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109學年第二學期國二歷史科第一次段考試卷
一、 單一選擇題：41 題，每題 2 分，共計 8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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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共有 52 題，請用 2B 鉛筆畫記於答案卡。

)下列何者是辛亥年「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Ａ)慈禧太后過世 (Ｂ)民間反對清廷「鐵路國有」政策 (Ｃ)設
置責任內閣 (Ｄ)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
)張小華在西元 1919 年時就讀北京大學，他平常關心時事，並熱心參與愛國活動。請問：在當時他可能參加下列
哪項活動？ (Ａ)立憲運動 (Ｂ)武昌起事 (Ｃ)五四運動 (Ｄ)八年抗戰。
)同學們剖析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請問：何者說法符合史實？ (Ａ)辛亥革命利用八國聯軍，趁勢
起義 (Ｂ)黃花岡之役已澈底擊潰滿清勢力 (Ｃ)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大部分省分宣布獨立 (Ｄ)孫中山獲得美
國大量軍事支援以攻打滿清。
)有些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應該把其歷史定位提高到全亞洲的國際視野之下評價。二十世紀初的這場革命不但匯集
多方力量，還有下列何種意義？ (Ａ)終結兩千多年的帝制 (Ｂ)終結中國第一個草原民族建立政權 (Ｃ)充分
鞏固主權在民的立國宏規 (Ｄ)建立君主立憲國家。
)阿列在逛書店，發現一本書叫做《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書中提到黃興、宋教仁、孫中山、汪精衛等
人，阿列才發現原來創立中華民國不只是孫中山一人的功勞。請問：當年孫文整合其他革命團體，進而成立的新
組織是下列何者？ (Ａ)華興會 (Ｂ)興中會 (Ｃ)中華革命黨 (Ｄ)同盟會。
)「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引進國內，其中也包括了共產主義。」請問：上述景象發生於何時？ (Ａ)自強運動時期
(Ｂ)百日維新時期 (Ｃ)武昌起事時期 (Ｄ)新文化運動時期。
)附表為某一時期官方所頒行機關學校放假日期的部分內容，根據內容判斷，此一日程最可能由下列何者所頒行？
［108.會考］
放假日期

放假事由及天數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放假一天
1/1
1/2～1/3 新年，放假二天

(Ａ) 1895 年的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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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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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孫中山逝世紀念，放假一天

3/29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紀念，放
假一天

10/10

中華民國國慶紀念，放假一天

11/12 孫中山誕辰紀念，放假一天
(Ｂ) 1929 年的南京國民政府 (Ｃ) 1945 年的臺灣總督府

(Ｄ) 1979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由嚴淑和等幾位女性發起創辦，反映了近代上海金融業的客觀需求。當時這家銀行標
榜著為女性服務，行員幾乎全是女性，在該間銀行開戶的客戶們也以女性為主。請問：上述銀行創辦時，中國社
會最可能出現下列哪個景象？ (Ａ)街上男人都穿長袍馬褂 (Ｂ)知識分子念的書全部都是四書五經 (Ｃ)漢人
有錢人家的女兒一定要裹小腳 (Ｄ)街上有電燈、汽車，家裡有電話。
)陳同學為了準備課堂報告在網站上搜尋到一張銀幣相片，如圖。請你協助陳同學判斷，這個銀幣最有可能與下列
哪位人物有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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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孫中山 (Ｂ)梁啟超 (Ｃ)宋教仁 (Ｄ)袁世凱。（1-2）
)于庭到中國旅遊時，曾到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謁陵。請問：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是為了達成哪一組織的理想而犧牲
？ (Ａ)興中會 (Ｂ)同盟會 (Ｃ)保皇黨 (Ｄ)義和團。
)中國有一位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教育須從專制封閉擺盪到民主開放，因此在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鼓勵自

(

由學風，廣納各種思想。」請問：上述學者應是下列何人？ (Ａ)蔡元培 (Ｂ)胡適 (Ｃ)陳獨秀
)附圖是武昌起事前後的形勢圖。請問：圖中何地發生的保路風潮，形成武昌起事的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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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乙

