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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國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九年級 社會領域 補考題庫 

地理科題庫 

1. ( C )非洲主要地形最接近下列哪個等高線地形圖？ 

    (A)                (B)                 (C)                (D) 

  

 

 

2.  ( A )世界最長的河流—尼羅河位於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3.  ( B ) 哪個水域為溝通西亞與南歐之間的重要航道？ 

       (A)北極海 (B)蘇伊士運河 (C)巴拿馬運河 (D)直布羅陀海峽 

4.  ( B )非洲火山活動最活躍的地區為下列何處？ 

       (A)北部非洲 (B)東部非洲 (C)西部非洲 (D)南部非洲 

5.  ( D )尼羅河過去每年夏季定期氾濫，利於農業活動的發展。請問：這種特徵與下列哪    

      項關係最密切？ (A)上游屬於熱帶雨林氣候 (B)尼羅河為世界第一長河 (C)擁有 

      全球最多的勞動力人口 (D)下游沖積形成平原與河口三角洲 

6.  ( C )興建亞斯文高壩為埃及帶來灌溉效益，但也可能產生哪些負面影響？ (甲)古蹟被 

      淹沒 (乙)氾濫區擴大 (丙)土壤沃度下降 (丁)下游出現斷流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乙丁 

7.  ( D )根據文中所述，澳洲政府倡導與鼓勵移民，由西元 2012 年澳洲人口較西元 2006 

      年增加兩成可看出成果。請問：移民對澳洲人口結構所造成影響，主要為下列何 

      者？ (A)性別比失衡 (B)扶養比上升 (C)高齡人口增加 (D)人口密度提高 

8.  ( D )文中提到澳洲由於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因素，技術移民成為其重要國策之一。請 

      問：「特殊的地理」因素指下列何者？ (A)位處北方大陸，開發較早，人口眾多  

      (B)位處北方大陸，開發較晚，人口稀少 (C)位處南方大陸，開發較早，人口眾多  

      (D)位處南方大陸，開發較晚，人口稀少 

9.  ( A )在非洲黑人的傳統生活中，有種耕作方式非常特殊：「首先，人們會尋找一塊地， 

       選定之後就開始砍樹、放火焚燒林木；再整地播種，這時，工作就告一個段落了。 

       在作物生長的這段期間，人們不灌溉、不施肥、不除草，只靜待收成。三、五年 

       後，土地因雨水沖刷而地力枯竭，人們就會再另闢新地，重複上述的開墾活動。」 

       請問：上述的耕作方式稱為何者？ (A)游耕 (B)游牧 (C)採集 (D)漁撈 

◎歐洲列強殖民非洲後，利用當地氣候條件與大量廉價勞力，視非洲為重要的原料供應地，積

極向各地開發，因此發展出特殊的經濟活動與人文背景。 

10. ( B )上文中所提及的農業活動為下列何者？ (A)需大範圍土地的游耕 (B)出口為主的 

       熱帶栽培業 (C)出口為主的商業性穀物種植 (D)集約式的專業蔬果區 

11. ( C )歐洲列強在非洲地區種植咖啡、可可等經濟作物，但價格易受國際市場的波動， 

      其主要原因為何？ (A)勞工成本提高 (B)全球氣候異常 (C)單一化的栽培 (D)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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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控制價格 

12. ( B )紐西蘭有 50％以上的電力來自水力發電，這與紐西蘭的哪個環境特徵關係最為密 

      切？(甲)氣候潮溼多雨 (乙)火山作用盛行 (丙)峽灣地形發達 (丁)地形以山地為 

      主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13. ( B )海功號於 12 月從臺灣航行至南極，隔年 3 月返臺。請問：海功號停留在南極的主 

      要季節為何？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14. ( C )下列何者最可能是海功號船員在南極地區會看到的景觀？ (A)北極熊跳躍浮冰 

