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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九年級社會科試題 

1.  上古時期的波斯人是西亞古文明中重要的一部份。關於西元前六世紀波斯古文明的歷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信仰善惡二神論 (B)建立於小亞細亞 (C)極盛時期橫跨歐洲、亞洲和美洲 (D)發明六十進位法  

2.  歐洲人使用的字母起源於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表音符號，經由地中海東岸的一支民族將其線條化之後向外傳播，形成了

今日歐洲各國所使用的文字。請問這支善於經商，並將各地文化四處傳播的民族是下列何者？  

(A)希伯來人 (B)腓尼基人 (C)阿拉伯人 (D)蘇美人  

3.  不論古今中外，人們有時傾向從宗教尋求解決現世困難的方法，進而獲得心靈的慰藉。請問下列那一支民族主張：「耶

和華是我們唯一的神！我們也是祂唯一的選民。」？  (A)波斯人 (B)古埃及人 (C)希伯來人 (D)阿利安人 

4.  古埃及文明源遠流長，神祕而別具特色。小奇去看了一部有關古埃及歷史的電影，影片中出現製作「木乃伊」的畫面。

請問古埃及人將遺體製作成「木乃伊」的原因是什麼？   

(A)期望死而復生 (B)為了累積幾何學知識 (C)希望成為太陽神之子 (D)為了對抗尼羅河神 

5.  亞洲有一支古老的民族，在他們宗教信仰的經典中提到：「祭司是巨人的口，武士與貴族是兩手，平民是兩腿，奴隸則

為雙足。」請問這種階級分明的觀念，是來自下列哪一種宗教？   

(A)古埃及人的多神信仰 (B)希伯來人的猶太教 (C)印度人的佛教 (D)阿利安人的婆羅門教 

6.  十九世紀時，一位德國學者曾說：「羅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則是用法律。」羅

馬人是在何時以武力征服地中海四周？  (A)王政時期 (B)共和初期 (C)共和晚期 (D)帝國中期 

7.  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是世界重要的宗教之一，對人類的影響深遠。關於佛教的教義和發展，下列哪些是正確的？   

(甲)主張眾生平等 (乙)相信因果輪迴 (丙)君士坦丁在位時積極推廣佛教 (丁)奉行種姓制度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乙丙 

8.  「聖火的傳遞」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傳統活動。每次的聖火會在運動會的發源地點燃，再藉由傳遞者接力傳至該屆運動

會的主辦國。請問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聖火依照傳統會從哪個國家出發？  (A)伊朗 (B)希臘 (C)義大利 (D)埃及 

9.  承上題，奧林匹克運動會最初是何種性質的活動？  (A)戰爭活動 (B)政治活動 (C)娛樂活動 (D)宗教活動  

10.  西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所開創的帝國和時代，文化燦爛輝煌。亞歷山大死後的三百年間被稱為「希臘化時代」。

