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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段考 7年級社會科試題 

歷史科 

1. 民國 60年，一個被中華民國稱為「排我納匪」的決議案，它影響海峽兩岸政府的國際地位，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堅持「一個中國」的重要依據。你認為題目所指的是下列哪一件事？(A)中美簽訂臺灣關係法 (B) 中華民國與美國斷

交(C)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D)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 

2. 下列哪一個法，保障原駐美大使館官邸「雙橡園」的產權、維持雙方互設辦事處與防禦性軍售等關係，也讓今天的台

北與華府雖無邦交卻維持「非官方互動」至今？(A)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B)台灣保證法 (C)臺灣關係法 (D) 1974年

貿易法 

3. 民國 76年文德走在路上無意中拿到傳單寫著：「想回家，怎麼辦？」，幾個月後又看到有傳單寫著：「抓我來當兵，

送我回家去」，這些傳單由同一組織發佈。請問他們的主要訴求為何？ (A) 開放小三通 (B)開放兩岸直航 (C)堅持

三不政策 (D)開放兩岸探親 

4. 堂堂暑假預備到中國大陸旅行，他上網比價哪一家航空公司往返上海的機票比較便宜。堂堂能夠省時省錢的前往中國

大陸旅行與政府的哪一項政策有關？(A)開放兩岸探親 (B)開放兩岸直航 (C)開放小三通 (D取消三不政策 

5. 客家電視台成立，原住民走上台北市街頭，訴求「還我土地」並要求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這一連串的族群發聲，是

因為歷史走到下列哪一階段？ (A)解嚴 (B) 廢除動員戡亂(C)政府撤退來台 (D)受到美式文化影響 

6. 1960年政府制定「展開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及加強對非宣傳工具計畫草案」，從名稱上來看這個計畫是為了完

成什麼目標？(A)要求美方提供軍事援助 (B)為了鞏固與友邦的關係 (C)為了提升台灣在國際間的形象(D)為了加強

台灣的經濟實力 

7. 民國 40年代，政府的經濟策略是減少對進口的依賴，積極生產民生必需品，並大量外銷農產與其加工品，作為發展

工業基金，此階段經濟策略是下列何者？ (A)幣制改革 (B)進口替代 (C)出口擴張 (D)產業升級 

8. 民國 68年中共對中華民國提出「一國兩制」的政策，台灣則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原則，此時的中共所採取

的策略是甚麼？(A)和平統戰 (B 三不政策 (C) 武力解放台灣  (D)文化與經貿交流 

9. 哪一個園區的成立，顯示台灣從勞力密集的市場轉型推動「產業升級」引進高科技產業與科技人才？ (A)南部科學園

區 (B)中部科學園區 (C)新竹科學園區 (D)楠梓加工出口區 

10. 這幾年來，台灣人口結構發生很大的變化，你認為下列哪個活動是政府需要多加提倡的？ (A)還我母語運動 (B)還我

土地運動 (C)提倡愛用國貨 (D)新移民子女文化體驗營 

11. 比較日本與中華民國的對內政策，你會發現下列哪些項目是重複類似的作法？甲/十大建設 乙/國語運動 丙/義務教

育 丁/愛用國貨 (A) 甲乙(B)乙丙 (C)丙丁 (D)甲丁 

 

      小豬暑假到金門觀光，參觀了當地著名的鋼刀廠，他看到老闆親自示範使用廢棄的砲彈彈殼鍛造鋼刀等過程。 

請回答 12-14的問題： 

12. 鋼刀之所以成為金門的「名產」之一，是因為原料取自當地許多廢棄的砲彈殼。這種現象產生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遷

台初期，兩岸關係處於下列哪種情況？(A)和平對峙 (B)經貿交流  (C) 軍事對抗 (D)談判協商 

13.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初期，中共對台灣的政策為何？(A)武力解放台灣 (B)放棄武力犯台 (C)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D)

