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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7 年級第 2次段考歷史科試題 
1.  「熱蘭遮城日誌」是十七世紀台灣最珍貴的史料之一，目前留存在荷蘭國家檔案館。請問：熱蘭遮城日誌會記載

以下哪一事件？  

（A）日本要求高山國進貢（B）荷蘭人在台灣傳教與貿易（C）馬尼拉的經濟現況（D）鄭成功歸降清朝政府 

2.  鄭氏治台期間，原住民曾多次起義反抗，此因與原住民何種遭遇有關？                                     

（A）被迫出兵征伐（B）原住民娶妻不容易（C）生活空間受到侵擾（D）被迫集體開墾荒地 

3.  十七世紀來台的傳教士以羅馬拼音協助原住民拼寫語言，其目的應該是下列何者？                            

（A）協助原住民建立語言系統（B）教導閱讀聖經（C）籌畫建立孔廟（d）協助對外貿易 

4.  清廷朝臣曾說「台灣位居海外且範圍狹小，無助於中國疆域增廣…未來勢必花費政府許多金錢卻無益於國家，不

如將人群遷回大陸」。從以上敘述來看，這群朝臣的建議會是下列何者？（A）朝臣認為台灣開發缺乏人力，強迫

中國無業男性來台拓墾（B）清廷收復台灣後，政府官員認為台灣不值得花心力經營，（C）施琅主張保留台灣以保

衛中國東南沿海，即是響應上述朝臣說法（D）清廷對保留台灣一地有疑慮，促成日後在台灣設置行政區情形 

5.  重修台灣縣志記載：「客頭夥同不肖船家，用濕漏小船載運數百人…船隻乘著黑夜出洋…靠近沙岸時就會將人趕下

船，稱為【放生】」。這段話是描述哪一歷史場景？（A）移民過程相當困難且危險重重（B）移民來台灣普遍出現

拋妻棄子行為（C）渡台禁令導致台灣的性別比例失衡（D）清廷消極管理使台灣社會動盪不安 

6.  康康到墾丁國家公園旅遊，在屏東縣車城鄉看到一座墓碑上面寫著「大日本琉球藩民 54名墓」。請問這個墓碑記

載的傷亡者與哪一歷史事件有關？ （A）郭懷一事件（B）林爽文事件（C）牡丹社事件（D）清法戰爭 

7.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有效掌管原住民部落，採取下列哪一作法？                                     

（A）召開地方會議強迫部落長老與新政權合作（B）強迫原住民開墾荒地（C）隔絕原住民各社之間往來，再分別

擊破（D）承包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生意往來，成為中間商 

8.  如果你生活在 17世紀台灣南部，會看到這片土地山林物種的生態有甚麼變化？（A）日本人驅策原住民大量砍伐

檜木（B）荷蘭人大肆捕殺導致梅花鹿逐漸稀少（C）西班牙人引進黃牛協助開墾農地（D）沈葆楨開發山路到東部 

9.  「新港文書」是南部平埔族與漢人簽訂的雙語契約，它最開始的用途是使用在何處？                         

（A）當時已流行漢語、原住民語的雙語教學（B）為防止漢人詐騙原住民土地而發明的文字（C）新港社原住民獨

自發展出的特色文字（D）荷蘭傳教士為方便傳教以羅馬字拼寫的文字 

10.  佛朗明哥 17世紀在台灣舉辦了一場「友善原住民」票選活動，要選出對西班牙人最友善的原住民社群，你認為下

列何者會當選？（A）馬賽人（B）蔴豆社（C）蕭壠社（D）新港社 

11.  彎彎要拍攝一部短片「台灣 17」，記錄 17世紀勇於反抗外來族群統治的原住民，下列哪些是他要去詳加

研究的原住民社群？甲、新港社 / 乙、馬賽人 / 丙、大肚王 / 丁、蔴豆社（A）甲乙（B）乙丙（C）丙

丁（D）甲丁 

12.  當我們坐著時光機重新俯瞰 17世紀的台灣，會發現這塊土地有哪些文化流佈著？甲、佛教 / 乙、天主教 / 丙、

基督教 / 丁、儒家文化（A）甲乙丙（B）乙丙丁（C）甲丙丁（D）甲乙丙丁 

13.  1684康熙將台灣納入版圖，身為一位統治者，他將眼界放在哪些重點上？甲、物產豐富 / 乙、戰略地位種重要 / 

丙、管理不易負擔重 / 丁、可確保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安全 

（A）甲乙丙（B）乙丙丁（C）甲乙丁（D）甲乙丙丁 

