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九年級 歷史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

第六冊

＞

【劃卡代號：30】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考範例：
單一選擇題 100％（共 30 題，1-10 每題 2 分，11-30 每題 4 分，總計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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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配對（每題二分）
(A)佛洛伊德

(B)威爾遜 (C)甘地 (D)墨索里尼 (AB)居里夫人 (AC)羅斯福 (AD)凱末爾 (BC)愛因斯坦 (BD)史

達林 (CD)玻利瓦
1. 他說：
「紡車的轆轆聲開始興高采烈的在我的房間裡響起來了，我敢不誇張的說，我能健康的恢復，紡車的聲音
實在出力不小。」他又說：
「我們自己的衣服式樣，是最適合我們的生活環境的…我們拒買英貨、拒絕納稅…我們
應在言語、思想、穿著上表現土布的精神。」請問：文中的他是？
2. □□曾是社會黨員，因積極鼓吹自己國家參戰而被社會黨開除黨籍。之後他創辦報紙，鼓吹法西斯主義。1919
年成立了「法西斯戰鬥團體」，以激烈的手段對付社會主義運動。1921 年成立國家法西斯黨，曾迫使政府停止了
社會黨的罷工行動。請問□□是指誰？
3. 林醫生說道：
「潛意識是一種隱密活動於心靈深處的思想活動，不為我們自己所察覺，但對我們的行為產生重要
的支配力量。當我們的慾望不被滿足時，有可能會透過作夢的方式來表達」
。林醫生的觀點是來自於哪位學者？
4.資料一：他出生於委內瑞拉，父親是土生白人，在留學期間曾經說過：「在我沒有打碎西班牙束縛我祖國的枷鎖
前，我的手將不倦地打擊敵人，我的心將不會安寧」
資料二：19 世紀上半葉領導哥倫比亞、厄瓜多等國獨立運動，被稱為解放者。
請問：以上可能是哪一位歷史人物的事蹟？
5.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因戰敗而瓦解。當時推動土耳其建立共和政府、與協約國重訂和約並廢
除不平等條款，進而促進土耳其現代化的領袖，是下列何人？
6. 阿芳閱讀某本科學家傳記時，讀到有關「時間與空間相對關係」的敘述，這套理論改變了傳統時空觀念，是現
代物理學的大發現。由此判斷，阿芳最可能是讀到下列哪一位人物的傳記？
7. 一本偉人傳記描述：「□□曾經兩度獲得諾貝爾獎,並獲得無數其它的榮譽。 ……晚年，雖然名成利就，卻因為
過度受放射線的照射，以致身體飽受病痛折磨。但□□始終堅守科學精神，為全人類而努力。」請問□□指的是何
人？
8. 蘇聯共產政權建立後，積極推行計畫經濟，全力發展國防工業的統治者是下列何人？
9. 戰間期，美國總統□□為解決經濟大恐慌所造成的眾多失業人口及社會問題，採用英國經濟學家的「以消費刺
激經濟繁榮」理論，並推動多項大型公共工程，才逐漸改善此一局面, 請問□□指的是何人？
10.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主導巴黎和會的「三巨頭」中，何人提出「十四點原則」處理國際問題？
二、選擇題（每題四分）
11. 二十世紀初，歐洲有「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兩大聯盟組織；到二十世紀中葉，又出現「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與「華沙公約組織」兩大集團。這些國際結盟是屬於下列何種性質的組織？(A)經濟互惠

(B)文化交流

(C)軍事合作 (D)社會救助。
12. 一位文學批評家指出：
「對於理性主義來說，藝術作品猶如一面鏡子，消極地模仿或再現已存的『現實』
。在□
□主義看來，藝術變成主觀而非客觀的，由直覺感應而不是由理性規劃的。」□□主義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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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民主 (B)浪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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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

(D)共產。

13. 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分為亞洲戰場與歐洲戰場兩部分，亞洲戰場的起迄一般來說以「盧溝橋事變」開始算起，
至於歐洲戰場方面，歐洲人認為應該以哪一個事件作為戰爭的引爆點？ (A)塞拉耶佛事件 (B)諾曼第登陸 (C)
德國入侵波蘭 (D)德國吞併捷克。
14.芷柔：這些領袖急功近利，對歷史影響太大了
慕涵：他們犧牲中國權益，允許蘇聯接收東歐，造成共產勢力擴大，才會形成戰後冷戰。
請問：對話的兩人在談論什麼事件？(A)開羅會議 (B)慕尼黑會議 (C)巴黎和會 (D)雅爾達會議。
15.新帝國主義是在貿易的基礎上，加上工業革命帶來的影響而產生的，殖民地的作用是作為歐洲工業的原料生產
地，原料從殖民地運往母國經過工業加工，再運往他處進行傾銷。請問下列哪一個國家經由改革而成為新帝國主義
國家？ (A)美國

