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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古代有個民族平日喜愛到公共浴場洗澡，他們建設了可以泡三種不同溫度的水池，

這裡也是一個重要的社交場所。有些人洗完澡之後，會到附近的教堂做禮拜，他們

信奉的基督教不久之前才獲得合法地位。

請問：這應該是生活在下列哪一個時代與地區的人民？

(A) 西元前一世紀，義大利半島

(B) 西元前三世紀，兩河流域

(C) 西元三世紀，印度河流域

(D) 西元五世紀，巴爾幹半島

A 2. 土豪老師對於埃及古文明深深著迷，總覺得自己是法老王轉世，每天都在練習用積

木堆金字塔。好不容易等到故宮博物院展出『尼羅河古文明大展』，土豪老師迫不

及待買票進場，在這次展覽中，土豪老師最可能看到哪一種古文明的文物？

(A) 一面由黃金與寶石製成的法老面具

(B) 一具具強壯威武的陶塑兵馬俑士兵

(C) 數塊被考古學家發現的楔形文字泥板

(D) 刻在一塊銅板上的《十二銅表法典》

D 3. 清末的中國歷史有一個慣性，在遭受『挑戰』

後，朝廷就會力求圖強的產生『回應』，如附圖

之所示。

請問：圖中的『？』處應填上下列哪一個事件？

(A) 戊戌政變

(B) 鴉片戰爭

(C) 中法戰爭

(D) 八國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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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 民國 20 年代，雖然內憂外患不斷，但國民政府仍在艱困的環境中積極展開建設，

附圖中四人針對當時國民政府建設的言論，其中哪一人所說有誤？

(A) 宋宣

(B) 黃倩

(C) 蕭影

(D) 許方

C 5. 成語故事是我們了解歷史的管道之一，下列各成語的典故由來，何者正確？

(A) 百家爭鳴：描述西漢的漢武帝重視儒學，學術蓬勃發展的盛況

(B) 投筆從戎：描述戰國時期秦國重視軍功，人民踴躍從軍的現象

(C) 焚書坑儒：描述秦朝的秦始皇控制人民思想，毀滅文化的暴政

(D) 制禮作樂：描述秦孝公重用商鞅推動變法，追求富國強兵的願望

C 6. 一位當代學者形容中國歷史上的某座城市：「（這座城市）是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機

構的所在地，是一座約一百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寬闊的大道縱橫交錯，並時常擠滿

了波斯人、印度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各種中亞人，他們是作為商人、使節與

雇傭兵來到此地的……。」請問：這座城市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 西元 1 世紀的長安

(B) 西元 5 世紀的洛陽

(C) 西元 8 世紀的長安

(D) 西元 20 世紀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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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 宋太祖建國後，以重文輕武為基本國策，運用『杯酒釋兵權』的手段，解決軍隊不

受政府控制的亂象。 

他採用這項政策的主要影響為何？ 

  (A) 宋代創立科舉制度優待文人 

  (B) 宋代軍人干政惡習始終未改 

  (C) 宋代國防貧弱外交屢屢受挫 

  (D) 宋代終止外戚宦官鬥爭亂象 

   

D 8 土豪老師老師講解宋、西夏、金、元

多民族國家，三百年的對立形勢演變。 

附圖是老師在黑板上準備的四個不同

時期的現象，正確時代的順序應為

何？ 

 

 

  (A) 甲乙丙丁 

  (B) 丁甲丙乙 

  (C) 乙丁甲丙 

  (D) 丙甲丁乙 

   

B 9. 臺灣由於對美貿易連年順差，累積龐大外匯存底，不僅引起美國施壓要求我方開放

市場，同時，也有新臺幣升值與通貨膨脹的壓力。於是政府在民國 70 年代後，提

出何種經貿政策以因應此問題？ 

  (A) 保護國內幼稚產業的進口替代政策 

  (B) 提出自由化、國際化的經貿政策 

  (C) 設置加工出口區，輸出輕工業產品 

  (D) 推動多項重大公共投資，發展重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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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 一位雜誌的負責人，述說該刊面臨的問題： 

『就拿本刊來說，……在民國 46 年 8 月到 47 年 2 月，本刊發表一系列『今日的問

題』的社論以後，……我們又被戴上一頂『反攻無望論』的帽子，接著又有所謂『賣

國主義者』、『亡國主義者』等等罪名。……」根據你的了解，上述引文的歷史背景

為何？ 

  (A) 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回擊紅衛兵對他的批鬥 

  (B) 蔣渭水在《臺灣民報》寫文章指控日本政府 

  (C) 雷震在《自由中國》感慨政府壓制言論自由 

  (D) 陳獨秀在《新青年》批評軍閥政府出賣祖國 

   

