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立大灣國中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一年級第二次評量社會科試題卷
※答案卡個人資料畫記錯誤將扣得分總分 5 分
(
)1.下列四種工廠，哪兩種工廠的設廠區位是相同的？ (甲)冰淇淋工廠 (乙)成衣工廠 (丙)紙箱工廠
(丁)電子零件工廠 (戊)水泥工廠。 (A)甲、乙 (B)甲、戊 (C)乙、丁 (D)丙、戊。
(
)2.下列有關臺灣工業發展歷程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民國四十年代，致力發展輕工業 (乙)民國五十
年代，設立楠梓、臺南、臺中加工出口區 (丙)民國六十年代，配合十大建設，發展民生工業 (丁)
民國七十年代，工業轉以高科技工業為發展主軸。
(A)甲、丁 (B)乙、丙 (C)丙、丁 (D)甲、乙、丁
(
)3.臺灣的工業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甲)鋼鐵工業 (乙)手機、晶圓製造 (丙)製鞋業，其發展的先
後順序為何？ (A)甲乙丙 (B)乙丙甲 (C)甲丙乙 (D)丙甲乙。
(
)4.有關臺灣工業區的分布，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甲)中、南部以電子、資訊業為主 (乙)和平水泥工業
區屬於交通區位 (丙)北部是臺灣輕工業分布的大本營 (丁)東部因為受地形限制，交通不便，工業區
少。 (A)甲、乙 (B)丙、丁 (C)乙、丙 (D)甲、乙、丙。
(
)5.下列哪些屬於第三級產業？(甲)製造業 (乙)林木業 (丙)批發零售 (丁)運輸通訊業 (戊)生物科技
(己)金融保險業。 (A)甲乙 (B)丙丁己 (C)乙丁戊 (D)丙丁戊己。
(
)6.臺灣從民國 50 年代開始產業轉型，迄今服務業的產值及就業人口仍不斷增加。請問：關於服務業的
敘述，下列哪些內容錯誤？ (甲)服務範圍僅限於商品的流通 (乙)屬於第二級產業 (丙)必須要有店
面才能進行 (丁)對於促進經濟成長與創造就業機會有貢獻。
(A)甲、乙 (B)丙、丁 (C)甲、乙、丙 (D)乙、丙、丁。
(
)7.量販店如「大潤發」和「家樂福」的設立地點多選在都市郊區，其原因有哪些？ (甲)人口較多 (乙)
停車較方便 (丙)土地較便宜 (丁)地形較平坦 (戊)空間較寬廣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戊 (D)丙丁戊。
(
)8.鄉村和都市兩者的差別，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甲)鄉村的人口密度比都市小 (乙)都市的居民都是從
事服務業 (丙)鄉村的面積比都市小 (丁)鄉村的房舍高度比都市矮。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乙、丙。
(
)9.臺灣五大都會區分別為臺北基隆、桃園中壢、臺中彰化、臺南、高雄，有關都會區共同特徵的敘述，
以下哪些內容是正確的？ (甲)人口數皆因自然增加所致 (乙)第一、二級產業人口比例高 (丙)皆位
於臺灣西部地區 (丁)工業人口比農業人口多。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乙、丙。
(
)10.交通分為通訊及運輸兩大類，下列哪些屬於通訊的工具？ (甲)管線 (乙)郵政 (丙)行動電話 (丁)電
子郵件 (戊)噴射機。 (A)甲丙戊 (B)乙丙丁 (C)甲乙丙 (D)丙丁戊。
(
)11.公路運輸的優點，可能有下列哪些？(甲)載運量大 (乙)適合長途運輸 (丙)適應地形的能力較強
(丁)路線比鐵路密集 (戊)較能深入各地。 (A)甲丙戊 (B)乙丙丁 (C)甲乙丙 (D)丙丁戊。
(
)12.臺灣鐵路至今僅完成環島系統，未有東西向的鐵路建設，主要是受到下列哪項因素的限制？
(A)氣候 (B)政策 (C)地形 (D)經費。
(
)13.有關各種交通類型的特色說明，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甲)空運：噪音大，載運量大，最為快捷 (乙)
陸運：公路適合長途運輸，可深入大街小巷 (丙)海運：載運量大，運費低廉，高雄港為臺灣最大港
(丁)管線運輸：利用管線輸送物資，如用管線輸送天然氣。
地區
甲 乙 丙 丁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乙、丙、丁。
項目
(
)14.右表中甲、乙、丙、丁四地，何者都市化程度最高？
都市人口（萬人） 40 35 45 40
(A)甲 (B)乙 (C)丙 (D)丁。
鄉村人口（萬人） 45 45 55 55
(
)15.聚落依發展過程而分為都市聚落及鄉村聚落，兩者關係相當
總 人 口（萬人） 85 80 100 95
