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八年級歷史科題目卷 
請利用答案卡作答 

1.  隋朝文帝與煬帝興修大運河，除了經濟方面的作用外，也有軍事方面的考量。請問哪一條運河是為了征伐高麗而開鑿的？   

(A)江南河 (B)通濟渠 (C)永濟渠 (D)邗溝  

2.  韓國的歷史劇中常有使用毛筆及中國文字的場景。請問這些場景的設計與下列何者有直接關聯？   

(A)東亞的唐化 (B)漢武帝通西域 (C)隋煬帝三征高麗 (D)清康熙帝平臺灣  

3.  西元八世紀中期，杜甫因叛軍攻入長安而受困，寫下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

金，…。」請問杜甫經歷的是哪一場亂事？  (A)黃巢之亂 (B)安史之亂 (C)怛羅斯之役 (D)玄武門之變 

4.  Lucas在暑假要去一趟宗教之旅。他從敦煌莫高窟到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再到洛陽的龍門石窟。看到了許多的壁畫及

石像雕刻。請問他這一次旅遊主題是體驗下列哪一種宗教的偉大建築？  (A)景教 (B)佛教 (C)伊斯蘭教 (D)摩尼教 

5.  東晉南朝的知識份子經常聚會，討論人生、宇宙觀、佛經等。他們多引用哪本經典中的內容進行討論？  

(A)易經 (B)三國演義 (C)論語 (D)史記  

6.  中國歷代都有不同的選才任官方式。請問開始於曹魏時期的「九品官人法」最後導致何種現象產生？   

(A)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B)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C)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D)使平民當官的機會增加  

7.  唐玄宗天寶年間曾與大食為了爭奪中亞霸權而爆發怛羅斯之役。請問關於這場戰役，下列何者正確？  

(A)唐朝大勝，虜獲許多大食人 (B)使得印刷術西傳 (C)促使道教傳入西藏 (D)促使造紙術西傳 

8.  南北朝時期鮮卑族將獨孤氏改為劉姓，拓跋氏改為元姓。請問這與下列何者有直接關聯？   

(A)唐太宗平定東突厥 (B)五胡建立十六國政權 (C)北魏孝文帝的漢化 (D)司馬炎建立西晉 

9.  孫吳、東晉、宋、齊、梁、陳皆建都於今日的南京，史稱「六朝」。請問「六朝」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上有何重要的貢獻？   

(A)統一中國結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 (B)平定西域，使各胡族臣服  

(C)胡漢融合使思想文化走向多元化 (D)發展江南經濟，奠定隋唐帝國富強的經濟基礎   

10.  道教盛行於中國已有千餘年的歷史。請問關於道教這一千多年來的演變與發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道教只流行於平民百姓之間   (B)道教創立於東漢末年  

(C)道教是發源於中國本土的宗教 (D)道教起源於古代巫術與神仙傳說 

11.  阿龍正在讀一部小說。小說中描述了玄武門之變及李世民即位為皇帝後，任用魏徴為宰相，採納諫言，使國勢蒸蒸日上。

請問這部小說設定的歷史背景為何？   

(A)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B)唐玄宗的開元之治 (C)唐太宗的貞觀之治 (D)東漢初年的光武中興   

12.  蘇東坡的念奴嬌：「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赤壁之戰是魏晉南北朝史上的重要戰役。請問這場戰役之後，

中國南北方的局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孫權、劉備主導北方政權   (B)曹操完成南北方的統一  

