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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 第二學期 第一次期中考 
高二歷史科(自然組)範圍：三民版第四冊第一章~第三章第一節 

劃卡□書面作答  班級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座號___________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題 80分
1. (   )當時大學內的討論問題的方式，通常藉由從宗教經典之中找尋相似的案例並進行邏輯上的推論進而得出答案。但這

位學者卻十分反對這種求知的方式，因為這樣的討論使得知識終究走不出經典之外。反之他主張要解決問題應該透過對事物

具體的觀察，進而分析歸納再提出理論。他的主張對後世影響甚大，西歐的學者慢慢脫離宗教研究走向了自然科學研究。提

出該主張的學者應該是?(A)哈維 (B)笛卡爾 (C)牛頓 (D)培根。 

2. (   )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們認為社會中的人們如果越來越理性，社會也同時會更加和諧進步，因此除了思想家們的沙龍聚

會外，也致力於啟迪民智，在這位哲士的號召之下，當時著名的思想家都加入了《百科全書》的編輯。請問這位號召的哲士

是？(A)狄德羅 (B)孟德斯鳩 (C)伏爾泰 (D)盧梭。 

3.（   ）這位君主擅長包裝自己的形象。壓制貴族的同時，他將權力高度集中於自己身上，大力進行財政改革，並將這些稅

收用來進行對外戰爭，他提出天然疆界政策，希望法國疆界能夠擴張到萊茵河畔，為達到此目的發動多次戰爭，使得日後國

家財政陷入困難。請問這位君主是？(A)腓特烈大帝 (B)彼得大帝 (C)路易十四 (D)路易十六。 

4. (   )美國籃球協會(NBA)中的費城七六人隊的名字十分特殊，根據球隊城市和隊名，此隊名的含意是為了紀念建立美國的

先人們參與的哪一事件?(A)召開大陸會議 (B)發表〈獨立宣言〉 (C)茶葉事件 (D)萊星頓之役。 

5. (   )相對於法國，英國的國王一直受制於國會及貴族。國王雖相信君權神授，但在內戰中的失敗卻使得英國國王逐漸成

為虛位元首。在某一事件之後，只有新教徒才能繼承英國王位，這項限制甚至讓國會選擇了不會說英語的日耳曼貴族來繼承

王位，因為語言限制，國王難以處理公文政事，需要內閣首相協助治理國家。造成此影響的事件是？(A)護國主專制 (B)清教

徒革命 (C)光榮革命 (D)簽訂大憲章。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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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個時期中?(A)十六世紀許多人質疑

教宗權威要改革宗教時 (B)十四世紀許多人提出「以人為本」的思想時 (C)十七世紀科學思想開始萌芽重新認識世界時 (D)

十世紀羅馬公教成為歐洲人的主要信仰時。  

7. (   )呈上題，下列哪一本書是該學者的經典著作？(A)《政府論》 (B) 《新論理學》 (C) 《方法論》 (D) 《自然哲學

的數學原理》。 

8. (   )立法者制定某一法典時，主張根據個人主義精神與自由平等觀念，強調尊重所有權與契約自由，對過失責任也詳加

規範，甚至保障原本因為宗教因素而受迫害的猶太人。這部法典最可能是？(A)《漢摩拉比法典》 (B)《權利法案》 (C)《拿

破崙法典》 (D)《大憲章》。 

9. (   )為了解決財政問題，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迫召開討論增稅的「三級會議」，該會議引發了「第三階級」平民對「第一

階級」教士和「第二階級」貴族的極大不滿，轉而前往網球場開會，成為了法國大革命的先聲，最終也使得國王被迫妥協，

在該會議之中造成平民不滿的關鍵是?(A)國王的態度消極 (B)皇室生活過於奢華 (C)前二階級的擁有稅收優惠特權 (D)投票

方式並非一人一票，對平民不利。 

10. (   )貝多芬的降 E大調第三交響曲，原名「波拿巴」，但聽到拿破崙稱帝的消息後，貝多芬將寫著「波拿巴」的字挖出

來，留下了一個洞。之後，他把標題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從貝多芬的例子來看，歐洲地區的知識分子

