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年____班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段考 一年級社會科試題 
科目代碼:05 
※歷史 
一、選擇題：16%  每題一分 

(    )1. 人類歷史的發展由漫長的「史前時代」，進入「歷史時代」的關鍵，是依據哪一事實而界定？   

(A)農業的出現 (B)工具的製造 (C)文字的發明 (D)聚落的形成。 

(    )2. 台灣原住民在人類學家就語言的分類研究中，應與下列哪一地區的民族相近？  (A)蒙古 (B)日本 (C)菲律

賓 (D)中國華南。 

(    )3. 國際競爭時期多方勢力意圖進入台灣，其中哪一國家利用原住民原有的「長老」領袖制度，實行對原住民

的控制？  (A)荷蘭 (B)日本 (C)葡萄牙 (D)西班牙。 
(    )4. 台灣歷史因統治者的不同，而對原住民有不同的稱呼，其中「高砂族」的稱謂，出現在哪一階段？   

(A)荷治時期 (B)清領時期 (C)日治時期 (D)中華民國時期。 
(    )5. 閱讀資料：一‧在壺、罐裝上清水，插上草葉。 二‧祭品以檳榔、米酒為主。 三‧族人聚集於公廨，祭

祀祖靈。上述特色是台灣哪一原住民的宗教信仰習俗？  (A)凱達格蘭族 (B)西拉雅族 (C)阿美族 (D)賽夏

族。 
(    )6. 今日台南安平古堡曾是十七世紀哪一西式城堡的座落地點？  (A)億載金城 (B)熱蘭遮城 (C)普羅民遮城 

(D)聖 多明哥城。 
(    )7. 本土的經濟作物當中，哪一項最早成為外銷的農產品？  (A)香料 (B)茶葉 (C)樟腦 (D)蔗糖。 
(    )8. 「新港文書」是研究台灣史的重要文獻，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此種文字的創造，是以西方羅馬拼音

方式將噶瑪蘭語轉化為文字 (B)新港文件中的《馬太福音》，是英國傳教士在台傳教的成果 (C)台南地區

原住民曾使用這類文字與漢人簽訂租售土地的契約書 (D)至今仍是台灣人民廣為使用的文字。 
(    )9. 古今地名對照，如：高雄─打狗，請選出噶瑪蘭族分布於下列何地？  (A)大員 (B)雞籠 (C)滬尾 (D)蛤仔

難。 
(    )10.荷蘭總督曾讚美「台灣真是一頭好乳牛」，意指荷蘭聯合東印度公司在台獲利甚為豐厚，其利潤來源之一

是收取重稅，但也引起來台移墾漢人的不滿，下列何人曾領導抗荷事件？  (A)沈有容 (B)郭懷一 (C)顏思

齊 (D)鄭芝龍。 
(    )11.漢人所到之處，常興建媽祖廟，祈求媽祖保佑與海搏鬥的子民，台澎地區最古老的天后宮位於下列何處？  

(A)雲林北港 (B)彰化鹿港 (C)台南安平 (D)澎湖馬公。 
(    )12.台灣各地出現的「紅毛井」、「紅毛港」、「紅毛城」，皆與下列何國曾登陸台灣有關？  (A)荷蘭 (B)英國 (C)

西班牙 (D)葡萄牙。 
(    )13.原住民：甲─西拉雅族 乙─阿美族 丙─卑南族 丁─泰雅族，各族家族組織型態，不同於漢族父系社會

的有哪一些族群？  (A)甲 (B)甲乙 (C)甲乙丙 (D)甲乙丙丁。 
(    )14.中國設置「巡檢司」以便管理移居澎湖的漢人，這是澎湖設立官方機構的開始，也宣示自哪一朝代開始把

澎湖視為中國版圖範圍？  (A)宋 (B)元 (C)明 (D)清。 
(    )15.原住民的歲時祭典當中，「船祭」是靠海維生的哪一族群的重要活動？  (A)賽夏族 (B)阿美族 (C)卑南族 

(D)達悟族。 
(    )16.漢人來台之前，原住民的主要經濟活動，下列何者不正確？  (A)捕魚 (B)打獵 (C)

