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立自強國中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定期考查  九年級 歷史科 試題    P.4-1 

請讀完下文才開始作答 

1.本試題共計二張四面，交卷時只須交答案卡。 

2.每題都有 A、B、C、D四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的，請將正確答案選出。 

3.作答時必須使用 2B黑色鉛筆，將正確答案劃記在答案卡上，否則不予計分。 

4.答案卡上劃記必須正確，答案塗改須擦拭乾淨，若劃記錯誤或不清楚影響電腦讀卡判讀，將不予計分。 

5.本試題卷分為：一、單選題，第 1~35題，每題 2分，共 70分；二、題組題，第 36~50題，每題 2分，共 30分。 

一、單選題：(每題 2分，共 70分) 

(  )1.  大河流域因有充足水源、肥沃土地，適合農業與畜牧業發展，是人類容易生活的地區，因此成為古文明的起源地。 

         關於世界四大古文明的起源地，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西亞古文明：兩河流域         (B)埃及古文明：臺伯河流域  

         (C)中國古文明：黃河及長江流域   (D)印度古文明：印度河及恆河流域。 

(  )2. 慧喬週末時前往博物館參觀西亞文明展，她看到其中有一個浮雕藝術以戰爭為題材，展現出該民族的尚武及善戰

精神。請問：慧喬所看到的浮雕藝術是屬於哪個民族的文化？  

(A)亞述人 (B)加爾底亞人 (C)巴比倫人 (D)蘇美人。 

(  )3. 仲基信奉的宗教提倡善惡二元論，相信宇宙間存在善惡兩股勢力的對立。請問：他最有可能是哪個宗教的信徒？  

(A)猶太教 (B)婆羅門教 (C)祆教 (D)印度教。 

(  )4. 「奧塞利斯本是一國之君，後來被弟弟謀殺，遺體被分解散落各處，奧塞利斯的妻子一一將其遺體尋回，重新拼湊 

          後，奧塞利斯再度復活。祂掌管死後審判，也象徵循環不息的再生力量。」請問：這是對哪位神明的信仰傳說？  

          (A)尼羅河神 (B)太陽神 (C)婆羅門神 (D)耶和華。 

(  )5. 「印度半島上的這個地區在西元前二千三百年左右，已經出現相當進步的城市文明，城市規劃完整，浴場、下水

道等大型公共設施齊全，顯示此時政府力量的強大。」請問：上文敘述的區域位於下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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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古王國及中國的殷商時期，下列 

         何者為上述古文明的共同特色？  (A)強調一神信仰 (B)出現文字 (C)實施種姓制度 (D)建立跨歐亞的帝國。 

(  )7. 西元前 10 世紀的印度王子阿山，他的生活情景會是以下何種狀況？  

(A)王子的身分屬於第一階級    (B)他愛上了平民瑪麗，兩人準備結婚  

(C)他當上國王以後被稱為法老  (D)他相信因果報應和靈魂輪迴的觀點。 

(  )8. 「這個地區小山多、海岸曲折，各地往來交通不便，因此在西元前八世紀時，逐漸形成許多獨立城邦」。請問：

根據上文內容敘述指的是下列何地？  (A)印度 (B)希臘 (C)波斯 (D)埃及。 

(  )9. 小桃子在電視上看到一部正在上演的印度歷史劇，其中有位叫安姆的武士，相信輪迴，聽從祭司的指示。由於實

施某種社會制度，他的身分從一出生的那一刻就被決定了。請問：該制度是源自於何者？  

(A)漢摩拉比法典 (B)法老命令 (C)佛教信仰 (D)婆羅門教信仰。 

(  )10.  共和後期，羅馬爆發了政爭，導致了下列哪一結果的發生？  

         (A)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       (B)有實力的軍事將領趁勢崛起 

         (C)基督教被定為國教               (D)飽受內憂外患之苦，國勢漸衰。  

(  )11. 有關希臘化時代的相關成就，哪一個人的說法出現錯誤？  

(A)傅林：「融合了西亞、埃及與羅馬等地的文化。」 (B)文言：「阿基米德發現槓桿、浮力等原理。」  

(C)建弘：「歐幾里德曾編寫《幾何原本》一書。」   (D)宗翰：「此階段的成果以科學研究最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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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雅典與斯巴達皆是希臘城邦的代表，下表有關兩者之比較，哪些敘述是正確的？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丙丁。 

