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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利用答案卡作答 

1.  臺灣的鐵路建設在何時可從基隆到高雄，貫穿臺灣西部，縮短了南北往來的通車時間，也加速了臺灣西部的開發？   

(A)荷西時期 (B)鄭氏治臺時期 (C)清領時期 (D)日治時期  

2.  1930年代日本總督府積極在台灣推動工業建設，且將經濟政策調整為「工業臺灣，農業南洋」。請問此次調整經濟政策

的目的為何？  (A)臺灣農業遭遇困境，轉向工業發展 (B)臺灣礦產資源豐富，適合發展工業  

              (C)日本視臺灣為進軍南洋的跳板     (D)為了吸引外國投資，加速臺灣工業發展  

3.  臺灣於 1895年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請問上述事件的發生是因為哪一場戰爭？   

(A)清法戰爭 (B)甲午戰爭 (C)鴉片戰爭 (D)英法聯軍 

4.  某本傳記中提到：「他利用宗教散布消息，強調奉王爺之命建立大明慈悲國，將日本人趕走。」此本傳記應該是何者？   

(A)丘逢甲傳 (B)莫那魯道傳 (C)劉永福傳 (D)余清芳傳 

5.  西元 1930年臺灣曾爆發一場大規模的原住民抗日行動。日本軍警以飛機、大炮攻打原住民部落。請問此次行動的領導

人是誰？ (A)莫那魯道 (B)余清芳 (C)唐景崧 (D)劉永福 

6.  日治時期總督府為了帶動臺灣農業生產，引進農業技術人才，從事農作改良。為了擴大種植面積，曾興建下列何項水利

設施？ (A)瑠公圳 (B)嘉南大圳 (C)八堡圳 (D)曹公圳 

7.  日治時期臺灣民間曾流行「第一憨，種甘蔗予會社磅」的諺語。此諺語反映出臺灣社會的何種現象？  

(A)蔗農人數過多 (B)甘蔗產量大增 (C)蔗農備受壓榨 (D)甘蔗種植不易 

8.  日本在統治臺灣末期曾施行皇民化運動。這是為了強化臺灣人對日本的認同感。請問皇民化運動和下列何者有直接關

聯？ (A)1937年的中日戰爭 (B)1894年的甲午戰爭 (C)1884年的清法戰爭 (D)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9.  下列何者是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為了控制臺灣社會及穩定秩序所實施的制度？   

(甲)警察制度 (乙)專賣制度 (丙)徵稅制度 (丁)保甲制度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10.  臺灣史上第一次現代化戶口普查，請問實施於哪一個時期？   

(A)日治時期 (B)清領時期 (C)荷治時期 (D)鄭氏治臺時間  

11.  下列哪些是台灣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的內容？   

(甲)參拜王爺廟 (乙)鼓勵穿漢服 (丙)改漢姓為日本姓 (丁)獎勵說日語 

(A)甲丙 (B)乙丁 (C)丙丁 (D)甲乙    

12.  1895年清廷戰敗，與日本簽訂條約。此條約將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請問上述是哪一個條約？   

(A)北京條約 (B)馬關條約 (C)南京條約 (D)天津條約 

13.  「李大人每日早起便去巡視市場及街道。見有髒亂者便斥責商家甚至打罵。李大人也負責戶口調查及社會治安等工作。」

請問文中的「大人」應該是下列何者？ (A)總督 (B)警察 (C)保正 (D)甲長  

14.  Doris上臺灣史課程的時候在課本上看到一面「藍地黃虎旗」。關於這面旗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代表臺灣人民對日本統治的反抗     (B)這是臺灣民主國的國旗  

(C)代表臺灣人民歡迎日本人來接收臺灣 (D)這面旗幟所代表的政權最後抗日失敗 

15.  關於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使原住民生活更富足             (B)原住民的人權受到保障  

(C)武力鎮壓的方式從霧社事件後開始 (D)剝奪了原住民生活的山林地   

16.  日治時期日本人在臺灣積極展開交通建設。請問下列哪一個港口位於臺灣南部，是日本人為了加強與東南亞地區的聯繫

而整建的？  (A)高雄港 (B)基隆港 (C)花蓮港 (D)蘇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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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根據新聞報導: 「青少年會接觸毒品通常有兩個原因：第一，親子關係溝通不良；第二，父母親疏於跟子女對