請問關於希臘化時代的特色及成就，下列何者正確？   

(甲)世界一家的觀念               (乙)鼓勵與其他民族通婚  

(丙)融合古希臘、西亞和埃及的文明 (丁)歐幾里德發現浮力原理 

(A)甲乙丁 (B)甲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丙 

11.  上古時期的希臘半島有許多的城邦。有一個城邦的男性公民可以參與政治事務，官員多由公民中抽籤產生。這個城邦被

視為西方民主政治的源頭。請問上述是哪一個城邦？  (A)斯巴達 (B)雅典 (C)特洛伊 (D)馬其頓    

12.  「我是羅馬帝國的皇帝，為了有效管理廣大的疆土，我將在拜占庭另建新都。而且鑑於基督教已深得人心，因此宣布基

督教為合法信仰，不可再對基督徒加以迫害」。請問上述是哪一位皇帝？   

(A)凱撒 (B)屋大維 (C)君士坦丁 (D)狄奧多西 

13.  關於人類上古時期的科學及文化成就，下列何者正確？  

(A)阿拉伯數字是古印度人發明的   (B)阿基米德著有「幾何原本」  

(C)加爾底亞人發明六十進位法     (D)波斯人是最早使用鐵器的民族  

14.  希臘有位思想家善於用反覆思辯的方式來討論及鑽研問題。請問這位有「西方的孔子」之稱的哲學家是誰？   

(A)柏拉圖 (B)蘇格拉底 (C)亞里斯多德 (D)希羅多德 

15.  小賢正在學習「四大古文明」，發現古文明大都發生在河流旁邊，故有「大河文明」之稱。小賢將「四大古文明」和其

所在的河流流域配對，請你找出下列何者錯誤？   

(A)西亞－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 (B)埃及－尼羅河 (C)印度－密西西比河 (D)中國－黃河、長江   

16.  考古學家在西亞地區發現了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泥板。上面有使用蘆葦桿畫印上去的文字。請問這種古老的文字被稱為什

麼？  (A)象形文字 (B)拼音文字 (C)線形文字 (D)楔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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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題 每題 2分) 

17.參加社區歌唱班的四位媽媽們正在討論經濟與生活的關係。下列哪一位媽媽的說法最正確？ (A)陳媽媽：「欲望不 

  必有所取捨，沒有錢才是經濟的問題。」 (B)黃媽媽：「使用資源不須選擇，社會本來就有經濟問題。」 (C)吳媽 

  媽：「欲望無法全部獲得滿足，所以才會產生選擇問題。」 (D)李媽媽：「自由財的概念是告訴我們資源是取之不盡 

  的。」 

18.在日常生活中，人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欲望。為了使欲望得到最大的滿足，我們應該依照何種原則使 

  用資源？ (A)最有效率 (B)耗竭物力 (C)最高頻率 (D)最低產能 

19.山坡地大量開發後，造成綠色山林被破壞，土石流的災害不斷，有了經濟卻失去了環境。上述狀況可用何種經濟學 

  觀念來解釋？ (A)供需法則 (B)機會成本 (C)比較利益法則 (D)受益原則 

20.謙玉原本是一名幼稚園老師，為了圓自己當老闆夢，於是辭去工作，在市場擺攤賣紅豆餅。請問關於「她自己投入 

  的時間、體力和精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謙玉自己是老闆，所以不必計算成本 (B)謙玉付出的勞力要計入 

  成本中 (C)謙玉的父母主動拿錢給她做生意，所以不用計較機會成本 (D)生產者從事生產行為最大的目的是成就 

  感，有沒有獲利不重要。 

21.下表是駿明找到的暑期打工機會，由此表可知，到 KTV打工的時薪為何？ (A)250 (B)150 (C)160 (D)170 

 

 

 

 

 

 

 

22.雅菲 10月 10日過生日，俊屏特地向家教學生請假（家教費可賺 1,000元），兩人一起看電影花 500元，吃牛排花 

費 1,600元，以上花費全部由俊屏支付。俊屏為雅菲過生日的機會成本是？元 (A)2100元 (B)1000元 (C)3100 

元 (D)1100元 

23.瑩喜帶了 1千元到鞋店買鞋，試穿之後覺得相當滿意，但看標價寫著 1千 5百元，而且店家表示不二價，所以瑩喜 

  只好空手返家。這項交易當時無法完成的主要原因為何？ (A)個人偏好 (B)預期心理 (C)所得高低 (D)消費人數 

24.氣象預報強烈颱風即將來襲，許多主婦們擔心風災後會使得菜價飆漲，因此大量的搶購蔬菜。上述消費行為主要是 

  受哪項因素的影響？ (A)所得高低 (B)商品價格 (C)預期心理 (D)個人偏好 

25.當我們發現買來的東西有所瑕疵，但商家又置之不理時，我們可向何民間單位申訴以保障我們的權益？ (A)公平 

交易委員會(B)金車文教基金會 (C)消費者保護處 (D)消費者權益促進會  

26.下表為小良早餐店某日銷售明細，若小良計畫要讓早餐店的單日獲利達 900元，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則漢堡 

   的訂價應該為多少？ (A)35元 (B)25元 (C)15元 (D)40元 

品名 數量 單位成本 單位售價 

三明治 40份 10元/份 20元/份 

蛋餅 20份 10元/份 25元/份 

漢堡 20個 25元/個 ? 