      的驚險畫面 (B)因紐特人正在建造冰屋 (C)美國的科學研究站 (D)開鑿南極 

      礦產的工廠 

◎交通革新包含通訊革新與運輸革新兩個部分，在交通革新之後，人類生活產生了許多改變，

請試著回答下列問題。 

15. ( D )下列哪些改變為運輸革新所帶來的影響？ (甲)兩地之間的實際距離變短 (乙)兩 

      地之間的交流更加頻繁 (丙)兩地之間的交通時間縮短 (丁)兩地之間人力流動變 

      容易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16. ( A )通訊革新使得資料可透過網路快速傳遞，若美國(120°W)總公司的員工，在下午六       

      點下班時，將工作資料傳送到印度分公司，請問此時印度(75°E)當地時間為幾點？  

      (A)早上七點 (B)早上八點 (C)晚上九點 (D)晚上十一點 

◎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或拓展海外市場，在世界各地成立分公司，形成所謂的跨國企業；以

現代的科技產品為例，由於構造複雜，其零件可能分別由不同廠商，甚至不同國家所負責，形

成國際分工，請試著回答下列問題。 

17. ( D )若企業想節省加工製造成本，請問分公司最可能設在下列哪個國家？ 

      (A)加拿大 (B)荷蘭 (C)日本 (D)中國 

18. ( B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產品不斷研發，推陳出新，若是科技公司要設立研發部門， 

      較適合選擇下列哪個地區？ (A)地價便宜的鄉村地區 (B)資訊流通的大都會區  

      (C)停車方便的都市郊區 (D)人煙稀少的未開發區 

19. ( C )若以企業經營的角度來思考，企業的哪一部門最可能世界各地皆有？  

      (A)研發部門 (B)製造部門 (C)行銷部門 (D)企業總部 

20. ( B )咖啡是歐 美國家人民重要的飲料，為何他們選擇非洲作為原料供應地？   

      (A)政策鼓勵 (B)生產成本低 (C)語言溝通無障礙 (D)主要的消費市場 

歷史科題庫 

1. （D）二十世紀以來，科學、心理學等方面皆有不凡成就，請問：某一人物傳記提到：「□      

         □一生致力於放射性物質的研究，終於發現釙、鐳等物質，並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請問：□□是指何人？ (A)雷馬克 (B)佛洛伊德 (C)愛因斯坦 (D)居里夫人。 

2. （C）「人類被壓抑的欲望常會藉由夢境顯現出來，因而可以透過解析夢境了解影響人類行 

         為的因子」，上述的觀念可能是受到何人理論的影響？  

          (A)雷馬克 (B)愛因斯坦 (C)佛洛伊德 (D)居里夫人。 

3. （B）十九世紀某位思想家聲稱：「解放工人階級的工作，必須由工人階級自己來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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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鐐銬之外，勞動階級沒有什麼好損失的。……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吧！」此 

