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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題：(1～46 題) 

1.位於非洲的某間主題博物館為了凸顯其特色，設

計了如圖(一)照片所示的入口，參觀者購票後會隨

機拿到不同的票卡，須依票卡上的標示從不同的

入口進入。該博物館的主題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多元的部落文化 

(B)多樣的傳統產業 

(C)種族隔離的歷史事件 

(D)貧富差距的社會議題 

 

2.中國於1970年代末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帶動經濟快速成長，但是卻加深區域發

展失衡現象。下列關於中國的新聞報導，何者最能反映中國區域發展不均的現象？ 

(A)今年出現的多起沙塵暴，已直接威脅北京、上海及南京等大都市 

(B)推動海上絲路計畫，發展從中國沿海港口經印度洋至歐洲的航線 

(C)農曆春節將湧現數億人次返鄉人潮，堪稱地表最大規模的人口移動 

(D)南方近年降雨減少，旱象環生，南水北調將威脅南方用水的供應量 

 

3.在古代，由於沒有電話和無線電等通訊設備，烽火臺

成為傳遞軍情的最好設施之一，傳遞的方法是白天燃

煙，夜間舉火。為使軍情能快速傳遞，烽火臺通常設

置在視野極佳的位置。圖(二)中甲、乙、丙、丁哪一

地點最適合設置烽火臺？ 

(A)甲      (B)乙       (C)丙       (D)丁 

 

4.英國 海洋生物協會於1904至1906年間進行一項實驗，將1000多個裝有明信片的瓶

子投入北海中，發現者只要將明信片填寫後寄回，便能得到微薄的獎金，協會希

望藉由整理明信片的回報地點，來了解北海海流的狀況。該協會考量到這些瓶中

信最可能在某些國家被發現，因此以三種文字來書寫明信片。上述三種文字，最

可能包含下列何者？ 

(A)波蘭文              (B)荷蘭文 

(C)匈牙利文            (D)義大利文 

 

5.某位旅行家從北非乾燥地區出發，向北經地中海到達

北歐，圖(三)是他記錄途中民宅常見的窗戶形式。在

他的旅途中依序記錄的窗戶形式應為下列何者？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丙→甲→乙           (D)丙→乙→甲 

 

圖(二) 

圖(三) 

圖(一) 



 2 

6.鈞憶將圖(四)中的五張卡片分為圖

(五)中的三類，其分類的依據最可

能是下列何者？ 

(A)製作器物的技術 

(B)文字發展的程度 

(C)居住區域的位置 

(D)使用貨幣的類型 

 

7.圖(六)是某機構的性質及工作內容示意圖。

據此判斷，該機構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郊  

(B)公行  

(C)市舶司  

(D)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8.以下是一段十七世紀的文獻記載：「西班牙人每年向該地的

已婚原住民課徵二隻雞和三甘當米的稅，原住民感到無法忍

受，所以襲擊該地的西班牙城堡，殺了三十個西班牙人。」

此段記載最可能是描繪圖(七)中何處的情況？ 

(A)甲 

(B)乙 

(C)丙 

(D)丁 

 

 

9.圖(八)呈現某一時期中外交流概況，

下列何者符合該時期的往來情形？ 

(A)雙方以紙幣作為交易的媒介 

(B)伊斯蘭教隨著商人傳入中國 

(C)西方出口玉米、番薯等作物 

(D)中國以絲綢為主要輸出商品  

 

10.十九世紀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說與小說家狄更斯寫實主義作品，對當時人們的

思想有極大的影響力，下列何者最可能是二人在學說及作品上的主要共同點？  

(A)支持歐洲帝國主義在各地殖民擴張 

(B)強調個人情感抒發與崇拜英雄事蹟 

(C)對法西斯政權的專制作為表示質疑 

(D)對工業革命下的歐洲社會提出反省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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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由於現代的網路與即時通訊軟體發達，花蓮地區幾乎很少人寄信，有時一整天下

來郵差巡視郵筒收件時，常常連一封信也沒有，因此花蓮郵局決定將花蓮市、吉

安鄉等地的路邊郵筒全部裁撤，僅保留郵局前的郵筒。未來不僅當地民眾寄信時

必須跑一趟郵局，郵筒矗立路邊的景象也將變得越來越難見到。根據上述內容判

斷，下列何項敘述最適當？ 

(A)信件量顯示出人際疏離感增加     

(B)科技發展導致社會變遷的現象 

(C)郵局收送信件的勞動需求漸增     

(D)民眾的秘密通訊自由受到限制 

 