    雅  典    斯  巴  達 

(甲)政治 實施軍國主義 實施民主政治 

(乙)經濟 以農業為主 以商業貿易為主 

(丙)特色 文化藝術豐富 戰鬥實力強大 

(丁)別稱 全希臘的學校 希臘之劍 

(  )13. 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後，受到政府的支持。此時若要在帝國境內宣傳教義，應該用哪一種文字比較方便？  

(A)英文 (B)法文 (C)拉丁文 (D)希臘文。                                 

(  )14. 韓國超人氣卡通《天神向前衝》，改編自「某地區」的神話故事，內容為此地區神話中 12 位主要神祇的傳說。 

這些神祇各有主宰的事物，且具有人類的七情六欲。這些神祇的故事融入了當地傳說與歷史，成為許多有趣的 

故事。請問：這是以下哪一個地區的神話故事？ (A)波斯 (B)埃及 (C)希臘 (D)西亞。 

(  )15.  中國東晉名僧法顯曾於西元  4 世紀到印度，寫下《佛國記》一書，記載當時印度政治穩定、文化繁盛、人民安居

樂業的景象，可以說是印度古典文化的黃金時代。請問：當時的印度應該屬於下列哪一時期？ 

(A)吠陀時代  (B)佛陀時期  (C)孔雀王朝  (D)笈多王朝。 

(  )16. 下列四個不同時期的羅馬人分別針對當代的「時事」發表自己的看法，其中哪一個人的說法正確？ 

         (A)共和時期：國家的政務由元老院及執政官負責    (B)共和晚期：基督教成為羅馬合法的宗教 

         (C)王政時期：地中海成為羅馬的內海              (D)帝國時期：頒布《十二表法》，是羅馬最早的成文法。 

(  )17.  廷均為準備段考，整理了一張有關希臘古典文化內涵的簡表，如下表所示。請問：表中資料哪一項「不」正確？ 

 (A)甲 (B)乙 (C)丙 (D)丁。 

項  目 內  涵 

(甲)史學 阿基米德被譽為「歷史學之父」。 

(乙)文學 荷馬史詩《伊里亞德》及《奧德賽》，保存了有關希臘早期歷史的重要傳說。 

(丙)哲學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有「希臘三哲人」之稱。 

(丁)藝術 講究均衡、對稱的特色，帕德嫰神廟是此時期建築藝術的代表。 
 

(  )18. 十九世紀時，一位德國學者曾說：「羅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則是用法律。」

請問：羅馬人是在何時開始以武力征服地中海四周？  

(A)王政時期 (B)共和時期 (C)帝制前期 (D)帝制後期。 

(  )19. 勝桓比較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特點，請你幫忙指出他錯誤的地方？  

