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八年級第一次段考社會領域試題 

請劃記在電腦答案卡上作答，並正確劃記班級及座號，劃記錯誤者依成績評量辦法扣分，第一部份歷史題為 1~16 題，每題 2分 

1.  一位十八世紀晚期的歐洲商人馬可，想要和當時的中國商人交易。他所須採行的方法為下列何者？ 

(A)只能透過透過公行進行買賣             (B)可至搭船至北京直接購買貨品  

(C)只有官方貨物可以直接貿易             (D)外商之間的貿易是受到保護的。   

2.  張德彝於清同治年間畢業於北京同文館。下列哪項工作最能讓他能發揮所學？ 

(A)鐵路建設 (B)商業貿易 (C)外交翻譯 (D)機械製造。 

3.  【圖一】為清末時三個國家大使的對話內容，請自他們的談話內容判斷

最可能與下列哪項戰爭的影響有關？ 

(A)英法聯軍  (B)甲午戰爭 (C)鴉片戰爭 (D)中法戰爭 。 

 【圖一】

 

俄國大使：這個國家太貪心了，只不過 

     打勝一場小仗，居然連遼東 

     半島也要搶走。 

德國大使：對呀！這個國家會妨礙我國 

     在華利益，必須予以警告。 

法國大使：不錯！我們三國應該出面說 

     說話了。 

 

4.  清末中國在鴉片戰爭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及其附約，這對日

後歷史發展產何種影響？ 

(A)維持天朝朝貢貿易，外交地位中國為尊 

(B)中國割讓大片土地，日後外國勢力入侵 

(C)喪失司法財政主權，陷於不平等之地位 

(D)接觸西方船堅砲利，積極接受西方思想。 

5.  阿福在書上讀到某件戰事的描述：「1884年 4月，外國軍艦駛向基隆，清廷相當重視此事，派劉銘傳來臺督辦

軍務。8月外軍開始攻擊，雙方開戰……10月又分兵攻打淡水，彼此交戰不休，……此後清廷更加注意臺灣的

地位。」上述戰爭的發生，與下列中國的哪個藩屬國有關？(A)琉球  (B)朝鮮  (C)緬甸  (D)越南。 

6.  清末有一位人士對於國政主張如下：「雖然國難那樣嚴重，反對變法的人仍居大多數。為什麼呢？一句話，打破

了他們的飯碗。人人都知道應該廢八股，提倡實學；但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

童生，全國的讀書人都覺得前功盡棄。他們費了多少的心血，想從之乎也者裏面，陞官發財，一旦廢八股，他

們絕望了，難怪他們要罵帶頭領導的人是洋奴漢奸。至於被裁的官員，更不要說，無不切齒痛恨。」請問這位

人士的主張應與下列那一史事有關？ 

(A)太平天國 (B)瓜分危機 (C)自強運動 (D)戊戌變法。 

7.  一個國家想要保護自己的產業，可用關稅來防止外國的傾銷，但是中國

在哪場戰爭之後，卻失去此一控制機制，使得當時國內的工商業遭受嚴

重的傷害？(A)甲午戰爭 (B)英法聯軍 (C)鴉片戰爭 (D)中法戰爭。  

 

【圖二】 

8.  小福在整理清末對外戰爭的筆記，如【圖二】所示，其中「？」最可能

是下列那一件史事？ 

(A)英法聯軍  (B)甲午戰爭 (C)鴉片戰爭 (D)中法戰爭。 

9.  右表為清末不同時期外國在中國設廠的數量與資本額，請問： 

自表中的工廠設立家數及資本額的變化判斷，應與下列哪一場戰爭

有關？  

(A)甲午戰爭   (B)鴉片戰爭   (C)英法聯軍   (D)中法戰爭。        

 時期（西元） 設立工廠家數 設立時的資本額（千元） 

1840-1870 7 2,802 

1870-1894 16 4,829 

1894-1913 136 103,153 

  

  ※請閱讀下列資料，並回答 10-12題： 

英商怡和洋行原名為渣甸洋行，1832年成立於當時唯一允許西方貿易的通商口岸，至香港割讓英國後，將其

總行遷入香港，改名為怡和洋行。其後分行遍布中國各地及臺灣，經營鐵路修建、船運、金融等事業，1876

年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即是怡行洋行興建的，亦安裝了中國的第一部電梯和引入各種機械及工業設備。

