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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 110 學年度七年級期末共同評量社會科試題 

※請先確認你的答案卡上個人資料正確無誤，並聽從監試教師的指示才開始作答。本試題共 4 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 

1. 2022 年 2 月 24 日莫斯科時間 6 點 00 分俄羅斯政府官員授

權該國軍隊在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執行特種軍事作戰，

若依圖(一)時區分布，臺灣新聞播出快訊最快可能出現在

哪一時段？ 

 
                             圖(一) 

(A)9:00      (B)12:00      (C)15:00      (D)19:00 

2. 臺灣位處候鳥南遷北返的中繼點，許多候鳥選擇經過停留。

若以地理位置來看，下列哪個國家最有可能是候鳥於臺灣

後下一個停靠的地點？ 
(A)美國                   (B)英國        

(C)菲律賓                  (D)澳大利亞 

3. 根據新聞報導：「外籍航空若飛越他國領空，雖不降落但

需繳交過境服務費。2018 年臺灣收取之服務費達 22.3 億元，

比 2017 年成長 8.58%，也創下歷史新高。」由文中所述，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軍事地位具有重要性        (B)交通地理位置優勢性 

(C)海陸交會的發展潛力        (D)飛航服務達國際水準 

4. 恩恩透過手機查看中央氣象局網頁資訊，想要得知明天颱

風影響臺灣的狀況。下列哪一個圖示可以顯示颱風所在的

位置？ 
(A)           (B)          (C)          (D) 

                  
5. 琪琪去電視台面試氣象主播一

職，考官請他根據圖(二)臺灣

年平均等雨量線說明相關資

訊。請問關於琪琪對圖的說

明，下列何者正確？ 
   (A)降水量的單位是 hPa  

   (B)山地降水量多於平原 

   (C)臺灣本島降水量稀少 

   (D)北部降水量少於南部 

 

 
                                                     圖(二) 

6. 依琳到博物館參觀史前文化特展，發現其中有一展間陳列

人面陶罐、玻璃手鐲與煉鐵爐。請問她所參觀的展間應是

哪個文化遺址？ 
(A)長濱文化                (B)大坌坑文化   

(C)卑南文化                (D)十三行文化 

7. 李奶奶看著一份剪報，回憶起小時候經歷的一場事件，剪

報內容記載著：「張燈結彩喜洋洋，臺灣光復不能忘」。

請問李奶奶回憶的事件較可能發生於何時？ 
(A)甲午戰爭結束            (B)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C)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D)國共內戰結束 

8.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掀起民族自決浪潮，殖民地

民族運動風起雲湧。為應對此世界局勢，臺灣當時的統治

者採行下列何種因應措施？ 
(A)國語家庭            (B)舊慣調查 

(C)日 臺合一            (D)理番政策 

9. 《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這本書的背景為

1950 年代的綠島集中營，政府對政治犯進行再教育，此處

曾關過一批女性思想犯稱為「綠島女生分隊」。當時的她

們在不知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從學校、家裡、工作場所被

特務帶走，輾轉流離，開始了她們的禁錮歲月。下列何者

可能是「綠島女生分隊」出現的原因？ 
(A)臺灣光復            (B)國共內戰   

(C)韓戰爆發            (D)白色恐怖 

10. 「這是臺灣經濟史上的第一次繁榮。」有學者歸納臺灣近

百年經濟發展的歷史，如圖(三)，發現此時期的對外貿易

呈現大量出超的情況。請問此應該是臺灣歷史中的哪一時

期? 
(A)日治時期            

(B)清帝國時期  

(C)大航海時代 

(D)中華民國時期 

 

 

 
                                            圖(三) 