(C)曹操被消滅，劉備統一天下 (D)曹操繼續經營北方，孫權、劉備在南方擴張勢力 

13.  李生是生活於西元七世紀的長安人。請根據課堂所學，回答下列問題。李生所居住的長安，應該會有什麼樣的城市風貌？   

(A)唐朝奉道教為國教，城中未見佛寺 (B)城中設有市舶司，負責與胡商交易  

(C)街道呈棋盤狀設計，市場集中管理 (D)街上行人男女分道，謹守禮儀分際  

14.  承上題，許多像李生這樣的長安人，已經習慣不同民族的飲食、服飾和樂舞，而當朝統治者的態度又是如何？   

(A)夷夏觀念淡薄 (B)推行全面「胡」化 (C)推行全面「漢」化 (D)堅持華夏正統 

15.  承上題，李生是名事業有成的大商人，貿易往來途中，可能會有何種遭遇？   

(A)藉由運河之助，事業深入四川 (B)經常與阿拉伯人談生意  

(C)事業發展受黃巢之亂影響     (D)前往澳門向葡萄牙人購買香料   

16.  唐太宗將文成公主遠嫁吐蕃。請問這次和親造成什麼影響？   

(A)景教因此傳入中國 (B)唐朝藩鎮割據的開始 (C)中國印刷術傳入西藏 (D)中國的農業技術及佛教傳入西藏  

17.  日本在西元七世紀時實行大化革新。其後更創立日文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請問這是日本學習哪一國文化與制度的成果？   

(A)中國（唐朝時期） (B)韓鮮半島的新羅 (C)中亞的波斯 (D)南亞的阿拉伯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0%9B%E7%BD%97%E6%96%AF%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0%9B%E7%BD%97%E6%96%AF%E6%88%98%E5%BD%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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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列何者為大法官的職權？  (甲)處理公務人員違法失職之懲戒事項  (乙)統一解釋法律、命令  (丙)審理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  (丁)複決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19.關於公務人員的銓敘、保障、撫卹、退休等事宜，是由以下哪一個政府機關所負責的?  

    (A)立法院    (B)監察院    (C)考試院    (D)司法院。 

20.就直轄市市長的職權而言，請問下列哪位直轄市市長參選人提出的政見是可行的？  

    (A)掃蕩色情行業    (B)增加國防預算    (C)爭取與他國建交  (D)修改國教課綱。 

21.地方政府為繁榮地方經濟或增加自治財源，可經營或籌畫公共產業。下列哪項公共產業具備開拓財源的功能？  

    (A)圖書館     (B)社區公園   (C)環保清潔隊  (D)公營停車場。 

22.請問下列哪個地方政府的層級與頭份市不同？  

    (A)馬公市  (B)新竹市    (C)花蓮市  (D)員林市。 

23.大眾捷運系統完工後，除了替居民帶來便利的交通，也替捷運沿線的商家再創商機，連帶提升附近房地產的價格。

上述現象對於沿線商家及居民來說，是獲得了何種效果？  

    (A)外部成本  (B)公共利益   (C)外部效益  (D)附加價值。 

24.我國對於所得稅的課徵，讓高所得者負擔較多的稅，低所得者負擔較少的稅，並將課稅所得提供低收入者醫療、失

業等各項補助。這是政府為了達到何種目的而採行的措施？  

    (A)提供公共財   (B)處理外部效果   (C)維持經濟秩序  (D)縮短貧富差距。 

25.購買物品時，商家開立的統一發票，其中內含 5%的營業稅，這是屬於政府的何種稅收？ 

    (A)財產稅  (B)所得稅    (C)關稅   (D)銷售稅。                       

26.多多將過去一年全家所繳交的各

類款項整理如右表。請問：多多

家 所 繳 的 地 方 稅 有 多 少 ？ 

(A)5,800 元   (B)98,000 元   

(C)112,300元   (D)157,300元。 

27.依財政部新修正的「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公益彩券、運動彩券或統一發票中獎獎金超過 5000 元，就要課

