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西苑高中 109 學年第二學期一年級社會科補考題庫卷
1. 霧社事件是臺灣武裝抗日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其影響深遠。有關霧社事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發起者為西拉雅族           (Ｂ)因日本掠奪森林、樟腦資源而引發  

(Ｃ)在國際組織的介入下和平解決 (Ｄ)事件後引發更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 

答案：(Ｂ) 

2. 「張燈結彩喜洋洋，勝利歌兒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莊，臺灣光復不能忘……。」以上這首《臺灣光復紀念歌》，是為了

慶祝臺灣脫離哪個政權的統治？ 

   (Ａ)荷蘭 (Ｂ)鄭氏 (Ｃ)清朝 (Ｄ)日本。 

   答案：(Ｄ) 

3.我國四面環海，除了臺灣本島外，尚包括許多離島島嶼。根據臺灣區域畫分判斷，下列哪一個離島位於南部區域？  

(Ａ)金門 (Ｂ)琉球嶼 (Ｃ)綠島 (Ｄ)龜山島。 

   答案：(Ｂ) 

4.工廠為了獲利及發展，常常會選擇最優良的「工業區位」。當甘蔗製成糖後，體積縮小、重量減輕。請問：製糖廠應設在 

圖中哪一個地方，最能節省生產成本？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答案：(Ａ) 

5. 臺灣鐵路除了環島系統外，還有四大支線零星分布，鐵路線分布遠不及公路普遍，此現象和鐵路的何種特性最為相關？ 

(Ａ)適應地形靈活度差 (Ｂ)不利長途運輸 (Ｃ)速度較緩慢 (Ｄ)載運量較小。 

   答案：(Ａ) 

6. 1971 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國際處境愈加艱難。臺灣退出聯合國後，取代我國進入聯合國的是下列何者？  

(Ａ)美國 (Ｂ)日本 (Ｃ)南韓 (Ｄ)中華人民共和國。 

   答案：(Ｄ) 

7.清光緒年間，中國割讓臺灣，部分知識分子反對割讓，主張建立臺灣民主國，率眾抵抗外國勢力的入侵。此事件起因於下列 

哪一場戰爭的失敗？ 

    (Ａ)鴉片戰爭 (Ｂ)清法戰爭 (Ｃ)甲午戰爭 (Ｄ)八國聯軍。 

   答案：(Ｃ) 

8. 小可整理家中舊物時發現一塊鐵牌如附圖，阿公說這是日治時期專賣商才有的許可證。 

  請問：小可家在當時是販售何種物品？ 

 
     (Ａ)樟腦 (Ｂ)茶 (Ｃ)鴉片 (Ｄ)酒。 

   答案：(Ｃ) 

9. 臺灣從 20 世紀以來，都市化的速度相當快，都市化的現象可從下列哪一變化來看？ 

 (Ａ)工業類型轉變 (Ｂ)國民所得提高 (Ｃ)人口結構改變 (Ｄ)鄉村人口遷移。 

   答案：(Ｄ) 

10. 附表是臺灣自耕地與佃耕地的比例變化。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何項？ 

項目 1948 年 1953 年 1956 年 

自耕地 56％ 83％ 85％ 

佃耕地 44％ 17％ 15％ 

    (Ａ)美麗島事件後的土地賠償 (Ｂ)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的土地改革  

    (Ｃ)日本戰敗後，臺灣農民接收日本人的田地 (Ｄ)高科技產業發達後，帶動農業發展。 

   答案：(Ｂ) 

11. 丁丁踏查臺北迪化街時，看到許多不同的建築形式，哪一種建築是因應夏季多雨特性而形成？  

(Ａ)騎樓 (Ｂ)石頭屋 (Ｃ)西式洋樓 (Ｄ)高樓大廈。 

   答案：(Ａ) 

12. 近年有不少的臺灣人移民到加拿大，這是屬於何種人口移動？ 



   (Ａ)國內遷移 (Ｂ)國際遷移 (Ｃ)暫時性遷移 (Ｄ)強迫性遷移。 

   答案：(Ｂ) 