11. 小凡放假時經常跟媽媽一起到家裡附近的醫院做志工服務，

因而培養出他熱心服務的態度。請問這是他的家庭發揮了

哪一項功能的緣故？ 
(A)生育功能              (B)經濟功能 

(C)教育功能              (D)保護與照顧功能 
12. 臺東縣 太麻里鄉 加麻里部落新成立「屋麻可書屋」，「屋

麻可」在排灣族語中是「家」的意思，發起人希望書屋能

接納部落中所有孩子，給予文化滋養、知識學習、生活技

能的拓展以及部落文化的傳承。根據上文研判，下列何者

是發起人創辦書屋最主要的目的？ 
(A)呼籲政府重視部落文化技能傳承 

(B)取代部落中弱勢家庭的經濟功能 

(C)喚起部落族人對家庭教育的重視 

(D)照顧部落的孩子生活與文化學習 
13. 國家人權委員會致力於落實《憲法》對人民權利的維護，

並在每年國家人權狀況報告中，督促政府落實人權保障。

下列何種狀況最可能被列入待改善情形？ 

(A)臺灣雇主邀請外籍移工觀賞廟會遶境活動   

(B)原住民族舉辦歲時祭儀期間獵捕野生動物 

(C)學校未依身心障礙者需求規劃無障礙設施   

(D)法官考量子女最佳利益將監護權判給爸爸 
14. 印度 13 億人口，約有 80%是印度教徒，然而印度各地近年

來面臨著少數信仰的宗教場所或信徒，遭到仇恨攻擊的事

件，像是有印度教徒擾亂了聖誕節的慶祝活動，包括干擾

彌撒儀式進行、破壞耶穌基督雕像，以及焚毀聖誕老人模

型等，甚至還襲擊印度北部的一間教堂。文中的印度教徒

主要欠缺哪項「公民德性」？ 
(A)參與公共事務            

(B)促進社會公益 

(C)和平尊重包容            

(D)培養自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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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有關「學生的權利及義務」的敘述，何者正確？ 

(A)學生在上課時不得吵鬧影響其他人受教權 

(B)教師可以隨意沒收學生手機確保學習效果 

(C)學生有身體自主權所以無法勉強學生上學 

(D)隨意翻動他人的書包是侵犯學生的學習權 
16. 地理老師以圖(四)的氣候圖來推論臺灣某地區的水文現象，

依據此圖，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哪一項結論？ 
(A)東北季風導致夏季水位暴漲   

(B)此區河川多屬於荒溪型河川 

(C)秋、冬兩個季節最容易出現乾旱 

(D)8、9 月受梅雨影響河川水位上升 
  

 

 

 

 

 

 

 

 

 
                                                    
                               圖(四) 

17. 圖(五)為臺灣近 10 年來人口出生與死亡人數變化圖，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自 2019 年後自然增加率呈現負數 

(B)2021 年自然增加人數為 2.99 萬人 

(C)依圖可判斷總人口數呈現負成長 

(D)死亡人數上升導致平均壽命減短 

(單位：萬人) 
                  圖(五) 

18. 近年來許多國家提出「青銀共居」的生活型態，期望讓長

者與青年共住同一社區中互相照料。臺灣的縣市政府也打

算利用空地，發展涵蓋食衣住行需求的生活場域，除了住

宅以外，還結合醫療院所、長照機構，以及藥妝店、購物

商場等。上述政府的作法，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老年人口持續下降        (B)壯年人口持續下降 

(C)老年人口持續上升        (D)壯年人口持續上升 

19. 安養機構團體近年不斷地向立委請命，希望透過立法，讓

全臺安養機構的設立法規再放寬鬆，以因應臺灣社會「高

齡化」的問題。下列何者與上述人口問題無關？ 
(A)外籍配偶增加            (B)死亡率的下降 

(C)平均壽命提高           (D)醫療衛生進步 

20. 民國 81 年《就業服務法》通過後，臺灣

逐步開放產業引進國際移工，根據統計

來臺之國際移工多選擇在人口較多的都

市，或就業機會較多的加工出口區。圖

(六)中哪一組都市完全符合上述條件？ 
(A)甲乙丁戊 

(B)甲乙丁己 

(C)甲丙丁己 

(D)乙丙戊己 

 
                                         圖(六) 