密切。請問：一般鄉村聚落提供給都市聚落的主要功能中，
不包括下列何者？ (A)時尚購物 (B)農牧產品 (C)休閒旅遊 (D)純淨環境。
(
)16.聚落型態受到產業活動的影響相當大，下列四個聚落中，哪一個最可能為集村聚落的型態？
聚落
甲
乙
丙
丁

(A)甲

農業（％）
35.1
13.4
5.6
0.7

(B)乙

(C)丙

工業（％）
30.4
49.7
50.7
25.4

服務業（％）
34.5
36.9
43.7
73.9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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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下表為某年甲、乙、丙、丁四個國家的貨物進、出口資料。由表中資料可知，該年哪一國家的「入
超」額最大？
出口總重量
出口總值
進口總重量
進口總值
國別
（千萬噸）
（百萬美元）
（千萬噸）
（百萬美元）
甲
1,108
1,016
1,124
1,035
乙
850
1,072
938
1,112
丙
578
556
732
445
丁
746
496
500
701
(A)甲 (B)乙 (C)丙 (D)丁。
(
)18.民國38年，臺灣省政府因為何事而下令戒嚴，限制人民多項的自由？
(A)「自由中國」事件 (B)白色恐怖時期 (C)防止共黨滲入 (D)「二二八」事件。
(
)19.「從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他回到故鄉宜蘭的醫院實習。……他曾在報上發表一篇『臨床講義』，
認為臺人得了『缺乏知識』的營養不良症。」請問：這段文字描述的「他」是指下列何人？
(A)林獻堂 (B)陳澄波 (C)蔡培火 (D)蔣渭水。
(
)20.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教育施政上，有關「年份-對象-設施」的配對，下列何者錯誤？
(A)1933年-臺灣人-公學校
(B)1921-臺灣人-臺中中學校
(C)1910年-原住民-蕃童教育所 (D)1942年-在臺日本人-小學校。
(
)21.「……環顧島內，新道德猶未建設，而舊道德早已次第衰頹。……吾人於此大有所感，即糾合同志
，組織□□，以謀臺灣文化之向上。」上述引文中的□□，指的是哪個組織？
(A)臺灣民眾黨 (B)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C)臺灣文化協會 (D)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團體。
(
)22.「這所大學於西元1928年創校，是日治時期臺灣唯一的高等學府。該校已是擁有文政、理學、農學
、醫學、工學五個學部（學院）和預科，以及熱帶醫學、南方人文、南方資源研究所的綜合大學。
」試問：上述大學在日治時期的名稱為何？
(A)臺灣帝國大學 (B)臺灣大學 (C)臺北大學 (D)臺北帝國大學。
(
)23.下列哪一個社會狀況，是日治時期可能見到的社會情形？ (甲)看時鐘以確定火車是否搭得上 (乙)
使用自來水，定期從事家庭掃除工作 (丙)反對鐵路的興建，認為會破壞祖墳風水 (丁)婦女可以從事
社交活動，不再受纏足限制 (A)甲乙 (B)甲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丙丁。
(
)24.下列何者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
(A)有效防治傳染病，死亡率下降 (B)總督府提倡生育，出生率上升
(C)限制臺人出國，移出率下降
(D)鼓勵日人移民臺灣，移入率上升。
(
)25.關於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所發起的請願運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其發起的緣由與二次大戰引發的「民族自決」思潮有關 (B)時間大約在1920年代
(C)主要目的是爭取設立「臺灣議會」 (D)其訴求最後未能得到日本國會的採納。
◎一九二○年代臺灣人受到戰後民族自決思潮所影響，開始在前後展開政治社會運動，爭取平等待遇，其
中又以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最有貢獻。請回答26-28題：
(
)26.蔣渭水為臺灣社會這位病人開了一份「醫療診斷書」
（如下附表）
，認為臺灣人之病要投下何藥方長
期治療？ (A)文化知識 (B)公共衛生 (C)產業經濟 (D)基礎交通。
※ 病人陳述：大致上有這麼一個病人，診察時發現按其身體比例，應該算是一個大頭，想必
有很強的思考力。問了兩三個常識問題，其回答皆不得要領。這病人也許是愚蠢或低能兒
