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中學 社會科 題目卷補考   8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單一選擇題 
1. (   )水資源的豐缺變化，對於下列哪一種產業活動的影響最為直接且明顯？ (Ａ)農業 (Ｂ)交通 (Ｃ)工業 (Ｄ)

漁業。 
答案：(Ａ) 
2.  (   )西漢亡於外戚手中，其後何人光復漢室，建立東漢？ (Ａ)漢武帝 (Ｂ)漢獻帝 (Ｃ)漢明帝 (Ｄ)漢光武帝

。 
答案：(Ｄ) 

3. (   )管蔡之亂乃因管叔、蔡叔不滿周公攝政而起。當時正值哪位君主在位？ (Ａ)周武王 (Ｂ)周幽王 (Ｃ)周平王 

(Ｄ)周成王。 
答案：(Ｄ) 

4.  (   )紡織工業為臺商早期到中國投資設廠的主要工業活動類型，其設立的區位條件因素最主要為下列何者？ (Ａ)

原料 (Ｂ)動力 (Ｃ)勞工 (Ｄ)資金。 
答案：(Ｃ) 
5. (   )公共財很難禁止讓不付費的人使用，因此可能會造成什麼結果？ (Ａ)提供者意願降低 (Ｂ)人民使用意願降低 

(Ｃ)政府發揮經濟功能 (Ｄ)公共財數量增加。 
答案：(Ａ) 
6.  (   )在民主國家中，政黨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Ａ)建立人際關係 (Ｂ)影響政策方向 (Ｃ)監督政府施政 (Ｄ)

期望贏得選舉。 
答案：(Ｄ) 
7. (   )下列哪一法律保障我國人民的結社自由？ (Ａ)《憲法》 (Ｂ)《人民團體法》 (Ｃ)《民法》 (Ｄ)《刑法》

。 
答案：(Ａ) 
8. (   )相傳何人教人鑽木取火，其生存年代與北京人相近？ (Ａ)伏羲氏 (Ｂ)燧人氏 (Ｃ)神農氏 (Ｄ)有巢氏。 
答案：(Ｂ) 

9. (   )隋唐時代，中國的詩歌、繪畫、書法都趨於極盛。下列何人的詩富浪漫色彩，氣勢磅礴，號稱「詩仙」？ (Ａ)

李白 (Ｂ)吳道子 (Ｃ)杜甫 (Ｄ)柳公權。 
答案：(Ａ) 
10.  (   )春秋戰國時代強調「無為而治」、「小國寡民」，崇尚清靜自然的先聖是何人？ (Ａ)孟子 (Ｂ)孔子 (Ｃ)

老子 (Ｄ)墨子。 
答案：(Ｃ) 

11.  (   )國家建立軍隊以保國衛民，不受外來的侵略，主要是為了達成國家存在的哪一項目的？ (Ａ)促進經濟發展 (

Ｂ)保衛國家安全 (Ｃ)提升文化素質 (Ｄ)推動社會福利。 
答案：(Ｂ) 

12.  (   )妙妙國的政府為了吸引本國商人留在本國打拚經濟，因此修改選舉法規，凡本國廠商的負責人在投票時可以加

領一張選票。上述的設計，已經違反了選舉的哪一項原則？ (Ａ)普通 (Ｂ)無記名 (Ｃ)直接 (Ｄ)平等。 
答案：(Ｄ) 
13.  (   )下列何者為地方政府應處理的事務？ (Ａ)軍事國防 (Ｂ)簽訂條約 (Ｃ)締結友邦 (Ｄ)造橋鋪路。 
答案：(Ｄ) 
14. (   )目前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是下列哪一個國家？ (Ａ)法國 (Ｂ)俄羅斯 (Ｃ)美國 (Ｄ)中國。 
答案：(Ｄ) 
15.  (   )下列關於我國定期選舉的敘述，哪一項正確？ (Ａ)民選公職人員的任期皆為 3 年 (Ｂ)正、副總統連選得連

任 (Ｃ)民意代表連選得連任一次 (Ｄ)立法委員任期為 4 年。 
答案：(Ｄ) 
解析：(Ａ) 4 年(Ｂ)連選得連任一次(Ｃ)不限制。 
16. (   )中國某都市在夏季時主要受到東南季風的影響，夾帶大量水氣造成降水，成為當地的農耕時節。根據上文判斷，

