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恆毅中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一 社會領域 補考 題庫
範圍： 國一下社會（全）
考試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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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30 年代起，日本為配合「南進政策」的需要，企圖使下列何地成為南進基地？ (Ａ)臺灣 (Ｂ)南洋
(Ｃ)中國 (Ｄ)琉球。
)臺灣的義務教育在日治時期已奠定基礎，政府遷臺後通稱國民教育，為期六年。而政府為提高國民素質，於何
時起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Ａ)民國 45 年 (Ｂ)民國 57 年 (Ｃ)民國 65 年 (Ｄ)民國
75 年。
)臺灣在解嚴之後，積極展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交流事務，為了處理兩岸問題，臺灣成立了什麼官方機構，
專門處理相關事宜？ (Ａ)海協會 (Ｂ)海基會 (Ｃ)陸委會 (Ｄ)國臺辦。
)民國 76 年以前，臺灣政壇只有一個國民黨及其附屬的小政黨，主要的原因是戒嚴時期人們的何項權利受到
限制？ (Ａ)結社 (Ｂ)出版 (Ｃ)集會 (Ｄ)言論。
)日本殖民統治臺灣達半世紀之久，使臺灣在各方面都產生了不少變遷。日本利用何種制度，有效控制臺灣社會？
(Ａ)警察 (Ｂ)總督 (Ｃ)軍隊 (Ｄ)憲兵。
)實施社會福利措施不但可以幫助社會上的弱勢團體，並能因而促進社會整體進步。下列何者屬於社會福利措
施？ (Ａ)宣布解除戒嚴 (Ｂ)實施全民健保 (Ｃ)推行家庭計畫 (Ｄ)推動產業升級。
)中華民國遷至臺灣之後，由於國家分裂的特殊局勢，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因此外交政策幾經調整。民國 77
年李登輝就任總統之後，當時他所採取的外交政策為下列何者？ (Ａ)武力對抗 (Ｂ)三不政策 (Ｃ)務實外
交 (Ｄ)臺灣獨立。
)日治時期臺灣人曾追求政治民主與地方自治，當時哪些人曾積極推動民主運動？(甲)蔣渭水(乙)羅福星(丙)
林獻堂(丁)莫那魯道 (Ａ)甲乙 (Ｂ)甲丙 (Ｃ)乙丙 (Ｄ)丙丁。
)想利用假日去探訪西來庵事件的發生地，則應該到下列何處？ (Ａ)宜蘭 (Ｂ)彰化 (Ｃ)苗栗 (Ｄ)臺南。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由農業社會加速轉型為工業社會。下列何者不是臺灣的社會變遷？ (Ａ)都市化現象
(Ｂ)多元社會的形成 (Ｃ)城鄉均衡發展 (Ｄ)人口變動問題。
)臺灣自何時開始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國際性經濟組織？ (Ａ)民國 50 年代 (Ｂ)民
國 60 年代 (Ｃ)民國 70 年代 (Ｄ)民國 80 年代。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主要是供臺灣人的子弟就讀 (Ｂ)是一種貫徹殖民政
策的工具 (Ｃ)其教材、師資以及設備與小學校相同 (Ｄ)課程均以日語教授為主。
)下列何者是民國 40 年代，政府發展經濟的策略？ (Ａ)大量設立加工出口區 (Ｂ)推動貿易自由化、國際
化 (Ｃ)全力發展高科技產業 (Ｄ)採取進口替代的策略。
)「民國 79 年 3 月，數千名大學生聚集臺北市中正紀念堂廣場，公開提出『廢除臨時條款』、『解散國民
大會、解散萬年國會（即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等多項政治改革訴求。」上文所述指的是下列哪一事件？ (Ａ)
三月學運 (Ｂ)雷震事件 (Ｃ)美麗島事件 (Ｄ)民主進步黨成立。
)民國 36 年臺灣省政府成立，起用臺灣人擔任公職，並放寬民間的經濟活動。當時政府治臺措施的改變與下
列何事有關？ (Ａ)二二八事件 (Ｂ)頒布戒嚴令 (Ｃ)國共內戰 (Ｄ) 1937 年中日戰爭。
)海峽兩岸分治以後處於隔絕狀態，直到何時，兩岸情勢轉變，民間人士開始進行接觸，也產生了間接貿易現象，
促使我方政府必須予以正視？ (Ａ)民國 60 年代 (Ｂ)民國 70 年代 (Ｃ)民國 80 年代 (Ｄ)民國
90 年代。
)日治時期，總督府對鴉片實施漸禁政策的原因為何？ (Ａ)鴉片吸食人口太多，引起民眾抗議 (Ｂ)鴉片無
害，無禁止的必要 (Ｃ)企圖抑制臺灣的人口成長 (Ｄ)總督府可從鴉片專賣之中賺取大量利潤。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第一位文官總督為因應民族自決的風潮，聲稱臺灣也是日本的「內地」，並標榜
「日臺合一」、「一視同仁」。當時日本為安撫臺灣人，在臺灣實施什麼政策？ (Ａ)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Ｂ)
無方針主義政策 (Ｃ)隔離政策 (Ｄ)皇民化運動。
)早期臺灣南北交通以海運為主，直至基隆到高雄的西部縱貫鐵路全線通車，陸上交通才得以暢通。請問：這段
鐵路在何時完成全線通車？ (Ａ)清領前期 (Ｂ)清領後期 (Ｃ)日治時期 (Ｄ)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
)余文研究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發現 1947 年 2 月的物價是前一年物價的數倍至二十倍。這是因為下列哪
一機構實行的經濟措施失當所引起？ (Ａ)臺灣總督府 (Ｂ)臺灣省政府 (Ｃ)行政長官公署 (Ｄ)臺灣省巡
撫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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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解答
1.(Ａ)
6.(Ｂ)
11.(Ｄ)
16.(Ｂ)