12.表(一)是關於神怪小說《西遊記》妖魔中的女性角色，二種不同觀點的看法。關

於甲、乙二觀點，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表(一) 

觀點 看法 

甲 
小說將試圖阻礙三藏法師修行的許多妖魔設定為女性，暗示女性常是男

性在邁向成功道路上必須克服的障礙。 

乙 
小說中的女性妖魔在面對三藏法師時，表現出主動、積極的態度。傳達

出女性應跳脫社會期待，不固守傳統，勇於追求自我。 

(A)甲觀點認為小說呈現出珍視女性價值的社會規範 

(B)和乙觀點相比，甲觀點的看法較能彰顯人性尊嚴 

(C)乙觀點對於女性妖魔的詮釋呈現出性別刻板印象 

(D)甲、乙觀點對於女性妖魔的看法顯示出文化差異 

 

13.過去大家總認為「法不入家門」，但近年來家庭暴力問題逐漸受到重視，因此政

府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以處理相關問題。下列何者屬於上述法規處理此類

問題的作法？ 

(A)以感化教育處理少年暴力問題     

(B)禁止兒童及少年出入不良場所 

(C)法院核發保護令保障受害者安全   

(D)由法院宣告剝奪不適任父母親權 
 

14.大偉想參加運動會的兩人三腳比賽，於是拜託阿熊一起報名，如果得到名次會和

他平分獎金。阿熊願意參加並說道：「兄弟談錢傷感情，比賽獎金全歸你，但願友

情比金堅，只為榮耀留心間。」大偉心想：「但我只想要獎金。」關於兩人參加比

賽的行為，下列何項解釋最適當？ 

(A)大偉參加比賽的誘因比阿熊要高    

(B)獎金有助於提高兩人參賽的誘因 

(C)影響兩人是否參加比賽的誘因不同  

(D)兩人對參加比賽所預期的報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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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圖(九)為 1991 至 2010 年臺灣成衣出口

產值的變化情形，造成該變化趨勢的主

要原因為何？ 

(A)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B)國內生產成本提高 

(C)國外市場規模擴大 

(D)產品附加價值提升 

 

16.圖(十)為臺灣某月分的月平均等雨量線圖，根據圖中雨量的

分布狀況判斷，該月分臺灣的氣候特色為下列何者？  

(A)高溫多對流雨 

(B)易形成滯留鋒 

(C)東北季風盛行 

(D)易受颱風侵襲 

 

 

 

17.表(二)為某一個國家的簡介。根據該國的

地理特徵判斷，下列何者是該國在全球氣

候變遷下最可能面臨的環境災害？  

(A)降雨稀少致長期乾旱 

(B)水患頻仍且國土萎縮 

(C)土石流發生頻率增加 

(D)土地沙漠化範圍擴大 

 

18. 2012年，某作物的世界前四大出口國為泰國、印尼、越

南和馬來西亞。根據這些國家的自然環境特徵判斷，該

作物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小麥          (B)棉花 

(C)橄欖          (D)橡膠 

 

19.有一專門收錄世界各地大自然聲音的網站，只要點選地

圖上的標記，就可以聽到當地各種自然界的聲音。當點

選圖(十一)中的甲標記時，最可能聽到下列何種聲音？  

(A)熱帶雨林中青蛙的鳴叫聲 

(B)廣闊莽原上獅子的怒吼聲 

(C)海上浮冰撞擊和摩擦的聲音 

(D)沙漠中強風吹起沙塵的聲音 

圖(十) 

表(二) 

圖(十一) 

圖(九)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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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臺灣民間信仰中，有些人物因其特殊事蹟而被奉為神明。表(三)為臺灣四間廟

宇所奉祀的神明，根據表中所述事蹟判斷，這些神明生前所處的時代先後順序應

為下列何者？ 

                               表(三) 