水氣來自哪一個海洋？ (Ａ)印度洋 (Ｂ)北極海 (Ｃ)大西洋 (Ｄ)太平洋。 
答案：(Ｄ) 
解析：夏季的東南季風主要來自於太平洋的水氣。 
17. (   )地方政府將閒置的廠區規畫為文化園區，並舉辦「世界糖果文化節」吸引民眾前往參觀。請問：上述地方政府的

做法是在增加哪一方面的財源？ (Ａ)中央補助 (Ｂ)地方稅收 (Ｃ)自行籌措 (Ｄ)企業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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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Ｃ) 
18.  (   )中國歷代文學各有不同特色與成就，其中明清時期成就最高，可作為文學代表的是下列何者？ (Ａ)小說 (Ｂ

)詩 (Ｃ)曲 (Ｄ)詞。 
答案：(Ａ) 

19.  (   )中國境內的民族種類相當多，其中以哪一個民族所占的人口比例最高？ (Ａ)漢族 (Ｂ)蒙古族 (Ｃ)藏族 (

Ｄ)回族。 
答案：(Ａ) 
20. (   )有關地方行政首長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由中央政府直接官派 (Ｂ)負責監督地方政府的施政 (Ｃ)負

責執行上級政府委辦的事項 (Ｄ)負責議決地方法規與預算。 
答案：(Ｃ) 
解析：(Ａ)由民選產生(Ｂ)(Ｄ)屬於地方立法機關的職權。 
21. (   )中國政府將北京市設為直轄市，其最主要的因素為該地區的何種機能特別重要？ (Ａ)經濟 (Ｂ)文化 (Ｃ)交

通 (Ｄ)政治。 
答案：(Ｄ) 

解析：中國政府目前的首都設置於北京市。 
22.  (   )金庸武俠名著《射鵰英雄傳》中的人物郭靖、楊康，取名於「靖康之恥」。請問：造成北宋靖康之恥的民族是

下列何者？ (Ａ)契丹 (Ｂ)党項 (Ｃ)突厥 (Ｄ)女真。 
答案：(Ｄ) 

23. (   )同學們課後一起複習「公共財」的概念，下列何人提出的見解最為正確？ (Ａ)小香：公共財無法避免存有「搭

便車」心態的民眾使用 (Ｂ)阿國：政府沒必要提供公共財 (Ｃ)大茂：公共財具有排他的特性 (Ｄ)阿清：公

共財因多人共用，所以會損及其他人的效用。 
答案：(Ａ) 
24.  (   )政府因為提供特定的服務、設備，而對特定對象所收取的款項，稱為下列何者？ (Ａ)規費 (Ｂ)罰款 (Ｃ)

財產收入 (Ｄ)舉債收入。 
答案：(Ａ) 
25. (   )中國的人口分布情形各地不同，目前以下列哪一個地區的人口分布最為密集？ (Ａ)東部地區 (Ｂ)西部地區 

(Ｃ)高原地區 (Ｄ)離島地區。 
答案：(Ａ) 
26. (   )目前中國國內人口的流動量相當的大，這和下列哪一項因素有關？ (Ａ)生態環境惡化 (Ｂ)城鄉差距過大 (

Ｃ)教育不太普及 (Ｄ)傳統觀念改變。 
答案：(Ｂ) 
27. (   )沒有世襲君主的國家稱為何種國體？ (Ａ)共和國 (Ｂ)民主國 (Ｃ)君主國 (Ｄ)專制國。 
答案：(Ａ) 

28. (   )下列哪些是國家的組成要素？(甲)總統(乙)主權(丙)政府(丁)領土(戊)人民 (Ａ)甲乙丙丁 (Ｂ)乙丙丁戊 (

Ｃ)甲丙丁戊 (Ｄ)甲乙丁戊。 
答案：(Ｂ) 

29.  (   )下列哪位帝王為了抵擋匈奴南侵而修築萬里長城？ (Ａ)秦始皇 (Ｂ)漢武帝 (Ｃ)漢高祖 (Ｄ)漢明帝。 
答案：(Ａ) 

