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9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七年級社會科試題 

1.遺址若經過挖掘，出土時通常會出現不同時代的生活遺跡，一般而言，每一個堆積層代表一個時期。考古學家在史

前文化遺址進行勘查，下列哪一個文化遺址會是最早被挖掘出？ 

  (A)長濱文化    (B)圓山文化    (C)卑南文化    (D)十三行文化 

2.十四世紀時，明朝政府實施海禁政策，其所造成的影響為何 ？ 

  (A)台灣逐漸成為海商走私活動的據點   (B)西班牙撤離台灣守軍 

  (C)荷蘭人離開澎湖轉往大員           (D)鄭成功轉而攻取台灣作為抗清據點 

3.曉仙參加台灣東部文化之旅，聽到解說員提到：「根據學者推測，這些人已有群居生活，但是不會製作陶器，也不  

  懂農耕技術，主要的生活工具只有敲打方式製作的石器，以及骨角器。」  據此推斷，這應是哪一個時代的先民生 

  活？ (A)舊石器時代    (B)新石器時代早期    (C)新石器時代晚期    (D)金屬器時代 

4.荷蘭人占領台灣後，因開墾人手不足，於是招募某地族群來台從事農耕，其辦法是提供土地、 牛隻、農具和水利  

  的設施，讓這些人以佃人的身分租用土地，「某地族群」應是指下列何者? 

  (A)日本   (B)西班牙   (C)漢人   (D)印尼人 

5.書中提到：「此遺址的聚落規模甚小，主要位於河口或近於海岸的階地、台地上。當時人類多以捕獵和漁撈維生， 

  平日採集野生果實，使用陶罐裝水，可能已有種植芋頭、屬類等根莖類作物的農業生產活動。」 根據以上描述， 

  此遺址應是哪一個時期的文化代表？ 

  (A)舊石器時代早期  (B)舊石器時代晚期   (C)新石器時代  (D)金屬器時代 

6.連橫在【台灣通史】稱讚他輔助君王，推廣文教事業，設立學校，並內課桑農，外興貿易。他的人格與治績被喻為 

  三國諸葛亮。上述的「他」指的是人？  (A)李旦   (B)鄭芝龍   (C)顏思齊   (D)陳永華 

7.卑南文化遺址出土的人獸形玉飾，考古學家在宜蘭、台北等地區的新文化遺址，都發掘出類似的玉飾。這種期況下 

  列何者推論最為合理？  

  (A)玉石不是台灣的特產，這些應該是從海上貿易而來 

  (B)顯示出遠古時代的台灣與中國大陸人們有密切往來 

  (C)台灣島內玉器形式的相似，反映出島內文化間的交流  

  (D)這種形狀類似情形只是偶然發生沒有特殊歷史意義 

8.台灣原住民的名稱與分類，會隨著政權的轉變而有不同的演變。歷史上某個時期，於西元 1935年將其區分為「平 

  埔族」與「高砂族」。平埔族指的是居住在平原地區的原住民，高砂族則成為居住在山區原住民的稱呼，上述「某 

  個時期」指的是何時？  (A)日本統治時期    (B)荷蘭統治時期    (C)清帝國時期    (D)中華民國時期 

9.從荷蘭治台時期到鄭氏時期 出口物資都有鹿皮。1625 —1631年，台灣的鹿皮因日本市場需求量大增，價格大幅上 

漲，以鹿皮製成的甲冑或背心大受歡迎，每年由荷蘭傳入日本的就超過 10萬張，價格與質量均優於菲律賓與暹  

羅、柬埔寨出產的鹿皮。主導上述貿易的主要的角色是下列何者？  (A)漢人海商  (B)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C)  

