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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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福在民國 109年 9月 28日讀到某則新聞摘要如下：彰化隆重祭孔，循古禮獻六佾舞，「佾

舞」就是一種行列整齊的祭祀舞蹈，相傳起源於周公，是古代最隆重的祭祀所使用的儀式。

今日看到佾舞的場合，主要是祭孔時的釋奠禮，代表後世對孔子至高的尊崇。請問：小福

在新聞中讀到「佾舞」在周王朝制訂的背景，下列何者較為適合？ 

(A)提供貴族享樂的機會             (B)避免地方動亂的爆發  

(C)解決地方封土的爭議             (D)確保封建秩序的穩固。 

【表一】 

 

朝代 佛寺數量 

宋 1913 座 

齊 2015 座 

梁 2846 座 

陳 1232 座 
 

2.  小福整理南朝時期佛寺的數量統計表，如【表一】所示，他試著分析自宋至陳朝佛寺  數

量的變化代表的意義，下列何者正確？ 

(A)深受胡風影響，民眾迷信行為             (B)強調階級文化，深受世族喜愛  

(C)佛教初傳中國，印度金援修建             (D)政治社會動盪，人民亟需宗教。 

3.  小福在一本介紹魏晉南北朝歷史的書中，看到一幅插圖如【圖一】。這幅圖最可能是在

說明下列哪一段史實？ 

(A)匈奴人南下侵略 (B)北魏的漢化政策 (C)東晉的南遷歷程 (D)唐代的文物外傳。 

 【圖一】 

4.  成語「毛遂自薦」，典故源起於戰國時代趙國的毛遂，自動向楚王分析當時各國局勢， 終

於說服楚國發兵救趙的故事。請問：此成語典故呈現下列哪一社會現象？  

(A)王室將土地及爵位分封諸侯             (B)東周封國間相互征戰及兼併  

(C)國家競爭激烈布衣可為卿相              (D)經學傳家累世當官形成世族 。 

5.  小福準備進行歷史報告，蒐集到以下資料：「在佛教傳入中國後，精通佛法印度修行者維摩詰深受唐代士人推崇，

例如：唐代詩人王維，就將自己的字取為摩詰；白居易晚年因為百病纏身，便開始信奉佛教。但因為視力不佳，

無法閱讀佛經，腳力衰退也無法到廟裡燒香，只好口念阿彌陀佛。甚至不寫詩，也要念阿彌陀佛。」 

請問：小福的報告主題應為下列何者？ 

(A)從士人生活解讀佛教在中國的文化融合      (B)佛教傳入中國的源起、歷程與重要經典 

(C)從唐朝詩作分析佛教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D)佛教宗教儀式與佛寺在唐朝的發展歷程。 

6.  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原意是要他聯絡盟國夾擊匈奴，雖然沒有達成結盟的目的，但是張騫的出使卻帶來 意外

的成果，這主要是指下列何者？ 

(A)漢朝征服西域，將新疆納入漢朝版圖       (B)漢朝與西域諸國維持兩百多年的和平 

(C)增進漢朝與西域之間文化、經貿交流       (D)促使歐洲的羅馬帝國派遣使節來中國。 

7.  中國的思想發展源遠流長，春秋戰國時期思想百家爭鳴，學者們針對當時的問題提出了

自己的見解與解決之道。然而，漢武帝即位後尊崇某個派別，使得這個派別的思想影響

中國長達千年之久。請問：漢武帝尊崇的是以下哪個派別？  

(A)儒家   (B)墨家   (C)法家   (D)道家。 

【圖二】 

 

8.  小福參加世界文化遺產之旅，首站來到「佛國寺」，從導遊介紹得知，這座古佛寺被認

為是新羅佛教藝術的經典，新羅在西元七世紀統一朝鮮各國，曾派遣留學僧至中國學

習，引入漢字、儒學，使用唐曆、年號等。請問：小福想分享本次佛寺的旅程，應在【圖

二】那一代號上標示？(A)甲  (B)乙 (C)丙 (D)丁。 

9.  一本傳記中寫道：「他曾在齊國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其趨於富強，並要求各地諸侯應該共尊周天子的共主  地