30. (   )小亭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家族世代從事農耕。請問：小亭家耕作的主要糧食作物應為下列何者？ (Ａ)小麥 

(Ｂ)玉米 (Ｃ)稻米 (Ｄ)甘蔗。 
答案：(Ｃ) 
31. (   )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的過程，在下列哪一部法令中有詳細的規定？ (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Ｂ)《憲法》 

(Ｃ)《憲法增修條文》 (Ｄ)《社會秩序維護法》。 
答案：(Ａ) 
32. (   )近幾年來，中國東西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日益顯著，國內貧富差距的問題漸趨嚴重。這種現象與下列哪一項措

施的推行有關？ (Ａ)一胎化政策 (Ｂ)長江大壩興建 (Ｃ)經濟改革開放 (Ｄ)農業綠色革命。 
答案：(Ｃ) 
33. (   )李先生帶著一家大小來到中國旅遊，首先第一站來到號稱中國緯度最高的省分，希望有機會欣賞到極光的奇景。

請問：此時他要到的地區應該為何？ (Ａ)內蒙古自治區 (Ｂ)黑龍江省 (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Ｄ)西藏自

治區。 
答案：(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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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黑龍江的漠河縣為中國緯度最高的地區。 
34. (   )「中國境內目前約有 7 千多萬的文盲人口，影響了國家的生產力。」上文主要敘述中國的哪一項人口問題？ (

Ａ)人口數量眾多 (Ｂ)人口大量移動 (Ｃ)人口素質不佳 (Ｄ)人口分布不均。 
答案：(Ｃ) 
35.  (   )東周各家學說中，因重視君主利益而頗受國君欣賞的是何人？ (Ａ)孔子 (Ｂ)老子 (Ｃ)墨子 (Ｄ)韓非。 
答案：(Ｄ) 

36.  (   )景教、回教、摩尼教，是在何時傳入中國？ (Ａ)唐朝 (Ｂ)漢朝末年 (Ｃ)南北朝時代 (Ｄ)三國時代。 
答案：(Ａ) 

37. (   )中國為世界面積第四大的國家，為了因應各地區的特性差異，成立不同類型的行政區加以統治。請問：其中何者

代表該地區的政治或經濟地位的重要性？ (Ａ)省 (Ｂ)特別行政區 (Ｃ)自治區 (Ｄ)直轄市。 
答案：(Ｄ) 
解析：直轄市主要以政治、經濟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 
38. (   )怡妃和貴全生了一對雙胞胎。請問：他們該到下列哪一部門替小孩報戶口？ (Ａ)派出所 (Ｂ)衛生所 (Ｃ)戶

政事務所 (Ｄ)社會課。 
答案：(Ｃ) 
39. (   )道昭是日本孝德天皇時代所派遣的留學生，最有可能前往下列何地留學？ (Ａ)耶路撒冷 (Ｂ)建康 (Ｃ)長安 

(Ｄ)羅馬。 
答案：(Ｃ) 

40.  (   )漢武帝為了解西域的情勢，派何人出使西域，使漢朝與西域各國開始相通，揭開經營西域的序幕？ (Ａ)張衡 

(Ｂ)班固 (Ｃ)張騫 (Ｄ)班超。 
答案：(Ｃ) 
41. (   )中國於東南沿海設立經濟特區後，吸引國外廠商紛紛前往投資設廠。中國經濟特區發展工業的主要區位條件為何

？ (Ａ)原料 (Ｂ)動力 (Ｃ)市場 (Ｄ)勞工。 
答案：(Ｄ) 
42. (   )關於西晉末年發生的「永嘉之禍」，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Ａ)亂平後，天下再度統一 (Ｂ)為宗室之亂 (Ｃ)

形成天下分裂的局面 (Ｄ)導致儒學大盛。 
答案：(Ｃ) 
43.  (   )臺灣每年的冬、春之際，空氣中經常出現大量的塵埃，造成空氣品質相當惡劣。這些沙塵的來源主要為下列何

