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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中山高中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二孝仁第一次段考歷史試題  班  姓名        座號    

一 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從 51 題開始畫卡 
51. （  ）「波隆納大學和巴黎大學非常古老，前者約設立於 1088 年，後者在 12 世紀末期建立，其次，古老的學校有牛

津、劍橋、蒙特倍拉等著名大學……至中古時代末期，西歐已有 80 餘所大學了」。上文中的大學原為何種組織蛻變而

成？ (A)行會 (B) 法院 (C)圖書館 (D)公民大會  

52. （  ）神話往往可以反映出某些文明的重要特色，如某文明的神話故事常透露出「宿命論」、「命運的不確定性」、「明

知不可為而為之」等態度，請問這最可能是哪一個古文明的特色？ (A)中國 (B)印度 (C)埃及 (D)希臘  

53. （  ）1787 年制憲會議後所公布的美國憲法，確立美國政體採取聯邦制，強化中央政府的權限，並依據啟蒙運動何人

的理論，將統治權力進行「劃分」？ (A)洛克 (B) 盧梭 (C)伏爾泰 (D) 孟德斯鳩  

54. （  ）他是歐洲北方基督教人文主義的領袖。其著作中以「愚人」的口吻評論當時的局勢，對教會和上層貴族的貪婪

腐化極盡諷刺，並主張教士應回復到使徒時代的簡樸生活。請問此人應為下列何者？ (A) 摩爾  (B) 薄伽丘 (C)佩

脫拉克 (D)伊拉斯莫斯  

55. （  ）這個國家有則俗諺：「國王陛下的國會，不准許國王陛下花錢。」因為國家財政大權由國會把持，甚至還發生過

「國王鬥國會，國會殺國王」的事件。這個國家最可能是何者？ (A)16 世紀的西班牙 (B)17 世紀的法國 (C)18 世紀

的英格蘭 (D)19 世紀的美國  

56. （  ）科學革命影響的層面很廣，包括下列何者？ (A)影響文藝復興 (B)刺激宗教改革出現 (C)促進人們具備懷疑

精神 (D)使歐洲開始出現人文思維  

57. （  ）聖經故事與聖人事跡等依然是當時藝術創作的題材，不過在許多方面都世俗化了。聖母如今看起來像村姑，服

飾是當代的、景致也是當地的。甚至有畫家在其作品中，畫進幾名醉漢與一條狗。請問下列何人是此時期的藝術家？ 

(A)梵谷 (B)塞尚 (C)畢卡索 (D)拉斐爾  

58. （  ）義大利王國成立後，加富爾順理成章被任命為義大利總理，可惜他亦於同年逝世，有生之年未能見證義大利統

一。請問：義大利是趁著哪一場戰爭爆發時，進占羅馬完成統一？ (A)普奧戰爭 (B)薩奧戰爭 (C)普奧戰爭 (D)普法

戰爭  

59. （  ）他的父母曾經擔任過法國傀儡國荷蘭王國的國王和王后，他以重建秩序、創建強力政府、建立社會保障、整理

整個社會、重建國家榮譽為宣傳焦點，波旁王朝遺老、奧爾良王朝成員和舊貴族等君主主義者都支持他；部分資本家受

到他的進步主義經濟主張所吸引，也和前者一樣支持他；農民階層認為他可以重振法國的聲威，穩定動蕩不安的局勢，

成為他當選總統的最主要支持者。請問他是誰？ (A)拿破崙 (B) 俾斯麥路易．拿破崙 (C) 路易腓力  (D) 路易．

拿破崙  

60. （  ）附圖是上古時期某個民族的遷徙路線圖，請問某個民族為何？ 

 

(A)阿拉伯人 (B)巴比倫人 (C)馬其頓人 (D)希伯來人  

61. （  ）一位政治家曾說：「一間分裂的房子必不能自立，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政府絕不能持久。我不希望聯盟

