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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 次段考一年級社會科試卷 
科目代號：05 

（歷史科）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1分，共 12 分) 

(   ) 1. 下列是臺灣史上的重要史事：(甲)實施皇民化運動 (乙)實施漸進主義時期 (丙)丘逢甲倡組臺灣民主國 (丁)推行內

地延長主義。依發生的先後時間排列，正確的是下列何者？ 
        (Ａ)乙丙丁甲 (Ｂ)乙丁丙甲 (Ｃ)丙乙丁甲 (Ｄ)乙甲丙丁。 
(   ) 2.在臺灣歷史上，有一段時期的記載：「太陽的子民，從語言到姓名、風俗習慣等外在形式，也能與內地人無所差異的話，  
       那是最理想的。即無論在精神上、形式上都與內地人相同，始能稱為完全之日本化。」請問：這句話中的「內地」是 
       指下列哪ㄧ個地方？ (Ａ)台灣 (Ｂ)中國 (Ｃ)日本 (Ｄ)琉球。 
(   ) 3. 日治時期，台灣有許多建設及措施。請問：(甲)~(戊)有哪幾項是錯誤的？(甲)在安平設立第一座新式糖廠 (乙)培育新

品種「越光米」 (丙)日治後期台灣成為西進的補給基地 (丁)1943 年完成日月潭發電所 (戊)興建嘉南大圳 

(Ａ)甲乙 (Ｂ)甲乙丙 (Ｃ)甲乙丙丁 (Ｄ) 甲乙丙丁戊。 
(   ) 4. 古諺云：「凡走過必留下痕跡。」我們可從許多歷史建築中，了解當時的歷史發展。請問：下列四項台灣歷史建物中，

哪一個是「日治時期」的重要建築？ (Ａ)總統府 (Ｂ)金廣福公館 (Ｃ)億載金城 (Ｄ)淡水紅毛城。 
(   ) 5. 下列有關日治時期的教育政策，何者正確？ (Ａ)日本人讀公學校、臺灣人讀小學校 (Ｂ)台北帝國大學是第一所專

收台灣人子弟的學校 (Ｃ)1943 年開始實施九年國民義務教育 (Ｄ)由於在台灣升學不容易，台灣人大多前往日本

留學。 
(   ) 6. 日本在臺灣統治 50 年期間的政策，依序可分為三個階段的演變。請問：由第二階段改變為第三階段的原因為何？ 

(Ａ)為充分利用台灣的人力和資源 (Ｂ)民族自決思潮瀰漫全球 (Ｃ)《六三法》的頒布 (Ｄ)臺人不斷的武裝抗日。 
(   ) 7. 臺南烏山頭水庫目前仍留有一座日本人八田與一的銅像，每年會有日本人來此地追思。當年建立這座銅像，主要目的

是為感念他對臺灣在哪一方面的貢獻？  (Ａ)教育 (Ｂ)國防 (Ｃ)治安 (Ｄ)水利。 
(   ) 8. 臺灣總督府是日本人在臺灣設立的最高統治機關，當時的台灣總督，握有極大權力，請問共總攬哪些權力？(甲)司法

權 (乙)立法權 (丙)監察權 (丁)軍事權 (戊)行政權 (己)考試權 。 
        (Ａ)甲乙丙丁 (Ｂ)甲乙丁戊 (Ｃ)甲乙丙戊 (Ｄ)丙丁戊己。 
(   ) 9. 下表為日治時期某一年臺灣的教育狀況，表中呈現的數據應是受到當時總督府哪一政策的影響？ 

基礎教育 
項目 學生數

（人）

學齡兒童就

學率（％）

中等學校學

生數（人）

專門學校學 
生數（人） 

高等教育學 
生數（人） 

日本人 23,711 98.2 477 6,856 220 
臺灣人 210,727 28.4 251 4,642 28 

(Ａ)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Ｂ)日臺合一 (Ｃ)漢番隔離 (Ｄ)差別待遇，隔離政策。 
(   )10. 大貿上網查閱日治時期基礎建設的相關內容，共找到以下五筆資料。請問大貿所查閱的資料有幾項是正確的。 
        資料一：統一貨幣，設立土地銀行發行紙幣。 
        資料二：統一文字，並教導日文。 
        資料三：實施土地調查，確定土地所有權。 
        資料四：1905 年實施第一次人口普查。 
        資料五：架設淡水到福州的電報線。 

