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9 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第一次段考歷史科 

1. 受到清末甲午戰爭的刺激，部分人士希望透過制度的改革來挽救晚清的危局，但亦有人主張用武力手段推翻清廷，

建立共和政體。當時進行革命推翻清廷，以下何人為代表？ 

   （A）康有為（B）孫中山（C）袁世凱（D）梁啟超 

2. 西元 1917 年以來，中國同時出現兩個政府組織，一個是北方的「北京政權」，另一個則是南方的「廣州政府」，

為了爭奪北京的領導權，南北方各派系彼此爭戰，造成地方動盪加劇。上述民初中國形成南北分裂情形的原因為

何？（A）袁世凱暗殺了宋教仁（B）袁世凱策動帝制復辟（C）段祺瑞毀棄臨時約法（D）黎元洪擁護溥儀復辟 

3. 清末以來革命黨人為團結力量，陸續形成興中會、同盟會，並多次策畫推翻清廷的行動，最後趁機在湖北防務空

虛之時起事，得到各省響應，揭開革命成功的序幕。此次起義行動是下列何者？ 

（A） 武昌起義（B）二次革命（C）保路運動（D）義和團事件 

4. 西元 1917 年，他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奉行「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

使北大洋溢多元學術色彩。這位使北京大學校風為之一變的人物為何？(A)胡適(B)魯迅(C)陳獨秀(D)蔡元培 

5. 某一時期的知識份子透過西洋文明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重新檢視儒家的道德規範，高喊打倒孔家

店的口號，西方思潮經由翻譯書籍不斷地被引進中國。下列何者即是當時引進中國的思潮？（A）共產主義思想 

   （B）君主立憲觀念（C）保國強種思想（D）女子應受教育 

6. 一位學生在其報告中寫道：「北京大學等十三所院校三千餘名學生聚集天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並宣

讀北京學界全體通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

來呀！』此篇文章的主題應該是何者？（A）二次革命的背景論述（B）帝制復辟與民主思潮（C）五四運動的發

展始末（D）護法運動的始末概述 

7. 西元 1911 年，中華民國誕生，不少守舊派人物仍想爭權奪利，回到舊有朝代中握有特權，下列哪些人物可以做

為代表？甲、宋教仁 乙、袁世凱 丙、張勳 丁、溥儀 （A）甲乙（B）丙丁（C）乙丙丁（D）甲乙丙丁 

8. 民國 2 年，15 歲的日本人伊藤，隨著父母來到中國做生意，對於周遭的環境他在當時並無法理解，長大後他才慢

慢整理出當時的中國狀況與中日關係的頭緒，請問身為日本人的他曾經穿梭在中國歷史哪些洪流中？甲、目睹「保

路運動」的進行 乙、聽父母討論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要求 丙、看見北京大學生遊行並抵制日貨 丁、 看見報紙

刊登日本軍隊製造「濟南慘案」 （A）甲乙（B）乙丙丁（C）甲乙丁（D）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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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奇林要改編一部民國六年到十七年的軍閥混戰的歷史，劇情直線主軸是南方與北方政府的對抗，橫向故事則是兩