2.(Ｂ)
3.(Ｃ)
4.(Ａ) 5.(Ａ)
7.(Ｃ)
8.(Ｂ)
9.(Ｄ) 10.(Ｃ)
12.(Ｃ)
13.(Ｄ)
14.(Ａ)
15.(Ａ)
17.(Ｄ)
18.(Ａ)
19.(Ｃ)
20.(Ｃ)

地理
1. （

）(甲)溫暖多雨 (乙)冬少霜雪 (丙)平原廣大 (丁)山脈偏東。上述哪些項目是臺灣發展農業的有利條件？ (A)
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答案》A
2. （ ）臺灣早期島內南北的運輸以海運為主，當時此現象的產生，和海運所具備的哪一項特性有密切關係？ (A)運量
大 (B)運費低廉 (C)受地形障礙小 (D)適合長途運輸。
《答案》C
詳解：早期臺灣西部因東西向河流分布多，阻礙了南北往來的交通。
3. （ ）大甲媽祖繞境進香已是臺灣著名的宗教活動，每年由臺中大甲鎮瀾宮出發，一路向南到嘉義新港奉天宮，全部
路線主要經過臺灣的何種地形？ (A)平原 (B)丘陵 (C)臺地 (D)盆地。
《答案》A
4. （ ）民國六十年代中期，某地區農會輔導農民改種杭菊，大量的觀光收益補足了農民的生活，並在每年的 11 月杭菊
文化季吸引許多遊客前往。請問上述的地區最可能為於何處？
(A)臺南東山 (B)苗栗銅鑼 (C)高雄岡山
(D)臺中新社。
《答案》B
5. （ ）
「該項工程是日治時期亞洲最大規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其引濁水溪水源，灌溉雲林平原；又引曾文溪，灌溉嘉南
平原。給水道如網狀遍布，灌溉利澤，使原本的『看天田』成為臺灣最大的『穀倉』。」依文中所述，下列哪
些區域受惠於上述工程？ (甲)北部區域 (乙)中部區域 (丙)南部區域 (丁)東部區域 (戊)金馬地區 (A)甲
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答案》B
6. （ ）某地區某年出生 456 人、死亡 300 人、移入人數為 3 人、移出人數為 100 人，則該地的總人口增減情形為何？
(A)維持不變 (B)增加 (C)減少 (D)無法判斷。
《答案》B
詳解：(456－300)＋(3－100)＝59。可推測人口增加率為正值，故總人口數增加。
7. （ ）半導體封裝大廠日月光排放重金屬廢水汙染河川，引發社會撻伐，高雄市環保局採樣化驗後勁溪，結果重金屬
明顯超標。在臺灣南部地區的河川汙染明顯地比其他地區嚴重，除了發展重工業外，也跟當地的降水特色易造
成汙染物滯留有關。請問：下列何者可代表南部地區的降水特色？