(Ｃ)丙

(Ｄ)丁。

)奶奶倚著窗檯抽著水煙說道：「這年頭什麼東西只要沾上了洋味，感覺就是時髦了些，進步了些，例如那德先生
、賽先生一類的用語，不就是年輕人常掛在嘴邊的嗎？」請問：上述的情形會出現在下列哪個時期？ (Ａ)鴉片
戰爭 (Ｂ)英法聯軍 (Ｃ)自強運動 (Ｄ)新文化運動。
)民國 4 年 5 月 9 日 23 時，北京的國民政府以「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為由，對外宣布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
一條要求中的大部分條件，當時在同意條約上簽字的總統為下列何人？ (Ａ)溥儀 (Ｂ)孫中山 (Ｃ)袁世凱 (
Ｄ)蔣中正。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考量自身優劣，初期採取中立立場，僅派遣華工赴歐洲協助戰事。直至戰爭後期，中
國才決定參戰。請問：在此戰爭中中國結果為何？ (Ａ)戰勝國；但無法收回山東利權 (Ｂ)戰敗國；續簽不平
等條約 (Ｃ)戰勝國；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 (Ｄ)戰敗國；再度割讓土地。
)革命黨人歷經過許多失敗，終於在辛亥革命後推翻滿清，結束中國兩千年的帝制政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
和國。請問：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立憲運動的失敗 (Ｂ)清帝溥儀年幼 (Ｃ)袁世凱大力支持
(Ｄ)各省的積極響應。
)由於時勢變遷頻仍，政治性組織為能保持長久旺盛的競爭力，必須不斷自我調整組織，重整步伐。武昌起事成功
後，同盟會改組為哪一政黨？ (Ａ)興中會 (Ｂ)進步黨 (Ｃ)國民黨 (Ｄ)親民黨。
)政府將 3 月 29 日定為「青年節」，是要全國的青年效法黃花岡之役烈士的忠勇精神。請問：此役在何年、何地
爆發？ (Ａ) 1905 年，南京 (Ｂ) 1911 年，廣州 (Ｃ) 1909 年，北京 (Ｄ) 1900 年，天津。
)民國 4 年政府被迫同意日本所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的大部分條件，認可日本在中國何地的特殊權益？ (Ａ)
山東 (Ｂ)東北 (Ｃ)雲南 (Ｄ)廣東。
)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展開革命行動，是受到下列哪一次戰爭的影響？ (Ａ)鴉片戰爭 (Ｂ)英法聯軍 (Ｃ)八國
聯軍 (Ｄ)甲午戰爭。
)中國歷史上某一時期，曾有教授和大學生主張以口語化的新文學取代舊式古典文學，並有意識地反對許多傳統觀
念與習俗，將男女個人從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樣的主張應出現於下列何時？［98.第二次基測修訂］ (Ａ)自
強運動 (Ｂ)百日維新 (Ｃ)十年建設 (Ｄ)新文化運動。
)孫中山說：「成立□□□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立定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
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請問：上文中□□□應為下列哪一個革命
團體？ (Ａ)同盟會 (Ｂ)共進會 (Ｃ)華興會 (Ｄ)光復會。
)20 世紀初，清廷推動立憲運動時，民間出現打油詩：「有音無形，有調無人，雖可娛人，究屬愚人。」請問：該
首打油詩的出現，反映當時民眾何種心態？ (Ａ)高度支持清廷的改革 (Ｂ)對立憲運動懷抱極大期待 (Ｃ)認
為清廷對預備立憲誠意十足 (Ｄ)認為立憲改革不具意義。
)小明對於《中華民國憲法》相當有興趣，因此特別去查詢相關法規，發現中華民國元年所公布的國家根本大法竟
然不是《憲法》，而是法律位階與《憲法》相同的某部法律。請問：此部法律為下列何者？ (Ａ)《大清帝國憲
法》 (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Ｃ)《中國民國訓政時期約法》 (Ｄ)《中華帝國憲法》。
)上歷史課時，老師在黑板上寫出下列人物：「胡適、陳獨秀、魯迅」。請問：老師上課的主題應是下列何者？
(Ａ)辛亥革命 (Ｂ)五四運動 (Ｃ)二次革命 (Ｄ)新文化運動。
)某位歷史學者指出，在這場發生於歐洲的大戰中，英軍自中國招募了近 10 萬人，法軍則招募了 4 萬人，這些人
多數是不識字的農民或貧民，也有少數知識分子。請問：這場大戰，最有可能爆發於下列哪個時期呢？ (Ａ)
1810 年代 (Ｂ) 1850 年代 (Ｃ) 1910 年代 (Ｄ) 1950 年代。
