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九年級 歷史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L5~L6＞
【劃卡代號：30】

班級：

座號：

（1~10 題 4 分，11~30 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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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一) 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是十八世紀啟蒙思想
的兩大果實。請回答下列問題：
1. 美國憲法規定:「美國國會擁有唯一的立法權力。美
國總統擁有行政決策權，其主要職責為監督法律忠
實執行。司法權為審判案件的權力；由美國最高法
院與次級法院所有。」此為哪一位思想家主張的實
現? (A)伏爾泰 (B)洛克 (C)盧梭 (D)孟德斯鳩
2. 人權宣言第一條：
「人類生來即屬自由，在權利上平
等。」為哪一位思想家的主張? (A)伏爾泰 (B)洛
克 (C)盧梭 (D)孟德斯鳩
3. 人權宣言第三條：「一切主權的根源均屬於人民。」
為哪一位思想家的主張? (A)伏爾泰 (B)洛克 (C)
盧梭 (D)孟德斯鳩
4. 人權宣言第十一條：
「思想與意見的自由傳達，是人
類最珍貴的權利之一，所有的公民可以自由的發
言、書寫與印刷。」為哪一位思想家的主張? (A)
伏爾泰 (B)洛克 (C)盧梭 (D)孟德斯鳩
(二)科學革命改變人們對自然世界的看法，連帶影響近
代歐洲社會的演變。請回答下列問題：
5. 16 世紀時提出「日心說」，讓科學從神學解放出來
的學者是誰？ (A)培根 (B)哥白尼 (C)笛卡兒 (D)
伽利略
6. 下圖所呈現的思考模式，應該是採用哪一學者的研
究方法？ (A)培根 (B)哥白尼 (C)笛卡兒 (D)牛頓

7. 自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看得更遠」
，總結前
人的研究，集科學革命之大成的人是誰？ (A)培根
(B)哥白尼 (C)笛卡兒 (D)牛頓
(三)愛打撲克牌的小弘對撲克牌的歷史頗有研究，他說
撲克牌定型於 17 世紀到 18 世紀初，裡頭的人物多是當
時的王侯。