13. 網路世代崛起，讓政府開始重視網路民意，國發會於 2015 年創設「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做為政府施政與民意交流的管道。關於上述說明，以下理解何者正確？  

 (Ａ)政府缺乏專業人才制定政策 (Ｂ)民意如流水，不須多加理會  

 (Ｃ)公共意見可對施政產生影響 (Ｄ)公共意見的差異性較不明顯。 

   答案：(Ｃ) 

14. 臺灣早期以陰曆記日，並作為日常活動的依據。直到何時，才開始改用陽曆，推動星期制？ 

   (Ａ)鄭氏治臺 (Ｂ)清帝國時期 (Ｃ)日治時期 (Ｄ)中華民國在臺灣。 

   答案：(Ｃ) 

15. 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生產為臺灣主要的發展重點，附圖為目前全臺四大科技園區的營業額狀況。請問：其中營業額最高的

園區主要位於哪一個縣市內？ 

 
    (Ａ)新竹 (Ｂ)臺中 (Ｃ)臺北 (Ｄ)臺南。 

   答案：(Ｃ) 

16. 1920 年代，日本政府對臺改採「內地延長主義」，標榜「日臺合一」，但從當時哪一現象可看出臺灣人實際上並未獲得與 

 日本人一樣的待遇？  

(Ａ)臺灣總督由軍事將領擔任 Ｂ)以武力鎮壓各地抗日行動 (Ｃ)臺、日人每天工資不一 (Ｄ)大量徵召臺灣人從軍作戰。 

   答案：(Ｃ) 

17.小明希望能藉由參與團體事務來付出愛心、體驗生命，並從中獲得自我實現的成就感。請問：小明應參加下列哪一團體才能 

成就自己的想法？  

 (Ａ)中國國民黨 (Ｂ)空服人員職業工會 (Ｃ)兒童福利聯盟 (Ｄ)音樂社。 

   答案：(Ｃ) 

18.紫坤：「我參加的團體不僅改善我們同仁的工作環境，如果在工作中操作器械受傷，還會為我們向公司爭取權益。」由上述 

可知，紫坤最有可能加入的團體為以下何者？  

(Ａ)工會 (Ｂ)學生社團 (Ｃ)宗教進香團 (Ｄ)社區志工會。 

   答案：(Ａ) 

19.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推動社會安全制度時，所應該關注的重點？  

 (Ａ)弱勢群體的生活需要 (Ｂ)失業勞工的就業輔導 (Ｃ)受災戶的急難救助 (Ｄ)大老闆的薪資所得。 

   答案：(Ｄ) 

20. 政府遷臺前，臺灣雖已實施戒嚴，但在政府遷臺後，臺灣的民主政治卻因哪一措施的實行，奠定了初步基礎？  

 (Ａ)土地改革 (Ｂ)地方自治 (Ｃ)十大建設 (Ｄ)政黨輪替。 

   答案：(Ｂ) 

21. 日治時期，有哪些措施與臺灣的經濟發展有關？(甲)設立新式糖廠；(乙)完成高速公路； 

(丙)整建基隆港和高雄港；(丁)提倡「農業日本，工業臺灣」；(戊)興建嘉南大圳  

(Ａ)甲丙戊 (Ｂ)甲乙丁 (Ｃ)乙丙丁 (Ｄ)丙丁戊。 

   答案：(Ａ) 

22.西元 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對外實施經濟及軍事援助。附圖為 1953 年至 1955 年間美國軍援分 配情形圖。我們可以由圖 

中得出何種資訊？ 

 
    (Ａ)歐洲對世界的影響力與日遞減 (Ｂ)美國日漸重視遠東地區的重要性 (Ｃ)美國對「其他」地區的援助比例日益縮減  

    (Ｄ)美國對遠東地區和「其他」地區的援助比例，始終占總援助比例一半以上。 

   答案：(Ｂ) 