日本海盜  (D)英國東印度公司  

10.鄭氏以台灣為反清的根據地，清帝國為打擊鄭氏政權的發展，以各種方式孤立台灣。鄭氏 

   在面對經濟的封鎖，用下列哪種因應對策？  (A)對抗清朝發動軍事衝突        (B)轉而與荷蘭進行貿易活動 

   (C)投降清朝換取經濟利益      (D)與中國沿海進行走私貿易 

11.鄭氏時期的政治與文教建設，主要是在鄭經時期，他曾在台灣推動文教工作，以下列何者 

   為例？ (A)推動義務教育   (B)籌畫建立孔廟   (C)教授新港語文   (D)教導閱讀聖經 

12.中部地區的番仔園文化遺址約距今 2000—400年，本文化的主要特徵為小型貝塚與俯身葬，出土遺物包括各式骨 

   角器、鐵刀，除此之外，陶器以灰黑陶為主，另外也有玻璃手鐲，玻璃珠，瑪瑙珠的出土。以人類使用器具的材 

   質來分期，番仔園文化與下列哪一個文化屬於同時期？   (A)長濱文化      (B)卑南文化    (C)圓山文化     

   (D)十三行文化 

13.西元 1624年荷蘭人在台灣建立的第一座城堡。鄭氏時期，台灣人稱其為「王城」或「台灣城」。清帝國統治時 

   期，因台江陸浮失去其重要性，加上人為的破壞，此城因而日漸荒廢。今日遺跡僅存古堡前方外城前南側城垣的 

   磚牆及內城後方的古井。根據描述，這座古城是下列何者？   (A)普羅民遮城    (B)紅毛城      (C)熱蘭遮城    

   (D)聖多明哥城 

14.傳記人物簡介：「他是十七世紀初聞名東亞的海商，曾提攜鄭芝龍，以日本為據點發展海上貿易，與荷蘭、英國等 

   地均有貿易往來。他曾替荷蘭聯合東印度擔任翻譯，在他的協助下，荷蘭退出澎湖，攻取大員作為新據點，並展 

   開對中國的貿易。」 上述「海商」應該為下列何人?  (A)施琅   (B)李旦   (C)郭懷一   (D)陳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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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台灣原住民族並沒有文字，而傳說與神話是了解其發展的重要材料，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他們的口述傳說與神話？  

   (A)祖先曾遭遇洪水災難的傳說，顯示台灣原住民從中國的黃河流域遷徙而來   (B)許多原住民都有洪水氾濫的傳 

    說，證明其祖先相同並且來自同一地區 

   (C)部分原住民稱自己祖先從裂開的石頭而出，不符合科學推理，不值得採信 

   (D)從部分傳說可推知原住民可能從其他島嶼移居至台灣 

16.地方漢人領袖召集生活困頓憤怒的農民起事，襲殺荷蘭人攻打普羅民遮，各地秩序失控，農業生產備受打擊，但 

   荷蘭軍隊以優勢的武器，和成功動員原住民，使反抗軍漸趨弱勢。上文所描述應為何者？ 

   (A)郭懷一反抗荷蘭人             (B)鄭成功結束荷蘭人的統治   

   (C)日本商人拒絕繳稅給荷蘭人     (D)日本與漢人聯合起來反抗荷蘭人 

17.彤彤是一位醫師，她在新聞上看到某個國家的難民營缺乏醫療資源，於是志願前往該難民營擔任志工。難民營中的

民眾告訴她，雖然來到這裡可以遠離家鄉的戰爭，但是他們不被允許離開難民營，因此，雖然活了下來，卻看不到

希望與未來，很多人開始懷疑當初離開家鄉的決定，到底是對還是錯。根據上述的內容判斷，下列有關難民的人性

尊嚴之敘述何者正確？ (A)難民身體的完整受到妥善的維護   (B)難民缺乏自我決定的能力與機會   (C)難民享

有身為人應有的生存條件 (D)難民生命的安全性遭到嚴重侵犯。 

18.小明正在觀看電視節目，當中的一位來賓正在對現行的國中課本發表意見，他認為臺灣現在有許多來自東南亞的第

二代，課本應該增加有關東南亞國家的歷史、文學、地理，以及傳統文化等內容的比重，讓他們有機會可以了解

父親或母親的文化，知道自己有哪些文化的根源。上述來賓的談話內容與下列何者的關連程度最高？(A)個人依照

自己的選擇，展現自我的價值 (B)個人透過不同的途徑，增進自我的認識 (C)個人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勇敢

做自己(D)個人藉由學校的教育，發展個人的專長 

19.有民間的人權團體為了監督政府是否善盡落實人權的責任，透過研究各國的人權指標，以建立適合我國的人權指標。

同時藉由觀察我國在各項人權指標的表現，判斷我國人權的保障與落實情形，向政府提出改善的建議。請問：下

列何者最有可能是該人權團體的人權報告之內容？ 

    

20.【甲法】規定學校應納入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幫助孩子明白與他人身體的界線，及每個人都有性自主權，每學期應

