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社 1 ※背面還有題目※ 

圖(一) 

一年  班 座號   姓名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一年級社會科試題卷 

※歷史科 

一、選選題：（1~10 題，每題 1 分，11~15 題，每題 2 分，共 20 分） 

 1.十七世紀，英國的文件中出現「與東寧國王洽商，並在台設商館」云云，請問文中「東寧國王」指的是那位統治者？ 
(A)鄭芝龍 (B)鄭成功 (C)鄭經 (D)鄭克塽。 

 2.近年來，高雄在左營籌辦「萬年季」，吸引很多人潮參與。請問「萬年祭」此一名詞的由來，可追溯至那一時期的統治？ 

(A)史前時期 (B)國際競爭時期 (C)鄭氏治台時期 (D)清領前期。 
 3.三國時代的諸葛亮，足智多謀，奠立蜀漢建國的根基。無獨有偶，台灣也有「鄭家諸葛」，此為下列何人？ (A)施琅

(B)陳永華 (C)郭懷一 (D)顏思齊。 
 4.鄭成功驅逐荷蘭人後，開始鄭氏治台時間。請問這對台灣歷史的發展有何重大意義？ (A)台灣正式納入中國版圖  

(B)台灣成為世界貿易的轉運站 (C)台灣首度出現漢人政權 (D)台灣成為走私貿易的據點。 
 5.魯夫到台北石牌捷運站，看到一座「漢番界碑」，這座碑可解釋清領前期的那一政策？ (A)渡台禁令 (B)畫界封山  

(C)海禁政策 (D)開山撫番。 
 6.娜美到圖書館查閱台灣歷史的相關資料，看到一部「淡水廳志」。此書最早可能出現在何時？ (A)康熙年間 (B)雍正

年間 (C)嘉慶年間 (D)光緒年間。 
 7.清廷平定台灣，施琅曾力排眾議，建議朝廷無論如何都要保留台灣，他主要以那一觀點說服皇帝？ (A)國防 (B)外

交 (C)血緣 (D)交通。 
 8.清領時期，為避清朝的忌諱，台人將紀念「某一人士」的廟宇改稱「開山國廟」。此「某一人士」應為下列何人？ (A)

鄭成功 (B)鄭經 (C)陳永華 (D)施琅。 
 9.清廷治台初期，藍鼎元曾向朝廷上書：讓人民都能組織家庭，那麼民間就不會發生這麼多械鬥和民變事件。這是針對

那一措施提出的建言？ (A)限制漢人來台 (B)禁止攜眷來台 (C)申請渡台證照 (D)禁止入山開墾。 
10.索隆和同學到新竹北埔進行古蹟之旅，途中探訪一級古蹟「金廣福公館」，由館內資料可知此公館應屬於何種性質的建

築物？ (A)行會組織 (B)軍事營區 (C)信仰中心 (D)土地拓墾組織。 
11.台南孔廟歷史悠久，是台灣地區的一級古蹟。以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由鄭成功興修完成 (B)明倫堂是祭拜

孔子的場所 (C)清代是「承天府學」所在地 (D)是全台第一座孔廟。 
12.有關三藩之亂的發展，下列何者不符合史實？ (A)發生在清聖祖時 (B)三藩以吳三桂為首，起兵抗清 (C)鄭成功出

兵中國大陸，與清軍作戰 (D)結果鄭軍兵敗，退回台灣。 
13.清領前期，台灣與大陸間的唯一「合法」口岸，位於圖(一)的何地？ (A)甲 (B)乙 (C)丙 (D)丁。 
14.清代官員曹謹致力協助民眾修建水圳，民眾深感其恩，以其姓氏為水圳命名。此水圳位於圖(二)何地？ (A)丁 (B)

丙 (C)乙 (D)甲。 

 

 

 

 

 

 

 
 