)興中會於西元 1894 年 11 月 24 日成立於美國夏威夷檀香山，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出現的革命團體，以振興中華，
挽救危局為宗旨。請問：這個組織是由誰建立的？ (Ａ)孫中山 (Ｂ)蔣中正 (Ｃ)康有為 (Ｄ)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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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末以來，歐洲各國為爭取在華特權、瓜分中國利益，紛紛租借港灣，其中山東膠州灣地區是被下列哪個國
家所租借？ (Ａ)法國 (Ｂ)英國 (Ｃ)德國 (Ｄ)美國。
)青島是一個極具歐洲建築色彩的城市，清末它曾經被德國占為貿易據點，因此出現不少歐式建築，但是民國初年
一度又成為日本的據點。請問：上述主權的轉換是下列哪場會議的決議？ (Ａ)東京會議 (Ｂ)京都會議 (Ｃ)
巴黎和會 (Ｄ)開羅會議。
)幾位同學針對民國初年的軍閥亂政時期做討論，何者說法正確？ (Ａ)從袁世凱掌權開始，軍閥亂政的情況就已
經存在了 (Ｂ)袁世凱死後，軍閥囂張的氣焰一時因群龍無首而被壓抑 (Ｃ)直到孫中山逝世，軍閥又開始各自
為政，割據一方 (Ｄ)各地軍閥經常依附列強，多以武力解決衝突。
)西元 1911 年某報發布一則專電：「湖北省城內新軍全行叛變，前日調防督署之馬步工兵，各一隊於轟攻督署時
，倒戈而起，與署內防兵力戰，旋將防兵擊逃，署亦焚毀。」請問：該電文應指哪一件史事？ (Ａ)甲午戰爭 (
Ｂ)戊戌政變 (Ｃ)八國聯軍 (Ｄ)武昌起事。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哪一個人曾利用革命軍要脅清廷，迫使宣統皇帝退位？ (Ａ)袁世凱 (Ｂ)溥儀 (
Ｃ)梁啟超 (Ｄ)孫中山。
)中國實施專制政體統治歷經二千多年，其開始和結束分別是哪一位皇帝在位時？ (Ａ)秦始皇、光緒皇帝 (Ｂ)
漢武帝、宣統皇帝 (Ｃ)秦始皇、宣統皇帝 (Ｄ)唐太宗、光緒皇帝。
)梁啟超曾為文譏諷民初的當權者言行不一、舉止不定：「從辛亥八月到現在，還不足四年，……忽而召集國會，
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制，忽而總統制……。」請問：文中提到「忽而解散國會」的人物是誰？ (Ａ)孫中山
(Ｂ)溥儀 (Ｃ)康有為 (Ｄ)袁世凱。
)民國初年，新知識分子認為清末以來進行器物、制度上的變革不足以成為強建的國家，因此推動新文化運動。請
問：下列何者不是該運動的影響？ (Ａ)強調尊師重道、人倫五常 (Ｂ)西方學說大量引進 (Ｃ)白話文開始流
行 (Ｄ)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民國初年，有位政治人物說：「民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
統自無討論餘地。」引起當時輿論猛烈批評。這段話出現的背景，與下列哪一件史實有關？［94.第二次基測修訂
］ (Ａ)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Ｂ)袁世凱謀畫帝制 (Ｃ)溥儀退位 (Ｄ)蔣中正率軍北伐。
)北京各校的大學生遊行示威，各地紛紛起而響應，史稱「五四運動」，其發生的原因是哪一問題未獲解決？
Ａ)山東問題 (Ｂ)朝鮮問題 (Ｃ)臺灣問題 (Ｄ)琉球問題。
)附圖為歷史老師在黑板上所寫的重點，依內容推斷，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她講述的主題？［101.基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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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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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立憲運動的本質 (Ｂ)戊戌變法的特色 (Ｃ)新文化運動的內涵 (Ｄ)文化大革命的目標。
)民國初年，軍閥統治期間，軍閥間若發生衝突，他們解決問題的途徑是透過哪一種方式？ (Ａ)由北京政府協商
(Ｂ)以武力解決 (Ｃ)由國會協商 (Ｄ)由列強介入協商。
)新文化運動時新知識分子大量引進西方流行學說，包括當時歐洲流行的□□，後來一些推崇該學說的知識分子於

