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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其名稱來源與下列何者最有關係？ 

原住民 鄭荷之戰 皇民化運動 臺灣棄留疏 

2 在清光緒 11 年（西元 1885 年）臺灣建省之前，清廷派駐臺灣的最高位官員為何？ 

臺灣知府 臺灣道 臺灣總兵 臺灣知縣 

3 清代渡臺悲歌有云：「切呀切時天呀天，不該信人過臺灣，一時聽信客頭話，走到東都鬼打顛」，

其中「東都」是何人對臺灣的命名？ 

朱術桂 鄭成功 鄭經 清聖祖 

4 有一部電影「一八九五」描述西元 1895 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時發生的故事。下列何者可能會是片中

的主角？ 

戴潮春 林獻堂 吳湯興 余清芳 

5 西元 1921 年 10 月，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在臺北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標榜提升臺灣文化，透過

到各地巡迴演講，成為向社會大眾宣傳新思維和新知識的重要方式。除了演講之外，試問下列何者

並非該會所從事的活動？ 

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允許臺人吸食鴉片 成立「美臺團」，啟迪民智 

巡迴各地演出文化劇，設置讀報社 在霧峰林家舉辦夏季學校 

6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新智識傳播機構「美臺團」，是以何種藝術活動為主要宣傳手段？ 

美術展覽 電影播放 新劇演出 歌謠演唱 

7 臺灣獎勵廣播電視人才節目的最大獎項是： 

金獅獎 金鐘獎 金雞獎 金馬獎 

8 某高中委託旅行社安排人權教育之旅，行程要兼顧知性和感性，在解說手冊上提及「戰後國民黨政

府在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和戒嚴令下，建構嚴密的統治，並利用情治系統，鎮壓異己，使人權受

到限制」，此統治一般稱之為： 

紅色恐怖 黑色恐怖 黃色恐怖 白色恐怖 

9 承上題，安排那一個景點可以兼具人權教育和旅遊觀光的功能？ 

綠島 蘭嶼 小琉球 龜山島 

10 排灣族木雕圖案，不包括下列那一種？ 

人頭紋 蛇紋 植物紋 人像紋 

11 日治時期，臺灣兩大反抗事件，依時間先後為： 

霧社事件、牡丹社事件 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噍吧哖事件 霧社事件、噍吧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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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治時期被發現記載歲時祭儀的「木刻畫曆」，是屬於下列那一族群？ 

布農族 排灣族 泰雅族 卑南族 

13 下列那一個國家曾被譽為亞洲的民主櫥窗？ 

菲律賓 印尼 泰國 緬甸 

14 西元 10 世紀以後，越南人的主要宗教信仰為： 

印度教 伊斯蘭教 佛教 基督教 

15 航海大發現之後，葡萄牙人在東南亞建立的第一個殖民地位於： 

新加坡 巴達維亞 西貢 麻六甲 

16 東南亞國家中未曾受過歐美國家殖民統治的國家為： 

越南 緬甸 柬埔寨 泰國 

17 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和戊戌變法，是中國歷史上三大重要變法，它們具有的共同點是： 

是在列強壓迫下進行的圖強運動 新法推行時，都有國君的大力支持 

新法內容都包括土地改革 其結果都失敗，主其事者都被殺 

18 西元 1826 年，英國將檳榔嶼、麻六甲和新加坡合併治理，並改稱為： 

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海港殖民地（Harbours Settlements） 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19 清代顧炎武曾在他的《亭林文集》裡說過以下這段話，其云：「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

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

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後者和；

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請問顧炎武所要批判的是何種

社會問題？ 

明清士紳階級利用特權營私的社會現象 明清科舉考試的低錄取率 

明清以降士商混融的社會發展 明清時期皇室成員的不法情狀 

20 印尼爪哇島的著名歷史建築婆羅浮屠（Borobudur），是下列那門宗教的遺跡？ 

佛教 印度教 基督教 伊斯蘭教 

21 為慶祝釋迦牟尼佛誕辰而舉辦的遊行慶典，現係韓國重要節日，是下列那一個節慶？ 

金佛節 燃燈節 大佛節 菩提節 

22 西元 19 世紀末，與日本「脫亞入歐」論興起同時，意指統合亞洲、排除歐美列強威脅的理念，日後

成為支持日本建構以其為盟主的亞洲新秩序，合理化日本侵略亞洲的理論是下列那一項？ 

文明開化主義 軍國主義 亞細亞主義 維新主義 

23 近年來泰、柬兩國在邊境上為一古老寺廟主權屢次發生武裝衝突，該寺廟主權於西元 1962 年海牙國

際法庭判歸柬埔寨，並於西元 2008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批准成為世界文化遺產，這個寺廟是： 