代號 廟宇名稱 奉祀神明 神明生前身分與事蹟 

甲 
新竹新埔 

義民廟 
義民爺 

當地先民。於歷次民變與械鬥中保衛家園不幸

戰死，鄉民收集骨骸合葬，並建廟祭祀。 

乙 
新竹 

代天府 
林先生 

前日軍將領。在臺擔任軍事顧問，協助指揮國

軍在古寧頭戰役時擊退來犯共軍。 

丙 
臺南 

五妃廟 
五妃娘娘 

南明寧靖王的五位夫人。跟隨不願降清而自盡

的寧靖王，共赴黃泉。 

丁 
嘉義東石 

富安宮 
義愛公 

警察。因東石當時未設學校，自辦學堂供民眾

讀書，深受民眾敬愛。但為抗議總督府對臺民

的苛政，舉槍自盡。 

(A)甲→乙→丙→丁           

(B)乙→丙→甲→丁 

(C)丙→甲→丁→乙         

(D)丁→甲→丙→乙 

 

21.右列是臺灣某時期對於訂定

街道名稱的規定，根據內容判

斷，頒布此一規定的最可能是

下列何者？ 

(A)臺灣府 

(B)臺灣總督府 

(C)荷蘭 聯合東印度公司 

(D)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22.圖(十二)呈現某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對於一本辭典的審查結果，

根據圖片內容判斷，此辭典最可能是在下列何時接受政府單位

的審查？ 

(A)十年建設期間 

(B)八年抗戰時期 

(C)軍閥混戰時期 

(D)臺灣戒嚴時期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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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德昌在說明貨幣時指出：「如果甲店的牛仔褲售價是 3 隻雞，同樣的牛仔褲在乙

店的售價是 10 條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確認哪一家店的褲子比較貴。若有

共同的貨幣，就可以解決這種問題了。」上述說法最能凸顯貨幣的何種功能？ 

(A)交易媒介                       

(B)清償債務 

(C)價值儲存                       

(D)價值衡量 

 

24.小明與大華一起搭公車時，大華看到有一個空

位就坐了下來，座位旁貼著如圖(十三)的標示。

下列是二人的對話： 

小明：「你不可以坐有這個標示的座位！」 

大華：「法律又沒有規定我不能坐，如果有人需

要我就會讓座了。」 

上述小明和大華對於圖(十三)持有不同的看法，

其原因與下列何者最相關？  

(A)風俗習慣在不同地區而有不同的規範 

(B)倫理道德的判斷標準不具強制約束力 

(C)宗教信仰透過戒律約束信眾日常行為 

(D)法律因公權力作為後盾而具有強制力 

 

25.政府透過許多管道推動社會福利相關政策，例如：以公益彩券回饋金，協助經濟

弱勢民眾繳納部分健保相關費用；放寬低收入戶審查門檻，協助經濟弱勢家庭獲

得社會救助等。上述政府的二項作法，最主要是為了達成下列何項目的？ 

(A)確保民眾財產權利            

(B)縮短城鄉發展差距 

(C)保障人民生存權利            

(D)推廣志工服務活動 

 

26.表(四)是某國中在本月規畫的工作

內容。根據表中內容判斷，下列何

者最可能為該校本月學生學習活動

的重點？ 

(A)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B)提高社區參與程度 

(C)彰顯倫理道德觀念 

(D)培養民主法治素養 
 

  

表(四) 

圖(十三)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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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圖(十四)為中國已興建或規畫中的油氣管道，其中某

一管道途經高山峻嶺、溼熱叢林、地震活躍帶、發達

的石灰岩地形，並跨越多條國際河流，因此建設難度

相當高。該管道應為圖中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28.圖(十五)為2010年及聯合國預測2050年時，

亞洲、非洲、歐洲、北美洲、中南美洲各洲

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分布狀況。圖中

五個區塊分別代表各洲，甲區塊應是指下列

何者？  

(A)亞洲       (B)非洲 

(C)歐洲       (D)北美洲 
 

29.表(五)為 2011年中國石油進口來源，

除少數以陸上油管輸送外，主要以海

運方式運抵中國。下列哪一地區一旦

被封鎖或是發生動亂，對中國石油進

口造成的威脅最嚴重？ 

(A)北海海域 

(B)蘇伊士運河 

(C)巴拿馬運河 

(D)麻六甲海峽 

 
 

