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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 第一學期 國一 社會科 補考題庫 

1.  (   )附圖為某島嶼周圍海域的等深線示

意圖，根據圖中資料加以判斷，哪一

個地區出現沙岸的機會較大？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答案：(Ｄ) 

解析：等深線是指海水面以下深度，如－100 

m 代表水深 100 m。通常沙岸地形的海

水深度較淺，故由此判斷出丁地出現沙

岸機會較大。 

2.  (   )近年來科學家研發太陽能電池，將

太陽能轉為電能，不過太陽能電池需

要夠長的日照，才能持續發電。若就

上文所描述，下列何地較適合發展「

太陽能發電」？ (Ａ)宜蘭 (Ｂ)臺

北 (Ｃ)桃園 (Ｄ)澎湖。 

答案：(Ｄ) 

解析：澎湖雨日少，晴日多，故適合發展「太

陽能發電」。 

3.  (   )附圖為臺灣養殖漁業重鎮的相關資

料。根據圖中地區判斷，當地有利發

展的條件為下列何者？ 

 
(Ａ)水淺多潟湖海灘 (Ｂ)水深魚群資源多 

(Ｃ)淺水礁岩少汙染 (Ｄ)海岸平直易開闢。 

答案：(Ａ) 

解析：圖中主要分布縣市皆位於臺灣西南部，

屬沙岸。 

4. (   )小名故鄉為一處海邊的小港口，漲潮

時河水都會倒灌，帶來水患。近年來

因為港邊的淤泥愈來愈多，船隻都不

能行駛到港邊，形成一幅滄海桑田的

景象。請問：他的故鄉最可能位於臺

灣的何處海邊？ (Ａ)嘉義 (Ｂ)花

蓮 (Ｃ)臺東 (Ｄ)臺北。 

答案：(Ａ) 

解析：由「港邊的淤泥愈來愈多」可知受到河

川堆積作用影響，故應為臺灣西部沙岸

地區。 

5.  (   )附圖是一張未標示方向的簡易地圖

，路名如圖所示，圖中的十字路口有

甲、乙、丙、丁四個公車站，所有的

公車皆靠右直行，已知阿虎坐公車向

東行，在青松路甲公車站處下車，他

打算到梅花路的北端去拜訪朋友。請

問：阿虎要到哪一公車站轉車才正確

？［92.第一次基測］ 

 

(Ａ)甲站 (Ｂ)乙站 (Ｃ)丙站 (Ｄ)丁站。 

答案：(Ｄ) 

解析：已知阿虎坐公車向東行，故圖之下方為

東，上方為西，左方為南，右方為北。

丁站旁的路上箭頭指向北方（圖之右方

），故在此轉車。 

6.  (   )附圖為某河川各月分流量變化的統

計圖，由圖中資料判斷，下列有關此

河川的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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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該河川的上游水土保持不佳 (Ｂ)該河川

的集水區雨季集中 (Ｃ)該河川的流域坡度陡

峭 (Ｄ)該河川上游的分水嶺呈東西走向。 

答案：(Ｂ) 

解析：此為整年的統計資料，因此僅可呈現出

集水區水源的分布時間。至於水土保持

及流域坡度、分水嶺走向，則無法由圖

中直接判斷。 

7.  (   )「看見臺灣」紀錄片中發現美麗的

山麓遭到大規模的破壞，一塊塊光禿

的山頭不僅破壞景觀，更造成水土流

失導致河川沿岸水庫的淤沙嚴重。請

問：這種現象和下列何種問題的關係

最大？ (Ａ)河川洪枯變化 (Ｂ)海

岸地層下陷 (Ｃ)沿海海岸後退 (

Ｄ)土壤鹽化嚴重。 

答案：(Ｃ) 

解析：地表破壞導致土石沖刷進入水庫，造成

水庫泥沙淤積，因此下游河川含沙量少

，容易造成海岸線侵蝕後退的現象。 

8.  (   )附圖為東亞地區某時期的氣壓圖，

請試由圖中資料判斷，下列何者敘述

正確？ 

 
(Ａ)中國為高氣壓中心 (Ｂ)陸地氣溫較海上

低 (Ｃ)盛行海風水氣較豐沛 (Ｄ)上海附近

空氣上升氣壓高。 

答案：(Ｃ) 

解析：中國為低氣壓；低氣壓地區溫度較高；

上海附近為高氣壓中心因此空氣下沉。 

9.  (   )李大伯的旅遊日記寫著：「到了這

裡下遊覽車後，映入眼中的是一望無

際的平坦開闊天地。然而稀薄的空氣

及寒冷氣候，卻讓身體感到略為不適

。」請問：此時李大伯所到的地點可

能是下列哪一種地形區？ (Ａ)高山 

(Ｂ)高原 (Ｃ)平原 (Ｄ)台地。 

答案：(Ｂ) 

解析：地勢高的地區因為氣壓低故空氣較稀薄

，這種高而平坦的地形屬於高原。 

10.  (   )流域分布反映出當地的地勢環境與

氣候特性，附圖為某地區的河川流域

分布圖，請依據圖中內容判斷，甲、

乙、丙、丁四個地點的高度，表中哪

項資訊最符合？ 

 

 

單位：

公尺 
(Ａ) (Ｂ) (Ｃ) (Ｄ) 

甲 650 110 50 980 

乙 490 1,050 800 720 

丙 380 1,500 1,240 654 

丁 610 482 1,590 440 

答案：(Ｂ) 

解析：圖中丙點為兩條河川的分水嶺，因此高

度最高。 

11.  (   )太陽照射的角度會影響地球各地氣

溫的高低，在夏至時，附圖中哪一個

地區的太陽入射角度最大？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答案：(Ｂ) 

解析：因為地軸傾斜，因此太陽直射地點會隨

季節移動。夏至時太陽直射北回歸線，

照射角近似垂直。 

12.  (   )附圖為某河川流域範圍的等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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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資料判斷，下列哪一點位於

