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九年級歷史科題目卷 
請利用答案卡作答 

 1871年，日本政府派遣政府官員與留學生共 107人的使節團前往至美國及歐洲諸國訪察。該使節團的目的除了與各國增

進友誼外，也希望藉此考察西方諸強的文化國情，作為日本進行維新改革的重要依據。 

1.  以上文的時代背景判斷，當時日本應由下列何者掌握實權？  (A)首相 (B)天皇 (C)幕府 (D)總督  

2.  承上題，下列哪一項改革最有可能是該使節團回國後，所實施的政策內容？  

(A)廢除漢字 (B)推翻帝制 (C)頒布憲法 (D)更改國號  

 十九世紀拿破崙戰爭後，各地民族思想勃興，紛紛成立社團，倡導國家「統一」或從異族統治下「解放」出來，著名團

體如青年義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蘭、青年土耳其、青年印度等。 

3.  這些組織成立的思潮背景為何？  (A)帝國主義 (B)民族主義 (C)資本主義 (D)社會主義 

4.  承上題，這些組織的主張最能符合下列何種理念？  (A)世界大同 (B)自由、平等、博愛 (C)民族自決 (D)恢復民族光榮 

 有人曾將生物學家達爾文的「適者生存」觀點延伸至人類活動上，認為「先進的民族必然居於劣等民族之上。劣等民族

之除了順從、被同化外，別無其他可能。」這樣觀點，也成為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的藉口。 

5.  上述帝國主義除了這個藉口外，對外大肆掠奪殖民地，並以資本主義支配世界經濟，這與下列何事最為相關？   

(A)科學革命 (B)工業革命 (C)拿破崙戰爭 (D)發現新航路 

6.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協約國與德軍在西線戰場長期對峙，直到美軍參戰之後，戰局出現了重大轉變。請問美國參戰

的原因是下列何者？  (A)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 (B)法國發生大革命 (C)奧塞發生衝突 (D)義大利完成統一 

7.  故宮博物院的展場舉辦了一次歐洲的畫展。展覽中有莫內的「荷花」，梵谷的「星夜」等畫作。請問這次展覽的主題是下

列何者？  (A)十九世紀的印象派 (B)文藝復興之美 (C)寫實主義的巨匠 (D)浪漫主義的先聲 

8.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聯盟」成效不彰，無法對侵略國進行制裁，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國沒有加入「國聯」。請問

美國不加入的原因為何？  (A)三巨頭的決定 (B)對中國進行報復 (C)國內孤立主義的再興 (D)畏懼日本的強大 

9.  日本在十九世紀中葉，最後一代幕府將軍在京都二條城舉行「大政奉還」儀式。隨後，天皇正式進行改革。請問這次西

化運動的改革在歷史上稱為什麼？  (A)立憲運動 (B)百日維新 (C)自強運動 (D)明治維新  

10.  十九世紀義大利的統一過程中，曾經組織「青年義大利」，並且鼓吹建立自由民主共和國的是誰？   

(A)加富爾 (B)伊曼紐二世 (C)玻利瓦 (D)馬志尼 

11.  新航路開通之後，拉丁美洲大部份地區成為哪兩國的殖民地？   

(A)英國和美國 (B)西班牙和葡萄牙 (C)德國和法國 (D)日本和中國    

12.  拿破崙戰敗後，歐洲保守勢力興起，許多強國想打壓中南美洲的獨立運動。請問哪一位美國總統卻提出宣言，主張歐洲

國家不應干涉美洲事務？  (A)華盛頓 (B)林肯 (C)甘迺迪 (D)門羅 

13.  關於巴爾幹半島的歷史演變、文化淵源及地理位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位於歐、亞、非三洲交界 (B)曾經被亞歷山大、羅馬、拜占庭等帝國統治過  

(C)宗教信仰曾經以佛教為主 (D)有「歐洲火藥庫」 之稱 

14.  關於德意志統一的歷史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拿破崙解散神聖羅馬帝國，組織萊茵邦聯 (B)由奧地利領導徳意志各邦進行統一  