種植水稻 (D)種植小米。 
 

二、整合題：14%  每題二分 

(一)對於史前文化的重建，必須藉助考古學家所做的田野調查工作，從地下遺物、遺跡的出土，

還原古時人們的生活情形，參考圖（一）文化遺址的分布，回答問題： 

(    )17.從文化遺址挖掘到的各項器物，我們可研判哪一地區的先民尚未能製造陶器，作為

輔助生活的工具？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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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小格格查閱某一遺址資料，發現中國的銅錢、瑪瑙珠飾、玻璃手環等外來物品，推測下列哪一文化遺址先

民已展開對外的貿易往來？  (A)甲 (B)乙 (C)丙 (D)丁。 
(    )19.由石棺與玉器的墓葬品出土，代表哪一文化遺址？  (A)甲 (B)乙 (C)丙 (D)丁。 

 
(二)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來臨，歐洲各國紛紛展開海外遠洋探險，尋求到亞洲通

商的路線，也把台灣帶入世界貿易體系中，請問： 

(    )20.歐洲各國到中國採購的商品以哪一項是為最大宗？  (A)茶葉 (B)絲綢 
(C)鴉片 (D)蔗糖。 

(    )21.美麗島「福爾摩沙」一詞成為歐洲人稱呼台灣的代名詞，始於下列哪一

國家對於台灣最初的印象？(A)荷蘭 (B)英國 (C)西班牙 (D)葡萄牙。 
(    )22.參考圖(二) ，圖中哪一區，曾有荷蘭、西班牙兩國經營台灣的遺跡？   

(A)甲 (B)乙 (C)丙 (D)丁。 
(    )23.荷蘭與西班牙在台灣的發展有何共同的背景？  (A)前者傳播天主教，後

者傳播基督教 (B)皆以台灣為貿易轉運站，進行中國、日本、與東南亞

之間的交易 (C)皆曾進占澎湖，但被明朝軍隊擊退 (D)兩國最後都遭鄭

成功驅離台灣。                                                            圖(二) 

 
※地理 
一、單一選擇題(共 16 題) 每題二分 

(    )24.請問下列選項中，何項表示正興國中的「絕對位置」？  (Ａ)在高雄市三民區覺民路850號 (Ｂ)在民族

國小的斜對面 (Ｃ)步行五分鐘可到大賣場 (Ｄ)距離火車站約20分鐘車程。 
(    )25.上課的時候，老師請四位同學說說看臺灣的「相對位置」為何？請問：下列哪一位同學的說法是正確的？ 

(Ａ)黎明：臺灣位於中國大陸的西南沿海 (Ｂ)德華：臺灣位於太平洋的東岸 (Ｃ)富城：臺灣島在東經 

120°～122°，北緯 22°～25° (Ｄ)學友：臺灣在菲律賓的北方。 
(    )26.改變地表形貌的力量，可分為外營力與內營力，下列何者屬於內營力？ 

(Ａ)河流侵蝕 (Ｂ)風力堆積 (Ｃ)火山活動 (Ｄ)海水侵蝕。 
(    )27.「臺灣位於歐亞大陸板塊及菲律賓海板塊的接觸帶。」此一事實造成下列哪一項地理特徵？ 

(Ａ)多火山、地震 (Ｂ)海洋圍繞四周 (Ｃ)地形景觀單調 (Ｄ)地形起伏不大。 
(    )28.來自高雄的發財一號漁船在巴士海峽被菲律賓的海上巡防隊扣押，原因是入侵該國的經濟海域。請問：通

常國家所界定的經濟海域範圍為多少浬？  (Ａ)12 浬 (Ｂ)20 浬 (Ｃ)120 浬 (Ｄ)200 浬。 
(    )29.下列有關「緯線」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  0°緯線平分地球為南、北半球 (Ｂ)赤道是最長的緯線  

(Ｃ)赤道以外的緯線長度，緯度愈高緯線愈短 (Ｄ)最大度數180°。 
(    )30.下圖中的貨輪發生嚴重漏油，於是發出 SOS 求救訊號。請問：該船發生事故的絕對位置是下列何者？ 

(Ａ)東經 35 度，南緯 45 度 (Ｂ)西經 35 度，南緯 45 度 (Ｃ)東經 35 度，北緯 45 度 (Ｄ)西經 35 度

，北緯 45 度。 

 
 
 
 
 
 
 