處？ (Ａ)中國 (Ｂ)日本 (Ｃ)泰國 (Ｄ)印尼。 
答案：(Ａ) 
解析：中國的內蒙古高原地區。 
44. (   )中國的面積廣大，然而平均每人的生活空間卻遠較其他國家為小，其主要的原因為何？ (Ａ)人口數量眾多 (

Ｂ)疆域形狀狹長 (Ｃ)國土高低起伏 (Ｄ)人口密度偏低。 
答案：(Ａ) 
解析：中國為全世界人口數最多的國家，因此平均下來後，每人生活空間偏少。 
45. (   )區域特色可由經緯度位置加以判斷，中國的範圍在 18°N～53°N、73°E～135°E 之間。請問：有哪一條經緯線通

過？ (Ａ)本初經線 (Ｂ)赤道 (Ｃ)北極圈 (Ｄ)北回歸線。 
答案：(Ｄ) 
解析：北回歸線為北緯 23.5 度，因此在其疆域範圍中。 
46. (   )中國西南部的喜馬拉雅山為世界最高的山脈。這座天然屏障的山脈為中國和下列哪一個國家之間的天然國界線？ 

(Ａ)北韓 (Ｂ)俄羅斯 (Ｃ)阿富汗 (Ｄ)印度。 
答案：(Ｄ) 

47. (   )依照我國《憲法》規定，中央與地方政府職權的畫分標準為下列何者？ (Ａ)事務的重要性 (Ｂ)事務的性質 

(Ｃ)事務所需的經費多寡 (Ｄ)事務的難易度。 
答案：(Ｂ) 
48.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曾經舉辦「敦煌石窟特展」，這種石窟藝術的發展深受佛教影響，前後綿延千餘年，最早起

源於何時？ (Ａ)兩漢時期 (Ｂ)魏晉南北朝時期 (Ｃ)隋唐時期 (Ｄ)宋元時期。 
答案：(Ｂ) 

解析：魏晉南北朝時期與佛教有關的各式建築和石窟藝術均大放異彩。 
49. (   )中國各地區的自然環境條件不同，影響當地的環境負載力高低。如境內西部人口稀疏地區，多以何種產業活動為

主？ (Ａ)農業 (Ｂ)漁業 (Ｃ)商業 (Ｄ)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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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Ｄ) 
解析：西部地區因為距海遙遠，因此降水量較少，故居民多以牧業活動為主。 
50. (   )阿旺第一次行使公民的投票權，因一時興奮，竟將選票亮給朋友看。請問：上述作為已經違反選舉的哪一項原則

？ (Ａ)直接 (Ｂ)普通 (Ｃ)平等 (Ｄ)祕密投票。 
答案：(Ｄ) 
51.  (   )春秋戰國時代所產生的劇烈社會變動為下列何者？ (Ａ)社會階級日益嚴明 (Ｂ)貴族沒落，平民崛起 (Ｃ)

農工商世襲 (Ｄ)周王權威擴大，諸侯臣服。 
答案：(Ｂ) 

52. (   )中國境內的水資源主要多集中於東南部，這和下列哪一個因素有關？ (Ａ)氣溫最高 (Ｂ)降水量最多 (Ｃ)海

岸線最長 (Ｄ)經濟最發達。 
答案：(Ｂ) 
53. (   )幸福國的政府型態是聯合政府。請問：幸福國的政黨制度最可能是下列哪一種型態？ (Ａ)一黨專政 (Ｂ)一黨

獨大 (Ｃ)兩黨制 (Ｄ)多黨制。 
答案：(Ｄ) 
54.  (   )中國境內，哪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因為丘陵地形廣布，因此當地居民多以梯田方式從事農業活動，形成當地發

展的特色？ (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Ｂ)內蒙古自治區 (Ｃ)廣西壯族自治區 (Ｄ)西藏自治區。 
答案：(Ｃ) 
55. (   )長江、黃河、珠江等中國境內主要的外流河，其流域多位於下列哪一個氣候區內？ (Ａ)高地氣候區 (Ｂ)季風

氣候區 (Ｃ)沙漠氣候區 (Ｄ)草原氣候區。 
答案：(Ｂ) 
56.  (   )各縣市地方政府所經營的游泳池、商業市場、風景遊樂區等，屬於下列何者？ (Ａ)公共造產 (Ｂ)企業財產 

