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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110學年第二學期國三歷史科第一次段考試卷     三年  班 座號：  姓名：  

命題範圍：歷史(六)第1~2章  命題教師：朱孟女 

一、 單一選擇題：37 題，每題 2 分，共計 74 分。   ※共有 54 題，請用 2B 鉛筆畫記於答案卡。 

1. (   )小寶整理關於工業革命的筆記，其內容哪一項有誤？ (Ａ)時間：18 世紀中期開始 (Ｂ)地點：從英國開始 (

Ｃ)傳播：傳往歐洲各國 (Ｄ)影響：解決了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問題。 

2. (   )19 世紀拉丁美洲各國，由於受到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鼓舞，趁拿破崙征服西班牙、葡萄牙之際，紛紛展開脫

離殖民母國的獨立運動。請問：巴西為哪一個國家的屬地？ (Ａ)西班牙 (Ｂ)葡萄牙 (Ｃ)義大利 (Ｄ)美國 

3. (   )子涵整理有關西洋近代史實，下列哪一項資料不正確？ (Ａ)美國獨立是因為徵稅問題而引發 (Ｂ)法國大革命

因財政問題而引爆 (Ｃ)歐洲各國君主紛紛反對法國大革命 (Ｄ)英國支持美國獨立戰爭。 

4. (   )附圖是威廉在街上所發的傳單內容。請問：威廉支持的學說應是下列何者？ 

 

(Ａ)資本主義 (Ｂ)自由主義 (Ｃ)社會主義 (Ｄ)民族主義。 

5. (   )愛麗絲主張「沒有代表不繳稅，不應該將戰爭費用轉嫁在殖民地人民身上」，並偽裝成原住民，將商船上的茶葉

倒入海中表示抗議。請問：愛麗絲主張的是在哪個機構中沒有北美殖民地的代表？ (Ａ)稅務機關 (Ｂ)英國國

會 (Ｃ)海關 (Ｄ)教會。 

6. (   )附圖呈現某事件前夕，當地的社會情況。此事件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美國獨立 (Ｂ)法國大革命 (Ｃ)日本大化革新 (Ｄ)中國武昌起事。 

7. (   )2016 年 7 月 9 日是阿根廷宣布獨立 200 周年紀念日，阿根廷政府在宣布脫離殖民母國獨立的城市舉辦盛大的慶祝

活動。下列何者不是兩百年前阿根廷展開獨立運動的背景？ (Ａ)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 (Ｂ)法國大革命的鼓舞 