B 11. 附圖為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日語普及率曲線圖。 

1940 年代左右臺灣人日語普及率不斷增高，與下列哪一

項政策有密切關係？ 

 

  (A) 內地延長主義 

  (B) 皇民化運動 

  (C) 《六三法》的頒布 

  (D) 新文化運動風潮 

   

C 12. 依附圖所示，從 1930 年代後期起，臺灣輕工業生

產指數不斷地提高，此與哪一項工程興建完成有密

切關係？ 

 

  (A) 嘉南大圳 

  (B) 南北縱貫鐵路 

  (C) 日月潭發電所 

  (D) 整建高雄港 

   

D 13. 有一段時間，台灣人民必須憑《米糧購買憑據》才能配給糧食，而且當時生活朝不

保夕，隨時要提防外國飛機轟炸，不管是學生還是工人都必須配合疏散。請問這是

什麼戰爭造成的影響？ 

  (A) 第一次世界大戰 

  (B) 中法戰爭 

  (C) 韓戰 

  (D) 太平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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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4. 歷史學者針對某一歷史事件的發生背景說： 

『究竟是中國人民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

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壓迫剝削中國人民？這是大是大非問題，

不可以不辯論清楚，不能因為中國人民殺掉外國人的外交官，就說這是我們的錯….』 

  (A) 文化大革命 

  (B) 英法聯軍 

  (C) 太平天國之亂 

  (D) 八國聯軍 

   

C 15. 以下是一份民國重要史事資料整理表。請問：在表內的四組資料中哪一組的史實有

錯誤？ 

資料 史實名稱 發生時間 發生原因 結果 

甲 二次革命 民國2年 討伐袁世凱違法亂紀 國民黨失敗 

乙 雲南起義 民國4年 護國軍聲討袁世凱稱帝 袁世凱撤銷帝制 

丙 護法運動 民國6年 
張勳毀棄臨時約法 

孫中山討伐之 

廣州軍政府本身缺

少實力，終於失敗 

丁 五四運動 民國8年 
巴黎和會決議允許日本繼承

德國在山東的權利 

中國拒簽對德和約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B 16. 中國史上有兩個朝代均有運河為交通運輸的大動脈、政府以考試方式選拔人才、民

變、宦官之禍影響政權衰亡等現象。請問：這兩個朝代應該是下列何者？ 

  (A) 漢、唐 

  (B) 唐、明 

  (C) 漢、元 

  (D) 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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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7. 附表為某時期海外國家向中國入貢

的次數統計表。由表中國家的分布區

域判斷，他們最可能向哪個時期的中

國皇帝朝貢？  

 

國名 進貢次數 

蘇門答剌（今蘇門答臘島） 16 

榜葛剌（今印度半島孟加拉） 10 

錫蘭山（今斯里蘭卡） 4 

祖法兒（今阿拉伯半島南岸） 3 

木骨都束（今非洲東岸） 2 

  (A) 東漢 

  (B) 唐朝 

  (C) 明朝 

  (D) 清朝 

   

Ｄ 18. 附表的事件都跟某一個十七世紀的組織有

關，根據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適合放入表

中的『？』處？ 

 

重要事件 

★曾在臺灣、東南亞等地建立殖民

地 

★？ 

★曾在臺灣南部引發長達數月的戰

爭 

  (A) 利用入侵臺灣的機會，奪取琉球群島 

  (B) 以白銀吸引中國商人，至馬尼拉交易 

  (C) 強迫清朝開放港口，出口茶葉與樟腦 

  (D) 亞洲總部設立於巴達維亞，統籌經營 

   

 請閱讀下列兩段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先帝）神武遠屆，拓入版圖。（先帝）末年逆賊

朱一貴倡亂攻陷府城及全臺各地，諸臣夙稟方略，士卒感戴教養之恩，七日克服，破賊

數萬。」 

資料二：乾隆 53 年（1788）諭：「此次臺灣剿捕逆匪，該處義民隨同官兵打仗殺賊，

甚為出力；業經降旨將廣東、泉州等莊賞給『褒忠』、『旌義』里名，用示鼓勵。」 

Ｂ 19. 資料一中的發言者，應該是清朝的哪一位皇帝？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 

  (D) 光緒 

   

C 20. 資料二說明的抗清事件，是清代規模最大的，爆發於今天的何地？ 

  (A) 臺北 

  (B) 臺南 

  (C) 彰化 

  (D) 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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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21. 資料二乾隆皇帝所提及的『義民』，是說哪個族群？ 

  (A) 平埔族 

  (B) 客家人 

  (C) 漳州人 

  (D) 泉州人 

   