柏威夏寺（Preah Vihear Temple） 巴戎寺（Bayon Temple） 

玉佛寺（Wat Phra Si Rattana Satsadaram） 女王宮（又譯為班蒂斯蕾，Banteay Srei） 

24 西元 14 世紀著名的伊斯蘭教徒旅行家，曾從麥加穿越中亞抵達印度，對中亞地區的花拉子模和撒馬

爾罕等地留下珍貴紀錄，請問他是： 

伊本．拔都他（Ibn Batutah） 莫罕默德．阿里（Muhamad Ali） 

莫罕默德．阿都拉（Muhamad Abdulah） 旺．沙益（Wan Syed） 

25 道教中的「醮」所指為： 

宗教氣氛 宗教信徒 宗教儀式 宗教經典 

26 中國近代史上，曾有一些所謂的「新知識分子」對儒家所代表的傳統，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激烈批

評。下列選項何者屬於此類人物？ 

胡適、陳獨秀、魯迅  金庸、古龍、梁羽生 

瓊瑤、張曼娟、郭立誠 蔣介石、陳誠、陳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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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清朝入主中原後，曾經宣布嚴厲的「海禁」與「遷海令」 宣稱「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

清代的這種措施目的為何？ 

對付東南沿海和鄭成功的反清活動  防止倭寇，堅壁清野 

滿人來自關外，不知海洋之利 休養海洋資源 

28 永嘉之亂後，朝鮮半島形成三國鼎立的狀態，這三國分別為何？ 

魏、蜀、吳 渤海、中山、南越 高句麗、新羅、百濟 樂浪、平壤、漢城 

29 名畫作「洛神賦圖卷」，非常傳神的顯現畫中人物性格與感情，此畫作者是： 

王羲之 王獻之 顧愷之 曹植 

30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曾經歷了一段稱為「十年浩劫」的動盪期，關於這段時期，下列那個名詞

可以概括描述？ 

五四運動 抗美援朝 新生活運動 文化大革命 

31 青島是一個具有德式風格的現代化城市，試問下列何者直接促成了此種異國空間文化意象的誕生？ 

清廷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 清廷與數國先後簽訂天津條約 

清廷於自強運動期間組建北洋水師 西元 19 世紀末列強瓜分中國風潮 

32 學者揭露中共建政之前在延安時期曾進行「特貨」交易，以作為改善財政的重要手段。此「特貨」

指的是： 

菸草 性工作 人口販賣 鴉片 

33 王大同在舊書店發現這張歷史老地圖。根據圖示內容判斷，這張地圖的題名最可能是： 

 

 

 

 

 

 

 

 

 

 

 

 

 

 

 

 

 

 

 

 

 

 

 

太平天國進兵路線圖（西元 1851-1864 年） 國民革命軍北伐路線圖（西元 1926-1928 年） 

鴉片在華貿易路線圖（西元 1833-1839 年） 中法越南戰爭示意圖（西元 1883-18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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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學者指出「由於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與關漢卿的《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的影響，中國民間信仰

裡的關羽，乃被塑造成『赤面美髯』、『手執青龍偃月刀』形象。」請問，這種關羽形象的出現，

應該在以下那個時代？ 

唐宋時期 春秋時期 五代十國時期 元末明初時期 

35 明代中葉以後，執中國商業牛耳的是山西與新安之「商幫」。請問「商幫」是何種性質的商業團體？ 

以官方力量為主的利益獨占集團 以同鄉和宗族關係結合的商人團體 

以外國勢力為資金來源的商人團體 以宗教團體為主的營利集團 

36 周公東征後，在天下樞紐之地築起新城，這座新城成為日後幾個朝代的重要政治中心，此城是： 

豐鎬 衛都 雒邑 臨淄 

37 西亞地區是世界古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下列那三個宗教發源於本地區？①佛教②伊斯蘭教③基督教

