列何者較不可能發生？ (Ａ)替女兒纏足，以尋

求未來嫁入好人家 (Ｂ)從小學習小提琴等西洋樂器 (Ｃ)讓她們接受基督教洗禮 (Ｄ)送出國留學，訓練她們

能說流利的英語。 

14. (   )郁薇在課本上看到一幅留著清朝長辮子的小朋友排排站立合照的相片，相片說明這是清廷第一批選送到外國留學

的幼童。請問：這是在哪個運動期間所發生的史事？ (Ａ)自強運動 (Ｂ)立憲運動 (Ｃ)戊戌變法 (Ｄ)革命

運動。 

15. (   )附圖為清末實施某項改革時，多數知識分子的反應。請問：該項改革發生於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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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19 世紀初期 (Ｂ) 19 世紀中期 (Ｃ) 19 世紀後期 (Ｄ) 20 世紀初期。 

16.  (   )附表是一件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案件審判概況，根據內容判斷，此審判最可能出現在下列何時？〔108.會考〕 

審判概況 

審判地點 廈門的美國領事法庭 

裁決者 美國駐廈門領事館總領事 

陪審員 
三人，包括一名美國領事館

代表 

被告 美國公民 J.H. Edward 

罪名 
於中國非法徵募及販運勞工

至國外 

判決 
依美國法律判決一年監禁、

罰款一千美元 

        (Ａ) 17 世紀前期 (Ｂ) 18 世紀前期 (Ｃ) 19 世紀後期 (Ｄ) 20 世紀後期。 

17. (   )英國外交使節馬加爾尼來到中國，其目的為何？ (Ａ)改善通商限制 (Ｂ)文化交流 (Ｃ)傳教遊歷 (Ｄ)設廠

製造。 

18. (   )西方傳教士來華，為求傳教順利，多和中國士大夫結為好友，向中國士大夫介紹西洋的天文、曆法、數學、地理

學等。請問：以下何書最能代表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士大夫的合作？ (Ａ)《回回藥方》 (Ｂ)《幾何原本》  

(Ｃ)《夢溪筆談》 (Ｄ)《四書集注》。 

19. (   )曾有新聞報導，臺灣的清華大學每年依然收到來自百年前庚子賠款的支票，這筆款項是來自美國決定將《辛丑和

約》中清廷尚未付清的賠款全數退回，並作為教育基金，利用該筆基金創辦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園」。請問：

上文中清華大學每年所收到的款項，是由於哪場戰爭的失利所造成的？ (Ａ)八國聯軍 (Ｂ)甲午戰爭 (Ｃ)日

俄戰爭 (Ｄ)鴉片戰爭。 

20. (   )蔣廷黻於《中國近代史大綱》中提及「直到咸豐末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然後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

。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請問：文中所指「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主要是指中

國未能記取什麼教訓？ (Ａ)牡丹社事件日軍犯臺 (Ｂ)鴉片戰爭的失敗 (Ｃ)第一次英法聯軍 (Ｄ)列強畫分

勢力範圍。 

21. (   )下列選項均出自中國近代涉外條約的條款，其中何者是「片面最惠國待遇」的內容？ (Ａ)英國人得在港口租借

房屋，自由居住，享有治外法權 (Ｂ)居住中國的美國人犯罪由美國領事審訊 (Ｃ)中國如有新的利權讓予他國

時，英國人可一體適用 (Ｄ)外國貨物進口到中國時，中國須與外國政府協商關稅訂定。 

22. (   )咸豐 10 年清廷下詔設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目的為何？ (Ａ)統籌涉外事務推行新政 (Ｂ)負責逮捕

犯罪分子 (Ｃ)培養翻譯外交人才 (Ｄ)建立新式國防。 

23. (   )康有為曾上奏：「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以皇上之明，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

，全變則強，小變仍亡。」請問：康有為所謂的「變」，是指在哪一方面的變革？ (Ａ)船堅炮利 (Ｂ)宗教信

仰 (Ｃ)政教制度 (Ｄ)思想文化。 

24. (   )附圖呈現清代中期以後，朝廷允許外國傳教士在華活動範圍逐漸改變的情形。造成此轉變的原因，最可能是下列

何者？〔改寫自 105 年會考〕 

 
        (Ａ)清帝國簽訂不平等條約 (Ｂ)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之後 (Ｃ)清廷推動自強運動政策之後 (Ｄ)中國經濟重心 

        由沿海轉向內陸。 

25. (   )楊振寧是美籍華裔的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他曾來臺演講，指出：「西元 1600 年到 1900 年，中國抗

拒引入西方科學。」、「西元 1607 年《幾何原本》在中國只譯出前六卷，到西元 1857 年才譯出後九卷，前後相

隔 250 年之間，歐洲不但誕生了近代科學，也徹底改變了生產方式。」請問：造成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中斷，