A 22. 附圖為土豪老師老師在台上講解的人口成長資料圖

，如果你沒抄到筆記，考試就只能靠自己了，請問這

張圖該怎麼正確解釋？ 

 

  (A) 人口外移情況嚴重 

  (B) 該地的人應該很貧困 

  (C) 人口增加率掉入負值是因為出生率節節下降 

  (D) 此地和臺灣的人口成長特色非常相近 

   

B 23. 附圖為雜誌上的一篇報導，報導中的這種現象和

下列哪一人口問題較為密切？ 

 

  (A) 老年化社會 

  (B) 性別比失衡 

  (C) 扶養比變高 

  (D) 出生率降低 

   

D 24. 清末的英法聯軍戰役之後，西方人打開中國沿海的港口，發展通商貿易。從此上海

就逐漸發展成中國最大的工商業都市。這和該地具備哪一項條件最有關係？ 

  (A) 農礦資源豐富，勞力眾多 

  (B) 水力發電豐沛，能源充足 

  (C) 歷史悠久，古都色彩濃厚 

  (D) 位在長江下游，腹地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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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5. 中國為擴大全球影響力，提出《一帶一路》

政策。附圖為一帶一路的主要路線示意

圖，說明中國希望藉由海陸交通的發展，

增加和他國的經貿往來。請問： 

受到這個政策影響最小的區域是？ 

 

  (A) 北韓自由貿易區 

  (B) 麻六甲經貿特區 

  (C) 杜拜貿易自由港 

  (D) 愛琴海關稅特區 

   

C 26. 中國的農業在秦嶺、淮河以北地區主要以旱作的小麥為主，然而在東北地區受到下

列哪一項因素的影響，在夏季時可以種植稻米？ 

  (A) 市場需求改變 

  (B) 生產技術改進 

  (C) 增加水源灌溉 

  (D) 進行溫室栽培 

   

A 27. 中國順口溜：『看中國十年到深圳，看中國百年到上海，看中國千年到北京，看中

國五千年到陝西。』 

可見深圳近十年來發展快速，其發展主要與下列何者相關？ 

  (A) 經濟特區 

  (B) 一帶一路 

  (C) 西部大開發 

  (D) 兩岸小三通 

   

B 28. 附圖為著名的嘉南大圳灌溉渠道分

布圖。此一灌溉系統主要分布於雲林

縣、嘉義縣及臺南市三個行政區內，

依此判斷圖中甲區海岸線，應該有什

麼風光？ 

 

  (A) 珊瑚礁島，碧海藍天 

  (B) 海濱沙洲，養蚵人家 

  (C) 浩瀚大洋，賞鯨觀豚 

  (D) 砲台碉堡，戰地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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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9. 附圖為中部區域的氣溫及降水量圖，請根據圖中資料判斷，

該區域的降水受到下列哪一項因素的影響最小？ 

 

  (A) 熱帶性低氣壓 

  (B) 滯留鋒 

  (C) 山地廣布 

  (D) 東北季風 

   

D 30. 臺灣加入 WTO 之後，農業市場經歷開放的壓力，衝擊難以迴避。近年來農地逐年

流失，農業人口急速老化，農業貿易赤字高逾百億美元。請問： 

考慮臺灣的自然環境，最適合的農業發展經營策略為何？ 

  (A) 鼓勵財團投資，增加可耕地面積 

  (B) 增加老農津貼，給予基本的保障 

  (C) 提高進口關稅，保護國內農牧業 

  (D) 鼓勵休閒養生，促進鄉村觀光業 

   

C 31. 世界各地受到地球自轉的影響，形成白日與夜晚。請問：臺灣時間上午 8 點，而某

地時間為晚上 8 點的地區，最可能有哪一條經線經過？ 

  (A) 西經 120 度 

  (B) 國際換日線 

  (C) 西經 60 度 

  (D) 本初經線 

   

B 32. 依據附圖的等高線判斷，圖上甲、乙、丙、丁四條河

流中，哪條河川的上游最有可能出現急流瀑布景觀？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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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3. 附圖為臺灣周邊某個離島的觀光地圖，這應是下列哪

一離島？ 

 

  (A) 馬祖 

  (B) 蘭嶼 

  (C) 綠島 

  (D) 龜山島 

    

B 34. 地理老師要求同學們將下列資料繪製成氣候圖，哪一位同學畫的圖最正確？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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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5. 附圖為臺灣都市化程度曲線圖。由圖中顯

示，臺灣在 1950 年代後都市化程度急速提

高，主要與下列哪一項因素關係最密切？ 

 