(C)普魯士於 1870年擊敗英國              (D)領導各邦進行統一的是伊曼紐二世國王 

15.  日本在 1633～1854年間處於鎖國狀態，至 1854年終於與列強簽訂條約，開港通商。關於日本被迫結束鎖國狀態的敘述，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英法組成聯合軍隊攻打日本     (B)中國成吉思汗偷襲長崎港  

                    (C)德國派潛水艇攻擊日本船隊     (D)美國軍艦進入江戶灣脅迫日本開港   

16.  於西元 1453年攻破拜占庭，建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並且促使巴爾幹半島信仰伊斯蘭教的是下列哪一支民族？   

(A) 羅馬人 (B)土耳其人 (C)阿拉伯人 (D)日耳曼人  

 



17.「蝴蝶效應」理論提到:「巴西叢林裡的一隻蝴蝶振動翅膀，其振幅經過海洋與大陸之後，可能在美國德州引起颶 

    風。」以上有關「蝴蝶效應」的敘述與下列哪一說法有關？ (A)全球化的關聯效應 (B)文化傳承與創新 (C)貧富差. 

距日益擴大(D)資訊社會的來臨 

18.國家地理頻道經常播出歷史、地理、生態、科技與人文風俗等介紹節目，為社會大眾提供新的學習管道。這是傳播媒 

體的哪一項主要功能？ (A)提供訊息 (B)教育文化 (C)休閒娛樂 (D)監督政府 

19.公共電視台開播以來，希望以多元化的節目來滿足不同族群的需求，提供社會各界公平參與和表達意見的空間。公共 

電視台的開播，最有助於維護人民的哪一項權益？ (A)第四權 (B)受益權 (C)媒體接近使用權 (D)智慧財產權 

20.由於資訊傳播迅速，二十世紀的國際社會出現「地球村」新趨勢。面臨未來的快速變遷，我們應採取哪種態度，才能 

適應這種社會變遷的腳步，扮演「地球村公民」的角色？ (A)固守傳統文化，減少外來衝擊 (B)不問世間事，單純簡 

樸生活 (C)以不變應萬變，拒絕吸收新知 (D)包容不同見解，學習新的事物 

21.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犯罪型態更趨複雜，為了防止這些不法行為，我國政府已在哪項法律中制定電腦犯罪的相關法令， 

   希望以公權力來維護社會秩序？(A)民法 (B)刑法 (C)社會秩序維護法 (D)政府資訊公開法 

22.現代社會中，各國對智慧財產權的保障都非常重視，主要是希望達到那些目的？(甲)增加個人所得並加以課稅(乙)保 

障個人精神創作結果(丙)鼓勵知識經濟全球化 (丁)促進人類科技可能之發展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乙丁 

23.生物科技的進步引發人類對複製人的倫理爭議主要原因為何？(A)將導致傳統道德逐漸喪失 (B)造成器官買賣日益盛 

行(C)人類壽命延長導致社會福利支出增加 (D)挑戰個人獨特的生命價值與尊嚴 

24.依禎經營臉書粉絲專頁，經常媒合有意送養與飼養寵物的人，並發表正確的飼養寵物觀念，這是借助哪種科技的力量 

來愛護動物？ (A)生物科技 (B)醫療科技 (C)資訊科技 (D)生活科技 

25.近年來，「開放政府資料」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公部門所開放資料的項目、瀏覽人數，及資料被下載次數也屢創新 

   高，民眾可透過取得政府資訊，監督政府施政。上述政府的作法，有助於落實下列何種目標？ (A)提供政治參與的多 

元管道 (B)強化分權制衡的監督機制 (C)提升人民的資訊倫理素養 (D)增進媒體教育文化的功能 

26.某媒體常以虛擬動畫呈現過於血腥、暴力新聞內容，以提高收視率，引起輿論譴責。民間團體呼籲該媒體應顧及報導 

對社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勿以商業利益為優先考量。上述團體的訴求內容，主要凸顯出下列何項議題的重要性？ 

   (A)資訊科技的多元發展 (B)社會團體的監督力量 (C)新聞報導的自由程度 (D)傳播媒體的社會責任 

27.在文化交流頻繁的今日，我們面對不同的文化、價值觀或生活方式等，應以哪種態度來面對？ (A)強迫對方認同自己 

   的文化 (B)主觀評斷對方文化的高低優劣 (C)抱持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 (D)消除對於各種不同文化的偏見 