境內主要河川的分水嶺上？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答案：(Ｂ) 

解析：圖中的乙地等高線 V 字型尖端指向較低

處，則為山脊地形，因此乙處所在的山

嶺為主要分水嶺。 

13.  (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

各國擁有在其經濟海域內資源的使用

權。臺灣因四面環海，島嶼眾多，擁

有廣大的經濟海域，但因與鄰近國家

的經濟海域重疊，經常有漁業上的糾

紛。上文所述的鄰近國家不包含下列

何者？﹝104.會考﹞ (Ａ)中國 (Ｂ

)日本 (Ｃ)南韓 (Ｄ)菲律賓。 

答案：(Ｃ) 

解析：臺灣與中、日、菲國，分別在臺灣海峽

、東海、巴士海峽上有經濟海域（範圍

：領海基線向外推移 200 浬）重疊，漁

業糾紛時有所聞。 

14.  (   )某四個地區的氣候圖如下，在不考

慮地形條件下，請根據氣溫來判斷，

哪一個地區的緯度最高？ (Ａ

)  (Ｂ

)  (Ｃ

)  (Ｄ

)  

答案：(Ｃ) 

解析：一月月均溫愈低，緯度愈高。 

15.  (   )依據附圖的等高線判斷，圖上甲、

乙、丙、丁四條河流中，哪條河川的

上游最有可能出現急流瀑布景觀？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答案：(Ｂ) 

解析：瀑布是坡度很陡的地方容易出現的景觀

，而等高線愈密，表示坡度愈陡。 

16.  (   )某年，日本東北地區受到地震及海

嘯的影響，造成相當嚴重的輻射危機

。若此時盛行西風，則附圖中哪一個

地區受到的威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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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東經 120 度、北緯 40 度 (Ｂ)西經 160 

度、北緯 40 度 (Ｃ)東經 150 度、南緯 20 度 

(Ｄ)東經 160 度、北緯 40 度。 

答案：(Ｄ) 

解析：日本位於東半球、北半球，因此盛行西

風時，風吹向東方，故以(Ｄ)受到的威

脅最大。 

17.  (   )「臺灣先民早期自大陸渡海來臺，

除需面對黑水溝（臺灣海峽）的變化

無常外，亦要抵抗來自北方海盜的襲

擊。」當時的船隻是依賴風力而行，

據此來判斷，哪一季節海盜可能最猖

獗？［90.第一次基測］ (Ａ)春 (

Ｂ)夏 (Ｃ)秋 (Ｄ)冬。 

答案：(Ｄ) 

解析：臺灣冬季盛行東北季風，有利於當時來

自北方的船隻航行。 

18.  (   )地理課時，老師請四位同學上臺介

紹美麗的寶島臺灣，其中哪一位同學

的敘述有誤？ (Ａ) 

 (Ｂ) 

 (Ｃ) 

 (Ｄ) 

 

答案：(Ｃ) 

解析：臺灣的主要地形中不包括高原地形。 

19.  (   )臺灣的物種相當豐富，成為重要的

基因寶庫，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來此

研究。如我國陸地面積的物種數量為

全球平均值的 150 倍，而海洋物種的

數量更是全球平均值的 361 倍。上述

臺灣具備的這種特色，和下列何者關

係最為密切？ 

選項 特色 

甲 地處海陸交會之處 

乙 島嶼形狀南北狹長 

丙 地勢起伏落差很大 

丁 東亞島弧南方起點 
  

(Ａ)甲乙 (Ｂ)丙丁 (Ｃ)甲丙 (Ｄ)乙丁。 

答案：(Ｃ) 

解析：臺灣位於海陸交會處，再加上地勢起伏

落差大，因此物種資源相當豐富。 

20.  (   )彥文計畫到南極洲探險，路線是由

附圖中的甲點出發，直線前進經乙點

至丙點。根據附圖經緯座標系統判斷

，下列對他前進方向的敘述，何者正

確？［102.基測］ 

 

(Ａ)從甲點至乙點為向南前進 (Ｂ)從甲點至

乙點為向東前進 (Ｃ)從乙點至丙點為向南前

進 (Ｄ)從乙點至丙點為向東前進。 

答案：(Ａ) 

解析：乙點為南極點，故從甲點至乙點為向南

前進；從乙點至丙點為向北前進。 

21.  (   )位於極圈附近的格陵蘭島是丹麥的

屬地，也是世界第一大島。附圖為該

島嶼以兩種不同比例尺所繪製的簡圖

。請問：下列有關這兩張地圖的敘述

中，何者最為正確？ 

 

(Ａ)甲圖縮小程度較大 (Ｂ)甲圖繪製範圍較

廣 (Ｃ)乙圖比例尺較小 (Ｄ)乙圖繪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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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 

答案：(Ｃ) 

解析：在同樣範圍的情況下，小比例尺所繪製

出來的地圖較小。 

22.  (   )附圖為某沿海地區的住家分布。某

日，因外海發生強烈的海底地震，當

地政府對沿海地區發布海嘯警報，根

據預測，海嘯將侵襲海拔 10 公尺以

下的地區，因此政府強制撤離此海拔

以下的居民，則圖中有幾戶居民會被

強制撤離？［102.試辦會考］ 

 

(Ａ) 3 (Ｂ) 4 (Ｃ) 5 (Ｄ) 6。 

答案：(Ｂ) 

解析：此題由等高線來判斷，海嘯會侵襲海拔 

10 公尺以下的地區，故在等高線 10 公

尺以下的 4 個點皆為低於 10 公尺的低

漥地，除了 1 個在 3 個同心圓內的點，

此點大於 15 公尺，故此題有 4 戶會被

強制撤離。 

23.  (   )臺灣南部河川遭到汙染的程度，往

往比北部來得嚴重，其汙染物留滯在

河床的原因和南部河川的哪一種特性

最有關係？［92.第二次基測］ (Ａ)

