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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     )1. 劃分臺灣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標準為何？ 
(A)知道用火熟食 (B)打造鐵製器具 (C)使用磨製石器 (D)過著漁獵生活。 

(     )2. 近年臺東縣政府為展示原住民文化，應經常舉辦下列何種文化？  
(A)元宵節炸寒單 (B)媽祖遶境活動 (C)南島文化節 (D)客家文化節。 

(     )3. 彥如在有關熱蘭遮城的歷史檔案中發現附圖圖案。請問：這是哪個機構的標誌？ 
(A)英國領事館              (B)英國東印度公司  
(C)西班牙在臺辦事處        (D)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     )4. 荷蘭人對漢人限制很多，因而引發由何人所領導的抗荷事件？  
(A)郭懷一 (B)朱一貴  (C)林爽文 (D)戴潮春。 

(     )5. 鄭氏之所以能夠成功立足於臺灣，全賴當時「甲」措施解決軍民的糧食問題； 
「乙」措施獲得對抗清廷的武器和物資。請問：甲、乙各指什麼措施？  
(A)甲－實施屯墾；乙－發展海外貿易       (B)甲－實施屯墾；乙－設學校、建孔廟  
(C)甲－設學校、建孔廟；乙－發展海外貿易 (D)甲－發展海外貿易；乙－設學校、建孔廟。 

(     )6. 杰倫看到電視節目中介紹臺南市將軍區地名的由來，是因為某人協助清廷結束鄭氏政權，康熙皇帝准許立生人祠

表揚他的功績，名為「將軍祠」。節目中所指的「某人」應該是誰？  
(A)施琅 (B)陳永華 (C)劉銘傳 (D 郭懷一。 

(     )7. 康康翻閱《話說臺灣地名》時，發現「新營、左營、林鳳營」等地名在鄭氏時期具有相同的意義。他們共同的 
意義為何？ (A)軍事操練場 (B)軍屯的所在地 (C)軍事戰略基地 (D)軍眷聚集的村落。 

(     )8. 清廷曾採取何種政策，試圖壓制在臺抗清的鄭氏政權？  
(A)實施海禁政策與頒布遷界令               (B)派鄭芝龍來臺招撫鄭經  
(C)舉行科舉考試，吸引臺灣讀書人回中國 (D)聯合荷蘭人、英國人封鎖鄭氏的海外貿易。 

(     )9. 清代臺灣以土堆或壕溝劃定的「土牛溝」，主要功能為何？ (A)漳州人和泉州人的界線 (B)臺灣人和日本人的界

線 (C)客家人和閩南人的界線 (D)漢人和原住民族的界線 
(     )10. 下列為清領前期臺灣行政區域演變圖，其中反映的土地開發方向為何？ 

  
(A)先南後北，先東後西 (B)先北後南，先東後西 (C)先南後北，先西後東 (D)先北後南，先西後東。 

(     )11. 清代移民渡海來臺往往會祈求祖先與神明的庇佑，下列何者是移民不分祖籍、共同供奉的神明？  
(A)三山國王 (B)媽祖娘娘 (C)開漳聖王 (D)保生大帝。 

(     )12. 清代臺灣社會出現「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現象的主因為何？  
(A)漢番隔離政策漢人娶妻不易  (B)傳統禮教不願女子外出登山  
(C)渡臺禁令導致性別比例失衡  (D)因無生產風險男子壽命較高。 

(     )13. 「馬偕紀念醫院」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為了紀念馬偕醫生而建立的。請問：馬偕來臺的背景為何？  
(A)清廷解除海禁政策 (B)清廷廢除渡臺禁令 (C)清廷推行鎖國政策 (D)清廷開放臺灣港口。                                     