23.日本治臺時期，新知識分子推動政治社會運動不遺餘力，除了與日本殖民政府作抗爭外，也著重在啟迪民智、喚醒民族意識 

，以文化活動來達成文化教育的目標。請問：以上是以哪一機構來推動的？  

(Ａ)臺北天然足會 (Ｂ)臺灣議會 (Ｃ)臺灣總督府 (Ｄ)臺灣文化協會。 

   答案：(Ｄ) 

24.臺灣為推廣觀光業，曾經推行「長宿計畫」，希望吸引鄰近國家如日本的退休人員前來臺灣長住，為服務業帶來新的商機。 

若根據環境優美、生活悠閒等條件判斷，下列哪一個地區最為適合？ (Ａ)花蓮 (Ｂ)臺中 (Ｃ)臺北 (Ｄ)高雄。 

   答案：(Ａ) 

25.某個語系包含有 1200 種以上的語言，人口多數居住在東南亞地區，分布區域東達復活節島，西至馬達加斯加島，南到紐西 

蘭，最北端則達臺灣。請問：上述的語系應為下列何者？ 



(Ａ)印歐語系 (Ｂ)南島語系 (Ｃ)拉丁語系 (Ｄ)阿拉伯語系。 

   答案：(Ｂ) 

26.七年級的小咪於假日和父母一同到臺北市萬華觀光，發現當地街友問題嚴重。請問：對於社會底層的弱勢者，我們應該抱持 

何種態度？  

(Ａ)不努力才會成為街友 (Ｂ)每個人都有可能陷入經濟或社會不公平的困境  

(Ｃ)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Ｄ)督促政府制定政策驅趕街友。 

   答案：(Ｂ) 

 27.日治時期，臺灣已因部分的工業化設施而處於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過渡階段。1960～1970    年代哪一階段的經濟發展 

   ，則使臺灣逐漸轉變為以工業為主的經濟型態？  

(Ａ)三七五減租 (Ｂ)進口替代 (Ｃ)出口導向 (Ｄ)產業升級。 

   答案：(Ｃ) 

 28.隨著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臺灣已成為一個文化大熔爐。請問：面對各種不同的文化湧入臺 

灣，我們應抱持何種態度？ (Ａ)排斥 (Ｂ)尊重 (Ｃ)全盤接納 (Ｄ)學習強權文化。 

   答案：(Ｂ) 

 29.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臺灣推動「皇民化運動」，其目的為何？  

 (Ａ)改變臺灣人的生活習慣      (Ｂ)改變臺灣人的宗教信仰  

 (Ｃ)強化臺灣人對日本的愛國心 (Ｄ)使臺灣人也享有日本國民的權利和義務。 

   答案：(Ｃ) 

 30.第二級產業活動依其類型可分為輕工業及重工業，其所需要的發展條件各不相同。請依下列各項產業活動的特性判斷，何者 

    屬於輕工業？  

(Ａ)工廠規模大，如新竹科學園區 (Ｂ)員工的數量相當多，且以廉價勞力為主  

(Ｃ)資金需求量大，多為該國的策略工業 (Ｄ)鄰近大學及研究機構，研發成本的比重高。 

   答案：(Ｂ) 

 31.幾位同學針對老師此次指定的報告主題提出說明，如附圖所示，該主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文化 (Ｂ)政治 (Ｃ)家庭 (Ｄ)法律。 

   答案：(Ａ) 

 32.臺灣四十多年來歷經社會經濟的改變，人口組成出現明顯的變化。請問：下列何者最接近目前的狀況？ 

 (Ａ)  (Ｂ)   

  (Ｃ)  (Ｄ)  

   答案：(Ｃ) 

 33.團體必須具有共同的目標，遵守共同的規範，以及團體成員間彼此要有互動。請問：下列何者符合團體的定義？  

   (Ａ)電影院的觀眾 (Ｂ)公車上的乘客 (Ｃ)無敵國中校友會的成員 (Ｄ)手機首日開賣會場排隊的群眾。 

   答案：(Ｃ) 

 34.「法律扶助基金會宗旨：(１)落實《憲法》上的訴訟權及平等權、協助改善經濟地位；(２)保障弱勢者人權； 

   (３)健全法治基礎。」由上述宗旨可知，對於「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說明何者正確？  