15.喬巴是清領前期台南商人，常來往浙江，從事布料的出口貿易。在(甲)南郊 (乙)北郊 (丙)布郊 (丁)米郊中，他最有可

能加入那些郊行？   (A)甲丙 (B)乙丁  (C)甲丁  (D)乙丙。 

二、題組（每題 2 分，共 20 分） 
(一)歷史學者曾評論鄭成功為「海外彈丸地養兵十餘萬，獨立抗拒滿清傾國之師而不潰敗」。請問： 
16.面對缺糧危機，鄭成功採用「軍屯」的基本精神，此可用那一名詞詮釋？ (A)以農養兵 (B)

寓兵於農 (C)兵農分籍 (D)軍民合一。 
17.鄭成功積極推動土地的拓墾工作，墾殖的核心地帶位於圖(三)何區？ (A)丁 (B)丙 (C)乙 

(D)甲。 
18.鄭氏時期與英、日貿易積極，和中國大陸的貿易卻一度中斷，原因為何？ (A)清廷忙於三藩

之亂，無暇東顧 (B)台灣發生民變，自顧不暇 (C)清廷實施海禁，打壓沿海貿易 (D)台灣

物資充足，無需與中國貿易。 

圖(三) 

圖(二) 



 一社 2 

19.鄭成功維持財政的方式，主要歸功於何者？ (A)實施共產共享制度 (B)引進西方開礦技術 (C)與原住民交換貿易 

(D)對外拓展海上貿易。 
20.鄭氏時期，台灣輸出的自製產品為何？ (A)稻米、蔗糖 (B)蔗糖、軍火 (C)鹿皮、藥材 (D)蔗糖、鹿皮。 

(二)金元寶是清領前期的大地主，請問： 
21.他開墾土地的過程是先向官府申請開墾執照，官府核准後再招募眾人開墾荒地，三年後再向官府繳稅。金元寶土地拓

墾的角色，應為何者？ (A)郊商 (B)墾戶 (C)佃農 (D)原住民。 
22.金元寶的兒子日夜苦讀，終於學業有成，收拾行李前往省會應考。他應前往那一省的省會赴考？ (A)台灣省 (B)廣

東省 (C)福建省 (D)浙江省。 

(三)清領前期，歷經一些重要事件後，行政迭次調整。根據圖(甲)、(乙)、(丙)，請回答下列問題： 
 
 
 
 
 
 
 

 
23.若以行政區建置的先後順序排列，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甲→乙 (D)乙→甲→丙。 
24.由行政區的變遷來看，清代更動行政區的主因為何？ (A)民變和人民積極拓墾的需求 (B)外患入侵，開港通商 (C)

政府鼓勵開墾，積極治台 (D)清廷加強對原住民的教化。 
25.清領時期行政區變遷，可反應那一現象？ (A)性別失衡，男多女少 (B)漢人活動範圍受限制 (C)行會組織的貿易衝

突 (D)台灣的土地開發的方向呈現先西後東的現象。 
※地理科 
壹、選擇題： 

26.圖(一)、圖(二)是小茜暑假去某外島旅遊，在當地景點拍攝的照片。由照片內

容推測，她應該是去圖(三)中哪一地點？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一) 圖(二) 圖(三) 
27.岩岸地形大多具備深水港的條件，適合發展航運，但是台灣南部卻不適合發展航運，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A)多岬

角、港灣，缺乏天然避風港 (B)珊瑚礁眾多，船隻易擱淺 (C)多沙洲、潟湖，船隻不易進入 (D)為斷層海岸，陡直

缺港灣 
28.「一粒雨擲死一個人」是形容雨滴很大，「西北雨，落不過車路」是形容雨區小，請問這是屬於哪種降雨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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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圖(四)為某熱帶海域的地面天氣圖。若僅根據圖上的數值判斷，哪一地區形成颱

風的可能性較高？ (A)甲 (B)乙 (C)丙 (D)丁。 

 

30 小傑跟奇犽想要安排一天的戶外旅遊活動，時間是農曆春節到春假期間，為了不

希望有寒風、細雨敗壞遊興，依照天氣狀況應安排哪一項景點比較合適呢？  
(A)宜蘭羅東夜市 (B)花蓮清水斷崖 (C)高雄蓮池潭 (D)台北淡水漁人碼頭 

圖(四) 