27.人類要生產日常生活所需的產品時，必須利用各種生產要素。下列生產要素依「自然資源、勞動、資本」的順序排 

   列，哪一項為正確的組合？ (A)廠房、伐木工、森林 (B)土地、農夫、耕耘機 (C)水力、發電機、工程師 (D) 

漁夫、漁船、漁網 

28.生產者使用「自有資金」的機會成本為何？ (A)債務 (B)生產成本 (C)獲利 (D)利息收入 

29.某知名遊樂區種植了高達 2,000株的櫻花，每年春假期間為櫻花盛開的季節，為配合櫻花祭活動，遊樂區特別規畫 

   賞夜櫻的活動，將營業時間延長至晚上 9點，且入園票價均為 290元，下午 3時以後入園還能享有星光票 150元的 

   優待，因此因吸引大批夜間賞櫻人潮。請問：遊樂區將價格做這樣的變動，是依循經濟學上的何種原理原則？   

   (A)需求法則 (B)機會成本 (C)供給法則 (D)負擔能力原則 

30.下列四人的敘述中，哪一人所面臨的是「如何生產」課題？ (A)嘉鴻：「我用傳統手工方式釀造李子酒。」   

   (B)皓勳：「我認為賣水餃比賣牛肉麵容易賺錢。」 (C)凱庭：「為了滿足顧客的口味，我採用天然香料。」  

   (D)霈緹：「配合政府採用高乘載措施，我不會空車上高速公路。」 

31.自政府開放私人企業經營加油站以來，油品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下列是品至加油站所提出的四種因應方案，哪種 

   屬於最直接降低成本的做法？ (A)加油滿 500元可免費洗車 1次 (B)延長營業的時間為 24小時 (C)各類汽、柴 

   油每公升降價 1元 (D)資遣效率不佳的員工 

32.帆甫是一名農夫，他購買農地、耕耘機、肥料等協助耕作。這種行為稱為什麼？ (A)儲蓄 (B)投資 (C)獲利  

   (D)選擇 

33.茶知味飲料店為提高該店的茶飲在市場上的銷售量，推出「使用振興券享 8折優惠」活動。請問該飲料店採取的是 

  什麼策略以吸引消費者購買？ (A)提升產品功效 (B)降低成本支出 (C)降低產品價格 (D)增加生產成本  

 

 

 

工作 時薪（元） 機會成本（元） 

家教 250 170 

擺地攤 150 250 

KTV ？ 250 

餐廳 16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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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 

34. 附圖為西亞某城市的舊城區示意圖。此城市在希伯來語為「和平之城」之意，它也是世界三大宗教的聖地，每年吸引眾 

    多信徒前來朝聖。請問：上述所指的城市為何？ (A)巴格達 (B)梵諦岡 (C)耶路撒冷  (D)伊斯坦堡。 

                                    

35. 西亞地處三大洲的交界帶上，戰略位置重要。請問：這三洲分別為下列何者？ (A)歐洲、亞洲、北美洲  

    (B)歐洲、非洲、北美洲 (C)歐洲、亞洲、非洲 (D)亞洲、非洲、北美洲。 

36. 下列哪幅等高線地形圖最能代表西亞地區的地形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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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西亞的大部分地區覆蓋著炎熱乾燥的沙漠，呈現一片荒涼。請問：造成當地普遍乾燥的主要原因為何？  

    (A)深居內陸，海洋水氣不易到達 (B)熱帶低壓盤據 (C)地勢低平，水氣不易上升凝結 (D)副熱帶高壓籠罩。 

 