（Union）解體，正如我不希望房子垮掉，所以我的確希望不再分裂。國家將採取一個制度，非此即彼。」這裡指的是

哪一個歷史事件？ (A)北美十三州欲脫離英國統治 (B)美國南北戰爭 (C)法國大革命 (D)清教徒革命  

62. （  ）揚．范．艾克的《根特祭壇畫》是 15 世紀初期的傑作，植物學家能在畫中清楚辨認許多花朵和樹木；波提切利

的《春》則繪於 15 世紀後期，其中的花草樹木也栩栩如生。根據上述，兩幅畫呈現了當時哪一種繪畫特色？ (A) 與科

學結合  (B)強調世俗性 (C)古典的仿照 (D) 具有寫實性  

63. （  ）人民為了表現愛國情操拒絕喝茶，促成咖啡館大為盛行，而大陸會議通過抵制茶葉的決議，更刺激了咖啡的消

費，而美國藉著地利之便，直接於中南美洲取得咖啡豆，終使咖啡成為美國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飲品之一。請問關

於以上資料，何者敘述正確？ (A) 在獨立戰爭之時，法國曾給予支持 (B)後來更爆發紐約茶葉事件 (C)獨立宣言發

布後，北美十三州即脫離殖民母國 (D) 之所以會拒絕喝茶，是因為只能購買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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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  ）喬的歷史報告節錄如下：「此時歐洲人早已統治美洲，瓜分非洲，在亞洲滅亡印度，占據東南亞，但在中國只奪

取了部分特權，並進行通商與傳教。下列哪一篇名最貼近她的報告內容？ (A) 〈歐洲勢力擴張下的中國〉 (B) 〈工

業革命的興起與發展〉 (C)〈新航路與新大陸的發現〉 (D)  〈中西方文明優劣之比較〉 

65. （  ）有一本書提到：「1845 年，經濟危機席捲歐洲。首先是農業……法國各地受災程度不一……儘管 1847 年曾出現

短暫的好轉，不可否認的是，最為貧困的農民是這次危機的主要受害者。數十萬的農村人口被迫節衣縮食；羊毛與棉麻

紡織業瀕臨崩潰。工業生產過剩，各類工廠，特別是易受行情影響的中小型工廠，紛紛倒閉。」請問：這本書的書名可

能是？ (A) 《拿破崙傳》》 (B) 《法國大革命》 (C)《七月王朝始末》 (D)《法蘭西第二帝國始末》  

66. （  ）某位歷史人物曾言：「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政權在所有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

請問此人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梭倫 (B) 亞歷山大 (C)伯里克里斯 (D) 克里斯提尼  

67. （  ）16 世紀有一段著名雋語：「伊拉斯莫斯僅點點頭，（馬丁）路德即猛力衝入；伊拉斯莫斯生下了蛋，路德便孵出

了小雞；伊拉斯莫斯稍有懷疑，路德遂訂下法律。」下列何者不是伊拉斯莫斯的作為？ (A) 著《愚人頌》表達不滿 

(B)創立新的基督宗教派別 (C)批判教士與教會的腐敗 (D) 諷刺教宗所代表的權威  

68. （  ）「雖然聯邦政府已成立機構，負責安置、救濟黑人自由民與其他難民的工作，並有權監督和處理被遺棄的土地，

但劃歸該機構處理的土地只有 80 萬英畝，無法滿足幾百萬自由民的需要。因此為數眾多的黑人繼續被束縛在種植園地

主的土地上，使得剛從奴隸制枷鎖下解放的黑人，很快又淪為種植園地主下的佃農或雇農。」請問上述現象，應是發生

於何時？ (A)英國領有北美十三殖民地時期 (B)美國聯邦政府剛成立之時 (C)19 世紀初美國西部拓墾時期 (D)美國

南北戰爭結束後  

69. （  ）18 世紀時，兩位人物針對某事發表意見。甲：「從殖民地取得某些收入是必要且正當的。」乙：「無代表而徵稅

就是暴政。」關於上文，何者說明正確？ (A) 甲應是波士頓茶葉黨人 (B) 乙的言論促成反法風潮 (C)某事指的是法

國大革命 (D) 某事應與七年戰爭有關  

70. （  ）有位史家說：「當革命風暴橫掃整個法國時，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但威力不減的變革。」請問：史家所說