(A)
(B)
(C)
(D)
《答案》B
8. （ ）
「『2014 臺灣國際遊艇展』訂於 103 年 5 月 8 日至 11 日盛大舉行，邀請來自英國、美國、紐西蘭、日本、韓國、
巴西、義大利、中國大陸之 8 家知名遊艇產業貴賓來臺參訪。」上述以遊艇業為當地文化特色的地區，最可能
位於下列何處？
(A)屏東 (B)彰化 (C)高雄 (D)花蓮。
《答案》C
9. （ ）臺灣十大建設的各項基礎建設中，除了設立機場、開闢高速公路等交通建設外，最重要的是發展下列何種產業？
(A)輕工業 (B)重工業 (C)高科技產業 (D)服務業。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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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繪製臺灣人口分布點子圖時，下列哪個行政區內點的數量會最少？ (A)新北市 (B)臺中市 (C)高雄市 (D)
臺東縣。
《答案》D
11. （ ）「都市化」是近代聚落發展的主要趨勢。下列有關「都市化」的說法，何者最適當？ (A)農業經濟活動轉為工
業活動 (B)農村聚落減少，都市聚落增加 (C)鄉村人口移入都市，使都市擴大的過程 (D)鄉村人民生活提
升至都市水準。
《答案》C
12. （ ）曉書查到一地的資料指出：
「此地位於舟山群島的西南，因閩江河口淡水沖淡海水的含鹽度，且位居大陸棚，適
合魚群產卵洄遊，自古皆被視為重要漁場之一。」此地最可能為下列何處？ (A)綠島 (B)金門 (C)馬祖 (D)
蘭嶼。
《答案》C
13. （ ）下列何者不是臺灣農業經營集約度高的特徵？ (A)農民收入高 (B)單位面積產量高 (C)使用肥料、農藥提高
產量 (D)投入大量的人力與資金。
《答案》A
14. （ ）臺灣東部區域風景秀麗，人口外移卻十分嚴重，要減緩當地人口外移的情形，應朝何項目標努力？ (A)加強汙
染防治 (B)鼓勵婦女生育 (C)增加區域內國宅 (D)創造就業機會。
《答案》D
15. （ ）針對臺灣眾多的人口問題，政府致力建立完善的兒童照顧體系，並提供育嬰假等福利，主要是為了達成下列哪
項目標？ (A)提高生育率 (B)降低死亡率 (C)提高扶養比 (D)減少新移民。
《答案》A
16. （ ）附圖為高雄市的氣候圖，根據圖中資料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年溫差約 28℃ (B)乾溼季節分明 (C)
年降水量約 580 ㎜

(D)屬副熱帶季風氣候。

《答案》B
17. （ ）臺灣的瑞穗、初鹿等牧場，牛群都是被柵欄圍起來的。臺灣早期的牧業多以這種欄牧方式為主，其主要影響因
素為何？ (A)工資昂貴 (B)氣候溼熱 (C)土地有限 (D)技術有限。
《答案》C
詳解：臺灣地小人稠，缺乏廣大草地，故大部分屬欄牧型態。
18. （ ）現代人注重養生，食材的選擇也趨向健康、自然，若希望購買到無農藥、化學殘留的產品，應選擇下列哪種農
業所生產的農產品？ (A)有機農業 (B)休閒農業 (C)粗放農業 (D)集約農業。
《答案》A
19. （ ）近年來，臺灣的工業區分布，由集中南北兩端趨向全區分散，這種轉變是希望達到下列哪一項目標？
(A)
促進工業升級 (B)加速都市化過程 (C)分散汙染來源 (D)均衡區域發展。
《答案》D
詳解：工業區的設置可望帶動地方發展，使區域間及城鄉間差距縮小。
20. （ ）臺灣也曾為風靡全球的芭比娃娃代工，全盛時期在臺灣擁有數千名員工。若想一睹當時的風采，可至何地參觀？
(A)彰化鹿港 (B)新北泰山 (C)高雄內門 (D)桃園大溪。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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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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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3.

(

A

)台灣人認為，出嫁的女兒在閏年的閏月來臨之前，買豬腳麵線回娘家給父母吃，可為父母「添壽」。所以出
嫁的佳佳謹遵此風俗，為娘家父母訂購豬腳麵線禮盒，希望為娘家父母帶來健康和福氣。依上文所述，可見
人類文化的何種特徵？
(A)約制性
(B)差異性
(C)累積性
(D)普遍性
C )下列有關社會互動舉例說明的配對，何者錯誤？
(A)衝突→政見發表會上，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大打出手
(B)競爭→小米努力用功，成績名列前茅，爭取到獎學金
(C)交換→班上討論校慶園遊會活動，有人支持要賣冰淇淋，有人支持要賣滷味，雙方僵持不下，引發爭執
(D)合作→居民為響應「環保清潔日」活動，大家分工合作清潔周遭環境。
B )新聞報導：『228 連假第 2 天，有人選擇到海邊淨灘，用不同的方式愛台灣。這是網友在臉書上召集了 200

4.

