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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中山高中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高二愛歷史科試卷    姓名        座號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     答案卡從 51 題開始畫 

51. （ B ）《古蘭經》有詩句提到：「你們在晚夕和早晨，應當讚頌真主超絕萬物。天地間的讚頌，以及傍晚的和中午的讚

頌都只歸於他。」上述與伊斯蘭五功的何者最相關？ (A)念 (B)禮 (C)課 (D)朝  

52. （B  ）他倡導印度各宗教一律平等，消除相互間的對立。規定印度教、祆教和基督教依各自的教規進行宗教活動，修建

教堂，允許被強迫改信伊斯蘭教的人可恢復原來的信仰，甚至印度教徒可在政府和軍隊中擔任要職。他是 (A)巴

卑爾 (B)阿克巴 (C)沙賈汗 (D)奧朗則布  

53. （C  ）印度史上蒙兀兒帝國的主要成就為何？ (A)在文化上混合了歐洲與印度文化 (B)在建築上結合了印度與拜占

庭特色 (C)促成波斯、伊斯蘭與印度三大文化的創新與融合 (D)在政治上將歐洲的政治體制帶進印度  

54. （D  ）蒙兀兒帝國在巴卑爾之子胡馬雍時期曾一度衰落，後在第三任君主□□時期進入全盛時期，這一時期蒙兀兒

帝國內部實行文化融合和宗教寬容政策。□□應是誰？ (A)鄂斯曼 (B)沙賈汗 (C)奧爾汗 (D)阿克巴  

55. （B  ）某伊斯蘭教徒王朝統治初期曾成立所謂的「智慧之宮」，它從事系統化的翻譯，將大量印度、波斯與希臘典籍

翻譯成阿拉伯文，如阿基米德、柏拉圖、托勒密、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請問根據上述資料，此王朝應是下列

何者？ (A)奧米雅王朝 (B)阿拔斯王朝 (C)蒙兀兒王朝 (D)法提馬王朝  

56. （C  ）伊斯蘭的《聖訓》中有言：「萬事皆有一把鑰匙，樂園的鑰匙就是關愛窮人」、「當扶危解困，款待飢餓者，探

望病殘人」。請問由此可判斷這應是五功所強調的哪一觀念？ (A)禮拜 (B)齋戒 (C)天課 (D)朝聖  

57. （A  ）穆斯林擅長經商，沿著橫跨歐亞非大陸的交通幹線，從事長程貿易，影響日後歐洲的商業革命。以下的商業

技術，如：(甲)支票、(乙)合組公司、(丙)紙幣、(丁)重商主義。與伊斯蘭教有關的是： (A)甲乙 (B)甲丙 (C)乙

丙 (D)乙丁  

58. （A  ）14世紀時，某「地方」出現一本宣揚伊斯蘭教的手冊，以引導新皈依的人如何通向穆斯林的美好生活：「先知

說，不管是誰，只要他每天黎明時，對真主發誓，承認神的獨一無二和穆罕默德的使命：除阿拉之外，再無神

靈。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請問這是在哪一個「地方」？ (A)印度 (B)阿富汗 (C)日本 (D)俄羅斯  

59. （D  ）某一宗教主張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嚴格地規範信徒日常生活義務與倫理道德，除了每天的宗教儀式之外，也

