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代 題號 中國歷史_進階版筆記 答案
傳疑時代 1 學者把1959年於今河南偃師的考古發現的夏朝文化稱為什麼 ? 二里頭文化
傳疑時代 2 禹共用了多少年治平水患 ? 13年
傳疑時代 3 被視為中國信史開端的是哪朝代 ? 商朝
傳疑時代 4 於傳疑時代，相傳以禪讓制度傳位的共主有: 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
傳疑時代 5 三皇五帝是指： 燧人、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傳疑時代 6 黃帝時期曾有以下發明，如: 文字、舟車、養蠶取絲、曆法、種植五穀
傳疑時代 7 以下哪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位處於長江下游太湖地區? 良渚文化
傳疑時代 8 相傳伏羲的妻子是誰? 女媧
傳疑時代 9 在哪一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趾發現「干欄式房屋」? 良渚文化
傳疑時代 10 相傳發明了鑽木取火的宗族是哪一個 ? 燧人氏
傳疑時代 11 相傳創造「八卦」的是誰 ? 伏羲氏
商 12 商代盤庚把都城遷移至何處 ? 殷
商 13 「聞誅一夫紂矣」是哪位先秦學者對商紂王的評價 ? 孟子
商 14 商朝殷都遺址於二十世紀初在哪裏被發現？ 今河南省安陽縣
商 15 啟繼承了禹的共主之位，由此開始什麼傳承制度？ 世襲制度
商 16 夏桀被湯打敗後，被放逐到哪裡？ 南巢
商 17 商朝最初定都於何地？ 亳
商 18 夏禹曾有以下史蹟: 治平水災、把天下分為九州、繼承舜的共主之位
商 19 成湯曾有以下史蹟: 為商族首領、得到賢人伊尹的輔助、商朝的建立者
商 20 姬發伐紂時，商朝的主力軍當時正在遠方對付哪一個外族？ 東夷
周 21 西周初期，曾進行多少次分封？ 2次
周 22 蘇秦為抵抗秦國，提出六國由北至南聯合起來的策略稱為什麼？ 合縱
周 23 封建制度的等級依次是: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
周 24 封建時代，天子的馬車由多少匹馬牽拉 ？ 六匹
周 25 周族原居於渭水流域，後為逃避戎狄而遷居岐山下的周原，他們的族姓是什麼？ 姬
周 26 以下哪一史事標誌春秋時代開始？ 平王東遷
周 27 秦惠文王時，張儀提出抵抗六國的策略是什麼？ 連橫
周 28 秦孝公採用誰人的變法措施，令國家日漸強盛？ 商鞅
周 29 楚莊王成為霸主是因為戰勝了哪一國？ 晉
周 30 周平王遷都是因為什麼原因？ 鎬京殘破、犬戎威脅嚴重
周 31 西周的首都在哪裡？ 鎬京