流量變化較大 (Ｂ)河流長度較長 

(Ｃ)流域面積較廣 (Ｄ)河流坡度較

陡。 

答案：(Ａ) 

解析：臺灣南部降水的時間分配極不均勻，雨

季時集流迅速，乾季時流量枯少。 

24.  (   )下列哪一種現象最能表現臺灣本島

是一個在地質年代上很年輕的島嶼？ 

(Ａ)脊梁山脈偏於東部 (Ｂ)丘陵及

台地南北綿延於西部 (Ｃ)海岸線平

直，缺少天然良港 (Ｄ)地勢起伏大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峰林立。 

答案：(Ｄ) 

解析：「地質年代年輕」是指在地球發育形成

的過程中，臺灣地形出現的時間較晚。 

25.  (   )請由附圖判斷，假設南回歸線通過

臺灣，此時臺北市的溫度會有什麼變

化？ 

 

(Ａ)變冷 (Ｂ)變熱 (Ｃ)不變 (Ｄ)無法判

斷。 

答案：(Ｂ) 

解析：由副熱帶變為熱帶，故溫度變熱。 

26.  (   )「旅行，就從地圖開始。首先找一

張世界地圖，看看所要到的地方，先

找到它的(甲)經度，了解目的地和臺

灣的時差，再看(乙)緯度，初步推測

當地的氣候特色。接著閱讀(丙)小比

例尺的街道圖，如果地圖中找不到方

位，則以地圖的(丁)上方表示北方。

最後以車站為中心，依據預定的旅遊

時間，畫定一個區域，選擇旅遊景點

。」上列敘述中畫線部分，正確的是

下列何者？ (Ａ)甲乙丙 (Ｂ)甲丙

丁 (Ｃ)乙丙丁 (Ｄ)甲乙丁。 

答案：(Ｄ) 

解析：(丙)大比例尺。 

27.  (   )附圖為南半球的示意圖，若依圖中

經緯度判斷，乙地位於甲地的哪一方

向？ 

 

(Ａ)東方 (Ｂ)西方 (Ｃ)南方 (Ｄ)北方。 

答案：(Ｄ) 

解析：甲地位於南極，南緯 90°，因此各地皆

位於其北方。 

1. (   )附表是荷蘭統治臺灣時期，對原住民



 6 

傳教成果的統計。由表中內容，我們

可以讀出下列哪一項訊息？［96.第二

次基測］ 

社名 
人口數 

（人） 

受洗者 

（人） 

新港社 1,047 1,047 

蕭壠社 2,600 282 

目加溜灣社 1,000 261 

麻豆社 3,000 215 

大目降社 1,000 209 
  

(Ａ)新港社原住民的宗教信仰改變最小 (Ｂ)

荷蘭人使用武力脅迫人民改變信仰 (Ｃ)各原

住民社群皆有人接受新的宗教 (Ｄ)原住民社

群受洗者的人數日漸降低。 

答案：(Ｃ) 

解析：由表中可得知各社的原住民皆有受洗者

。 

2.  (   )清康熙時期將臺灣的行政區分為一

府三縣，從當時行政區畫分的情況來

看，顯示出哪一歷史現象？ (Ａ)行

政區域的畫分主要集中在東部與北部 

(Ｂ)將臺灣府設於打狗一帶，乃是為

了向東南亞發展 (Ｃ)規畫的行政區

域皆在西部，並未擴及東部地區 (

Ｄ)此行政區域的畫分已擴及至全島

。 

答案：(Ｃ) 

解析：(Ｃ)由一府三縣皆位於西部可知。 

3.  (   )在《全臺詩》中收入了一首詩：「

開闢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

田橫尚有三千客，茹苦間關不忍離。

」由內容推斷，寫下此首詩的歷史人

物是何人？ (Ａ)鄭芝龍 (Ｂ)鄭成

功 (Ｃ)鄭經 (Ｄ)施琅。 

答案：(Ｂ) 

解析：由詩中的「逐荷夷」可知為攻打荷蘭人

、迫使其退出臺灣的鄭成功。 

4.  (   )附表是臺灣三個不同時期對外貿易

的主要進出口貨物，依所處時代先後

順序排列應是下列何者？ 

時代 出口商品 進口商品 

甲 稻米、蔗糖 
藥材、紡織品 

（衣物） 

乙 糖、樟腦、茶 紡織品、鴉片 

丙 蔗糖、鹿皮 軍用物資、布料 

(Ａ)乙丙甲 (Ｂ)乙甲丙 (Ｃ)丙甲乙 (Ｄ)

丙乙甲。 

答案：(Ｃ) 

解析：(甲)清帝國早期；(乙)開港通商後；(

丙)鄭氏治臺時期。 

5.  (   )下列四位同學正在討論南島語族分

布的四個極點。其中哪一位同學的說

法錯誤？ 

甲生：最東端為夏威夷。 

乙生：最西端為馬達加斯加島。 

丙生：最北端為臺灣。 

丁生：最南端為紐西蘭。 

(Ａ)甲生 (Ｂ)乙生 (Ｃ)丙生 (Ｄ)丁生。 

答案：(Ａ) 

解析：(Ａ)最東端為復活節島。 

6.  (   )臺灣的史前遺址中，若就遺址分布

的地點而言，下列哪一組的地點最接

近？ (Ａ)長濱文化、大坌坑文化 

(Ｂ)長濱文化、圓山文化 (Ｃ)大坌

坑文化、十三行文化 (Ｄ)卑南文化

、十三行文化。 

答案：(Ｃ) 

解析：(Ｃ)皆位在臺灣北部。 

7.  (   )荷蘭人被逐出臺灣後，轉而與清政

府合作，共同對付鄭氏政權。而哪一

個國家與荷蘭在東南亞的貿易處於競

爭狀態，因此選擇與鄭氏建立經濟合

作關係，簽訂通商協議？ (Ａ)葡萄

牙 (Ｂ)法國 (Ｃ)英國 (Ｄ)西班

牙。 

答案：(Ｃ) 