(Ｃ)拿破崙稱霸歐洲 (Ｄ)馬志尼的領導。 

8. (   )艾莉絲是一個在美洲新大陸長大的孩子，她回憶政府機關上方懸吊的國旗，有一天從甲圖變成乙圖。請問：國旗

的變化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  

(Ａ)爆發波士頓茶葉事件 (Ｂ)北美 13 州發表《獨立宣言》 (Ｃ)各國承認新國家的建立 (Ｄ)憲法採取孟德斯

鳩三權分立的概念。 

9. (   )1815 年英軍統帥威靈頓公爵率領英、普、俄等國的聯軍，和拿破崙指揮的大軍正面交鋒。一天之內，反復衝殺之

下，法軍陣亡 40,000 人，而聯軍也損失 22,000 人，最後拿破崙大敗，而被放逐海外。請問：這場戰役為何？ (

Ａ)三十年戰爭 (Ｂ)征俄之役 (Ｃ)獨立戰爭 (Ｄ)滑鐵盧之役。 

10. (   )1700 年時，英國超過 100,000 人口的城市只有 1 座，而整個 19 世紀，英國超過 100,000 人的城市由 2 座增至 46 

座，居住在城市的人口約占總人口兩成。請問：這是因為下列哪一事件的影響？ (Ａ)戰爭減少 (Ｂ)出生率增

高 (Ｃ)人口遷徙 (Ｄ)工業化。 

11. (   )19 世紀的這一場戰爭結果被視為民族主義勝利的最高峰，該場戰爭迫使拿破崙三世下臺，德意志建國，德皇威廉

一世在凡爾賽宮登基。請問：這場戰爭是下列何者？ (Ａ)普丹戰爭 (Ｂ)普奧戰爭 (Ｃ)英法聯軍 (Ｄ)德法

戰爭。 

12. (   )欣欣為了寫讀書心得報告，到圖書館借了一本「俾斯麥評傳」，請問：她的讀書心得主題為何？ (Ａ)拉丁美洲

的獨立運動 (Ｂ)義大利的統一運動 (Ｃ)德意志帝國的建立 (Ｄ)巴爾幹半島的民族建國運動。 

13. (   )「1793 年，法國共和新政府瘋狂追捕異議分子並處死，革命家馬拉因而躲進下水道，但最後卻被他的政敵派出刺

客在浴缸中刺殺。畫家為了悼念馬拉之死，將他描繪成了為革命而獻身的殉道者，留下『馬拉之死』的著名畫作

。」請問：上述事件最有可能發生在下列何時的法國？ (Ａ)路易十四統治下 (Ｂ)維也納會議之後 (Ｃ)法國

大革命期間 (Ｄ)拿破崙稱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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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由於人類生產方式的變更，社會結構也跟著引起重大的變化，而在 18 世紀中期之後興起「工業社會」。下列何

者是工業社會所產生的現象？ (Ａ)工廠的建立與大資本的興起 (Ｂ)大家庭制度的普遍 (Ｃ)悠閒的生活和熱

絡的人際關係 (Ｄ)財富分配日益平均。 

15. (   )小丸子整理有關 19 世紀義大利與德國統一過程的比較，其中只有哪一項正確？ (Ａ)兩者統一的動力皆因俄國

的占領 (Ｂ)兩者皆有知識分子組黨號召民眾 (Ｃ)兩者皆透過戰爭而統一 (Ｄ)兩者最後皆因奧國撤離而統一 

16. (   )革命運動的發起和國家的統一，必須經過眾人的努力。請問：義大利的統一，與下列何者應該沒有關係？ (Ａ)

俾斯麥 (Ｂ)加里波底 (Ｃ)加富爾 (Ｄ)馬志尼。 

17. (   )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的《孤雛淚》描述倫敦某一時期社會混亂不堪，童工受虐嚴重、救濟法案不足，貧民窟治安與

環境糟糕，資本家與貴族獨占所有社會利益。《孤雛淚》的背景最有可能出現於下列何時？ (Ａ)文藝復興 (Ｂ

)科學革命 (Ｃ)啟蒙運動 (Ｄ)工業革命。 

18. (   )有一位歷史人物，在晚年思索其一生事蹟，有以下的回顧：「我這一輩子參加過的戰役多達五十幾次，幾乎都打

了勝仗，……我曾征服了大部分的歐洲，也曾編纂一部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法典。我認為我會被後世視為一個非凡

的人。」請問：這位歷史人物最可能是下列哪一位？〔91.第一次基測〕 (Ａ)漢摩拉比 (Ｂ)路易十四 (Ｃ)拿

破崙 (Ｄ)希特勒。 

19. (   )19 世紀前期，拉丁美洲人民因受到啟蒙運動思想與民族主義的影響，而引發脫離哪兩國的統治，建立獨立政權的

運動？ (Ａ)西班牙、美國 (Ｂ)英國、荷蘭 (Ｃ)西班牙、葡萄牙 (Ｄ)葡萄牙、美國。 

20. (   )1776 年 7 月 4 日有一文告在議會中通過，並且出版向全世界公布，第二部分列舉了英國政府對於北美殖民地的暴

政，並莊嚴地宣告：「這些聯合殖民地從此成為，而且理應成為，自由獨立的合眾國；它們解除與英王的一切隸

屬關係，而它們與大不列顛王國之間的一切政治聯繫亦應從此完全廢止。」此文告應是指下列何者？ (Ａ)法國

的《人權宣言》 (Ｂ)英國的《權利法案》 (Ｃ)英國的《大憲章》 (Ｄ)美國的《獨立宣言》。 

21. (   )阿奇研究歐洲男性平均身高時發現，歐洲男性身高從羅馬帝國時期到□□□□時期前持續增加至 173 公分，到了

□□□□時期卻變矮成 167 公分，之後又慢慢增加到現在平均為 177 公分。阿奇認為是因為都市化、居住環境壅

擠髒亂、疾病叢生，導致在□□□□時期，男性攝取營養不足，從而造成身高變矮。上文缺空處應填入下列何者

？ (Ａ)科學革命 (Ｂ)共產主義 (Ｃ)工業革命 (Ｄ)啟蒙運動。 

22. (   )有一場演講，內包含了方言文學、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與義大利的統一運動。請問：這場演講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