(

民國 10 年在上海成立黨派，為當時的中國帶來許多變數。請問：缺空處應填入下列何者？
共產主義 (Ｃ)民主共和學說 (Ｄ)自由學說。
)附圖為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成立時的情況，由圖可知該組織成立於何處？

41.

(Ａ)夏威夷

(Ｂ)關島

(Ｃ)新加坡

(Ｄ)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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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資本主義

(Ｂ)

二、 題組題：三大題，每小題 2 分，共計 14 分。
1. 民初中國的政治局勢頗為混亂，中央與地方都有野心奪權者，革命勢力再起。請問：
（ ）(42)二次革命的主要討伐對象是為何人？ (Ａ)孫中山 (Ｂ)梁啟超 (Ｃ)袁世凱 (Ｄ)溥儀。
（ ）(43)民國 4 年帝制的發生，是因為何人意圖稱帝？ (Ａ)孫中山 (Ｂ)溥儀 (Ｃ)梁啟超 (Ｄ)袁世凱。
2. 由近代歷史發展看，中國是從「中國的世界」走到「世界的中國」，由天朝之邦而成為世界之一邦，中間歷經許多艱
辛，讓我們來回顧這些變革。請問：
（

）(44)清廷為救亡圖存，有幾次的改革運動，其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Ａ)立憲運動、自強運動、戊
戌變法 (Ｂ)自強運動、戊戌變法、立憲運動 (Ｃ)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自強運動 (Ｄ)自強運動、立憲
運動、戊戌變法。
（ ）(45)受到西方的進逼，中國內部社會變革不斷，主要可分成三個層面：(甲)制度層面(乙)思想文化層面(丙)器物
層面。上述層面按照其發展的先後歷程排列為何？ (Ａ)甲乙丙 (Ｂ)乙丙甲 (Ｃ)丙甲乙 (Ｄ)丙乙甲。
3. 大明是西元 1919 年就讀於北京某一所大學的二十歲青年，平常關心時事，並熱心參與各種活動，而當時的國家大事為
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請問：
（ ）(46)山東問題的產生與哪一場戰爭有密切關係？ (Ａ)甲午戰爭 (Ｂ)日俄戰爭 (Ｃ)第一次世界大戰 (Ｄ)第
二次世界大戰。
（ ）(47)承上題，此問題的產生是因哪一國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 (Ａ)日本 (Ｂ)法國 (Ｃ)蘇聯 (Ｄ)美國
（ ）(48)大明當時不可能看到下列哪一項口號？ (Ａ)收回山東權利 (Ｂ)廢除二十一條 (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Ｄ)扶清滅洋。
三、 配合題：一大題，每小題 1 分，共計 4 分。
1. 請將下列事件與其最初發生的省分相配合：
(Ａ)廣東

(Ｂ)湖北

(Ｃ)四川

(D)南京

（
（

）(49)保路運動抗爭最烈。
）(50)辛亥革命。

（
（

）(51)黃花岡之役。
）(52)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最初首都。

~意志堅強的人，他的世界充滿著無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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