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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雄在歷史博物館內，看到某個考古遺址的照片，旁邊的解說牌寫著：「……遺址中發現許多青銅器，推測是祭祀或烹

飪用途。此外，遺址中還發現單一符號的陶文。學者表示，這座考古遺址可能是夏朝的……。」這座遺址應該為何？ 

(A)河南安 陽殷 墟遺址(B)陝西西 安半 坡遺址(C)浙江餘 姚河 姆渡遺址(D)河南偃 師二 里頭遺址 

2.  周王室設計了數種制度，以維繫當時的天下秩序。但平王東遷以後，周王室卻逐漸衰弱，演變成春秋戰國的局面。下列

哪個選項不是周朝最初維繫天下秩序的制度？(A)封建制度(B)宗法制度(C)禮樂制度(D)土地私有 

3.  日治時期，余清芳等人利用宗教結社，在台南號召民眾發起「西來庵事件」，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中國史上某一時期災

荒不斷，也有人利用宗教號召民眾發起「黃巾之亂」，請問此亂事的領導者為何人？(A)張陵(B)張角(C)張衡(D)張機。 

4.  黑板上寫著數道成語：「破釜沉舟」、「約法三章」、「鴻門宴」、「四面楚歌」、「霸王別姬」、「烏江自刎」。學成語看歷史，

請問老師正在教授哪一段歷史？(A)烽火戲諸侯(B)楚漢相爭(C)光武中興(D)黃巾之亂。 

5.  上古時，今山東地區曾流行一句俗諺：「遺子黃金籝，不如一經。」與其留給子女滿筐的黃金，不如教他們學好一部經

書。請問這句俗諺形成的時代背景為何？(A)西周時，貴族世家壟斷政權，代代相傳(B)東周時，私人講學興起，學習風

氣興盛(C)秦朝時，焚書坑儒後文物典籍失傳，經書價值千金(D)漢代時，因為政府選才任官的方式，經學受到重視。 

6.  西周某個封地的諸侯生了四位王子，根據宗法制度的規範，下列何人能夠繼承父親的封建地位？(A)「我在平日各方面

的表現最好，我才擁有繼承權。」(B)「我是父親原配所生的大兒子，當然擁有繼承權。」(C)「我的母親最受父親的寵

愛，將來繼承權一定是我的。」(D)「父親平日最疼愛我，繼承權當然屬於我。」 

7.  春秋五霸歌：「齊桓晉文霸業隆，宋襄戰敗夢成空，秦穆開地霸西戎，楚莊欲問九鼎重。」請問歌中提及的齊桓公，對

外提出了什麼口號，成功成為春秋時的首位霸主？(A)富國強兵(B)遠交近攻(C)尊王攘夷(D)布衣卿相。 

8.  甲「獨尊儒術」；乙「百家爭鳴」；丙「焚書坑儒」；丁「無為而治」。上述為東周到漢初時中國學術發展的流變。請問下

列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A)如依其出現的先後順序應為丙→甲→乙→丁 (B)此時期的學術發展趨勢為逐漸走向多元

並立(C)「甲」時期，當時讀書人如果想要在朝廷當官，必須要熟讀史書 (D)「乙」時期，最受國君歡迎的是法家思想 

9.  福營電視台正在播映某古裝劇，劇中人物阿土伯居住在成都平原，職業是農夫，他的所有財產包括一塊私有土地、鐵製

農具數把和耕牛一隻，他樂天知命的祈求今年能有好豐收。請問這部戲的時代背景最早應該發生於何時？(A)商朝(B)西

周(C)東周(D)秦朝。  

10.  公園裡一群爺爺模仿著虎、鹿、熊、猿、鶴等五種動物的姿態做體操，經過爺爺的說明才知道，原來這是古代名醫所創

的「五禽戲」，這位名醫還以麻醉施行外科手術聞名呢！請問這位古代名醫是何人？(A)華佗(B)張機(C)張衡(D)蔡倫。 

11.  福營中學堂的歷史作業：是誰做的「好事」？ 

(A)獨尊儒術 (B)焚書坑儒 (C)改良造紙技術 (D)自立為西楚霸王 

(E)以宗教聚眾叛亂 (F)下令各地推舉孝廉 (G)自訂尊號為始皇帝 (H)以外戚身分篡位稱帝 

(I)連結戰國北方的長城  (J)將鹽、鐵、酒收歸公賣   

上述各項歷史事件中，哪些是秦始皇的作為：(A)ＡＦＪ(B)ＢＧＩ(C)ＢＨＪ(D)ＤＥＨ。 

12.  承上題，哪些是漢武帝的作為：(A)ＡＦＪ(B)ＢＧＩ(C)ＧＨＪ(D)ＤＥＨ。 

13.  史博館導覽員對一群參觀商朝文物的遊客說：「這是當地出土的龜甲【圖一】，我們可自其中獲得許多有關商朝歷史的知

識。」下列有關商朝的歷史知識，何者較為正確？(A)這就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文字「甲骨文」(B)文字型態雖為符號，