三通四流、加強往來 

14. 解嚴以後，我國政府成立哪個機構負責兩岸事務？(A)大陸委員會 (B)海峽交流基金會 (C)國家統一委員會 (D)海峽

兩岸關係協會 

15. 民國三十年代，政府為了重整戰後經濟環境，在台灣推行何種經濟措施.，逐漸穩定金融秩序？ (A) 打擊投資客 (B)

成立台灣銀行 (C)發行新台幣 (D)發行公司股票 

16. 民國四十年代，國際局勢詭譎多變，因為韓戰的緣故，我國獲得哪個國家大量的經濟補助？ (A)蘇聯 (B)日本(C)韓

國(D)美國 

17. 安安趁端午節連假與父母一起回南部祖父母家，車子經過中山高速公路時，安安向父母聊起最近歷史課本學到的知識，

可是他的印象有些模糊，請你為他找出需要修正的部分。(A)中山高速公路是蔣經國時期提出的建設(B) 中山高速公

路是「十大建設」之一(C)「中山」二字的命名是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 (D)二次大戰結束後政府為加強南北運輸所規

劃的建設  

 

 

 

    【歷史科試題結束，尚有公民科以及地理科試題，請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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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過去對於飲食的需求只要「吃飽就好」，後來漸漸崇尚「精緻美食」，而現代社會則朝「粗食養生」的清淡、簡

樸方向發展，進而促成健康飲食的風行。上述飲食文化的改變，是屬於何種層面的變遷？ 

（A）風俗習慣    （B）器物生活    （C）價值理念    （D）社會制度。 

19.  某雜誌曾以「一個臺灣，兩個世界」為標題，進行孩童教育與家庭背景關連性之專題報導。報導中的主人翁，

有的放學後趕著補習、學才藝；有的下課後穿梭在田埂間幫忙耕種。上述現象，顯示我國面臨何種社會問題？ 

（A）家庭問題    （B）環境問題    （C）犯罪問題    （D）貧富差距問題。 

20.   為了處理日益嚴重的塑膠垃圾問題，除推動多年的資源回收政策外，環保署於去年更擴大禁止提供免費塑膠袋

的管制範圍。上述政府所採取的措施，與下列何種社會變遷的過程最相符？ 

（A）器物變遷影響制度變遷    （B）制度變遷影響觀念變遷 

（C）觀念變遷影響器物變遷    （D）器物變遷影響觀念變遷。 

21.  環保團體為提倡節能減碳，呼籲民眾中秋節不要進行烤肉活動，政府為了響應環保團體的訴求，發文要求所屬

各級單位不要辦理大型烤肉活動。上述的作法，說明政府試圖採用何種方式解決問題？ 

（A）調整價值觀念    （B）更改社會制度    （C）改善器物生活    （D）提升科學技術。 

22. 昆 現代各國政府對於社會福利政策多採取何種作法，以達保障人民權利的目的？ 

（A）課徵高額稅率以提供經費    （B）鼓勵民間多參與社會福利 

（C）將社會福利列入憲法條文    （D）透過文化交流多吸收經驗。 

23.  每年 10月左右，政府免費為 50歲以上民眾及滿 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的幼兒施打流感疫苗。此項措施，屬

於我國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中的哪一項社會福利政策？ 

（A）就業安全    （B）福利服務    （C）健康與醫療照護    （D）社會救助與津貼。 

24.  某官員於記者會中提及：「……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為了避免人民未來陷入經濟危機，政府實施社會

保險有其必要性。」四位民眾針對官員發言的內容，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下列何者的說明最正確？ 

（A）查裡：「社會保險的對象為遭遇緊急危難民眾。」 

（B）馬維：「社會保險的實施是為了保障基本人權。」 

（C）西索：「社會保險是採取自願參加的原則。」 

（D）莫廷：「社會保險的費用全部由政府負擔。」 

25.  蘿拉國中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於是報名參加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開設的美睫美甲耳鑽美學創業培訓課