(A)基督教是改革猶太教而來             (B)兩者皆為一神信仰，信奉唯一真神耶穌  

(C)猶太教認為猶太人是上帝唯一的選民   (D)基督教宣揚神愛世人的博愛觀念。 

(  )20. 佑豪要接演一部有關羅馬帝國的電影，他在圖書館中找資料了解背景與揣摩角色時，剛好翻閱到《羅馬帝國衰亡

史》一書，書中指出：「西羅馬帝國之所以衰亡，是野蠻和宗教的勝利。」文中所述「野蠻」應是指下列哪一民

族？  (A)日耳曼 (B)匈奴 (C)阿利安 (D)鄂圖曼土耳其人。  

(  )21. 「剛出生的男嬰孩如果不夠健康，便會被丟棄。男孩從小被訓練種種的戰鬥技能，崇尚武力、重視紀律與服從，

只能前進而不能貪生怕死，戰死沙場是最高的榮譽！」，這應該是哪一個民族的特色？ 

(A)埃及人  (B)雅典人  (C)斯巴達人  (D)羅馬人。 

(  )22. 拿破崙遠征埃及時發現了著名的「羅塞塔石碑」，碑文中同時有著希臘文與埃及象形文字。請問：碑文中出現希

臘文應該和哪一件史實有關？ 

(A)羅馬帝國侵略埃及  (B)亞歷山大東征  (C)波斯帝國滅埃及  (D)希伯來人入埃及。 

(  )23. 下列哪一種文字經由腓尼基人簡化後傳到歐洲，成為西方拼音文字的基礎？ 

(A)埃及象形文字  (B)西亞楔形文字  (C)希臘文字  (D)中國甲骨文。 

(  )24. 文哲乘著時光機來到了古希臘城邦，他可能會有下列哪些遭遇？(甲)在奧林匹亞遇到盛大的敬神祭典(乙)看見蘇格

拉底在街上辯論人生的意義(丙)觀賞均衡、對稱的帕德嫩神廟(丁)研讀希羅多德的《幾何原本》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  )25.  廷賓研讀西洋史事發現，首次統一西亞各民族和希臘各城邦的國家分別是下列何者？   

          (A)埃及、波斯  (B)波斯、印度  (C)希臘、亞歷山大  (D)波斯、馬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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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在內政上有許多作為，對後世影響甚大。請問：下列哪些事件發生於君士坦丁在位時？ 

          (甲)使基督教得以合法 (乙)基督教被立為國教 (丙)羅馬帝國正式分裂為東、西兩部 (丁)在拜占庭建新都         

          (A)甲乙  (B)丙丁  (C)乙丙  (D)甲丁。 

(  )27.  駿芳正在整理一份關於佛教歷史的資料，但因對佛教的歷史背景不夠了解清楚，因此整理過程中出了一項錯誤， 

          請問這個錯誤是下列何者？  

          (A)釋迦牟尼主張眾生平等，打破階級觀念     (B)阿育王在位時提倡佛教，並派遣高僧向外弘揚佛法 

          (C)佛教是目前印度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       (D)佛教目前是東亞及東南亞等地的重要宗教。 

(  )28. 基督教早期的發展遭受羅馬政府迫害的原因為何？(甲)提倡輪迴轉世 (乙)一神信仰與羅馬多神傳統違背 (丙)拒絕

向羅馬皇帝膜拜。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甲乙丙。 

(  )29.  埃及位於酷熱的沙漠地帶，在西元前 3100 年左右，出現統一的王國。關於古埃及的政治發展，下列何者正確？         

          (A)古王國時期是當時地中海東部的商業盟主    (B)中王國時期版圖最為遼闊 

          (C)新王國時期國力富強，以建築金字塔著稱    (D)西元前六世紀時，被波斯帝國所滅。                                          

(  )30.  現今我們使用的阿拉伯數字，是來自於哪一民族所發明的數字系統和「零」的觀念？  

          (A)波斯人 (B)古印度人 (C)埃及人 (D)阿拉伯人。 

(  )31.  俗語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請問：最早具有此種因果報應、輪迴觀念的是下列哪一個宗教？ 

          (A)佛教 (B)印度教 (C)婆羅門教 (D)伊斯蘭教。 

(  )32.  約翰在西元一世紀，前往義大利半島上的羅馬城旅行。請問：他在這個城市最有可能看到何種景象？  

          (A)有人熱誠宣揚伊斯蘭教，希望光明能戰勝黑暗  (B)人民受到官員徵召去建造統治者的大型墳墓  

          (C)人們將交易的紀錄用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      (D)市民往競技場觀看勇士與猛獸的生死決鬥。 

(  )33.  (甲)羅馬帝國(乙)波斯帝國(丙)亞歷山大帝國，皆是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依建立的時間先後排列，下列 

          何者是正確的？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乙甲丙   (D 丙乙甲。 

(  )34.  「聖火的傳遞」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傳統活動，有著生生不息的含意。每次的聖火會在運動會的發源地點燃， 

          再藉由傳遞者接力傳至該屆運動會的主辦國。請問：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聖火依照傳統應該要從哪個國家出發？ 

          (A)埃及  (B)伊朗  (C)希臘  (D)義大利。 

(  )35. 下列有關西洋古文明的敘述，何者正確？ 

 (A)嚴厲懲罰犯罪，「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埃及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 

 (B)斯巴達人創立的民主政治，一直為後世所仰慕 

 (C)現在世人所使用的陽曆是根據蘇美人曆法改良而成 

 (D)羅馬人較為務實，故其文化成就表現在公共建築、法律制度上。 

 