(    )31.右圖中，箭頭所指的方向為哪一半球？   
(Ａ)東半球 (Ｂ)西半球 (Ｃ)南半球 (Ｄ)北半球。 

(    )32.臺灣的五大地形中，面積分布最廣的是下列何者？   
(Ａ)平原 (Ｂ)丘陵 (Ｃ)山地 (Ｄ)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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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下列分布於臺灣西側的臺地，何者所居的緯度最高？   (Ａ)林口臺地 (Ｂ)大肚臺地 (Ｃ)桃園臺地  
(Ｄ)八卦臺地。 

(    )34.就臺灣的行政區域系統而言，下列何者的行政地位與其他三者不同？  (Ａ)新竹市 (Ｂ)桃園市 (Ｃ)

嘉義市 (Ｄ)臺南市。 
(    )35.小華由台東開車到花蓮，經過花東縱谷平原時，道路兩旁都是山脈。請問：位於小華右手邊的山脈為何？ 

(Ａ)雪山山脈 (Ｂ)中央山脈 (Ｃ)玉山山脈 (Ｄ)海岸山脈。 
(    )36.若臺北（120°E）的時間是10月15日的中午12時，則紐約（75°W）當地時間應是？ 

(Ａ) 10月14日的凌晨1時 (Ｂ) 10月14日的晚上11時 (Ｃ) 10月15日的晚上11時 (Ｄ) 10月16日的凌晨 

1 時。 
(    )37.在西元3000年的世界，科技克服了一切困難，開發出能夠進行地心探險的工具，若小花如下圖從120°E、

20°N的位置，筆直的穿越地心之後，試問小花將會從地球正對面的哪個位置出來？ 

 
(Ａ)60°W、20°S (Ｂ)120°W、20°S (Ｃ)60°W、70°S (Ｄ)120°W、70°S。 

(    )38.下列有關比例尺大小的特色敘述中，在同樣大小的紙張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Ａ) (Ｂ) (Ｃ) (Ｄ) 
大比例

尺 
1／10 詳細 

實際面

積小 
臺灣地

圖 
小比例

尺 
1／100 簡單 

實際面

積大 
臺南市

地圖 
(    )39.下圖為全球簡圖。請問圖中「甲地」所在的經緯度位置是？ 

(Ａ)（100°W，40°S） (Ｂ)（40°W，100°S） (Ｃ)（40°E，100°N）   (Ｄ)（100°E，4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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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共 4 題) 每題二分 

◎下圖為臺灣主要山脈分布圖，由甲～戊表示。請參看圖中資料，回答下列問題： 

 
(    )40.臺灣第一高峰「玉山」，是位於圖中哪一座山脈？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    )41.北宜高速公路穿越圖中哪一座山脈？ (Ａ)乙 (Ｂ)丙 (Ｃ)丁 (Ｄ)戊。 
◎下圖為某地區之等高線地形圖，請根據下圖回答下列問題： 

 
(    )42.比較圖中甲～丁的四條路線，哪一條路線的平均坡度最平緩？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    )43.比較圖中甲～丁的四條路線，哪一條路線較有可能是河谷的所在地？(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 

 
※公民 
一、選擇題（第 44~63 題每題 1 分，第 64~68 題每題 2 分）佔 30% 
(    )44.男女兩性之間的差別中下列何者是指天生的身體特徵？ (A)生理性別 (B)性別角色 (C)性別刻板印象 

(D)性傾向。 
(    )45.為了促進和諧的性別關係，可以從下列哪些具體措施落實性別平等的觀念？(甲)訂定性別工作平等法規(乙)

鼓勵女性選擇較具女性特質的職業如祕書、美容師(丙)教導男女不以性別限制自我的發展(丁)學校應鼓勵

學生發揮潛能，不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Ａ)(甲)(乙)(丙)  (Ｂ)(乙)(丙)(丁)  (Ｃ)(甲)(乙)(丁)  (Ｄ)(甲)(丙)(丁)。 

(    )46.政府在民國八十七年即修訂民法「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的規定，將其改為由雙方共同協議之。政府會做

這樣的修改，是因為「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之法條已經違反下列哪一概念？ (Ａ)婚姻自由  (Ｂ)居住