        思想與下列哪一事件的發生關係最密切？  

        (A)法國大革命 (B)俄國列寧革命 (C)土耳其復興運動 (D)印度不合作運動。 

4. （C）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因戰敗而瓦解。當時推動土耳其建立共和政府、 

        與協約國重訂和約並廢除不平等條款，進而促進土耳其現代化的領袖，是下列何人？  

        (A)甘地 (B)加富爾 (C)凱末爾 (D)俾斯麥。 

※請閱讀下列短文，後回答第 5-7 題。 

某人年輕時曾受到盧梭、伏爾泰、狄德羅等人的影響，試圖為祖國命運而戰，他曾誇下豪語：「在

我沒有打碎西班牙束縛我祖國的枷鎖前，我的手將不倦怠的打擊敵人，我的心亦不會安靜。」

自此他積極從事民族解放事業，並著手建立一個包含委內瑞拉及厄瓜多等國在內的大哥倫比亞

共和國。他不但領導此地區的革命，並協助此地建立諸多新國家，還推動憲法體制，廢除奴隸

制度，為此地區的獨立與自由奮鬥了二十多年。 

5. （B）由短文的內容可知，此人應該是下列哪位歷史人物？ 

       (A)馬志尼 (B)玻利瓦 (C)俾斯麥 (D)加富爾。 

6. （D）由短文的內容可知，此人主要是幫助下列哪個地區的人民脫離西班牙的殖民統治而獨 

       立？ (A)非洲 (B)東亞 (C)東南亞 (D)中南美洲。 

7. （C）此地區之所以可以獨立成功，與下列何種主張的公布有關？ 

       (A)獨立宣言 (B)開羅宣言 (C)門羅宣言 (D)人權宣言。 

※請根據下列兩則資料，回答第 8-10 題。 

資料一： 此地區的語言複雜，包括阿爾巴尼亞語、保加利亞語、希臘語、塞爾維亞語、羅馬尼  

         亞語等，造成此地區的歧異性加大。 

資料二： 隨著殖民母國勢力衰微，此地區有許多國家紛紛獨立建國，法國、俄國、英國、奧國 

         等亦加緊入侵，造成此地區局勢不穩。 

8. （B）資料一提到的此地區應該是指下列哪個地區？ 

        (A)拉丁美洲 (B)巴爾幹半島 (C)日耳曼地區 (D)義大利半島。 

9. （D）資料二提到由於殖民母國勢力衰微，使此區許多國家得以獨立建國，掌控此地區的殖 

        民母國應該是下列何國？ 

        (A)德意志帝國 (B)義大利王國 (C)俄羅斯帝國 (D)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10. （B）當時統治此地區的殖民母國主要信奉下列何種宗教？ 

        (A)佛教 (B)伊斯蘭教 (C)希臘正教 (D)羅馬公教。 

※閱讀下列短文，回答第 11-13 題。 

十七世紀時，□□幕府宣布除了中國人與荷蘭人之外，不許外人到日本貿易，也不准日船行駛

海外，從此開啟了日本的鎖國時代。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的○國強迫日本開放通商口岸，幕府

被迫於西元 1868 年還政於天皇。天皇推行的改革運動使日本脫胎換骨，並在西元 1894～1895 年

的甲午戰爭，以及西元 1904～1905 年的日俄戰爭，先後擊敗中國與俄國，成為新帝國主義強國

之一。 

11. （B）根據文中描述，開啟日本鎖國時代的「□□幕府」，應該是下列何者？ 

        (A)鎌倉幕府 (B)江戶幕府 (C)室町幕府 (D)明治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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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文中提及「○國」強迫日本開放通商口岸，它應該是下列哪個國家？  

       (A)美國 (B)英國 (C)法國 (D)德國。 

13. （C）天皇推行的哪項改革運動，使日本成為新帝國主義國家？  

       (A)立憲運動 (B)自強運動 (C)明治維新 (D)戊戌變法。 

※成恩正在看兩則歷史資料，請根據資料內容，回答下列第 14-17 題。 

資料一：德皇威廉二世上臺後，希望大力向外擴張，於是解除俾斯麥職權，並對外高喊「大日 

        耳曼主義」與「大海軍主義」，對後來的歐洲局勢造成不小的影響。 

資料二：西元 1917 年，為戰爭關鍵轉折年，德國在一次會議中決定大規模使用無限制潛艇戰略， 

       並將不列顛群島的海面與英倫海峽都劃為戰區，預期在半年內斷絕英國海外糧食的供 

       應。 

14. （D）由上述兩則資料來看，這應該是與下列何事有關？ 

        (A)美國獨立 (B)法國大革命 (C)德國統一運動 (D)第一次世界大戰。 

15. （B）資料一提到德皇威廉二世的作為，後來引發下列何種後果？ 

        (A)列強競爭激烈，瓜分非洲 (B)列強為求自保，紛紛結盟 

        (C)德國孤立無援，與法結盟 (D)俄國勢力抬頭，與奧結盟。 

16. （A）資料二提到德國採用無限制潛艇戰略，最後迫使哪個國家對德宣戰？  

        (A)美國 (B)法國 (C)俄國 (D)英國。 

17. （C）若想更深入了解資料一與資料二的歷史發展，可以參看下列哪本書籍？ 

        (A)孤雛淚 (B)夢的解析 (C)西線無戰事 (D)少年維特的煩惱。 

※這是一次大戰結束後，發生在美國，進而影響全球的重要事件。請參閱下列照片與統計表資

料，回答第 18-20 題。 

 

