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九年級 歷史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L1~L3-1 ＞

【劃卡代號：30】

班級：

座號：

姓名：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一､選擇題(共 20 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約西元前 3500 年開始，人類歷史陸續發展出高度文明，如：西亞的蘇美、埃及古王國及中國殷
商時期，下列何者為上述古文明的共同特色？(A)出現文字 (B)強調一神信仰 (C)實施種姓制度
(D)建立跨歐亞的帝國
) 小丸到埃及旅遊，除了參觀著名的金字塔及獅身人面像之外，也看到具有古希臘風格的神殿遺
跡，這種風格的神殿建築會出現在埃及，與下列何者的關係最為密切？(A)十字軍東征(B)亞歷
山大東征(C)義大利文藝復興(D)查里曼帝國擴張
)「在混亂的時代中，「他」以今日法國地區為基礎，建立帝國，頒行制度，獎勵文教。雖然「他」
是日耳曼人，卻被教宗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並將基督教文化推廣流傳」前述內客「他」應
是指下列哪一位統治者？ (A)屋大維(B)鄂圖一世(C)君士坦丁(D)查理曼。
)小弘和小道就讀不同的國中，使用不同版本的教材，但無論哪一版本教科書，介紹西方歷史時都
一定會提到古希臘城邦中的雅典，這是因為雅典在西方歷史中具有下列何種重要性？ (A)吸收古
西亞文明並創立一神信仰(B)樹立了日後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C)建立世界上第一個跨三洲的帝
國 (D)創立了沿用至今的西方法律制度
)孔雀王朝建立後，到西元前 3 世紀阿育王在位時，政績輝煌，國力強盛，下列何者是他的重要作
為？(A)建立「種姓制度」
，嚴格訂定各階層行為規範以維護社會秩序 (B)建構婆羅門教教義，
發展出靈魂輪迴的思想與因果報應等主張(C)致力向外傳播佛教，使佛教信仰由印度逐漸擴展到
鄰近的國家 (D)結合民間習俗創立印度教，成為今日印度人民信奉的主要宗教
)都教授在歷史筆記本上寫到：「當時的學生用切斷的蘆葦稈，在將乾未乾泥版上刻字，並用六十
進位法進行計算，等泥版晒乾後，作業就完成了。」他應是描述上古時代哪一地區學生的上課情
形？(A)尼羅河流域(B)兩河流域(C)印度河流域(D)黃河流域。
)一位十八世紀的歷史家，在一部名著中探討西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指出：西羅馬帝國的衰亡，
乃是「野蠻與宗教的勝利」的結果。這位史家所說的「野蠻」與「宗教」
，指的是？ (Ａ)北蠻人
的南侵與佛教的猖獗(Ｂ)土耳其人的攻擊與回教的擴張(Ｃ)俄羅斯人的興起與東正教的傳播(Ｄ)
日耳曼民族的入侵與基督教的興起
)西元前 300 年左右，一位雅典商人跟朋友談起自己的事業：
「我發現自從亞歷山大東征後，我的
生意蒸蒸日上，特別是與波斯人的貿易，讓我賺進更多錢」
。這位商人成功的原因最可能是？(A)
由於埃及受到希臘人統治，使埃及商人無法與雅典商人競爭(B)雅典與波斯之間不再有政治藩
籬，進行遠距離貿易更為便利(C)因為希臘政府實施經濟壟斷政策，希臘商人享受種種經濟特權
(D)東征過程中發現大西洋新航路與貿易路線，使商人更容易進入東方
) 古印度藝術最重要的變革，是在雕刻中首次直接以人形塑造出佛陀本身的形象，從而打破了印度
早期佛教雕刻上不許出現佛陀人形形象的禁忌。犍陀羅佛像的一般造型特徵是：頭部成典型的阿
波羅式的美男子面容，臉型橢圓，五官端正，眉毛細長而彎，眼窩深，嘴唇薄，筆直的鼻樑與額
頭連成直線（希臘鼻子）
。請問：此種犍陀羅藝術是受到哪一歷史事件的影響？ (A)波希戰爭(B)
日耳曼入侵 (C)蒙古西征(D)亞歷山大東征
)導遊對旅客說：
「羅馬人在這裡留下許多遺跡，有引水的管道、競技場，各種神廟建築。」這位
導遊可能在何處解說？ (A)法國南部(B)印度東南部(C)中國蒙古(D)阿拉伯半島
)在西方歷史中，有一段時期被史家稱為「羅馬和平」
，這段時期是以下列何者作為開端？ (A)凱
撒遠征邊族，消除危害羅馬政權的勢力 (B)屋大維即位，掌握大權重建政治社會秩序 (C)君士
坦丁將基督教合法化，解除宗教衝突 (D)查士丁尼頒布新法典，革除民間傳統陋習。
)歷史老師問同學說：「基督教改革猶太教而創立，而佛教也因改革印度哪一教派而創立？」同學
們應該如何回答才正確？ (Ａ)印度教 (Ｂ)婆羅門教 (Ｃ)祆教 (Ｄ)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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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歷史系舉行文化巡禮講座，廣發海報請學生們共
襄盛舉，請問：根據右圖內容，本次講題應與哪
一個時代密切相關？（A）上古西亞時期 （B）希
臘城邦時期（C）希臘化時代 （D）中古歐洲時期