   (Ａ)不受法律規範 (Ｂ)屬非營利性質 (Ｃ)政府部門管理 (Ｄ)缺乏自主精神。 

   答案：(Ｂ) 
 

 



 35.下表是智孝在課堂上報告某個專題的部分內容，根據表中資料判斷，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她報告的主題？ 

團體 內容 進行期間 

車禍受難者救

援協會 

推動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通

過 

1990～1996 

年 

婦女新知基金

會 

推動兩性工作

平等法通過 

1990～2001 

年 

董氏基金會 
推動菸害防制

法通過 

1991～1997 

年 

兒童福利聯盟 
推動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通過 

2001～2003 

年 

註：兩性工作平等法已於 2008.01.16 修正

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已於 2011.11.30 修正為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Ａ)政黨擬定公共政策 (Ｂ)遊說對於政策影響不大 (Ｃ)利益團體影響政策制定  

    (Ｄ)舉辦公民投票。 

   答案：(Ｃ) 

 36.1970 年代，我國的內政與外交面臨嚴厲挑戰，而經濟起飛也造成城鄉差距擴大等問題，在一些知識分子的關注下，哪一運 

    動因而興起？  

 (Ａ)國語運動 (Ｂ)皇民化運動 (Ｃ)西化運動 (Ｄ)鄉土文學運動。 

   答案：(Ｄ) 

 37.由於苗栗縣政府負債嚴重，引發民眾對於地方政府財務的關注，唯一沒有負債的金門縣和連江縣（馬祖），其財政優異狀況 

   讓大家甚感驚訝。請問：這兩個縣市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為下列何者？  

   (Ａ)礦產豐富 (Ｂ)農業發達 (Ｃ)觀光興盛 (Ｄ)工業活動。 

   答案：(Ｃ) 

 38.近年來，臺灣各地安養中心及護理之家如雨後春筍般設立，這種現象與下列哪一項原因最不相關？  

(Ａ)人口結構轉變 (Ｂ)生育率持續下降 (Ｃ)老年人口增加 (Ｄ)人口分布不均。 

   答案：(Ｄ) 

 39.展望未來，為了加強國家的競爭力，今後必須加速發展何種產業，使臺灣成為尖端科技和產業技術的重鎮？  

   (Ａ)高科技產業 (Ｂ)加工出口產業 (Ｃ)民生工業 (Ｄ)國防工業。 

   答案：(Ａ) 

 40.附圖是日治時期的一張宣傳海報，內容是「時間是金，時間不待，請互相遵守時間」。這是哪種運動的宣傳海報？ 

 
     (Ａ)放足 (Ｂ)斷髮 (Ｃ)守法 (Ｄ)守時。 

   答案：(Ｄ) 

 41.政府為解決兩岸民間交流而衍生的問題，乃籌組了海峽交流基金會，協助處理兩岸事務。1990 年代，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  

    峽兩岸關係協會曾在何處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 

 (Ａ)臺北 (Ｂ)新加坡 (Ｃ)北京 (Ｄ)香港。 

   答案：(Ｂ) 

 42.為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推動海岸整合管理，民國 104 年通過海岸管理法，以促進海 

    岸地區的永續發展。請問：照片 2 中的海岸最可能位在臺灣的哪段海岸？ 



 
▲照片 2 

    (Ａ)北部 (Ｂ)西部 (Ｃ)南部 (Ｄ)東部。 

   答案：(Ｄ) 

 43.我國的人口政策受到出生率大幅下降的影響，而出現轉變，由早期的鼓勵節育轉為近年來的鼓勵生育。造成上述現象的主要 

    因素中，不包括下列何者？  

(Ａ)人口密度過高 (Ｂ)結婚年齡延後 (Ｃ)婦女就業率高 (Ｄ)不婚族群增加。 

   答案：(Ａ) 

 44.人們在工作、居住、生活的地方，我們稱為什麼？  

(Ａ)聚落 (Ｂ)市場 (Ｃ)戲院 (Ｄ)營區。 

   答案：(Ａ) 