位，協助小國攘除夷狄等族群的威脅，終於幫助齊桓公成就霸業。」上述傳記應該是下列何者？ 

(A)孔子傳      (B)管仲傳       (C)商鞅傳       (D)嬴政傳。 

  ※請根據下列資料，並回答 10-11題： 

有學者研究中指出：「東晉的官員祖籍不論南北，大多使用西晉首都洛陽的語言，但北方南遷的平民則說 當

地南方民族的語言。」 
 

10.  上文中提及「南遷的平民」，這些人南遷的原因為何？  

(A)犬戎入侵   (B)秦滅六國   (C)永嘉之禍   (D)突厥入侵。 

11.  我們從上述資料中，能夠做出以下哪一種推論？  

(A)東晉的南遷促成南北語言及文化等方面融合     (B)平民使用南方語言是因為東晉政府積極推動  

(C)東晉時期，官員善於使用當地南方語言為傲     (D)北方胡人政府與南方政府合作共用洛陽語言。 

【第一頁結束，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持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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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存在可以 

提供人民眾多的

服務。 

小禾 

12.  唐代長安城中有東市與西市，其中西市為外族商人的聚集地，出售象牙、香料、  藥

物等外來貨物，這些商人不僅帶來異國商品，外來文化亦隨之傳入，如吹奏胡樂、

以胡旋舞為娛樂等，改變了唐人的生活樣貌，掀起一股「胡風」流行。 

請問：出現此現象的時代背景為何？  

(A)唐朝天下共主地位動搖        (B)唐朝施行和親外交體制  

(C)唐朝對外政策平等開放        (D)唐朝海路貿易取代絲路。 

 【圖三】 
13.  小福借了一本歷史人物傳記，此書的部份目次內容如【圖三】所示，請問本傳記的

主角最可能為下列何者？(A)周武王  (B)秦始皇  (C)漢武帝  (D)唐太宗。 

 ※小福要進行歷史主題閱讀，如下列資料所示，並回答 14-16題： 
 

資料一：政府透過開科取士的方式來選拔人才，其中包含：進士、明經、明法、明算等科別，只要有能力者 

        都可以報考，為平民晉升開啟了一道大門。 

資料二：政府授權中正官在地方上進行人物品評，依據士人的才能、德行與家世來區分品級，但之後品評 

        只重家世，結果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 

資料三：朝廷根據政府的不同需要設立各種科目，包含：「孝子」、「廉吏」等，並指定有關的官員擔任推舉者， 

        依照規定舉薦相應的人才，經朝廷檢定後給予錄用或陞遷。 

14.  小福的閱讀主題應該為下列何者？ 

(A)封建與郡縣制度   (B)經學傳家的影響   (C)中央集權的特色   (D)政府的選才制度。 

15.  有學者提出下列主張：「隋唐時代以來，世族的勢力逐漸趨於衰微，無法長期掌握政治權力。」，小福若要提出支

持學者的主張，應使用哪一則資料佐證？理由為何？ 

(A)資料一，有能力者皆可以報考，各階層可參與政治 

(B)資料二，品評只重家世與背景，世家大族輪流參政  

(C)資料三，設立孝子、廉吏科目，儒家思想深入民心 

(D)資料三，依照規定來舉薦人才，人才選拔公平無私。 

16.  小福依據三則資料出現的先後次序加以排列，其先後次序應該為何？ 

(A)資料一→資料二→資料三     (B)資料二→資料一→資料三   

(C)資料一→資料三→資料二  (D)資料三→資料二→資料一。 

17.  【圖一】是小禾和小東討論國家和政府關係的部分對話內容。若小禾要進 

一步回答小東的提問，則下列何項回答才正確？ 

(A)國家不會因選舉結果而被取代  

(B)政府的更替不會影響國家的存在  

(C)國家的功能有賴政府去具體實現 

(D)國家為一具有永久性與持續性的整體 

【圖一】 

 

 

 