程，希望學成後，一圓開店當老闆的夢想。開辦此類課程，主要是為了落實下列哪一項社會福利政策？ 

（A）就業安全    （B）社會救助    （C）福利服務    （D）社會保險。 

26.  2009年 8月 8日，一場大水災重創南臺灣，許多民眾雖然分散在全國各地，卻透過網路串聯，自發性組團、募

集救援物資前往災區救災；並匯集最新災情，通報救援物資的傳遞情況。下列何者最符合上述內容的意涵？ 

（A）天然災害會造成生態環境改變    （B）科技發達擴大民間人士的參與 

（C）各地民眾響應社區營造的活動    （D）網際網路致使自然環境受破壞。 

27.  政府為改變民眾不論症狀輕重，都愛去大醫院看病的情形，藉由透過醫療院所分級與推動各項相關因應政策，

鼓勵民眾養成「小病在小診所就診，大病到大醫院就醫」的習慣，並配合轉診措施的推展，落實醫療分級制度。

上述做法，最主要是希望達到下列何種目的？ 

（A）強化社區保健    （B）降低醫院負擔    （C）實施醫藥分業    （D）善用醫療資源。 

28.  【表一】是卡斯伯觀看選舉電視政見發表會時，某位候選人主張的部分

政見。根據內容判斷，該名候選人的觀點，最主要是基於哪一種考量？  

（A）促進社會流動    （B）增進適應能力 

（C）提高經濟效益    （D）維護社會正義。 

【表一】 

29.  老師在課堂上說明關於「社會制度變遷」的主題，並請四位同學舉出適

當的例子加以說明。下列哪一位同學的舉例，最符合上述主題？ 

（A）臺灣總督府推動放足與斷髮的運動，禁止纏足及辮髮 

（B）西元 1900 年臺灣出現新式製糖廠，取代傳統的糖廍 

（C）日本統治時期，政府積極推廣公共衛生及防疫的觀念 

（D）八田與一建造嘉南大圳，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30.  【圖一】是新北市政府推出的「好孕專車」活動文宣。根據內

容判斷，該方案屬於我國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中的哪一項社會福

利政策？  

（A）社會津貼    （B）福利服務 

（C）社會保險    （D）健康與醫療照護。 

【圖一】 

31.  今日許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或制度，例如：總統直選、

婚姻平權、消費者保護機制等，都是過去社會運動長期累積的

成果。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是社會運動的影響之一？ 

（A）促成社會變遷    （B）加速社會互動 

（C）落實社會福利    （D）強化社會規範。 

……有人認為偏遠地區的小學，全

校僅有數名學童，每年每人花費的

教育成本高達百萬元，不符合經濟

投資效益，應該採取廢校或與他校

合併的做法。教育問題的決策，是

否僅止於數值的計算，孩子們的學

習權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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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列有關我國目前實施的社會福利政策目標，何者敘述正確？ 

（A）社會救助--滿足人民因各項差異而產生的需求 

（B）福利服務--保障勞動者的工作權利及工作福祉 

（C）社會津貼—針對人民特殊需求提供的現金給付 

（D）居住正義--協助人民維持基本生活及自立更生。 

【圖二】 

33.  【圖二】是我國歷年社會福利占政府支出的比例。根據圖中資料判斷，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政府財政負擔加劇 

（B）人民繳納稅額減少 

（C）醫療保險費用提高 

（D）社會福利漸受重視。 

34.  【圖三】是我國歷年嬰兒出生人數統計資料。根據圖中

資料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面臨人口高齡化的社會現象 

（B）造成扶養比升高的人口問題 

（C）顯示生肖影響生育意願的現象 

（D）產生勞動人口不足的經濟問題。 

【圖三】 

【公民科試題結束，尚有地理科試題，請繼續作答】 

 

 