二、 題組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 

(一)右圖是西亞及鄰近地區的古文明分布圖， 請以圖中的代號回答下列問題：  

 

  36. (   ) 相信人有來生，死後經審判可以復活，所以把人的肉體做成木乃伊， 

          是圖中哪個地區的特色？  (A)甲 (B)乙 (C)丙 (D)丁。   

  37. (   ) 曾依據「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原則編纂法典的民族，位於哪個地區？  

          (A)丙 (B)丁 (C)戊 (D)己。   

  38. (   ) 最早發展出一神信仰的民族，位於哪個地區？  

          (A)甲 (B)乙 (C)丙 (D)丁。   

  39. (   ) 擅長航海與經商， 成為古代各地區文化的傳播者，是哪個地區的民族？  

          (A)甲 (B)乙 (C)丙 (D)丁。   

  40. (   ) 以鑄造鐵器聞名的民族，位於哪個地區？  

          (A)甲 (B)乙 (C)丙 (D)丁。   

  41. (   ) 建立世界上第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大帝國的民族，位於哪個地區？  

          (A)丙 (B)丁 (C)戊 (D)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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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詠銓在閱讀羅馬史時，整理了幾位重要統治者的事蹟，如下列資料所述。請根據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他掌握羅馬大權，曾擔任財務長、執政官、監察官等職，最後卻被刺身亡。 

資料二：四世紀末，他頒布幾個關於宗教政策的命令，最後使基督教成為帝國的國教。 

資料三：他為整個羅馬世界所尊敬，在紀念碑上可看到尊稱他為「皇帝」或「奧古斯都」。 

        他不但是大祭司，也是首席的元老院議員，更擔任護民官一職。 

資料四：他在睡夢中見到空中浮現象徵基督教的十字架，同時有「以此記號征戰」的字樣， 

        於是他帶著飾有十字架的旗幟及盾牌上戰場，終於贏得戰爭，隨後，他宣告基督教 

        合法化。 

 

42.(   ) 由資料一可判斷此統治者被暗殺的原因為何？   

        (A)對外擴張失利 (B)無力抵抗外敵的入侵 (C)在境內迫害基督徒 (D)違背共和體制的精神。 

43.(   ) 資料三所指的應該是下列哪位統治者？ (A)狄奧多西 (B)凱撒 (C)君士坦丁 (D )屋大維。 

44.(   ) 若將資料一到資料四的內容依發生先後排列，其順序應該為何？  

        (A)一二三四 (B)一四三二 (C)一三四二 (D)四一三二。 

45.(   ) 在羅馬政治體制的發展過程中，使羅馬由共和過渡到帝制，應是哪段資料所敘述的統治者？ 

       (A)資料一 (B)資料二 (C)資料三 (D)資料四。 

  46.(  ) 羅馬歷史上有一段時期，社會政局穩定、商業發達，被後代史家稱為「羅馬和平」。請問：此一時期與中國 

          哪一朝代遙相輝映？ (A)漢朝 (B)唐朝 (C)元朝 (D)明朝。 

                                              

(三)附圖為某時期地中海沿岸國家形勢圖，請看圖上代號回答下列問題： 

 

  47.(   ) 甲到壬的區域是哪一帝國的疆域？  

          (A)羅馬帝國 (B)波斯帝國 (C)亞歷山大帝國 (D)東羅馬帝國。 

  48.(   ) 疆域包含甲到壬的這個帝國，最早由何處開始發跡且向外擴張？  

          (A)甲 (B)丙 (C)丁 (D)戊。 

  49.(   ) 基督教起源於圖中何處？ (A)丁 (B)戊 (C)己 (D)庚。 

  50.(   ) 凱撤留有一部名著《高盧戰記》，高盧位於附圖中何處？  

          (A)甲 (B)乙 (C)壬 (D)庚。 

 

 

 

 

                                              【試題結束】 

 

 

 

 

 

 

 

 

 

 



桃園市立自強國中  106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一次定期考查   九年級 歷史科 答案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C A A B D B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C C D A A B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B A A D D C B D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D B C D D C C B A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 D D C C A A B D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