周 32 周武王姬發的父親是誰？ 周文王姬昌
周 33 春秋時期最早稱霸的國家是哪一個？ 齊
周 34 周武王分封時把武庚分封於何處？ 殷
周 35 秦滅六國的次序依次是: 韓、趙、魏、楚、燕、齊
秦 36 其中一個統一天下的原因是秦國位於何方？ 西方
秦 37 劉邦與關中百姓約法三章的內容是什麼？ 殺人者死、傷人者治罪、盜者治罪
秦 38 秦子嬰在劉邦軍隊直迫咸陽後做什麼？ 殺掉趙高請降
秦 39 秦自始皇統一至其覆亡，享國祚有多少年？ 15年
秦 40 秦朝的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哪個官位？ 太尉
秦 41 秦始皇一直以哪種思想治國？ 法家
秦 42 秦始皇在地方不行封建，改行什麼制度？ 郡縣制
秦 43 靈渠貫通了中國的兩條河流的流域，是: 長江和珠江流域
秦 44 秦代趙高因弄權亂政而出現的成語是什麼？ 指鹿為馬
秦 45 秦始皇曾役使大批民伕修建的宮殿是什麼？ 阿房宮
秦 46 秦代統一全國的措施有: 文字、度量衡、貨幣、車軌
漢 47 西漢末年誰人篡漢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新」？ 王莽
漢 48 漢朝時稱為「身毒」的地方即是今天哪個國家？ 印度
漢 49 漢武帝時誰曾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治國方針？ 董仲舒
漢 50 漢高祖劉邦建立的漢朝後，定都在哪？ 長安
漢 51 東漢定都在何處？ 洛陽
漢 52 漢景帝派遣周亞夫平定的內亂史稱什麼？ 吳楚七國之亂
漢 53 在三國中龐統有何稱號？ 鳳雛
漢 54 漢靈帝時，張角創立了的宗教組織名稱是什麼？ 太平道
漢 55 漢武帝時設置五經博士，五經是指: 《詩》、《書》、《禮》、《易》、《春秋》
漢 56 漢文帝依照賈誼的建議，把齊國一分為七，又把淮南一分為三，目的是什麼？ 削弱諸侯國的力量
漢 57 東漢兩次黨錮之禍分別發生在何時？ 桓帝、靈帝二帝期間
漢 58 董卓曾脅持漢獻帝至何地？ 長安
漢 59 漢武帝曾派遣張騫兩次出使何處？ 西域
漢 60 漢初治國的思想是什麼？ 黃老思想
漢 61 公元前200年，漢高祖北伐匈奴，卻被匈奴圍困於哪個山達七天之久呢？ 白登山
漢 62 赤壁之戰對三國有何影響？ 定下天下三分之局
漢 63 漢高祖劉邦死後，繼位的是誰？ 漢惠帝



漢 64 建立晉朝的君主是誰？ 司馬炎
漢 65 漢昭帝年幼繼位，由誰人輔政？ 霍光
魏晉南北 66 西晉年間八個諸侯王引發的亂事史稱為什麼？ 八王之亂
魏晉南北 67 南朝四個朝代均定都於何地？ 建康
魏晉南北 68 苻堅是五胡十六國中哪一個國家的君主？ 前秦
魏晉南北 69 與祖逖有關的成語典故有: 「聞雞起舞」和「中流擊楫」
魏晉南北 70 晉武帝死後，晉室爆發了「八王之亂」。該場亂事共延續了多少年？ 16年
魏晉南北 71 公元311年，永嘉之亂使西晉都城洛陽被陷，晉懷帝被俘，是由哪個外族首領造成的？ 匈奴族劉淵
魏晉南北 72 「南朝」的政權包括: 宋、齊、梁、陳
魏晉南北 73 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最重視以下哪項特質？ 家世、品德、學識
魏晉南北 74 「何不食肉糜」是哪位皇帝的故事？ 晉惠帝
魏晉南北 75 劉裕於公元420年篡東晉自立，改國號為什麼？ 宋
魏晉南北 76 推行漢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屬於哪個邊疆民族？ 鮮卑
隋唐五代 77 唐太宗將文成公主下嫁哪個邊族的領袖，以確立兩國的和平關係？ 吐蕃
隋唐五代 78 武則天病危時，張柬之復迎哪位君主重建唐朝？ 唐中宗
隋唐五代 79 自東漢末年中國陷於分裂，至何時才重新恢復統一﹖ 西晉
隋唐五代 80 隋代開國皇帝楊堅的帝號是什麼？ 隋文帝
隋唐五代 81 哪位唐代君主開始重用宦官？ 唐肅宗
隋唐五代 82 於五代時定都於洛陽的政權是？ 後唐
隋唐五代 83 隋代曾三征高麗的君主是誰？ 隋煬帝
隋唐五代 84 安祿山以討伐誰為名，起兵反唐﹖ 楊國忠
隋唐五代 85 誰在唐末帶兵入京誅殺宦官，並篡唐自立﹖ 朱全忠
隋唐五代 86 隋文帝在位多少年？ 23年
隋唐五代 87 與武則天有關的事蹟，如: 先後廢掉中宗及睿宗、改唐國號為周、自稱聖神皇帝等
隋唐五代 88 唐代尚書省負責執行政令，下統六部，分別為： 吏、戶、禮、兵、刑、工
隋唐五代 89 唐玄宗因寵幸哪位妃子而不理政事？ 楊貴妃
隋唐五代 90 隋末，誰人煽動兵變，並弒隋煬帝於江都？ 宇文化及
隋唐五代 91 開元之治中有名的大臣，如: 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
隋唐五代 92 唐高祖登位後被封為秦王的是誰？ 李世民
隋唐五代 93 武則天自立為帝，國號是什麼？ 周
隋唐五代 94 唐代牛李黨爭中牛黨代表人物有誰？ 李宗閔、牛僧孺
隋唐五代 95 隋代首都定於何地﹖ 大興