18.  蘇丹民眾與學生在該國的北柯多方省(North Kordofan)集會抗議物資短缺問題，不料有多人遭政府軍射殺，其中

4人為中學生，對此不幸事件民眾再上街頭，譴責政府的殺戮行為。請問：上述政府射殺民眾的做法，明顯違反

何項民主國家存在的目的？  

(A)保衛國家安全 (B)維持社會秩序  (C)保障基本人權 (D)發展社會福利 

19.  孫中山獨創五權分立學說，使我國成為全世界唯一採用五權分立的國家。下列何者最能用來說明孫中山將行政權

與考試權各自獨立的理由？ 

(A)考試權獨立有助於政府公正的聘用人才 

(B)避免行政機關把持行政權造成權力失衡  

(C)提高考試權的重要性避免立法權的專制 

(D)藉由行政權補足我國政府人力資源缺乏 

 

 

 

【第二頁結束，尚有試題，請持續作答】 

 

 

 

目次 

第一章 亂世中降生 

第二章 圖窮匕見功未竟 

第三章 遠交近攻平六國 

第四章 君臨天下書同文 

第五章 中央集權築長城 

既然如此，有國家 

就好了，為何還需要

政府呢？ 

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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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梅 我是來自全臺灣最南端選 

區的委員，感謝各位委員

的支持，讓我取得院長席

位。 

20.  【圖二】是小禾爸與小禾的談話內容。請問：關於他們討論

的事情與下列何項國家組成要素最直接相關？ 

(A)領土  (B)主權  (C)政府  (D)人民 

【圖二】 

21.  行政院為處理選舉與公投合併所產生的缺失，提出公民投票

法修正草案。此草案須先交由立法院開會討論三讀通過，總統

公布後，行政機關才能依法執行。從上述內容可見民主國家政

府間運作的何種概念？ 

(A)以民為主 (B)權力分立 

(C)覆議流程 (D)政黨政治 

22.  仲恩和爸爸一起看電視新聞報導，聽到主播說：「民主國家的法律除了要求人民必須遵守，政府權力也應被約束

外，必須要同等的對待人民與政府。」仲恩問爸爸：「主播這段話要闡述的意思是什麼呢？」請問：爸爸應如何

回答才有貼近仲恩的提問？  

(A)國家的權力極大，人民不遵守法律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B)無論政府或人民，都應該遵守法律規範才符合法治政治 

(C)民主國家制訂政策時，應傾聽民意強調主權在民的理念 

(D)政府施政若背離民意，相關人士應該負起責任辭職下臺 

23.  請根據下列對話內容判斷，當下哪一位最可能是立法院院長？ 

(A)                              (B)  

 

 

 

 

(C)                              (D)  

 

 

 

 

24.  我國政府為使司法審判更加透明，正積極檢討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修法引進國民參與刑事審判。若依我國相關法

令判斷，關於上述政策推動的過程，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此政策須交由立法院討論表決通過 (B)法案三讀通過後須交由司法院公布  

(C)考試院舉辦考試決定國民參審名單 (D)行政院負責執行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25.  某位監察院監察委員卸任後整理了自己任內的日記，其內容記錄自己在這份工作中的重要經歷。下列哪一段敘述

內容，最可能出現在他的日記中？ 

(A)本院審計部是負責審查行政院提出的預算案 (B)人民對於憲法有疑慮時，可向本院聲請釋憲 

(C)針對違法失職的公務人員，可以提出彈劾案 (D)本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行政院同意後任命 

26.  【表一】為幸福國近幾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刪減

預算金額及刪減比例之資料。若依表中內容及我國

中央政府職權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資料是由司法院提出，並交由監察院審核     

(B)(乙)是經由監察院審查後，所做出的調整結果 

(C)根據(丙)判斷，2020年行政院可能提出覆議案     

(D)未來執行以後，應做成決算交由考試院來審查 

 

 

 