解析：除了中國、日本與南洋之外，英國當時

也是鄭氏貿易的對象。 

8.  (   )小志跟同學去參觀臺灣史前文化博

物館，看到先民使用過的陶罐、鐵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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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骨製的矛與魚鉤等器具。請問：他

們參觀的博物館應該是以展出哪一個

史前文化為主題？ (Ａ)圓山文化 

(Ｂ)長濱文化 (Ｃ)十三行文化 (

Ｄ)大坌坑文化。 

答案：(Ｃ) 

解析：有鐵刀等器物應是金屬器時代。 

9.  (   )某臺灣史書籍中提到：「1636 年，

在傳教士尤紐斯召集下，安平以北十

五社及以南十三社的代表集合向普特

曼表示服從。」普特曼應是何國派在

臺灣的長官？ (Ａ)西班牙 (Ｂ)荷

蘭 (Ｃ)日本 (Ｄ)葡萄牙。 

答案：(Ｂ) 

解析：從文中的「安平」來判斷為荷蘭。 

10.  (   )清帝國早期，有「一府二鹿三艋舺

」的說法，其代表的歷史意義為何？ 

(Ａ)臺灣農業興盛，因此產生三大農

業都市 (Ｂ)此三大都市的繁榮乃在

於外國洋行聚集的緣故 (Ｃ)此三大

都市屬於港口型城市，說明當時商業

興盛的情況 (Ｄ)此三大都市是以由

北而南的地理位置排列而來。 

答案：(Ｃ) 

解析：(Ａ)港口都市；(Ｂ)港口的開放；(Ｄ)

由南而北。 

11.  (   )清帝國初期，臺灣民變迭起，動亂

頻仍。學者估計，大大小小的抗官民

變事件共計有 116 次之多。附圖為乾

隆年間規模較大的某次民變，這是指

哪一事件？ 

 

(Ａ)郭懷一事件 (Ｂ)朱一貴事件 (Ｃ)林爽

文事件 (Ｄ)戴潮春事件。 

答案：(Ｃ) 

解析：乾隆 51 年，林爽文率軍反抗官府，清

廷派軍入臺，於大里杙（今臺中市大里

區）擊潰林爽文的部隊。 

12.  (   )清帝國統治前期，臺灣經常發生分

類械鬥的原因有哪些？(甲)祖籍不同

；(乙)語言差異；(丙)生存空間的競

爭；(丁)官逼民反 (Ａ)甲丙丁 (

Ｂ)甲乙丙 (Ｃ)甲乙丁 (Ｄ)乙丙

丁。 

答案：(Ｂ) 

解析：(丁)械鬥為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爭鬥，與

官無關。 

13.  (   )上歷史課時，老師要同學分組演出

新石器時代大坌坑文化的生活劇。請

問：劇情中應該會出現下列哪一種生

活方式？ (Ａ)人們過著茹毛飲血，

只能生吃食物的原始方式 (Ｂ)利用

冶鐵工作坊，打煉獵殺動物的鐵器 

(Ｃ)拿著磨製的石鋤，準備整地耕種 

(Ｄ)佩戴瑪腦珠飾，展現他們的審美

觀念。 

答案：(Ｃ) 

解析：(Ａ)舊石器時代以前；(Ｂ)(Ｄ)金屬器

時代。 

14.  (   )小葦為了做鄉野調查，拍攝村子內

一座廟宇，如附圖。據說這座廟宇是

在清帝國時興建，歷史悠久，為此地

居民的信仰中心。由此可知，小葦拍

攝的村子有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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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該地過去為潮州人聚居之處 (Ｂ)械鬥頻

繁，建此廟宇祭祀無主孤魂 (Ｃ)祭祀者為有

血緣關係的同姓者 (Ｄ)原為海邊漁村，今則

已成商港。 

答案：(Ａ) 

解析：潮州人多信仰「三山國王」。 

15.  (   )《熱蘭遮城日誌》為荷蘭聯合東印

度公司派駐臺灣長官所寫的日記，目

前留存在荷蘭國家總檔案館，是 17 

世紀臺灣史的珍貴史料之一。請問：

在《熱蘭遮城日誌》中可能會記載下

列哪一事件？ (Ａ)進攻臺灣北部，

傳播天主教 (Ｂ)荷蘭人從澎湖移往

臺灣發展的過程 (Ｃ)占領中國的澳

門 (Ｄ)明朝實行海禁政策，禁止人

民出海。 

答案：(Ｂ) 

解析：(Ａ)西班牙；(Ｃ)葡萄牙；(Ｄ) 14 世

紀後期。 

16.  (   )有位傳教士在回憶錄提到以下內容

。請問：此回憶錄最有可能出自哪位

傳教士？ 

(一)在兩國開戰前，我從香港想回臺灣，

卻被當成是德國間諜，只好去見法軍

司令才被允許回臺上岸。回臺後，英

國領事還給我一份證明說我是英國人

。 

(二)戰事逼近我在淡水的教堂時，曾醫治

受傷的清軍與法軍，劉銘傳大人還獎

勵我，並賠給我在戰火中受損的教產

。 

(Ａ)馬雅各 (Ｂ)馬偕 (Ｃ)沈有容 (Ｄ)沈

光文。 

答案：(Ｂ) 

解析：題幹所指應為清法戰爭，波及北臺灣，

為馬偕的傳教範圍。 

17.  (   )附圖的四張卡片分別代表清朝曾對

臺灣採取的統治措施，若依這些措施

最早在臺施行的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下列何者正確？［108.會考］ 

 

(Ａ)甲→丁→乙→丙 (Ｂ)乙→甲→丙→丁 

(Ｃ)丙→乙→丁→甲 (Ｄ)丁→丙→甲→乙。 

答案：(Ｃ) 