話、傾聽子女心聲。另外，青少年容易受到同儕影響，如果遇到年齡相近的藥頭慫恿，在好奇心驅使下可能就會

嘗試看看」。請問:下列各事件所受到社會化途徑的影響，何者與本篇報導所提及的兩個途徑不同？ 

(A)小美買衣服時會模仿電視裡韓流偶像歌手的穿著 

(B)出生於書香世家的阿憲，養成閱讀課外書的習慣  

(C)小明受到學校籃球隊隊友的影響，也支持勇士隊  

(D)小婷看到隔壁的小花買了新髮飾，也去買了一個 

18.小玉在瀏覽政府部門網頁時，發現了下面這份民調。請問：此民調凸顯政府重視何種公共事務參與的重要性，

以及何人最可能是民調所訪問的對象？ 
「國民對近期重大施政議題的看法」民意調查  

●訪問地區：臺灣  ●有效樣本：1,088人；拒訪：363人  ●執行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最近有人主張修改憲法，將立法委員人數從現在的113人增加到200人至300人之間，請問您是否贊成

這樣的主張？ (%) 

非常贊成  還算贊成  不太贊成  非常不贊成  無明確意見  總計  

4.2 8.0 27.7 43.7 
16.4 100.0 

12.2 71.4 

(A)監督執行以防止少數人的操弄；在美國工作的臺灣業務員  

(B)讓決定更貼近群體成員的需求；在臺灣工作的美國外交官  

(C)監督執行以防止少數人的操弄；在臺灣旅遊的英國大學生  

(D)讓決定更貼近群體成員的需求；在臺灣讀書的臺灣研究生 

19.團體是個人融入社會生活的重要途徑，我們藉由參與團體滿足不同的需求，請問：下列關於團體對個人重要性

的說明何者正確？  

(A)為了滿足人際互動的需求，應該要參與工作取向的團體  

(B)參加工作取向的團體，無法建立關係，只能夠達成目標  

(C)參與臺南同鄉會，可以讓人在陌生城市有被接納的感覺  

(D)校友會是只能達成建立人際關係、滿足情感需求的團體 

20.人們藉由志願結社參與公共事務，可落實民主社會的精神。請問：下列關於志願結社對公共生活影響的說明，

何者正確？  

(A)民眾接受政府的補助，監督廠商及政府不當的政策  (B)全民都可以透過志願結社，參與社會上的公共事務 

(C)志願結社須由政府強制規定才能增進民眾公共參與  (D)為增進公民參與，政府應主動組織各種類型的團體 

21.奇奇在圖書館借了一本「公民德性與素養」回家閱讀，在書中看到

了【圖一】的幾句話。請問：圖中內容與下列何項公民德性最直接相

關？ 

(A)充實知能、積極參與  

(B)遵守法律、發揮道德  

(C)理性思考、相互尊重  

(D)捍衛正義、促進公益 

           【圖一】 

 

 

 

 

 

 

 

 

        

22.曉桐開心的和同學分享:「昨天是我 15歲生日，爸媽帶我去戶政事

務所辦理身分證，感覺好酷!」。請從曉桐分享的內容判斷，曉桐在我

國具備那些身分?(甲)外國人(乙)狹義的公民(丙)廣義的公民(丁)國

民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23.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將社會大眾的「愛

心捐款」做恰當分配以發揮最大效益，嘉惠更多弱

勢，其募款來源與分配給補助對象的情形如右圖。

請根據上文與【圖二】內容判斷，下列對該團體的

說明何者正確？ 

(A)從民眾捐款可展現志願團體的志願性  

(B)從協會補助的對象可見其不具自主性  

(C)從收入圖可知其為不具官方性質團體  

(D)募款需向政府申請可見其不具組織性 

 

【圖二】 

 

 

 

 

 

 

 

 

  2018年協會收入      2019年協會補助計畫類別比例圖 



24.一個人在生活中往往具備多種不同的身分，每一種身分都有社會所期望的行為表現。下列四張圖，何者最符合

上述說明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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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參與團體的主要目的，可分為工作取向與關係取向，但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團體經常能同時滿足兩

種需求。請問：下列哪個團體進行的活動符合畫線處的說明？  

(A)環保團體前往淨灘，實踐自然保育工作 (B)宗親會為助童基金募款，幫助貧困學生  

(C)校友會舉辦烤肉活動，凝聚成員向心力 (D)伊甸基金會提供身心障礙者居家照顧服務 

26.以下哪些社團的成立宗旨是為了實現共同理想，以達成工作目標? 