自由  (Ｃ)性別平等  (Ｄ)人身自由。 
(    )47.麗子當選這一屆的里長，針對這樣的結果，附近有幾位里民在討論他們的看法。 

兩津說:「麗子本來能力就很強，當選里長是應該的。」 
中川說:「麗子當選里長，一定是因為她的外貌美色。」 
大原說:「麗子的人緣好、服務熱心，難怪大家都支持她。」 
寺井說:「麗子常常到孤兒院做公益，人很善良，里民當然喜歡她囉!」 
請問:上述何人的說法，表現出「性別刻板印象」？ (Ａ)兩津  (Ｂ)中川  (Ｃ)大原  (Ｄ)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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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我們的社會正朝向兩性平等、無性別歧視的方向發展，以下哪些敘述較為符合前述發展方向的認知？  
(Ａ)性騷擾只發生在異性之間 (Ｂ)上司以考績威脅，要求私密性的約會，是一種性騷擾 (Ｃ)為避免傷害同

事間的情誼，職場中受到性騷擾，最好自認倒楣 (Ｄ)女性工作表現太傑出，以後會嫁不出去。 
(    )49.安寧療護是指對於患有不癒之症的病人，所採行的全人化照顧，其除了透過疼痛控制來減緩身體上的不適

症狀外，並照顧到病患及家屬在社會和心靈上的需求。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下列哪一項最符合安寧療護的

精神？  (A)群己關係 (B)社會正義 (C)差別待遇 (D)尊重生命。 
(    )50.我們常說現代的青少年是「草莓族」，生活中稍有不順遂就陷入低潮，甚至尋短自殺，就像草莓一樣脆弱，

雖有光鮮的外表，但一捏就碎。由此可知，現代青少年應加強哪一方面的自我成長？ （A）專精學業 （B）
拓展人際關係 （C）重視道德修養 （D）提升挫折容忍力。 

(    )51.下列有關性別角色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是基於社會文化因素，對男生或女生行為的期待  (Ｂ)最初學

習場所是學校  (Ｃ)男生上生活科技，女生上家政，才能分別學習角色內容  (Ｄ)廣告中，男生多半出現

在菸酒片中；女生則是家電類，這也是一種性別角色的分工表現。 
(    )52.下列哪些同學的行為已經構成性騷擾？ (甲)大雄覺得掀女生的裙子，看女生驚慌失措很好玩 (乙)小夫和

胖虎會故意拉下班上其他男同學的運動褲，讓別人覺得困窘 (丙)靜香常會摸別人的臉，讓同學覺得不太

舒服。 (丁) 哆啦 A 夢喜歡隔壁班的女同學，常偷偷跟她回家，讓女同學感到很不安。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    )53.「天有不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們永遠不知道下一秒會有什麼變化。請問：與下列選項意思相符？

(A)生命是獨特的  (B)生命是無常的  (C)生命是不可回逆的 (D)生命是有限的。 
(    )54.下列何者是我們可以促進性別平等的方法？ (A)面對性別不平等的情況，要勇於指正  (B)男生要多包容

女生，女生則不須尊重男生 (C)男女生在面對問題時，可以用性別作為對錯的判別  (D)將粗重的工作讓

給女生，使女生可以表現自己的力量。 
(    )55.下課時，班上同學在討論不同性別間的差異，哪一個人的說法是正確的？  

(A)海綿寶寶：「在青春期時，男女生發育的速度和結果都是相同的。」  
(B)章魚哥：「男女生除了生理上的不同外，很多的差異都是社會文化所造成。」  
(C)蟹老闆：「女生文靜，男生好動，是生理遺傳的結果，是無法改變的。」  
(D)派大星：「女生個性溫柔，比較適合在家帶小孩。」 

(    )56.唐太宗曾說過：「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請問：有

關上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敍述，下列哪一項正確？ (Ａ)他人對自己的批評只會讓自己得失心

太重  (Ｂ)我們可以透過「他人眼中的我」，對自己有更多的認識  (Ｃ)與他人的互動對自我認識的助益不

大  (Ｄ)面對他人對自己的評論，只能從中了解自己的缺點。 
(    )57.關於性別相處之道，下列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A)異性間肢體的親密接觸，是一種友誼的表現  (B)以

刻意的態度和異性相處，才是重視對方  (C)取笑男同學「娘娘腔」或女同學「男人婆」，無傷雙方的友誼  
(D)自己的言行要考慮異性同學的感受，不要受限於性別角色。 

(    )58.近年來政府所制定、修改的法律中，明定在公司設置婦女哺乳空間與時間是規定在何種法律中？ 
(A)性別工作平等法  (B)性騷擾防治法  (C)性別平等教育法  (D)民法。 