④印度教⑤猶太教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⑤ ③④⑤ 

38 下表為西元 2005～2014 年臺灣某種運輸工具載客人次的變化。該表的名稱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載 客 人

數 
9571448 8606339 6320940 4908889 4564516 4824917 5192341 5323750 5265923 5260693 

年 增 率

（%） 
-8.28 -10.08 -26.55 -22.34 -7.02 5.7 7.62 2.53 -1.09 -0.1 

鐵路客運人次  公路客運人次 

國內航空客運人次  船舶運輸客運人次 

39 某報紙地方版新聞引述縣政府發布的新聞稿：「四月十八日『石蚵小麥文化季』將舉辦一天系列活

動，預期可以吸引大批遊客前往參與盛會」。這則新聞稿最可能發自下列那個縣政府？ 

苗栗 雲林 花蓮 金門 

40 臺灣各地因地理環境的差異，而發展出不同的地方特產。下列那一個地方特產與當地氣候關係較為

密切？①宜蘭鴨賞 ②恆春洋蔥 ③新竹米粉 ④臺中太陽餅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41 西元 2000 年以後，高雄市鹽埕區駁二倉庫區漸漸發展為觀光景點，文創產業的展覽吸引許多遊客參

觀。早年這些倉庫群的出現，是基於下列高雄市那一項機能而來？ 

軍需工業 港口運輸 紡織出口 原木產業 

42 臺灣的養殖漁業相當發達，其中「蛤」的養殖主要集中於下列那個海岸地區？ 

北部岬灣海岸 東部斷層海岸 南部珊瑚礁海岸 西部洲潟海岸 

43 在臺灣要參觀泥火山的地形景觀，下列那些地區最為合適？①新北金山②南投埔里③臺南左鎮④高

雄燕巢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44 黑鮪魚每年 4 月至 6 月會開始洄游至菲律賓東北方海域、臺灣東部海域，再一路往琉球群島、日本

九州等海域前進。黑鮪魚是隨著那股洋流洄游北上？ 

黑潮 親潮 對馬暖流 庫頁寒流 

45 「夏季的高原上，向無際的原野望去，可看到犛牛低頭覓食，偶爾牧民驅羊經過」。此一景觀最可

能出現在下列中國大陸的那個省區？ 

雲南 西藏 陝西 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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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臺灣某地有一句諺語：「麒麟暴、草木焦」，係指該地出現某種天氣情況時，天氣會熱得草木幾乎

有被燒焦的感覺。該諺語最可能指涉下列那個地方？ 

臺北盆地 竹苗丘陵 臺東平原 恆春台地 

47 在黃河壺口風景區中，河床上出現許多坑壁光滑、外形如圓、內有清泉、清澈如鏡的地形景觀，有

「石窩寶鏡」之稱。該景觀是由那一種河流地形所組成？ 

壺穴 河階 曲流 環流丘 

48 史記中曾記載江南地區是個「地卑下濕、丈夫早夭」的險地，主要因為當地初夏天氣悶熱，降雨時

間長，容易導致各種疾病。江南初夏的降雨最可能是： 

梅雨 西北雨 地形雨 颱風雨 

49 洞庭湖原本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北宋范仲淹在〈岳陽樓記〉文中描述洞庭湖為「銜遠山，吞長

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形容其湖面廣闊。然而目前洞庭湖面積早已經次於鄱陽湖，百年來

洞庭湖面積一直縮小的主要原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河川襲奪 圍湖造田 湖水蒸發 河川斷流 