是因哪位君王驅逐傳教士離華所造成？ (Ａ)明太祖 (Ｂ)清康熙皇帝 (Ｃ)清雍正皇帝 (Ｄ)清乾隆皇帝。 

26. (   )北京是中國的「四大古都」之一，歷史上有四個朝代在此定都，但清代時，在下列哪一次戰役中首次被西方國家

以武力入侵？ (Ａ)鴉片戰爭 (Ｂ)甲午戰爭 (Ｃ)八國聯軍 (Ｄ)英法聯軍。 

27. (   )鴉片戰爭使中國陷入百年悲運，清帝國也因此喪失哪些權益？(甲)賠款(乙)割地(丙)開放臺灣通商口岸(丁)協定

關稅 (Ａ)甲乙丙 (Ｂ)乙丙丁 (Ｃ)甲丙丁 (Ｄ)甲乙丁。 

28. (   )位於北海道的函館市，因一個西力衝擊的歷史事件，成為日本最早開港通商的港口之一。而這次的開港通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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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造成很大的影響。有關開港通商的原因與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造成這次開港通商的歷史事件，

是為牡丹社事件 (Ｂ)這個歷史事件，與俄國有關 (Ｃ)開港通商後，日本國內排外的氣氛消失 (Ｄ)這個歷史

事件，間接促成日本的明治維新。 

29. (   )西元 17 世紀後，隨著歐洲人前來亞洲貿易，美洲的白銀被歐洲人用來買中國的絲綢、瓷器，白銀因而大量湧入

中國，造成中國貨幣經濟的重大變化。直到下列何事發生之後，白銀大量流出中國？ (Ａ)鄭和下西洋後 (Ｂ)

鴉片大量進入中國後 (Ｃ)新航路發現後 (Ｄ)清廷收復臺灣後。 

30. (   )小樂無意間找到姊姊的歷史課本，看到一幅漫畫如附圖。請問：此圖最可能是描述中國何種制度？ 

 

        (Ａ)禮樂制度 (Ｂ)天朝體制 (Ｃ)科舉制度 (Ｄ)封建制度。 

31. (   )福澤諭吉身為日本 19 世紀末的新知識分子，他鼓吹維新政策，他寫過一篇《脫亞論》，認為日本應該選離亞洲

惡鄰，才能加入列強行列。請問：福澤諭吉的論點後來成為哪一個改革的推力之一？ (Ａ)明治維新 (Ｂ)大化

革新 (Ｃ)自強運動 (Ｄ)百日維新。 

32. (   )附圖是中國歷史上某一史事的相關內容，根據內文判斷，該史事最可能是下列何者？〔108.會考〕 

 
        (Ａ)齊桓公尊王攘夷 (Ｂ)漢武帝獨尊儒術 (Ｃ)秦始皇焚書坑儒 (Ｄ)清世宗下令禁教。 

33. (   )明代官員徐光啟等人結交耶穌會教士、信天主教。請問：徐光啟曾與利瑪竇合譯哪一本書？ (Ａ)《武總總要》 

(Ｂ)《幾何原本》 (Ｃ)《回回藥方》 (Ｄ)《夢溪筆談》。 

34. (   )19 世紀，英國人艾力克斯在中國犯下搶劫的重罪，可是當巡捕聞風逮捕之際，官府卻選擇將艾力克斯交由英國領

事館處分而未進行任何的審判程序。請問：上述情形是受到哪件史事的影響？ (Ａ)清帝國禁教 (Ｂ)馬加爾尼

使華 (Ｃ)鴉片戰爭 (Ｄ)英法聯軍。 

35. (   )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曾說：「此機構為中國政府準備容許其高層官員與外國使節直接交往的明證，這是防範誤會

發生的最好保證。」這代表一項體制上的變革，儘管該機構在編制、職權、法定地位各方面均有不盡如人意之處

，但其重要性仍不容置疑。請問：此一機構為下列何者？ (Ａ)北京同文館 (Ｂ)輪船招商局 (Ｃ)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 (Ｄ)金陵機器製造局。 

36. (   )圓明園是中國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 世紀的一場戰役讓它慘遭焚毀。這場戰役被法國文學家雨

果評為「兩個強盜的勝利」，許多清宮珍寶因此付之一炬或是遭搶。請問：上述的兩個強盜所指為何？ (Ａ)美

國、英國 (Ｂ)英國、法國 (Ｃ)法國、德國 (Ｄ)德國、俄國。 

37. (   )附圖的漫畫，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什麼戰亂下逃出北京城，最後抵達西安？ 

 

        (Ａ)鴉片戰爭 (Ｂ)英法聯軍 (Ｃ)甲午戰爭 (Ｄ)八國聯軍。 

二、 題組題：三大題，每小題 2 分，共計 16 分。 

1. 小聖為了準備歷史報告，查找以下資料： 

資料一：「黃土高原為古代中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也隨之開展，並於秦漢時代定型。秦始皇吞併六國，奠定了中國的