(    )59.有關校園性騷擾事件的問題發生與處理方式，哪一個敍述是正確的？ (A)受害其中一方為學生  (B)只能

書面提出  (C)須向輔導處(室)申請調查  (D)交由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處理。 
(    )60.顧里曾提出「鏡中自我」的概念，用它來說明我們一般都是從他人眼中來認識自我的，同時，隨著年齡的

增長我們會接觸到許多不同的鏡子。因此，若是我們要多認識自我時，就需要如何做？  
(Ａ)多評論他人  (Ｂ)多模仿他人  (Ｃ)多照鏡子  (Ｄ)多學習與人互動。 

(    )61.美國發明家富蘭克林說：「你愛自己的生命嗎？那就不要浪費時間，時間是構成生命的要素。」這句話強

調的是生命的哪一個特性？ （A）平等性 （B）獨特性 （C）不可回逆性 （D）無常性。 
(    )62.現在法院在判決監護權的案例時，是依子女的最佳利益原則來判決的。這是因為下列哪一個法律已做了適

度修改？ (Ａ)性別平等教育法  (Ｂ)民法  (Ｃ)兩性工作平等法  (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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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連加恩從小受父母影響，求學時代參加公益活動從不間斷，甚至放棄原本可以安穩服完一年十個月的軍醫

役期，而選擇了非洲布吉納法索的替代役。當兵期間透過一封電子郵件「垃圾換舊衣」，為當地募集了七

萬多件的衣服，另外也募集大量物資，為居民掘井、興建一所孤兒院，改善了他們的環境。他的作為深受

布國上下一致肯定，外交部也頒發「睦誼外交獎章」，他是有史以來最年輕的得主。由上述可知，一封電

子信件可以影響社會大眾肯定連加恩的作為，可見價值觀會受下列哪一項因素所影響？  
(Ａ)家庭  (Ｂ)學校  (Ｃ)傳播媒體  (Ｄ)社會期望。 

(    )64.日本公布一項調查，日本學生最關心的是獲得別人的喜愛，美國與中國學生則希望在功課上勝過別人，南

韓學生最重視完成賦予他們的任務。請問：日本學生較重視馬斯洛需求理論中的哪一個需求層次？  
(Ａ)愛與歸屬需求  (Ｂ)生理需求  (Ｃ)尊重需求  (Ｄ)自我實現需求。 

(    )65.媒體報導虐兒事件包括攜子自殺到毆打重傷，兒童福利發展協會最近完成調查研究報告，可略窺兒童希望

活下去的無聲、無助吶喊。就馬斯洛提出的人類需求層次理論，這些受虐兒希望達到哪一層次的的需求？ 
（A）生理 （B）安全 （C）愛與歸屬 （D）尊重。 

(    )66.馬斯洛提出「個人需求」理論，認為個人需求可分五個層次，各種需求之間有先後順序與高低層次之分。

請問：「人類需求階層」由最低階層到最高階層的順序為何？（甲）尊重需求 （乙）自我實現需求 （丙）

安全需求 （丁）生理需求 （戊）愛與歸屬需求   
（A）丁丙戊甲乙 （B）丙戊甲乙丁 （C）甲丙丁戊乙 （D）丙丁甲乙戊 

(    )67.正星國中黃同學，參加國際蛋糕裝飾大賽，個人囊括青少年組的冠、亞軍，此項驚人成果，也讓他重新找

到生命熱情。請問：依馬斯洛的需求層次理論而言，該生達到何種層次？ （A）尊重需求 （B）愛與歸

屬需求 （C）生理需求 （D）自我實現需求。 
(    )68.吃飽穿暖是維持基本生活的需求，依馬斯洛的需求層次理論而言，此需求是哪一層次的需求？  

（A）生理需求 （B）愛與歸屬需求 （C）安全需求 （D）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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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段考一年級社會科解答單 
 

歷史 

一、 選擇題：16% 

CCACB 
BDCDB 
DACBD 
C 

二、 整合題：14% 

CAD 
BDAB 

地理 

一、 選擇題：32% (每題 2 分) 
ADCAD 
DABCA 
BDBAD 
D 

二、 題組：8% (每題 2 分) 
BDCD 

公民 

一、選擇題：30% 
（第 44~63 題每題 1 分，第 64~68 題每題 2 分）

    ADCBB 
    DDADB 
    ABBDA 
    ADCBC 
    ABA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