 45.日治時期，總督府可以瓦解反抗勢力，且能確實掌握臺灣的戶口，奠定堅實的統治基礎，與下列何者有關？  

   (Ａ)臺灣民主國 (Ｂ)軍隊與壯丁團 (Ｃ)警察與軍隊 (Ｄ)警察與保甲制度。 

   答案：(Ｄ) 

 46.蔣經國時期，臺灣面對中共的和平統戰，採取「三不政策」加以回應。請問：「三不政策」的內容為何？  

(Ａ)不接觸、不通商、不妥協 (Ｂ)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Ｃ)不統一、不交流、不通話 (Ｄ)不通航、不通郵、不通商。 

   答案：(Ｂ) 

 47.職棒球員陳鏞基球衣背後的「MAYAW CIRU」便是他的傳統姓名。請問：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最有可能出現於臺灣的哪一個 

    時期？  

(Ａ) 1920 年代 (Ｂ) 1950 年代 (Ｃ) 1960 年代 (Ｄ) 1980  

   年代。 

   答案：(Ｄ) 

 48.2018 年臺南女中舉辦紀念丁窈窕活動，並將校園內的金龜樹更名為丁窈窕樹，以紀念已故校友丁窈窕。丁窈窕生於 1927 年 

   ，女中畢業後任職郵局，被誣陷為匪宣傳，1954 年被捕入獄，於獄中產女，1956 年處以死刑。請問：丁窈窕被捕時的時代 

   背景為何？  

 (Ａ)國共內戰期間 (Ｂ)白色恐怖時期 (Ｃ)解除戒嚴後 (Ｄ)政治民主化。 

   答案：(Ｂ) 

 49.二二八事件期間，國軍抵臺後進行了一連串的武力掃蕩，稱為「清鄉」。下列何者為當時「清鄉」工作的內容？  

   (Ａ)掃蕩反政府分子 (Ｂ)提倡節育 (Ｃ)預防傳染病 (Ｄ)清掃社區。 

   答案：(Ａ) 

 50.附圖為心儀找到爺爺中學時代站在學校門口繪製的人物像，從圖中的學校看來，當時爺爺就讀的 

 中學有何特色？ 

 
    (Ａ)是由日籍知識分子爭取而成立 (Ｂ)為了推動皇民化運動所設的學校  

    (Ｃ)為了教化原住民所設的國語講習所 (Ｄ)第一所專收臺人子弟的中學。 

   答案：(Ｄ) 

 51.以下為馥宥對班上同學宗教信仰訪談的記錄，根據內容判斷，以下哪一項敘述正確？ 

◎我信仰伊斯蘭教，我們會向聖地麥加進行膜拜。 

◎每到假日，我們都會到教會做禮拜，並依循聖經行事。 

◎虔誠的佛教徒是吃素、不殺生的，因此我們全家都吃素。 

    (Ａ)同一個社會內，不同的團體也可能出現文化差異  

    (Ｂ)宗教文化存在各個社會之中，但有高低優劣分別  

    (Ｃ)臺灣社會諸多宗教信仰裡，伊斯蘭教屬於主流文化  

    (Ｄ)每種宗教的戒律並不相同，這即顯示文化的普遍性。 

   答案：(Ａ) 

 52.附圖中的期刊是臺灣在 1950 年代檯面上可以聽到異議聲響的出版品，內容刊登的文章主要為檢討臺灣內部問題，及批評國  

   民黨政府政策弊病，因而引發當局不滿。請問：上述最後導致主辦雜誌的何人遭逮捕？ 



 
    (Ａ)雷震 (Ｂ)陳澄波 (Ｃ)陳儀 (Ｄ)陳誠。 

   答案：(Ａ) 

 53.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期間，為加強應變能力，明確規範政治運作，制定哪一法源授予總統緊急處分的權力？  

 (Ａ)《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Ｂ)《戒嚴令》 (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答案：(Ｃ) 

