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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國民中學 8升9 社會領域補考題庫      9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公民  選擇題：每題 4 分，共 100 分 

1. (   )圖中屬《民法》規範的內容有哪些？ 

 

(Ａ)甲乙丙 (Ｂ)乙丙丁 (Ｃ)甲丙丁 (Ｄ)

甲乙丁。 

2. (   )法學名言：「一個人在未定罪之前，

都是無辜的。」這個無罪推定原則，

是維護基本人權的重要觀念。依此推

斷，下列何者為法律上認定的「有罪

之人」？〔96.第一次基測〕 (Ａ)有

竊盜嫌疑而被警察逮捕者 (Ｂ)拒絕

到案說明被法院通緝者 (Ｃ)法院判

決確定被科處徒刑者 (Ｄ)偵查後被

檢察官提起公訴者。 

3. (   )由附圖中志明與建商的對話判斷，建

商最可能負擔的法律責任為下列何者

？ 

 

(Ａ)將房屋回復原狀(Ｂ)要求與志明另立契約 

(Ｃ)宣布公司破產(Ｄ)以金錢賠償志明損失。 

4. (   )附圖為憲怡一家人於群組中討論與鄰

居的糾紛，下列何人的觀點最可能造

成權利的濫用？ 

 

(Ａ)大伯 (Ｂ)二姑 (Ｃ)小叔 (Ｄ)憲怡。 

5. (   )關於《民法》規定的「完全行為能力

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指

年滿 18 歲的成年人 (Ｂ)未成年若

已依法結婚者亦屬之 (Ｃ)其法律行

為必須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 (Ｄ)其

有些行為不需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也

有效力。 

6. (   )怡薇在報上看到一起刑事案件報導，

是犯人家人受訪的談話，由訪談內容

推論，關於犯人所受的刑罰，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配偶：「我太太不可能會做出這種事。」 

父親：「我女兒才 17 歲，一定是朋友帶

壞她的。」 

(Ａ)不以《刑法》處罰 (Ｂ)由法定代理人受

罰 (Ｃ)依規定得減輕處罰 (Ｄ)接受《刑法

》制裁。 

7. (   )附圖中莉淇最可能被科處的主刑應為

下列何者？ 

 

(Ａ)拘役 (Ｂ)罰金 (Ｃ)褫奪公權 (Ｄ)有

期徒刑。 

8. (   )為了維護人權，被告即使被檢察官因

嫌疑重大而起訴，也不代表有罪，必

須經過法官的審判才能論定是否有罪

，以及該接受何種刑罰制裁。上述所

指的是哪一項原則？ (Ａ)罪刑法定

原則 (Ｂ)誠實信用原則 (Ｃ)無罪

推定原則 (Ｄ)契約自由原則。 

9. (   )以下新聞中的少女在觸法後，應是受

到何種處分？ 

今日最新 

由於父母親雙雙吸毒遭勒戒，且無力教

養，犯案少女暫時被送至少年之家。 

(Ａ)保護管束 (Ｂ)安置輔導 (Ｃ)感化教育 

(Ｄ)假日生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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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揚茗想了解刑罰的種類，於是請教同

學，下列何人的說明完全正確？ (

Ａ)  (Ｂ) 

 (Ｃ) 

 (Ｄ) 

 

11. (   )林先生在未經核准的情況下，自行封

閉住家旁的防火巷，政府機關因而對

他寄出查報拆除通知。如果林先生對

該行政處分不服，應採取下列哪一項

權利救濟的途徑？〔94.第二次基測〕 

(Ａ)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Ｂ)

向原機關上級單位提訴願 (Ｃ)向調

解委員會提調解申請 (Ｄ)向選區內

的議員提出請願。 

12. (   )關於附圖中兩人的糾紛，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Ａ)兩人並未成立契約 (Ｂ)必須要有見證人