大事件推延南北統一的時間，請問奇林該選擇哪兩個歷史段落，做為橫向劇情發展的橋段？甲、宋教仁遭袁世凱

暗殺 乙、親共人士把持武漢政權 丙、日本出兵山東殘殺中國百姓 丁、段祺瑞執意加入一次大戰 

   （A）甲乙（B）丙丁（C）乙丙（D）甲丁 

10. 北京是中國古都之一，遼、金、元、明、清五個朝代在此定都。擁有七項世界遺產，是世界上擁有文化遺產項目

數最多的城市。做為中國的古都，二十世紀後，有哪些現代歷史在此上演？甲、洪憲帝制 乙、軍閥執政 丙、五

四運動 丁、中華民國成立（A）甲乙（B）甲乙丙（C）乙丙（D）乙丙丁 

11. 下列哪個國家在西元 20 世紀時，因自身國家革命成功，同時在孫中山需要借力使力對付軍閥的情況下，走進中

國土地與歷史，讓中國共產黨得以在中國發展，改寫後來中國命運？（A）英國（B）日本（C）德國（D）俄國 

12. 下列哪一組人物，倡導白話文運動，藉由淺顯易懂的文字傳播新思想，期望能帶動舊思想與舊中國的革新？      

（A）胡適+陳獨秀+魯迅（B）孫中山+蔣中正+宋教仁（C）孫中山+李大釗+陳獨秀（D）袁世凱+張勳+溥儀   

13. 張瑜在舊書報攤買到一本「新青年」雜誌，你認為他會翻閱到那些內容？甲、古文與白話文之論戰 乙、德先生與

賽先生之優劣 丙、魯迅「狂人日記」導讀 丁、最新美妝整容技術發展（A）甲乙（B）甲乙丙（C）乙丙丁（D）

甲乙丙丁 

14. 有人說：「要了解近代中國問題，就不可以不了解中共歷史」。下列何者是對中共歷史「正確」的瞭解？            

（A）中國共產黨創立者是毛澤東（B）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是陳獨秀等人（C）中國共產黨的出現造就了五四運

動（D）中國共產黨是北伐過程中一大助力 

15. 民國初年，白話文盛行，下列哪一出版品被視為白話文創作的典範?（A）狂人日記（B）四十自述（C）青年雜

誌（D）新青年雜誌 

16. 夏宇是清末民初時期的人，他讀過大學，經歷了很多戰亂不安，同時也看見了中國的舊思想文化與新文化在融合

中。下列何者是他會遇到的改變？甲、大學生走在街頭抗議各種不公平 乙、女同學要求自由戀愛決定自己的婚姻 

丙、報章雜誌的文章開始出現「標點符號」丁、胡適提出用科學方法整理傳統學術（A）甲乙（B）乙丙（C）甲

乙丙（D）甲乙丙丁 

p.2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8 年級第 1次段考公民科試題 
17.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延燒，為避免群聚感染，我國政府指示各級學 

校延後開學。有關【圖一】報導中的緊急應變措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其屬於狹義的法律 

(B)須基於法律而訂定 

(C)由立法機關所制定 

(D)僅作原則性的規定 

【圖一】 

18.  根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的規定，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警察未依此規定行使 

職權者，人民得拒絕之。上述內容最主要在強調下列何種法治觀念？ 

(A)法律規範政府的作為，而人民權利受到法律保障  (B)法律制定生效後，對於違法者即產生約束的作用 

(C)行政機關修改不合時宜的命令，以保障人民權利  (D)法律是由民意代表所制定，也是人民意思的展現 

19.  小康喜歡和朋友高歌一曲紓解壓力，某日小康在家裡忘我的唱歌直到深夜，嘹亮的歌聲在社區中迴響，鄰居不堪其擾

而向警方報案，警方獲報後到場制止小康並科以罰鍰。針對此狀況，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在家唱歌是小康的自由權，警察不得處罰  (B)警察對小康科以罰鍰已違反依法行政原則 

(C)警察對小康科的罰鍰是給鄰居的金錢賠償  (D)警察須依照法律規定才能對小康科以罰鍰 

20.  勞動基準法是依據我國憲法第 153 條：「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

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而制定，適用勞動基準法的勞工權益將獲得最基本的保障。請從上述內容判斷，

憲法存在得以實現下列何項目的？ 

(A)維護社會秩序  (B)保障人民權利  (C)約束政府權力  (D)促進社會進步              【圖二】 

21.  行政機關做成行政行為時可能會侵犯人民權益，對於這種狀況，老師利

用右圖為學生介紹了一個法律名詞。根據【圖二】內容判斷，下列何者

最可能是老師所解釋的法律名詞？ 

(A)訴願 (B)訴訟 (C)糾舉 (D)行政管制 

 

 

22.  李文無照駕駛、違規闖紅燈並撞傷學童，警察隨即到場並開單處罰，事後學童家長告上法院。下表是他此次事故所支 

出的費用，其中屬於行政責任的部分是多少元？ 

項目 金額（元） 

判決敗訴後賠償給學童家長的律師費 80,000 

違反交通規則的罰鍰 7,500 

賠償被害人(學童)受傷的醫藥費 51,000 

(A)7,500 (B)58,500 (C)80,000 (D)87,500 

23.  行政法除了規範政府的行為之外，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許多行為也都會涉及行政法的適用，下列何者屬於「應適用

