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 9 年級歷史科試題 4-1
請讀完下文再開始作答。
1.本學科試題二張四面，交卷時只須交答案卡（“座號”請務必劃記正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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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答案卡上劃記必須正確，答案塗改須擦拭乾淨，若劃記錯誤或劃記不清楚，影響電腦讀卡判讀，將不予計分。
4.本試題卷分為兩部份：一、選擇題，1~35 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二、題組，36~50 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

一、選擇題 35 題，每題 2 分
1.博物館計畫舉辦『美索不達米亞』文物展，下列哪一項文物「不可能」出現在展覽會場？
(A)亞述戰士浮雕像

(B)刻在泥板上的文字

(C)婆羅門教的濕婆神像

(D)漢摩拉比法典。

2.由於羅馬帝國晚期，出現經濟惡化、外族入侵等問題，使得當時的皇帝另建新都，以加強對東方各省的控制。請問：
另建新都的皇帝是何人？
(A)狄奧多西

(B)屋大維

(C)查士丁尼

(D)君士坦丁。

3.日本四大汽車廠之一的馬自達公司，其名稱源自古代以拜火為特色的某個宗教，因此火焰便成為公
司的商標，而英文名 MAZDA 正是宇宙中代表光明的善神，與代表黑暗的惡神互相對抗。請問：
上述所說的宗教，發源於哪裡？
(A)伊朗高原

(B)埃及地區

(C)印度半島

(D)兩河流域。

4.大雄坐時光機來到古代的亞述帝國，參觀帝國內尼尼微城的大型圖書館，館內收藏大量的泥版文書，
請問：這些文書應該是使用哪一種文字？
(A)象形文字

(B)希伯來文

(C)拉丁文

(D)楔形文字。

5.祐祐的家人都過陽曆生日，可是他的外婆卻習慣過陰曆生日。請問：下列哪一組民族是世界史上「最早」發明陰曆
及陽曆的民族？
(A)羅馬人、埃及人

(B)蘇美人、埃及人

(C)蘇美人、希臘人

(D)希臘人、波斯人。

6.「羅馬和平」的時間是 27B.C.-180A.D.，與當時東方的大帝國 ── 中國，東西相互輝映。請問：這個東方大帝國是中
國的哪一個朝代？

(A)秦代

(B)漢代

(C)唐代

(D)明代。

7.我們習慣使用的「阿拉伯數字」，是哪一個民族最早發明的？
(A)阿拉伯人

(B)希臘人

(C)印度人

(D)羅馬人。

8.古羅馬城市龐貝於西元 79 年被維蘇威火山爆發時的火山灰所覆蓋，一夕之間數千人喪失生命。龐貝城遺址於十八世
紀首度被挖掘，井然有序的街道，大劇場、公共澡堂等一應俱全，亦出土一張標準石桌，石桌上有不同容量的刻度及
註解，以作為交易時測量使用。請問：關於龐貝古城的特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龐貝城應位於阿拉伯半島上
(B)題目中的石桌上面刻的文字應為楔形文字
(C)大劇場、公共澡堂等建築顯示羅馬重視公共建設
(D)龐貝城被火山灰覆蓋時為羅馬的共和時期。
9.西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創立跨歐、亞、非的帝國，並在其征服的疆域內興建城市。
請問：右圖中的甲、乙、丙、丁，何者最可能是他所興建的城市？
(A)甲

(B)乙

(C)丙

(D)丁。

10.西元前 13 世紀，埃及國王曾寫信給「某國」國王，希望他們提供鐵製的兵器給埃及。
據了解這封信證明「某國」是歷史上最早使用鐵器的國家。請問「某國」是指哪一國？
(A)西臺王國

(B)亞述帝國

(C)波斯帝國

(D)加爾底亞王國。

11.小賈斯汀對歐洲各國文字皆有涉略，亦發現西方文字有相似處，請問西方的拼音文字皆來源於何處？
(A)由印度人創立，經阿拉伯人傳播

(B)融合埃及與西亞的文字，經亞歷山大帝國傳播

(C)融合希臘及羅馬的文字，經羅馬帝國傳播

(D)來自埃及的象形文字，經腓尼基人改良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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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埃及是文明古國之一，但是在西元前六世紀時即先後被外族攻滅佔領，請問以下帝國統治埃及的先後順序為何？
(A)波斯、亞歷山大、羅馬

(B)亞歷山大、波斯、羅馬

(C)波斯、羅馬、亞歷山大

(D)亞歷山大、羅馬、波斯。

13. 若想了解古希臘時期的歷史與生活，可參考下列哪些作品？
(甲)荷馬的《伊里亞德》 (乙)希羅多德的《歷史》 (丙)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丁)基督教的《聖經》

(D)乙丁。

14.下列哪些敘述最能代表羅馬文化的特色？
〈甲〉文化豐富多樣，理論科學研究成果豐碩 〈乙〉推行法律、使用拉丁文
〈丙〉表現務實的特性，建築堅固的公共建築 〈丁〉民主政治的發展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乙丁。