後來，怡和洋行曾試圖在通商岸建立工廠，一直受中國官方反對，因某國和清朝簽訂某項條約後，怡和洋行

才可以於中國的各通商口岸設立合法的工廠。 
 

10.  依據上文，怡和洋行前身渣甸洋行在 1832年成立時應位於【圖三】那一代號的口岸？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三】 

11.  依據上文，怡和洋行開始在中國設立工廠，因援用清朝對外簽訂條約那一項內容？ 

(A)租界 (B)協定關稅 (C)領事裁判權 (D)片面最惠國待遇。 

12.  小芉的歷史作業為將下列晚清的史事依發生順序完成排列，請你協助確認下列那一組排

序是正確的？(甲)中法戰爭 (乙)甲午戰爭 (丙)英法聯軍 (丁)鴉片戰爭 ？  

(A)丁丙甲乙 (B)丁甲丙乙 (C)甲丙丁乙 (D)丙丁甲乙。 

 【第一頁結束，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持續作答】 



13.  清代有位皇帝下了一道密詔：「朕思考時局艱難，不變法不足以救中國，不去守舊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則

不能變法，但是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勸諫，太后更生氣。現在朕位幾乎不保。你們□、楊銳、林旭、譚嗣

同、劉光第等，應妥當秘密籌劃，設法相救。」請問□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林則徐       (B)曾國藩       (C)康有為      (D)李鴻章。 

 ※請閱讀下列有關清朝某件史事的興亡之相關資料，並回答 14-16題： 
 

「1850 年起事於廣西，勢力發展迅速，1853 年天王率軍攻克江寧，易名為天京。此後由東王策劃，派兵北伐

及西征，北伐軍目標為北京。……1863 年，李鴻章與英國軍官戈登的洋槍隊攻下蘇州；次年春，左宗棠與常

捷軍攻陷杭州。6月天王自盡，7月天京城牆被火藥轟塌，守城士兵與湘軍進行巷戰。……最後不敵而敗亡。」 

14.  文中的「天王」指的是何人？ 

(A)曾國藩   (B)洪秀全   (C)林則徐   (D)奕訢。 

15.  上文中的史事與下列何者性質相同？(A)牡丹社事件 (B)林爽文事件 (C)甲午戰爭 (D)自強運動。 

16.  上文中的史事造成的影響包含何者？ 

(A)外人可至內地傳教        (B)中國喪失最多土地    

(C)造成中國的門戶洞開       (D)漢人政治地位因此提升。 

 

 
17.  我國憲法被視為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也是政府的組織法。依據上述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不可能規範於憲法條文

中？  

（A）憲法的修改程序      （B）參政權的種類 

（C）稅款的徵收方式   （D）行政院的職權。 

18.  中東地區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根據古蘭經訂立人民日常生活和行為必須遵守的規範。上述說明哪些社會規範的

約束力？（甲）法律（乙）風俗習慣（丙）宗教信仰（丁）倫理道德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19.  政府需透過相關政策的實施，才能更進一步落實我國憲法條文的精神。下列哪一項作法最有助於維護憲法所保障

的參政權？ 

（A）民眾遞交請願書，請求市政府儘速解決垃圾汙染問題 

（B）參加國中教育會考，身心障礙考生申請設置特殊考場 

（C）黃易焦與何利寧利用休假，參加韓國釜山的賞櫻之旅 

（D）人民對電業法關於「2025非核家園」之條文進行複決。 

20.  透過動物保護法的制定與實施，帶動了生命平等的觀念，也讓更多人懂得善待動物、尊重生命，而不再只將動物

視為人類的附屬品。上述動物保護法的實施，彰顯法律的何種功能？ 

（A）保障人民權利      （B）維護社會秩序 

（C）促進社會進步      （D）強化司法正義。 

21.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49號解釋，認定按摩行業不是專屬於視障者的工作，任何有意從事按摩業的國民，只要檢定

合格者，都可從事按摩業。然而，主管機關也應提供視障者適合的職業訓練輔導、保留適當就業機會等具體措施，

才能兼顧視障者與非視障者的權利。上述內容，說明憲法維護人民的哪些基本權利？ 

（A）平等權、受益權      （B）自由權、平等權 

（C）受益權、自由權      （D）參政權、自由權。 

22.  某工會未依規定向相關主管單位申請，便於上班顛峰時間在交通要道進行抗議活動，嚴重影響用路人的行車安全，

警察依據集會遊行法制止該工會的活動。根據上述內容判斷，政府是基於何種理由，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行使？ 