教導 4小時相關知識，否則很多孩子只能自己摸索，尤其對男生來說，傳統價值觀的期待是男生要大方一些，就

算身體被觸碰也不該那麼「小氣」，所以有些男生就會覺得「既然我可以被摸，當然也可以摸別人」，還會認為開

黃腔很幽默，自以為有趣，而不自知是性騷擾行為。請問:上述【甲法】是下列哪部法律？ (A)《憲法》  

    (B) 《性別平等教育法》 (C) 《性騷擾防治法》 (D)《性別工作平等法》。 

21.臺北市推動友善的性別平權環境，將部分區公所男、女廁打通，設置具有各種便器的獨立廁所間，讓爸爸或媽媽不

管帶年幼的女兒或兒子上廁所都不會再尷尬，另外也設有專門不分性別的哺乳室。上述規定主要是考量性別間公

不公平的何種原則？ (A)責任承擔 (B)貢獻肯定 (C)利益分配 (D)需求滿足。 

22.電影《功夫熊貓 3》中的主角阿波，在電影中不斷自問自己「我到底是誰？」。為了認識自我，阿波藉由跟親生父 

   親以及其他熊貓們的相處，來學習和瞭解身為熊貓的習性和個別特質。請問:認識自我除了可以自我檢視之外，下 

列哪一項也是不錯的方法？ (A) 從他人對「自己」的反應及看法得知  (B)處處和他人不斷比較競爭  (C)憑自

己的功夫比試結果來決定優劣 (D)依結交的朋友數多寡看自己受歡迎的程度。 

23.近年國內勞工團體要求政府訂定基本工資，應該要高於勞工及其家屬的基本生活所需之最低生活費標準，才能保 

   障民眾的基本生活。這種政策訴求實現人性尊嚴的何項內涵？ (A)個人享有身為人應有的生存條件   (B)個人的 

   生命與身體應該維持完整   (C)個人分析現況來突破能力的限制  (D)個人擁有自我決定的能力與機會。 

24.2020年美國古裝動作電影《花木蘭》內容改編自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位名為花木蘭的女子代父從軍的巾幗 

   英雄故事，電影中敘述花木蘭擁有鳳凰所賦予她的“氣”， 這種“氣”既是勇氣和能量，也是幸運和吉祥的象徵， 

   意味著她擁有某種只有男人才能擁有的超人平衡和力量。上述畫線內容是屬於以下何種性別不平等的概念？ 

   (A) 性別偏見 (B) 性別歧視 (C) 性霸凌 (D) 性別刻板印象。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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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17年電影《勝負反手拍》，以一場網球錦標賽帶入男女平權議題，電影情節一開始描述同樣是一場網球錦標賽，    

   男女冠軍的獎金卻不一樣，女子冠軍獎金只有 1500 美元，男子冠軍卻有 12000 美元，女子網球排名世界第一的 

   比莉珍金恩，對於網壇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感到不滿，並在丈夫的支持下爭取平權。請問:同工不同酬的差別對待存 