但已可解讀其意涵(C)龜甲中可能會記載湯攻打周武王的結果(D)商人占卜之後，將龜甲磨碎服用，以求應驗 

 

 

 

  

 【圖一】 【圖二】 【圖三】 

14.  【圖二】是漢朝的疆域圖。當時漢朝能經營「甲」區，主要和下列哪組歷史人物有關？ 

(A)張騫、班超(B)秦始皇、漢武帝(C)蘇秦、張儀(D)管仲、商鞅。 

15.  瓔珞正在研究某一史前遺址，散布在桌上的資料有「稻穀有碳化現象」「出現干欄式建築，推測當地易受水患侵擾」「有 

飼養牲畜的遺跡」。請問此一史前遺址位於【圖三】何處？(A) 甲 (B) 乙 (C) 丙 (D) 丁 。 

16.  在一場歷史人物討論會上，有人說他是一位「偽君子」、「逆臣賊子」；也有人說他是書生式的政治家、是中國第一位社

會主義學者；還有不少人認同其「土地國有、均產、廢奴」等改革的魄力……。請問這場討論會的主角是何人？ 

(A)商鞅(B)秦始皇(C)王莽(D)漢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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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圖一】為某一國家海底地形剖面示意圖，▲記號為油氣蘊藏區的位置。

依「領海及經濟海域」的劃分方式判斷，這個國家在圖中擁有幾個油氣蘊

藏區的開採權？ 

（A）四個   （B）三個 

（C）二個   （D）一個。 
【圖一】 

18.  以下是某新聞專訪的部分內容 

記者：「詐騙集團日益猖獗，犯罪手法推層出新，受害人數不斷攀升。針對此問題，政府有何因應對策？」 

官員：「政府設置 165專線供民眾查詢與報案，警方也會加強查緝，以保障人民安全。」 

根據專訪內容判斷，國家發揮了哪一項主要目的？  

（A）保障安全   （B）伸張正義   （C）維護人權   （D）維持秩序。 

19.  下表是韓濯整理國家分類的筆記，但糊塗的他，誤解「共和與民主」的內涵。根據表中內容判斷，韓濯的筆記分

類哪一項正確？ 

 (甲)體制 (乙)型式 (丙)性質 (丁)實例 

共和 政體 元首為世襲君主 國家的型態 英國 

民主 國體 統治者向人民負責 政府的統治方式 法國 

（A）甲   （B）乙   （C）丙   （D）丁。 

20.  下列是金惠珍介紹民主政治特色所蒐集的資料。根據內容判斷，何者最符合法治政治的意涵？ 

（A）警察辦案時，可以進行必要的搜索與監聽，但依法須先申請搜索票和監聽票 

（B）和之國每次選舉，政黨間都會有激烈的競爭，每個政黨都想爭取執政的機會 

（C）近日登革熱疫情肆虐，相關官員未能防堵疫情擴散引發民怨，因而辭職下臺 

（D）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同意，一切決策都必須以人民的意見與利益為優先考量。 

21.  【圖二】為上課時同學們的發言。請問：本次上課的主題最有可能為

下列何者？ 

（A）主權在民 

（B）責任政治 

（C）權力分立 

（D）民意政治。 
【圖二】 

22.  鄭秀賢介紹某政府官員的工作提到：「立法機關若對其施政不滿意時，可以提出不信任案，迫使他提出辭呈，以負

起政治責任。」請問：鄭智賢介紹的職務是下列何者？ 

（A）立法院院長   （B）行政院院長   （C）立法委員   （D）總統。 

23.  行政院秘書長：「教育部部長因○○大學校長遴選案提出辭呈，院長『勉予同意』部長的辭呈。新任部長人選目前

尚未決定。」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條條文》的規定，繼任人選的產生方式為何？ 

（A）由行政院院長直接提名任命     （B）由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C）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D）由公民直接選舉任命。 