14.(

)小弘閱讀《基督信仰源流》一書，請問：此書內容將不會出現下列哪一句話？（A）「耶穌提倡
平等、宣揚神愛世人、信神得永生的觀念。」（B）「耶穌在巴勒斯坦地區傳播理念逐漸受到歡
迎。」（C）「耶穌死後，門徒記錄其生前言行，完成吠陀經一書。」（D）「君士坦丁大帝將基
督教訂為合法宗教。」
)下列那兩個民族皆以法律成就聞名於世？(甲)埃及(乙)希臘(丙)巴比倫(丁)羅馬 (A)甲乙(B)
甲丙 (C)乙丁 (D)丙丁
)新聞報導：2013年台灣代表團在俄羅斯某物理發明展拿到65金、63銀、14銅，共142面獎牌，以
及4座大會特別獎；在18個參賽國1122件作品中，排名第二，僅次於主辦國俄羅斯，得獎數與八
成八得獎率，也創下台灣參加這項發明展四年來最佳成績。請問：此新聞中所說的發明獎最有可
能為下列何者？（A）蘇格拉底發明獎（B）亞歷山大發明獎（C）希羅多德發明獎（D）阿基米德
發明獎。
)小道將電腦中的文章分門別類，她將「亞歷山大」、「屋大維」的資料放入同一個資料夾，請問：
這一個資料夾的名稱最有可能為何？
(A)
(B)
(C)
(D)

15.(
16.(

17.(

版圖橫跨歐亞
非帝國的君主

18.(

19.(

中古王國法蘭
克的開創者

時間
09：00-09：50
10：00-10：50
11：00-11：50

主題
馬其頓王國的興衰發展
物理之王—阿基米德
歐幾里德與《幾何原本》

史上最早成文
法典的制訂者

希臘神話中的
英勇戰士

)黃老師帶領一群學生參觀國立歷史
甲：埃及人以木乃伊來保存屍體以備復活之需。
博物館的埃及文物特展，參觀後他
乙：埃及人的楔形文字是表意符號的文字。
們紛紛發表心得及感想。請問：附
丙：埃及人的金字塔建築是國王的陵墓。
表中哪些學生的敘述正確？(Ａ)甲
丁：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是多神信仰，有太陽神、尼羅河神等。
乙丙 (Ｂ)乙丙丁(Ｃ)甲丙丁(Ｄ)
甲乙丁。
)人類社會透過階級、種姓、財富等各種形式而形成的階級
制度，這種分層大部分都是依照個別社 會的特質而形成
。附圖(一)、圖(二)這兩個社會階級示意圖，分別代表世
界四大古文明中的何者？(Ａ)中國、埃及 (Ｂ)埃及、兩
河流域 (Ｃ)中國、印度(Ｄ)中國、兩河流域。
圖(一)

20.(

圖(二)

)亞歷山大的一生除了偉大的軍功外，最令人敬佩的是他致力異民族的血統文化的融合。中國歷史
上有哪一位皇帝也不遺餘力致力於藉由通婚等政治措施達到不同民族的融合？(Ａ)元世祖 (Ｂ)
漢武帝 (Ｃ)晉武帝 (Ｄ)北魏孝文帝
二､題組(共10題，每題4分，共40分)
(一)下列為西亞埃及印度諸民族的文化成就，請填入與其相對應的民族名稱：
A.波斯人 B.加爾底亞人
C.希伯來人
D.阿利安人 AB.埃及人 AC.巴比倫
21.( )擅長觀察天象與占星術，制定一週七天的制度。
22.( )信仰祆教，相信世界上存在著善、惡兩股勢力，世界末日時，善神會戰勝惡神。
23.( )信奉婆羅門教，以《吠陀經》為主要經典，其主神為「溼婆」，具有善惡二元性格，並且形象多
變，有千眼多手，也是舞蹈之神。
24.( )宗教屬於多神信仰，以太陽神及尼羅河神為最重要的神祇，其君主則自稱為太陽神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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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根據右圖請問：
25.( )以潔白的大理石為建材，建築特色為強調均衡、對稱
與和諧秩序之美的神殿，位於何處？(Ａ)丁 (Ｂ) 丙
(Ｃ)己 (Ｄ)庚
26.( )五世紀日耳曼民族建立的國家中，實力最強的國家位
於何處？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壬
27.( )相信人有來生，死後經審判可以復活，是圖中哪個地
區的特色？ (Ａ)丁 (Ｂ) 丙(Ｃ)己 (Ｄ)庚
28.( )上古時期的腓尼基人對於改良並傳播埃及文字，相當
有貢獻。請問：腓尼基人位於何處？(Ａ)丁 (Ｂ)戊
(Ｃ)己 (Ｄ)庚
29.( )欲參觀亞歷山大建造的希臘式建築的港口，應前往何
處？ (Ａ)甲 (Ｂ)辛 (Ｃ)乙 (Ｄ)庚
30.( )「以運動競賽來取悅眾神」
，當時的運動項目包含：賽跑、標槍、鐵餅等，獲勝者將被戴上桂冠。
請問：這應該是指源自於哪裡舉辦的活動？ (Ａ)丙 (Ｂ)丁 (Ｃ)戊 (Ｄ)庚
9 年級 歷史 標準答案
1

A

2

B

3

D

4

B

5

C

6

B

7

D

8

B

9

D

10

A

11

B

12

B

13

C

14

C

15

D

16

D

17

A

18

C

19

C

20

D

21

B

22

A

23

D

24

AB

25

A

26

B

27

D

28

C

29

D

3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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