30.動畫公司設計一部名為「百步蛇與太陽旗的戰爭」的短片，若影片內容須合乎歷

史發展脈絡，則圖(十六)中「丙場景」應為下列何者？ 

 

 (A)淡水、基隆為主要戰場，兩軍死傷無數 

(B)原住民在南投山區抗日，日軍傷亡慘重 

(C)朝廷任命沈葆楨為欽差大臣，來臺加強防務 

(D)清廷派軍參戰，因戰事失利，被迫割讓臺灣 

圖(十四) 

圖(十五) 

表(五) 

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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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圖(十七)呈現在1500年與1913年，某一洲的國家因政治、

軍事、經濟力量的轉變，所掌控的世界陸地面積比例的

變化。此一洲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非洲          

(B)美洲 

(C)亞洲          

(D)歐洲 

 

 

 

32. 2017年 6 月，工程人員在臺北市的某處工地，挖掘到地下埋藏著大片遺跡。根

據專家判斷，此為日本統治初期的排水溝，但是其建材取自於附近年代更久遠的

建築。此排水溝的建材來源，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荷蘭 聯合東印度公司修築的熱蘭遮城 

(B)1930 年代嘉南大圳完工後的剩餘材料 

(C)清 法戰爭期間施工完成的臺北府城牆 

(D)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受損的臺灣總督府 

 

 

 

 

33.圖(十八)為 2005 年某博物館的宣傳海報，下列何者最

可能是圖中所指「偉大的海上探險」所帶來的影響之一？ 

(A)引發探險風氣，延續歐洲海外拓殖熱潮 

(B)貿易管道暢通，中國白銀大量流入歐洲 

(C)中國聲威遠播，奠定華人移居東南亞基礎 

(D)肅清倭寇的勢力，東南沿海因此得以安定 

 

 

34.近年來，「開放政府資料」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公部門所開放資料的項目、瀏

覽人數，及資料被下載次數也屢創新高，民眾可透過取得政府資訊，監督政府施

政。未來，政府也研擬在不涉及機密的情況下，公開更多的資訊。上述政府的作

法，有助於落實下列何種目標？  

(A)提升人民的資訊倫理素養         

(B)強化分權制衡的監督機制 

(C)提供政治參與的多元管道         

(D)增進媒體教育文化的功能 

  

圖(十七) 

圖(十八)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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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小治：「昨天偶像劇中男主角用的手機好炫喔！我也想要有一支相同的手機。」 

老師：「其實很多節目中出現的產品都是由廠商贊助，希望透過戲劇達到行銷的目

的，因此，作為閱聽人應注意戲劇節目的引導效果。」 

根據上述對話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可能是老師所強調的概念？ 

(A)認識自我實現的意義 

(B)分辨不實廣告的資訊 

(C)解讀媒體隱含的價值 

(D)瞭解大眾文化的發展 

 

36.我國《民法》規定，不同年齡的人其行為在法律上具有不同的效力。若僅依年齡

的條件判斷，而不考慮其他的因素，下列哪一種情況最可能屬於《民法》上有效

的法律行為？  

(A)六歲的小強，將媽媽的金項鍊送給小如 

(B)十四歲的阿章，收到朋友贈送的遊樂器 

(C)十八歲的陳明，跟房東訂房屋租賃契約 

(D)十九歲的小紀，為了創業而向銀行貸款 

 

37.圖(十九)為我國某地區在一段期間內發生的各類訴

訟案件統計結果。根據圖中資料判斷，下列哪一項

推論最合理？ 

(A)提起公訴的案件可能為 45 件 

(B)提起公訴的案件可能為 50 件 

(C)可以調解的案件可能為 126 件 

(D)可以調解的案件可能為 162 件 

 

38.吉祥公司定期以新臺幣兌換

美元後，向美國進口價值一千

美元的原料，圖(二十)是該公

司的兌換紀錄，圖中顯示在不

同時間點以 1美元兌換新臺幣

的比率。僅根據圖中內容判斷，

若以新臺幣為衡量單位，該公

司在甲、乙、丙、丁四個時間

點，何時購買原料最便宜？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二十) 

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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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某景點的特色是搭船遊湖欣賞湖光山色，各船公司紛紛推出不同的廣告標語來吸引

遊客搭乘。圖(二十一)是某四家船公司的廣告標語，其中何者採取了價格競爭的方式？ 

 