15.電影「神鬼戰士」的格鬥血腥殘忍，請問：在上古時代，哪一個城市，城市裡的居民可以在
圓形的競技場上看到神鬼戰士的搏命演出？
(A)斯巴達

(B)雅典

(C)羅馬

(D)特洛伊城。

16.摩亨約達羅遺址建於西元前2300年，文明雖以農業為主，卻有神殿、住宅、大浴場、穀倉、
下水道等設施，都市規畫相當完善，令挖掘此處的考古學家十分吃驚。請問：此遺址位於
右圖中哪一條河流下游？

(A)甲 (B)乙

(C)丙

(D)丁。

17.「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句成語，最適合用來說明希臘各城邦與哪一政權的關係？
(A)羅馬帝國

(B)亞述帝國

(C)馬其頓王國

(D)波斯帝國。

18.胖虎來到希臘考察，發現古希臘史上曾出現許多政治、經濟各不同的城邦，其主要的原因為何？
(A)外族入侵統治

(B)血統、語言的不同

(C)宗教的分歧

(D)地形崎嶇。

19.夢工廠動畫片「埃及王子」的故事藍本，主要取材自舊 約聖經中的〈出埃及記〉，故事描述摩西率領被奴役的族人
橫越紅海，離開埃及，並回到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此民族深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請問：摩西及其族人
應是西亞哪一個民族並信仰哪一種宗教？
(A)波斯人，祆教

(B)腓尼基人，基督教

(C)蘇美人，猶太教

(D)希伯來人，猶太教。

20.亞歷山大稱霸希臘半島後，率兵征服波斯、埃及等地，建立起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並致力促進各地文化
融合，締造出歷史上著名的「希臘化時代」。這個時代的代表精神為何？
(A)民主思想

(B)世界一家

(C)種族歧視

(D)城邦意識。

21.中華民國憲法是屬成文法，而西洋史上哪些古民族亦以成文法律聞名於世？
(A)巴比倫、羅馬

(B)亞述、加爾底亞

(C)波斯、希臘

(D)希臘、羅馬。

22.佛教與基督教都是當今流傳最廣、最久的重要宗教。就其形成的背景而言，兩者有何共同特徵？
(A)都是為了對抗政府的高壓統治

(B)都追求天堂世界的永生

(C)都根源於一神論思想的啟示

(D)都對固有宗教的教義提出改革。

23.雅典的民主政治，向來被後世認為是民主制度的根源。請問：下列關於雅典民主政治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雅典的官員以抽籤的方式產生，且有一定任期

(B)雅典的所有男性，皆可參與立法和政治活動

(C)雅典的民主制度，使人民重視紀律與服從的觀念

(D)雅典制定了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

24.小安遇見一位修行者，修行者告訴他：「生命萬物都是平等的，只要能拋開慾望，領悟正道，就能超脫輪迴，進入
沒有生死，也沒有痛苦的境界。」請問：從上述言論判斷，小安遇見的修行者應該是哪一宗教的信徒？
(A)婆羅門教

(B)佛教

(C)道教

(D)基督教。

25.花輪計畫暑假到歐洲旅行，想周遊法國、英國、義大利、 西班牙及希臘，體驗各國各具特色的文化風情，這些國家
今日各有不同的文化風格且獨立自主，但在歷史上，這些國家曾同在下列哪一古代帝國的統治之下？
(A) 波斯帝國

(B)亞歷山大帝國

(C) 羅馬帝國

(D)蒙古帝國。

26.時鐘的秒針轉一圈 60 秒為一分鐘，分針一圈 60 分鐘為一個鐘頭，這種每 60 進一位的方式是哪一個民族首創的？
(A)希臘人

(B)巴比倫人

(C) 蘇美人

(D)加爾底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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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考古學者曾在小亞細亞發現一塊大約西元 1 世紀的石碑，上面刻著：「奧古斯都以父神宙斯，全人類的救主，對人類
之祈禱賜予恩惠，世界享受和平…」請問：石碑上所描述的奧古斯都是誰？
(A)查理曼

(B)屋大維

(C)凱撒

(D)耶穌。

28.西元前 3 世紀，
《論浮體》這本著作中表述：
「浸在液體裡的物體，其所減少的重量，等於同體積的該液體的重量。」
請問 ：當年提出此浮力定律的偉大科學家，反映出哪一時代在數學與科學上的成就？
(A)希臘化時代

(B)埃及古文明時代

(C)希臘古典時代

(D)羅馬帝國時代。

29.下列事件何者「並非」發生於羅馬共和時期？
(A)此時期制定了「十二表法」

(B)此時版圖已橫跨歐、亞、非三洲

(C)由全體公民組成元老院主掌政權

(D)凱撒成為羅馬的獨裁者。

30.上古時代的某一亞洲民族擅長航海經商，夜晚利用觀星航行，為了經商方便利用表音符號來記帳；還因具有紫紅色
染料被稱為「紫色民族」，他們曾在地中海附近建立許多商業地點與殖民地。請問：文中所敘述的是哪一個民族？
(A)西臺人