  (A) 推動加工出口 

  (B) 普及國民教育 

  (C) 實施家庭計畫 

  (D) 政治民主開放 

   

A 36. 附圖為 2016 年，臺灣主要進口貨物比例圖。由圖中可判

斷臺灣工業發展最不利的條件為何？ 

 

  (A) 天然資源缺乏 

  (B) 國內市場狹小 

  (C) 勞工成本昂貴 

  (D) 資賴外國技術 

   

B 37. 印度半島面積廣大，各地的自然環境差異很大，導致各

地區農業活動皆不相同。附圖為印度地區的農業活動分

布圖，請根據圖中位置判斷，「丙」地的作物最可能為

下列何者？ 

 

  (A) 棉花 

  (B) 水稻 

  (C) 小麥 

  (D) 玉米 

   

B 38. 東南亞國家人口集中在少數沿海港口都市的現象明顯，使區域發展產生嚴重的落

差，港口以外的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後。請問：造成此種現象的主要原因為何？ 

  (A) 沿海地區以平原為主 

  (B) 產業發展較重視海運 

  (C) 內陸地震發生次數頻繁 

  (D) 港口有設置加工出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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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9. 美聯社報導：『2015 年 9 月 24 日，三百多萬名穆斯

林集聚________進行朝覲，但由於人潮眾多造成推

擠，而在儀式進行時發生踩踏意外，造成約 2,300

名信徒死亡，死傷慘重。』請問：上述新聞中說的

________應是附圖中何處？ 

 

  (A)  

  (B)  

  (C)  

  (D)  

   

 附圖為東北亞朝鮮半島圖，請根據代號回答下列各題： 

A 40. 1953 年，兩韓之間停戰，結束美國率領

聯合國十七國軍隊進攻中國人民解放軍

的『韓戰』。請問雙方停止戰鬥的分界線

是 

 

  (A) 戊 

  (B) 丁 

  (C) 辛 

  (D) 甲 

   

C 41. 關於圖中的代號敘述，何者正確？ 

  (A) 甲是北韓的首都-首爾 

  (B) 乙是南韓的首都-平壤 

  (C) 丙是南韓的大港-釜山 

  (D) 丁是北韓與俄國的國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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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2. 日本和南韓兩國因為一個小島的主權歸屬問題，爆

發激烈紛爭。（附圖中圈選地區，日本稱竹島，南

韓稱獨島），2012年8月，南韓總統登上該島巡視

，更使得該地區的主權問題徹底搬上檯面。 

請問：在南韓總統登島事件後，該島嶼緊接著受到

自然災害的侵襲，持續兩天。因此南韓軍方曾派戰

機前往巡視，再次表達其強硬的立場。當時的氣候

災害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 火山爆發 

  (B) 颱風風災 

  (C) 寒流降雪 

  (D) 沙塵暴 

   

A 43. 根據附表中四個人的敘述，若不考慮其他條件，請依照年齡順序從小到大排列，何

者正確？ 

甲 小美已符合《民法》可結婚的年齡，但若觸犯《刑法》，仍可減刑。 

乙 小香觸犯《刑法》，不需負擔刑事責任。 

丙 小彬若要簽約演出戲劇，需父母同意，但可以考機車駕照了。 

丁 小禮若觸犯《刑法》，需負完全責任能力，而且也有投票權。 
 

  (A) 乙甲丙丁 

  (B) 丙乙丁甲 

  (C) 乙丁甲丙 

  (D) 乙丙甲丁 

   

C 44. 附圖中警方指出該行為應是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中所規範的何類行為？ 

 

  (A) 妨害他人身體財產 

  (B) 妨害善良風俗 

  (C) 妨害安寧秩序 

  (D) 妨害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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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5. 以下是今天公民課程中，老師所引述的相關名言： 

(一)某哲人說：「世界上沒有人有權告訴別人應信仰什麼，也無權阻止別人自由思

考。」 

(二)某史家說：「當權者的不寬容才可怕，因他可利用公權力限制人民的自由。」綜

合上述內容判斷，請問這堂課探討的主題是？ 

  (A) 人民的基本權利 

  (B) 三權分立與制衡 

  (C) 地方自治的事項 

  (D) 民主政治的要素 

   

C 46. 現代民主國家為落實權力分立的原則，各有不同的作法。我國將中央政府規畫成五

院，其中________院負責懲戒違法失職的公務人員。由上述內容判斷，下列何者也

屬________院的職權？ 

  (A) 質詢中央政府官員 

  (B) 掌理公務員退休事宜 

  (C) 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 

  (D) 對政府行政機關提出糾正 

   

B 47. 報紙上的有個針對公民科知識設計的填字遊戲，如

附圖所示。 

根據提示，『直 2』應填入下列何者？ 

 