21. 日治時期，總督府為了配合日本的經濟發展，積極推動臺

灣的基礎建設。請問下列何者是此時期首創的交通建設？ 
(A)擴建基隆港、高雄港 

(B)開鑿聯絡東部的道路 

(C)建造基隆到臺北的鐵路 

(D)購買輪船往返中國大陸 

22. 111 學年度起，國中七、八年級的本土語將列為必修課程，

九年級則為選修課程，顯示教育部對母語文化的重視；然

而，過去曾發生過政府當局嚴格要求學生在學校只能講漢

語，原住民登記戶籍也必須用漢名的情況，造成各族群的

語言文化逐漸消失。上述情形最有可能發生在哪一個時期？ 
(A)大航海時代               

(B)清帝國時期 

(C)日治時期                 

(D)中華民國時期 

23. 《賽德克•巴萊》的導演透過這部電影，講述臺灣島上人

民抗爭的故事，藉著故事主角莫那魯道的反抗過程，讓國

人更加了解臺灣的歷史。有關此事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 
(A)此事件發生在清領時期的阿美族部落 

(B)事件發生地點在今日的屏東縣   車城鄉 

(C)政府掠奪山林資源為此事件發生的主因 

(D)事件發生後造成漢人和原住民衝突不斷 

24. 小寧是生活在日本治臺時期的臺灣人。請問下列何者可能

是他的生活經驗？ 
(A)總督府開放鴉片能自由販售 

(B)幫女兒纏足，許配給好人家 

(C)依時刻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D)羅漢腳造成許多社會的不安 

25. 西元 1979 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同年美國國會

通過《臺灣關係法》。美國檔案顯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鄧小平在北京接見美國副總統孟代爾時，抱怨《臺灣關係

法》通過會讓蔣經國很得意，「連尾巴都翹起來了」。根

據上述，當時美國對臺灣的外交態度或做法，下列哪一項

是正確的？ 

(A)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 

(B)採行彈性外交政策提供軍援 

(C)積極為臺灣爭取加入聯合國 

(D)以非官方關係維持經貿往來 

26. 「父母和子女為直系血親，夫妻間為配偶」，請問前述的

親屬關係是哪一法律所規定的？ 
(A)《憲法》                  

(B)《民法》 

(C)《家庭暴力防治法》       

(D)《性別平等教育法》 

27. 社會變遷讓現今家庭呈現多樣化的型態，例如兩地家庭的

出現主要與下列何種轉變有關？ 
(A)自然生態失衡             

(B)生育觀念的變化 

(C)婚姻價值觀的轉變         

(D)住所與就業場域的變遷 

28. 臺東縣政府近年推出許多生育補助措施，如「為你坐月子

和月子餐」、「保母服務」、「準公托系統」、「育兒生

日禮盒」。上述措施最有可能是因應哪一個社會現象？ 
(A)少子化                  (B)高齡化 

(C)都市化                  (D)全球化 

29. 社會住宅政策是以低於市場租金的方式，提供房屋給經濟

弱勢者租用。請問此政策的主要是為了達成何種目標？ 
(A)提高國民生活水準         

(B)展現政府組織權力 

(C)促進族群和諧發展         

(D)保障個人基本權利 
翻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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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校園中發生同學之間的性騷擾事件，會依據下列哪一項法