何者？ (Ａ)歐洲軍備武器的進步 (Ｂ)歐洲科學革命的誕生 (Ｃ)歐洲宗教改革的開端 (Ｄ)歐洲民族意識的

發展。 

23. (   )維也納會議所強調的「正統性」是指何者？ (Ａ)成立由市民階級組成的新政府 (Ｂ)國家元首應由選舉產生 

(Ｃ)維護立憲議會政治 (Ｄ)恢復拿破崙推翻的王朝。 

24. (   )1823 年，美國門羅總統發表重要的對外宣言，下列何者是此一宣言的主要內容？  

(Ａ)  (Ｂ)  (Ｃ)   

(Ｄ)  

25. (   )附圖為義大利愛國分子紅衫軍的領袖為薩丁尼亞國王穿靴子，靴子象徵義大利，代表他將所征服的義大利南部地

區獻給國王。請問：這位紅衫軍的領袖是何人？ 

 

(Ａ)加富爾 (Ｂ)馬志尼 (Ｃ)俾斯麥 (Ｄ)加里波底。 

26. (   )拿破崙失敗後，歐洲興起一股保守主義浪潮，其主導的國家就是奧國。下列關於 19 世紀在奧國如日中天勢力下

的歐洲，哪一敘述正確？ (Ａ)奧國極力維持鄂圖曼帝國之完整 (Ｂ)奧國主導成立「關稅同盟」促進工商發展 

(Ｃ)奧國主動歸還義大利半島北部地區給薩丁尼亞王國 (Ｄ)以奧國為首的勢力，在日耳曼地區成立「日耳曼邦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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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有關法國大革命前夕召開「三級會議」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路易十四所召開 (Ｂ)三級會議指貴族、教士

、平民三個階級 (Ｃ)目的是為解決財政困難 (Ｄ)平民代表要求改革。 

28. (   )各國國慶日的選定，通常呈現該國立國精神的事件為依據。請問：美國以何事的發生日期為國慶日？ (Ａ)波士

頓茶葉事件 (Ｂ)發表獨立宣言 (Ｃ)制定憲法 (Ｄ)華盛頓就職總統。 

29. (   )他說：「我雖拙於言辭，不善演講，但我能創造一個義大利。」他是一位有守有為的政治家，曾經有十年之久擔

任首相兼外交大臣，對義大利的統一有很大的功勞。以上所述應是下列何人？ (Ａ)加富爾 (Ｂ)加里波底 (Ｃ

)馬志尼 (Ｄ)俾斯麥。 

30. (   )附圖為在法國大革命中，被革命陣營送上斷頭臺的法國國王。請問：他是下列何人？ 

 

(Ａ)路易十四 (Ｂ)拿破崙 (Ｃ)路易十六 (Ｄ)亨利八世。 

31. (   )圖(一)、圖(二)是曉莉在書上看到的插圖，這二幅圖的變化最能說明下列何者在非洲的發展？  

           

圖(一)                          圖(二) 

(Ａ)鎖國政策 (Ｂ)區域統合 (Ｃ)美蘇冷戰 (Ｄ)帝國主義。 

32. (   )1789 年，法國的國民會議發表了哪一個重要文件，以主權在民及闡揚自由、平等為主要的訴求？ (Ａ)《法意》 

(Ｂ)《人權宣言》 (Ｃ)《獨立宣言》 (Ｄ)《民約論》。 

33. (   )(甲)法國(乙)奧國(丙)英國(丁)美國；上述哪兩個國家均為普魯士和薩丁尼亞在統一過程中所遭遇的阻礙？ (

Ａ)乙丙 (Ｂ)甲丙 (Ｃ)乙丁 (Ｄ)甲乙。 

34. (   )19 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國家挾其強大軍事力量，進行商業利益與殖民地的爭奪，甚而引發兩次世界大戰。請問：

上述各種變動的產生，與下列哪一個歷史事件最有關係？ (Ａ)發現新航路 (Ｂ)科學革命 (Ｃ)工業革命 (Ｄ

)法國大革命。 

35. (   )日本最近正在進行紙鈔改版，舊版一萬圓紙鈔上印刷的是福澤諭吉。對日本人來說，因為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

再加上日本自身積極進行改革，最後才躋身列強行列。請問：日本改革後首要侵略對象為何？ (Ａ)緬甸 (Ｂ)

越南 (Ｃ)美國 (Ｄ)中國。 

36. (   )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後，英雄輩出。下列哪一位英雄人物崛起之後，將原本的民主共和政體又改為帝國制？ (Ａ)

路易十四 (Ｂ)路易十六 (Ｃ)拿破崙 (Ｄ)亨利八世。 

37. (   )俗語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請問：讓拿破崙得以崛起在法國政治舞臺上的「時勢」是何因素？ (