24.  老師要求同學蒐集國籍取得的案例資料，並加以說明。【圖三】是姜俊浩的新聞剪報，

根據報導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姜俊浩的剪報說明？ 

（A）外籍神職人員因為屬地原則所以取得我國的國籍 

（B）外籍神職人員透過與我國籍女子結婚而取得國籍 

（C）我國《國籍法》修正案，屬於行政院的職權範圍 

（D）此次《國籍法》修正內容，應與歸化的規定有關。 
【圖三】 

25.  主席：「本院日前通過的決議案，（甲）認為政策推動窒礙難行，經（乙）核可後，向本院提出（丙），移請（丁）

針對此案再次決議。」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甲」為立法院     （B）「乙」為行政院長 

（C）「丙」為不信任案   （D）「丁」為立法委員。 

26.  下列各項國家的政策，何者是為了達成保存文化的目的而推動？ 

（A）持續向美國購買軍事武器，提升國軍防衛能力 

（B）跨部會舉辦「世界母語日」活動，推廣學母語 

（C）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2.0」，擴大健康照護對象 

（D）法院裁定沒收軍購弊案犯罪者的龐大不法所得。 

 

 



 

27.  某位卸任總統整理了自己任內的工作日誌，日誌內容記錄擔任這個職位完成的任務。下列哪一段敘述，最有可能

出現在他的日誌中？ 

（A）公布《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B）為了實現政治理想，決定再次投入院長選舉 

（C）經院長提請總統任命後，成為執政團隊一員 

（D）編列「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 

28.  【圖四】為我國憲法修正案流程。根據該制度設計判斷，下列何者最符合其目的？ 

（A）以分權制衡確保人民權利 

（B）落實主權在民的民主精神 

（C）立法院代表人民制定憲法 

（D）避免立法院濫用立法權力 

【圖四】 

29.  某國因強烈颶風侵襲，導致各地發生嚴重災情、民眾傷亡無數。若這樣的情況發生在

我國，而政府認為應發布緊急命令加以因應，下列何者是其生效的必要條件之一？ 

（A）經由憲法法庭審理   （B）經行政院會議決議 

（C）經由司法院的追認   （D）經由公民投票複決 

30.  上海鄰近長江出海口，清末開港通商以來，逐漸形成二大區域：清朝政府管轄的老城區與外國人主導治理的租界

區。租界區的外國人享有行政與經濟等獨立自主權，可自組行政機構，並在租界區徵稅。根據上文，該城市「二

大區域」的不同管轄情況，最主要反映出下列哪一現象？ 

（A）實施分權制衡   （B）推動經濟發展 

（C）侵害國家主權   （D）妨礙文化交流。 

31.  同學透過角色扮演，學習我國中央政府的職權運作與互動關係。根

據【表一】的內容判斷，下列關於甲、乙職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能提出不信任案   （B）乙能發布緊急命令 

（C）甲能對乙提出質詢   （D）乙能對甲提出彈劾 

角色 對白 

甲 我決定提名鄭漢洙為考試委員。 

乙 
我認為鄭漢洙不適任，所以我不

同意這個人事任命案。 

【表一】 

32.  老師要同學依據下表資料，討論民主政治的特色。下列四位同學的發言，哪一位說法正確？ 

甲 2016年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的席次從上一屆的40席大幅增加為68席，約佔總席次60%。 

乙 
2018年九合一選舉是否合併公民投票，政府舉辦的公聽會中，與會學者一致表示應該遵照原有

的法律規定。 

（A）韓松伊：甲資料內容展現出民意政治的特色 

（B）崔正宇：乙資料內容展現出責任政治的特色 

（C）朴秀智：二份資料內容都展現了法治政治的內涵 

（D）楊美淑：二份資料內容都展現了政黨政治的內涵。 

33.  【圖五】是魏大韓評論某國政治發展的輔助說明圖示。根據內容判斷，下列有關該國

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國家的類型屬於君主立憲國   （B）元首必須對國會與人民負責 

（C）國會的組成展現出責任政治   （D）首相選舉方式採相對多數制。 

【圖五】 
 



 

 

新北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第一次段考社會科試題 
地理科試題【第 34 題----第 50 題    每題 2 分】 

34.  關於中國行政區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北京市是屬於一個省級的行政區。  (B) 香港、澳門同樣是特別行政區。   (C)中國共有 22個省級行政區。    

(D)烏魯木齊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 

35.  中國地勢依高度的差異可以分為三級階梯。下列哪張等高線地形圖是最可能看到福建土樓的等高線地形圖? 