有社會實踐的意義。該宗教應為： (A)佛教 (B)耆那教 (C)基督教 (D)伊斯蘭教  

60. （C  ）2014年遜尼派激進者建立「伊斯蘭國」，由其領袖巴格達迪擔任哈里發，意指為全球穆斯林的共主。然而伊斯

蘭社群內部對於哈里發繼承制，長久以來並未達成共識，因而成為現在伊斯蘭國家的政治內憂。關於哈里發制度

的內容與爭議，下列何者正確？ (A)哈里發強調阿拉伯主義，強調外族人不得擔任 (B)哈里發制度為穆罕默德制

定的先知繼承人制度 (C)什葉派強調由穆罕默德血緣關係者繼承哈里發 (D)遜尼派人口集中於伊朗，在世界信眾

中為少數  

61. （B  ）「這個民族最初只注意武力的擴展，但到了 8 世紀中葉，某王朝建立以後，轉而重視學術的研究和提倡，上位

者重金禮聘各地的學者，將希臘、波斯、印度的典籍，翻譯成本國文字，在各重要城市也都設有大學和天文館，

一時文風大開。」請問文中的「民族」和「王朝」應是下列何者的組合？ (A)阿拉伯人；奧米雅王朝 (B)阿拉伯

人；阿拔斯王朝 (C)法蘭克人；加洛林王朝 (D)波斯人；薩珊王朝  

62. （C  ）印度史上的伊斯蘭政權：蒙兀兒帝國，大半的皇帝視自己為成吉思汗、窩闊臺、帖木兒的後人，但實際文化與

早期的蒙古人游牧生活已大不相同。反而比較接近何者？ (A)來自於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 (B)來自基輔草原的

欽察汗國人 (C)來自中亞的突厥和波斯人 (D)來自新疆天山的維吾爾族人  

63. （D  ）已故的美國史家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G. S. Hodgson）在其著作中，將 16世紀以來某三個以宗教為主體

的政權所帶來的繁盛，稱之為「火藥帝國」，並表示此政權無論在文學或物質方面均展現出高度的盛景，得以與西

方勢力互相抗衡，請問下列何項敘述較符合實際狀況？ (A)發生在帖木兒帝國崛起後 (B)阿拔斯王朝是火藥帝國

當時的領導者 (C)鄂圖曼帝國與火藥帝國為敵 (D)蒙兀兒帝國被視為是火藥帝國之一  

64. （B  ）中國唐代在面對西面外患的不斷騷擾時，進行大規模的攻伐，致使該勢力向西方逃竄，深刻影響了 10世紀之

後的西方歷史。關於上述文字，下列何者為是？ (A)中國稱此外患為吐蕃 (B)曾建立塞爾柱蘇丹國 (C)後代遭

到羅馬帝國的併吞 (D)將原本在中國的伊斯蘭信仰，改宗為基督教  

65. （D  ）「40歲那年（610 年），他如常在麥加的希拉山洞裡徹夜沉思，他赫然聽見虛空中傳來聲音，『□□，你是真主

的使者。』當時他大為驚恐，打算衝出洞，就在這時那聲音報上自己的名姓：『□□，我是加百列，你是真主的使

者。跟著朗誦！』他茫然的答道：『朗誦什麼？』加百列隨之緊擁住他，使他幾乎透不過氣，然後命令他唸出：

『你唸！你奉造物主之名唸吧！祂從一塊血造化了人類。你唸！你的主是至高貴的，祂教人用筆，祂教授人類所

不知道的。』此段話即後來成為《古蘭經》第 96 章的開頭部分。」以上描述□□獲得「天啟」之過程，□□應

是： (A)亞伯拉罕 (B)摩西 (C)耶穌 (D)穆罕默德  

66. (D  ）伊斯蘭曆的 12 月稱為巡禮月，每年都有超過 2百萬人聚集在麥加，由繞行 7次卡巴天房揭開活動序幕，藉此聚

集人群，產生「伊斯蘭一體」的歸屬意識。請問上述內容與五功中的何者有關？ (A)禮功 (B)齋功 (C)課功 

(D)朝功  

67. （A ）這位征服者將許多偉大的城市夷為廢墟，但也留下一些美麗的清真寺與學校，甚至使撒馬爾罕一度成為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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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文化與學術中心。請問這位征服者是何人？ (A)帖木兒 (B)鄂斯曼 (C)阿拔斯一世 (D)蘇里曼一世  