(甲)伊甸基金會 (乙)電影欣賞社 (丙)許姓宗親會 (丁)紅十字會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27.「律師要伸張正義」、「警察要維護秩序」、「老師要有教無類」，是指在某一身分時，就要表現出

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模式，我們稱之為何? 

(A)角色衝突 (B)社會角色 (C)社會團體 (C)社區參與 

28.【圖三】是小禾的週六計畫，請試著在小禾的規畫中，找出哪些事

情屬於生活中的公共事務？ 

(A)甲乙丙 (B)乙戊己  (C)丙丁戊 (D)甲丙丁 

【圖三】 

29.電影《角頭》主要描述不同幫派之間的利益糾葛，裡面有許多血腥

衝突的場景，包括暴力討債、擄人勒索等，但最終都被警察依法將其

逮捕。請問:上述所提及的法律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民法 (B)憲法 (C)家庭暴力防治法 (D)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30.下列對社會參與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由少數人決定公共事務，減少其他人負擔    (B)因為會影響到自身權益，應該要積極參與 

(C)讓決策者知道我們的需求，做適合的決定    (D)大家都不聞不問，可能會使資源分配不公 

31.韓國團體 BTS於西門町舉辦簽唱會，此為憲法所保障之自由權。下列自由權的保障，何者與該簽唱會性質相同? 

(A)在總統大選前夕，各個候選人接力舉行造勢晚會   (B)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燒，許多留學生從國外回臺 

(C)民眾可以針對現在的時事，在社群軟體上做評論   (D)臺灣是宗教多元化的國家，大家能有自己的信仰 

32.著名記者凱文·卡特在 1993年蘇丹爆發大規模的戰亂時，來

到了這個國家做實時採訪，用相機拍下了【圖四】這一張震驚

世界的照片，也因此獲得了 1994年普利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

隨後卻有大量的批評，指責凱文只顧著拍照卻沒有上前幫助這

個小女孩，最終凱文因受不了輿論的壓力而自殺。請問:這篇文

章凸顯了什麼概念? 

(A)依法行政  (B)理性思考  (C)角色衝突  (D)促進公益 

【圖四】 

 

 

 

 

 

 

 

 

33.勵馨基金會在(甲)傳教士高愛琪與梁望惠女士等一群基督徒的奔走下於 1986年成立，其主要目的是(乙)預防

及消弭性侵害、性剥削及家庭暴力對婦女與兒少的傷害，(丙)並在全臺設立據點，(丁)積極推動政策立法與公眾

教育，期待創造一個對婦女及兒童友善的環境。 

下列針對上文內容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甲顯示該團體具有「民間性」特徵  (B)乙顯示該團體具共同的目標及理念 

(C)丙顯示該團體具有「自主性」特徵  (D)丁顯示該團體能加強監督政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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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試題   34-50題，每題2分 

34.根據內政部統計，臺灣每八名新生兒有一名是新住民子女，這個新生兒應列入影響臺灣人口成長的哪種因素類型？      

(A)自然增加   (B)社會增加   (C)國內移動  (D)國際移動 

35.右表為福營國去年全國與首都的人口數量及土地面積資料。依表中資料判

斷，相較於全國，請問該國首都人口現象的特徵為何？   

    (A)出生率較高       (B)扶養比偏高  

    (C)人口分布較均勻   (D)每人可使用的土地資源較少 

36.下列是一則新聞報導的標題：「臺灣的男、女嬰性別比為 105.4」依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能說明這種現象？  