圖(甲) 圖(乙) 圖(丙) 



 一社 3 ※背面還有題目※ 

貳、整合題 
一、圖(五)為台灣海岸分佈圖。回答下列問題： 

31.阿基師想要選用新鮮的虱目魚及牡蠣做一道五星級的料理，則他應該前往何處才能

挑選到新鮮又肥美的漁產呢？ (A)甲 (B)乙 (C)丙 (D)丁 
32.若要欣賞大自然雕刻的奇岩怪石，如燭台石、女王頭、仙女鞋等等，應前往何地？

(A)甲 (B)乙 (C)丙 (D)丁 
33.「……早年單線通車時期，南下北上車輛均需在各管制站依管制規定放行，車輛多

為日間通行，行經斷崖路段，車中旅客往往無法看見狹窄道路的邊緣，僅見低處海

色藍白，駕駛車行左旋右迴，讓人驚恐不已。」請問上述文句描述哪段的海岸景觀？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五) 

二、圖(六)是某種海岸地形的示意圖。請問： 
34.圖中甲所代表的水域，稱為什麼？ (A)谷灣 (B) 峽灣 (C)潟湖 (D)緣海 
35.下列哪個一個海港，是利用圖中甲所代表的水域闢建而成？ (A)基隆港 (B)台中港

(C)花蓮港 (D)高雄港 

 
圖(六) 

三、圖(七)為台灣附近某日的天氣圖，請根據此圖回答下列問題： 
36.此天氣圖最常出現在哪個季節？ (A)春 (B)夏 (C)秋 (D)冬 

37.該日臺灣北部區域，最可能出現哪種風向？ (A)  (B)  (C)  (D)

38.這時臺灣地區最可能遭受何種氣象災害？ (A)豪雨 (B)寒害 (C)焚風 (D)
龍捲風 

 
圖(七) 

四、圖(八)為台灣年平均年雨量線分布圖。根據此圖回答下列問題： 
39.台灣的降雨特徵有 (甲)夏季多於冬季 (乙)山地多於平地 (丙)東北部多於西南

部，從圖中可以得到哪些資訊？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甲乙丙 
40.圖中顯示台灣島各地的雨量差異主要受到下列哪種自然條件的影響？ (A)地

形和季風 (B)緯度和地形 (C)緯度和季風 (D)季風和距海遠近 

 
圖(八) 

 
※公民科 
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22 分 

41.下列何者不屬於姻親？  (A)血親的配偶  (B)配偶的血親  (C)配偶的血親的配偶  (D)血親的配偶的血親。 
42.家人之間難免會發生衝突，下列何者的觀念最有助於解決家庭衝突？  (A)阿龍：等雙方冷靜下來再來解決問題  (B)