行政法」的事件？ 

(A)因課業糾紛，某甲唆使某乙打傷同學  (B)駕駛人未通過警察的酒測臨檢而受罰 

(C)屋主追討租屋房客所積欠的房屋租金  (D)建商要蓋房子，強制原住戶拆屋還地 

24.  阿銓在資料中看到右圖這段對安樂國政權的介紹，請根據【圖三】內容

判斷安樂國社會可能具備何種特質？ 

(A)法律的力量能凌駕於政府之上 

(B)重視司法獨立與依法而治精神 

(C)法律缺乏對統治者的約束作用 

(D)重視自由平等與公平正義精神               p.3 

【圖三】 

  人民認為行政機關的行

政處分有違法或不當，損害

自己權利時，請求撤銷或變

更原行政處分的手段。 

  統治者為了長期維繫政權以鞏固自

身利益，利用金錢來收買人心，並壓制

反對勢力。因此即使其在權力運用、資

源分配與人權維護等方面備受外界質

疑，仍可保持大權在握。 

為因應延後開學所帶來的學童照

顧問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達緊

急應變措施：勞工如有照顧12歲以下學

童之需求，得請「防疫照顧假」。針對

勞工需求，雇主應予准假且不得視為曠

職與扣全勤獎金，若有違反，將被依勞

動基準法處以罰鍰。 



 

25.  萊豬爭議延燒，消基會與全國家長協會、養豬協會等十多個民間團體，共同發起「拒吃萊克多巴胺」連

署，並上街遊行抗議。請問：人民可以有上述自由為憲法保障的何種權利？  

(A)祕密通訊自由 (B)居住遷徙自由 (C)集會結社自由 (D)信仰宗教自由 

26.  為落實實質平等，政府在政策或法令上，應給予弱勢合理的差別待遇。以下例子何者不屬於合理的差別待遇？ 

(A)延長視障生考試作答的時間   

(B)人民犯法皆須受到法律制裁 

(C)立委席次給予婦女保障名額   

(D)通過認證的原住民可以加分 

27.  就讀大學三年級的致融打算在畢業前，先去美國語言學校學習半年，卻遭政府相關部門以未服兵役阻攔，致融可

先向該主管行政機關提出【      】，若原處分未撤銷或變更，可再提出【      】。上述括弧內依序應填入下列

何者？ 

(A)行政訴訟；訴願  (B)行政訴訟；請願  (C)訴願；請願  (D)訴願；行政訴訟 

28.  德國政治學家卡爾·馬克思(K.H.Marx)有名言：「在民主的國家裡，法律就是國王；在專制的國家裡，國王就是法

律。」請判斷以下何種敘述最能說明上文情境？ 

(A)專制國家不會存在法律 

(B)有國王一定為人治社會 

(C)民主國家法律凌駕一切 

(D)法治是專制國家的基礎 

29.  下列關於我國法律位階的敘述，何者正確？ 

(A)憲法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都有做詳細的規定 

(B)命令是基於法律的授權，因此只要不違背法律即可 

(C)位階制度的設定，是為了保障統治者權利不被侵害 

(D)對於憲法沒解釋到的部分，可透過法律來補充說明 

30.  只要涉及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所適用的法令，皆屬行政法的範圍。請問下列何者並不適用於行政法？ 

(A)剛滿 18歲的舒婷，迫不及待地去考機車駕照 

(B)鴻文在經過四年的努力，終於取得畢業證書 

(C)紹桓深夜下班時，很常被警察攔下臨檢盤查 

(D)鼎鈞因弄壞雲亭的水壺，必須賠償一個新的 

31.  「新北市金山區磺溪出現大面積黑水，環保局獲報循線追查，發現一家煞車皮製造工廠涉嫌偷排廢水，該公司未

依規定取得水汙染防治許可證逕自排放廢水，環保局將依法開罰 600萬元以下罰鍰，最重將祭出停工處分。」根

據上述報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工廠可以提出行政訴訟，為憲法保障的自由權 

(B)除了罰鍰，勒令歇業、拘留也是常見的行政罰 

(C)環保署必須有法律的授權，才可以對工廠開罰 

(D)須取得許可證才可以排放廢水為一種行政管制 

題組一 

32.  以下為我國憲法的修改程序，請問何者正確？ 

(A)立法委員提議→司法院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公告半年→公民投票複決→通過 

(B)司法院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立法委員提議→公告半年→公民投票複決→通過 

(C)立法委員提議→立法院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公告半年→公民投票複決→通過 

(D)立法院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立法委員提議→公告半年→公民投票複決→通過 

33.  承上題，如此複雜的程序顯示了憲法的何種特性？ 

(A)原則性 (B)最高性 (C)普遍性 (D)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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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亞洲是全球面積最大的一洲,依地理位置分為七大區。下列哪一區不是為”季風”亞洲? (A)中亞  