 54.《史記》紀載，漢孝文帝勤政愛民，在位時施行德政，發放糧食、生活必需品等救助弱勢人民，安定民心，其執政主要成就 

    便在於穩定漢初社會秩序，發展經濟，開創文景之治。由上述可知，為達到此一目的，何種政策的重要性？  

    (Ａ)國防外交 (Ｂ)教育文化 (Ｃ)社會安全 (Ｄ)國民經濟。 

   答案：(Ｃ) 

 55.子媛正在撰寫一篇論文，內容提及「富爸爸比較可能有富兒子，窮爸爸則有窮兒子。」請問：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子媛的論文 

    所探討的主題？ (Ａ)貧窮與家庭關係之探討 (Ｂ)貧窮與性別關係 之探討 (Ｃ)貧窮與種族關係之探討  

    (Ｄ)貧窮與工作關係之探討。 

   答案：(Ａ) 

 56.下列為是雯伊為公民課報告所做的訪談紀錄，依照內容所述，報告主題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表演者：「我和夥伴在街頭表演行動劇，是希望能用誇張方式說出對時事議題的不滿，激起民眾共鳴，形成輿論，促使政

府施政更能體恤民意。」 

    (Ａ)表演藝術的歷史 (Ｂ)多元文化的認同 (Ｃ)科技文明的變遷 (Ｄ)公共意見的表達。 

   答案：(Ｄ) 

 57.附圖是臺灣在甲、乙、丙、丁四個不同時期的產業人口結構圖。依據臺灣經濟發展的情形，其出現的先後順序是下列何者？ 

 
    (Ａ)甲乙丙丁 (Ｂ)乙丙丁甲 (Ｃ)丙丁甲乙 (Ｄ)丁甲丙乙。 

   答案：(Ｄ) 

 58.某基金會幫助一群身心障礙的孩子，早上由老師帶領從基隆郊外工廠搭車到臺北車頭叫賣，過程中製作、包裝與販賣是要訓 

    練他們肢體靈敏度，獲得人際自信，使他們可以勇敢面對社會自力更生，又幫助家庭經濟。請問：基金會老師的作法相對 

    於政府的措施作為，下列哪一選項較類似？  

 (Ａ)提供生活補助以保障經濟安全       (Ｂ)依其個別需求提供保健醫療服務  

 (Ｃ)提供特殊教育以維護其受教育之權益 (Ｄ)依其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提供職業訓練。 

   答案：(Ｄ) 

 59.附圖中父子的對話內容，可用來說明下列哪一種現象？ 

 
    (Ａ)角色衝突 (Ｂ)青少年次文化 (Ｃ)性別歧視 (Ｄ)文化制約性。 

   答案：(Ｂ) 

 60.阿欣完成了臺灣史報告，她將報告的關鍵詞設定為「報禁」、「美麗島事件」、「民主進步黨成立」等，依此推斷，該報告 

    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戒嚴時期的社會面貌 (Ｂ)日治時期的民主運動  

(Ｃ)韓戰時期的外交衝擊 (Ｄ)中日戰爭時期的國家政策。 

   答案：(Ａ) 

 61.美國記者 Diana 來臺灣進行採訪，希望能了解阿美族著名的豐年祭特色。請問：她應該前往下列何處採訪？  

   (Ａ)東部區域 (Ｂ)南部區域 (Ｃ)中部區域 (Ｄ)北部區域。 

   答案：(Ａ) 

 62.過去臺灣的主要經濟作物，北部為茶葉，南部為甘蔗，這些經濟作物的分布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Ａ)地形、土壤 (Ｂ)氣候、土壤 (Ｃ)地形、氣候 (Ｄ)氣候、水文。 

   答案：(Ｃ) 