徵 20%的所得稅。請問，這種向獲獎者課稅的做法，是依下列哪一項概念而實施的？ˉ 

    (A)外部效果    (B)量能課稅     (C)受益原則    (D)負擔能力原則。 

28.右圖是我國中央政府某院所屬單位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布的新聞稿摘要。根

據圖中內容判斷，該院依其職權，最可能在其網站中發布下列何項訊息？ 

(A)某前任鄉長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事證明確，遭本院彈劾。 

   (B)沈姓典試委員涉洩漏警察特考試題，本院院長下令究責。 

   (C)本院所屬臺東地方法院辦理首場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模擬法庭活動。 

   (D)《陸海空軍刑法》 修正第 54條及第 72條條文經本院三讀通過。 

29.王老闆向政府承租國有地，每月須支付 5萬元的租金。請問，王老闆繳納的費用應是屬於政府的哪一項收入來源？     

    (A)租稅收入   (B)規費收入    (C)財產收入    (D)公營事業盈餘收入。 

30.苗栗縣苗栗市公所為鼓勵生育，減輕家庭養育負擔，提出發放每胎 1萬元生育津貼的自治條例已獲

通過，將於明年元旦起施行。右圖是處理該自治條例的部分程序，請問「乙」應是屬於下列哪一機

關的職權？  (A)立法院     (B)審計部    (C)苗栗縣議會   (D)苗栗市民代表會。 

31.公平交易委員會今年四月對 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聯合漲價、違反公平交易的行為，分別開罰 100 萬

元至 2000 萬元不等的罰鍰，金額總計 6000 萬元。前述政府的作為，主要是為了達到何種目的？  

    (A)提供公共財   (B)維持經濟秩序   (C)處理外部效果 (D)縮短貧富差距。 

32.右表為四位投保者在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下的薪資與保險費明細表。根據表中

資料判斷，我國個人健康保險費繳納金額的多寡，是根據何種概念而設計的？  

    (A)受益原則    (B)負擔能力原則   (C)使用者付費原則  (D)減少外部成本。 

33.新北市第 44 家公共托老中心－永和中興公共托老中心－本月 15 日開幕，具備同時為

健康與失能長者打造預防、延緩失能的公共托老服務，以增進長者的生活功能與社會

參與度。上述做法應是屬於地方政府哪一方面的職權？ 

    (A)教育文化   (B)社會服務    (C)安全衛生   (D)經濟建設。 

※ 公民試題結束，下頁尚有地理科試題！ 

個人綜合所得稅 45,000 元 天然瓦斯費 10,000 元 市立停車場停車費 36,000 元 

使用牌照稅 2,300 元 遺產稅 55,000 元 電費 12,000 元 

自來水費 1,600 元 房屋稅 1,500 元 欠稅的罰款 1,500 元 

地價稅 2,000 元 補發健保卡 200 元 營業稅 50,000 元 

【新聞稿】 

    內政部營建署推動及督導無障礙

環境，成效未彰，核有違失，本院通過

糾正內政部營建署。 

姓名 
薪資 

(元／月) 
保險費 

(元／月) 

陳子明 25,000 355 

林宜靜 35,000 511 

吳志勳 56,000 813 

葉淑芬 80,000 1128 

甲─擬定計畫 

↓ 

乙─審查計畫 

↓ 

丙─執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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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天朝旅行社」推出中國少數民族主題旅遊行程，如右表。請問：第二 

天行程中提到「在一望無盡的草原上縱橫」，下列何者會是當地傳統 

的建築特色？ 

 (A)土樓 (B)騎樓 (C)蒙古包 (D)干欄式建築。 

35. 氣象局報導：「近日受到冷氣團南下的影響，預計在明日午後第一波 

    冷空氣將抵達華南地區上空，沿海和空曠地區氣溫可能會降至 8℃，提 

    醒民眾必須特別注意保暖。」請問：冬季時，冷氣團主要源自下列哪 

    一個地區？ 

    (A)印度洋 (B)蒙古 (C)太平洋  (D)四川盆地。 

36. 在電影「高山上的世界盃」中，小喇嘛們踢著足球，身上穿著的服飾，多為容易穿脫的外袍。請問：這種穿著方式，可以 

    反映出當地具有下列哪種氣候特色？ 

    (A)日溫差大 (B)終年低溫    (C)雨量稀少 (D)蒸發旺盛。 

37. 阿嘉是中國人，他告訴他的美國朋友：「我家鄉的傳統美食是以米飯為主食的料理。」 

請問阿嘉最有可能住在右圖中的哪個地區？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38.右圖是中國四大水文區圖，其中太平洋、印度洋和北極海三 

