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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第五冊第 3-4 課
【劃卡代號：30】

＞
班級：

座號：

參考範例：
選擇題 100％（共 33 題，1-32 題每題 3 分，33 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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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比較中古時期西歐與拜占庭帝國的異同，下列表格
中的敘述何者正確？
項目
(A)文字
(B)政治
(C)經濟
(D)宗教

西歐地區
拜占庭帝國
希臘文
拉丁文
封建制度
中央集權
均以莊園經濟為主，工商業活動為輔
均以基督教信仰為精神生活的主要內
容，均奉羅馬教皇為精神上的領導
2. 西羅馬帝國滅亡後，東羅馬帝國歷任皇帝無不努力
向世人證明自己才是羅馬帝國唯一繼承人。請問:
下圖中完成三項任務的「甲」最可能為下列哪位君
主？ (A)君士坦丁 (B)查士丁尼 (C)查理曼
(D)鄂圖一世
恢復羅馬帝國版圖
收復羅馬城

整理羅馬法律
編纂法典

甲

整建圓頂式
聖索菲亞教堂

3. 現今穆斯林分布世界各國，但透過哪一部經典的誦
讀，使阿拉伯語成為現今伊斯蘭教世界的通用語？
(A)《舊約聖經》 (B)《新約聖經》 (C)《古蘭經》
(D)《三藏經》
4. 「中世紀一座著名的國際城市，不止豪華富裕，而
且充滿文化氣息。城中的翻譯兼研究中心裡，研究
波斯、印度的科學論文，翻譯希臘科學家和哲學家
的著作。 雖然他們的貢獻是保存、發展，而非創新，
但卻為日後歐洲人的「復古」工作奠定了基礎。 」
這段敘述是指哪一城市？ (A)耶路撒冷 (B)羅馬
(C)君士坦丁堡 (D)巴格達
5. 小弘最愛看迪士尼卡通「阿拉丁」
，小道拿了一本小
說給小弘，要小弘直接看原著故事。請問：小道給
小弘哪一本小說？ (A)《天方夜譚》 (B)《十日談》
(C)《唐．吉訶德》 (D)《神曲》
6. 中世紀時期曾統治西亞的民族有(甲)塞爾柱土耳其
人 (乙)阿拉伯人 (丙)鄂圖曼土耳其人 (丁)蒙古
人，請依照統治時間順序加以排列？ (A)甲乙丙丁
(B)乙甲丁丙 (C)乙丙甲丁 (D)丁丙乙甲
7. 十字軍東征後，東西貿易更加熱絡，在當時地中海
東岸的各港口中，最常看見哪一個地區的水手與商

姓名：
人? (A)威尼斯 (B)葡萄牙(C)荷蘭 (D)西班牙
8. 右圖是文藝復興時期的文學作品，
反映該時代的哪種文學特色？
(A)拉丁文學 (B)方言文學
(C)古典文學
1. (D)長篇史詩
9. 2017 年 10 月 27 日，加泰隆尼亞宣布獨立，對歐洲
政治造成衝擊。歷史上，加泰隆尼亞在中世紀為亞
拉岡王國的重要部分，直到 15 世紀才成為哪一個王
權國家的領土?
(A)西班牙 (B)英國 (C)法國
(D)葡萄牙
10. 十六世紀歐洲的黃金與白銀大量增加，造成貨幣貶
值，物價上漲。請問上述現象發生的原因與哪一史
實有密切的關連？ (A)拜占庭帝國滅亡使得宮廷財
物大批流出 (B)各國政府不斷發行貨幣以刺激商
業發展 (C)封建制度崩解後使得貴族的財產流入
市面 （D)西班牙自美洲輸入大量的金銀
11. 「時到時擔當，無米再來煮番薯湯」這是一句臺灣
諺語，意思是船到橋頭自然直。蕃薯是臺灣早期的
平民主食，這項主食會出現在臺灣與哪一事件有
關？ (A)蒙古西征 (B)十字軍東征 (C)法國大
革命 (D)地理大發現
12. 台北馬偕醫院是為紀念清領時期來台的馬偕牧師而
建。馬偕牧師所屬的「加拿大長老教會」是哪一教
派的分支？ (A)希臘正教ˉ(B)羅馬公教ˉ(C)喀爾
文教派ˉ(D)路德教派
13. 英法百年戰爭之前，英王與法王的封建關係為何?
(A)騎士與附庸ˉ(B)農奴與莊園領主ˉ(C)附庸與
領主 (D)身分地位平等
14. 在伊斯坦堡有一座博物館，它原是拜占庭藝術風格
的教堂，後來成為伊斯蘭教清真寺，現在是紀念兩
教和平的博物館。請問：這是哪一座教堂？ (A)
聖索菲亞大教堂ˉ(B)比薩大教堂ˉ(C)米蘭大教堂
ˉ(D)聖保羅大教堂
15. 風起雲湧的宗教改革結束了羅馬教廷對西歐的統
治，卻也促進羅馬公教內部的改革。其中成為羅馬
公教的中流砥柱的是哪一教派？ (A)耶穌會ˉ(B)
英國國教派ˉ(C)喀爾文教派ˉ(D)路德教派
16. 造成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分裂的原因為何？ (A) 宗
教改革呼聲高起 (B)東西教會互爭領導權力 (C)
海外傳教相互競爭 (D)文藝復興蓬勃發展
17. 文藝復興的許多作品題材來自聖經，但作家著重在
描繪作品人物的內心想法與感情世界，由此可知這
個運動的主要內涵是什麼？ (A)以人為本， 肯定
人生現世的價值 (B)闡明教義，重新領會基督教精
神 (C)提倡科學方法，建立科學宇宙觀 (D)應用
科學精神，以解決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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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列資料，回答 18~20 題
資料一：「從歐洲的立場來看，是美洲的發現，而
從我們的立場來看，則是入侵我們的世界。『征服
與奴役』不能當作節日來慶祝。」
資料二：「對 1492 年 10 月 12 日這個日子的任
何紀念都是錯誤的，把『美洲發現』改成『兩個世
界的相遇』也只不過是換了種說法來為本大陸的這
個災難事件來做辯護。」
18. 從上述資料來看，這可能是哪一民族對外來者的控
訴？ (A)印度人 (B)印第安人 (C)非洲黑人 (D)西
班牙人
19. 從資料判斷，他們抗議的紀念節日最可能是? (A)
哥倫布日 (B)麥哲倫日 (C)鄭和日 (D)川普日
20. 資料二中所指的「災難事件」可能是？ (A)歐洲人
無意間帶入的疾病，造成美洲人口結構的巨大變化
(B)歐洲軍隊的大舉入侵，使當地族群大舉遷徙 (C)
歐洲人以非洲黑人作為軍隊主力，增強戰鬥力 (D)
當地民族迅速改信歐洲人帶來的宗教信仰，並未抵
抗外力入侵。
21.
感恩教宗，讚嘆教宗
2017.11.16
教宗方濟各 15 日獲得藍寶堅尼贈送的白色超跑，他在
這輛超跑上簽名後捐出拍賣，收益將全數做慈善之用
（美聯社）