解析：甲─ 1885 年，受清法戰爭影響，清廷

宣布臺灣建省；乙─ 1858 年，因英法

聯軍清軍戰敗，臺灣開港通商；丙─清

帝國早期，為避免衝突，清廷實施畫界

封山；丁─ 1874 年，因應牡丹社事件

，沈葆楨在臺推動開山撫番；因此順序

為丙→乙→丁→甲。 

18.  (   )附圖是關於某位與臺灣有密切關係

的歷史人物評論。請問：此位歷史人

物是何人？ 

 

(Ａ)鄭成功 (Ｂ)施琅 (Ｃ)鄭芝龍 (Ｄ)鄭

克塽。 

答案：(Ｂ) 

解析：施琅曾協助異族的清廷打敗漢人政權，

但也是將臺灣收為版圖，使領土得以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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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功臣。 

19.  (   )附圖描繪的是清帝國時期平埔族的

風情，圖中受教育的皆平埔族的孩童

，並穿著漢人服飾。請問：由圖可判

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該場所為官方設立的書院 (Ｂ)平埔族逐

漸受到漢人文化影響 (Ｃ)圖中的場所主要位

於東部深山 (Ｄ)男童與教師交談皆用平埔族

語。 

答案：(Ｂ) 

解析：(Ａ)社學；(Ｃ)平埔族多分布於西部、

東北部平原、丘陵；(Ｄ)交談應為漢語

。 

20.  (   )西元 1888 年的政府通告說：計畫於

臺北府城設局開辦郵政事務，並准許

商人平民照章買票，附遞信件。請問

：這個通告的歷史背景為何？ (Ａ)

臺灣開港後，英國人計畫在臺灣設立

郵局 (Ｂ)劉銘傳來臺擔任巡撫，創

辦郵局等新政 (Ｃ)日本占領臺灣之

後，首度將新式郵局制度引進臺灣 

(Ｄ)沈葆楨來臺建設時，致力推動郵

政制度，改善臺灣通訊。 

答案：(Ｂ) 

解析：劉銘傳來臺建設時，在臺北設立「郵政

總局」。 

21.  (   )下列有關清帝國初期臺灣的敘述，

何者正確？ (Ａ)對臺灣的政策，禁

止渡臺人民攜眷 (Ｂ)清嘉慶年間，

在今臺灣中部增設彰化縣 (Ｃ)清乾

隆年間，在今宜蘭增設噶瑪蘭廳 (

Ｄ)康熙年間，平定臺灣，置臺灣、

臺北兩府，隸屬於福建省。 

答案：(Ａ) 

解析：(Ｂ)雍正年間；(Ｃ)嘉慶年間；(Ｄ)僅

設臺灣府，隸屬於福建省。 

22.  (   )上歷史課的時候，師生共同討論臺

灣長濱文化，學生各自表達自己的看

法。甲生說：「長濱文化是新石器時

代的文化類型。」乙生說：「長濱文

化以農業為主要維生方式。」丙生說

：「從長濱遺址中可以發現當時人類

有食用貝類的現象。」丁生說：「長

濱文化是臺灣最早的史前遺址。」以

上哪一位學生正確？ (Ａ)甲生 (

Ｂ)乙生 (Ｃ)丙生 (Ｄ)丁生。 

答案：(Ｄ) 

解析：應改為甲：舊石器時代，乙：採集、漁

獵，丙：圓山文化。 

23.  (   )清代文人筆記中記載了一段臺灣平

埔族人的觀感：「紅毛強，犯之無噍

類，鄭氏來，紅毛畏之逃去，今鄭氏

又為皇帝剿滅，盡為臣虜，皇帝真天

威矣。」原住民口中的皇帝和代天行

威的人物分別為何者？ (Ａ)順治皇

帝、鄭成功 (Ｂ)康熙皇帝、施琅 

(Ｃ)康熙皇帝、吳三桂 (Ｄ)萬曆皇

帝、沈有容。 

答案：(Ｂ) 

解析：康熙皇帝派施琅擊敗鄭氏政權。 

24.  (   )附圖是 17 世紀某家貿易公司的旗幟

，此家貿易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壟

斷東方貿易，並與臺灣歷史息息相關

。請問：此旗應該會在下列何地出現

？ 

 

(Ａ)臺灣中部 (Ｂ)臺灣南部 (Ｃ)臺灣北部 

(Ｄ)臺灣東部。 

答案：(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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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此旗幟上的符號屬於荷蘭聯合東印度公

司，占領臺南為臺灣南部。 

25.  (   )下列哪一機構對 17 世紀臺灣的糖業

發展極具貢獻，並主導當時臺灣的進

出口貿易？ (Ａ)英國聯合東印度公

司 (Ｂ)西班牙聯合東印度公司 (

Ｃ)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Ｄ)日本

聯合東印度公司。 

答案：(Ｃ) 

解析：荷蘭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設立聯合

東印度公司的亞洲總部，負責在臺進出

口的貿易事宜。 

26.  (   )附圖是某時期臺灣貿易進出口值統

計圖表，當時臺灣的茶、糖、樟腦成

為貿易輸出的主要物品，且臺灣是國

際經濟體系中的一環。請問：造成附

圖中這段時期臺灣貿易轉為出超的主

要原因為何？ 

 

(Ａ)臺灣建省後，經濟發展蒸蒸日上 (Ｂ)臺

灣正式開港通商 (Ｃ)劉銘傳整頓財政 (Ｄ)

臺灣產物被迫全部運往中國。 

答案：(Ｂ) 

解析：安平、打狗、雞籠、淡水開港，使臺灣

納入世界貿易體系。 

27.  (   )劉銘傳在臺灣現代化建設中，以交

通建設的影響最大。請問：當時所推

動的交通建設有哪些？(甲)興建臺北

到基隆的鐵路；(乙)設立郵政總局；

(丙)築北、中、南三條通往後山的道

路；(丁)架設電報線；(戊)購置輪船 

(Ａ)甲乙丁戊 (Ｂ)甲丙丁戊 (Ｃ)