   個外流區，劃分的依據是下列何者？ 

                                                                                                   (Ａ) 河川長短的不同  (Ｂ)河川流量的多寡 (Ｃ)河川的水源差異 

                                                                                                   (Ｄ) 河川注入的地區。 

 

39.承上題，源自雲貴高原的「珠江」是流入太平洋的，應屬於圖中的那一區呢？ 

                         (Ａ) 內流區   (Ｂ)太平洋外流區   (Ｃ)   北極海外流區   (Ｄ)印度洋外流區。 

40.東東在網路上和網友哈拉：「我來自中國，所住的地方冬天好冷喔！一月的平均氣溫是零下 20℃，夏天也蠻熱的，七月 

氣溫約 22.3℃，年降水量 627毫米。」請問：東東最可能住在下列哪個城市？  

(A)上海   (B)海口  (C)拉薩   (D)哈爾濱。 

41. 中國的人口分布不均，右圖中的哪條線是人口稠密區和稀疏區的分界？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42. 中國為了因應未來可能面對人口老化與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 

    下列哪個選項是適用的對策？ 

    (A)堅持一胎化政策  (B)降低人口素質  (C)發給老年人醫療證   (D)增加就業機會。 

43. 環境負載力是指生活環境系統所能供養生物的能力。請問：長江中下游平原人口眾多，其環境負載力是偏高還是偏低呢？  

    (A)偏高 (B)偏低  。 

 44. 人口的結構對地區的發展影響甚大，而其結構常以人口金字塔呈現。右圖為某地區的人口金字塔 

     結構特色，從圖中可以得知下列何項特色？ 

     (A)人口主要分布於東半部  (B)教育程度提升   (C)人口總數增多  (D)出生率漸下降。 
45. 下列有關中國淡水湖的敍述，何者正確？ 

    (A)淡水湖中的湖水也是含有鹽量的  (B)納木錯是位於青藏高原的淡水湖  (C)洞庭湖可提供附近 

居民湖鹽   (D)鄱陽湖主要水源來源是來自春夏的高山融雪。 

46. 下列哪一條河川的水力資源充沛，但出海口不在中國境內？ 

    (A)怒江  (B)海河  (C)珠江  (D)長江。 

47. 「計畫生育」是中國政府於 1979年推行之政策。請問：下列有關計畫生育政策的敘述，何者有誤？ 

    (A)通稱為一胎化政策   (B)2015年底已調整為全面開放生育第二胎    (C)一對夫婦至少生育一個子女   

(D)該政策的目的是「減少人口成長」。 

 

48. 右圖為中國某月的季風風向圖。依圖中的風向判斷，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此時節可能在夏季  (B)在海面上的低氣壓可能在北半球形成颱風    

 (C)圖中的線條代表的是「年等雨量線」  (D)讀圖可知風向為陸地吹向海洋。 

49. 中國某年的人口總數約為 13億人，其年齡結構如下表所示。若扶養比小於 50%為 

人口紅利時期，請問:由下表的資訊中可得知，該年是否為人口紅利時期？ 

   (扶養比:幼年人口與老年人口之總和,除以壯年人口。) 

   幼年人口 壯年人口 老年人口 

比率 27％ 65％ 8％ 

    (A)是   (B)不是  。 

 

50. 「朝穿皮襖午穿紗，抱著火爐吃西瓜」最能貼切表達下列那一族群的日常生活及其居住地的氣候特徵？ 

    (A)藏族，終年低溫   (B)壯族，日夜溫差大   (C)維吾爾族，日夜溫差大   (D)蒙古族，年溫差大。 

第一天 
體驗天人合一的人間境界。但地勢相當

高，須注意高山症。 

第二天 

在一望無盡的草原上縱橫，大塊吃肉、

大口喝酒，感受大漠兒女的豪

情。 

第三天 
來到清朝時期的龍脈所在，拜訪這些清

代皇族的遠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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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B B A B D C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C A B D A C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B C D D A C A C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B B C B A A D B D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C A D A A C D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