   在何種性別不平等的概念？  (A) 性別偏見 (B) 性別歧視 (C) 性霸凌 (D) 性別刻板印象。 

26.人權就是身為人與生俱來所應該擁有的權利，是人不可剝奪的權利。請問：下列選項中的說明，何者符合我國人權 

   保障的概念？(A)政府在訂定基本工資時應該低於最低生活費之標準，才能保障民眾的基本生活 (B)政府有權可 

   以私自蒐集並運用民眾的個人資料來維持秩序，民眾無權自行決定 (C)政府制定法律保障身心障礙者在公共場所可 

   以公平使用設施、設備或享有權利(D)政府可強制民間團體發放白米等日常用品給低收入戶，以保障弱勢者基本 

   生活。 
 

27.吳季剛是國際知名的臺裔服裝設計師，他從小就喜歡美的東西，包含衣服、建築、藝術品等，尤其是芭比娃娃那 

   一類型的娃娃，吳季剛也因此被別人取笑，但是他的家人都很支持他的選擇，讓他可以安心的做他自己。請問:下 

   列何項答案並非家人協助吳季剛達成自我發展表現人性尊嚴的正確方式？ (A)支持他的選擇，讓他可以安心的做 

   他自己 (B)協助他認識自我的興趣及專長 (C)幫助他展現自我成為臺裔服裝設計師 (D)導正他喜歡玩芭比娃娃的 

   女性化行為。 

28.紀錄片「Me Too」希望透過社群媒體的力量，揭發許多藏於檯面下的性別暴力事件，並藉此讓世界各國關注此一議 

   題，避免有些受害者怕公開身份後會引起更多的孤立、歧視與排擠，反而選擇隱忍而不出面指控。請問:如果校園 

   發生性侵害事件，被害人應該向學校哪一個單位申請調查？ (A)人事室 (B)學生事務處 (C)輔導處 (D)教務處 

29.「被遺忘權」是指人們有權利要求移除網路中有關於自己的負面信息，或過時的個人身分資訊搜尋結果。其

目的是讓個人得以保護私密生活資訊不被他人知曉。請問：上述的內容與下列何項人性尊嚴的內涵有關？ 

(A) 個人擁有自我決定的能力與機會 (B) 個人具備價值選擇的自由與權利 (C) 個人的生命與身體應該

維持完整 (D)個人享有身為人應有的生存條件。 

30.下圖為我國近五年男、女性初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比例圖。以西元2017年為例，我國一共有85,000件的申請案， 

   其中17.7%為男性，82.3%為女性。根據此圖資料判斷，下列對於育嬰留職停薪與該圖的描述何者正確？ 

   (A)育嬰留職停薪的法律依據為《性別平等教育法》(B)我國男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比率呈上升趨勢   (C)五年來 

   女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逐年下降 (D)我國的男性較女性有意願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31.臺灣偏鄉的老年人口漸多，居民紛紛希望政府設法改善偏鄉醫療資源缺乏的問題。像是嘉義縣的阿里山鄉，政府就 

   委託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成立24小時偏鄉駐診服務。上述偏鄉居民訴求與何者最相關？ (A)個人生命與身體應維 

   持完整 (B)弱勢者被歧視或不平等對待是正常的 (C)個人應擁有自我決定的機會 (D)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 

   由。 

32.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數在 34人以上者，應聘用 

   具有就業能力的身障者，比例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3%。下列何者並非此法規定的目的？ (A)身心障礙人士不會感 

   到被社會排斥並能獲得保障 (B)身心障礙者先天條件不足，有待國家介入 (C)制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可 

   以落實人權保障 (D)政府提供特殊資源給身心障礙者違反公平原則。 

33.葉永鋕不像一般社會期待的陽剛男生，他喜歡編織、烹飪，這也使他常受到班上同學的欺負，罵他「娘娘腔」並 

   脫他褲子，以至於後來他不敢在下課時去上廁所。某天，他趁著上課時間去上廁所後就沒再回來，後來被人發現    

   他倒在血泊中去世。從性別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下列對於發生在葉永鋕身上的描述，何者正確？ 

  (A)葉永鋕在學校遭受到同學欺負的狀況屬於性騷擾 (B)葉永鋕因生理與社會性別不一致而產生性別偏見     

  (C)依照現行法律可向性別平等委員會申請處理     (D)可從利益分配的角度檢視葉永鋕受不公平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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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請利用答案卡作答【第 34題~~第 50題，共 17題，每題 2分】 

34 右【圖一】中的甲地位於地球的哪些半球？ (A)東半球、南半球  

(B)東半球、北半球 (C)西半球、南半球 (D)西半球、北半球 。 

 

 

35 某次路跑活動以臺東縣政府為集合點，為了讓大家順利找到集合位置，主辦單

位在文宣上公告下列四種找到集合點的方法。請問：下列何者並非絕對位置的

敘述？ (A)位於臺東市中山路 276號 (B)在地圖(E，08)的座標上 (C)在中

山路與大同路交叉口 (D)位於臺東火車站東南方，開車 10分鐘可達。 

 

36 老師帶領同學到高雄港做田野調查，為了對照現場地理環境，老師請同學在紙

本地圖上圈出『觀海臺』、『碼頭』等地標，請問應該要先參考何項地圖要素？  

(A)圖例  (B)圖名  (C)方向標  (D)比例尺  。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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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時區時，以多少經度為一個時區？ 

(A)10度 (B)15度 (C)20度 (D)25度 。 

【圖二】中 P點的經緯度座標是多少？  

(A)東經 20度，北緯 60度   (B)西經 20度，北緯 60度   

(C)東經 60度，北緯 20度  (D)西經 20度，南緯 60度 。 

 