(Ａ)一項 (Ｂ)二項 (Ｃ)三項 (Ｄ)四項。 
(   )11. 小茜在搜尋網路資料時，在某個網站中看到一面藍地黃虎的旗幟，如【圖一】所示。請問：

這個旗幟應該是下列哪一個時期的文物？(Ａ)國際競爭時期 (Ｂ)臺灣民主國時期 (Ｃ)

清領時期 (Ｄ)日治後期。 
(   )12. 歷史老師要每位同學各說明一項關於日治時期「保甲制度」的相關敘述，請問以下何人的敘述是有誤的？ (Ａ)瑪莉：

須輔助警察管理地方事務 (Ｂ)成恩：保甲中的青壯年女子組成壯丁團 (Ｃ)小陀螺：規定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

實施連坐法 (Ｄ)和杰：不是日治時期首創的制度。 
 
二、題組(每題 2分，共 18 分) 

 （一）西元 1895 年 李鴻章到日本下之關，代表滿清政府簽訂條約。他心裡想著：「春帆樓的這杯茶太苦了，無論如何也喝不 
下，偏偏又非喝不可。」他雖然據理力爭，最後還是無奈的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請問： 

（ ）13.李鴻章會到日本簽訂條約，是因為清朝在哪一場戰役中失敗？ 
(Ａ)甲午戰爭 (Ｂ)英法聯軍 (Ｃ)中法戰爭 (Ｄ)鴉片戰爭。 

（ ）14.承上題，這場在光緒 20 年所打的戰爭是因為哪一地方的問題而爆發？ 
(Ａ)琉球 (Ｂ)台灣 (Ｃ)越南 (Ｄ)朝鮮。 

（ ）15.李鴻章在日本春帆樓中所簽訂的條約是哪一條約？ 
(Ａ)《南京條約》 (Ｂ)《京都條約》 (Ｃ)《馬關條約》 (Ｄ)《天津條約》。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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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西元 1885 年台灣建省，西元 1895 年臺灣割讓給日本，當時臺灣的巡撫各是下列何人？ 
(Ａ)劉銘傳、唐景崧 (Ｂ)沈葆楨、唐景崧 (Ｃ)劉銘傳、丁日昌 (Ｄ)沈葆楨、丁日昌。 
 

 （二）日軍占領臺灣後，臺灣人民奮勇抗日，許多抗日份子如(甲)余清芳 (乙)劉永福 (丙)莫那魯道 (丁)羅福星 (戊)丘逢甲等 
       人留下不少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請問： 
（ ）17.此人曾經參加中國革命團體「同盟會」反清，之後又在苗栗地區抗日，最後從容就義，請問此位烈士是何人？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 ）18.公視曾拍攝一部戲劇「風中緋櫻」，故事內容在講述日治時期的霧社事件。請問：在霧社事件中領導抗日的英雄是

下列何人？ (Ａ)乙 (Ｂ)丙 (Ｃ)丁 (Ｄ)戊。 
  （ ）19.日治時期，臺灣各地抗日事件層出不窮，在現在臺南縣玉井鄉有一塊抗日紀念碑。請問：這是為紀念何人發動西

來庵抗日事件的英勇事蹟？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三）日治時期的台灣有許多基礎建設，其中的交通建設有許多發展，如【圖二】則是 

       日治時期的鐵路路線簡圖。請問： 

 （ ）20. 早在清領後期，臺灣已建設第一條鐵路，請問是介於哪兩地之間？ 
         (Ａ)甲乙 (Ｂ)丙丁 (Ｃ)乙丙 (Ｄ)丁戊。 
 （ ）21. 日治時期完成的南北縱貫鐵路，是從哪一地到哪一地？ 
         (Ａ)丁─己 (Ｂ)丙─戊 (Ｃ)乙－己 (Ｄ)甲－戊。 
 