50 中國幅員廣大，各地因氣候、烹飪方法差異而形成獨特菜色，至清末已形成魯、蘇、川、粵四大菜

系。下列那個菜系擅長用各種藥材煲湯，使湯具清火、排毒、滋補作用以適應炎熱氣候？ 

魯 蘇 川 粵 

51 位於四川省西北部的九寨溝是世界自然遺產之一，境內由日則溝、則查窪溝、樹正溝三條溝谷所構

成，自然景色以高山湖泊和瀑布群為主要特點，其湖泊又稱「海子」。九寨溝位於那一個地形區的

邊緣？ 

雲貴高原 秦嶺山地 滇西縱谷 青藏高原 

52 青藏鐵路修築過程中，鋪設鐵軌時常遭遇困難而影響進度。該困難最主要受到下列那一項作用的影

響？ 

岩溶作用 凍融作用 斷層作用 崩壞作用 

53 茶馬古道蜿蜒於中國橫斷山脈間，自唐代以來，它將中國的茶葉運至西藏、印度與東南亞，也將雪

地高原的物產運至中國，曾經是中國與西藏、印度半島交流的重要路線之一。古代茶馬古道運輸的

茶葉主要是： 

龍井茶 武夷茶 普洱茶 鐵觀音 

54 北京市為中國的大都市，近 30 年來因都市發展，使得都市的舊有景觀受到衝擊。下列那一項傳統景

觀受到的衝擊最大？ 

圓明園與天安門  清代皇城城區宮殿 

四合院與胡同巷弄  西元 19 世紀租借區的洋樓群 

55 陝西省境內有 200 多座博物館，故有「陝西歷史文化發展軌跡，就是中華文明的發展軌跡」的說

法。陝西省境內博物館最密集的地區為何？ 

陝北高原 渭河盆地 秦嶺山地 漢水谷地 

56 黃山地質公園 1000 公尺以上的高峰有 72 座，山勢雄峻、怪石林立。地質公園中林立的怪石是由那

一種岩石發育而成？ 

石灰岩 花崗岩 安山岩 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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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下列關於中國都市的別稱，其中那些都市的別稱和當地氣候有關？①火州吐魯番②陶都宜興③花城

廣州④泉城濟南⑤冰城哈爾濱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③⑤ ②④⑤ 

58 黃河從青藏高原發源之後，流經 9 個省區，沿線各河段水文特徵變化極大。「咆哮萬里觸龍門」指

的是下圖中那一河段的景觀？ 

 

 

 

 

 

 

 

 

 

甲 乙 丙 丁 

59 下圖是中國某地區常見的聚落景觀。該種聚落景觀和下列那項環境特色關係最密切？ 

 

 

 

 

 

 

 

 

 

 

 

地勢低平、河網密布  季風氣候、悶熱多雨 

丘陵地形、水運發達  谷灣發達、水道縱橫 

60 某遊記寫道：「小逛一會，我就跟博物館管理員聊了起來，他是個維族婦女，漢語流利，維族在這

裡雖是多數民族，但遊客多是漢人，因此商家、公家機關招聘都會要求說漢語……」作者可能到下

列何地旅遊？ 

雲貴高原 寧夏平原 蒙古高原 塔里木盆地 

61 中國藥學家屠呦呦以抗瘧疾的青蒿素獲得西元 2015 年的諾貝爾醫學獎，消息一公布，使位於廣東省

的羅浮山自然保護區一時聲名大噪。羅浮山自古為道士煉丹的重要場所，西元 1985 年成立省級自然

保護區。該區保護的對象最可能是下列那一種植被景觀？ 

針葉林 闊針葉混合林 落葉闊葉林 常綠闊葉林 

62 近年來中國的霧霾問題相當嚴重，該問題具有下列那些特性？①平均而言，冬天比夏天嚴重②主要

發生在內蒙古和華北等沙漠化地區③污染來源之一是大量燃燒天然氣④機動車輛大幅成長導致污染

問題加劇 

①② ①④ ②④ ③④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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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當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時，某食品業早已蠢蠢欲動，搶搭

商機，企圖透過在西北五省經營的基礎，打造「舌尖上的一帶一路」。此企業最可能生產的產品為

下列何者？ 

漢人飲食 清真食品 印度料理 佛教素食 

64 西元 20 世紀末，印度開始推動南亞黃金四角公路網，以連接德里、孟買、金奈（馬德拉斯）、加爾

各達四大都市。黃金四角公路網完成後，有助於下列那兩大地理區的整合？ 

恆河平原、德干高原  恆河平原、旁遮普平原 

旁遮普平原、德干高原 德干高原、喜馬拉雅山地 

65 下圖中顯示的是日本那個類型的傳統建築？ 

 

 

 

 

 

 

 

 

 

 