(

B

5.

(

D

6.

(

A

7.

(

B

8.

(

9.

(

10. (

位民眾，來到基隆外木山淨攤，剛好天公做美，大家一邊撿垃圾，一邊說說笑笑，還有外國人一同加入，同
心協力清出快 10 噸垃圾，讓民眾超有成就感，也覺得這樣紀念 228，很特別！』上述內容所提及的公民素養，
與下列何者相同？
(A)729 的同學以開班會投票的方式決定班遊地點 (B)小智利用課餘時間，到流浪動物基金會擔任志工
(C)兩津在電影開演前將手機調整為靜音 (D)瑪莉參加移工大遊行，關心外籍勞工的權益與安全。
)多啦 A 夢在向大雄說明「公益團體」的意涵之後，要大雄舉例，大雄自信滿滿的說：
「(甲)創世基金會、(乙)
臺灣團結聯盟、(丙)台電工會、(丁)荒野保護協會、(戊)董氏基金會、(己)臺灣銀行」請問：大雄說對了哪
幾項？(A)甲戊己
(B)甲丁戊
(C)乙丙丁
(D)甲乙丙。
)名節目主持人唐湘龍之前的職業是記者，他回憶在９２１地震時「他去的是台北災區，情況也很嚴重，當
下不知道該當記者還是救難者，心中很掙扎，想讓自己以專業立場報導，又會顯現出人性，問自己『我不去
幫助他們，只在一旁訪問，這樣對嗎？』他說，那時候發現自己的專業水平還不夠，心中滿是個人情緒。」
請問：文中敘述的狀況，為下列何者？
(A)社會化
(B)社會互動
(C)社會競爭
(D)角色衝突。
)小智今年剛升上國中，對於團體事務的參與十分有興趣，如果他想要參與團體事務，可以透過哪些管道？
(甲)擔任校園環保志工 (乙)參加交通導護糾察隊 (丙)參加社團活動 (丁)參加政黨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丁。
)政府為了健全各項社會福利措施，而導致國家財政負擔日漸沉重，目前許多福利措施正面臨嚴重的虧損，近
年來即經常傳出健保基金或是勞保基金於數年後即將破產的新聞。請問：根據上述內容，政府與人民對於社
會福利應具備何種正確的觀念？
(A)政府為了討好人民，社會福利的支出越多越好
(B)民間團體的適時協助可以彌補政府措施的不足
(C)推動社會福利是政府的事，人民不須協助也沒有任何責任

(D)我們都繳了相關的費用，應當盡力享用資源以免吃虧。
C )下列哪項敘述無法看出台灣社會有多元文化並存的現象？
(A)街頭泰式、越式、港式餐廳林立
(B)捷運上可聽到國語、台語、客語發音的廣播
(C)在中式早餐店內可選用豆漿、油條、燒餅 (D)火鍋店網頁有正體中文、簡體中文、日語三種模式可點。
D )資訊時代人們經常透過網路溝通，改變了人們的互動模式，也因此產生網路次文化。例如：不喜歡嚴肅的事
物、想法創意多、偏好物質享受等現象。右列有關次文化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
C )下列有關文化的敘述哪一項「錯誤」？
(甲)次文化是指次等的文化，有貶抑的意思
(乙)次文化是人數較少的群體所擁有的生活模式
(丙)傳播媒體會影響次文化的形成
(丁)有時候次文化會逐漸變成主流文化

(A)文化是人類生活的全部 (B)同性戀是次文化的一部分
(C)中秋節吃月餅、柚子，還要烤肉是屬文化傳承
(D)通常器物層次的發展比理念層次的發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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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2. (

13. (

D )以往的五倫講的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而「第六倫」則規範群己關係，下列何人的表現，符合「第六倫」
的要求？
(A)孔融讓梨給弟弟吃
(B)魏徵盡忠輔佐唐太宗
(C)老萊子穿彩衣娛樂雙親 (D)偉偉在圖書館裡輕聲細語。
C )小如:大家遵守大隊接力規則，活動才能順利進行。小棋:平時小考不可作弊，對每位同學才公平。小芹:班
級公約須徹底遵守，讓班級更有向心力。上述三位同學說明某項主題的意義。請問：這項主題應為下列何者？
(A)社會正義
(B)社會分工
(C)社會規範
(D)社會倫理。
A )「101 年 3 月 1 日起，民眾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雲，用手機申請【共通性載具－手機條碼】
。於消費結帳時，
出示此條碼讓店家掃描，即可索取電子發票，於發票開獎後，至電子發票雲或多媒體服務機，輸入手機號碼
或驗證碼，查詢發票是否中獎，系統會主動 E-mail 中獎通知到電子信箱，不僅可以響應環保減少紙張，又
有電腦幫忙對獎，一舉數得。」上述內容包含了那些層次的社會變遷？