【第三頁結束，尚有試題，請持續作答】 
 

【表一】           單位：幸福幣 
 

年度(西元) (甲)提出預算金額 (乙)刪減預算金額 (丙)刪減比例 

2017 1,200,000,000 17,790,000 1.5% 

2018 1,240,000,000 20,000,000 1.6% 

2019 1,500,000,000 20,000,000 1.3% 

2020 1,600,000,000 80,000,000 5% 

依芙 今天能得到總統的提名當 

上院長，首先要感謝我在擔

任臺中地方法院法官時的

同事的指導與協助……。 

阿森 我在大學任教法律多 

年，後來受到總統的任

命，才有今天當上院長

的機會。 

大明 我來自務農的家庭，當 

上醫生後決定從政，努

力通過國家考試，成為

為民服務的公務人員。 

小禾你知道嗎？西元 

2019 年日本和新加坡

各因擁有 189 個免簽

國，而獲選世界「最強

護照」的國家。 

小禾爸 

哇！這兩個國家 

的國民到這 189 

個國家時，免簽

證就可以入境， 

真得太厲害了！ 

小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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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幸福國國籍的遠洋漁船上，船長與漁工的對話如下： 

漁工：「船長我們現在可以下海捕魚了嗎？」 

船長：「還不行！我們現在剛好處於兩國經濟海域的交界，必須再

行駛一段距離到達公海才能捕魚」 

根據上述對話並配合【圖三】，請問：幸福國的船隻現在正處於哪

一位置？而船隻應該要行駛到哪一位置才能捕魚？請依序作答。 

(A)丁；丙  (B)甲；乙  (C)乙；丁  (D)乙；丙 

【圖三】 

28.  以下是行政院某部會的會議記錄： 

「針對這次立法院通過的Ａ法案，經我們內部討論後覺得實在是難

以執行，因此決定經總統同意後，向立法院提出     。」 

請問文中畫線處應為下列何者？ 

(A)覆議案  (B)決算案  (C)不信任案  (D)施政報告 

29.  以下是小新與四位網友的聊天內容，若其中有一位為我國國民，根據下列敘述判斷，何者在當時最可能具有中華

民國國籍？ 

(A)妮妮：「我爸媽都是韓國人，但我在臺南出生」  (B)正男：「我爸媽在我出生那年都選上立法委員」 

(C)阿呆：「我出生在美國，不過現在在臺灣工作」  (D)風間：「再過幾年我就可以向內政部申請歸化」 

30.  下列為我國重要官員產生方式的配對表格，請問何者正確？ 

選項 產生方式 舉例 

(A) 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審計部審計長 

(B) 總統直接任命 司法院大法官 

(C) 人民直接選舉 立法院院長、立法委員 

(D) 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 監察院監察委員 
 

 

【表二】 

 

 

 

 

 

 

 

 

 

31.  【表二】為歷年來藍綠兩黨在總統大選的政黨得票率，下列相

關敘述何者錯誤？ 

(A)1996年-2008年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 

(B)民進黨在連續兩次大選都取得執政權 

(C)未取得執政權的為在野黨，擔負監督的責任 

(D)2008年隨著政黨輪替，國家主權也跟著改變 

32.  【表三】為小叮噹在公民課做的筆記，但不小心把飲料打翻在

上面，導致有些字跡模糊掉，請問甲乙丙分別為下列何者？ 

(A)甲：糾舉 乙：糾正 丙：憲法法庭 

(B)甲：糾正 乙：糾舉 丙：懲戒法院 

(C)甲：糾正 乙：糾舉 丙：憲法法庭 

(D)甲：糾舉 乙：糾正 丙：懲戒法院 

【表三】 

區分 行使對象 受理機關 

(甲) 對人 主管/上級長官 

彈劾權 (丙)司法院 

(乙)  對事 行政院有關部會 
 

33.  下列關於民主政治的配對，何者正確？ 

(A)民意政治➔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須提供人民表達意見的機會 

(B)政黨政治➔一個民主的國家一般會有三個以上的政黨公平競爭 

(C)法治政治➔政府只負責將人民的需求制定成法令，不需要遵守 

(D)責任政治➔政府的決策若違背民意，須辭職下台負起法律責任 

34.  中國地形複雜，下列哪一個地形區為世界最高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 

(A)雲貴高原  (B)青藏高原  (C)黃土高原  (D)內蒙古高原 

35.  農業和畜牧業是中國傳統的維生方式，這兩種方式的空間分布，與下列哪一個地理要素的關係最相關？  

(A)氣候乾溼 (B)地形種類 (C)河川長短 (D)氣溫高低 

36.  中國西北部內陸地區降水普遍稀少，但部分地區仍可以夏季高山融雪所帶來的水源發展農業。請問：這種農業的

類型稱為下列何者？(A)水田農業 (B)綠洲農業 (C)集約農業 (D)旱田農業 

37.  西元1979年，中國提出「一胎化政策」的主要原因為何？(A)人口教育素質低落 (B)人口性別比例失衡 

(C)育兒福利支出太高 (D)人口增加速度飛快 

【第四頁結束，尚有試題，請持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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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國的居民大致由 55個民族所組成，各自有其文化特色風貌。請問：中國人口數最多的民族為何？ 