對拿破崙最初的看法可能為何?(A)世俗的君王 (B)暴虐的獨裁者 (C)偉大的征服者 (D)自由平等的守護者。 

11. (   )工業革命使得生產技術與方式有了巨大的改變，其中使用機械來進行生產的方式最早出現在紡織業中，飛梭、紡紗

機、動力織布機及軋棉機接續被發明出來。當時促使紡織業率先採用機械進行生產的推力何者為非？(A)從鄉村來到城市的農

民對薪資的要求 (B)海外貿易市場的擴張 (C)殖民地產的大量棉布降低了利潤 (D)國家政策的支持。 

12. (   )這個國家由於地處歐洲邊區，緯度高天氣寒冷，其國家的發展策略便是不斷向外征戰爭取溫暖的出海口，在某一君

王在位的時期透過強力的專制統治和改革，終於擊敗鄰國躋升歐洲列強，該國家和該位君主是？(A)奧地利、約瑟夫二世 (B)

俄國、彼得大帝 (C)俄國、凱薩琳大帝 (D)普魯士、腓特烈大帝。 

13. (   )十八世紀的部分君王受到啟蒙運動思潮的影響，期許自我為以理性治理國家的君主，他們與啟蒙哲士通信甚至邀請

哲士入宮奉為座上賓，啟蒙哲士也對他們的統治充滿期待，這種專制被稱為「開明專制」。下列哪位君王並「不」被認為是開

明專制君主？(A)俄國凱薩琳二世 (B)奧地利約瑟夫二世 (C)普魯士腓特烈二世 (D)英國威廉三世。 

14. (   )兩黨政治通常由於當地兩種價值相對的政治團體之間的鬥爭之中慢慢形成，英國最早的兩黨制競爭是惠格黨和托利

黨，兩者在最初理念上的最大差別是？(A)對社會利益分配看法不同 (B)對國王支持與否 (C)是否支持殖民地 (D)對政府體制

看法不同。 

15. (   )這本書的內容提及政府不該壓制人追求財富的私心，反而應該放手讓市場上「看不見的手」自行發揮，因此他提倡

「自由競爭、由市場定價、以分工提高生產力」，如此才能創造國家的財富，這本書是？(A)《國富論》 (B)《方法論》 (C) 

《新論理學》 (D) 《論法的精神》。 

16. (   )美國在 1783年戰勝英國後，英國便承認美國的獨立。然而聯邦政府卻直到 1789年才成立並選出第一任總統華盛

頓，取代原有的邦聯體制，關於邦聯體制的敘述為者正確?(A)邦聯首府位於華盛頓特區 (B)重大提案需九州贊成才能通過，



第 2頁，共 4頁 
 

難以成案 (C)得以向各州收稅 (D)擁有司法權。 

17. (   )法國退伍老兵尚恩今年已經 60歲，他看著皇帝被流放到海外小島的新聞報紙並長嘆一聲：「這是第二次了」。請問

下列何者最「不」可能是尚恩的人生經驗？(A)參與美國獨立戰爭 (B)與市民們衝進巴士底監獄 (C)高唱馬賽進行曲，從軍對

抗反法同盟 (D)見證太陽王路易十四的華麗出巡。 

18. (   )這位人物被認為是當時代的代表人物，一位哲學家親眼見到他時讚嘆：「時代的精神騎在馬上！」，他促進了德意志

和義大利的統一，民主自由政治的確立未必是他的本意，但這些事件皆是得益於他的行動，這位人物是？(A)伏爾泰 (B)拿破

崙 (C)克倫威爾 (D)路易十四。  

19. (   )〈美國獨立宣言〉中寫道：「我們堅信所有人生而平等，上帝賦予所有人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而其中便包括生

命、自由，與謀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民乃約定產生政府，政府所具有的正當權力是來自於被統治者的同