【圖二】中之 P地與臺北(GMT+8)的時差應為幾小時？ (附註:每一時區的範圍

是以該時區的中央經線，向東、西兩側各跨 7.5度的範圍。) 

(A)9  (B)10  (C)12  (D)8  小時  。 

請問【圖二】中之 P地與臺北的季節是否相同？(A) 相同    (B) 相反  。 

 

『A點(30°N,121°E)、B點(23°N,121°E)，若阿莎和布魯兩人分別從 A、B兩地

向東出發，以同樣的速率沿著緯線繞地球一圈，再回到 A、B兩地，則阿莎會率

先抵達終點』，上面的敍述說明了下列那一項經緯線特色？ (A)子午線的長度

都一樣長 (B)赤道的長度是本初經線的 2倍 (C)緯度愈高其緯線長度愈短 

(D)經度最多可分為 0度到 180度。 

 

世界大學運動會(世大運)每兩年舉辦一次，目的是提供大學生運動員參加國際

運動賽的機會。【表一】為近幾年主辦國家的基本資料，臺灣也曾是主辦國之一。

請問：以【表一】中的國家來看，當時哪個國家的選手到臺灣參加世大運時，

與臺灣時差相差最大？  

(A)中國 (B)韓國 (C)俄羅斯 (D)塞爾維亞  。 

 

 

 

 

 

【圖二】 

 

 

【表一】 

西元 國家 主辦城市 

2009 塞爾維亞 20°E，44.8°N 

2011 中國 114°E，22.5°N 

2013 俄羅斯 56°E，43.9°N 

2015 韓國 126°E，35°N 

2017 臺灣 121°E，2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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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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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為世界時區簡圖。住在高雄的小晴利用網際網路，認識了世界各地的

好朋友，有住在日本東京(140°E)的孟多，在美國舊金山(120°W)念書的瑪麗，

住在英國倫敦陶斯，以及移民到澳洲雪梨(150°E)的小光。請問：當小晴在週末

晚上 10:30上線，與四名朋友通訊聊天時，哪個人所在的地點日期，與小晴的

日期不同？ (A)孟多 (B)瑪麗 (C)陶斯 (D)小光  。 

 

讀【圖三】，關於臺灣地理位置大約的經緯度，下列哪個是正確的？  

(A)22°～25°S,120°～122°E  

(B)22°～25°N,120°～122°E  

(C)22°～25°S,120°～122°W  

(D)120°～122°S,22°～25°E。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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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中，丁地所在的位置是世界最大的海洋，請問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丁地位於南太平洋上 (B)丁地位於北太平洋上 (C)丁地位於南大西洋上 

(D)丁地位於北大西洋上   。 

【圖四】地圖中的方向標若為「 」，讀【圖四】，請問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X在 Z的西南方  (B) Y在 X的東方 (C) Z在 Y的西南方  

(D) Z在 X的東南方 。 

 

七年二十班教室後方貼有四張 A3大小的地圖。 

請問：哪張地圖的比例尺最小？ (A)新莊區街道圖  (B)新北市景點圖 

 (C)臺灣地形圖  (D)世界行政區圖。 

 

 

 

【圖四】 

 

48 

 

 

 

49 

阿得拿了一張比例尺標明 1：4000的地圖，根據對地圖的認識，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A)圖上 1公分是實際上的 4000公里 (B)圖上的 1公分是實際上的 4000公尺  

(C)圖上的 1公分是實際上的 4000公分 (D)圖上的 2公分是實際上的 0.04公里。 

 

新聞氣象報導：「賓森颱風在○○○發威後，正穿過巴士海峽向正北方前進。」根據上文敘述，文中『○○○』最可能

是指下列哪一個國家？ (A)日本  (B)中國  (C)菲律賓  (D)泰國   。 

 

50 住在彰化縣田尾鄉的阿明，想利用假日出門旅遊，他預計先到宜蘭，再到花蓮。請問：他從田尾鄉出發，一路向北，在

途中最可能經過下列哪個縣市？ (A)雲林縣 (B)臺南市 (C)臺中市 (D)台東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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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9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七年級社會科參考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A C C D C A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C B D A B B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A A D B C D B A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D C C D A B B A A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D D B A D D C C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