律處理？ 

(A)《性騷擾防治法》          

(B)《性侵害防治法》 

(C)《性別工作平等法》        

(D)《性別平等教育法》 

31. 報載知本 卑南族 卡大地部落居民到臺東縣政府抗議主管機

關違反《原住民族基本法》，未經部落諮商與同意就許可                                                                           

民眾申請在知本溼地開挖黃金，侵犯傳統領域。請問這一

則新聞顯現了部落有什麼重要性？ 

(A)傳統文化的保留            (B)公共事務的決策 

(C)祭典文化的傳承            (D)歲時祭儀的推廣 

32. 政府提出「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安心接種 COVID-19 公

費疫苗專案」，強調「不通報、不查處、不收費、不管

制」等原則，鼓勵失聯移工踴躍接種。上述內容與下列哪

一現象相呼應？ 

(A)國際移工主要來自東南亞佔絕大多數 

(B)多元族群共榮已成為臺灣的文化特色 

(C)提供友善環境維護國際移工基本人權 

(D)政府引進國際移工顯示勞動力的短缺 

33. 民國 70 年代政府透過低稅率及產學合作補助方案，吸引廠

商到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設廠。請問會選擇到該區設廠的公

司最可能是考量哪個區位條件？ 
(A)原料      (B)政策      (C)勞工      (D)交通 

34. 經濟部國貿局的網站公布了臺灣與墨西哥雙邊的經濟貿易

關係，整理出表(一)的內容。請根據臺、墨雙邊經貿關係

的狀態來分析回答下列題目。 
 

(A)臺灣對墨西哥的貿易額呈現入超的現象 

(B)臺灣對墨西哥投資的產業多屬勞力區位 

(C)墨西哥對臺灣的投資金額佔世界第五名 

(D)墨西哥對臺灣的投資大量集中農礦產品 

35. 隨著臺灣的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出現了很大的轉變。下列

關於臺灣第二級產業的發展敘述何者正確？ 

(A)臺灣工業由早期需大量低廉勞工轉向資本密集度高 

(B)為了降低勞力成本，許多工廠紛紛移往日本、南韓 

(C)因人民環保意識抬頭，重工業大量轉型為民生工業 

(D)為了發展重工業，政府於 70 年代成立新竹科學園區 

36. 交通運輸為聚落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表(二)為四個聚落

對外交通往來的狀況，何者與臺東市的聚落型態最為類

似？ (註：○代表交通發達，╳代表缺少此項交通運輸方

式) 

(A)甲        (B)乙        (C)丙        (D)丁 
                      表(二) 

 甲 乙 丙 丁 

國際海港 ╳ ○ ○ ╳ 

國際機場 ╳ ○ ╳ ╳ 

省道 ○ ○ ○ ○ 

高速公路 ╳ ○ ○ ○ 

捷運 ╳ ○ ╳ ╳ 

鐵路 ○ ○ ○ ○ 

高速鐵路 ╳ ○ ○ ╳ 

 

37. 臺南火車站正門上方有時鐘的設置，提醒乘客搭車時間，

此設置最早見於日本統治臺灣階段。傳統漢人將班車延誤

稱「誤點」，但日治時期卻改稱為「慢分」。以上的敘述

可知與日治時期引入何種制度有關？ 
(A)標準時間             

(B)公共衛生 

(C)現代司法               

(D)一週七天 

38. 戰後臺灣遭遇一連串內政與外交的挑戰，部份作家轉而關

懷臺灣人民生活，電影「兒子的大玩偶」」、「蘋果的滋

味」，用諷刺詼諧的手法，將文學中小民百姓生活的辛酸

與無奈，轉譯成電影，道盡時代的掙扎與不易。請問這是

戰後臺灣哪一文學風格，在描述當代臺灣曾經走過的社會

變遷歷程？ 
(A)反共文學               

(B)鄉土文學 

(C)愛國文學               

(D)現代文學 
39. 有一支歐洲的船隊一路尋找貿易據點，成功拿下印尼之後，

前往澳門重挫、抵達澎湖被驅逐到臺灣的土地上展開亞洲

的貿易活動。此船隊是由聯合公司組成，進行商戰同時也

做海盜，有權代表國家組織軍隊、宣戰、締約。請問下列

選項何者為此船隊為臺灣帶來的改變？ 
(A)傳播天主教，改變當地人民的信仰 

(B)與北部原住民建立關係，進行貿易 

(C)進佔基隆、淡水興建城堡方便統治 

(D)教平埔族用羅馬拼音創建新港文字 

40. 學生在學校裡，不會因受到任何形式的霸凌行為，而造成

身心的傷害，這是屬於下列哪一種權利的保障？ 
(A)財產權                  

(B)隱私權 

(C)身體自主權              

(D)意見自由權 

41. 為了杜絕騙婚、重婚，民法將婚姻制度由原來的「儀式婚」

修正為「登記婚」，顯示出下列哪種現象？ 
(A)法律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與時俱進 