 

  (Ａ)         (Ｂ)           (Ｃ)           

 

36.  承上題，浙閩丘陵應為中國三級階梯中的第幾級階梯呢？ 

(A)第一級階梯    (B)第二級階梯    (C)第三級階梯   。 

37.  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是由澳洲導演傑夫丹尼爾，花了 7年時間所拍攝的新疆

獨立運動知名人士熱比婭對於愛情、親情與民族大愛的想法。請問：片中主人翁

的生長背景，應是【圖一】中的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 

 

 

38.  承上題，請問熱比婭的故鄉阿勒泰市是位於中國三大氣候區中的那一個？ 

（附註：阿勒泰市是位於準噶爾盆地北邊的小平原） 

(A)季風氣候區     (B) 乾燥氣候區     (C) 高地氣候區   。  

39.  讀【圖一】，哪個自治區位於中國三大地理區中的南部地區？ 

(A)甲     (B)乙     (C)丙     (D)戊    。 
【圖一】中國五大自治區圖 

40.  中國三大緣海由北向南的排列順序為何？ 

(A) 東海、南海、黃海  (B) 黃海、東海、南海  (C) 日本海、黃海、東海  。     

 

41.  讀【圖二】，甲、乙、丙、丁代表四個直轄市的位置，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甲:中國首都  。 

(B)乙: 屬黃河流域  。 

(C)丙:海邊為岩岸地形  。  

(D)丁:位於長江上游，屬於中國三大經濟地帶中的西部經濟地帶  。 

 

【圖二】中國四大直轄市圖 

42.  【圖三】是中國境內重要山脈位置示意圖。請問：哪一座山脈堪稱中國自然、人文地理景觀最重要的分界，也是三大地區

中，北部地區與南部地區的分界？ (A)甲  (B)乙  (C)丙  (D)丁   。 

43.  讀【圖三】，圖中哪一座山脈的走向是屬於震旦方向呢？ 

(A)甲  (B)乙  (C)丙  (D)丁   。 

 

  

 【圖三】 【圖四】 

44.  【圖四】為中國三級地形階梯示意圖。請問：甲地為何下列何地？  



 

(A)青藏高原    (B)蒙古高原    (C)黃土高原   (D)華北平原   。 

 

45.  讀【圖四】可知，太行山的海拔高度約為多少？ 

(A)1000m以下   (B)大於 1000m但不到 2000m   (C)6000m以上   (D)100m到 1000m之間   。 

46.  讀【圖四】可知，該圖的剖面線方向(由左到右)為？  (A)由東向西   (B)由北向南   (C)由西向東  (D)由南向北 。 

※左圖為中國時區劃分圖。 

中國綜藝節目「奔跑吧」正在丁地拍攝，主持群預計在當地的官方時間下午 4 點網路

直播，並與觀眾進行遊戲互動。 

請回答下列第 47題到第 50題: 

47.  根據全球時區的劃分，中國涵蓋圖中 5個時區，目前該綜藝節目的拍攝地點位於全球時區中的那一個時區？ 

(A)東 5區    (B)東 6區    (C)東 7區   (D)東 8區  。 

48.  住在戊地的阿凡正在一邊吃東西一邊收看網路直播的「奔跑吧」，根據直播時間，他可能正在吃的是哪一餐呢？ 

(A)中餐   (B)下午茶   (C)晚餐   (D)早餐  。 

49.  如果該綜藝節目「奔跑吧」的企劃小組下次想去丙地拍攝該地獨特古老的交通方式，下列何者是最有可能入鏡的呢？ 

(A)溜索  (B)京杭大運河  (C)木棧道   (D)高鐵  。 

50.  人在臺灣的筱華應是於當日哪個時間收看節目直播？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第一次段考社會科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Ｄ Ｄ Ｂ Ｂ Ｄ Ｂ Ｃ Ｄ Ｃ Ａ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Ｂ Ａ Ａ Ａ Ｃ Ｃ Ｂ Ｄ Ｃ Ａ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Ｃ Ｂ Ｃ Ｄ Ｄ Ｂ Ａ Ｂ Ｂ Ｃ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Ｄ Ａ Ａ C A C D B A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 D C A B C B A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