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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九年級社會科試題 

歷史科 

請閱讀下列敘述，回答 1~2題 

某位國王在位時致力推廣拉丁文與基督教，並在西元 800 年被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他積極擴張領土，幾乎統一了

西歐。然而，帝國卻在他死後逐漸分崩離析，最後帝國一分為三。 

1. 這位被加冕的國王應該是下列何者？ (Ａ) 鄂圖一世 (Ｂ) 查理曼 (Ｃ)查士丁尼 (Ｄ) 君士坦丁 

2. 當時替這位國王加冕的人，最有可能具有下列哪個身分？ (Ａ)羅馬教宗 (Ｂ)拜占庭皇帝 (Ｃ)阿拔斯哈里發  

(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 

3. 中西歷史時常交互影響。中國在東漢時打敗匈奴人，匈奴西逃，壓縮到日耳曼民族的生活空間，迫其遷徙，導致哪一帝

國的滅亡？ (Ａ)波斯帝國 (Ｂ)東羅馬帝國 (Ｃ)西羅馬帝國 (Ｄ)阿拉伯帝國。 

4. 雅雯到西歐旅行時對中世紀的建築感到醉心不已，尤其是對莊嚴華麗的哥德式建築感到印象深刻。暑假期間，雅雯在臺

灣四處遊玩拍了很多照片回家，其中也發現哥德式建築的蹤跡。請問：下列哪一個古蹟最接近哥德式風格？  

   (Ａ)  (Ｂ)  (Ｃ)  (Ｄ)  

5. 關於西歐封建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盛行於中世紀時期的西歐 (Ｂ)領主賜地給附庸，並有保護附庸的責

任 (Ｃ)附庸須效忠領主並承擔各種義務 (Ｄ)領主與附庸是根據血緣關係而建立的主從關係。 

6. 西羅馬帝國於西元 476 年滅亡後，東羅馬帝國直到西元 1453 年才被哪一民族所滅？ (Ａ)日耳曼人 (Ｂ)塞爾柱土耳其

人 (Ｃ)鄂圖曼土耳其人 (Ｄ)波斯人。 

7. 西元 6 世紀時，某一部拜占庭帝國的法典保留了羅馬的法律觀念，成為今日西歐各國法學之重要淵源。請問：上文所述

的法典為何？ (Ａ)《漢摩拉比法典》 (Ｂ) 《查士丁尼法典》 (Ｃ) 《十二銅表法》 (Ｄ)《古蘭經》。 

8. 如果想看「辛巴達航海記」、「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或「阿拉丁與神燈」等故事，了解西元 8 世紀巴格達地區的古代民

情風俗，可以參閱下列哪一本書？ (Ａ)《十四行詩》 (Ｂ)《唐吉訶德》 (Ｃ)《天方夜譚》 (Ｄ)《伊里亞德》。 

9. 電影《王者天下》描述主角貝里昂為了洗刷罪過與騎士父親前往聖地耶路撒冷作戰，在電影的最後，螢幕上緩緩出現最

後一句臺詞：「即使到了今天，天堂之國的和平依舊遙不可及……。」請問：這部電影應與哪一件事情有關？ (Ａ)蒙古

西征 (Ｂ)宗教改革 (Ｃ)十字軍東征 (Ｄ)拿破崙稱帝。 

10. 薄伽丘的《十日談》描述 1348 年的佛羅倫斯籠罩著死亡陰影，死了十多萬人，十名年輕男女因而到郊外的莊園避難，最

後決定每個人每天說一個故事打發時間。請問：《十日談》的背景可能為何？ (Ａ)十字軍東征 (Ｂ)蒙古西征 (Ｃ)