68. （D  ）學者形容某宗教是「僧俗的、總體的、一元化的生活方式；是一整套信念和崇拜方式；是一個廣泛而又相互

聯繫的法律體系；是一種經濟制度和一種經營方式；對繼承和離婚、服裝和禮儀、飲食和個人衛生，都有所規

定。」此宗教為何？ 

資料出處：高惠珠，《阿拉伯的智慧》（臺北：林鬱文化，2000），頁 31 

(A)佛教 (B)印度教 (C)基督教 (D)伊斯蘭教  

69. （B  ）他是鄂圖曼帝國極盛的象徵。他與法國締結軍事聯盟之後，對神聖羅馬帝國發動攻擊（1529），震動全歐，然

「圍攻維也納」失敗，揭示了伊斯蘭勢力西進的極限。請問題目中的他應該為哪位君主？ (A)鄂斯曼 (B)蘇里曼

一世 (C)阿拔斯一世 (D)巴卑爾  

70. （B  ）某座建築物乃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也被認為是「印度穆斯林文化的建築」，既保有伊斯蘭文化的尖拱、花窗、

洋蔥圓頂，也有印度教建築所強調的水平線和華麗裝飾之特色。泰戈爾更盛讚它是「永恆面頰上的一滴淚」。請問

這座建築物的建造者為哪位君主？ (A)阿克巴 (B)沙賈汗 (C)蘇里曼一世 (D)帖木兒  

71. （C  ）「對伊斯蘭這種異常的擴張攻擊，歐洲人除了恐懼、驚愕之外，少能回應。……伊斯蘭教的每一件事都象徵著

恐怖、破壞，和一群像惡魔般令人痛恨的野蠻人。對歐洲而言，伊斯蘭是一個持續的創傷。直到 17世紀末，『□

□帝國的危險』仍被歐洲視為一個經常的危險，它潛伏在一旁，隨時威脅著整個基督教文明。」上述的□□是指

哪一政權？ (A)薩法維 (B)塞爾柱 (C)鄂圖曼 (D)蒙兀兒  

72. （A  ）「這些儀式為信徒們提供了一種特別強有力的社會紐帶。他們一起祈禱、齋戒，一起為不太幸運的弟兄們承擔

責任；富人和窮人、黃種人、白種人一起去朝覲。其信仰還對虔誠信眾生活的各個方面，如風俗和衛生、結婚和

離婚、商業和政治、犯罪及懲罰、和平與戰爭等皆予以指導。」請問上述這種情形，可能發生在何時何地？ 

(A)8世紀中的麥加 (B)9世紀末的羅馬 (C)10 世紀初的君士坦丁堡 (D)11 世紀末的威尼斯  

73. （D  ）某帝國的衰微，主要肇因於統治者愈來愈執著以正統遜尼派的身分統治國家，結果引起國內其他宗教人士的

反抗。他派兵鎮壓，不僅徒勞無功，還導致國庫虛空，使英國東印度公司趁虛而入。請問該帝國為何？ (A)伊兒

汗國 (B)鄂圖曼帝國 (C)薩法維帝國 (D)蒙兀兒帝國  

74. （D  ）某人曾向眾人講道：「在我之前的眾先知，就像一棟施工完善且引人注目的房子，獨缺一磚尚未砌上……我便

如是說道：『身為阿拉派遣的最後一位先知，我就是這個磚塊。』」某人應是何人？ (A)摩西 (B)耶穌 (C)耶和

華 (D)穆罕默德  

75. （A  ）該宗教的分裂，導因於領袖繼承人的爭議，一派認為應以血緣為依歸，另一派則主張對現實政治優勢的承

認。請問這兩派分別為何？ (A)什葉派與遜尼派 (B)基督舊教與新教 (C)希臘正教與羅馬公教 (D)大乘佛教與

小乘佛教  

76. （B  ）13世紀以後，東南亞地區的人民逐漸接受伊斯蘭信仰。請問伊斯蘭信仰傳至東南亞，主要是經由何種媒介？ 

(A)軍事侵略 (B)商業貿易 (C)外交逼迫 (D)殖民統治  

77. （C  ）16世紀開始，「某國」崛起，並不斷派宣教師前往鄰近的鄂圖曼帝國傳播什葉派的主張，甚至在安那托利亞中

西部引發大規模叛亂，直接威脅鄂圖曼帝國的統治，致使鄂圖曼帝國開始對什葉派進行鎮壓，以強化自身的統