亨利八世
26. 中國法家學者主張：君主應善用權術、威勢、刑罰
來控制臣民。這種主張與文藝復興時期的哪位思想
家的學說有異曲同工之妙？ˉ(A)塞凡提斯ˉ(B)莎
士比亞ˉ(C)佩脫拉克ˉ(D)馬基維利
27. 14 世紀的黑死病史的歐洲人口大量死亡，也嚴重影
響了歐洲的發展。下列何者是黑死病對歐洲直接或
間接造成的影響 ? ˉ(A)宗教改革的發生ˉ(B)基
督教世界的第一次分裂 (C)蒙古西征勢如破竹ˉ(D)
封建制度的建立
28. 中世紀西歐得以發展出共同的基督教文化，主因是
何人的致力推廣 ? (A)君士坦丁 (B)狄奧多西
(C)查理曼 (D)鄂圖一世
29. 「他是一位雕塑家、畫家、建築師和詩人。他所創
作的《大衛像》，被認為是象徵為正義而奮鬥的力
量。」
」以上這段話所稱頌的人是誰？ (A)達文西
(B) 米開朗基羅 (C)拉斐爾 (D)薄伽丘
30. 2017 年 6 月 12 日菲律賓的國慶，是脫離西班牙殖
民的獨立 119 周年紀念日。當天，菲律賓的一位國
會議員提出更改國名的建議，因為「菲律賓」一詞
是由 16 世紀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Philip II）
以其名命名。請問:菲律賓於 16 世紀成為西班牙殖
民地應與何人有關?
(A)哥倫布 (B)麥哲倫 (C)
狄亞士 (D)達伽馬
◎下列是歷史上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四個帝國，請參
閱地圖，並回答 31-33 問題

請問上述新聞所提到的教宗是哪一教派的領袖？
(A)希臘正教ˉ(B)羅馬公教ˉ(C)喀爾文教派ˉ(D)
路德教派
22. 下圖左是莫斯科最著名的聖巴索大教堂。在俄羅斯
到處可見這種色彩繽紛「洋蔥頭」的東正教教堂，
這是因為俄羅斯受到哪一文化的影響？ (A)希臘
(B) 羅馬 (C)日耳曼 (D)拜占庭

23. 上圖右是 12 世紀一次十字軍東征的路線圖，請問引
發這場戰役的人是誰？ (A)鄂圖曼土耳其人 (B)
阿拉伯人 (C)塞爾柱土耳其人 (D)法蘭克人
24. 承上題，圖中的甲應是哪一個城市？ (A)麥加 (B)
巴格達 (C)伊斯坦堡 (D)耶路撒冷
25. 根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整本聖經譯本共有 636 種。
這與何人「閱讀聖經以堅定對上帝的信仰」的主張
有關? (A)喀爾文 (B)羅耀拉 (C)馬丁路德 (D)

31. 圖 1 發展至圖 2，主因是羅馬帝國受到哪一民族入
侵所致？ (A)波斯人 (B)希伯來人 (C)日耳曼人
(D)阿拉伯人
32. 圖 3 是描繪哪個國家的疆域範圍？ (A)羅馬帝國
(B)法蘭克王國 (C)阿拉伯帝國 (D)拜占庭帝國
33. 比較圖 3 與圖 4 的帝國，兩者有何共同點？ (A)皆
統治過伊比利半島 (B)皆由穆斯林建立政權 (C)
首都皆設在伊斯坦堡 (D)皆被基督教國家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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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級 歷史 標準答案
1

B

2

B

3

C

4

D

5

A

6

B

7

A

8

B

9

A

10

D

11

D

12

C

13

C

14

A

15

A

16

B

17

A

18

B

19

A

20

A

21

B

22

D

23

C

24

D

25

C

26

D

27

A

28

C

29

B

30

B

31

C

32

C

3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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