 63.以下是作家陳之華在芬蘭教育：競爭力從何而來？一書中，與芬蘭友人的對話。根據內容所述，芬蘭的教育理念是希望在社 



   會中傳遞何種核心價值？ 

  「在妳去過那麼多學校，觀察這麼多不同城市鄉鎮後，有什麼結論嗎？」克麗絲汀娜問著。瞬間，我沉默了，半低著

頭，不禁露出淺淺的笑容說：「怎麼辦呢？怎麼都一樣？」她笑著回我說：「那是好事啊。」 

  我所說的一樣，是城鄉差距小的一樣。 

  我所說的一樣，是教育資源分享情形相同的一樣。 

  我所說的一樣，是各地校舍與建築品質優良狀況相同的一樣。 

  我所說的一樣，是學校與地方圖書館分布、藏書豐富、情形相似的一樣。 

  我所說的一樣，不論出生和家庭，絕對保障高水準基礎教育的一樣。 

  我所說的「一樣」，是不論在芬蘭的任何地區，學生都一樣有熱騰騰的營養午餐可吃、有一樣高水準的教科書可讀、

有一樣基本素質優良的教師、有相同的教學理念被完整執行，以及充足的課外讀物鼓舞著學生的心靈。 

    (Ａ)終身學習 (Ｂ)公平正義 (Ｃ)社會流動 (Ｄ)文化傳承。 

   答案：(Ｂ) 

 64.資料顯示：「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選舉，包括州、市會議員與街庄協議會員。這是臺灣住民初次擁有選舉權，投票率高達  

              96％。」其上述的時間背景為何？ 

(Ａ) 1870 年代 (Ｂ) 1900 年代 (Ｃ) 1930 年代 (Ｄ) 1950 年代。 

   答案：(Ｃ) 

 65.佐瑜和朋友分享一則心得，根據內容判斷，以下何項認知正確？ 

之前看了一部關於「療養機構」的紀錄片，導演藉由影片揭露弱勢病人和院方的困境，令人同情不已。 

    (Ａ)導演拍攝影片是在行使第三權 (Ｂ)紀錄片屬於一種公共意見表達  

   (Ｃ)媒體接近使用權受到政府限制 (Ｄ)紀錄片內容不須考證實際情況。 

   答案：(Ｂ) 

 66.下列四位同學對於「文化」的描述，何者正確？  

(Ａ)小芬：文化是透過先天遺傳的影響，代代相傳  

(Ｂ)小傑：所有的哺乳類動物都有屬於該生物的文化  

(Ｃ)小文：文化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專門指藝術、文學的部分  

(Ｄ)小蕙：文化是人類的生活方式，所以會受到環境的影響而有所不同。 

   答案：(Ｄ) 

 67.隨著產業活動的發展變遷，目前臺灣產品逐漸走向品牌創新，如正新輪胎及趨勢科技便聞名世界。請問：此發展方向的最主 

   要用意為下列何者？ (Ａ)降低生產成本 (Ｂ)減少廣告費用 (Ｃ)提高產品利潤 (Ｄ)增加就業機會。 

   答案：(Ｃ) 

 68.全球的人口成長與各地人口的自然增加率關係最大。請問：影響自然增加率的人口因素為何？  

 (Ａ)出生、死亡 (Ｂ)移入、移出 (Ｃ)經濟、交通 (Ｄ)政治、宗教。 

   答案：(Ａ) 

 69.某篇論文提到，這項國際反共條約，「簽訂於 1954 年，主體條約共十條。該條約將承認條約國雙方對於臺灣、澎湖島及美 

    國管理下的西太平洋諸島安全保障是利害一致的，以求防止侵略，維護和平。」請問：此項條約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馬關條約 (Ｂ)臺灣關係法 (Ｃ)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答案：(Ｃ) 

 70.臺灣總督府為了獲取臺灣山林資源，但又受限於原住民不服管教，所以最後制定下列哪一項政策，試圖使原住民歸順臣服？    

  (Ａ)警察制度 (Ｂ)五年理蕃計畫 (Ｃ)皇民化運動 (Ｄ)日臺合一政策。 

   答案：(Ｂ) 

 71.2019 年 6 月《石虎保育條例》送苗栗縣議會審核失敗，原因是議員們對於保護區是否損害縣民利益存有疑慮。動保團體表 

   示，就算部分山林畫為保護區，也不會影響地主權益。請問：上述事件反映一個社會經濟起飛下的何種問題？  

   (Ａ)勞工 (Ｂ)生態 (Ｃ)文化 (Ｄ)政治。 

   答案：(Ｂ) 