隋唐五代 96 哪個國家是十國中唯一建於北方的？ 北漢
隋唐五代 97 唐朝最後被哪位節度使所滅？ 朱全忠
隋唐五代 98 唐朝滅亡的原因，如： 宦官之禍、藩鎮之禍、朋黨之爭
隋唐五代 99 誰人被稱為「三藏法師」？ 玄奘
隋唐五代 100 唐末爆發的民變中，何者的聲勢最為浩大﹖ 黃巢
宋 101 南宋時的《嘉定和議》的規定宋和金有何關係？ 宋姪金叔
宋 102 哪位宋將在黃天蕩之役以八千兵力挫十萬金兵？ 韓世忠
宋 103 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以致朝臣派系漸分，以王安石為首的稱為甚麼黨派？ 新黨
宋 104 北宋時哪個外族於靖康之難中攻陷汴京，俘徽、欽二帝北去？ 女真族
宋 105 南宋初年，哪位宰相奮力抵抗金兵的南侵﹖ 李綱
宋 106 南宋「中興四將」是指: 岳飛、張俊、劉光世、韓世忠
宋 107 宋代在各路設置轉運使的職責是什麼？ 負責處理地方稅收
宋 108 哪個政權是南宋後期最大的外患？ 蒙古
宋 109 誰人曾被元軍俘後拒不投降，終被忽必烈所殺？ 文天祥
宋 110 宋、金於何時簽訂了「海上之盟」？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
宋 111 宋代「強榦弱枝」政策中的「榦」是指中央，和「枝」是指甚麼﹖ 地方
宋 112 「靖康』之恥的「靖康』是哪一位宋代皇帝的年號？ 宋欽宗
宋 113 靖康之難後，趙構在應天府即位，其帝號是什麼？ 宋高宗
宋 114 公元960年，趙匡胤率軍抗遼，在陳橋驛發生什麼事？ 兵變
宋 115 北宋立國初年，遼國興起北方，雄據哪個地方，一直威脅北宋？ 燕雲十六州
宋 116 南宋最後一位皇帝是誰？ 宋帝昺
宋 117 杯酒釋兵權是誰人向宋太祖提議的？ 趙普
宋 118 宋朝哪位皇帝創造了「瘦金體」? 宋徽宗
宋 119 王安石變法中，為節省軍費而施行的政策是什麼？ 保甲法
宋 120 北宋時，女真族取代契丹族興起於北方，建立了哪一政權？ 金國
元 121 蒙古四大汗國中，欽察汗國又稱為什麼？ 金帳汗國
元 122 蒙哥是忽必烈的誰人？ 兄長
元 123 喇嘛教是中國哪個朝代的國教？ 元朝
元 124 元末，韓山童、劉福通是哪一個民間秘密組織的領袖？ 白蓮教
元 125 元朝把不同民族定為四個等級，依次序是: 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
元 126 元朝在地方實行何種管治制度？ 行中省制
元 127 元朝郭守敬發明及製造的「大明殿燈漏」有何作用？ 計算時間