  附圖是十三世紀羅馬人所繪的古地圖，其中Ｔ字型部分為海洋或河流，其餘部分為三大陸塊。請依照圖示回答 38、39題 

                                    
38. 根據當時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此圖的上方應是哪個方位？ (A)東 (B)西 (C)南 (D)北。 

39. 歐洲和非洲之間的水域為何？ (A)波斯灣 (B)地中海 (C)波羅的海 (D)紅海。 

    

40. 附圖為歐洲溫帶氣候分布簡圖。若依照地中海型、大陸性、海洋性氣候的順序排列，則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丙乙甲 (C)丙甲乙 (D)甲丙乙。 

                                    
 

附圖為西亞某區的水利工程示意圖。請依照圖示回答 41、42題 

                             
 

41. 此種水利工程主要是為了適應西亞何種氣候特徵而興建？ (A)日溫差大 (B)風力強勁 (C)蒸發強烈 (D)終年低溫。  

42. 在下列哪個地區也可見到類似的灌溉水利設施？ (A)中國新疆 (B)日本北海道 (C)印度印度河流域  

    (D)菲律賓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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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任教宗「方濟各」是首位出身於美洲、南半球與耶穌會的教宗，西元 2013年 3月 14 日在□□舉行的教宗就職儀式後， 

    正式成為第 266任教宗。□□是天主教的聖地，雖是世界面積最小的國家，但卻是無形世界中力量最大的國家，且與中 

    華民國有邦交關係，更有「神的國度」之稱。請問：這個國家位在哪個城市內的西北角？  

(A) 希臘雅典 (B)義大利羅馬 (C)西班牙馬德里 (D)葡萄牙里斯本。 

44. 附圖是法國兩個農夫的對話，請問：他們所討論的○○，最有可能為下列哪個國家？  

  (A)芬蘭 (B)丹麥 (C)英國 (D)西班牙。 

                              
 

45. 南歐有三個半島：(甲)巴爾幹半島 (乙)伊比利半島 (丙)義大利半島。若筱妍的地中海郵輪之行是從土耳其向大西洋出 

    發，則由東而西經過的半島順序為何？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乙丙甲。 

46. 承 45題，雅典與斯巴達是古希臘最著名的城邦，雅典被稱為西方民主的先鋒，斯巴達則為軍國主義的起源。請問：這 

 兩個城邦皆位哪個半島？ (A)甲 (B)乙 (C)丙  

47. (甲)V型谷 (乙)U型谷 (丙)峽灣 (丁)谷灣，以上四種地形中，主要受冰河作用影響而形成的是哪兩種？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48. 西亞地區氣候乾燥，水資源十分珍貴。為了發展農業，阿拉伯半島的沙漠區利用鑽井技術取用何種水資源， 

    以灌溉農田(如附圖)？ (A)雨水 (B)河水 (C)海水 (D)地下水。 

                                   
  

49. 附圖是中亞塔吉克的國徽，左右兩側是當地最重要的農作物：一是麥穗，另一個則是下列哪種經濟作物？  

 (A)咖啡 (B)棉花 (C)椰子 (D)椰棗。 

                                 
 
50. 西班牙瓦倫西亞某小鎮每年舉辦「番茄節」，節慶中參與者手抓熟透的番茄，向身旁的人投擲、搓揉，不一會兒個個渾 

 身上下都是紅糊糊的番茄汁，整個街道也成了一條「番茄河」。請問：若考量晴朗無雨的天氣能吸引最多人潮，當地政 

 府應該選擇哪個月分辦理本項活動？ (A)1月 (B)4月 (C)8月 (D)11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D%8A%E7%90%8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99%E5%AE%97%E5%B0%B1%E8%81%B7&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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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九年級社會科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C A D C A B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A B C D C A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C A D A B D A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B C C C A D A B D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A B D B A C D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