 
 
 
 
 
 

（地理科） 

一、 選擇題：32% 

(   )22.附表是火龍國的人口年齡組成資料，依此可推知其人口扶養比約為多少？ (A)15% (B)20% (C) 23.1% (D) 66.7%。 
總人口（百萬）幼年人口（%）壯年人口（%） 老年人口（%）

21.2 20 60 20 
(   )23.在戶政事務所工作的有美做了今年度的人口調查，其相關資料如下表所示，其中某項資料因為有美的疏忽而忘記填寫。

請問：空格中所應該填寫的數字為何？(A)200 人 (B)400 人 (C)600 人 (D)800 人 
項目 人口總數(人) 出生人口(人) 死亡人口(人) 自然增加率(人) 
數據 100000 600 ? 4‰ 

(   )24.圖（一）是臺灣人口分布點圖，每一點為 5 千人。由圖可知影響臺灣人口分布最大的自然因素

是下列何者？  (A)地形 (B)氣候 (C)植被 (D)土壤。 
(   )25.某年奇異國的全國人口性別比為 150，根據這項資料判斷，該國具有下列何種人口結構？ 

(A)女性人口比男性多 (B)男性人口比女性多 (C)男、女比例差不多 (D)老、幼年人口不多。 
(   )26.有慧在美國留學期間和文龍結婚，五年內生下了愛君和愛妮兩個小孩，之後因為工作因素全家

回來台灣定居。請問：愛君和愛尼對於臺灣人口數的改變屬於哪一種情形？ 
(A)國內遷移 (B)境內遷移 (C)自然增加 (D)社會增加。 

(   )27.請由下列的人口金字塔圖中，比較這兩個國家在人口上的差異。下列哪一項敘述是「不正確」

的？  (A)甲國幼年人口比率較高 (B)甲國出生率較低 (C)乙國很可能是醫療較發達的國家 

(D)甲國死亡率較高。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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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下列哪一個圖形，最足以反映臺灣人口成長的趨勢？ 
(A) (B) (C) (D) 

   
 
(   )29.人口密度的高低和生活品質息息相關。請問：圖（二）

中哪一個地區的人口密度較低，居民擁有最為廣大

的生活空間？ (A)甲 (B)乙 (C)丙 (D)丁。 
 
 
 

(   )30.圖（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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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現的順序由先至後是？   
(Ａ) 乙丙甲丁 (Ｂ)乙丙丁甲 (Ｃ)丁甲丙乙 (Ｄ)丁甲乙丙。 

(   )31.臺灣的早期主要經濟作物為甘蔗。請問：該作物的種植較「不適合」栽種在下列哪一種氣候地區？ 
(A) (B) (C) (D) 

  
(   )32.附表中對於集約農業和粗放農業的比較，正確的是哪一項？(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甲 乙 丙 丁 
集約農業 地廣人稀 單位面積投入的勞力及資本高單位面積產量低 每位農民總產量大

粗放農業 地狹人稠 單位面積投入的勞力及資本低單位面積產量高 每位農民總產量小

(   )33.從事養殖漁業的王阿舍有「虱目魚大王」之稱。請問：王阿舍的魚塭最有可能分布於圖（四）中何

地？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   )34.高雄漁村流傳著「一年看一冬，三季攏空空」的諺語。這句話是強調冬季捕撈的漁獲，是漁民主要

的收入來源。請問：這個季節漁民出海捕魚，主要是捕撈何種魚類？ (Ａ)烏魚 (Ｂ)鮪魚 (Ｃ)
虱目魚 (Ｄ)吳郭魚。 

(   )35.臺灣山地森林資源豐富，林木曾是臺灣主要資源之一，但現今森林面積大為減少，只占全島的 60％，其原因是  
(Ａ)氣候的改變 (Ｂ)森林火災之害 (Ｃ)砍伐過度 (Ｄ)病蟲害嚴重。 