 

 

 

 

 

                                

▲ 一九三○年代，大批美國民眾擁入銀行擠兌。          ▲ 美國銀行倒閉數量圖 

 

18. （B）上面資料所要呈現的主題應該是什麼？ 

        (A)天災人禍的可怕 (B)經濟蕭條的影響 (C)民主政治的興起 (D)社會主義的衝擊。 

19. （D）美國面對上述的危機時，提出何種解決方法？  

        (A)採取種族隔離措施 (B)實施自由放任政策 (C)大量增加私人投資  

        (D)推動大型公共工程。 

20. （C）美國在上述危機期間採用下列何種方式，促進國內經濟活絡？  

        (A)資本主義 (B)自由放任主義 (C)消費帶動經濟 (D)無產階級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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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題庫 

1. （A）大雄在生活的社區散步，看到下列情景：媽媽開德國進口車、靜香穿法國服飾、胖 

虎喝美國可口可樂、小夫吃泰國料理。上述情況說明大雄身處何種社會？  

(A)全球化 (B)工業化 (C)都市化 (D)本土化。 

2. （D）素娥買了來自瑞典的家具、韓國的家電、日本的液晶電視和美國的有機食品；她的 

筆記型電腦不管在臺灣或出外旅遊都可上網使用。以上事項反映了下列哪一種現 

象？ (A)市場化 (B)標準化 (C)資訊化 (D)全球化。 

3. （C）過去如果有人要搭飛機出國，是一件大事，因為出一趟遠門是不容易的事；如今臺 

北、香港一日遊不是夢想，搭飛機出國已變得更簡單方便。請問：造成過去和現在 

差異的最大原因為何？(A)個人所得的高低 (B)鄉土情懷的養成 (C)交通運輸的發展 

(D)知識水準的高低。 

4. （D）由於交通運輸、跨國生產、傳播媒體，以及資訊科技等因素的發展，世界形成一個 

超越國界、相互關連的共同體之過程，稱為下列何者？  

(A)本土化 (B)區域化 (C)在地化 (D)全球化。 

5. （A）強烈寒流來襲，各家電視臺的氣象報告呼籲民眾要注意保暖工作，更提醒農、漁民預防 

寒害。這是傳播媒體所發揮的何種功能？  

(A)提供訊息 (B)監督政府 (C)休閒娛樂 (D)教育文化。 

6. （D）專門蒐集、整理訊息，並利用各種管道將有系統的資訊，傳遞給閱聽人的媒介，稱為下 

列何者？ (A)政府機關 (B)跨國企業 (C)商業公會 (D)傳播媒體。 

7. （A）電視新聞播報天氣概況：「臺灣東北部地區有短暫雨，北部及東部地區雲量稍多，今、 

明兩天中南部日夜溫差大。」上述報導顯示傳播媒體發揮了何種功能？ 

(A)提供訊息 (B)監督政府 (C)休閒娛樂 (D)教育文化。 

8. （A）《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新規定已在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正式上路，並從民國 101 年 

2 月 1 日起開罰。修正後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列後座乘客亦須繫安全帶的規定， 

一旦違反規定，處駕駛人新臺幣 1,500 元罰鍰。在新法令實施前，政府透過各種傳播媒體 

大力宣導新的規定與罰則，以利推動，這是傳播媒體何種功能的發揮？(甲)提供訊息 (乙) 

教育大眾 (丙)休閒娛樂 (丁)監督政府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9. （D）前法務部長主張廢除死刑，並拒簽死刑執行令，引起全民關注，從各媒體都可看到被害 

家屬乃至死刑犯的看法。以上現象顯示人民的哪項權益已日漸受到重視？   

(A)受益權 (B)隱私權 (C)智慧財產權 (D)媒體接近使用權。 

10. （C）以下是幸福國今日的各報頭條新聞。請問：下列各報紙的頭條新聞，應不具有傳播媒體

的哪一個功能？  (A)提供訊息  (B)反映民意  (C)休閒娛樂  (D)監督政府。 

 