28.清代畫師郎世寧是義大利人，在中國宮廷當畫師的期間繪製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郎世寧筆法揉合了西式的寫實與 

中國的水墨風格，後人評價極高。郎世寧是做到了下列何者？ (A)認識和發揚傳統文化 (B)排斥不同文化的交流 (C)

融合文化並加以創新 (D)對抗強勢文化的行銷 

29.隨著基因改造（GM）產品日漸普及，行政院成立「基因改造產品跨部會工作小組」，推動《GM產品基本法》，並全面要 

   求農產品含 GM成分達 5％以上，必須強制標示。上述政府的做法，主要是為了達成哪項目標？ (A)確保產品生產的優 

   良品質 (B)告知正確產品訊息以供選擇 (C)嚴格管制產品的生產數量 (D)增加消費者的產品購買意願 

30.歷史上玄奘法師費時 17年西行取經，促成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反觀現代國家進行文化交流頻繁，這是哪個原因所 

   致？ (A)交通工具與傳播媒體的發達 (B)現代人文化水準提高 (C)地理環境的重大改變 (D)現代國家漸漸放下成見 

   並進行交流 

31.近年來許多外國的節慶活動如情人節、耶誕節等，也在臺灣風行。這反應了何種現象？ (A)因為已習慣使用陽曆，所 

   以節慶改以陽曆為準 (B)因為外銷的節慶飾物滯銷，所以要創造內需 (C)說明臺灣正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D)因為要 

   有世界觀，所以節日也要與外國一致 

32.近期興起了網路創業的熱潮，而網拍不僅帶來了便利，也能減少許多成本，但也有許多不肖商人利用此一管道進行詐 

   騙，造成民眾的困擾。因此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應加強何種倫理觀念？ (A)資訊倫理 (B)企業倫理 (C)環境倫理 (D)消 

費倫理 

33.由於各國玩家在玩「寶可夢」時，意外事件頻傳，因此各國政府紛紛研擬相關的禁止措施，以規範玩家尋找怪獸的範  

   圍。此一現象凸顯何種型態的社會變遷？ (A)器物帶動理念的變遷 (B)器物帶動制度的變遷 (C)制度帶動理念的變遷 

   (D)理念帶動器物的變遷 

 

 

 

公民科題目到此結束 

 

                                    

 

 

 

 

 

 

 

 

 

 

 



34. 游耕是非洲傳統部落的維生方式之一，族人通常在森林中找到一塊土地後，以火焚林開闢成耕地，期間不施肥，三、 

五年後需更換新耕地，因此適合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地區實施。請問：附圖中的哪種自然環境，較適合採行游耕的方式？  

(A)甲 (B)乙 (C)丙 (D)丁。 

                              
35. 近年來，非洲索馬利亞海盜猖獗，經常搶劫從波斯灣載運原油的油輪。請問：油輪最可能是在哪個海域遭受挾持？  

    (A)印度洋 (B)大西洋 (C)太平洋 (D)地中海。 

36. 地球上的季節變換隨著太陽照射的角度而有不同。當太陽直射至下列哪個緯度位置時，北極地區出現永夜現象的範圍 

最大？ (A)赤道 (B)北回歸線 (C)南極圈 (D)南回歸線。 

37. 中華民國的友邦吐瓦魯是位在太平洋中的島國，附圖為該國學生以「她的國家」為主題的手繪圖，她最希望大家能 

關注何項環境議題？ (A)酸雨問題 (B)全球暖化 (C)地震海嘯 (D)臭氧層破洞。 

                                  
38. 礦產豐富是澳洲發展工業最有利的條件，此與下列哪項因素的關係最密切？  

    (A)開採技術進步 (B)勞工充裕 (C)地質古老 (D)動力充足。 

39. 附圖為紐西蘭的國徽。圖中左方的女士代表歐洲移民，右方的男士代表當地的原住民，應是下列何種民族？  

(A)毛利人 (B)因紐特人 (C)布希曼人 (D)貝都因人。 

                                      
40. 慎恩到國外旅遊，見到附圖這座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地標，便在當地拍照留念。請問：慎恩所前往的地區為何？  