    地理科 

35. 下列關於北宜高速公路的敘述，何者正確？ (A)即為國道 2號 (B)又稱蔣介石高速公路 (C)聯繫蘭陽平原和臺北盆 

    地 (D)縮短臺北到高雄的行車時間。 

36. (甲)彰化縣 (乙)雲林縣 (丙)嘉義縣 (丁)臺中市 (戊)臺南市。請將上述各縣市由北到南依序排列？ (A)甲乙丙丁戊  

(B)乙丙甲丁戊 (C)丁甲乙戊丙 (D)丁甲乙丙戊。 

37. 附圖為臺灣區域劃分圖。圖中哪個區域因海運便利的優勢，利用進口的工礦原料就地發展造船、石化、鋼鐵等產業，而

成為臺灣重工業的重鎮？ (A)甲 (B)乙 (C)丙 (D)丁。 

 
38. 電影《KANO》描述西元 1931年嘉農棒球隊打進日本甲子園大賽的往事，片中同時也敘述了由八田與一所建造的亞洲第

一水利工程「嘉南大圳」，完工通水後灌溉嘉南平原 15萬公頃農田，嘉惠了臺灣的農民。請問：興建嘉南大圳的原因

主要與臺灣自然環境中的何種特色有關？(A)耕地狹小 (B)降水季節分布不均 (C)河川坡陡流急 (D)年降水量少。 

39. 慎恩打算利用寒假找一個氣候乾爽舒適的地區玩個一星期，下列哪個景點會是他的首選？ (A)墾丁 (B)日月潭 (C)

太魯閣 (D) 陽明山。 

40. 下列哪兩條溪流為北部區域的主要河川？ (甲)蘭陽溪 (乙)淡水河 (丙)大甲溪 (丁)立霧溪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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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下列哪個區域因高速公路開通後，形成蔬菜、花卉的生產專區，為該類作物的主要產地？ (A)北部區域  

(B)中部區域 (B)南部區域 (D)東部區域。 

42. 「該地為火山作用所形成的島嶼，因缺乏山地抬升水氣，而成為全臺灣雨量最少的地區，島上冬季多強風，故農業不盛，

居民主要從事的產業活動為漁業及觀光業。」上文所描述的是下列哪個地區？ (A)金門 (B)澎湖 (C)馬祖  

(D)綠島。 

43. 有一首歌的歌詞是：「……出名鯉魚山，也有一枝石雨傘，初鹿之夜，牧場唱情歌，紅頭嶼、三仙臺，美麗的海岸，鳳

梨、釋迦、柴魚，好吃一大盤，洛神花紅茶，清涼透心肝……」這首歌所描述的是下列哪個地區？ (A)澎湖 (B)臺北 

(C)臺東 (D)金門。 

44. 臺東在夏季時常有「焚風」出現。請問：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來說明臺東發生焚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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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某地旅遊報導指出：「這裡不只有風獅爺，還有處處林立的傳統聚落。這裡舉目皆是臺灣本島難得一見的百年古厝，閩

南建築風格；燕尾式、馬鞍式的屋簷，滿據天空。」上文所指的地區應為下列何處？ (A)新竹 (B)蘭嶼 (C)金門 (D)

澎湖。 

46. 柏均剛從金門服役完，帶了許多當地特有的名產回來餽贈親友，請問：親友收到的禮品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釋迦、蓮霧 (B)貢丸、米粉 (C)貢糖、高粱酒 (D)柴魚、洛神花。 

47. 下列何者最可能是造成臺灣東部區域人口外移其他區域的主要原因？ (A)工作機會較少 (B)房價較便宜  

(C)環境破壞較嚴重 (D)生活空間較狹小。 

48. 區域間的差異是臺灣整體所面臨的問題，具體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下列哪些方面上？ (甲)產業發展 (乙)人口分布  

(丙)家庭平均年所得 (丁)公務人員薪資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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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臺灣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一鄉一特色，並舉辦節慶活動，例如大雅小麥季、苗栗杭菊節等。請問：這些政策將會對鄉村

造成哪些影響？ (甲)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乙)都市化程度明顯提升 (丙)外來遊客人數大量增加 (丁)提昇當地產業知

名度 (戊)促進都市與都市間的聯繫。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丁戊 (D)丙丁戊。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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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D B A B B A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A A C D D C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C C B A B D D A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C D C C D D B A A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B C D C C A A D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