才能成立契約 (Ｃ)兩人的糾紛主要屬於身分

關係的爭議 (Ｄ)因有口頭約定，契約仍算成

立。 

13. (   )耘浩和靖伊分手，耘浩心生不滿，就

在公開的社群網站上捏造故事，並以

不雅文字辱罵靖伊。靖伊知情後，決

定報復，因此盜用耘浩電腦的帳號密

碼，將裡面所有的重要資料刪除。請

問：根據上述，靖伊的報復行為觸犯

了何種罪？ (Ａ)妨害電腦使用罪 

(Ｂ)公共危險罪 (Ｃ)搶奪罪 (Ｄ)

竊盜罪。 

14. (   )附圖是政府張貼於公車、捷運內的警

語。根據圖中內容，政府要求民眾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須全程配戴口罩的規

定，屬於下列何項概念？ 

為降低新冠肺炎在社區感染與傳播

風險，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請全程

配戴口罩，未配戴口罩者不得搭乘

。 

(Ａ)行政罰 (Ｂ)行政管制 (Ｃ)行政處分 

(Ｄ)行政責任。 

15. (   )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如果

年滿 14 歲的少年犯了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則依下列何者

處理？ (Ａ)少年刑事案件 (Ｂ)少

年保護事件 (Ｃ)少年民事案件 (

Ｄ)少年行政事件。 

16. (   )小綜是個國中生，與經紀公司談好合

約並簽約，不過這份合約必須得到法

定代理人同意才有效，這是因為小綜

在法律上屬於下列何者？ (Ａ)限制

行為能力人 (Ｂ)無行為能力人 (

Ｃ)受監護宣告者 (Ｄ)完全行為能

力人。 

17. (   )阿城在學校與同學吵架，回家後便透

過電子郵件散播病毒，導致同學家中

電腦資料均損壞。請問：阿城的行為

可能觸犯何種罪行？ (Ａ)妨害電腦

使用罪 (Ｂ)毀損罪 (Ｃ)妨害風化

罪 (Ｄ)妨害名譽罪。 

18. (   )針對犯罪行為，被害人或其家屬可以

提出(甲)；而任何人只要發現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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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均可提出(乙)。上述(甲)、(

乙)依序分別為何？ (Ａ)告發、告

訴 (Ｂ)自訴、公訴 (Ｃ)告訴、告

發 (Ｄ)告訴、自訴。 

19. (   )附圖對話中所談論的處理方式應為下

列何者？ 

 

(Ａ)訴訟 (Ｂ)調解 (Ｃ)私下和解 (Ｄ)訴

訟上的和解。 

20. (   )志明向電器行購買一部電視機，回家

後發現其外殼有明顯裂痕，隨即到電

器行請求更換，但老闆卻置之不理。

此時，志明可以透過下列哪一種法律

途徑，來保障自己的權益？〔93.第一

次基測〕 (Ａ)訴願 (Ｂ)行政訴訟 

(Ｃ)民事訴訟 (Ｄ)刑事訴訟。 

21. (   )附圖中，小夫和大雄的行為在法律上

屬於何種行為？ 

 

(Ａ)攻擊行為 (Ｂ)交易行為 (Ｃ)契約不履

行 (Ｄ)侵權行為。 

22. (   )依照附圖中的對話判斷，兩人的行為

能力分別屬於哪一類別？ 

 

(Ａ)阿昕為限制行為能力人，阿晃為完全行為

能力人 (Ｂ)阿昕為無行為能力人，阿晃為完

全行為能力人 (Ｃ)阿昕為完全行為能力人，

阿晃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Ｄ)阿昕為限制行為

能力人，阿晃為無行為能力人。 

23. (   )這次讀書會的主題是《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的相關規定，下列哪

一位組員的說明最為正確？ (Ａ) 

 (Ｂ) 

  

(Ｃ)  (Ｄ) 

 

24. (   )下列何者屬於行政罰的一種？ (Ａ)