治。請問上文中的「某國」應為下列何者？ (A)神聖羅馬帝國 (B)蒙兀兒帝國 (C)薩法維帝國 (D)帖木兒帝國  

78. （C  ）蘇丹招募大量巴爾幹半島的基督徒，將他們嚴格訓練成最精銳的部隊，加上配置最新的武器，因此讓歐洲人心

惶惶，連英國伊莉莎白時代（1558∼1603年在位）的歷史學家都稱之為「當今世界的恐慌」。請問上文所述應為下

列哪一帝國的情形？ (A)塞爾柱蘇丹國 (B)蒙兀兒帝國 (C)鄂圖曼帝國 (D)薩法維帝國  

79. （B  ）1258年，一支凶猛的軍隊攻克伊斯蘭帝國的首都巴格達。哈里發被裹進地毯後遭士兵縱馬踏死，昔日繁華的

帝國幾乎成了廢墟。請問攻克巴格達的軍隊是下列何者？ (A)十字軍 (B)蒙古人 (C)塞爾柱突厥人 (D)鄂圖曼

突厥人  

80.  （C  ）在《天方夜譚》的阿拉丁故事中寫道：「之後，魔法師帶阿拉丁來到商人聚集的市集，指引他看市場上的各種

交易，……看完市集，他又帶阿拉丁去逛城中的大清真寺和各個重要的名勝古蹟，又帶他去餐館，端上來的早餐

都用銀器盛放。他們吃飽喝足，接著再繼續起身，魔法師不斷為阿拉丁講述那一棟棟富麗堂皇的漂亮建築，又帶

他去蘇丹的王宮，讓他見識城中所有美麗的樓宇廳堂。隨後，魔法師帶他到自己落腳的大客棧，裡頭全是外地商

人。他邀了客棧中特定的一些商人一起坐下吃飯，向大家介紹，這是他哥哥的兒子，名叫阿拉丁。」從以上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A)阿拉丁故事反映出當地很重視農業 (B)阿拉丁應該是信仰基督教 (C)故事裡的市場極

有可能是威尼斯 (D)故事裡各種交易，應該會有來自中國與東南亞的交易商品  

81. （D  ）「西元 661年，阿拉伯帝國第四任哈里發被殺，隨後建立的王朝，將哈里發改為世襲，並將首都由麥地那遷至

○○。此一王朝穩定後持續向外擴張，形成了一個跨越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請問關於這段資料，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新王朝的建立者是穆阿維亞 (B)○○應填入大馬士革 (C)新王朝是奧米亞王朝 (D)此一

王朝是什葉派，堅持只能從先知家族選出哈里發  

82. （B ）阿克巴身為蒙兀兒帝國的統治者，為了解決國內的宗教衝突，也平復自己內心的信仰矛盾，將國內二大宗教融合

在一起，並對宗教採取寬容的態度。請問這兩大宗教為何？ (A)佛教與印度教 (B)印度教與伊斯蘭教 (C)伊斯

蘭教與佛教 (D)印度教與基督教  

83. （C  ）《鄂圖曼帝國三部曲 1300∼1923》一書以「帝國視野（約 14至 16世紀）」、「帝國鬆動（約 17至 18 世紀）」、

「帝國末日（約 19至 20世紀）」三個階段，敘述鄂圖曼帝國的發展。關於上述三個階段的補充說明，正確者為

何？ (A)帝國時間──從古羅馬帝國至戰間期 (B)帝國視野—蘇里曼一世在位時，是帝國的全盛時期 (C)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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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動—進攻威尼斯無功而返，國勢由盛轉衰 (D)帝國末日—1878年巴黎和會後，歐洲領土幾乎盡失  