日耳曼人遷移 (Ｄ)黑死病大流行。 

11. 中世紀後期，商業逐漸復甦，城市陸續出現，下列哪些城市興起於中世紀後期？(甲)威尼斯(乙)羅馬(丙)巴黎(丁)佛羅

倫斯 (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甲丁。 

12. 詩凱參觀奇美博物館舉辦的《甦醒的讚嘆》展覽，發現展覽中的藝術品其實有共同主題，附圖是詩凱特別感興趣的展覽

品。請問：根據詩凱有興趣的展覽品判斷，此展覽副標題最可能為何？ 

 
    (Ａ)中世紀的基督教畫作 (Ｂ) 文藝復興運動的不朽藝術 (Ｃ)地理大發現的稀世珍寶 (Ｄ) 拜占庭的藝術之美。 

13. 「英軍將貞德交付宗教法庭審判，誣為女巫……在盧昂的廣場處以火刑，貞德在烈焰中堅貞不屈，大義凜然，臨刑前高

呼：『你們一定會受到懲罰……。』」就文中所言及你的歷史知識推論，下列何者說法正確？(Ａ)這場戰爭是十字軍東征 

(Ｂ)文中的地點為拜占庭帝國疆域範圍 (Ｃ)這場戰爭最後的勝利者是英國 (Ｄ)戰後英國逐漸走向王權國家的道路。 

14. 西元 1999 年年底，中國收回被葡萄牙領有 400 多年的澳門。葡萄牙以一個位處西歐的小國，卻能遠渡重洋，並在西元 16 

世紀時占據澳門，其主要原因是下列哪一史事所導致？ (Ａ)文藝復興 (Ｂ)十字軍東征 (Ｃ)地理大發現 (Ｄ)百年

戰爭。 

15. 歷史課時，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以下教派名稱：(甲)英國國教派(乙)喀爾文教派(丙)路德教派(丁)耶穌會。請問：哪些屬

於第二次宗教改革後形成的新教派？ (Ａ)甲乙丙 (Ｂ)乙丙丁 (Ｃ)甲丙丁 (Ｄ)甲乙丁。 

16. 臺灣的「信義會」是路德教派的分支，下列哪一項不是馬丁路德的思想或主張？ (Ａ)譴責教會出售贖罪券 (Ｂ)提出

預選說，力倡勤儉 (Ｃ)強調藉由閱讀《聖經》，就可直接與上帝溝通 (Ｄ)否定教宗的權威。 

17. 奕紘閱讀一部名人傳記，書中描述著：「此人相信由歐洲西岸向西航行，橫越大西洋，即可到達東方，因此在西班牙女王

的支持下，開始航行，並且意外的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請問：奕紘閱讀的是何人的傳記？ (Ａ)哥倫布 (Ｂ)達伽馬 

(Ｃ)麥哲倫 (Ｄ)狄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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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九年級社會科試題 

公民科 

下圖為經濟活動循環簡圖，根據此圖回答 18~20問題： 

 

 
 

18. 「104人力銀行」近年來成為個人求職與廠商徵才的重要管道。上述人力銀行在經濟活動循環簡圖中，扮演何種角 

 色？ (Ａ)生產者 (Ｂ)消費者 (Ｃ)商品市場 (Ｄ)生產要素市場 

19. 宜倩工作繁忙，沒時間上街購物，於是透過網路購買書籍、電子產品及服飾等商品。宜倩從事網路購物的行為是屬 

   於經濟活動循環簡圖中的哪一項？ (Ａ)商品需求 (Ｂ)商品供給 (Ｃ)生產要素需求 (Ｄ)生產要素供給 

20. 宜峰在飲料店打工，老闆每天給他 1,000元的薪資。上述的 1,000元對老闆而言，屬於經濟活動循環簡圖中的哪一 

   項？ (Ａ)消費支出 (Ｂ)生產成本 (Ｃ)所得收入 (Ｄ)銷貨收入 

21. 經營模型玩具店的家豪，店內的模型玩具供需數量為附圖中的 BC ，請問下列何項做法有助於達到市場均衡？ 

 
(Ａ)進行低價促銷 (Ｂ)調高該類玩具售價 (Ｃ)實施購物回饋優惠 (Ｄ)舉辦買一送一活動。 

22. 一般來說，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最後的交易價格是如何決定的？ (Ａ)由供給者決定的 (Ｂ)由需求者決定的  