乙丙丁戊 (Ｄ)甲乙丙丁。 

答案：(Ａ) 

解析：(丙)為沈葆楨的建設。 

1. (   )附表為快樂國政府對家庭類型的統計

表（2016～2019 年），由該統計表所

顯示的趨勢來看，面對某種家庭類型

的比例不斷升高所帶來的問題，快樂

國政府應提出下列何項對策，較有助

於解決該項問題？ 

 
小家

庭 

折衷

家庭 

頂客

家庭 

單親

家庭 

新住

民家

庭 

其他 

2016 38％ 33％ 20％ 5％ 2％ 2％ 

2017 34％ 32％ 24％ 6％ 3％ 1％ 

2018 35％ 31％ 27％ 4％ 2％ 1％ 

2019 30％ 29％ 32％ 6％ 2％ 1％ 

(Ａ)長者交通接送服務 (Ｂ)托育費用補助 

(Ｃ)婚前教育課程 (Ｄ)提供家庭暴力事件服

務。 

答案：(Ｂ) 

解析：頂客家庭的比例持續升高，其問題為夫

妻不願或無生育，而造成少子化，因此

政府提供幼兒福利，可鼓勵不生育者孕

育下一代。 

2.  (   )在校園生活中，要維護自己的權利

，也應尊重他人的權利。下列關於「

權利」的情境敘述，何者正確？ (

Ａ)胖虎上課時大力搖晃椅子，違反

同學的身體自主權 (Ｂ)小夫未經大

雄同意，借走用具，違反大雄的受教

育權 (Ｃ)小杉衝突時用言語辱罵靜

香，違反靜香的學習權利 (Ｄ)小新

依據吉永老師的課程安排，學習知識

，屬於受教育權。 

答案：(Ｄ) 

解析：(Ａ)學習權與受教育權(Ｂ)(Ｃ)人格發

展權。 

3.  (   )主持人將以下讀書會資料發給成員

，依照內容判斷，今天要探討的議題

應與何者最相關？ 

◎學校體罰學生 

◎黑奴被當成商品販賣 

◎公司要求懷孕女性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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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法律的制定與適用 (Ｂ)學校教育的影響

力 (Ｃ)工業化的生產方式 (Ｄ)保障人權的

重要性。 

答案：(Ｄ) 

解析：資料內容是人權受侵害的舉例，因此可

推論議題應與保障人權最相關。 

4.  (   )每個國家都有制定法律來認定人民

如何取得該國國籍，附表為「血統規

則」與「出生地規則」的比較，其中

何者說明正確？ 

選項 血統規則 出生地規則 

甲 

一個人只要出生於

該國的領土內，就

獲得該國國籍 

子女出生後，即獲

得父母一方或兩方

的國籍 

乙 又稱屬地原則 又稱屬人原則 

丙 採天生取得途徑 採歸化取得途徑 

丁 中華民國適用 美國適用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答案：(Ｄ) 

解析：我國採取血統規則，美國採取出生地規

則，皆為一出生即取得國籍。 

5.  (   )下列關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敘

述，何者錯誤？ (Ａ)被施暴者可依

法聲請保護令 (Ｂ)保護令可命令加

害人不得靠近被害人 (Ｃ)保護令是

由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所核發 

(Ｄ)此法的制度是為了保護家庭暴力

的受害者。 

答案：(Ｃ) 

解析：(Ｃ)是由地方法院所核發。 

6.  (   )小平與阿昌常常在班上一言不合就

吵了起來，追根究柢都是因為兩人來

自不同家庭。其實他們兩人應該要有

哪些正確的認知？(甲)來自不同家庭

的兩個人，本來就具有不同的特質與

個性(乙)彼此意見不同時，要堅持己

見，絕不妥協(丙)要彼此關懷互相幫

助(丁)要維護並尊重他人的權利 (

Ａ)甲丙丁 (Ｂ)乙丙丁 (Ｃ)甲乙

丁 (Ｄ)甲乙丙。 

答案：(Ａ) 

解析：(乙)堅持己見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

讓衝突愈演愈烈。 

7.  (   )附表為某國針對國內生育率所做的

統計，根據表中數據，下列對於該國

的推斷，何者較為正確？ 

期間（年） 生育率（人） 

1970～1979 3.6 

1980～1989 2.3 

1990～1999 1.6 

2000～2010 1.4 

2010～至今 1.2 

(Ａ)已邁入高齡化社會 (Ｂ)公共托育設施不

足 (Ｃ)勞動力將可能短缺 (Ｄ)出生嬰兒性

別失衡。 

答案：(Ｃ) 

解析：表中資料顯示生育率逐年降低，出現少

子化現象，恐將造成該國未來的勞動力

短缺。 

8.  (   )在校園中，「班會」是學生自治的

重要活動。請問：關於「班會」的敘

述，何人說明正確？ (Ａ)安慶：是

培養理性溝通與協調能力的課程 (

Ｂ)家明：對於議題進行中發生程序

錯誤，可提出權宜問題 (Ｃ)亭萱：

學生開個會並不正式，不需依照會議

規則進行 (Ｄ)美香：學生可透過班

會決定老師人選。 

答案：(Ａ) 

解析：(Ｂ)秩序問題(Ｃ)班會須依照會議規則

進行(Ｄ)僅可決定班級事務。 

9.  (   )附表是某國中在本月規畫的工作內

容。根據表中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

可能為該校本月學生學習活動的重點

？［101.基測］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海報競賽 
主題：人權保障與人道

關懷 

校外參訪 參觀社區附近的縣議會 

學生自治活動 1. 制定班級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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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辦學生代表選舉活