(     )14. 清領後期，來臺的傳教士曾以羅馬拼音，將聖經翻譯成閩南語版本，供信徒閱讀。在此之前，哪個國家的傳教

士也曾利用羅馬拼音，拼寫平埔族的語言，形成後來的「新港文書」？  
(A)英國 (B)荷蘭  (C)西班牙 (D)葡萄牙。 

(     )15. 有關臺灣地理位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位於南半球 (B)位於西半球 (C)西臨大西洋 (D)東臨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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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臺灣所在時間的中央經線為東經 120 度，當臺中市現在時間為下午 8 時，則美國洛杉磯市(西經 120 度)的時間為

何？ (A)上午 4 時 (B)下午 4 時 (C)上午 8 時 (D)下午 8 時 。 
(     )17. 下列哪種方式除可呈現地形起伏外，還可看出土地利用情形？ 

(A)等高線地形圖 (B)分層設色圖 (C)立體地形模型 (D)衛星影像圖。 
(     )18. 阿索從宜蘭縣開車走高速公路到台北市，會通過哪座山脈？  

(A)中央山脈 (B)雪山山脈 (C)玉山山脈 (D)海岸山脈。 
(     )19. (甲)嘉南平原(乙)屏東平原(丙)臺中盆地(丁)彰化平原。若由臺中市到屏東縣，經過的地形依序為何？ 

(A)甲乙丙丁 (B)丙甲丁乙 (C)丙丁甲乙 (D)丁丙甲乙。 
(     )20. 小明將臺灣本島的海岸，依據位置和海岸性質，做了一個整理的表格，但他太粗心弄錯了，只有哪一個正確？ 

    位置   海岸性質 
(A) 臺灣西部    岬灣海岸 
(B) 臺灣北部   斷層海岸 
(C) 臺灣東部   沙質海岸 
(D) 臺灣南部   珊瑚礁海岸 

    
(     )21. 臺灣除了本島，在其四周海域還包括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下列有關島嶼與其分類，何種錯誤？  

(A)澎湖群島—火山島 (B)金門列嶼—大陸島 (C)蘭嶼—大陸島 (D)琉球嶼—珊瑚礁島。 
(     )22. 臺灣的平均溫度的特徵是南部大於北部，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為何？ 

(A)緯度 (B)地形 (C)洋流 (D)季風。 
(     )23. 臺灣的平均溫度的特徵是平地大於山地，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為何？ 
          (A)緯度 (B)地形 (C)洋流 (D)季風。 
(     )24. 臺灣的平均降水量的特徵是北部、東部大於中部、南部，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為何？ 

(A)緯度 (B)地形 (C)洋流 (D)季風。 
(     )25. 臺灣降水量雖然豐沛，但平均每人每年所能獲得的降水量低於全球平均值，屬於水資源不足之地，請問：下列

有關臺灣河川的敘述何者錯誤？ (A)臺灣最長的河川是濁水溪  (B)臺灣流域面積最大的是高屏溪 (C)臺灣河

川流量最穩定的是淡水河 (D)臺灣東西河川分水嶺是阿里山山脈。 
(     )26. 「屏東縣的林邊鄉、東港鎮等沿海地區的地下水大多已嚴重鹹化，不能使用，受影響面積約 100平方公里。」

請問：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為何？ (A)氣候乾燥 (B)地勢低窪 (C)超抽地下水 (D)地下水位上升。 
(     )27. 臺灣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山國家公園是 
          (A)陽明山國家公園 (B)雪霸國家公園 (C)太魯閣國家公園 (D)玉山國家公園。 
(     )28.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將人類的需求分成五個層次，包括生理、安全、愛與歸屬、尊重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這

些需求的滿足都與群體生活息息相關。附圖為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示意圖」，根據附圖回答：史懷哲醫生獨

自跑到非洲行醫，當地惡劣的環境卻阻止不了他的大愛精神。他的行為符合需求層次理論中的哪個層次？ 
(A)甲 (B)乙 (C)丙 (D)丁。  

                         
                                        

(     )29. 「在網路遊戲的世界中，所有英雄好漢都可以死而復活，讓遊戲重新再玩一次。在現實生活中，生命卻無法重

來。」上述說法顯示出生命的何種特質？ (A)獨特性 (B)無常性 (C)不可回逆性 (D)生生不息性。 
(     )30. 我國政府為了落實工作上的性別平等，制定了哪項法律？  