(B)希伯來人

(C)希臘人

(D)腓尼基人。

31.小花復習歷史時，作了右列的表格，由表中內容判斷，
她整理的重點，應是上古哪一個民族的文化成就？
(A)蘇美

(B)埃及

(C)巴比倫

(D)加爾底亞。

32.「希臘化文化」的出現，應該歸功於下列哪一帝國的建立？
(A)波斯帝國

(B)羅馬帝國

(C)埃及帝國

(D)亞歷山大帝國。

33.承上題，「希臘化文化」是指融合哪三種文化？
(A)西亞、埃及、希臘

(B)印度、希臘、羅馬

(C)埃及、印度、羅馬

(D)西亞、希臘、羅馬。

34.埃及歷史淵遠流長，早在西元前 3100 年左右即已建立統一的王朝，此後可分為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三大時期。
請問：關於這三個時期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古王國時期貿易最為發達
(B)新王國時期是埃及版圖最廣的時代
(C)中王國時期國王偏愛建築雄偉的金字塔以炫耀國力
(D)西元前 525 年埃及為亞歷山大所滅，古文明逐漸消失。
35. 18 世紀英國史家吉朋在《羅馬帝國衰亡史》談到大帝國滅亡原因時，點出：「西羅馬帝國之所以衰亡，是『野蠻和
宗教的勝利』。」請問：上文所指的「野蠻」意涵為何？
(A)來自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入侵
(B)來自東方的黃禍─蒙古入侵
(C)來自東方的亞歷山大攻打
(D)羅馬內部的自相殘殺。

二、 題組 15 題，每題 2 分
(一)右圖是西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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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圖中哪個地區的特色？
(A)甲

(B)乙

(C))丙

(D)丁。

37.最早發展出一神信仰的民族，位於圖中哪個地區？
(A)甲

(B)乙

(C)丙

(D)丁。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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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右圖漫畫為古代某地區法律觀念的示意圖，
圖中強調「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原則。
請問：上文中的「某地區」應位於地圖中何處？
(A)甲

(B)乙

(C)戊

(D)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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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元2006年起印度政府推行一項政策，凡屬於較高種姓的印度人(依序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
與屬於最低階層的印度人(低種姓、部落和「落後階層」)通婚者，可獲得政府5萬盧比(相當於580英鎊)的
獎賞，希望藉此改進傳統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實際上三個較低等級的人口總數占全印度11億人的67.6%
，而只占人口2％～5％的婆羅門階級竟囊括政府及司法部門中超過70％的職位。請回答下列問題：
40.印度社會有階級的產生，可追溯自遠古時期哪一族群推動種姓制度，以維持血統純正與便於統治？
(A)阿利安人

(B)腓尼基人

(C)印地安人

(D)猶太人。

41.婆羅門階級在遠古時代應為下列哪一種身分的民眾？
(A)貴族

(B)祭司

(C)奴隸

(D)平民。

42.傳統種姓制度規定各階級不能通婚，且職業、身分終身不變，形成壁壘分明的社會結構。除此之外，統治者還利
用哪一觀念使民眾安於其位？
(A)眾生平等

(B)死後審判

(C)死而復活

(D)靈魂輪迴。

43.只占2％～5％人數的婆羅門階級竟可掌握全國政經優勢，其原因在於現今仍有多數人信仰哪一宗教，導致階級觀
念無法輕易破除？
(A)佛教

(B)伊斯蘭教

(C)祆教

(D)印度教。

(三)右圖為希臘文明的發源地，請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44著名的木馬屠城記發生在哪裡？
(A)甲

(B)丙

(C)丁

(D)乙。

45.木馬屠城的故事中，希臘聯軍攻打特洛伊所渡過的「戊」海，也是希臘文明的
起源地區。這是下列哪一海洋？
(A)愛琴海

(B)亞得里亞海

(C)裏海

(D)紅海。

46.哪一個希臘城邦發展出的民主制度，被後世認為是民主制度的根源？
(A)甲

(B)乙

(C)丙

(D)丁。

47.哪一個希臘城邦，崇尚武力，並實施「軍國主義」？
(A)甲

(B)乙

(C)丙

(D)丁。

(四)請根據右圖回答下列問題：
48.繼里約奧運後，東京成為下一個主辦奧運的城市，
請問：奧林匹克運動會最早發源於何地？
(A)丙

(B)丁

(C)戊

(D)庚。

49.羅馬帝國版圖橫跨歐、亞、非三洲，將地中海視為內海，
請問：羅馬帝國最早的發源地在何處？
(A)甲

(B)丙

(C)丁

(D)辛。

50.基督教成為歐洲主要的信仰，請問：創立地點在何地？
(A)丁

(B)戊

(C)庚

(D)己。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