(B)未依據宗教戒律所辦理的儀式無效 

(C)人際互動頻繁故風俗習慣日趨重要 

(D)政府透過倫理道德來規範民眾行為 

42. 臺灣鐵路工會是志願性團體，為了爭取臺鐵局員工權益，

於今年 5 月 1日勞動節當天，發動以不加班方式集體休

假，造成當日多班列車停駛。下列關於臺灣鐵路工會的敘

述何者正確？ 

(A)爭取員工權益具有營利團體性質 

(B)導致列車停駛影響交通應予譴責 

(C)提供臺鐵局員工參與政治的管道 

(D)受法律約束但不受政府機關控制 

43. 圖(七)是某社區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防疫措施，在

社區道路顯著處設置的標語看板，呼籲居民與訪客共同遵

守。請問這與下列哪一種規範類型性質相同？ 
(A)經過立法院三讀程序由總統公布之法律 

(B)牧師提醒信眾準時參加逾越節主日禮拜 

(C)移工仿效泰國潑水節文化舉辦抽獎活動         

(D)重視環境倫理衛生習慣的社會大眾意識          

 

 

 
 

 

 

 

                            圖(七) 
 

                          表(一) 

防疫期間請配戴口罩，保護你和

我。沒有戴口罩的要請全社區吃

滷肉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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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明做一份報告，其中一頁內容如圖(八)所示，由圖中內

容可知其報告的主題為何？ 
(A)促進性別平等 

(B)縮短貧富差距 

(C)維護社會秩序 

(D)保障基本人權 

 

 

 

 

 

 

 
                        圖(八) 

 

45. 圖(九)為 1900 年至 2019 年間臺灣都市化程度的統計圖，

從圖中可以獲得的結論，不包括下列何者? 

 

 

 

 

 

 

 

 
                             圖(九) 
(A)全國的總人口數不斷增加 

(B)人口的聚集程度逐年增加 

(C)都市本身具有強烈的人口拉力 

(D)2019 年都市人口約佔總人口 79% 
                                          

46. 小彤想調查家鄉居民從事的職業，於是針對全校七、八年

級學生家長的職業進行 Google 表單統計，如圖(十)，請問

該圖最可能是哪個縣市的統計結果? 

 
                                   圖(十) 
   (A)臺東縣     

   (B)南投縣     

   (C)嘉義市     

   (D)新竹市 
 

47. 西元 16～17 世紀的臺灣，因位處西太平洋南北航線交會的

通道上，而成為各國爭取的據點。其中，最早占據臺灣的

歐洲勢力是下列何者？ 
(A)英國人    

(B)荷蘭人    

(C)西班牙人    

(D)葡萄牙人 

 

 

 

 

 

請閱讀下列文章，回答第 48-50 題 

 
48. 由文中的敘述，可推測「老大公廟」裡所祭祀的與下列何

者性質類似？ 
(A)媽祖                (B)關公 

(C)有應公              (D)土地公 

49. 中元祭的起源，可能與下列何種衝突有關？ 
(A)械鬥                (B)民變  

(C)原漢衝突            (D)西力入侵 

50. 從「各姓氏輪流主辦中元祭」，可以反映出清領後期的臺

灣，在宗族組織上出現什麼變化？ 
(A)從清初祭拜開臺祖轉變為祭拜唐山祖            

(B)祭拜同姓氏不一定有血緣關係的祖先  

(C)為凝聚情感而祭拜中國從未來臺祖先 

(D)開始認同當地，祭祀來臺第一位祖先 

試題結束 

一、男女同工同酬 

二、廢除奴隸制度 

三、男女平等繼承權 

四、國際移工薪資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