罰金 (Ｂ)拘役 (Ｃ)吊銷執照 (

Ｄ)損害賠償。 

25. (   )附圖中兩人的行為已經觸犯了何項法

律？ 

 

(Ａ)《民法》 (Ｂ)《社會秩序維護法》 (

Ｃ)《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Ｄ)《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公民解答: 

1-5  (Ｄ)(Ｃ)(Ｄ)(Ｂ)(Ｂ) 

6-10(Ｃ)(Ｂ)(Ｃ)(Ｂ)(Ｂ) 

11-15(Ｂ)(Ｄ)(Ａ)(Ｂ)(Ａ) 

16-20(Ａ)(Ａ)(Ｃ)(Ｄ)(Ｃ) 

21-25(Ｄ)(Ａ)(Ｄ)(Ｃ)(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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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理  選擇題：每題 4 分，共 100 分 

1. (   )盛行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在中

世紀時藉由下列何項活動而傳播至南

洋群島？ (Ａ)宗教戰爭 (Ｂ)貿易

活動 (Ｃ)文化交流 (Ｄ)殖民統治

。 

2. (   )近年來中國計畫在西部邊疆打通一條

新的絲綢之路（如附圖），興建中國

和巴基斯坦之間的跨國鐵路網。中國

希望藉由這個計畫讓巴基斯坦成為中

國進口重要資源的轉運站。附圖中巴

鐵路的規畫路線上，沿途及起始點都

市的主要宗教信仰特色為何？ 

 

(Ａ)星期日需進教堂禱告 (Ｂ)居民禁食牛肉 

(Ｃ)宗教經典為社會戒律 (Ｄ)社會階級分明

。 

3. (   )朝鮮半島因其地理位置而有「東亞橋

梁」之稱，是因為它位在哪兩個地區

之間？(甲)中國(乙)俄羅斯(丙)日本

群島(丁)菲律賓群島 (Ａ)甲丙 (

Ｂ)乙丁 (Ｃ)甲乙 (Ｄ)丙丁。 

4. (   )日本與臺灣同為東亞島弧的國家，地

理條件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不包括

下列何者？ (Ａ)山多平原少 (Ｂ)

缺乏工業原料 (Ｃ)冬季吹東北風 

(Ｄ)多地震活動。 

5. (   )心傑今年暑假到國外旅行，來到一個

伊斯蘭教國家，當地充滿地中海色彩

。在該國搭渡輪即可經由地中海進入

歐洲，並可順道一遊希臘。請問：心

傑所去的國家位於附圖中何處？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6. (   )馬穆德是來自伊朗的外籍學生，由附

圖中他的自我介紹可知，當地的生活

規範主要受到哪一個宗教的影響？ 

 

(Ａ)佛教 (Ｂ)基督教 (Ｃ)印度教 (Ｄ)伊

斯蘭教。 

7. (   )某電視臺的記者報導：「波斯灣的安

定，牽動著你我的生活。一旦波斯灣

發生戰爭，就會引發全球經濟的恐慌

。」這段話主要是在強調波斯灣地區

具有下列何種足以影響全球經濟的重

要性？〔96.第二次基測〕 (Ａ)宗教

的發源地 (Ｂ)境內富藏石油 (Ｃ)

海陸交通要衝 (Ｄ)民族的匯集處。 

8. (   )石油因經濟價值高而被稱為「黑金」

，西亞地區為全球重要的產地，當地

較為重要的石油生產國中，未包括下

列何國？ (Ａ)科威特 (Ｂ)沙烏地

阿拉伯 (Ｃ)以色列 (Ｄ)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9. (   )附圖為影響全球石油價格變化的漫畫

，圖中那隻可以操縱國際油價的手，

代表著下列哪一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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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東南亞國協 (Ｂ)世界貿易組織 (Ｃ)石

油輸出國家組織 (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10. (   )該國境內的資源相當豐富，石油礦產