動 

(Ａ)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Ｂ)提高社區參與程

度 (Ｃ)彰顯倫理道德觀念 (Ｄ)培養民主法

治素養。 

答案：(Ｄ) 

解析：參觀縣議會、制定班級公約、舉辦學生

代表選舉活動是學生學習民主自治的方

法，可培養民主法治的素養。 

10.  (   )附圖為曉明的家庭示意圖，曉明與

朋友聊天中提到，自己與家中成員的

關係皆為血親關係。若以 代表男性

， 代表女性，線段—代表婚姻關係

，箭頭→代表親子關係，則曉明最可

能是圖中哪一個位置？﹝107.會考﹞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答案：(Ｄ) 

解析：甲、丙皆為配偶，乙與丙是姻親，只有

丁與丙是直系血親、跟乙為旁系血親、

跟甲為直系血親。故選(Ｄ)。 

11.  (   )小美最近面試一家公司，公司主管

表示，若要進入本公司必須簽訂「女

性單身條款」，三年內不得結婚生子

，主要是為了確保單身女性的權利，

避免因結婚生子而耽誤升遷機會。請

問：公司主管的言論是否符合「性別

平權」的說法？ (Ａ)符合，因為公

司是把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Ｂ)符

合，代表公司看重女性能力而給予保

障 (Ｃ)不符合，因為違反了《性別

平等教育法》 (Ｄ)不符合，因為違

反了《性別工作平等法》。 

答案：(Ｄ) 

解析：在《性別工作平等法》中，禁止因性別

而有就業歧視或同工不同酬的情況，雇

主若違反規定，將會受到處罰。 

12.  (   )蘊楓以原住民族部落為例撰寫報告

（如下所示），依照內容判斷，此份

報告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撒烏瓦知」部落故事～～ 

桃園市撒烏瓦知部落由於位在大漢溪邊，

所以用阿美語「撒烏瓦知」（「河濱」的

意思）當做部落名稱。在 1990 年代，曾

經發生政府多次強迫部落遷離的事件，為

了保護部落，族人開始選舉頭目，成立組

織，並多次與政府協調溝通，歷經一連串

艱辛過程，最後終於建立起能讓族人放心

居住的環境。 

(Ａ)回復共工共耕文化，減少貨幣依賴 (Ｂ)

發展部落經濟產業，促進部落就業機會 (Ｃ)

強化生活照顧功能，推動健康部落生活 (Ｄ)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建構部落安全場域。 

答案：(Ｄ) 

解析：族人以自己的力量動員組織來保護部落

，才建立起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 

13.  (   )在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中，有一張

選黨不選人的全國不分區代表選票，

政黨須在選舉前擬出清冊，且其中女

性須過半。其立法背景在於過去多半

認為女性在參政上屬於弱勢，應給予

積極地保障措施。請問：此制度的設

計是為了實現現代公民應具備的何項

基本德性？ (Ａ)和平尊重包容 (

Ｂ)遵守法律規範 (Ｃ)理性思考批

判 (Ｄ)捍衛公平正義。 

答案：(Ｄ) 

解析：為保障女性在政治權力的相對弱勢，因

此設計保障名額，以實踐公平正義。 

14.  (   )老師在開班會前，讓每位同學先將

班會流程敘述一次，下列何人的說法

正確？ (Ａ)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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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Ｄ) 

 

答案：(Ｄ) 

解析：(Ａ)主席(Ｂ)記錄與會人員的發言是紀

錄的職責(Ｃ)先提議（名），先表決。 

15.  (   )基於家庭倫理及優生學的考量，我

國《民法》規定具有近親關係的血親

及姻親間不得結婚。根據上述內容判

斷，下列何種組合若登記結婚，其婚

姻最可能是有效的？［104.會考］ (

Ａ)愛美與哥哥的養子 (Ｂ)曉華與

伯父的兒子 (Ｃ)大明與大嫂的妹妹 

(Ｄ)英俊與姑姑的女兒。 

答案：(Ｃ) 

解析：(Ａ)法定旁系血親(Ｂ)(Ｄ)旁系血親(

Ｃ)無親屬關係（血親的配偶的血親）

。 

16.  (   )下列有關親屬關係的敘述，何者正

確？ (Ａ)法定血親是經由法律程序

所建立的血親 (Ｂ)直系血親包含親

兄弟姊妹與親生父母 (Ｃ)血親是從

收養關係而產生的親屬 (Ｄ)因為婚

姻而產生的親屬關係只包含配偶。 

答案：(Ａ) 

解析：(Ｂ)兄弟姊妹為旁系血親(Ｃ)血親是指

有血緣關係的親屬(Ｄ)因為婚姻存續而

產生的親屬關係是姻親，配偶是因為婚

姻結成夫妻。 

17.  (   )阿虎在開班會時吵鬧不停，鐵雄轉

頭叫阿虎安靜一點，卻因此在放學後

被阿虎痛毆一頓。阿虎的爺爺知道情

況後，嘆了口氣說，家裡只有祖孫二

人，自己為了工作常不在家，想好好

管教孫子，實在是有心無力。根據上

述內容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03.會考修訂﹞ (Ａ)針對開班會時

的情況，鐵雄可提出權宜問題 (Ｂ)

鐵雄可申請保護令，以免阿虎再次拳

腳相向 (Ｃ)鐵雄可向學校的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申訴 (Ｄ)阿虎家的家

庭型態最可能為小家庭型態。 

答案：(Ａ) 

解析：(Ａ)開班會吵鬧不停，影響他人的權益

，可提出權宜問題(Ｂ)保護令只限於家

庭成員(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主要處

理校園性騷擾事件(Ｄ)阿虎的家庭型態

為隔代教養家庭。 

18.  (   )關於「人格發展權」的敘述，下列

何者錯誤？ (Ａ)任意評斷他人價值 

(Ｂ)不侵犯他人隱私 (Ｃ)維護他人

健康 (Ｄ)不傷害他人名譽。 

答案：(Ａ) 