「紅桃 K」 是一位在位長達 72 年的歐洲君主，他宣揚
「朕即國家」的概念，人稱「太陽神」。
「方塊 K」 與「方塊 Q」是夫妻，於 1688 年英國宮廷

姓名：
政變中趕走詹姆士二世而上台，兩人並為英國國王。
依照小弘的說法，回答下列問題:
8. 「紅桃 K」 應是指 (A)路易十四 (B)路易十六 (C)
拿破崙一世 (D)亨利八世
9. 「方塊 K」 與「方塊 Q」是在哪一事件後當上英國
國王的？ (A)清教徒革命 (B)光榮革命 (C)美國獨
立革命 (D)法國大革命
※老師說：
「其實撲克牌流傳久遠，並沒有很明確的說
法，小弘的說法只是其中一種。」
(四) 1863 年美國總統發表著名演說《蓋茲堡演說》:「八
十七年前，我們的先輩們在這塊大陸上建立了一個嶄新
的國家，這個國家孕育於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
的原則。目前，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內戰，它檢驗
著我們的國家，能否長存…」請回答下列問題：
10. 本文中所提八十七年前，帶領先輩們建立了一個嶄
新的國家的人是誰? (A)拿破崙 (B)華盛頓 (C)
查理一世 (D)林肯
11. 關於文中所提的「偉大的內戰」，以下敘述何者正
確？ (A)導火線為波士頓茶葉事件 (B)戰爭期間北
方支持蓄奴 (C)這場內戰檢視美國人人平等的理
念 (D)最後由南方獲得了勝利再次統一美國
12. 發表這篇著名演說的美國總統是誰? (A)華盛頓
(B)林肯 (C)歐巴馬 (D)川普
二、一般選擇題
13. 十八世紀一位普魯士的國王曾說：
「國王是國家的第
一公僕。」他注意民生，獎勵生產，減輕人民的賦
稅，使普魯士走向繁榮。這位國王的作為應該是哪
一種政治制度的展現？ (A)專制王權 (B)開明專
制 (C)民主專制 (D)君主立憲
14. 十九世紀中國光緒皇帝想引進西方政教制度，結果
失敗；然而早在十七世紀，就有一位俄國皇帝勵行
「西化政策」而成功讓俄國成為近代歐洲強國。此
人是誰？ (A)路易十四ˉ(B)彼得大帝ˉ(C)查理一
世ˉ(D)詹姆士二世
15. 民國初年中國五四運動時期，新知識份子引進西方
的民主、科學觀念。追究其起源，這兩個觀念與西
方哪兩個運動最有關聯？ (A)科學革命、啟蒙運動
(B)文藝復興、科學革命 (C)文藝復興、啟蒙運動 (D)
啟蒙運動、宗教改革
16. 「我真正的光榮並非打了四十次的勝仗；滑鐵盧之
役抹去了這一切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
人忘卻的，它將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請
問：資料中的「我」，是指哪位歷史人物？ (A)拿
破崙 (B)路易十六 (C)羅伯斯比 (D)路易拿破
崙
17. 承上題，資料中的□□，應是指何者？ (A)整頓財
政 (B)編定法典 (C)廢除封建 (D)發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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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今日民主國家的人民能自由表達意見、暢所欲言，
不受嚴密的思想控制，與下列哪一時期思想家強調
打倒權威、追求自由的主張最有關係？ (A)羅馬帝
國 (B)文藝復興 (C)科學革命 (D)啟蒙運動
19. 近期有關勞基法修法爭議不斷，勞資雙方對修法意
見南轅北轍。請問: 貧富懸殊、勞資對立的狀況與
哪個史事的的關係最密切？ (A)科學革命 (B)
啟蒙運動 (C) 工業革命 (D)法國大革命
20. 上題貧富懸殊、勞資對立的現象促成何種思潮的興
起？ (A)民族主義 (B)自由主義 (C)社會主義
(D)帝國主義
21. 現代人習慣在維基百科尋找問題的答案。而十八世
紀末的法國人，能夠在百科全書中尋找到系統的知
識，最應該感謝哪一位學者？ (A)盧梭 (B)伏爾泰
(C)狄德羅 (D)孟德斯鳩
22. 十七世紀的權利法案，延續大憲章限制王權的精
神，更規定未經國會同意，國王不得任意徵稅、募
兵。這項確立英國議會政治的法案，是在哪個事件
後簽署？ (A)啟蒙運動 (B)清教徒革命 (C)光
榮革命 (D)工業革命
23. 「1733-1738 年間，凱伊發明了飛梭，提高了織布
效率；1738 年，惠特製成了滾筒式紡紗機；1760
年，織布工人哈格里夫斯改造出立式的新型紡紗
機，使紡紗效率提高十幾倍……。」以上技術的發
展，開啟了下列哪一史事？ (A)工業革命
(B)
科學革命 (C)地理大發現 (D)英法百年戰爭
24. 十八世紀末以來，工業革命逐漸向外傳布，影響遍
及全世界。當時最早是以附圖何處為中心向外傳
播？ (A)甲 (B)乙 (C)丙 (D)丁

28. 電影「悲慘世界」中的一幕：1832 年的巴黎，一個
貧民窟的小孩穿梭在錦衣玉食的貴族或中產階級群
中，唱著：
「曾幾何時我們把國王送上斷頭臺，大家
都急著改變世界，如今來了新的國王，也沒有比上
一個好……」這種百姓的心聲是造成之後哪一場革
命的原因？(A) 法國大革命 (B)拿破崙革命 (C)
七月革命 (D)二月革命
29. 以下是 1789~1860 年法國國體的演變:波旁王室→
第一共和→第一帝國→王室復辟→七月王朝→第二
共和→第一帝國。請問:主導法國王室復辟的人最可
能是誰？ (A)拿破崙 (B)路易拿破崙 (C)羅伯
斯比 (D)梅特涅
30. 弘道國中舉辦一場演講，海報標題寫著「台灣割讓
給日本，瓦特惹的禍？」
，同學判斷這演講應該跟哪
一主題有關？ˉ(A)地理大發現ˉ(B)美國南北戰爭
ˉ(C)法國大革命 (D)工業革命

25. 從十六世紀哥白尼的「地球繞日說」
，到十七世紀伽
利略主張「太陽中心說」、牛頓發表「萬有引力定
律」
，這些學說的提出，在歷史上最可能具有下列何
種意義？
(A)嘗試改變生產方式，使用機器取代人力
(B)宣揚社會福利概念，解決貧富差距問題
(C)試圖用理性態度，了解宇宙的自然法則
(D)強調個性解放，重視人類的情感與直覺
26. 袁世凱曾是中國的民選總統，後來卻稱帝，因此受
到許多負面評價。法國歷史上也有類似的人物，他
是(A)拿破崙 (B)路易拿破崙 (C)華盛頓 (D)林肯
27. 英國是世界上少數仍維持君主制度的國家，可是英
國史上曾有過短暫的共和時期。那是在哪一事件之
後？ˉ(A)英法百年戰爭ˉ(B)清教徒革命ˉ(C)光
榮革命ˉ(D)獨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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