14.  下列哪些政策反映滿清只希望台灣不要成為反清基地，所以目標僅著重於「防台而治台」，對於台灣種種現象並不

積極治理與建設？甲、渡台禁令/ 乙、劃界封山/ 丙、開港通商/ 丁、開山撫番                               

（A）甲乙（B）乙丙（C）丙丁（D）甲丁 

15.  嘉慶年間設置了噶瑪蘭廳，是因為滿清政府注意到哪些問題的存在？（A）外國侵擾使台灣海防地位變得重要（B）

朱一貴事件後加強統治（C）廢除渡台禁令後來台漢人日增（D）族群衝突日增與海盜侵擾 

16.  19世紀面對其他國家的侵略行動，滿清皆採取何種方式因應變局？（A）嚴格執行渡台禁令（B）增加行政區設置

（C）將台灣納入福建省管轄（D）皆派層級與權力較高的官員來台建設 

17.  滿清在 19世紀後對台灣加強交通建設，設立郵局、架設電報線、修築鐵路。請問主要目標是什麼？（A）吸引漢

人來台拓墾（B）調整行政區劃分（C）開設道路加強海防（D）加強台灣島內外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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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圖一】為碩民家庭的房間配置示意圖，已知碩民的哥哥住在甲房間，碩民的

太太住在乙房間，養父住在丙房間，嫂嫂住在丁房間。四人與碩民的親屬關係，

若依自然血親、配偶、姻親、法定血親等不同關係的順序加以排列，應為下列

何者？ 

(A)甲乙丙丁  

(B)甲乙丁丙 

(C)甲丙乙丁 

(C)甲丙丁乙 

 

 

 

 

 

 

 

 

 

           【圖一】 

19.  新聞報導，民法規定兒女惡意不扶養父母，有重大虐待、侮辱或無正當理由不扶養，經父母以遺囑、書面、錄音

或記錄影音等方式舉證後，經 (甲)機關判決，兒女將喪失(乙)權利。請問：上文敘述之甲、乙分別為以下何者？ 

(A)甲：法院、乙：繼承 (B)甲：社會局、乙：親權  

(C)甲：警察局、乙：繼承 (D)甲：法院、乙：親權 

20.  課堂中老師請四位同學介紹家中同住的成員，內容如【圖二】所

示。請問：下列哪位同學的家庭屬於「折衷家庭」？ 

(A)昊文    (B)允喬 

(C)吉力    (D)可青 

【圖二】 

21.  為了提供子女良好健康的成長環境，法律特別賦予父母親親權。

但親權行使並非毫無限制，過度濫用有可能侵害子女的哪些權

利？  

(A)懲戒、管教       (B)人格、隱私 

(C)人格、懲戒       (D)教養、親權 

22.  婚姻價值觀的改變，使得現代人對於婚姻與家庭的選擇愈來愈多元化，例如：許多人選擇不婚、晚婚或結婚不生

小孩。因此有學者認為此種現象代表家庭功能正在轉變當中。請問：下列何種變化的趨勢可能與此種家庭功能轉

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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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圖三】為我國司法院某項統計數據。請依據圖中曲線之判斷，

下列敘述何者較能適切說明圖中呈現之現象？ 

(A)家庭暴力事件大幅減少 

(B)政府處理家暴事件增加 

(C)家庭平權觀念日益普及   

(D)女性家暴被害人數增加 

【圖三】 

 

 

 

 

 

              

 

24.  日本連續劇《阿信》清楚描述婆媳之間的問題，引起女性觀眾的共鳴。請問:女主角阿信跟婆婆之間的關係，屬於

姻親中的哪一種類? 

(A)配偶的血親            (B)血親的配偶 

(C)配偶的血親的配偶      (D)血親的配偶的血親 

25.  隨著網路科技的興起，越來越多學生喜歡觀看 Youtuber拍的各種影片，除了娛樂之外也可以學到不少知識，但有

些內容並未經過查證，若是盲目的跟從仿效，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請問:這代表家庭中的哪一種功能逐漸被傳播

媒體取代? 