    (A)紐西蘭奧克蘭 (B)澳洲雪梨 (C)澳洲坎培拉 (D)紐西蘭基督城。 

                                   
 

 

 

 



41. 電影「魔戒」拍攝場景位於大洋洲的紐西蘭，壯闊的山景及雄偉的冰川為電影增色不少。若片中劇情需要拍攝大雪紛 

飛的冰河峽谷地形，在下列哪個時空條件下最為適合？  

(A)七月，南島 (B)七月，北島 (C)一月，南島 (D)一月，北島。 

42. 西元 2010年的世界盃足球賽於非洲南端的開普敦舉辦。請問：當地 6月分舉辦世界盃比賽時，最容易遇到的天候狀 

況為下列何者？ (A)天寒地凍 (B)連日降雨 (C)乾旱酷熱 (D)沙塵風暴。 

43. 若從尼羅河下游搭船至上游觀光，會經過的氣候區依序為何？ (甲)熱帶莽原氣候 (乙)熱帶沙漠氣候 (丙)草原氣候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乙甲丙 (D)丙甲乙。 

44. 《打不倒的勇者》（英語：Invictus）是一部 2009年傳記運動電影，故事講述非洲某國家在舉行1995年世界盃橄欖 

球賽期間，當時的總統納爾遜·曼德拉如何與國家橄欖球隊隊長法蘭索瓦·皮納爾同心協力，聯手凝聚國人向心力， 

讓剛擺脫種族隔離制度不久而面臨分裂的國家能夠團結一致，請問電影中描述的國家為下列何者?  

(A)埃及 (B)肯亞 (C)南非共和國 (D)奈及利亞。 

45. 近年來因為全球暖化使得北極融冰的現象更加嚴重，尤其在夏季北極海的通航範圍不斷擴大，藉由此海域的航線比 

起傳統的跨洲航運可縮短較多的行程，下列何種航段較不必要經由北極海地區？  

(A)鹿特丹――東京 (B)西雅圖――雷克雅維克 (C)溫哥華――哥本哈根 (D)洛杉磯――首爾。 

46. 紐西蘭將生產的鮮乳製成乳酪、奶粉等產品，再行銷全球，其關鍵因素是下列何者？ (A)加工後利潤較高  

(B)避免與澳洲產品相同 (C)距離主要市場較遠 (D)降低勞工成本。 

47. 澳洲是一四面環海的島嶼，但卻降水量稀少，甚至還有廣大的沙漠氣候區。造成上述現象的最主要因素為何？  

(A)島嶼面積太大，中央區域距海遙遠 (B)暖流勢力太強，造成空氣穩定缺乏對流  

(C)位在西風的背風側，缺乏水氣     (D)南回歸線橫貫中央，受副熱帶高氣壓籠罩。 

48. 附圖為非洲政區圖，非洲各國家的國界如圖中表示，呈現依經緯度的切割與分布。請問：上述情況的成因為下列何者？  

(A)依此劃分國土較為公平 (B)昔日列強未考慮族群與部落的界線 (C)地形區的分布恰好可成為天然國界  

(D)現今國界的分布就是古文明的分布。 

                                 
49. 下列對於南極地區的敘述，何者錯誤？ (A)以高原地形為主 (B)為全球最低溫地區 (C)原住民為因紐特人  

    (D)其主權不屬於任何國家。 

50. 位於澳洲甲地的旅遊局在 2009年公開在英國、美國、北歐等 18個國家登廣告徵人，要找一名可以顧海域內聖靈島 

(Whitsundays)各島的保育員。這份工作開出非常誘人的條件，工作內容就是餵烏龜、看鯨魚活動，探索各島陸 

地和海洋，並拍照、攝影在網誌上做記錄，回報旅遊局，以及接受媒體訪問，聽起來就像在渡假中工作，最吸引 

人的還有一個月只要工作 12小時，半年下來薪水 342萬，活脫脫就是「全世界最棒的工作」。請問甲地為下列何者? 

      (A)大堡礁 (B)好望角 (C)威基基海灘 (D)密爾福峽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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