（A）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B）維持社會秩序 

（C）避免緊急危難          （D）增進公共利益。 

23.  「狹義的法律」在我國專指立法機關三讀通過，總統公布的法律，下列何者符合上述的說明？ 

（A）文化部處務規程 

（B）憲法法庭審理規則 

（C）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D）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 

24.  某政論家在媒體上發言：「以後我國勢必更難進行憲改工程，因為立法院提出修憲案後，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

舉人投票複決，且有效同意票超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才能通過。」上述政論家的說法，凸顯我國憲法的哪一項

特性？ 

（A）穩定性      （B）強制性      （C）最高性      （D）原則性。 



25.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確保國內防疫資源充足，行政院於 1月 24日宣布禁止口罩出口，並依法徵用口罩工廠

統一配售，每日的口罩產量也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負責調配。從我國對於人民權利保障與限制的角度判斷，

政府是基於何種理由，採取上述的作法？（甲）維持社會秩序（乙）增進公共利益（丙）避免緊急危難（丁）防

止妨礙他人自由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26.  老師要求同學解釋「民主法治」的相關概念，下列四位同學的發言，哪一位說法正確？ 

（A）俊平：國家遭遇緊急危難時總統可以逕行發布法律 

（B）巧薇：司法機關應該依照法律的規定獨立行使職權 

（C）偉誠：政府有時基於施政的需要不必受法律的約束 

（D）品嫣：我國位階最高的法律是由立法院制定及修改。 

27.  內政部部務會報通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未來新建或增建建物高度超過 21公尺者，

都應確保鄰近住宅區或商業區基地，於冬至日有 1 小時以上的有效日照，取代原僅限於住宅區建物的規範，以擴

大保障日照權益，加強維護民眾的居住健康。上述內政部的作法，落實了憲法保障人民的哪一項基本權利？  

（A）環境權      （B）自由權      （C）受益權      （D）健康照顧權。 

28.  【圖一】是宣民報告我國憲法平等權相關內涵的輔助說明圖。下列何者最

有可能是他說明的內容？ 

（A）相同情況、相同待遇      （B）不同情況、不同待遇 

（C）相同情況、不同待遇      （D）不同情況、相同待遇。 

【圖一】 

29.  為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校園擴散，以維護學生及教職員校園安全

健康，教育部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訂定「校園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上述之規定，屬於哪一項法律位階層級？  

（A）憲法      （B）法律      （C）命令      （D）緊急命令。 

30.  新聞報導：「為控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需要，教育部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決議宣布，自 3月 17日起到

本學期上課日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全面停止學校師生出國，如有特殊必要出國者可以專案申請，並且加強回國

後管理措施」。教育部是基於下列何種理由，限制高中職以下師生自由權的行使？ 

（A）增進公共利益      （B）避免緊急危難 

（C）維持社會秩序      （D）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閱讀下列選文，回答第 31至 33題： 

 

31.  由選文判斷，該法律保障了人民的哪一項基本權利？ 

（A）受益權      （B）自由權      （C）平等權      （D）健康照顧權。 

32.  上文所提及的立法重點，彰顯出法律的哪些功能？（甲）解決納稅紛爭（乙）維護社會秩序（丙）促進社會進步

（丁）保障人民權利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33.  由選文判斷，該法律的制定說明法治社會的何種特性？ 

（A）法律內容須與時俱進      （B）法律是最低行為標準 

（C）法律規範不溯及既往      （D）立法機關要依法立法。 

 

  

以往「納稅」被視為義務，人民必須依照政府規定繳納，納稅者如果被認定逃漏稅，也只能默默補稅或繳

交罰款。隨著時代的進步，納稅者權益日漸受到重視，我國於民國 105年 12月通過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並於隔

年 12月 28日施行。該法的立法重點包括： 

一、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 

二、納稅義務人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反義務者，得減輕其處罰。 

三、明定財政部下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委員會」，研擬及審議納稅者保護基本政策，並監督其實施。 

四、設置納稅者保護官，其目的在於避免稅捐課徵或調查過程中，納稅者權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當有前

述情事發生時，納稅者得向納稅者保護官尋求申訴協助。 

希望藉由此法的制定，落實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實現公平課稅及嚴守程序正義。 



 