 

 

 

 

 

 

(A)甲                             (B)乙             

(C)丙                             (D)丁 

 

40.某國受到人口結構改變的衝擊，長期照護、專屬

旅遊、到府清潔、就醫接送等「陪伴商機」也應

運而生。圖(二十二)為該國不同時期的人口金字塔，

該國出現上述陪伴商機最可能是因為其人口結構

如何轉變？ 

(A)由甲轉變成乙    

(B)由甲轉變成丙 

(C)由乙轉變成甲    

(D)由乙轉變成丙 

 

41.現行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的首碼為大寫的英文字母，代

表初次登記時的戶籍地。2010年行政區合併改制後，部分縣

的代碼因而停止發行。圖(二十三)是行政區合併前的地圖與部

分縣的英文代碼，下列哪一英文代碼還有可能出現在2018年

新生兒的身分證統一編號中？  

(A) J             

(B) L  

(C) R             

(D) S 

 

42.圖(二十四)呈現的是某地不同時期統治

者的演變情況，此地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琉球             

(B)香港  

(C)澳門             

(D)臺灣 

圖(二十二) 

圖(二十三) 

圖(二十一) 

請翻頁繼續作答 

圖(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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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右列是一份人權報告中的相關內容。根

據內容判斷，下列哪一項敘述最可能是該

報告的觀點？ 

(A)人權組織侵害國家主權 

(B)人權保障超越國界限制 

(C)人權由政黨的體制決定 

(D)人權因文化差異而不同 

 

 

44.「該企業已在世界各地擁有數千家連鎖店，成功吸引許多不同文化的消費者，無

論走進位在巴黎或上海的連鎖店，看到的都是近似的畫面：桌邊坐滿悠閒飲著咖

啡的人們，或是排隊外帶咖啡者。而一向被認為屬於飲茶國度的亞洲市場，在該

企業創新的行銷手法與品牌優勢下，許多茶信徒也成了咖啡迷。」上述現象與下

列何者的敘述最相符？ 

(A)行銷重點主打物美價廉        

(B)全球消費行為漸趨一致 

(C)商品生產過程更加多元        

(D)飲食習慣符合地方特色 

 

 

45.圖(二十五)是 1920 年至 1940 年美國「非農

業就業人口數」的統計圖，其中由 A 至 B

的變化，主要與下列何者有關？  

(A)黑人奴隸獲得解放，投入工業生產 

(B)政府施行福利政策，保障勞工生活 

(C)國家投入大戰，青年至海外作戰 

(D)銀行與工廠倒閉，社會經濟衰退 

 

 

46.圖(二十六)是某旅遊手冊的部分內容，

此手冊最可能是介紹圖(二十七)中的何

地？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二十五) 

圖(二十六) 圖(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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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47～54 題) 

閱讀下列選文，回答第 47 至 49 題： 

 

47.根據圖(二十八)，土壤液化潛勢區主要分布在臺灣的何種地形區？ 

(A)平原                  (B)丘陵 

(C)台地                  (D)山地 
 

48.根據圖(二十九)及圖(三十)，從日治時期至現今，下列關於此地區的描述何者正

確？ 

(A)河道沖積日益增加        (B)聚落範圍逐漸擴大 

(C)養殖漁業益發興盛        (D)生物多樣性逐漸提高 
 

49.根據選文及地圖判斷，圖(二十九)中甲區在該次地震時出現土壤液化現象，最可

能和下列哪個原因有關？ 

(A)位於山麓沖積扇          (B)過度抽取地下水  

(C)土地利用密度太高        (D)建地多為填土而來 

    圖(二十八)是臺灣土壤液化潛勢區域圖，土壤液化須同時具

備以下三個條件，才有可能發生。第一：所在區域為疏鬆的砂質

土壤，例如：河口三角洲、沖積扇的前端、人工填土區等；第二：

較高的地下水位；第三：強烈地震發生。 

  民國 105 年臺灣南部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6.6 的地震，引發臺

南某些地區土壤液化，造成部分道路受損、房屋傾斜等災情。圖

(二十九)是臺南某個發生土壤液化區域及其鄰近地區的衛星影像

圖；圖(三十)是在日本統治時期的地圖，其範圍與圖(二十九)相

同，顯示了當時的土地利用情形。 

 