  (A) 主權在民 

  (B) 權力分立 

  (C) 五權分立 

  (D) 三權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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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8. 行政院院會通過《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調高貧窮線，並將中低收入戶

定義入法，提供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創業輔導、貸款利息補助、求職交通補助、

求職或職業訓練期間的臨時托育與日間照顧津貼等。政府的這項措施，是基於何種

理念？ 

  (A) 實現公平正義 

  (B) 深化民主精神 

  (C) 提高競爭能力 

  (D) 培養公共道德 

   

B 49. 以下是阿豪伯和金水嬸的對話。請問：從阿豪伯的對話中顯現出哪一種家庭價值觀

念的變遷？ 

金水嬸：我兒子媳婦都在中國大陸打拼事業，無法把孩子帶去，我只好幫他們

帶小孩。 

阿豪伯：是啊！現在社會，許多女生走出家庭投入職場，傳統『男主外，女主

內』的家庭分工模式已大大改變了。 

  (A) 價值觀的改變，年輕人選擇不婚 

  (B) 社會型態轉變，女性就業率增加 

  (C) 平權觀念普及，不再由男性獨尊 

  (D) 家庭型態改變，難獲親友的支持 

   

C 50. 這家快餐店的每一項餐點的售價均為 50 元，老闆透露最賺錢的是牛肉麵，再來是

排骨飯，水餃賺得最少。根據上述內容判斷，表中的甲、乙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餐點種類 銷售數量（份） 成本（元／份） 

排骨飯 100 30 

牛肉麵 60 甲 

水餃 乙 10 
 

  (A) 甲：20，乙：45 

  (B) 甲：20，乙：55 

  (C) 甲：15，乙：45 

  (D) 甲：15，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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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1. 附表為某政府對該國家庭類型的統計表（2014～2017 年），由該統計表所顯示的

趨勢來看，面對某種家庭類型的比例不斷升高所帶來的問題，該國政府應提出下列

何項對策，較有助於解決該項問題？ 

 小家庭 折衷家庭 頂客家庭 單親家庭 新移民家庭 其他 

2014 38％ 33％ 20％ 5％ 2％ 2％ 

2015 34％ 32％ 24％ 6％ 3％ 1％ 

2016 35％ 31％ 27％ 4％ 2％ 1％ 

2017 30％ 29％ 32％ 6％ 2％ 1％ 
 

  (A) 長者接送服務 

  (B) 托育費用補助 

  (C) 婚前教育課程 

  (D) 家庭暴力防治 

   

A 52. 附圖表現出政府執行公務的過程，圖中公務

員與業者的對話，反映出某種政府的經濟功

能。請問，政府收取費用的目的與哪個經濟

功能最有關係？ 

 

  (A) 處理外部效果 

  (B) 使用者付費 

  (C) 維持公平交易 

  (D) 改善所得分配 

    

C 53. 附圖是某位候選人的選舉宣傳海報，請根據海報內容

判斷，此為何種選舉的海報宣傳？ 

 

  (A) 縣長 

  (B) 立法委員 

  (C) 市議員 

  (D) 公所調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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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4. 附圖是某研究議題的部分內容。根據內容判斷，該

項研究議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活動名稱★ 

◎雲林縣．臺灣咖啡節 

◎花蓮縣．石藝嘉年華 

◎澎湖縣．花火節 

◎臺東縣．釋迦節 

  (A) 結合跨國企業，凸顯地方特色 

  (B) 凝聚社區意識，保存文化資產 

  (C) 利用地方資源，發展觀光旅遊 

  (D) 落實基礎建設，提升生活品質  

   

C 55. 依《刑法》第 33 條規定，主刑的種類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

金等。近年來社會廣泛討論的『廢除死刑』問題，如果真的要實現，依法必須經過

哪一個程序？ 

  (A)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 

  (B) 公民投票表達民意 

  (C) 立法院通過修正案 

  (D) 大法官提出釋憲案 

   

D 56. 在課堂上，土豪老師老師請下列四位同學針對《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各舉一個

例子。下列哪位同學的說法有誤？ 

  (A) 甲：身障專用車位—平等權 

  (B) 乙：參加國家考試—參政權 

  (C) 丙：接受國民教育—受益權 

  (D) 丁：參加政黨活動—參政權 

   