(A)滿族 (B)壯族 (C)漢族 (D)蒙古族 

39.  中國的族群組成多元，不同民族的分布地區因環境特性相異，而使其適地發展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樣貌。請問：下

列中國哪一個地理區，少數民族族系眾多、文化多元而複雜？ 

(A)雲貴高原  (B)青藏高原 (C)華北平原 (D)塔里木盆地 

40.  近年來，中國政府為了保障糧食供應的穩定性，將部分農業條件較佳的地區，劃定為「全國性商品糧基地」，並

透過何種方式來增加糧食生產？ 

(A)加強鐵公路建設，提高運輸效率 (B)推動農業機械化，擴大生產規模  

(C)引入高經濟作物，鼓勵農民轉作 (D)提高農產品價格，吸引青年投入 

41.  表(一)為甲國人口發展趨勢的推估數據。根據表中內容判斷，政

府最可能以下列哪一項政策來面對此種發展趨勢？ 

(A)增加多元入學管道  

(B)提高失業給付金額  

(C)保障性別平等權利  

(D)健全老人福利制度 

表(一) 

年分 

(年) 

人口結構(%) 

14歲以下 15-64歲 65歲以上 

2000 21.2 70.3  8.5 

2008 17.0 72.6 10.4 

2016 13.2 73.4 13.4 

2036 10.3 61.3 28.4 

2056  8.0 52.5 39.5 

42.  中國的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裡分布相當多的民族。下列何者是造成此地族群複雜的主要原因？        

(A)地形 (B)氣候 (C)位置 (D)產業 

 

 

 

圖一  中國四大高原    43-44題根據圖一回答: 

 

 

 

 

 

 

 

 

 

 

 

圖二為中國人口分佈圖     45-47題根據圖二回答: 

43.  圖一中哪一高原深受黃河流水侵蝕而地表千溝萬壑? (A)甲 (B)乙 (C)丙 (D)丁 

44.  圖一中哪一高原的西側離海洋遙遠而雨量稀少,當地居民必須逐水草而居? (A)甲 (B)乙 (C)丙 (D)丁 

45.  圖二中甲到乙地連線以東為人口稠密區 ,請問:此區氣候應為下列何者?  

(A)季風氣候 (B)乾燥氣候  (C)高地氣候 (D)寒帶氣候 

46.  圖二中的 A區農業所用的水源為何? (A)雨水 (B)海水 (C)雪水 (D)蒸餾水 

47.  圖二中冬天從甲到乙的旅程中,必須逐步將衣服從厚重轉為輕薄的原因為何?  

(A)緯度漸低 (B)雨量漸少 (C)土壤漸肥沃 (D)地勢漸低 

48.  中國早期人口到世界各地謀生,下列何區離福建最近? (A)泰國 (B)美國 (C)加拿大 (D)台灣 

49.  中國各行政區中哪一區位於長江出海口處? (A)香港 (B)重慶市 (C)上海市 (D)澳門 

50.  中國農作物有”南方水稻,北方小麥”的不同。請問造成此差異的原因為下列何者? 

 (A)經度差異大   (B)各區經濟成長不同    (C)各地人民好惡不同     (D)南北氣候不同 

 【第五頁結束，本份試題到此結束，請再檢查一下您的作答，祝您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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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八年級第一次段考社會領域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D B C A C A B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B D A D Ｃ Ｃ Ａ Ｂ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Ｂ Ｂ Ｃ Ａ Ｃ Ｃ Ｄ Ａ Ｂ Ｄ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Ｄ Ｄ Ａ B A B D C A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 C B A A C A D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