意。當政府-不論其形式為何-違背了這些職責，人民便有權更改或廢除這樣的政府，而另立新政府，將其體制改造，以求更

能保障人民的安全與幸福。」其中關於革命的概念主要引用自哪位啟蒙思想家？(A)孟德斯鳩-三權分立 (B)盧梭-主權在民 

(C)洛克-天賦人權 (D)亞當斯密-自然經濟法則。 

20. (   )在法國大革命的此一階段，法國人民建立共和，將國王送上斷頭台。也引發了歐洲各國王室的恐慌而成立了反法同

盟。但為了打擊國內及國外的敵人，此時期的執政者反而將許多的「人民公敵」送上斷頭台，被認為是恐怖統治。該階段

是？(A)督政府時期 (B)國民會議時期 (C)國民公會時期 (D)立法會議時期。 

21. (   ) 托馬斯·摩爾在他的名著《烏托邦》裡用誇張的筆法寫到當時英國農村的情形：「你們的綿羊本來是那麼馴服，吃

一點點就滿足，現在據說變得很貪婪、很蠻橫，甚至要把人吃掉……」，「羊吃人」是比喻當時的圈地運動造成人民的處境便

的比綿羊還不如，以下關於圈地運動的敘述何者為「非」？(A)地主進行商業化畜牧，農民失去土地耕作 (B)海外市場需要羊

毛 (C)間接造成工業革命 (D)畜養綿羊造成人食用的穀物不足。 

22. (   )美國的憲法害怕再次出現一個強大到足以威脅地方的中央政府，試圖兼顧地方的自主和國家統一而做出許多政治制

度上的設計，下列關於美國憲法在 1789年實施時的政治架構敘述，何者為「非」？(A)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 (B)藉由

參、眾兩院的設計防止大州侵犯小州利益 (C)規定各州不得脫離聯邦 (D)行政最高官員為總統。 

23. (   )為了避免女工和童工被虐待的問題，英國政府曾希望立法禁止工廠雇用婦女以及孩童，但一群紡織工廠的女工卻反

而向政府陳情要求不要立這個法案：「現在手工的織布機已經被淘汰殆盡，我們在家裡根本無法謀生，我們只有這樣的謀生方

式，除非你們能指引我們找到另外的生路。」按照婦女的陳情來看，請問婦女們最可能的陳情原因為何?(A)婦女認為法令無

法有效保障他們在工廠的工作品質 (B)婦女認為這條法令將會剝奪她們的工作權 (C)婦女認為在工廠工作比在家工作更輕鬆 

(D)婦女認為在工廠可以學到實用的技能。 

24. (   )美國文學家愛默生曾批評美國的白人：「自從有大地以來，從未聽說在和平時期，在對待自己的同盟者和被監護人

時，有那個民族如此背信棄德，蔑視正義，對於乞求憐憫的悲鳴如此置若罔聞！」愛默生的話中所描述的「同盟者」是指？

(A)印地安人 (B)黑人 (C)英國人 (D)法國人。 

25. (   )有學者指出，在 甲 與 乙 的互相影響之下，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短了、訊息傳遞的速度變快。而是人類整

體的文明演進、人類的整體「時間」被加速了，在短短一兩百年內的發展遠勝過過去千年。甲作為人類突破自我的重要內在

動機，而乙則是讓人們有了實行的方法。甲、乙適合填入? (A)資本主義、科學革命 (B)農業革命、工業革命 (C)資本主義、

交通革命 (D)工業革命、科學革命。        

26. (   )啟蒙運動時期的開明專制君主雖名為「開明」但實際的表現上卻不慎理想，下列何項作為並非其中的例子?(A) 

普、奧、俄三國三度瓜分波蘭，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罔顧他國人權 (B)普魯士腓特烈二世藉由抽重稅建立強大的軍隊(C) 奧

國約瑟夫二世試圖廢除死刑(D)俄國凱薩琳二世鎮壓異議份子。 

27. (   )工業革命中新的「動力」的使用甚為關鍵，如瓦特改良了傳統蒸汽機，使之能夠實際的應用。這些新動力對人類文

明發展意義的解釋，何者最適當?(A)使人類能夠征服自然 (B)使人類能夠超越自身產能的極限 (C)人類生活更加快樂 (D)使

人類更為文明。 

28. (   ) 斯托夫人的名著《湯姆叔叔的小屋》發表於 1852年，小說中對黑人奴隸悲慘處境的描寫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內

戰，下列關於美國種族問題的敘述何者「錯誤」？(A)非裔族群於內戰後取得公民權 (B)內戰之後，多數非裔族群已享有投票

權 (C)南方州以農業為主，支持蓄奴 (D)內戰之後，美國憲法禁止奴隸制度。 

  

 

※以下是法國〈人權宣言〉的節錄，請閱讀後回答 29.30.31題 

 