帶來大量外匯，再加上不斷增加的人

口提供充足且廉價的勞力，被列為極

具潛力的新興工業國家。請問：該國

家應該為何？ (Ａ)新加坡 (Ｂ)泰

國 (Ｃ)印尼 (Ｄ)菲律賓。 

11. (   )日本工業區多分布於沿海地區，這受

到下列哪些因素的影響最大？(甲)缺

乏原料(乙)技術進步(丙)出口為主(

丁)勞力不足 (Ａ)甲乙 (Ｂ)甲丙 

(Ｃ)甲丁 (Ｄ)丙丁。 

12. (   )朝鮮半島以北緯 38°為界分成南、北

韓。下列有關兩韓的地理環境比較，

何者與緯度高低的關係最小？ (Ａ)

北韓的生長季較短 (Ｂ)南韓的糧食

生產較多 (Ｃ)南韓的氣溫較高 (

Ｄ)北韓的礦產較豐富。 

13. (   )2011 年泰國發生嚴重水患，河川沿

岸都市紛紛為惡水吞沒，造成汽車零

組件短缺及電腦硬碟缺貨，價格飆漲

。首都曼谷由於位於何種地形上，飽

受威脅？ (Ａ)山坡臺地 (Ｂ)沖積

扇 (Ｃ)三角洲 (Ｄ)氾濫平原。 

14. (   )朝鮮半島南部年可二穫，而北部僅年

可一穫，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何？ 

(Ａ)緯度高低 (Ｂ)降水量多寡 (

Ｃ)洋流性質 (Ｄ)土壤種類。 

15. (   )小名到東南亞某城市旅遊，發現當地

全年的天氣變化概況相似，其狀況如

附圖所示，小名最可能是到了哪一個

國家？ 

 

(Ａ)越南 (Ｂ)泰國 (Ｃ)印尼 (Ｄ)菲律賓

。 

16. (   )法國境內有數百萬的阿爾及利亞移民

勞工，因此兩國間的關係密切。請問

：位於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必須經過哪

一個海域才可到達法國？ (Ａ)黑海 

(Ｂ)紅海 (Ｃ)地中海 (Ｄ)波羅的

海。 

17. (   )巴勒斯坦被稱為西亞的火藥庫，其原

因之一為 1948 年以色列建國之後，

形成了哪兩個教派之間的衝突？ (

Ａ)猶太教、基督教 (Ｂ)猶太教、

伊斯蘭教 (Ｃ)猶太教、天主教 (

Ｄ)基督教、伊斯蘭教。 

18. (   )近年來國人出國旅遊的風氣日盛，因

此每到寒暑假時飛機機位常一位難求

。來自臺北的小美和小英想利用難得

的新年假期出國旅遊，好好的放鬆並

增廣見聞，於是決定到一個氣候涼爽

的地方觀光，正好可以避開臺北溼冷

的天氣。請問：下列哪一個國家的旅

遊最符合她們的需求？ (Ａ) 

 (Ｂ)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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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19. (   )伊斯蘭教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仰

的地區極為廣泛。請問：下列哪一地

區的主要宗教信仰不是伊斯蘭教？ 

(Ａ)北非 (Ｂ)西亞 (Ｃ)南洋群島 

(Ｄ)中南半島。 

20. (   )「坎井」為高山融雪滲入地下水層後

，再利用地下水道將地下水引到綠洲

的灌溉方式。請問：北非的哪個地區

可看到此種水利灌溉系統？ (Ａ)撒

哈拉盆地 (Ｂ)地中海沿岸 (Ｃ)尼

羅河流域 (Ｄ)亞特拉斯山。 

21. (   )越南、泰國為世界重要稻米出口國，

兩地盛產稻米的原因，除了高溫多雨

的氣候條件外，還與下列哪一種環境

最有關係？〔92.第一次基測〕 (Ａ)