    (A)進入高齡化社會  (B)壯年人口負擔變重  (C)男嬰數較女嬰數多  (D)男嬰人數：女嬰人數＝100：105 

37.「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俗諺，反應清領臺灣社會的人口金字塔圖形，請問最可能是哪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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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若大雄一家人從雲林縣遷到臺北市來看，他們遷到臺北市較符合下列哪組人口現象？  

    (A)拉力、國外遷移    (B)拉力、國內遷移     (C)推力、國內遷移     (D)推力、國外遷移 

39. 右圖為近百年來臺灣人口成長變化圖(西元 1907年～2018年)。

請問：一九九○年代後人口成長再度變慢，進入成長停滯階段，

其原因為下列何者？  

    (A)軍籍併入戶籍   (B)政府鼓勵生育  

    (C)新住民加入戶籍 (D)出生率和死亡率降低 

  
題組 

◎右圖為一個占地約 5平方公里的社區，共住了三戶人家，請依圖

中資料回答 40-41題： 

40.本社區的人口密度約為多少？  

   (A) 0.38人／平方公里  

   (B) 1.3人／平方公里  

   (C) 2.6人／平方公里  

   (D) 4人／平方公里 

41.哪家的壯年人口負擔最重？  

   (A)花家 (B)小新家 (C)櫻桃家 (D)負擔都一樣。 

 

◎右圖為臺灣人口分布圖，請依圖中資料回答 42-43題： 

42.請由圖中判斷臺灣人口分布的特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整體空間分布極為平均  

   (B)山地人口多於平地人口  

   (C)南部人口分布最為集中  

   (D)西部人口遠較東部多 

43.請問下列何者是造成此種人口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  

    (A)工商業發達  

    (B)天然資源多  

    (C)全年雨量充沛  

    (D)福利優環境佳 

 

 

 

 

 

 

 

 

 

 

 

 

 

 人口數（萬人） 面積（平方公里） 

全國 2,000 100,000 

首都 500 300 

 

註:表格中的數字代表年齡

45
花爸

40爸爸

43
花媽

40媽媽 小新宅

櫻
桃
宅

花　宅

16
橘子

14
柚子76爺爺

74奶奶

12姊姊

9小丸子 29
美芽

5
小新

35
廣志



◎下表是A國、B國、C國及D國的人口成長變化，請判斷後回答 44-45題： 

國家 出生率（‰ ） 死亡率（‰ ） 移入率（‰ ） 移出率（‰ ） 

A國 11 6 5 2 

B國 40 36 0 19 

C國 23 12 ？ 6 

D國 32 18 9 7 

44.若C國人口增加率是 5‰ ，請問C國的移入率應是多少‰ ？ (A)0 (B)3 (C)7 (D)11 

45.哪一國的人口數量會呈現「負成長」？  (A)A   (B)B  (C)C  (D)D 

 

◎ 下圖為福營國三個不同時期的人口金字塔圖。請回答 46-48題： 

(甲)                  (乙)                    (丙) 

      

 

 

 

 

46.福營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由較落後到興盛的過程，人口金字塔的變化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A)甲→乙→丙   (B)乙→甲→丙   (C)甲→丙→乙   (D)丙→乙→甲 

47.福營國發展到「丙」階段時，最可能出現下列哪些人口問題？ (甲)少子化 (乙)老人安養 (丙)性別比失衡  

(丁)人口素質較差  

(A)甲乙 (B)乙丁 (C)乙丙 (D)丙丁 

48.人口金字塔圖可以分析一個地區的：(甲)年齡比 (乙)性別比 (丙)職業比 (丁)扶養比 (戊)移入、移出比。 

下列何者正確？  

(Ａ)甲乙丙 (Ｂ)甲乙丁 (Ｃ)乙丙丁 (Ｄ)丙丁戊 

 

◎右為某地開放系統的人口成長圖，方框代表某一地區，甲～丁為影響人口增加 的因素

。請判讀後回答 49-50題： 

49.人口的「自然增加」指的是圖中哪兩個代號？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丙丁 

50. 請問圖中哪兩個代號最能表現人口數增加的特色？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丙丁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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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B D A B C A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B C D A A D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D C A B B B D D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C C A D C A B D C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D A A B B A B A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