(A)經濟功能  (B)生育功能  (C) 教育功能  (D)保護與照顧功能 

26.  平平住家所在的社區住著王姓夫妻及其年幼小孩，平平經常在深夜聽見他們夫妻吵架摔家具、玻璃碎裂聲，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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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驚恐淒厲的哭喊聲，甚至看到王太太臉上被施暴的瘀青傷痕，令平平感到害怕，很想打電話報警處理。若依

我國相關法令規定，下列針對上述案例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A)目睹家暴的孩童雖未直接被攻擊，但也會對其造成傷害 

(B)王太太只有哭喊而無求救，因此平平不便干涉 

(C)王先生毆打妻兒屬家務事，政府機關無法介入 

(D)王太太可以向社會局提出依法剝奪王先生對小孩的親權 

27.  老師上課時提到，由於社會改變使得家庭經濟功能產生變化，連帶影響家庭平權及家庭成員的勞動參與，老師並

舉某項統計數字為例來說明。請問：下列何者較有可能是老師所舉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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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隨著人權意識抬頭，性別平權及親子平權越來越受到重視，法律也跟著修改。請問:對於《民法》修改過後的規定，

下列哪一項敘述正確? 

(A)父母行使親權意見不一致時，由子女自行決定 

(B)子女如有被父母家暴或遺棄，可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 

(C)夫妻財產與住所的決定權皆屬女方所有 

(D)未成年子女的姓氏一律從父姓 

29.  過去受到「法不入家門」的影響，許多人認為家庭暴力是私領域事務，其他人不需加以干涉。但隨著家庭平權的

推動，政府積極制定相關法律，並提供多種求援管道。請問:以下針對《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A)加害人若違反保護令的規定，可能會被判刑 

(B)113保護專線可以提供通報服務或法律諮詢 

(C)家暴受害人可以透過社會局向警察機關聲請保護令 

(D)即使是已離婚的前配偶也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30.  小新針對政府近幾年來推行的政策進行研究，並把背後的原因做成表格向同學報告，眼尖的正男卻發現其中有許

多錯誤，請幫小新找出哪一項才是正確的? 

推行政策 原因 

(A)生活適應班 跨國交流頻繁，新住民要拋棄舊有的文化成為真正的臺灣人 

(B)育嬰留職停薪 生育率逐年上升，新生兒越來越多導致父母負擔加重 

(C)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大家庭數量大幅增加，老人安養的問題逐漸得到改善 

(D)職業訓練服務 有些家庭發生變故成為弱勢家庭，產生經濟上的問題 
 

31.  頂客家庭在我國社會愈來愈普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框架已逐漸被打破。請問：這可能是下列哪一項

因素使得家庭生活模式有所改變？ 

(A)性別平權的觀念興起，使女性的就業率逐年上升 

(B)隨著都市化的發展，現代人就業及居住的地方不再侷限於單一區域 

(C)許多人因為經濟壓力沉重選擇不生育子女 

(D)傳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觀念已不存在 

32.  【圖四】的喜帖中，丙丁兩人是昭國的雙親，戊己兩人是喬安的

雙親。請問:未來結婚手續完成後，下列相關說明何者正確? 

(A)甲戊為直系血親 

(B)丙己為姻親關係 

(C)乙戊為旁系血親 

(D)甲己為姻親關係 

【圖四】 

33.  大雄總是未經同意就任意使用小叮噹的東西，這也成為他們倆兄

弟吵架的主因。請問:上述屬於何種類型的家庭衝突? 

(A)隱私權未受到尊重     (B)自主權受到限制 

(C)家務分工不均         (D)金錢價值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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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常見的地形種類中，臺灣看不到下列哪種地形？ (A)山地  (B)丘陵  (C)臺地  (D)高原 

35.  已知臺灣島是由板塊擠壓隆起而成，請問是由「歐亞大陸板塊」與哪個板塊的互相擠壓而成？ 

(A)太平洋板塊      (B) 印澳板塊      (C)菲律賓海板塊       (D)非洲陸塊 

36.  下列對於「等高線」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是一條閉合曲線                             (B)等高線通過河谷，呈現 V字型彎曲，尖端指向低處 

(C)若等高線的數字往裡面越來越小，則為丘陵     (D)等高線分布越密集，坡度越平緩 

37.  若以北回歸線（嘉義-花蓮）作為臺灣地形的剖面線，則畫出來的地形剖面圖，最接近下列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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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地震的發生，與下列何項因素關係最為密切？ 