手水舍 京町家 問屋場 合掌造 

66 在日本鳥取縣倉吉市，有一著名景點「白壁土藏群」，昔日為商家倉庫，是以白灰泥做壁面，壁面

下半部鋪上表面經碳化處理的木板，不但可防火、防蟲，還可防風雨、防潮，讓商品得以妥善保

存。此建築形式的出現，最可能與當地那項環境特性有關？ 

全年多雨，潮溼易霉  乾燥少雨，好發野火 

夏雨冬乾，乾溼分明  夏乾冬雨，野火頻繁 

67 北海道是日本主要的酪農業區，當地乳製品的種類和口味相當多，如牛奶糖的口味至少有 10 種

以上。北海道的酪農業產品以乳製品為主，其發展最可能受到下列那項因素影響？ 

距離日本主要鮮乳市場較遠 日本主要鮮乳市場規模較小 

北海道乳製品製造成本較低 北海道乳製品保存期限較長 

68 「西元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該國經濟重創後被國際貨幣基金紓困接管。但政府強力投資電子、網

路、影劇等新興產業，一躍成為金融風暴後復甦最快的國家，也開創了風靡亞洲的流行文化。」文

中所描述的國家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日本 韓國 泰國 中國 

69 新亞歐大陸橋又名「第二亞歐大陸橋」，是從中國的江蘇連雲港市到荷蘭鹿特丹港的跨國鐵路，全

長超過一萬公里，經過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比海運節約 20%的運費及 50%的運輸時間。就地理位置

判斷，其通車對於下列何區的港務運輸影響較為顯著？ 

白令海峽 荷莫茲海峽 麻六甲海峽 博斯普魯斯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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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下圖為旅客去某國旅遊時所見一景。該國自然環境具有下列那項特徵？ 

 

 

 

 

 

 

 

 

 

地處板塊交界 風向冬夏相反 土壤多灰化土 植被草原為主 

71 若要規劃既可欣賞火山地景，又可在雨林中觀察黑猩猩（Gorilla）生態系的非洲旅程，最適合安排到

下列那三個國家？①盧安達②烏干達③納米比亞④馬達加斯加⑤剛果民主共和國 

①②⑤ ①③④ ②④⑤ ③④⑤ 

72 澳洲有無尾熊、鴨嘴獸、袋鼠等原始的物種留存並持續演化，有「動物演化博物館」之稱。此一事

實和澳洲下列那一項地理特色關係最密切？ 

位置孤立 面積廣大 氣候多元 地形崎嶇 

73 目前下列何者不列為世界自然或文化遺產？ 

中國長城 中國泰山 臺灣玉山 日本富士山 

74 下列何種資源不是金門國家公園主要的資源特色？ 

歷史文化 玄武岩壁 戰役史蹟 鳥類生態 

75 以「邵族文化」為觀光發展主軸之一的是那一座國家風景區？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茂林國家風景區 叄山國家風景區 

76 資源管理單位對於遊客於風景區內之不當或破壞行為的管理措施可區分為「直接管理」及「間接管

理」兩類機制，下列那種管理措施屬「間接管理」機制？ 

限制從事特定的遊憩活動 限制遊客於區內停留時間 

取締罰鍰  宣導與教育 

77 武陵地區有山中舞姬之稱的曙鳳蝶，主要出現在那一個季節？ 

冬末春初 秋末冬初 夏末秋初 春末夏初 

78 近年來交通部觀光局極力爭取穆斯林旅遊市場，下列何者不是穆斯林教徒的飲食習慣？ 

嚴禁喝酒 禁食豬肉 禁食自然死亡之動物 禁食海鮮 

79 在觀賞野生動物時，下列何種行為不恰當？ 

留在步道、平台或更遠一些的觀察區，以望遠鏡、長鏡頭相機觀察 

避免快速移動或眼睛直視野生動物，以減少對野生動物產生侵略感 

為了觀賞野生動物方便，所以準備食物吸引野生動物前來享用 

盡可能讓遊客隊伍規模小一些，或分成小組 

80 中國大陸城巿近年來受沙塵暴影響頗鉅，請問沙塵暴生成的必備條件中，不包含下列那一項？ 

強勁且持久的風力  不穩定的空氣層結構 

大量的降雨  充足的沙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