吧！其頭骨雖大，而內容至虛，腦髓不足。問他稍微困難的哲學問題、數字問題、科學問
題，或是世界局勢，他一聽了就目眩頭昏。
※ 診斷：世界文化的低能兒。
※ 原因：智識營養不良。
※ 處方：正規學校教育：最大量；補習教育：最大量；幼稚園：最大量；圖書館：最大量；
讀報社：最大量。
(
)27.西元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發行□□，以達啟迪民智、喚醒民族意識、促進社會改造，
對臺灣社會有相當程度貢獻。試問上述中□□為何？
(A)《臺灣日日新報》 (B)《臺灣民報》 (C)《臺灣新聞》 (D)《臺灣新報》。
(
)28.一九二○年代起，臺灣人民從武裝抗日，轉變為從事合法的社會運動。在有識之士的努力推動下，
總督府終於在西元1935年有限度的舉辦哪種選舉，使臺灣民眾的普選等參政觀念更加落實？
(A)地方首長 (B)地方議員 (C)地方保正甲長 (D)地方壯丁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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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下列為臺灣解嚴後的幾項重要政治改革：(甲)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乙)首屆省、直轄市
市長直接民選 (丙)完成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丁)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 (戊)首次民選總統、副總
統，正確的時間順序為何？ (A)丁甲丙乙戊 (B)甲乙丙丁戊 (C)戊丁丙乙甲 (D)丙丁乙甲戊。
(
)30.下列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描述，何者錯誤？
(A)軍隊的鎮壓行動擴及全臺
(B)此事件發生之後，後續政府進行公開道歉
(C)導因於臺人抗拒陳儀來接收臺灣而引起的 (D)因陳儀處置失當而讓亂事擴及全島。
(
)31.一位法學家在著作裡寫了一段如下列的內容。文中的「這項法條」所指為何？
(A)《戒嚴令》 (B)《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C)《六三法》 (D)《中華民國憲法》。
這項法條在民國37年制定，規定總統在特殊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
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
39條或第43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此外，在民國49年進行第1次修訂，凍結《憲法》
對於總統連任之限制，讓總統得以連選連任。
◎民國68年，在臺灣島上爆發政府與民眾的衝突—「美麗島事件」。請回答32-34題：
(
)32.「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地點在臺灣何處？ (A)臺中 (B)臺南 (C)高雄 (D)臺北。
(
)33.「美麗島事件」引起日後更多臺灣人關心政治社會問題，此活動最主要的訴求是什麼？
(A)自由經濟 (B)環境保護 (C)社會福利 (D)民主政治。
(
)34.當時主要參與此事件的黨外人士，後來在西元1986年成立哪一個政黨？
(A)親民黨 (B)時代力量 (C)中國國民黨 (D)民主進步黨。
(
)35.下列是四位同學對於「社會規範」的討論內容，何人的說法較正確？
(A)阿晨：「各種社會規範彼此各自獨立，不會相互影響。」
(B)小喬：「在人類社會中，社會規範的內容沒有族群、時空、文化背景的差異。」
(C)小萱：「倫理道德在現代社會中，被視為『最低限度的行為準則』」
(D)阿傑：「宗教信仰具有啟迪內在良心的作用，使個人比較不會做出違背良心的事。」。
(
)36.文化是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生活方式之總稱。下列何者不屬於文化的範疇？
(A)舉頭三尺有神明 (B)參加科舉考試 (C)大雨來前昆蟲低飛 (D)嬰兒滿月要送油飯紅蛋。
(
)37.阿愷身心健全，他到文化中心參觀時，因臨時找不到停車位，而把車子停在殘障專用車位。請問：
阿愷的行為違反下列哪些社會規範？ (甲)風俗習慣 (乙)倫理道德 (丙)宗教信仰 (丁)法律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
)38.傳統的麵包是以麵粉做為原料，但有業者改以有機米研磨成粉，做成米麵包；此麵包口感富有彈性
並散發出天然的清香味。上述米麵包的產生代表下列何種意涵？