多港埠型的都市 (Ｂ)三角洲面積廣

大 (Ｃ)中印文化的影響 (Ｄ)受殖

民國的統治。 

22. (   )南亞各地區的氣候條件略有不同，因

此形成各種氣候類型，其中北部地形

區的氣溫較低，對當地的人文活動及

產業發展影響甚大。請問：南亞地區

的北部氣溫較低的主因為何？ (Ａ)

季風吹拂 (Ｂ)寒流經過 (Ｃ)地勢

高聳 (Ｄ)迎風坡面。 

23. (   )何者不是日本、南韓皆具有的經濟發

展特色？ (Ａ)原料多需仰賴進口 

(Ｂ)產品多以外銷世界為主 (Ｃ)出

口汽車、高科技產品等高單價物品為

主 (Ｄ)實施共產主義，由國家的力

量控制經濟發展。 

24. (   )根據聯合國的緝毒官員指出，近年來

亞洲的經濟發展快速，使用古柯鹼、

製造海洛因和走私毒品的事件也隨之

增加，其中某國因位於東南亞泰、緬

一帶的毒品製造中心和西亞鴉片生產

中心阿富汗之間，因此走私氾濫的情

況相當嚴重，需特別加以注意。根據

上述地理位置判斷，某國最可能為下

列何國？ (Ａ)印尼 (Ｂ)菲律賓 

(Ｃ)北韓 (Ｄ)印度。 

25. (   )印度為文明古國，在早期為東西之間

海運貿易往來的必經之地，交通地位

相當重要。請問：該地區的海上運輸

所通行的海洋為下列何者？ (Ａ)太

平洋 (Ｂ)大西洋 (Ｃ)印度洋 (

Ｄ)北極海。 

地理解答 

1.(Ｂ)2.(Ｃ)3.(Ａ)4.(Ｃ)5.(Ａ) 

6.(Ｄ)7.(Ｂ) 8.(Ｃ)9.(Ｃ)10.(Ｃ) 

11.(Ｂ) 12.(Ｄ)13.(Ｃ)14.(Ａ)15.(Ｃ) 

16.(Ｃ)17.(Ｂ)18.(Ｃ) 19.(Ｄ)20.(Ｄ) 

21.(Ｂ)22.(Ｃ) 23.(Ｄ)24.(Ｄ)25.(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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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歷史   選擇題：每題 4 分，共 100 分 