老王：大人間的事情小孩子不要插嘴  (C)小凱：如果媽媽不給我增加零用錢，我下次段考就故意考不好  (D)可柔：

發生衝突盡量忍耐以免事態更嚴重。 



 一社 4 

西瓜日報  

記 者   辛 欣 常

根據內政部統計，由於單身人

口以及頂客家庭增加，台灣將漸漸

變成老人國… 

43.珍妮佛看到一份報導：「根據研究指出，有家庭的人比單身貴族的平均壽命更高...」請問：下列何者可以解釋該研究的

結果？  (A)家庭可以培育新生命  (B)單身貴族容易酗酒嗑藥  (C)單身貴族比較不懂得理財  (D)家人之間可以互相

扶持與照顧。 
44.俗話說：「龍生龍，鳳生鳳，老鼠的兒子會打洞。」意指子女會模仿學習父母的行為和生活習慣。請問：這是屬於家庭

的哪一種功能？  (A)生育功能  (B)保護與照顧功能  (C)教育功能  (D)經濟

功能。 
45.志修上課時看到這個表格(如右表)，請問表格中「＃＃＃」應該是何者？   

(A)成員最少 (B)又稱為核心家庭  (C)讓年幼子女或年老父母獲得照料  (D)易
因互動頻繁產生摩擦。 

46.下列四對夫妻離婚的原因，哪一對夫妻是因為家務分工的衝突而離婚的？之凡：我的先生積欠了一堆卡債，甚至連孩

子的學費都要拿來還債。喬喬：我和我先生都有工作，但是每次下班都是我煮晚餐，真的很累。羅傑：我的太太喜歡

逛街，而且每次都買很貴的包包和洋裝。濱柳：我的太太管小孩管得太嚴，連假日都安排補習。  (A)之凡  (B)喬喬  (C)
羅傑  (D)濱柳。 

47.小花早上看到一則新聞報導(如右圖)，請問圖中所說的「頂客家庭」是指？ 
(A)單親家庭  (B)需扶養 65 歲以上老人的家庭  (C)常常搬家更換住所的家

庭  (D)夫妻都在賺錢卻不生育子女的家庭。 
48.下列何者不是現代家庭常面臨的問題？  (A)重男輕女的觀念  (B)少子化的

問題  (C)離婚率節節升高  (D)家庭暴力的問題。 
49.社會上又傳出兒童被虐待事件。經調查發現，該位父親酒後都會動手打女兒，時間已長達一年多。像女童父親濫用親

權，虐待兒童的事件，我們可以依法向哪個機關聲請限制該父親的親權？  (A)市政府  (B)法院  (C)警察局  (D)區公

所。 
50.(甲)家庭可以提供生理和心理上的照顧(乙)社會的變遷並沒有影響家庭的功能(丙)現在家庭生育的子女數量減少(丁)一

個家庭必須有經濟功能才能滿足生活日常所需(戊)青少年在校時間增長，家庭便喪失功能了。以上敘述哪幾項正確？ 
(A)甲乙丁  (B)甲丙丁  (C)乙丙丁  (D)乙丁戊。 

51.幾位同學討論剛剛公民課的內容，請問哪位同學的說法正確？  (A)魯夫：我和我弟弟魯蛋感情很好，我弟弟是我的直

系血親  (B)麻里愛：小姨丈和大姨丈的關係稱為「妯娌」  (C)布丁妹：養父和養子之間也有親屬關係  (D)睏寶：人

生有些階段絲毫不受家庭的影響。 

二、題組：每題2分，共8分 
◎閱讀文章回答下列問題 
 
 
 
 
 
 
 
 
 

52.安邦與外婆的關係是？  (A)直系血親  (B)旁系血親  (C)姻親  (D)沒有血緣關係。 
53.由日記中可以得知安邦的外婆家是屬於何種家庭型態？  (A)小家庭  (B)折衷家庭  (C)大家庭  (D)隔代家庭。 
54.舅舅和舅媽因為政治理念不同而產生的衝突是屬於何者？  (A)家務分工的衝突  (B)經濟的衝突  (C)價值觀的衝突 

(D)生活習慣的衝突。 
55.小阿姨在聊天中語出驚人地說：「以後就算結婚我也不打算生小孩。」請問這反映了哪種問題？  (A)離婚問題  (B)少

子化問題  (C)老人安養問題  (D)生活適應問題。 
 

 

家庭的型態 特色 
小家庭 成員組成較為單純 
折衷家庭 ＃＃＃ 
大家庭 獲得經濟及感情支援 

安邦的日記  

今天是秋高氣爽的星期日，我們一家人決定去外婆家玩。外婆和舅舅、舅媽、小阿姨以及最可愛的小表弟住在一

起。難得週日大家都在家，吃完午餐，大人們在客廳看電視聊天；而我們小孩子則在樓上輪流玩著網路遊戲。樓下不

時傳來舅舅高談闊論他的政治理念，而舅媽則立刻提出相反的意見反駁舅舅，爸爸和媽媽則會適時開個玩笑，使氣氛

熱絡起來，真是 

一個有趣的下午啊！ 



 一社 5※背面還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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