(A)內營力：地殼變動    (B)外營力：地殼變動   (C)內營力：侵蝕作用    (D)外營力：侵蝕作用   

39.  追求永續乾淨能源，臺灣許多廠商紛紛投入電動機車的生產行列，搭配環保補助方案，讓民眾更可以落實「行的 

環保」。但因電池技術，多數電動機車建議以平地駕駛為宜，爬坡性能仍有待加強。請問：下列何種地形，較 

友善於電動機車的行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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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關於臺灣的地形特徵，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山多平原少     (B)島內相對高度起伏小     (C)坡面陡峭與地質破碎     (D)多火山與地震災害 

41.  下列對臺灣地形類型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甲：盆地--是四周較低，中間高的地形。 

  乙：山地--是高度超過 1000公尺，頂部平坦且遼闊的地形。 

  丙：平原--地勢低平開闊，約 100公尺以下，是人口密集區。 

  丁：丘陵--高度多在數百公尺，坡度起伏較山地小的地形。 

42.  「臺灣漁船侵入菲律賓海域違法捕撈，蓄意衝撞菲律賓公務船，菲律賓公務船為阻止漁船侵入領域而開槍攻擊 

…，但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臺籍漁船在重疊經濟海域內作業屬正當且合法行為…。」上述新聞事件中的經濟 

海域，是指海岸基線向外多少浬的海域範圍？ 

(A)12浬    (B)120浬    (C)100浬    (D)200浬 

43.  如果想要快速取得地震過後地形災變現場的第一手資料,利用哪一種圖示法最適合?  

（A）等高線地形圖  （B）地形剖面圖  （C）航空照片圖  （D）分層設色圖 

44.  杰倫在某旅遊書看見這樣的文章：『這個離島是臺灣唯一的島縣，目前

成立臺灣第二個海洋國家公園：擁有玄武岩地質、特有種植物、保育

類野生動物、珍貴珊瑚礁生態與獨特梯田式菜宅人文地景等多樣化的

資源…』，請問此處是右圖何處?  (A)E (B)G (C)F (D) H 

 

 

 

 

 

題組:請回答 45-46題 

45.  下圖哪一條登山路線，可以看到河流的景色？ 

(A)甲  (B)乙  (C)丙  (D)丁 

 

 

 

 

 

 

 

 



 5 

46.  承上題，根據下圖判斷，圖上的「X」點，高度應為多少公尺？ 

(A)400m  (B)450m  (C)500m  (D)550m 

題組:右圖是臺灣地形圖。請回答 47-48題 

47.  阿里山五奇之美－鐵道、日出、雲海、晚霞、神木，吸引著各國

旅客爭相前往朝聖。請問：阿里山位於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48.  2016年 7月 10號正式開放的八卦山天空步道你去過了嗎？這座

全長約 1公里 的天空步道走一圈需要 15分鐘，是目前臺灣最長

的天空步道。途中可觀賞到八卦山的生態資源，晚上更是看彰化

夜景的新亮點喔。請問，八卦臺地位於圖中何處？  (A)ㄅ   (B)

ㄆ    (C)ㄇ    (D)ㄈ 

題組:右圖是臺灣海岸分段圖。請回答 49-50題 

49.  哥哥在他自己的『超跑日記』中寫了這麼一段話：『每年一定要來這裡一趟

單車之旅，雖然沿途公路車輛不少，看著清水斷涯，夾在高山深海之間的

那種刺激，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大自然的壯闊，騎累時停下來吹吹海風，

看著前方的藍色海洋，感覺自己就與海合為一體了』，請問又是哪一段海岸

的景色呢? 

(A)甲    (B)乙    (C) 丙    (D)丁 

 

 

 

 

 

 

 

 

 

 

 

 

 

 

 

50.  這些鄰近縣市的美食有新鮮現撈的烤牡蠣、煎虱目魚肚、紅燒臺灣鯛(吳郭

魚)等，再往遠一點的城市走，還可以在當地最高樓欣賞到臺灣最大港口風

光，而且還是利用潟湖建設完成的呢，請問文中講述的臺灣海岸類型是在

哪一段海岸呢?   

(A)甲    (B)乙    (C) 丙    (D)丁 



 3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段考社會科 7 年級答案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B B A C A B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C A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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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 A C A A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 D C A A B D D B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