 (B)東亞 (C)東北亞 (D)東南亞。 

35.日本群島中以東京人口最多。請問:東京位於下列何島? (A)北海道 (B)本州 (C)四國 (D)九州。 

36.朝鮮半島上的眾多河川大多流向哪一海域? (A)東海 (B)北極海 (C)黃海 (D)南海。 

37.東北亞的氣候為溫帶季風氣候,請問:該區冬季的風會經過哪一海域而為日本西側帶來水氣? (A)東海   (B)日本海 

(C)黃海 (D)南海。 

38.東北亞地區的食物中會有"醃製"相關食物。此一食物的生產是為延長賞味期限,請問:為何該區居民要採取此方式的

原因? (A)夏季溼熱,作物生長季長 (B)日溫差大,避免食物走味 (C)梅雨季節,作物產量減少 (D)冬季寒冷,儲存食物過

冬。 

39.日本漁獲量非常高,因此現切生魚片為重要的料理方式.請問:造成漁獲量高的原因為下列何者?       (A)位於板

塊擠壓區 (B)夏季多颱風 (C)冬季氣溫低 (D)寒暖洋流交會。 

40.日本政府為振興與行銷地方文化，每年撥出大量經費，積極舉辦諸多活動，吸引國外遊客造訪。請問：下列何者最

不可能是日本政府行銷的祭典或節慶？(A)京都祇園祭 (B)光州泡菜節 (C)青森睡魔祭    (D)大阪天神祭。 

41.高麗參是朝鮮半島上出產的一種人參，自古就有「一根高麗參如一串寶石」的說法。報導指出，西元 2020 年在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下，號稱能增加免疫力的食物銷售逆勢上升，包括出口到美國的南韓泡菜增加近兩成，高麗參的出口

也比西元 2019 年同期上升近 6%。請問：南韓的人參主要生長在何處？            (A)太白山脈 (B)蓋馬高原 (C)

沿海平原 (D)濟州島。 

42.「有別於西方流行文化，南韓電影和劇集關注家庭與社區，強調人際間的和諧」，此一特質可能是南韓深受下列哪

一種文化的影響？(A)印度佛教文化 (B)日本茶道文化 (C)中國儒家文化              (D)日本神道教文化。 

43.「此國位居東北亞，工業發達，經濟基礎雄厚。該國的汽車、電子、電器等品牌，如 TOYOTA、SONY等，在國際市

場久負盛名。長期的經濟高度發展，使該國累積大量外匯，成為目前世界八大工業國的成員。」上文描述的國家為何？

(A)日本 (B)南韓 (C)中國 (D)北韓。 

44.圖一為日本合掌村的房屋型態請問屋頂為何呈現高度傾斜?                      

 (A)位居深山地區 (B)易受強風侵襲 (C)地震發生頻繁 (D)降雪十分豐沛。 

 

                                                                 圖一 

45.2020東京奧運期望能向世界呈現日本對「超智能社會」的想像，             

此與日本目前發展的何項工業類型相符？(A)加工出口業(B)重化工業  

(C)高科技工業 (D)民生工業。 

46.近年來，南韓積極發展工業，具有相當成效，如從事通訊業的三星公司，即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南韓積極

發展的是下列哪一種性質的產業？(A)原料密集型產業 (B)動力密集型產業             (C)勞力密集型產業 (D)

技術密集型產業。 

47.臺灣與日本皆以國際貿易為國家的經濟命脈，是因兩國具有下列哪一項共同點？(A)人口眾多      (B)山多平原

少 (C)皆屬於季風氣候 (D)缺乏資源仰賴進口。 

48.「智慧型農業」是日、韓近年來針對哪一種農業困境，而導入高科技技術及無人駕駛農具機於農業生產過程中？(A)

作物生產過剩 (B)農業勞力短缺 (C)生產過於粗放 (D)生產成本過高。 

49.隨著韓劇的流行，南韓的文化、料理、流行時尚等風靡全亞洲。南韓因此成為全球哪一種產業輸出大國? (A)農業 

(B)重工業 (C)文化產業 (D)高科技產業。 

50.締造全球票房佳績的「變形金剛」系列電影作品，其實源自某國玩具商對機器人的想像，而該國在機器人的研發也

位居世界領先地位。其最有可能為下列哪一個國家？(A)日本 (B)北韓 (C)泰國        (D)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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