的是什麼？ (A) 英國國會改革使國家強盛 (B) 光榮革命確立英國憲政體制 (C)法國大革命促使英國和平改革 (D)技

術革新使英國經濟蓬勃發展  

71. （  ）文藝復興運動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發展被稱為「北方文藝復興」，其思想核心是「基督教人文主義」。下列何者

是基督教人文主義的思想家或文藝家？ (A)但丁 (B) 達文西 (C)佩脫拉克 (D)伊拉斯莫斯  

72. （  ）某一時期中，學者強調分析與研究，在探討不同因素對制度發展的影響時，還努力找出這些影響背後的規律和

因果關係。這最可能是哪個時期學者思考問題的傾向？ (A)中古時期 (B)文藝復興時期 (C)宗教改革時期 (D)啟蒙運

動時期  

73. （  ）制度化蓄奴與強占原住民土地的作為，違背了美國《獨立宣言》中所揭櫫的人權不可被剝奪的精神，有些人因

此感到不安，成為這場戰爭爆發的因素之一。關於上述內容，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這場戰爭指的是美國獨立戰爭 

(B)工業革命對這場戰爭有推波助瀾之效 (C)戰爭結果使非裔美國人全面獲得平等權利 (D)戰爭結果使美國成為第一個

廢除奴隸制度的國家  

74. （  ）希臘某位學者的名言是：「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他創造出與他的老師截然不同的哲學體系，他把自然當

作科學研究的客觀對象，並進行科學分類，使得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逐漸演變成為許多獨立的學科。請問：此位學者是

誰？ (A)泰利斯 (B) 柏拉圖 (C)蘇格拉底 (D)亞里斯多德  

75. （  ）「我們應揚棄現代世界史的進程為單一直線變遷的觀念，因世上不同地區同時發生某些普遍情勢，可能助長（或

抑制）貿易擴大、帝國擴張、觀念交流或人民移動，並改變不同地區間的勢力對比。例如：戰爭的爆發和戰爭的過程不

可預測，可能打破既有均勢，加諸另一種均勢，因此 19 世紀末的貿易大擴張和其促成的各種全球化，隨著一戰的爆發

而停擺。」根據上述內容，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現代世界史的發展？【資料來源：約翰．達爾文著《帖木兒之後：1405～

2000 年全球帝國史》（新北市：野人文化，2010 年），頁 46～47。】 (A) 為貿易擴張與經濟全球化造成的影響 (B)為

統治者正確決策導致的發展 (C)為各地不期然事件的互動下產生的結果 (D)為歐洲自大航海時代後穩定前進的過程  

76. （  ）中古時代的教會與修道院制度，對歐洲發展有重要影響，請問下列何者為是？ (A)修道院與教會附設的主教座

堂學校，積極推廣教育，有助於人民基礎知識的發展 (B) 教士與修士致力於宗教傳播，宣揚苦行苦修，導致經濟衰退 

(C)教士抄寫古書，保存古代典籍，成為文化傳承的重要基礎 (D) 教會完全取代世俗政權行政與司法的權力，成為實質

的行政機構   

77. （  ）小彤要寫一篇文章，引用了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與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1812 序曲》。請問：

她要寫的文章篇名應該是什麼？ (A) 〈大英日不落的興起〉 (B)〈拿破崙帝國日薄西山〉 (C)〈神聖羅馬帝國的衰

亡〉 (D)〈近東病夫—鄂圖曼帝國〉  

78. （  ）啟蒙哲士認為，如果人類可以藉由理性思索出整個自然的運作，並用數學精確表達，當然也可以藉由理性，讓

人類生活得到脫胎換骨的改善。根據資料，下列何者較可能是 18 世紀啟蒙哲士的主張？ (A)質疑並否定上帝的存在 

(B)支持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C)贊成革命並且熱愛共和 (D) 崇尚自由並抱持進步觀 