1.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的韓國與越

南在經歷獨立之後卻走向分裂的地步

，其主要的原因為何？ (Ａ)法國勢

力的擴張 (Ｂ)美國的新霸權地位 

(Ｃ)日本的軍國主義 (Ｄ)共產勢力

的介入。 

2. (   )近代中國曾有一段政治上相對穩定的

時間，在這段時間裡，國民政府積極

進行基礎建設，推動金融改革、興建

機場、營建鐵公路等，為未來長期抗

戰打下良好的基礎。請問：上述這段

時間為何？ (Ａ)民國 5 年～北伐前 

(Ｂ)北伐期間 (Ｃ)北伐結束～中日

戰爭前 (Ｄ)中日戰爭期間。 

3. (   )一位歷史學家在一篇研究近代中國史

的論文中，描述某一事件：「最重要

的就是愛國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

……爭回中國在山東的主權；另一方

面是促使青年人的自我覺醒。」上文

所指的是哪一事件？ (Ａ)革命運動 

(Ｂ)五四運動 (Ｃ)九一八事變 (

Ｄ)盧溝橋事變。 

4. (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哪兩個國家首先

與中國另訂平等新約？ (Ａ)美、英 

(Ｂ)美、法 (Ｃ)法、德 (Ｄ)德、

美。 

5. (   )民國 4 年政府被迫同意日本所提出「

二十一條要求」中的大部分條件，認

可日本在中國何地的特殊權益？ (

Ａ)山東 (Ｂ)東北 (Ｃ)雲南 (Ｄ

)廣東。 

6. (   )學者批評中共建國之初的某個政策，

認為這是泯滅人性，拆散家庭又不符

合人倫常情的制度，形成「大鍋飯」

、「養懶漢」、「效率低下」的現象

。請問：這位學者最有可能在批評何

種政策？ (Ａ)文化大革命 (Ｂ)土

地改革 (Ｃ)人民公社 (Ｄ)土法煉

鋼。 

7. (   )他因為父親被殺，又無法堅守父親遺

志，使得東北家鄉淪為異族統治，加

上不滿國民黨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

因而發動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現代

史，但也造成自己日後長達五十多年

的軟禁生涯。請問：上述這位歷史人

物為何？ (Ａ)張學良 (Ｂ)陳獨秀 

(Ｃ)蔣中正 (Ｄ)蔡元培。 

8. (   )八年抗戰，當日本一投降，中國的內

戰烽火便隨之燃起。請問：此一內戰

應是指哪一件事？ (Ａ)國共衝突 

(Ｂ)推翻帝制的革命 (Ｃ)軍閥混戰 

(Ｄ)二次革命。 

9.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局勢走向區

域統合，東南亞國家協會便是其一。

下列何者是東南亞國家協會成立的目

的？ (Ａ)達成太平洋地區貿易和投

資的自由化 (Ｂ)消滅種族歧視 (

Ｃ)促成貨幣金融的統一，達到政治

的統合 (Ｄ)進行經貿的區域性合作

。 

10. (   )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宣布正式進入

「以黨治國」的訓政時期。請問：這

裡的黨是指下列何者？ (Ａ)中國共

產黨 (Ｂ)中國國民黨 (Ｃ)民主進

步黨 (Ｄ)同盟會。 

11. (   )以下是一位旅行者到訪上海後的見聞

：「此區工廠地帶可以看到日本戰機

轟炸的痕跡，但是如果來到租界區，

興盛的商業中心立即映入眼中。在此

，歐、美國家的主要銀行林立，國民

政府的官方銀行：中央銀行，以及中

國銀行、交通銀行等仍然繁忙地繼續

營業，處理租界區內的金融交易。」

此人最可能是在下列何時參訪上海？ 

(Ａ) 1830 年代 (Ｂ) 1890 年代 (

Ｃ) 1930 年代 (Ｄ) 1990 年代。【

107.年會考改寫】（4-1） 

12. (   )附圖為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成立時的

情況，由圖可知該組織成立於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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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夏威夷 (Ｂ)關島 (Ｃ)新加坡 (Ｄ)東

京。 

13. (   )下列四幅漫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後所發生的四個事件。依發生時間先

後順序排列為何？ 

  

  

(Ａ)甲乙丙丁 (Ｂ)乙丁甲丙 (Ｃ)丙甲丁乙 

(Ｄ)丁甲丙乙。 

14. (   )民國初年，有位政治人物說：「民國

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

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

總統自無討論餘地。」引起當時輿論

猛烈批評。這段話出現的背景，與下

列哪一件史實有關？〔94.第二次基測

修訂〕 (Ａ)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Ｂ)袁世凱謀畫帝制 (Ｃ)溥儀退位 

(Ｄ)蔣中正率軍北伐。 

15. (   )某個時期的中國文學體裁出現劇烈變

化，新的體裁追求的是「言之有物，

不用典故，不講對仗，平易近人……

」。請問：該時期為何？ (Ａ)自強

運動 (Ｂ)百日維新 (Ｃ)立憲運動 

(Ｄ)新文化運動。 

16. (   )袁世凱曾說：我不怕孫文，我最怕的

是宋教仁。宋教仁在同盟會期間，籌

畫地下組織，累積人脈。民國 2 年，

國民黨贏得國會大選，當時擔任國民

黨代理理事長的宋教仁具有黨魁的身

分。如果沒有刺殺宋教仁的暗殺事件

，則依法宋會是首任中華民國總理。

請問：題幹所說的依法，是依據下列

何種法律？ (Ａ)《中華民國刑法》 

(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

Ｃ)《中華民國憲法》 (Ｄ)《中華

民國臨時約法》。 

17. (   )附圖是描繪中國某時期出現的情景，

根據內容判斷，此圖最可能呈現下列

何者？〔103.會考修訂〕 

 