(A)文化傳承 (B)科技發展 (C)文化創新 (D)文化差異。
(
)39.由古代的飛鴿傳信到現在使用電腦寄電子郵件，可見傳遞資訊的方式隨科技發展而更加便利。請
問：這說明文化具有下列哪一項特徵？ (A)累積性 (B)普遍性 (C)制約性 (D)差異性。
(
)40.下列四人的說法，何者正確？ (A)小美：「參加小茜的結婚喜宴──風俗習慣」 (B)阿宏：「小羽
在清明節前往掃墓祭祖──倫理道德」 (C)阿賢：「參加一年一度的端午划龍舟比賽──宗教信仰」
(D)小雯：「群己關係的第六倫──法律」。
(
)41.下列關於文化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社會中的風俗習慣是器物層次 (乙)人們精神生活中所擁有
的各種思想是理念層次 (丙)文化可說是人類生活的全部 (丁)科技、藝術皆屬於文化的一部分 (戊)
通常理念層次發展比其他層次快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丁戊 (D)乙丙戊。
(
)42.現代社會中，若僅有法律規定，仍是無法落實法律的功能，還必須具備法治的觀念，才能促進社會
和諧。下列關於法律的敘述，何者正確？ (A)法律只能啟迪人們的內在良心，無法規範外在行為
(B)法律是全國上下都應遵守的社會規範 (C)法律是最高的道德準則 (D)政府制定法律，人民必須
遵守，政府本身則不受限制。
(
)43.下列有關次文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次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存在著層次高低的分野 (B)
次文化通常會讓社會文化出現落後的狀況 (C)次文化的價值、信仰和規範，與主流文化完全無共通
性 (D)次文化可讓社會的文化內涵更加多元豐富。
(
)44.立法院打破「法不入家門」與「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傳統觀念，制定了《家庭暴力防治法》。此舉
顯示了何種意涵？ (A)啟迪人內在良知的道德標準 (B)用法律來取代傳統的倫理道德 (C)傳統
社會沒有家暴事件 (D)法律隨社會的發展而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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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文化失調的現象。請問：下列何者與文化失調無關？
(A)文化失調指的是我國文化與他國文化的不同之處
(B)過程中無法兼顧文化三層次的發展，而產生落差的現象
(C)對新的器物接受較快，對新的理念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接受
(D)喜歡使用新發明的東西，卻不易接受新的觀念。
)46.下表中關於社會規範的比較，何者錯誤？
倫理道德、
選 項
宗教信仰、
法
律
風俗習慣
(甲)產生背景 長期累積而成
立法機關制定
(乙)作用
以約束人的外在行為為主 以啟迪人的內在良心為主
(丙)強制力
無
有
(丁)處罰方式 以公權力處罰
良心的譴責、社會輿論的批評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47.公民課時，老師請同學舉例說明文化的差異性，下列哪個同學的說法是正確的？
(A)阿廷：「我國使用筷子吃米飯，美國則用刀叉吃牛排」
(B)阿誠：「我國清明祭祖的節慶文化，有深遠的歷史淵源」
(C)小瑩：「現代化國家有語言，原始部落也有語言」
(D)小欣：「日本受到我國文化的影響，發展出茶道文化」。
)48.有關文化內涵中三個層次的舉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理念層次：美國採取「三權分立」作為國家的政治體制
(B)制度層次：故宮展出六十多幅巴洛克時期威尼斯畫派的西方畫作
(C)器物層次：最新「奈米科技」被應用在各類商品的製造上
(D)理念層次：最新智慧型手機，厚度不到一公分，輕薄短小，功能超讚。
)49.在社會生活中，個人行為常受到內在心理及外在環境的影響，其中有的社會規範具有強制力。下列
何者具有強制力？
(A)在看電影時關閉手機 (B)依據規定誠實納稅 (C)中秋節時返鄉團圓 (D)熱心參與選舉投票。
)50.南投九族文化村舉辦「原鄉語錄徵文」的活動，希望藉由徵集原住民的智慧與天真語錄，將其祖先
的智慧告訴子孫，並集結成書。請問：上述活動的意義為下列何者？
(A)文化多元 (B)文化傳承 (C)文化創新 (D)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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