79. （  ）亞里斯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請問亞里斯多德的思想與其師柏拉圖最大差異表現在下列何處？ 

(A) 柏拉圖宣揚克己修身、清心寡慾；亞里斯多德則強調追求快樂，盡量減少物欲的簡單生活 (B)柏拉圖注重公共事務

的探討；亞里斯多德則關心追求個人心靈的恬靜 (C)柏拉圖看重探尋宇宙的起源；亞里斯多德則強調思考人生真理 

(D)柏拉圖強調現實係從理念中衍生，物質受精神支配；亞里斯多德則認為物質客觀存在，是認知的基礎  

80. （  ）羅馬共和初期，平民在經濟和政治上受到極大壓迫。負債的平民變成實質的農奴，甚至被賣為奴；貴族與平民

階級間的通婚，實際上被禁止；法庭的控制權落入貴族手中。西元前 5 世紀，平民盡力爭取政治的發言權。請問下列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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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平民爭取而來的權益？ (A)公民大會的設置 (B)給予元老院擁有立法權 (C) 《十二表法》的頒布  (D)設置兩名

執政官互相制衡  

81. （  ）斯多葛派與伊比鳩魯派的論點頗多歧異，但在哪一方面卻完全相同？ (A)終極關懷一致：心靈平靜，解脫人生

苦難 (B)方法相同：摒除慾望，實踐責任，以得自由解放 (C) 立足點相同：皆持個人主義的立場，具出世或反社會的

思想，均不為當政者所喜 (D)避世自保，獨善其身，追求心智上的喜悅  

82. （  ）下列是三段美國建國前後的重要談話： 

甲：英王喬治三世：「新英格蘭的那些政府現在處於叛亂狀態，必須用戰鬥來決定他們是屬於這個國家還是獨立。」 

乙：華盛頓：「我們要不是在一個領導之下成立聯邦而結合為一個國家，就是保持 13 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永遠爭吵。」 

丙：傑弗遜：「華盛頓將軍在任內 8 年後自願放棄競選，樹立的榜樣，我要仿效他。再多幾個這樣的先例，就會使任何

一個想要極力延長總統任期的後繼者們，排除企圖。」 

請依談話的先後順序排列：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乙丙甲  

83. （  ）法國國民公會新制定的憲法中規定：「法蘭西是統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立法機構為立法議會，行政權歸行政會

議掌握，司法權由高等法院行使」，但當時法國正處在敵對鬥爭和對外戰爭的環境之中，因此當權者決定在和平到來之

前暫不施行這部憲法。請問當時法國政局的主導者為何人？ (A) 拿破崙 (B)羅伯斯比 (C)路易十六 (D)第三階級代

表  

84. （  ）西元 313 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簽署了著名的「米蘭詔令」，它是一條關於宗教寬容的詔令。詔令承認基督教徒與

其他異教徒一樣具有同等的信仰自由權，從此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合法宗教，成了國家政權的精神支柱。在承認基督

教的地位後，324 年，君士坦丁恢復了羅馬帝國的統一，並成為羅馬帝國的獨裁統治者。325 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亞主

持召開了「全世界大會」的宗教會議，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須遵奉的信條：聖子基督是永恆的，與聖父、聖靈是同體

的。請問根據以上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米蘭詔令使得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B)米蘭詔令頒布後，君