D 57. 邱老伯創立知名餅店 60 年，他把大哥的女兒阿鳳視為己出，甚至認她為乾女兒，

希望她和兒子阿茂兩人能夠一同經營餅店。但邱老伯過世之後，阿茂要求阿鳳離

開，理由是『阿鳳和邱老伯之間並無血親關係』。 

阿鳳不想跟恩人的兒子起衝突，只好和先生另起爐灶。請問： 

阿茂所陳述的理由是否符合《民法》對於血親關係的規定？ 

  (A) 符合，因為邱老伯並未至法院聲請收養阿鳳 

  (B) 符合，因為乾女兒並非法律規定的血親關係 

  (C) 不符合，兩人因婚姻存續而產生血親關係 

  (D) 不符合，兩人是具有血緣關係的旁系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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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8. 行政院勞動部提醒： 

『政府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調整為每月新臺幣 20,008 元。』 

本意是為保障工人的薪資、維護其尊嚴以及維持社會穩定，卻發生雇主為降低成

本，反而僱用更多兼差式勞工，使失業率更加提高。 

請問：這樣的現象主要可以怎麼解釋？ 

  (A) 社會競爭激烈，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B) 政府法令失效，企業經營者唯利是圖 

  (C) 維護公平正義，需要更理解經濟規律 

  (D) 市場自由運作，政府忽視弱勢者權益 

   

A 59. 由於網路的進步，透過影音分享網站，讓使用者上傳、觀看及分享音樂、影片或短

片。至今不少網友藉著自拍短片分享個人珍藏和心得，或從事商業買賣行為。依此

判斷，上述內容凸顯出社會變遷所帶來的何種影響？ 

  (A) 科技進步使日常生活更便利 

  (B) 促進社會流動改變社會地位 

  (C) 民主制度可以保障人民權利 

  (D) 影音產品容易遭到非法侵權 

   

A 60. 古代最著名的共和國，是西元前 509 年建立的羅馬共和國。今天的世界，『共和』

體制已經成為全世界最普遍的國家型態。下列何者最符合『共和』體制的內涵？ 

  (A) 國家領導者由公平選舉產生 

  (B) 國家政策由公民投票來決定 

  (C) 政府的功能在服務社會大眾 

  (D) 政府行政受到獨立司法監督 

   

 土豪老師和師母交往多年後決定攜手共度人生，他們有很多經濟問題需要選擇。請問： 

Ａ 61. 兩人打算到歐洲度蜜月，依附表決定在 4 月

出國，土豪老師因此請假一個月，損失薪水

50 萬。此決定主要是受到下列哪個因素影

響？ 

時間（月） 團費（元／人） 

1～2 105,000 

3～4 86,000 

5～6 93,000 

  (A) 需求法則 

  (B) 機會成本 

  (C) 會考時間 

  (D) 預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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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62. 在歐洲時，師母被名牌包包所吸引，尤其是全球限量版的包包，她二話不說便拿出

土豪老師信用卡刷卡購買，以滿足自己的欲望。下列何者可以用來說明師母的消費

行為？ 

  (A) 炫耀性消費 

  (B) 性別平等觀念 

  (C) 雞蛋不放在同一個籃子 

  (D) 負擔能力原則 

   

A 63. 婚後不久，師母發現自己懷孕了，考量孩子出生後，保母費用每月約 20,000 元，

師母的薪水每月 180,000 元，師母和土豪老師商量的結果，決定由師母辭掉工作自

己帶小孩，因為親情無可取代。請問：他們做出此決定主要是基於下列何項經濟概

念？ 

  (A) 機會成本 

  (B) 比較利益 

  (C) 需求法則 

  (D) 投資報酬率 

 



社會科解答 

D 1. 題目敘述的是羅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所以應該去掉(B)(C)，羅馬人沒有統治過這些

地方。而基督教的合法在西元四世紀，所以應該選(D)。 

A 2. (A)法老是古埃及的國王；(B)兵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C)楔形文字是兩河流域的文