(B)英國 (C)日本 (D)中國。

16.一位商人的自述：
「家中原本頗有積蓄，曾經擁有一家運輸公司。後因國家採取孤立主義，導致生產過剩。我所
投資股票大跌，一夜之間，全部財產化為烏有。為了養家活口，我只得到碼頭當搬運工，但工作不固定，收入有限。
許多朋友繳不出房貸，住家遭銀行查封，只能在公園搭帳篷，領失業救濟金。」請問：以上敘述的背景最有可能是
是發生在哪裡？ (A)1800 年拿破崙戰爭後的法國巴黎 (B)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倫敦 (C)1932 年經濟
大恐慌時期的美國紐約 (D)195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中國上海。
17. 請問下列的哪些國家是「極權政治」的代表？
甲、羅斯福統治下的美國
乙、墨索里尼統治下的義大利
丙、邱吉爾執政的英國
丁、希特勒領導的德國
戊、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
(A)乙丁戊 (B)甲乙丙 (C)丙丁戊 (D)甲乙丁。
18.反核運動是一個反對核能應用的社會運動。參加者多為環保主義者或專業人士。他們在當地，全國乃至世界範
圍內組織運動。這場運動最初的目的是促成核裁軍，但現在，運動的重點已轉向了反對核能應用。近來，在臺灣反
核成為全民議題，
「我要孩子、不要核子」、
「我是人，我反核」等成為琅琅上口的口號…。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受到
核子傷害的國家，2011 年 3 月又有福島核電廠爆炸事件，造成深遠影響。請問：日本遭受核武攻擊可以追溯自何
時？ (A)第一次世界大戰 (B)戰間期 (C)第二次世界大戰 (D)冷戰。
19. 西元一九二九年十月，美國股市崩盤，引發經濟危機，並蔓延到全世界。許多國家採取某種措施以因應這項危
機，結果卻造成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這項措施是下列哪一個？ˉ(A)自由貿易ˉ(B)關稅保護ˉ(C)經濟合作ˉ(D)
關稅取消
20. 日本治臺初期，臺民不斷發起武裝抗爭活動，到一九二○年代起，漸漸轉變為社會運動，以較溫和的手段向日
本政府提出臺人的訴求。請問：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何種思潮流行所影響？ (Ａ)民族自決 (Ｂ)皇民化運動
(Ｃ)差別待遇 (Ｄ)隔離政策。
21. 西元 1914 年發生於歐洲的「塞拉耶佛事件」
，原為奧、塞之間的區域衝突，結果卻演變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
火線，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為何？ˉ(A)不同國家結盟對立ˉ(B)國際姑息主義高漲ˉ(C)美國實行孤立主義ˉ(D)民
族解放運動興盛。
2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主、共產兩集團產生冷戰的主因是 (Ａ)美、蘇均擁有強大核子武器，避免引發核子大
戰 (Ｂ)國際孤立主義氣氛甚濃 (Ｃ)姑息主義的高漲 (Ｄ)第三世界的不結盟政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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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右圖是 1949 年至 1990 年間歐洲部分地圖，圖中深灰色的區域曾屬
同一國家，但在此期間卻依虛線為界，分屬不同政權。此長期分裂情況
發生的原因，主要與下列何者有關？

(A)第三世界的出現

(B)種族隔

離的實施 (C)宗教信仰的差異 (D)美、蘇兩大強權的對立。
24. 哲宇的歷史報告探討義、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情況，內容如
下所示。這造成了那一結果？(A)共產勢力取得政權 (B)極權政治興起
(C)美國勢力介入 (D)重新簽訂戰後合約
一、經濟低迷不振
二、社會秩序混亂
三、共產黨藉機發展勢力
25. 皓翔整理了近代民族主義盛行的經過，其中哪一項敘述是不正確的？
(Ａ)中古末期，英法百年戰爭結束，民族國家開始興起 (Ｂ)19 世紀初，拿破崙對外征戰占領，激起了許多地方民
族主義的情緒

(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運動興盛，許多殖民地紛紛爭取獨立自主 (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民族主義的浪潮終於消退，開始組織聯合國。
26. 善欣將有關德國歷史的演變：(甲)德意志帝國(乙)普魯士王國(丙)神聖羅馬帝國(丁)納粹德國。依時間先後順序
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Ａ)甲乙丙丁 (Ｂ)乙甲丁丙 (Ｃ)丙丁乙甲 (Ｄ)丙乙甲丁。
27. 目前國內各界正積極推動參與聯合國，下列有關聯合國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1945 年，由戰勝國發起籌組聯合國，並在美國首府華盛頓設立永久會址 (Ｂ)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負責促進世
界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等合作事宜

(Ｃ)我國為聯合國創始國之一，但是後來美國拉攏中共以制蘇聯，

使我國退出 (Ｄ)聯合國無武力制裁侵略能力，所以威信喪失。
28.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到三十年就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下列哪一項敘述不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
因？

(Ａ)德國對凡爾賽條約的不平 (Ｂ)國聯無法有效制裁侵略者 (Ｃ)經濟大恐慌的衝擊 (Ｄ)美國對侵略國家的

姑息與英、法的孤立主義外交。
29. 民國三十八年底，國民政府遷台後，因為哪一事件的影響，美國不僅對臺提供軍事、經濟援助，而且與臺灣簽
訂共同防禦條約，使得臺灣的安全進一步得到保障，局勢也漸趨穩定？(A)韓戰 (B)八二三炮戰 (C)國共內戰 (D)
第二次世界大戰
30.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初期，有人曾以「五天五地：盟軍轟炸驚天動地、 臺灣光復歡天喜地、 貪官污吏花天酒
地、 政治混亂黑天暗地、物價飛漲呼天喊地」的漫畫來諷刺臺灣的政治、社會等亂象。
「盟軍轟炸驚天動地」是指
日治末期，
「盟軍」頻頻轟炸臺灣。請問：當時的「盟軍」主要是指哪一個國家？(A)日本 (B)蘇俄 (C)德國 (D)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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