元 128 元朝由哪位蒙古大汗建立？ 忽必烈
明 129 明太祖以何方法屏藩中央？ 復行封建
明 130 土木之變後，于謙擁立誰人為帝？ 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鈺
明 131 明太祖提高君威的措施，有： 廷杖或鞭笞大臣、覲見須跪對、興文字獄
明 132 朱元璋建立明朝時所採用的策略是: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明 133 明成祖於1420年遷都到哪裡？ 北京
明 134 公元1644年，曹化淳開啟城門，向誰人的軍隊投降？ 李自成
明 135 元末時，除劉福通外，還有誰人是民變隊伍紅巾軍的領袖？ 韓山童
明 136 除高攀龍外，還有誰人為首在江南無錫成立東林書院聚眾講學，議論朝政，抨擊宦官干政？ 顧憲成
明 137 紫禁城是哪位明朝皇帝興建的? 明成祖
明 138 明成祖時曾有一人被誅十族，此人是誰？ 方孝孺
明 139 明朝哪位皇帝在位時設置內書堂，以教導宦官讀書識字？ 明宣宗
明 140 宦官王振唆使哪位明朝君主親征瓦剌，結果引發「土木之變」? 明英宗
明 141 明太祖死後，皇孫朱允炆繼位，是為： 明惠帝
明 142 元末群雄中，誰人最終統一中國，建立明朝？ 朱元璋
明 143 誰是中國最後一位丞相？ 胡惟庸
清 144 甲午戰爭後，清朝要向日本付三千萬才得以贖回哪個地方？ 遼東半島

清 145 雍正以後，皇帝的寢宮在紫禁城的哪個宮殿？ 養心殿

清 146 紫禁城的神武門是避哪位皇帝的名字而改名的？ 康熙

清 147 光緒去世後，誰人繼位？ 宣統

清 148 李鴻與列強簽訂的《辛丑條約》與哪場戰爭有關？ 八國聯軍之役
清 149 光緒帝本欲借助誰人之力奪回實權，但最終卻被其出賣而未能成功？ 袁世凱
清 150 清朝哪位皇帝平定三藩之亂和收復台灣？ 康熙帝
清 151 哪一事件標誌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 中日甲午戰爭
清 152 洋務運動推行期間，誰人挪用海軍經費來修建頤和園？ 慈禧太后
清 153 滿洲原屬以下哪個邊疆民族？ 女真
清 154 皇太極死後，其子福臨繼位，年號是甚麼？ 順治
清 155 清乾隆時，英國派遣特使來華的目的是什麼﹖ 改善對華貿易

清 156 清末頒佈的內閣被稱為「皇族內閣」的主要原因，是：
十三個閣員中有九個是滿洲貴族、其中七個閣員是皇
族，故內閣大權集中於皇族之手

清 157 金田村是清中葉時哪件史事發生的起點？ 太平天國



清 158 同治皇帝在位時開展哪項改革運動？ 洋務運動
清 159 第一次鴉片戰爭在哪年爆發？ 1840年
清 160 中日甲午戰爭後期，日軍進襲威海衞使哪支軍隊全軍覆沒？ 北洋艦隊
清 161 清初「三藩」是: 吳三桂、耿仲明、尚可喜
近現代 162 根據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年最少要召開多少次會議？ 1次
近現代 163 鄧小平何時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1978年
近現代 164 香港於哪一年的12月被日軍佔領？ 1941年
近現代 165 1924年，黃埔軍校創立，何人出任校長？ 蔣中正／蔣介石
近現代 166 「西安事變」在哪一年發生？ 1936年
近現代 167 1918年，誰人在山東問題交換公文中，對日本繼承德國特權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 段祺瑞
近現代 16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每屆任期是多少年？ 5年
近現代 169 誰是廣州黃花崗起義的領導人？ 黃興
近現代 170 文化大革命持續了多少年？ 10年
近現代 171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何處成立？ 上海
近現代 172 抗日戰爭爆發之初，日本原定用多久間即可消滅中國？ 三個月
近現代 173 1911年，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後，四川成立了哪個反抗組織﹖ 保路同志會
近現代 174 三民主義的內容是 民族、民生、民權
近現代 175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國務院總理是誰？ 周恩來
近現代 176 日軍為何於東北三省成立偽滿洲國？ 掩飾侵略東北的行為
近現代 177 以下誰人曾被稱為「不抵抗將軍」？ 張學良
近現代 178 中國於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直接導致哪件政治運動發生？ 五四運動
近現代 179 北伐期間，日本企圖阻礙中國統一，藉故挑起了哪一事件？ 濟南慘案
近現代 180 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 陳獨秀
近現代 181 建國初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有何目的？ 打擊貪污及違法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