(Ｃ)由供需雙方共同決定的 (Ｄ)由政府統一決定的。 

23. 我國大多數經濟活動的生產與分配都由「看不見的手」所主導，但下列哪一項交易的價格不是由「看不見的手」所主導？ 

   (Ａ)換季時的服裝售價(Ｂ)每個禮拜天中油所公佈的下周油價(Ｃ)颱風過後蔬菜的價格(Ｄ)母親節時的康乃馨售價。 

24. 凱翔在婦幼節前夕收到一則廣告簡訊，內容為「六福村入園票大優待，每人只要 600 元。」請問：這則簡訊的內容凸顯

出貨幣的哪一項功能？ (Ａ)交易媒介 (Ｂ) 價值儲存 (Ｃ) 價值衡量 (Ｄ) 債務清償。 

25. 為鼓勵民眾經常使用信用卡，發卡銀行提供多項優惠，如加油減價折扣、滿額送贈品、購物分期付款等，雖然信用卡十

分便利，卻也容易造成下列何種不良後果？ (Ａ)刷卡次數過多，店家拒絕接受 (Ｂ)日常消費時，無法使用現金 (Ｃ)

先消費後付款，花費失去節制 (Ｄ)取代現金，成為法定貨幣。 

26.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陷入惡性通貨膨脹，物價較戰前上漲約 1 萬 4 千億倍，一份報紙售價達 2 千億馬克。關於上述

現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貨幣貶值，所買到的東西變少了 (Ｂ)供給數量被人為控制，價值不易衡量 (Ｃ)

貨幣升值，物品的價值上升 (Ｄ)物品需求量少，品質不易控制。 

27. 沛婕的表哥在中央銀行工作，過年吃團圓飯的時候表哥聊起平日工作的狀況，下列何者可能是表哥平日工作的相關內容？

(甲)提供民眾存款(乙)發行新臺幣(丙)保管國家黃金(丁)控制商品價格 (Ａ)甲乙 (Ｂ)丙丁 (Ｃ)甲丁 (Ｄ)乙丙。 

28. 「天生我才必有用」，是指每個人都可以依自己的專長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這符合下列哪一個經濟概念？ (Ａ)比較利

益法則 (Ｂ)受益原則 (Ｃ)負擔能力原則 (Ｄ)需求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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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貞儀與珮語兩人參加學校的幸福綠光社，負責農場菜圃的種植，附表是他們使用相同資源，各種植玉米或秋葵幼苗 10 分

鐘的數量，他們應該如何分工，才能達到最高效益？ 

 貞儀 珮語 

玉米 6 株 4 株 

秋葵 4 株 2 株 

   (Ａ)貞儀種玉米，珮語種秋葵 (Ｂ)貞儀種秋葵，珮語種玉米 (Ｃ)全由貞儀種植 (Ｄ)全由珮語種植。 

30. 日本在製造電玩主機 Switch 上享有比較利益，臺灣則在製造 TFT 液晶面板上享有比較利益。依此資料判斷，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Ａ)日本與臺灣透過國際貿易可以增進彼此福祉 (Ｂ)臺灣在製造電玩主機 Switch 上應積極擴大投資 (Ｃ)

日本應投入更多資源以製造 TFT 液晶面板 (Ｄ)日本與臺灣擅長之生產項目不同，彼此無合作空間。 

31.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日本首相採貨幣寬鬆政策，造成日圓不斷貶值。」根據以上內容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

日圓貶值，有利於日本進口外國商品 (Ｂ)日圓貶值，有利於他國出口商品至日本 (Ｃ)日圓貶值，有利於日本人至他

國觀光 (Ｄ)日圓貶值，有利於外國人至日本觀光。 

32. 匯率的變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很大，附圖為匯率變動示意圖。請問：(甲)、(乙)、(丙)、(丁)依序應填入什麼？ 

 
   (Ａ)上漲、下跌、上漲、下跌(Ｂ)上漲、下跌、下跌、上漲(Ｃ)下跌、下跌、上漲、上漲(Ｄ)下跌、上漲、上漲、下跌。 

33. 甲、乙、丙、丁四個國家一年的進出口資料，如附表所示，當中有兩個國家呈現貿易順差，兩個國家為貿易逆差。請問：

丁國的貿易收入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項目 

國家 

貿易支出 

（千萬元） 

貿易收入 

（千萬元） 

甲國 41,343 46,546 

乙國 7,422 5,944 

丙國 1,021,365 185,313 

丁國 64,537 ？ 

   (Ａ) 43,258,000 萬元 (Ｂ) 12,452,000 萬元 (Ｃ) 745,212,000  萬元 (Ｄ) 64,408,000 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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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九年級社會科試題 