(   )36.臺灣的現代化畜牧多屬欄牧而少放牧，是因 (Ａ)地狹人稠，缺乏廣大草原 (Ｂ)工資昂貴，勞力缺乏 (Ｃ)畜牧是農

家副業 (Ｄ)居民不習慣放牧生活。 
(   )37.臺灣傳統農業生產型態已逐漸改變，其原因有下列何者？(甲)加入 WTO (乙)生產成本降低 (丙)農業利潤高(丁)農村人

口老化 (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甲丁。 

二、題組題：8% 

(一)附圖是臺灣各時期的人口金字塔圖。請問： 

 
(   )38.由 50 年至 90 年中臺灣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判斷，下列敘述何者最為正確？(A)幼年人口比率持續增加 (B)老年人口

比率持續增加 (C)老年人口比率持續減少 (D)壯年人口比率不變。 

圖(三) 

圖(二)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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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由圖中可看出，下列哪一項不是臺灣社會即將面臨的人口問題？(A)家庭少子化、獨子化趨勢 (B)出生率漸低，未來

壯年人口漸少 (C)高齡化社會明顯，老人問題嚴重 (D)人口過度膨脹，人口密度壓力大。 
(二)以下是茶葉生產與行銷流程圖。 
 
(甲)陸雨是臺北縣坪林

鄉擁有十甲茶園的

茶農  

 → 

 
(乙)春、冬兩季陸雨

家的茶採收後賣

給茗品製茶廠  

 → 

(丙)茗品製茶廠經過

萎凋、採菁、烘

焙、發酵等過程

完成茶葉製作 

 → 
 
(丁)茗香茶行是販售各

種茶葉的專賣店   

請問： 
(   )40.茶葉適合生長在日夜溫差大、終年多雲霧、排水良好的丘陵坡地，以下哪一張點圖可能是臺灣茶葉的分布圖？ 

(A) (B) (C) (D) 
 

(   )41.承上題，步驟中的(丁)是屬於第幾級產業活動？ (Ａ)第一級 (Ｂ)第二級 (Ｃ)第三級 (Ｄ)第四級。 
 
 

（公民科） 

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 
 ( ）42.由於國片《艋舺》成為時下最流行的話題，因此高雄家扶中心為了讓孩子有豐富的生活體驗，與高雄某影城合作，免

費招待近兩百弱勢家庭的青少年去觀賞《艋舺》。試問：影城負責人乃是具有何種社會互動之基本素養？ 
(A) 守法 (B)理性 (C)正義 (D)公德 。 

( ）43.下列是人民團體與類型的配對，何者正確？  (A)臺灣客家研究學會──職業團體 (B)中藥商業同業公會──政治團

體 (C)臺灣團結聯盟──社會團體 (D)臺灣性別平等協會──社會團體。 
( ）44.右圖為我國國中生在獲得性知識方面的來源分布表（百分比）。請問：下列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這是國中生社會化的過程  
(B)國中生性知識有部分來源是傳播媒體  
(C)網際網路屬於傳播媒體的一種  
(D)家庭是國中生性知識主要來源 。 

 
 
 
 
 

（ ）45.下列哪一種社會互動是以既競爭又需要合作的關係運作？ (A)市政府的市政運作團隊 (B)民主制度下的執政黨和在

野黨 (C)《不能沒有你》在 2009 臺北電影節奪下百萬首獎 (D)聯合對抗恐怖組織的攻擊。 

（ ）46.住在臺北的趙又廷利用寒假義賣文具，再捐款給紙風車劇團到花蓮演出兒童劇，阮經天則奮力的和媽媽一起當義工

整理場地和排椅子。又廷和經天年紀雖小，但他們都以自己的力量幫助花蓮小朋友能在光復糖廠看見兒童劇。請問

他們的做法符合哪一種精神？ (A)維持社會秩序 (B)增進公共道德 (C)增進公共利益 (D)追求社會正義。 

（ ）47.美國 賓州的「安娜」、印度發現的「狼童」，都是因為出生後無法與人群接觸而缺乏社會化，導致其行為類同動物、

異於常人的例子。請問：這是在社會學習的過程中哪個環節出現問題？  

(A)學校 (B)同儕團體 (C)家庭生活 (D)傳播媒體。 

（ ）48.李安所執導的《色．戒》，勇奪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耀金獅獎，李安在獲獎後表示拍此片過程艱辛，因此很感謝參與這