  組成國民會議的法蘭西人民的代表們，相信對於人權的無知、忽視與輕蔑乃是公共災禍與政府腐化的唯一原因，乃決定在

一個莊嚴的宣言裡面，闡明人類自然的、不可讓渡的與神聖的權利，以便這個永遠呈現於社會所有成員之前的宣言，能不斷

地向他們提醒他們的權利與義務……(以下有十七條) 

第一條 在權利方面，人類是與生俱來而且始終是自由與平等的。社會的差異只能基於共同的福祉而存在。  

第二條 一切政治結社的目的都在於維護人類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自由、財產、安全與反抗壓迫。  

第四條 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因此，每一個人自然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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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為限制。此等限制只能以法律決定之。  

第五條 法律僅能禁止有害於社會的行為。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即不得受到妨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強制去從事法律所未

規定的行為。  

 

29. (   )在人權宣言的第一條中提到，「相信對於人權的無知、忽視與輕蔑乃是公共災禍與政府腐化的唯一原因」，是對就政

府的指控，下列哪項原因並「非」合理的理解？(A)法國君主施行絕對專制，人民難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只能被動接受。 (B)

法國皇室不知民間疾苦，皇后甚至有「若百姓沒有麵包，還可以吃甜點」的言論。(C)自路易十四開始連年征戰，國家強大、

百姓痛苦 (D)國王將國家利益出賣給外國。 

30. (   )從人權宣言的前五條的敘述來判斷，法國國民會議成員最重視的基本人權為何？(A)政府的法治 (B)普世間的博愛 

(C)人人之間的平等 (D)除非必要才被限制的自由。 

31. (   )從條文的第四條及第五條來看，人權宣言試圖在哪兩個概念之中取得平衡?(A)生存、平等 (B)安全、自由 (C)自

由、平等 (D)博愛、自由。 

 

※請依據以下美國地圖回答 32.33.34題 

 

 

 

 

 

 

 

 

 

 

 

 

32. (   )美國獲得領土的時間先後順序為？(A)ABCD (B)BACD (C)ACBD (D)BCAD 

33. (   )該區域是美國本土的觀光勝地，充滿了熱帶風情和熱情的講著西語的拉丁裔居民，是美國自西班牙購入的領土，請

問該區域是?(A)A (B)B (C)C (D)D。 

34. (   )圖中的哪一領土區域是利用戰爭的方式取得？(A)A (B)B (C)C (D)D。 

 

 

※請閱讀以下資料回答 35.36.37題 

 

八十七年前，基於對自由的堅信，以及所有人皆生而平等這個信念，我們的先賢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 

 

  現在我們被捲入一場偉大的內戰，這場內戰是對這個國家，以及任何堅信及奠基於這些信念的國家，能否永續長存的一次

考驗。今天，我們集會的地點，就是這場戰爭中的一處大戰場。為了使這個國家延續下去，人們在此地獻出他們的生命，我

們在此把這個戰場的一部分獻給他們，做為他們靈魂永遠安息之處，這麼做是應該且十分適當的。 

…… 

  那些曾在此地奮戰過的人們，他們的志業至今已取得偉大進展，接下來未完成的工作理應由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來完成，我

們應在此獻身給在我們面前未竟的偉大事業：從那些已逝的光榮死者身上，我們要更加致力實現當初他們全心奉獻的理念；

我們在此決心使他們的血不會白流；我們要使這個國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永生，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

世長存。 

 

35. (   ) 請根據上文判斷，這位講者在演說中強調必須「內戰」的原因為何？(A)人皆生而平等 (B)國家永續長存 (C)死去

將士的偉大 (D)天賦人權。 

36. (   ) 本文最可能是哪位歷史人物的發言？(A)華盛頓 (B)富蘭克林 (C)林肯 (D)傑佛遜。 

37. (   )依照演說內文以及此內戰後美國後續的發展來看，這位歷史人物最可能會得到怎樣的歷史評價？(A)非裔族群從此

在美國得到真正的自由-黑奴的解放者 (B)修憲使各州不得退出聯邦政府，釐清聯邦政府與各州統治權力的關係-國家的再造

者 (C)美國重歸統一，本土自此再也沒有發生戰爭，逐漸累積世界強國的實力-國家的奠基者 (D)北方的工業資本觀念帶動國

家整體往工業化邁進-工業化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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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尚有試題。 