34 右【圖一】為南部地區簡圖，若代號 F、G、H均代表

盆地，請問那一代號代表的盆地有『天府之國』之稱？ 

(A) F   (B) G   (C) H   。 

 

35 右【圖一】為南部地區簡圖，若代號 C、E均代表丘陵，

請問那一代號代表的丘陵有閩江流過？  

(A) C   (B) E    。 

 

36 右【圖一】為南部地區簡圖，若數字 1、2、5、7 均代

表城市，請問那一個數字所代表的城市『不是』經濟

特區？ (A) 1  (B) 2   (C) 5   (D) 7    。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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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二】為石灰岩洞穴特殊地形示意圖。圖中的「甲」

是指下列何者？  

(A)石筍  (B)石柱  (C)峰林  (D)鐘乳石 。 

右【圖二】為石灰岩洞穴特殊地形示意圖，請問可能

在下列何地區可以看到？  

(A)長江三角洲  (B)雲貴高原 (C)黃土高原   

(D)四川盆地   。 

 

 

（附表一）為香港、澳門的比較表。請問下列哪項目

與實際情形不符？  

(A)甲 (B)乙 (C)丙 (D)丁。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上述是詩人李白描寫自四川

盆地至兩湖盆地的旅程，讀【圖三】，請問上述風景最

可能在圖中那一代號附近看到？  

(A)甲   (B)乙   (C)丙   (D)丁   。 

 

《老殘遊記》作者劉鶚在華北平原遊歷時遠眺東南，

看見山巒起伏，讀【圖三】，請問推測此一山丘應是

最靠近圖中那一代號附近？ 

 (A)甲   (B)乙   (C)丙   (D)丁   。 

 

【圖二】 

 

地區 香港 澳門 

(甲) 

位置 
珠江口東側 珠江口西側 

(乙) 

殖民國 
英國 葡萄牙 

(丙) 

主要產業活動 

工商、轉口、

金融 

賭場收入、 

觀光 

(丁) 

相鄰經濟特區 
深圳 汕頭 

 

（附表一）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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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老師出了一題作業，其內容為：請用幾個簡單文

字描述【圖四】的特色，應為下列何者？  

(A)伏流   (B)懸河   (C)斷流  (D)地下水   。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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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芬打算到中國華北地區旅行，蒐集資料時發現，華

北地區的河川「冬季有結冰期」。請問：這個特徵與華

北地區的哪項自然因素相關？  

(A)冬季氣溫低於 0℃ (B)年降水量大致在 250～

750mm間 (C)平原面積廣大 (D)土壤肥沃度高。 

「這裡夏短冬長，土壤的色澤黑潤，具有良好的保水、

保肥性，人稱『土中之王』。根據專家的說法，這裡的

腐植質是河水從鄰區搬運過來累積的。」文中所描述

的地方，最可能位於右【圖五】中哪個地區？ 

(A)甲   (B)乙   (C)丙   (D)丁   。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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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六】為中國某一地區的傳統建築景觀示意圖。

請問：圖中的建築類型稱為什麼？ 

(A)窰洞   (B)土樓   (C)碉樓  (D)四合院   。 

  

承上題，【圖六】中的住屋型式，最可能出現在【圖五】

中的那一個區域？ 

(A)甲   (B)乙   (C)丙   (D)丁   。 

承 46題，該地區居民選擇此種居住型態，最主要的原

因為何？ 

(A) 造型美觀，容易建造 (B)氣候乾燥，缺乏建材 

(C) 建築有助於內部聯繫及防盜 。 

右【圖七】為中國煤、鐵、石油的分布狀況。 

下列中國的地理現象中，何者與此空間分布的關係最密

切？  

(A)長江流域開發較早、人口密集 (B)北部交通運輸以

陸運為主 (C)北部的重工業較南部發達 (D)經濟特

區皆設於北部沿海地區。 

歌手阿妹到中國的海南省開演唱會，讀【圖七】，她開  

開演唱會的地點有什麼豐富的礦產？ 

(A)石油   (B)鐵   (C)煤     。 

 
【圖六】 

 

【圖七】 

50 承上題，歌手阿妹在演唱會的空檔到商店街買了杯飲料，都是當地的特產。 

請問她最不可能喝的是下列那一種飲料？ 

(A)咖啡   (B)甘蔗汁   (C)黑麥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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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B C D D C A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C B B D Ｃ B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B D A C B A B C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D A A B D A B D D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A B A D B A C C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