 
 

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圖(三十)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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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列選文，回答第 50 至 52 題： 

 

 表(六) 

地圖

代號 

世界遺產 

名稱 
簡介 

甲 努比亞遺址 
遺址中的阿布辛貝神廟為古埃及代表性建築，神廟外有四

尊 20公尺高的法老巨像，神廟內則有描繪法老戰績的壁畫。 

乙 
底比斯古城 

及其墓地 

底比斯為古埃及的都城，鄰近的帝王谷陵墓，埋葬著多位

法老。20 世紀法老圖坦卡門陵墓的發現，讓今人見識許多

珍貴的古埃及藝品。 

丙 
孟菲斯 

及其墓地金字塔 

孟菲斯為埃及古王國的首都。現存的神廟、方型石墓及金

字塔群遺跡，展現古埃及建築與文明。 

丁 阿布米那遺址 
西元 3 世紀時，一位羅馬帝國的軍官，因拒絕殺害基督徒

而殉道。這位殉道者的埋葬處，是早期基督教重要的聖地。 

戊 開羅古城區 

開羅古城區興建於 10 世紀，是世界最古老的伊斯蘭城市之

一，14 世紀時進入全盛時期，古城區中盡是典雅的清真寺

尖塔，而使開羅擁有「千塔之城」的美譽。 

己 
聖凱薩琳娜 

修道院 

修道院興建於西元 6 世紀，是現今世界仍在使用的最古老

修道院。修道院坐落在《舊約聖經》中摩西接受上帝「十

誡」之處，受到猶太人、基督徒及穆斯林的崇敬，是這些

宗教共同的聖地。 

「世界遺產」是「聯合國 教育、

科學及文化組織」(簡稱「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所推動的國際公約運

動。觸發此運動的契機，與埃及興

建亞斯文高壩有關。埃及於 1950

年代建設高壩時，發現高壩建成

後，因蓄水的關係，將對一處重要

歷史遺跡造成毀滅性的破壞，因此

在聯合國協助下發起搶救運動。此

一搶救運動，就是今日「世界遺產」

的前身。 

目前埃及擁有 6 項文化類的世

界遺產，其分布位置與簡介如圖(三

十一)及表(六)所示。這些文化遺產

展現了埃及由古至今的歷史發展與

文化變遷。 

圖(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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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若沒有聯合國的搶救運動，圖(三十一)中哪處世界遺產在亞斯文高壩完成後，會

立即遭到破壞？ 

(A)甲                      (B)乙       

(C)丙                      (D)丁 

 

51.表(六)中哪一處世界遺產，與當今埃及多數民眾的信仰關係最為密切？ 

(A)乙                      (B)丙       

(C)丁                      (D)戊 

 

5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丁、戊、己三處遺跡都具有「顯著全球重要性」，所

以將其列為世界遺產。根據表(六)內容判斷，下列哪一敘述最能凸顯上述特性？ 

(A)反映人類具有相同的宗教儀式與社會規範 

(B)展現埃及信仰文化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聯 

(C)揭示古埃及多神信仰對現代世界的影響 

(D)說明埃及在世界宗教發展上的文化貢獻 

 

閱讀下列選文，回答第53至 54題： 

53.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下列哪種社會變遷的趨勢最可能符合文中敘述？ 

 

 

 

 

 

 

 

54.文中所提及違法行為應受到的處罰，與下列何者所應負起的法律責任類型相同？ 

(A)未依契約規定完成施工  

(B)拒絕酒測遭到吊銷駕照 

(C)未盡兵役義務遭到起訴  

(D)酒後駕車造成公共危險 

    隨著現代人生活愈來愈富足，養寵物已成為一種風潮，再加上單身貴族及

不生育子女的雙薪家庭戶數增加，這些需要陪伴的族群常會飼養寵物作伴，使

得臺灣寵物的數量，漸漸地比0～6歲的嬰幼兒人數還多，也帶動了寵物市場龐

大的商機。但養寵物除了經濟上的支出外，還要注意相關的法律問題，像是許

多人不知道寵物用剩的藥品不可任意上網販售，否則會被主管機關處以高額罰

款。飼養寵物的主人，除了花時間照顧寵物外，可能也要多費心思了解相關規

定，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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