 

 

※請閱讀以下資料回答 38.39.40題 

 

  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大部分出身於良好的家庭而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也因此他們思想通常流露出對人類進步的自信。

但這位思想家因為出身微寒，相對於當代其他學者，他的思想流露出對人性的悲觀，他著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他認為

人類雖本性善良，但因為受到社會、經濟制度的污染而開始追求名望、財富，且逐漸有了一種渴望勝過他人、奴役他人的特

質。也因此，他在政治制度的主張上提倡民主政治，公民必須達成一個「彼此都能接受且不互相侵害的共識」來組成政府，

藉由法律的方式防止人渴望凌駕他人的欲望，來保障個人的自由。也因為政府是由所有公民貢獻出一部分的自身權力而組

成，政府的主權在於民眾本身。 

 

38. (   )根據資料內容判斷，這位思想家應該是?(A)伏爾泰 (B)盧梭 (C)狄德羅 (D)孟德斯鳩。 

39. (   ) 「彼此都能接受且不互相侵害的共識」指的概念為何?(A)主權在民 (B)三權分立 (C)社會契約 (D)天賦人權。 

40. (   )依照這位思想家的思考脈絡，他對民主政治的關注重點應該是?(A)政府必須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上 (B)執政者對其

政策的成敗，要負政治責任。 (C)「多數決」或多數治理是民主政制運作的基本原則 (D)民主是不讓人類互相侵害彼此權益

而做出的妥協。 

二、多選題：每題 4分，共 5題 20分 

41. (        )根據劍橋辭典上的解釋，英文 Modern(現代)專指西元 1500年左右之後的時代，此後人們開始逐漸具有「現

代性」的特徵-人文主義、理性主義，也因此西方人認為他們已經逐漸脫離了中古時期。下列歷史事件何者與「現代性」的出

現相關？(A)啟蒙運動 (B)宗教改革 (C)科學革命 (D)商業革命 (E)文藝復興。 

42. (        )下列關於發生十六、十七世紀的西歐科學革命的敘述，何者正確？(A)克卜勒提出「行星運動三大定律」 (B)

哥白尼認為行星的繞行中心是太陽而非地球 (C)哈維的對解剖學的貢獻幫助人們了解人體 (D)牛頓寫作《方法論》的來討論

解決問題的步驟 (E)笛卡兒提倡對探討的問題進行全面的懷疑，甚至連自身的存在都要懷疑。 

43. (        )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因為代表權以及稅收的問題而決定與母國一戰尋求獨立，最終戰勝並成立了第一個以啟蒙

精神為核心思想的新國家。美國之所以可以順利的建國，殖民地時期的政策及經驗帶來很大的幫助，下列哪些殖民地時期的

特色可能與日後美國的發展有關？(A)移民來美洲追尋新的生活，起始點相同較有平等觀念 (B)母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使得美國

成歐陸之外第一個工業化的地區 (C)七年戰爭中與法國的作戰提供了軍事上的經驗 (D)各州殖民地時期的民選議會提供了代

議政治上的經驗 (E)對王權的反抗影響了日後總統制的選擇。 

44. (        )下列關於工業革命出現在英國的原因何者正確?(A)擁有豐富煤、鐵等天然資源 (B)透過殖民地擁有許多黑奴

作為便宜的勞動力 (C)農業革命的出現提供足夠糧食 (D)政府立法保護專利 (E)擁有廣大殖民地，使其擁有極大的市場。 

45. (        )工業革命又稱產業革命，是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手工的生產與科技革命。工業革命並

不是大量的同時發生，而是逐漸地向外傳播。最先出現於英國，接著在歐洲各處，最後再傳往歐洲以外。以下關於工業革命

的傳播到英國以外區域的敘述何者正確?(A)美國的內戰延遲了其工業化的速度 (B)法國由於政治革命頻仍，較沒有大規模的

工業發展 (C)比利時因為其豐富的水資源而成為歐陸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 (D)日耳曼地區由於政局分裂動盪，工業化較晚。 

(E)俄國緯度較高缺乏天然資源的優勢，是歐陸較晚工業化的國家。 

                    

※試題到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