84. （C  ）13世紀起，伊斯蘭教在此地生根茁壯，主因是當地人嚮往穆斯林商人的富裕；此地的統治者也可以藉由伊斯

蘭教進行擴張，甚至抵抗日益進逼的歐洲商貿與殖民。今日，此地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請問此地最

可能是何處？ (A)埃及 (B)中國 (C)印尼 (D)伊朗  

85. （B  ）穆罕默德曾說：「進入清真寺教學或接受教育的人，猶如為真主而戰的勇士。」因此清真寺成為各處穆斯林的

教育中心，著名的學者紛紛在清真寺內設座講學，吸引大批學子。關於伊斯蘭教育的說明，下列何者為非？ (A)

教學與學習具有神聖性 (B)鼓勵信徒追求真理與知識 (C)顯示私人教學之風盛行 (D)教育目的是為了聖戰犧牲  

86. （B  ）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後，便無心西征，轉而重視學術文化的發展，使得阿拉伯人好戰強悍的民族性逐漸消失。更

有甚者，此時更把國家的軍事交託給「某民族」的人，各地的守兵鎮將皆由他們來擔任，最後導致這個民族成為

阿拔斯王朝的實權統治者。請問這個「民族」是下列何者？ (A)東羅馬人 (B)突厥人 (C)波斯人 (D)希臘人  

87. （B  ）某書描述歷史上某一勢力：「它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經濟強權，經由遍布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廣大商務網及

交通網，交易種類繁多的商品：從非洲進口奴隸和黃金，從歐洲進口奴隸和羊毛，並與亞洲文明國家交易糧食、

香料和各式各樣的織品。」請問這個勢力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2 世紀時的羅馬帝國 (B)9世紀的阿拔斯帝國 

(C)10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 (D)14世紀的拜占庭帝國  

88. （B  ）「穆斯林只承認世上有一至高無上、無形無像的真主，他們對印度教活潑繽紛的想像力，如神祇有好多手，甚

至有動物的頭，一定氣得七竅生煙。」根據上文，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差異是： (A)君主集權 (B)政教合一 

(C)偶像崇拜 (D)服飾穿著  

89. （A  ）西方史家稱都爾戰役（732年）是改變歐洲命運的戰役，他們說：「倘若阿拉伯人在這一戰役中獲勝，那麼今

天我們在巴黎和倫敦看到的都是清真寺，而不是這些大教堂；我們在牛津和其他學術中心聽到的，會是《古蘭

經》而不是《聖經》的闡述。」這場戰役阻止了哪一個阿拉伯政權的擴張？ (A)奧米亞王朝 (B)阿拔斯王朝 

(C)正統哈里發 (D)穆罕默德政權  

90. （B  ）11 世紀時，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世界激烈碰撞的歐、亞交界處，一個古老而神祕的民族崛起。此後的幾個世

紀，這個民族從小王國茁壯成大帝國，成為穆斯林世界新一代的領袖。請問這是哪一個民族？ (A)匈奴人 (B)突

厥人 (C)日耳曼人 (D)阿拉伯人  

91. （D  ）鄂圖曼帝國的開創者鄂斯曼，畢生夢想之一就是拿下某座古城，但其功未竟便已逝世，臨終前還交代其子孫

將其墳墓面向該城。最後，在 15世紀，他的子孫終於完成他的夢想。請問鄂斯曼心心念念想拿下的是哪一座古

城？ (A)羅馬 (B)巴格達 (C)耶路撒冷 (D)君士坦丁堡  

92. （B  ）小史研究蒙古的發展，發現蒙古本以喇嘛教為國教，第三次西征建立的伊兒汗國卻改以伊斯蘭教為國教。請問

背後最可能的因素是什麼？ (A)伊斯蘭教義簡明易懂 (B)為取得伊斯蘭上層和穆斯林的支持 (C)入境隨俗 (D)

