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代 題號 中國歷史_初階版筆記 答案

傳疑時代 1 中國華夏民族祖先發源地在哪裡? 黃河流域

傳疑時代 2 以下誰人是夏桀的寵妃? 妹喜

傳疑時代 3 相傳指南車是哪一位古代領袖時的發明? 黃帝

傳疑時代 4 相傳古代哪一位人物發明醫藥? 神農氏

傳疑時代 5 相傳黃帝命倉頡創造的是什麼? 文字

傳疑時代 6 相傳黃帝的姓氏是什麼? 軒轅

傳疑時代 7 又被稱為彩陶文化的新石器時期文化是哪一個? 仰韶文化

傳疑時代 8 相傳誰人發明中國式文字? 倉頡

傳疑時代 9 中華民族的早期歷史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只是靠傳說、神話保留下
來，歷史學家把這段時期稱為什麼? 傳疑時代

傳疑時代 10 以下這位領袖曾完成治水之功: 禹

商 11 根據記載，哪個嬪妃迷惑紂王，令他不理政事? 妲己

商 12 商紂王曾把哪位諫臣剖腹剜心? 比干

周 13 中國四大發明包括什麼？ 指南針、印刷術、造紙和火藥

周 14 《春秋》一書是誰人所作? 孔子

周 15 卧薪嘗膽是哪位春秋末年的歷史人物事蹟? 勾踐

周 16 與越王勾踐為求復國而忍辱負重有關的成語是什麼? 卧薪嘗膽

周 17 戰國七雄中，哪一個國家最後統一中國？ 秦國

周 18 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和哪位周代天子有關? 周幽王

周 19 戰國時，秦國實行誰人的變法措施而得富強? 商鞅

周 20 以下誰人曾經為接待賢臣而「一沐三握髮」? 周公

秦 21 誰人領著烏騅馬到烏江自刎而死？ 項羽

秦 22 中國第一個皇帝是誰？ 秦始皇

秦 23 秦代為提高皇帝權威，就皇帝的稱呼及命令定下專用的名稱，如: 皇帝自稱朕、發佈命令叫制或詔

秦 24 鴻門宴中，誰人在宴席中途離席避過項羽的殺害？ 劉邦



秦 25 項羽自封為： 西楚霸王

秦 26 秦始皇命李斯制定何種「文字」? 小篆

秦 27 與咸陽城人民「約法三章」的是誰? 劉邦

漢 28 三國時期哪一位將軍與關羽皆有「萬人敵』之稱號? 張飛

漢 29 東漢末期哪一位將軍因貪戀女色而殺死董卓? 呂布

漢 30 三國時期相傳哪位人士設下八陣圖阻擋敵軍? 諸葛亮

漢 31 兩漢時流行的「五行」學說包括木、土、水、火及甚麼呢? 金

漢 32 中國第一位採用年號紀年的皇帝是誰? 漢武帝

漢 33 「七步成詩」與哪兩人有關？ 曹植與曹丕

漢 34 三國時被稱為五虎將的有: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漢 35 哪位漢朝的歷史人物被稱「鑿空」? 張騫

漢 36 漢初三傑包括蕭何、張良及哪一位將軍? 韓信

漢 37 東漢時，誰人曾出使西域並逗留三十年，使漢與西域的交通重新打
通? 班超

魏晉南北 38 哪位皇帝曾在西晉末年含玉乘羊車向匈奴人投降? 晉愍帝

魏晉南北 39 「東床快婿」與哪位東晉人物有關? 王羲之

隋唐五代 40 以下哪位歷史人物曾是唐太宗的敵人但仍得重用? 魏徵

隋唐五代 41 隋朝哪位君王為南下而開鑿大運河? 隋煬帝

隋唐五代 42 武媚，又名武曌，是哪位皇帝的名字？ 武則天

隋唐五代 43 長恨歌中的「漢皇重色思傾國』中的「漢皇』是指誰人? 唐玄宗

隋唐五代 44 香港哪處是唐代海路交通往廣州的重要補給站和避風港口? 屯門

隋唐五代 45 貞觀是哪位唐朝君主的年號? 唐太宗

隋唐五代 46 常以巨型龍舟下江南的皇帝是誰? 隋煬帝

宋 47 范仲淹曾在哪一位皇帝在位時進行變法? 宋仁宗

宋 48 歷史名畫《清明上河圖》是描繪哪個朝代的城市景色? 宋朝

宋 49 宋皇台位香港哪一個區? 九龍城



宋 50 「陳橋兵變」是哪位開國皇帝的事蹟? 宋太祖

宋 51 誰人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 秦檜

宋 52 宋代哪位名臣擁有「包青天』的稱號? 包拯

元 53 誰人統一蒙古各部落自稱成吉思汗？ 鐵木真

元 54 蒙古人曾進行多少次西征？ 三次

明 55 中國哪一個帝皇曾做過和尚？ 明太祖/朱元璋

明 56 明代哪一位太監曾經七下西洋？ 鄭和

明 57 明朝設立的特務機構，有： 錦衣衞、東廠、西廠、內行廠

明 58 明朝哪位皇帝在煤山自盡殉國? 明思宗

清 59 中國最後一個朝代是什麼？ 清朝

清 60 清乾隆時，對外通商的港口只有哪裏? 廣州

清 61 哪一個皇家園林在英法聯軍被焚毀? 圓明園

清 62 晚清哪位皇太后稱垂簾聽政達四十多年？ 慈禧

清 63 孫中山曾在哪一間學校學醫？ 香港西醫學院／香港大學

清 64 相傳清代哪一位皇帝拋棄帝位，出家為僧？ 順治

清 65 香港島是在哪一條約中割讓給英國？ 南京條約

清 66 珍妃是清代哪一位帝皇的寵妃 光緒

清 67 清朝最後的一位皇帝是誰？ 溥儀／宣統

清 68 清道光年間，誰人在廣州主持禁煙﹖ 林則徐

清 69 最後一個住在北京紫禁城的皇帝是誰？ 宣統 / 溥儀

清 70 《北京條約》把哪個地方割讓給英國? 九龍半鳥

清 71 孫中山的故鄉是在哪一省？ 廣東

清 72 清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是誰? 清聖祖康熙

近現代 73 八路軍與哪一路軍隊同時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屬下的部隊？ 新四軍

近現代 74 孫中山在1894年在檀香山建立了哪個革命團體? 興中會



近現代 75 誰是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袁世凱

近現代 76 中華人民共和國哪一年正式成為聯合國的成員? 1972
近現代 77 辛亥革命於下列哪一年爆發﹖ 1911年
近現代 78 何年何月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日子？ 1945年8月
近現代 79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首都由南京搬到哪處？ 重慶

近現代 80 北京在哪一年舉辦奧運會? 2008年
近現代 81 香港哪一年回歸祖國? 1997
近現代 82 民國時期井岡山是哪一個黨的革命基地？ 共產黨

近現代 83 以下誰人於1919年代表中國在巴黎和會中拒紀簽署《凡爾賽條約》? 顧維均

近現代 84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北京何處舉行開國大典? 天安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