地理科                           

      圖一             圖二 

圖一為西歐各國簡圖 34—37題請根據圖一回答: 

34.阿福想起西歐有個國家,是他去看"哈利波特"時特別有印象的.而且這國家曾有輝煌的外號”日不落國”.請問:該國為下

列何者? (A)庚 (B)乙 (C)丙 (D)丁. 

35.阿福看到雜誌中介紹機械錶”ROLEX勞力士”為之心動.所以趁著暑假到歐洲旅遊要去原產國欣賞,甚至購買.因此他該到

下列哪一國家購買? (A)甲 (B)己 (C)戊 (D)丙. 

36.阿福決定也要到傳說中的花都去看看”羅浮宮,””巴黎鐵塔”.請問:他該到下列哪國家? (A)乙 (B)甲 (C)丙 (D)丁. 

37.阿福心想既然已經到歐洲了,應該去號稱”低地國”的國家逛逛.因此他該到下列哪一國家? (A)甲 (B)乙 (C)戊 (D)丁. 

圖二為北歐各國簡圖 38—40題請根據圖二回答: 

38.北歐國家中,哪一國家因為"北大西洋暖流”流經,所以峽灣港口冬天不結冰.因此海洋發展漁業興盛? (A)甲 (B)乙 (C)

丙 (D)丁. 

39.北歐各國中,哪一國家因為冰蝕湖眾多,故有"千湖國"之稱? (A)甲 (B)乙 (C)丙 (D)丁. 

40.北歐各國中,哪一國家可生產乳製品及肉類,就近供應各國的需求,故有"歐洲牧場”之稱? (A)甲 (B)乙 (C)丙 (D)丁. 

" 圖三 

圖三為俄羅斯簡圖 41-44題請根據圖三回答:                   

41.俄羅斯各地形區中,哪一區的氣候相對較暖濕? (A)甲 (B)乙 (C)丙 (D)丁. 

42.俄羅斯各地形區中,哪一區有較多的地震,還有火山分布? (A)甲 (B)乙 (C)丙 (D)丁. 

43.俄羅斯因為緯度較高,所以分布在該國的植被為下列何者較多? (A)常綠闊葉林 (B)混合林 (C)雨林 (D)針葉林. 

44.俄羅斯的首都莫斯科城中"聖巴希爾大教堂"主要為下列哪一教派? (A)佛教 (B)東正教 (C)伊斯蘭教  (D)道教. 

45.歐洲眾多河川中,對於西歐而言航運價值最高的河川為下列哪一河川? (A)萊茵河 (B)多瑙河 (C)塞納河 (D)泰晤士河 . 

46.歐洲眾多河川中,哪一河川流經東歐為東歐帶來交通,灌溉之利? (A)萊茵河 (B)多瑙河 (C)塞納河 (D)泰晤士河.  

47.歐洲各國中,哪一區域的所得相當高,號稱“從搖籃到墳墓,全程照顧”,社會福利相當完善? (A)南歐 (B)西歐 (C)北歐 

(D)東歐. 

48.歐洲各國中哪一區域的經濟狀況相對較落後,因此薪資也較低廉.所以吸引外資投入設廠? (A)南歐  (B)東歐 (C)北歐 

(D)西歐. 

49.因為地形及位置的影響,東歐的民族中所占比例最高為下列哪一族為主? (A)日耳曼民族 (B)拉丁民族 (C)斯拉夫民族 

(D)阿拉伯民族. 

50.歐盟各國中哪一國家的工業產值居最高? (A)德國 (B)義大利 (C)比利時 (D)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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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九年級社會科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C A D C B C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D C A B A D A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C B C C A D A B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D C A D B C A C D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A D D B A B C B C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