 

 

 

 

果物日報 

誇張！失業率已破 6％ 

獨立時報 

失業率高！勞動部：盡快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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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不同文化在

相互接觸之後，彼此互相

認識、理解及學習的過

程。 

 

 

 

 

 

 

11. （D）臺灣的電視頻道有一百多個，也算是世界難得的「臺灣特色」。請問：人民可以向 

         政府申請成立民營電視臺，並播放自製的節目，應是下列何項概念的彰顯？   

         (A)監督政府  (B)文化差異  (C)媒體識讀  (D)媒體接近使用權。 

12. （B）對於如何成為「耳聰目明」的閱聽人，對媒體有深入的了解，不再只是消極接受媒 

         體資訊，而能積極解讀媒體訊息，下列有四位同學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何者的觀 

         念最正確？(A)義峰：了解媒體廣告收入的來源與價格  (B)曉彤：思考媒體所呈現的  

訊息是否真實  (C)維哲：根據收視率的高低選看電視節目  (D)芽芽：透過大眾輿論主

導媒體經營方向 

13. （D）文卓聽演講時，在筆記本上寫下一項重點，但關鍵字卻被咖啡滴到，以致看不清楚。      

        請問：筆記上被咖啡漬滴到的應是指何種概念？ (A)強勢文化 (B)弱勢文化 (C)文 

        化衝突 (D)文化交流。 

        

 

 

 

 

 

 

14. （C）梁老師在課堂上講述某概念：「當不同文化接觸時，在經濟、權力等資源擁有優勢的 

一方，稱為★★。」上述★★應為下列何者？  

(A)傳統文化 (B)多元文化 (C)強勢文化(D)弱勢文化。 

15. （D）網際網路的發達，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通訊與接收資訊的管道可以跨越時空限制，在這 

樣的環境中，我們應該有何種正確認知？ 

(A)在網路上公開個人資料不會有任何問題 (B)網路上的資料可以隨意運用  

(C)音樂專輯用網路抓取下載較省錢 (D)保護自己並尊重他人的資料隱私。 

16. （D）為了避免個人人格權遭受侵害，我國政府透過制定法律，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應該尊重當事人的權益，並於合理的目的與範圍下，利用個人資料。上述法 

律應是指下列何者？ 

(A)《民法》 (B)《刑法》 (C)《社會秩序維護法》 (D)《個人資料保護法》。 

17. （C）【甲】是指在產生、傳播、整理、保存、檢索、使用資訊，以及設計、管理資訊系統 

時，應有的行為準則。上述【甲】應為下列何者？ 

(A)生命倫理 (B)環境倫理 (C)資訊倫理 (D)校園倫理。 

中立時報 

失業苦笑！民眾：只能啃老和節儉！ 

合縱日報 

失業率6％ 蕭條的苦日子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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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現象正在推倒各國疆

界，使世界各國關係日益密

切，彼此休戚與共，國際間發

生的事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

儘管是好是壞，仍是見仁見

智，但大多數人都視它為一個

自然過程……。 

18. （B）★★是指透過電腦網路和電信傳輸等資訊系統，迅速傳遞訊息的技術。上述★★應為 

下列何者？ (A)生物科技 (B)資訊科技 (C)基因改造 (D)媒體識讀。 

19. （A）現在世界上有許多大型企業，大多會將企業的分公司或工廠分設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 

以便透過國際分工降低其生產成本。上述內容凸顯出下列何種概念？ 

(A)跨國公司 (B)資訊科技(C)傳播媒體(D)反全球化。 

20. （C）公民老師在課堂上寫了一段話，如附圖所示。 

     請問：公民老師在文中所說的現象，主要是指下列何者？ 

(A)工業革命的興起 (B)帝國主義的擴張  

(C)全球化快速發展 (D)跨國公司的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