士坦丁大帝的統治地位受到動搖 (C)君士坦丁舉行尼西亞的宗教會議，代表了政治開始干預宗教 (D)米蘭詔令公布

後，出現教宗制度  

85. （  ）「當新事物不斷來到歐洲人面前時，激起他們對人類知識可能性的樂觀主義。每天都有新事物出現，反映出了古

代文本與真實世界之間的斷層。從新大陸回來的旅人帶回許多歐洲不曾見過的植物、動物、礦物，還有許多故事。」 

「17 世紀初期以降，望遠鏡和顯微鏡的使用者揭示了，若沒有儀器輔助，人類感官將有的限制；他們還主張若要揭開更

多細節、更新鮮的事物，需有待儀器的改進。」請問文中提到發生有利於科學革命的背景是？ (A)印刷術、工業革命 

(B)大航海時代、新工具的使用 (C) 工業革命、新工具的使用 (D)蒙古西征、啟蒙運動  

86. （  ）19 世紀初期的社會主義還只是表明關注社會問題；但是到了 19 世紀後期，社會主義已經變成為了建立基於社

會共有新體制的推動力，並且站到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實際上，無法簡單地用一個定義來包容所有社會主義支派。請

問：社會主義各流派的共同主張為何？ (A)立法改革 (B)市場競爭 (C)暴力革命 (D)廢除私有財產  

87. （  ）一位學者表達他對宗教的看法：「宗教也應該與自然法則相吻合。上帝創造了宇宙之後便離開，不會再介入其間

了。」所以他堅信宇宙從此依照一個固定的機械法則運作。這位學者最可能活在下列哪一個時期中？ (A)10 世紀羅馬

公教成為歐洲人的主要信仰時 (B)14 世紀許多人提出「以人為本」的思想時 (C)16 世紀許多人質疑教宗權威要改革宗

教時 (D)17 世紀科學思想開始萌芽重新認識世界時  

88. （  ）一座城市中，居民熱烈討論即將重建的大教堂建築樣式，他們對常見的哥德式建築並不滿意。因為古代建築廢

墟隨處可見，他們鼓勵競標的建築師從古代建築中尋找靈感。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一座覆以圓頂的長方形教堂，終告竣

工。這座城市是： (A)羅馬帝國時期的耶路撒冷 (B)11 世紀中期的聖彼得堡 (C)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 (D)19 世

紀初期的墨西哥市  

89. （  ）從 16 到 18 世紀，西方社會歷經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這幾件歷史潮流之間的關係如何看待較為合

理呢？ (A) 雖然宗教革命的激情與科學革命、啟蒙運動似乎相反，但都重視「人」、反對權威，可說都是人文主義的延

續 (B)三者起源的地點不同，反映不同的民族性格，日耳曼人是較重視心靈的，而法國人重視理性 (C)宗教改革成

功，才有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 (D)宗教革命是激情的，而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所追求的是理性的原則，之間可說是完全

分裂而對立的  

90. （  ）800 年的聖誕節，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在羅馬接受教宗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當時，教宗順利地將自己政治上

支持的對象，從拜占庭皇帝轉移到法蘭克國王身上，承認這個新帝國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真正神聖的政體，但此舉也導致

日後的政教之爭。請問查理曼受教宗加冕，在政教關係上顯示了何種意義？ (A) 法蘭克國王與教會互不相屬 (B)拜占

庭帝國賦予教會權力 (C)法蘭克國王的政權來自於教會 (D)法蘭克王國隸屬於拜占庭帝國  

91. （  ）一位西方人類學家曾經發現非洲有一支極小的部落，他們「每年召集成員集會投票，將任何一位可能對部落有

危險的住民予以驅離，十年內不得回到部落裡。」而此部落的這種制度精神與古代雅典制度極為相像。請問：這個古代

雅典制度為何？ (A) 開明專制 (B)君權神授制 (C)民主選舉制 (D)陶片流放制  

92. （  ）今日的梵蒂岡教廷，是一個內政、外交完全獨立自主的義大利國中之國，稱之為「教廷」。教宗原是宗教領袖，

之所以成為擁有實際領地的世俗權力統治者，起源於何時？ (A) 西元 5 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教宗接收原羅馬帝

國的領域 (B) 西元 9 世紀，教宗替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加冕時曾獲贈土地 (C) 西元 10 世紀，教宗經由世俗授職禮，得