 72.政府遷臺初期，臺灣海峽兩岸形成緊張的武力對抗形勢，軍事衝突也時常發生，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島嶼。下列  

    哪一個地方更是當時兩岸軍事衝突頻繁之地？  

   (Ａ)金門 (Ｂ)海南島 (Ｃ)澎湖 (Ｄ)崇明島。 

   答案：(Ａ) 

 73.附圖為 1896 年日本國會所發布的某項法律，此一法律的頒布對日治時期的臺灣造成何種影響？ 

 
    (Ａ)臺灣正式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Ｂ)結束臺人的武裝抗日行動  

    (Ｃ)總督府統治原住民的政策開始改變 (Ｄ)形成總督專制的統治體制。 

   答案：(Ｄ) 

 74.兩岸分治後，雙方一直處於對立的情況，1993 年，中華民國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曾與中國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舉行 

    世人矚目的「辜汪會談」。請問：當時臺灣面臨兩岸問題所採取的外交對策為何？  

(Ａ)兩岸分治後，中共始終不放棄以武力犯臺，在美國介入調停下展開兩岸談判  

(Ｂ)不堅持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強調兩岸是分裂分治的政治狀態  



(Ｃ)退出聯合國後，為了穩定國內局勢，維護邦交國的友誼，採取鞏固外交措施  

(Ｄ)以經濟實力，做為外交工作的後盾，提供中國大陸工業、經貿等發展的經驗。 

   答案：(Ｂ) 

 75.小健與小郡在圖書館看書，因為討論的聲音太大而引起旁人的注目。請問：他們的行為可能會受到何種懲罰？  

   (甲)自我良心的譴責(乙)社會輿論的壓力(丙)被神明教訓(丁)收到罰單  

(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乙丁。 

   答案：(Ａ) 

 76.(甲)嘉南大圳；(乙)西部縱貫鐵路；(丙)熱蘭遮城；(丁)日月潭發電所。上述的建設與完成和日本相關的有哪些？  

    (Ａ)甲丙丁 (Ｂ)甲乙丙 (Ｃ)乙丙丁 (Ｄ)甲乙丁。 

   答案：(Ｄ) 

 77.日本接收臺灣展開殖民統治初期，臺灣人民的抗日行動始終沒有間斷，其抗日型態的演變為何？  

(Ａ)始終以武裝抗爭方式進行 (Ｂ)從武裝抗日轉為政治、社會抗爭  

(Ｃ)從政治、社會運動抗爭，轉為假借宗教信仰進行抗爭(Ｄ)從政治、文化的抗爭轉為武裝抗日。 

   答案：(Ｂ) 

 78.華人向來認為「４」是不吉利的數字，車牌及手機號碼都會避開「４」。上述觀念是受到下列哪種社會規範的影響？  

   (Ａ)風俗習慣 (Ｂ)法律規定 (Ｃ)宗教信仰 (Ｄ)倫理道德。 

   答案：(Ａ) 

 79.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對農業經營的衝擊很大，為因應此狀況，未來最適合的農業發展方向為何？ 

(Ａ)粗放經營以降低成本 (Ｂ)設法開闢山林，增加耕地面積  

(Ｃ)建立品牌及行銷，提升農產品的價值 (Ｄ)推廣農業機械化，以增加農產。 

   答案：(Ｃ) 

 80.宜蘭屬於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有豐富的人文與自然資源，配合悠閒慢活的生活步調，觀光業興盛。宜蘭冬山鄉的伯朗大道 

   ，整片綠色稻田也成為新興景點，不過卻有遊客闖進田裡拍照而踩壞稻子，不僅破壞美景，遊客離開後，踩壞的稻子損失農 

   民得自己負擔，行徑相當誇張。 

請問：遊客不聽勸阻，闖進田裡拍照而踩壞稻子，違反哪項社會規範？  

 (Ａ)風俗習慣 (Ｂ)倫理道德 (Ｃ)法律規範 (Ｄ)宗教信仰。 

   答案：(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