14. (

C

15. (

B

16. (

D

17. (

D

(A)器物、制度、理念 (B)器物、制度 (C)制度、理念 (D)器物、理念 。
)小金今年 12 歲，父親過世，母親離家再嫁，由 80 歲的祖母撫養他和三個弟妹，家中並無任何收入。
祖母罹患高血壓，每個月都要到醫院拿藥。就上述情況，下列哪一項社會福利是他家目前最「不」可能用到
的？
(A)社會保險 (B)社會救助 (C)就業安全 (D)福利服務。
)2015 年，國內知名便利商店與門諾基金會合作，推出「把愛找回來」的公益活動，鼓勵民眾捐款，幫助生
活困苦的弱勢老人，期望能改善他們的生活。上述為社會團體所發起改善弱勢群體生活的行為，請問：下列
何者亦為由社會團體發起，關懷弱勢群體的活動？
(A)阿福雖已有穩定工作，但仍利用下班時間至學習機構進修電腦程式應用
(B)中華民國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推動長期認養，呼籲社會大眾關心弱勢家庭兒童
(C)政府為使年長者能獲得充分照顧，制訂通過「長期照護法」
(D)小琴養成以運動來抒發負面情緒的習慣。
)「衛福部表示，為因應長期照顧需求，分擔家庭照顧責任，政府自 97 年起推動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依
失能者之需求，提供所需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老人餐
飲、喘息服務、居家護理、居家復健、長期照顧機構、交通接送等多元照顧；民眾若有服務需求，可洽詢各
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申請。」請問：新聞中介紹的長期照護制度，與下列何者屬於同一種社會福利項目？
(A)政府發放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B)彰化縣政府提供 65 歲以上老人免費裝假牙
(C)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可領取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D)各地方政府開設長青學苑。
)17.課堂上，老師請學生分組討論舉例說明社會變遷的相關內容，以下是某組學生發表的內容，請問哪些是
正確的？
(甲)娜璉：因手機進步與普及，因此政府修法禁止汽機車駕駛於開車時使用→手機器物變遷帶動理念變遷
(乙)志效：人們注重環保節能，所以近年出現許多節能家電用品→理念變遷帶動器物變遷
(丙)彩瑛：尊重他人拒吸二手煙的觀念漸受重視，政府因此制定《菸害防制法》→理念變遷帶動制度變遷
(丁)多賢：網路普及之後，人們開始慢慢建立起「網路倫理」的網路使用觀念→器物變遷帶動制度變遷
(戊)子瑜：資訊科技發達，也產生新的犯罪型態，政府為此修法加以規範→器物變遷帶動制度變遷
(A) (甲) (乙) (丙) (B) (乙) (丁) (戊)
(C) (丙) (丁) (戊)
(D) (乙) (丙) (戊)。

小和因為看了電影「艋舺」
，對於影片中呈現兄弟情誼心生嚮往，平常與朋友之間常以兄弟相稱，同
時也因此對於幫派有了錯誤的認知，在好友阿福等人的慫恿之下加入了幫派。其後除了涉嫌暴力討債外，
也在校園吸收未成年學生加入幫派，再讓成員在校園裡向學生收取保護費或販毒。警方出擊，將小和等人
查緝到案，並移送檢方偵辦。
18. (

C

19. (

D

)小和等人加入幫派，涉嫌暴力討債、收取保護費或販毒等行為，觸犯下列哪一項法律？
(A)《民法》 (B)《人民團體法》 (C)《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D)《憲法》。
)影響小和的行為的兩個社會化途徑，與下列哪些人相同？ (甲)小佳的父母從小就提醒她看到長輩要招呼
(乙)阿成因為同學影響開始接觸線上遊戲「英雄聯盟」 (丙)阿萬在學校經常會向老師請教生活上遇到的
問題 (丁)小勝喜歡看周星馳的電影，在日常生活中，電影中的台詞經常會脫口而出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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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D

)對於幫派組織，我們應該抱持下列何種態度？
(A)若幫派沒有進入校園販毒，警方就不應強力取締 (B)幫派組織有助於經濟發展，國人應給予正面的肯定
(C)人民有組成各種團體的自由，政府不應給予限制 (D)幫派組織會危害社會秩序，應該要受到法律約束與
制裁。

第 6 頁，共 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