字；(D)十二銅表法是羅馬人的法律。 

D 3. 八國聯軍後，慈禧為了挽回人心，推動『庚子後新政』 

B 4. 民國 20 年代的國民政府的確開始發行紙幣，但是當時還沒有發生後來導致政府崩潰

的通貨膨脹。這種現象是在抗戰後期才開始發生，直到後來的國共內戰(1947~1949

年)中，才發生毀滅性的通貨膨脹，讓紙幣變成廢紙。 

C 5. (A)百家爭鳴是戰國時期的激烈思想論戰；(B)投筆從戎是東漢的班超從軍報國的典

故；(D)商鞅變法是廢除傳統的禮樂制度，制禮作樂的是西周的周公。 

C 6. (A)是東漢時期、(B)是南北朝時期，這兩個時代，中國都沒影開放多元的社會文化，

不可能接受這麼多外族進出；(D)可能是清末、民國甚至中共的首都，但是 20 世紀

應該是英法美俄等國的使節為主。 

只有(C)是唐朝全盛時期的首都，當時是天可汗體系的全盛時期，最可能出現這種情

況。 

C 7. (A)是隋朝創立的，唐朝開始正式採用；(B)宋代經過改革，已經沒有軍人干政的問題；

(C)這正是重文輕武的代價；(D)這是東漢特有的現象。 

D 8. 甲：南宋聯蒙滅金，乙：元建立統一帝國，丙：蒙古滅西夏，丁：元滅南宋。 

B 9. (Ａ)民國 40 年代；(Ｃ)民國 50 年代；(Ｄ)民國 60 年代 

C 10. 本題的引文同學們應該沒有讀過，這是雷震的文章。同學們可以用時間點來解題： 

(A)1966~1976；(B)1920~30 年代；(C)1950 年代；(D)1910 年代。 

B 11. 皇民化運動下鼓勵臺灣人民使用日語，因而日語普及率不斷提高。 

C 12. 日月潭發電所完工，使臺灣西半部有充足穩定的電力供應，也促使紡織、食品加工等

輕工業有顯著成長。 

D 13. (A)、(C)這兩場戰爭沒有波及臺灣；(B)的時代還沒有發明飛機，更別說轟炸了。 

D 14. 題目有兩個提示點，第一個是提到日本，第二個是說到外交官被殺事件。 

日本在 1868 年之後才崛起，1945 年無條件投降後就沒有侵略行動。所以 1951~63

年的(C)事件、1958~1960 年的(B)事件、1966~1976 年的(A)事件都與日本無關。 

而 1899 年的八國聯軍不但與日本有關，而且正因德國外交官被殺而爆發。 

C 15. 張勳引發復辟事件，被段祺瑞趕下台。段祺瑞上台後拒絕恢復國會與《臨時約法》，

所以引起南方的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 

B 16. 隋代修築五條運河、元代修築大運河，而分別成為唐、明兩代的交通動脈，此外兩代

均以科舉取士，也均有民變與宦官之禍 

C 17. 蘇門答臘、孟加拉、斯里蘭卡、阿拉伯半島、東非等地區，都需要透過航海才能與中



國聯繫。東漢與唐朝是透過陸地上的絲路與中亞、西亞連接，不合乎題目的條件。明

朝的鄭和下西洋最有可能，清朝實施閉關鎖國，不可能有這麼頻繁的海外交流。 

Ｄ 18. 日本、荷蘭都曾經在臺灣、印尼建立殖民地，也都曾經在臺灣南部引發長達數月的戰

爭。不過，荷蘭是十七世紀，日本是十九～二十世紀。 

Ｂ 19. 資料中說話的口吻是談先帝康熙收復臺灣，平定朱一貴之亂，那應該就是康熙皇帝的

繼承人雍正皇帝。 

C 20. 這是林爽文事件，爆發於今天的彰化、臺中一帶。 

Ｂ 21. 協助清朝平定林爽文事件的，是客家人。 

A 22. 由圖中資料推測，人口增加率呈現負成長，而自然增加率呈現正成長，表示社會增加

率為負值，代表人口大量外移。其他的判斷都沒有資料依據，只能是推論。 

B 23. 由報導可知男性比女性的人數多，而有性別比失衡的狀況。其他的幾個現象，都是可

能的衍生推論，未來也許會發生，但是並非現在的問題，也不是報導想呈現的狀況。 

D 24. 上海位於長江出海口，可利用內陸水運作為腹地，並對外出口貿易。 

(A)資源缺乏，需要進口輸入；(B)河川出海口無法水力發電；(C)一百五十年前才開港

通商，不算古都。 

A 25. 北韓在東北亞，圖中的貿易路線圖，沒有經過東北亞。 

C 26. 水稻和小麥主要受到水分多寡的影響，因此增加灌溉可以在當地生產稻米 

A 27. 深圳是一個改革開放之後才設立的新城市，經過將近四十年的發展，已經展現出勝過

旁邊的香港(發展 160 年)與廣州(發展 2200 年)的驚人氣勢。 

B 28. 嘉義台南沿海是臺灣西岸的沙岸地帶，當然應該是沙岸景觀。 

D 29. 中部區域因為山脈阻擋東北季風，因此形成冬天降水量偏低的特色，所以(C)影響大，

(D)影響小，讓當地下雨的應該是西南季風。 

D 30. (A)臺灣耕地狹小是天然限制，要繼續開發只能朝向山坡地，會造成水土流失；(B)這

是社會福利政策，不是產業政策；(C)這與加入 WTO 的條件衝突，不可行；(D)這是

觀光農業，值得推廣。 

C 31. 臺灣為東經 120 度，因此和臺灣相差 12 小時的經度距離為 180 度，故當地應該為

西經 60 度。 

B 32. 瀑布是坡度很陡的地方容易出現的景觀，而等高線愈密，表示坡度愈陡。 

C 33. 圖片中題到朝日溫泉、監獄等景點，可以判斷這是綠島 

B 34. (A)畫錯了溫度的刻度；(C)把溫度跟雨量的表示法畫反了；(D)把溫度跟雨量的數字

寫反了。 

A 35. 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來自於『都市人口』的增加，依靠工商業發展才能增加都市人口。 