版圖，中國疆域大致確定。秦代過後，中國文化的方向也隨之確立，儒家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資料二：「佛教自東漢從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後代又有高僧玄奘前往印度取經，於是佛教漸漸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

分。另外，鄰近中國的越南、日本、新羅等國在唐代開始大規模效仿中國的漢字、儒學、佛教、曆法。至宋

代，中國的科技也有傳布，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對歐洲造成劃時代的影響。」 

資料三：「中國文化到了明清時仍透過傳教士向西傳布，不過到了清末，中國文化便遭受挑戰。自鴉片戰爭起，一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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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的戰爭與挑戰導致中國的回應，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於是展開。」（參考資料：錢穆，國史大綱） 

（ ）(38)綜合以上三段資料，請問小聖的報告主題為何？ (Ａ)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 (Ｂ)外來文化對中國的影響 (

Ｃ)中國儒家文化的成形 (Ｄ)中國文化的發展與轉變。 

（ ）(39)資料一中提到：「秦代過後，……儒家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這樣的狀況，可能與何者對儒術的推崇

有關？ (Ａ)秦始皇 (Ｂ)漢武帝 (Ｃ)唐太宗 (Ｄ)宋太祖。 

（ ）(40)資料二中提到日本在唐代時的作為，在歷史上被稱作何者？ (Ａ)大化革新 (Ｂ)明治維新 (Ｃ)百家爭鳴 

(Ｄ)黑船事件。 

（ ）(41)上文說明自鴉片戰爭起，中國回應一連串西方的挑戰。中國在因應西力衝擊的過程中，首先採取哪項變革行

動？ (Ａ)自強運動 (Ｂ)戊戌變法 (Ｃ)立憲運動 (Ｄ)庚子後新政。 

2. 西元 19 世紀中期前，中、日兩國同是閉關自守的局面，經外力的衝擊，各自展開救亡圖存的運動，結果兩國命運有天

壤之別。請問： 

（ ）(42)日本經維新之後成為對外侵略性強國，其向外擴展路線依序為何？ (Ａ)併琉球→犯臺灣→取朝鮮 (Ｂ)併

琉球→取朝鮮→犯臺灣 (Ｃ)取朝鮮→併琉球→犯臺灣 (Ｄ)犯臺灣→併琉球→取朝鮮。 

（ ）(43)中、日兩國二、三十年的銳意西化，在何次戰役中，印證效果：前者有限，後者成功？ (Ａ)鴉片戰爭 (Ｂ

)英法聯軍 (Ｃ)甲午戰爭 (Ｄ)八國聯軍。 

3. 西元 15 世紀末期，由於新航路的發現，歐洲商人陸續東來，與中國貿易。到了清代，清廷為了管理及防範外國商人，

訂下許多通商限制。請問： 

（ ）(44)清乾隆後，對外貿易港口僅限於下列何地？ (Ａ)上海 (Ｂ)廣州 (Ｃ)杭州 (Ｄ)泉州。 

（ ）(45)對於清代的通商限制不能忍受，曾遣使來華請求改善的是何國？ (Ａ)英國 (Ｂ)法國 (Ｃ)美國 (Ｄ)日

本。 

三、 配合題：三大題，每小題 1 分，共計 10 分。 

1. 請將下列戰爭與戰後清廷的改革相配合： 

(Ａ)庚子後新政 (Ｂ)戊戌變法 (Ｃ)自強運動 (Ｄ)立憲運動 

（ ）(46)英法聯軍。 

（ ）(47)甲午戰爭。 

（ ）(48)八國聯軍。 

（ ）(49)日俄戰爭。 

2. 請將清末的新興城市與其特色相配合。 

(Ａ)上海 (Ｂ)哈爾濱 

（ ）(50)是清末中俄之間最繁忙的城市，西式的娛樂、餐飲很快即傳入此城。 

（ ）(51)最初引入西方的煤油燈，19 世紀進入電燈時代，正式成為不夜城。 

3. 請將清末出現於中國的報刊與其特色做配合。 

(Ａ)《萬國公報》 (Ｂ)《點石齋畫報》 (Ｃ)《申報》 (Ｄ)《中國女報》  

（ ）(52)由英商創辦，是以商業、新聞為主題的漢文報刊。 

（ ）(53)將時事、新知、奇聞等，以圖文的方式呈現晚清社會和西方接觸後的生活文化樣態。例如：向國人介紹西式

婚禮。 

（ ）(54)此報刊原名為《教會新報》，報刊內容多為教義、教務訊息為主。1874 年改名，報刊內容轉為：涉及政治時

事、中外關係、教育、科學等議題，有助於民眾對於西方思潮的接觸和理解。 

（ ）(55)由清末秋瑾所創辦的雜誌。 

 

 

 

~一個人只有在全力以赴的時候才能發揮最大的潛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