伊斯蘭教政教合一可提升統治者威權與施政效率  

93. （B  ）這裡的人，無論是定居或游牧都是以部落的形式組織起來，且以血緣關係為單位。他們沒有政府，不知何謂官

員。有人說「他們全是戰士，無階級之分，靠快馬和駱駝之助，活動範圍很廣」。這裡應是何時何地？ (A)2世紀

的北非地區 (B)6世紀的阿拉伯半島 (C)10世紀的小亞細亞 (D)14 世紀的蒙古戈壁  

94. （B  ）鄂圖曼、薩法維與蒙兀兒這三個穆斯林軍事強國都嫻熟於火藥武器的使用，並建立一套確保作戰與行政管理都

可以有效落實的制度，除此之外，三者彼此競爭之際，也能保持某種程度上的權力平衡，奠定共存與興盛的基

礎。依據上述，下列何者非此三國得以強盛的原因？ (A)先進的軍事科技 (B)寬容的宗教政策 (C)均勢的互動

模式 (D)健全的官僚體系  

95. （C  ）除了阿拉伯數字，生活中許多熟悉的英語用語，也是源自阿拉伯語，如 magazine（雜誌）、guitar（吉他）、

coffee（咖啡）、sugar（糖）、sofa（沙發）等，這些單字的用法古今未必相同，但是可以呈現出文化彼此影響痕

跡。請問阿拉伯文化與歐洲文化的交流，應該與下列何者相關？ (A)商貿上的交流造成文化交流 (B)宗教上的影

響，造成歐洲變成伊斯蘭教國家 (C)大航海時代後，經濟上的交流導致文化的交流 (D)阿拉伯文化是單向輸出到

歐洲，完全沒有受到歐洲文化的影響  

96. （C  ）某位 14世紀的旅行者在非洲的觀察紀錄：「黑人們具有一些極好的品質，他們很少不公正，而且比其他任何民

族更加憎恨不公正的行為。……他們每天小心地遵守禮拜禱告的時間，一群人專心致志的向聖地祈禱，並以此教

育他們的孩子。」請問紀錄中人們的信仰為何？ (A)佛教 (B)基督教 (C)伊斯蘭教 (D)希臘正教  

97. （C  ）「13、14世紀，伊斯蘭勢力遠及印度、印尼和中國。這種異常的擴張……對歐洲而言，是一個持續的創傷。直

到 17世紀末，『□□帝國的危險』仍被歐洲視為一個經常的危險，隨時威脅著基督教文明。」上述的□□是指哪

一政權？ (A)阿拉伯 (B)塞爾柱 (C)鄂圖曼 (D)蒙兀兒  

98. （B  ）伊斯蘭的版圖在 7～9世紀迅速擴大，但因王位問題始終爭執不斷，造成帝國分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8世紀分裂後從此一蹶不振 (B)因帝國的征討，使伊斯蘭教徒成為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 (C)長期接觸歐洲的古

代典籍，所以學術思想完全以復興希臘為宗旨 (D)建築中的圓頂、列柱與拱門乃深受波斯影響  

99. （D  ）某書記載：「那片土地被上一代地理學家稱為『歐洲的土耳其』，但政治變遷讓我們必須為它尋找新的名

稱。」請問：這片土地應是指下列何地？ (A)義大利半島 (B)小亞細亞 (C)東歐斯拉夫地區 (D)巴爾幹半島  

100. （C  ）四大哈里發時代，攻打敘利亞大馬士革，將領哈立德．伊本．瓦利德，向當地的猶太教與基督教徒宣告：「以

充滿憐憫、同情的真主阿拉之名宣示，這是哈立德．伊本．瓦利德答應大馬士革的居民，……他答應保護他們生

命、財產和自由，……只要他們繳稅，他們不會短少任何的好處。」請根據上述內容，當時伊斯蘭是基於何種原

因，向外擴張？ (A)軍事 (B)宗教 (C)經濟 (D)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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