(A)《性別工作平等法》 (B)《勞動基準法》 (C)《性別平等教育法》 (D)《性騷擾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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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政府與各種社會機構提供的資源，逐漸取代了家庭部分的功能。但家庭的何項功能較無法被取代？  
(A)經濟功能 (B)生育功能 (C)教育功能 (D)保護與照顧功能。 

(     )32. 小明依照自己目前與家人的狀況，繪製了一幅親屬關係示意圖。請問:由圖中可看出小明和小薇是屬於哪種親屬

關係？ (A)姻親 (B)直系血親 (C)旁系血親 (D)法定血親。 
 

        

(     )33. 電影《阿甘正傳》中的主角阿甘弱智且患小兒麻痺症，卻憑著一股執著的傻勁，幫助朋友、成就事業，與情人

團聚。這部電影給了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A)欣賞生命的獨特性 (B)接納生命中的不完美 (C)延續生命的價值 (D)愛惜生命與尊重生命。 

(     )34. 針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政府應該制定何種政策因應？  

(A)鼓勵生育 (B)老人福利 (C)就業輔導 (D)家庭教育。 

(     )35. 家庭問題層出不窮，小孩的權益往往首當其衝的遭受漠視，無法獲得適當的照顧。當孩子遭受家庭暴力時，我

們可以透過哪個單位協助處理？ (A)調查局 (B)社會局 (C)衛生局 (D)政風處。 
(     )36. 同學是我們共同學習與成長的夥伴，我們應如何與同學相處，才能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A)常請同學喝飲料，以金錢換取友誼 (B)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理睬其他同學  
(C)主動關懷同學，尊重包容各種聲音 (D)請父母到學校責備和自己吵架的同學。 

(     )37. 遇到校園霸凌時，我們應該如何處理較為適當？  
(A)忍氣吞聲，反正三年後就畢業了 (B)立即告訴老師，尋求學校的協助  
(C)請家長找民意代表到校關切處理 (D)找校外的朋友到學校幫自己出氣。 

(     )38.  2007 年國際勞工組織的一篇報告指出，全球勞工仍面臨許多的職場歧視，其中以性別歧視最為嚴重，特別是在

亞洲地區。亞洲各國政府若要促進和諧的性別關係，創造性別平等的社會，可以從下列哪些作法著手改造？(甲)
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乙)制定法律保障性別平等(丙)加強性別教育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甲乙丙。 

(     )39. 社區環境的好壞，由社區居民共同承擔。對於社區事務，居民應建立何種觀念較為正確？  

(A)發揮熱情，主動關心與參與       (B)由發展協會的理監事參與即可  

(C)由政府單位帶領居民參與較具成效 (D)工作忙碌，不用參與，只要坐享其成 

(     )40. 社區意識是社區形成的重要關鍵之一。居民對其所處的社區產生認同與歸屬感，願意共同參與社區事務、解決

社區問題，此種心理感情就是「社區意識」。下列個人對社區的說法：  

(甲)友虔：「我們社區的住戶都是高科技產業的從業人員。」 

(乙)美麗：「我居住的社區山明水秀，是遠近馳名的觀光勝地。」 

(丙)小英：「我們社區是本縣內唯一都是原住民族居住的社區。」 

(丁)阿美：「我們社區的住戶都以身為社區的一分子為榮。」 

(戊)文凱：「我參加社區守望相助巡邏隊維護社區治安。」 

(己)政益：「我的工作忙碌，我從不與鄰居互動或參加活動。」 

何者較具有社區意識？ (A)甲乙丙 (B)丙丁戊 (C)丁戊 (D)戊己 

 

解答 

1~ 5  CCDAA     6~10  ABADC    11~15  BCDBD    16~20  ADBCD 

 21~25  CABDD    26~30  CDACA    31~35  BCBBB    36~40  CBD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