A 36. 由圖中農工原料占 76％可知，臺灣自然資源缺乏，原料大多需要進口。 

B 37. 甲：氣候乾燥，小麥為主。乙：德干高原，棉花產地。 

丙：恆河流域，盛產稻米。丁：迎風山地，茶葉產地。 



B 38. 東南亞經歷長期的殖民統治，發展熱帶栽培業，為運送物資而偏重港口建設。 

B 39. 伊斯蘭教的三大聖地位都於西亞，新聞當中敘述的災害最有可能發生在這裡。圖中的

是西歐的英國；是西亞阿拉伯半島；是南亞印度半島；是中國的西藏。 

A 40. 戊：北緯 38°線；丁：鴨綠江；辛：日本與南韓的領海界線；甲：北韓首都。 

C 41. 甲是北韓首都-平壤；乙是南韓首都-首爾；丁是北韓與中國的界河。 

B 42. 8 月份不可能有沙塵暴與降雪；而該島上並沒有火山活動的紀錄，就算突然爆發，也

不可能兩天就結束。 

A 43. 甲：滿 16，未滿 18，乙：未滿 14，丙：滿 18，未滿 20，丁：滿 20。 

C 44. 在社群網站散布謠言，造成人群聚集於警察局前，已影響社會安寧秩序。 

A 45. 題目中引用的名言，都是談論人民的自由權，這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其他三

個主題，都無法切合題目的引言。 

C 46. 『懲戒違法失職的公務人員』是司法院公懲會的職權；(A)立法院；(B)考試院；(C)

司法院憲法法庭；(D)監察院。 

B 47. 直 1：三權分立；直 2：權力分立；橫一：權力；橫二：五權分立。 

A 48. 以國家的力量照顧弱勢群體，是國家的公平正義目標國家的公平正義目標。 

B 49. 現今社會趨向平權，女性就業及就學比例大增 

C 50. 利潤＝銷售數量×（收入－成本），60×（50－甲）＞2000＞40×乙， 

故甲＜16；乙＜50 

B 51. 頂客家庭的比例持續升高，其問題為夫妻不願或無生育，而造成少子化，因此政府提

供幼兒福利，可鼓勵不生育者孕育下一代。 

A 52. 除工作造成空氣品質惡化，政府藉由收取空汙費來改善空氣品質，亦即讓業者自己負

擔外部效果的處理費用。之所以不能選(B)，是因為業者並非使用政府的服務，而是

被政府懲罰。 

C 53. 由連續三屆擔任地方公職人員，可判斷為地方民意代表。 

C 54. 各地方政府利用當地特色開發觀光資源，舉辦活動增加地方收入 

C 55. 死刑規定在《刑法》之中，《刑法》屬立法院可以刪除修改的法律，若真的要修改，

無須其他程序。 

D 56. 參加政黨活動是：『集會結社自由』，認為這是參政權，屬於很常見的誤解，請小心別

犯錯誤。 

D 57. 邱老伯與阿鳳是叔姪，屬於血親中的旁系血親，以為沒有收養所以選(A)的同學，沒

想到吧^^。 

C 58. (A)這樣政府的存在意義就喪失了；(B)政府法令並未失效，業者只是鑽法律漏洞；(D)

政府有此法律，說明並未忽視；(C)硬性規定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的價格機制，必

然產生經濟後果。政府應該考慮更多元的手段，而非硬性規定價格。 

A 59. (B)這種變遷還沒有達到可以改變社會地位的程度；(C)這是民間商業行為，與民主制



 

度無關；(D)題目沒有提到非法侵權。 

A 60. 共和是一種國體，相較於君主國有世襲君主，共和國則是沒有世襲君主。 

Ａ 61. 選在四月去，是因為當時最便宜。不能選機會成本，是因為這個選擇並不是所有選項

當中，損失最少的。 

Ａ 62. 這是標準的炫耀性消費行為，與性別平等沒有關係(土豪老師表示：『嗚嗚嗚』)。 

A 63. 親情無可取代，代表親情比月薪 18 萬更重要，所以這是機會成本；這不是分工合作，

所以不能選(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