自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分封 (D)法蘭克王國國王丕平給教宗的奉獻  

93. （  ）16 世紀英格蘭作家摩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寫道：「綿羊本來是很馴服的，所慾無多，但現在牠們卻變得很貪

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牠們要踏平我們的田野和住宅。」請問之所以會有莫爾所言的「羊吃人」現象，是因為英

國發生了下列何事？ (A)科學革命 (B)圈地運動 (C) 啟蒙運動 (D) 瓦特改良蒸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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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  ）14 世紀的義大利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出現城市「共和國」，政權掌握在大銀行家與大商人的手中，實行寡頭

統治，梅第奇家族就是當地十分具代表性的勢力。這些富商鉅賈注重商人的利益，同時也重視文化藝術的發展。請問上

述最有可能在形容哪一個地方的景象？ (A)威尼斯 (B)佛羅倫斯 (C)米蘭 (D)羅馬  

95. （  ）以下是三位古典思想家曾說過的話語： 

甲：「好的生活應是道德上可敬的生活，然這種生活需從自然而來。」 

乙：「水是自然的本質，陸地如竹筏般地被水撐起」 

丙：「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請依照其敘述內容，排出出現時間先後順序。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乙甲 (D)乙甲丙  

96. （  ）「詞彙」往往因時代需求而被創造出來。例如「工業」（Industry）、「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資本主義」

（Capitalism）、「社會主義」（Socialism）、「鐵路」（Railway）等等，就是在某個時期新創造的辭彙，或為適應這個時期

的需要所產生的單詞。請問這個時期最有可能是哪個時期？ (A)1728～1788 年 (B)1789～1848 年 (C)1849～1918 年 

(D)1919～1945 年  

97. （  ）下列表格記錄不列顛群島某項統計數字的變化，請問此表格可以作為下列哪一主題的證據？ 

年代 英格蘭 威爾士 蘇格蘭 愛爾蘭 總和 

1701 5,100,000 450,000 1,000,000 2,700,000 9,250,000 

1751 5,800,000 500,000 1,200,000 3,200,000 10,700,000 

1801 8,700,000 600,000 1,600,000 5,000,000 15,900,000 

1851 16,800,000 1,200,000 2,900,000 6,500,000 27,400,000 

1871 21,300,000 1,400,000 3,400,000 5,400,000 31,500,000 

1901 30,500,000 2,000,000 4,500,000 4,500,000 41,500,000 

(A)船隻眾多是創造日不落國的原因 (B)機器生產快速增加人民的總收入 (C)工業革命促進人口持續穩定增長 (D)教

育普及有助於族群之間的融合  

98 （  ）下列哪一敘述符合「啟蒙運動」的精神： (A)人們可以用自己的理性，重新檢討一切既有思想和制度，並重新估

量其正確性 (B)崇拜自然神論，故反對中古教會的一神信仰 (C)堅持只有良心和道德才是一切知識的源頭 (D)反對科學革

命帶來冷血的理性，強調個人情感與感性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99（  ）一則資料表示：「這一年，巴黎市政廳前拉馬丁宣布『臨時政府成立』，並舉行制憲會議的選舉，開創全體男子普選

制的先例。農村新選民仍傾向將選票投給保守派的代表。議會召開後，『行政委員會』決定挑選臨時政府中的保守派委任。然

而一些激進分子，尤其是社會主義者均被排除在外。」試問，這應該是哪個時期的特色？ (A)第一帝國 (B)第二帝國 (C)

第一共和 (D)第二共和  

100（  ）下列有關於美國在解放黑奴的歷程，哪個事件所發生的時間最早？ (A)發行《湯姆叔叔的小屋》 (B)出版《解

放者》周刊 (C)《憲法》廢止奴隸制度 (D)成立「美國反奴協會」  

 

 

 

 

 

             人所有的能力皆是在逆境當中培養出來～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