Ａ)科學革命所造成的學術界混亂 (Ｂ)爭奪海外殖民地造成的挫敗 (Ｃ)宗教改革後的思想信仰分裂 (Ｄ)法國

大革命後期的內憂外患。 

二、 題組題：四大題，每小題 2 分，共計 18 分。 

1. 義大利因為封建制度的影響，一直無法建立中央集權的近代政府，長期受到鄰近強權國家的支配，直到 19 世紀終於建

國。請問： 

（ ）(38)義大利統一運動中「他是游擊戰的領導人及真正的愛國者，願意放棄個人利益，把征服得來的土地交予薩丁

尼亞國王。」上文中的「他」是指下列何者？ (Ａ)馬志尼 (Ｂ)伊曼紐二世 (Ｃ)加富爾 (Ｄ)加里波底

。 

（ ）(39)有一位人物早年參加過「燒炭黨」，曾入獄服刑，後來逃亡到法國，成立「青年義大利黨」以「恢復古羅馬

光榮」為口號，他不只致力於義大利的統一，且希望建立民主共和的國家。上文所述是指下列何者？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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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志尼 (Ｂ)加富爾 (Ｃ)加里波底 (Ｄ)伊曼紐二世。 

2. 19 世紀前期，拉丁美洲陸續脫離歐洲殖民母國而獨立，附圖為拉丁美洲各國宣布獨立的時間。請問： 

 

（ ）(40)當時的歐洲正面臨下列哪一狀態？ (Ａ)共產思潮席捲歐洲 (Ｂ)拿破崙席捲歐洲 (Ｃ)尚未進入工業革命 

(Ｄ)亞洲殖民地紛紛尋求獨立。 

（ ）(41)當時拉丁美洲國家紛紛宣告獨立和下列何者無關？ (Ａ)法國大革命影響 (Ｂ)科學革命席捲歐洲 (Ｃ)民

族主義思潮 (Ｄ)美國獨立影響。 

3. 「法國一著涼，全歐打噴嚏。」此句諺語是用來形容法國大革命精神向外傳播，造成歐洲其他地區革命的發生。 

請問 ： 

（ ）(42)法國大革命期間，歐洲各國為了避免革命的浪潮波及本國，於是紛紛抵制法國。然而外力的入侵，反而促成

法王被處死，請問：處死法王的組織是？ (Ａ)國民會議 (Ｂ)三級會議 (Ｃ)新政府 (Ｄ)國民政府。 

（ ）(43)拿破崙是法國大革命崛起的英雄，他在稱帝期間征服了歐洲大部分地區，但在 1812年的哪場戰爭，導致政權

走向結束？ (Ａ)征俄之役 (Ｂ)普奧戰爭 (Ｃ)德法戰爭 (Ｄ)滑鐵盧之役。 

4. 1776～1783 年間，英國為了防止殖民地企圖獨立而展開戰爭，但後來歐洲幾個國家紛紛加入戰局，殖民地政府在列強 

  援助下，終於贏得勝利。請問： 

（ ）(44)上文中的殖民地是指今日的哪一國家？ (Ａ)墨西哥 (Ｂ)加拿大 (Ｃ)法國 (Ｄ)美國。 

（ ）(45)上文中援助殖民地政府的歐洲國家包括下列何國？ (Ａ)德國 (Ｂ)法國 (Ｃ)義大利 (Ｄ)葡萄牙。 

（ ）(46)戰爭中，領導殖民地人民與英軍作戰的是下列何人？ (Ａ)華盛頓 (Ｂ)拿破崙 (Ｃ)門羅 (Ｄ)洛克。 

三、 配合題：兩大題，每小題 1 分，共計 8 分。 

1. 工業革命改變人們的物質生活，我們現在可以用便宜的價格，享受多樣的工業產品，全拜工業革命之賜。請根據下列

問題，填入適當選項： 

(Ａ)瓦特 (Ｂ)社會主義 (Ｃ)英國 (Ｄ)紡織業 

（ ）(47)工業革命最早發生的國家。 

（ ）(48)最早工業化的產業。 

（ ）(49)工業革命發生後，造成許多社會問題，於是有人起來要求社會要有公平正義，而提出的主義。 

（ ）(50)蒸汽機的改良者。 

2. 請將下列 19 世紀帝國主義國家與其殖民地相配對。 

(Ａ)英國 (Ｂ)法國 (Ｃ)美國 

（ ）(51)緬甸。 

（ ）(52)印度。 

（ ）(53)越南。 

（ ）(54)拉丁美洲。 

~你不一定要很厲害，才能開始；但你要開始，才能很厲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