(Ａ)義和團事變 (Ｂ)文化大革命 (Ｃ)新文

化運動 (Ｄ)五四運動。 

18. (   )電影《軍艦島》敘述一群朝鮮勞工，

為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並避免被日

本政府強制徵兵的命運，爭取到前往

日本的機會，沒想到卻是被日本政府

送上軍艦島，從此展開慘無天日的挖

礦人生，最後勞工們不堪長期的折磨

，選擇聯手出逃。電影的主角群包括

：黑幫流氓、樂團團長，還有一名逃

亡的慰安婦。請問：該電影的故事背

景應該在何時？ (Ａ)第一次世界大

戰期間 (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Ｃ)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 (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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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傳統中國崇尚「三寸金蓮」的陋習，

在這個時期受到西式審美觀的影響，

逐漸有了放足的呼聲，從此婦女的身

體自主權更進一步受到了保障。請問

：上文描述的情況最早會發生在下列

哪個時間點？ (Ａ)西元 1800 年 (

Ｂ)西元 1820 年 (Ｃ)西元 1860 年 

(Ｄ)西元 1910 年。 

20. (   )張三正在臺上發表演說：「身為保路

同志會的一員，我堅決反對政府這種

蠻橫的行為，將我們畢生投資的心血

野蠻的收歸國有，政府將會為這樣的

行為付出代價……。」張三發表演說

的地點正是保路運動中抗爭最激烈的

省分，請問：這是下列何地？ (Ａ)

湖北 (Ｂ)四川 (Ｃ)黑龍江 (Ｄ)

廣東。 

21. (   )冷戰時期，以印尼為首的亞洲國家不

願捲入美蘇雙方的糾紛之中，選擇政

治自主、彼此經濟合作，並與相同理

念的國家領導人會面晤談，形成一股

可觀的國際勢力。請問：這些國家發

動了何種運動？ (Ａ)不結盟運動 

(Ｂ)不合作運動 (Ｃ)不支持運動 

(Ｄ)不參與運動。 

22. (   )歷史學家如果要探討「文化大革命」

的前因後果，那麼何人必然要負起「

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責任？ (

Ａ)蔣中正 (Ｂ)陳獨秀 (Ｃ)鄧小

平 (Ｄ)毛澤東。 

23. (   )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因而對日宣戰

，使得歐亞戰場合而為一。請問：珍

珠港事變對中國的歷史發展有何重要

的影響？ (Ａ)廢除不平等條約 (

Ｂ)開始聯俄容共 (Ｃ)列強租界港

灣 (Ｄ)引發五四運動。 

24. (   )民國 25 年，挾持蔣中正，發動西安

事變的是下列哪一個人？ (Ａ)溥儀 

(Ｂ)陳獨秀 (Ｃ)胡適 (Ｄ)張學良

。 

25. (   )文化大革命被評價為十年浩劫，十年

之間「領袖神格化」的現象嚴重，對

領袖的個人崇拜達於顛峰。請問：上

述領袖所指何人？ (Ａ)毛澤東 (

Ｂ)鄧小平 (Ｃ)蔣中正 (Ｄ)孫中

山。 

歷史解答 

1.(Ｄ)2.(Ｃ)3.(Ｂ)4.(Ａ)5.(Ａ) 

6.(Ｃ) 7.(Ａ)8.(Ａ)9.(Ｄ)10.(Ｂ) 

11.(Ｃ)12.(Ａ)13.(Ｂ)14.(Ｂ)15.(Ｄ) 

16.(Ｄ)17.(Ｂ)18.(Ｃ)19.(Ｄ)20.(Ｂ) 

21.(Ａ)22.(Ｄ)23.(Ａ)24.(Ｄ)25.(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