(Ｃ)中央財產 (Ｄ)縣政府私產。 
答案：(Ａ) 
57.  (   )小王到中國東北地區旅行，他在當地活動時，最容易遇到下列哪一個少數民族？ (Ａ)壯族 (Ｂ)漢族 (Ｃ)

滿族 (Ｄ)藏族。 
答案：(Ｃ) 
58. (   )下列哪一種團體是由一群具有共同理念或利益的人所組成，其關心的重點是本身團體的利益或目標，並希望影響

政府政策的制定及執行？ (Ａ)政治團體 (Ｂ)職業團體 (Ｃ)利益團體 (Ｄ)營利團體。 
答案：(Ｃ) 
59.  (   )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應秉持下列何種基本原則來運作，才能維持政局的安定？ (Ａ)採用多數人意見為主，

少數人無條件接受 (Ｂ)採用少數人意見為主，多數人無條件接受 (Ｃ)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 (Ｄ)多

數服從少數，少數尊重多數。 
答案：(Ｃ) 
60. (   )在民主國家中，贏得選舉的政黨，得以組織政府，並制定及執行各項政策，此政黨被稱為什麼？ (Ａ)執政黨 

(Ｂ)在野黨 (Ｃ)反對黨 (Ｄ)國會黨。 
答案：(Ａ) 
61. (   )王翰到中國的青藏高原上欲挑戰攀登全世界最高的山脈，同時也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天然屏障國界。請問：他所

要攀登的是哪一座山脈？ (Ａ)天山 (Ｂ)喜馬拉雅山 (Ｃ)崑崙山 (Ｄ)秦嶺。 
答案：(Ｂ) 

62. (   )若實地進行相關的地理實察，將會發現在下列哪一種地形區中，氣溫及植被的變化會呈現明顯的垂直分布？ (

Ａ)高原 (Ｂ)山地 (Ｃ)平原 (Ｄ)丘陵。 
答案：(Ｂ) 
63. (   )中國曆法相當進步，最早在何時已知設置閏月，並以天干地支搭配記日？ (Ａ)夏朝 (Ｂ)商朝 (Ｃ)周朝 (

Ｄ)黃帝。 
答案：(Ｂ) 

64. (   )造紙術西傳後，對歐洲文明產生影響。請問：將中國造紙術輾轉傳入西方者為下列哪一民族？ (Ａ)日本人 (

Ｂ)朝鮮人 (Ｃ)印度人 (Ｄ)大食人。 
答案：(Ｄ) 
65. (   )中國西部地區包括西北與青藏地區，其中西北地區多為何種氣候類型？ (Ａ)季風氣候 (Ｂ)乾燥氣候 (Ｃ)高

地氣候 (Ｄ)雨林氣候。 
答案：(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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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結束五代以來多個民族政權並存的局面，並統一中國的第一位邊疆游牧民族的領袖是何人？ (Ａ)安祿山 (Ｂ)

完顏阿骨打 (Ｃ)鐵木真 (Ｄ)忽必烈。 
答案：(Ｄ) 

解析：忽必烈滅南宋，統一中國。 
67. (   )《三國演義》中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其中天子及挾持者分別是指下列何人？ (Ａ)桓帝、曹丕 (Ｂ)獻帝、

劉備 (Ｃ)靈帝、孫權 (Ｄ)獻帝、曹操。 
答案：(Ｄ) 
68.  (   )在元朝統治下，政權的主體，從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職，均由下列何者擔任？ (Ａ)色目人 (Ｂ)蒙古人 (Ｃ

)漢人 (Ｄ)南人。 
答案：(Ｂ) 

69. (   )明太祖分封諸子為王而引發的宗室之亂是指哪一場亂事？ (Ａ)靖康之禍 (Ｂ)八王之亂 (Ｃ)管蔡之亂 (Ｄ)

靖難之變。 
答案：(Ｄ) 

70. (   )若有機會參觀「中國先民生活展」，想要了解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生活情況，應該參觀下列哪一個展示館？ (Ａ)

北京人 (Ｂ)山頂洞人 (Ｃ)彩陶文化 (Ｄ)黑陶文化。 
答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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