解析：對於他人的價值與尊嚴應予以尊重，不

可任意評斷。 

19.  (   )臺中花卉博覽會邀請花蓮阿美族耆

老到現場示範阿美族傳統捕魚技巧，

同時說明如何在捕獵漁獲時，亦能確

保魚群繁衍不息。以上阿美族耆老所

述，應與下列何項作法的觀念相同？ 

(Ａ)每年在同一塊土地耕種，並勤加

施肥 (Ｂ)動物生育季節來臨時，禁

止狩獵 (Ｃ)編織網洞較小漁網，以

防止幼魚脫逃 (Ｄ)在上游處建立部

落，以取用乾淨水資源。 

答案：(Ｂ) 

解析：阿美族耆老主要傳達部落重視生態平衡

的價值觀。 

20.  (   )下列情境中，何者適用《性別平等

教育法》？ (Ａ)在學校上游泳課時

，被同學笑發育不全 (Ｂ)在公車上

被不認識的人觸碰身體 (Ｃ)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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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被迫聽老闆講黃色笑話 (Ｄ)在

網路上公開散播明星不雅照片。 

答案：(Ａ) 

解析：《性別平等教育法》適用的對象，一方

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

，另一方為學生。 

21.  (   )附表為快樂國政府對家庭類型的統

計表（2016～2019 年），由該統計表

所顯示的趨勢來看，快樂國政府應該

正視下列何項問題？ 

 
小家

庭 

折衷

家庭 

頂客

家庭 

單親

家庭 

新住

民家

庭 

其他 

2016 38％ 33％ 20％ 5％ 2％ 2％ 

2017 34％ 32％ 24％ 6％ 3％ 1％ 

2018 35％ 31％ 27％ 4％ 2％ 1％ 

2019 30％ 29％ 32％ 6％ 2％ 1％ 
  

(Ａ)家庭照顧問題 (Ｂ)少子化問題 (Ｃ)親

子溝通問題 (Ｄ)家庭暴力問題。 

答案：(Ｂ) 

解析：表中各數據變化最大者為頂客家庭，雙

薪、無子家庭急速增加，因此政府應正

視少子化問題。 

22.  (   )悅雲一家人端午節聚餐，他說自己

坐在旁系血親的旁邊，根據附圖幾位

親戚的說明，下列何者最可能是當天

的座位安排？ 

 

(Ａ)嬸嬸—伯母—姑姑—表弟—悅雲 (Ｂ)伯

母—表弟—嬸嬸—悅雲—姑姑 (Ｃ)姑姑—表

弟—伯母—悅雲—嬸嬸 (Ｄ)悅雲—嬸嬸—伯

母—表弟—姑姑。 

答案：(Ａ) 

解析：由悅雲的話可知他可能坐在表弟或姑姑

旁邊；由伯母的話可知她坐在嬸嬸旁邊

；由表弟的話可知他跟姑姑坐在一起；

由姑姑的話可知她可能坐在伯母或嬸嬸

的旁邊。 

23.  (   )附表是我國人口統計的部分摘要，

根據表中內容判斷，民國 80 年至 90 

年間，我國人口發展最可能呈現出下

列哪一項現象？［98.第一次基測］ 

民國 

（年） 

總人口 

（千人） 

人口成

長率 

（‰） 

當年結

婚對數

（千對

） 

總生育

率 

（人） 

80 20,557 10.0 165 1.7 

85 21,471 7.9 167 1.8 

90 22,339 5.6 170 1.4 

(Ａ)人口成長逐漸趨緩 (Ｂ)平均結婚年齡漸

降 (Ｃ)未婚人口比例增加 (Ｄ)生育子女個

數增加。 

答案：(Ａ) 

解析：總生育率逐漸下降。 

24.  (   )附表是某國未來老年人口比例的推

估數據，若老師要同學提出減緩此趨

勢的因應對策，下列何項政策最適合

？［103.會考］ 

年（西元） 老年人口比例（％） 

2014 10 

2020 14 

2026 20 

(Ａ)廣發敬老津貼 (Ｂ)提高生育補助 (Ｃ)

增設安養中心 (Ｄ)鼓勵終身學習。 

答案：(Ｂ) 

解析：表中顯示老年人口比例愈來愈高，若要

減緩此趨勢，必須增加出生率，才能降

低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若選(Ａ)與(

Ｃ)只能治標，無法治本，不是解決減

緩老人比例的方式。 

25.  (   )「頂客族」是從美國所產生的一種

家庭型態，亞洲的韓國、日本及我國

社會出現少子化、高齡化社會，也與

「頂客族」所形成的這股風潮有關。

由上述可知，「頂客族」沒有發揮家

庭的哪一項功能？ (Ａ)教育功能 

(Ｂ)生育功能 (Ｃ)保護與照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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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經濟功能。 

答案：(Ｂ) 

解析：「頂客族」指的是雙薪且未生育小孩的

夫妻。 

。 

26. (   )老師請班上同學回家調查過去祖父母

那一代的家庭成員數，以及自己現今

的家庭成員數，統計之後，將兩代的

結果換算成比率，如附表所示。根據

表中數據，下列何者分析正確？ 

家庭成員數 自己這代 （外）祖父母輩 

2～4 人 82％ 4％ 

5～8 人 13％ 25％ 

超過 8 人 5％ 71％ 

(Ａ)現今多數家庭的成員數較過去減少 (Ｂ)

現代家庭型態以隔代教養家庭為主 (Ｃ)三代

同堂的型態成為社會普遍現象 (Ｄ)經濟環境

改善使得生育率逐漸上升。 

答案：(Ａ) 

解析：表中內容顯示現今家庭成員數比率最高

的是 2～4 人，占了 82％，祖父母輩家

庭成員數比率最高的是超過 8 人，占了 

71％，可知現今的家庭成員數明顯減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