部電影製作各國同仁的共同努力。上述說明中，可以看見哪兩種社會互動模式？ (A)競爭、合作 (B)競爭、順應 (C)

合作、衝突 (D)衝突、競爭。 
（ ）49.陳先生是位大忙人，他參加了許多團體，包括：甲、會計師工會；乙、臺灣團結聯盟；丙、中華青年野外休閒生活

協會；丁、臺灣弱勢民權促進會。請問：他所參加的團體，哪幾個屬於政治團體？ (A)甲乙 (B)乙丁 (C)乙丙 (D)
甲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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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人民可以選擇加入各種類型的團體，是因為下列何者的保障？ (A)憲法 (B)民法 (C)刑法 (D)人民團體法。 
（ ）51.世界貿易組織(WTO)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行，數以千計的反全球化示威者上街和平遊行，呼喊著打倒 WTO 的口號，

抗議本次貿易談判。我國也有部分社運人士參加，而且一度遭到香港警方逮捕，甚至被暴力相待。請問：他們的行

為是符合下列何種民主素養的表現？ (A)追求司法正義 (B)尊重與理性 (C)重視公德 (D)積極參與公共事務。 
（ ）52.家齊成立一家人力派遣公司，專為各大企業提供專門人才為該公司短期效力，有感於同業間競爭壓力大及刻意壓低

價格等趨勢，因此為了穩定人力派遣的市場價格與謀求同業間共同利益，他應該加入下列何種團體？  
(A)工會 (B)消基會 (C)公平交易委員會 (D)同業公會。 

（ ）53.根據下列團體所舉辦的活動分析，下列哪一個團體的取向與其他三者不同？ (A)「台鐵工會」抗議民營化政策  
(B)「師大南友會」舉辦迎新餐會 (C)「家扶基金會」資助貧困學童 (D)「嘉邑行善團」造橋鋪路。 

（ ）54.社會是由許多團體所組成的，下列有關「社會團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社會團體沒有大、小的區別 (B)嬰兒剛出生時，不隸屬於任何團體 (C)社會團體成員必須由三人或三人以上的

成員組成 (D)社會團體內的成員彼此有認同感或歸屬感。 
（ ）55.社會中的人際互動，包含了個人對個人、個人對團體及團體對團體等不同類型。奧運棒球賽中華隊和日本隊的互動

類型與下列何者相同？  (A)老師在臺上教書講課 (B)妹妹用手機和同學聊天 (C)吳建豪參加星光大道歌唱比賽 

(D)一年 22 班和 23 班進行拔河比賽。 
（ ）56.下列有關「宗親會」的敘述，何者錯誤？ (A)與「校友會」性質相同 (B)是基於地緣關係而組成 (C)會定期舉辦

一些活動 (D)目的是在增進親族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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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國中九十八學年度下學期第一次段考一年級社會科解答 

 

（歷史科）                      （地理科）                    （公民科） 

【解答】                        【解答】                      【解答】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1分，共 12 分)     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32 分)     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 
1~5    CCBAD                   22-26  DAABD                42-51  CDDBC  CABAD 
6~10   ADBDB                   27-31  BDAAC                52-56  DBDDB 
11~12  BB                       32-37  BDACAD 
二、題組：(每題 2分，共 18 分)         二、題組題：(每題 2 分，共 8 分) 
13-15  ADC                      38-41  BDCC 
16~20  ADBAC  
21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