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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元 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所建立的據點是： 
臺北淡水 臺北大稻埕 澎湖馬公 臺南安平 

2 臺灣歷史上第一部有比例尺的地圖，成圖於西元 1904 年，是為配合日治時期總督府土地調查而繪製的地圖，
此地圖是： 
皇輿全覽圖 臺灣輿圖 臺灣堡圖 臺灣地形圖 

3 下列何者為第一級古蹟？ 
大甲鎮瀾宮 臺南億載金城 木柵指南宮 臺北四四南村 

4 下列何地不在「南島語系」的範圍內？ 
紐西蘭 復活島 臺灣 澳洲 

5 「如果兒子毆打父親，他們（法官）應砍掉他的手，如果一個貴族毀傷另一個貴族的眼睛，他們應毀傷他的
眼睛。如果他打斷另一個貴族的骨頭，他們應打斷他的骨頭。」上述文字內容反映出上古兩河流域「報復
主義」的法律原則；此一段文字摘錄自下列那一部法典？ 
十二銅表法 摩奴法典 德拉古法典 漢摩拉比法典 

6 著名的畫家林布蘭特（Rembrandt）是那一國人？ 
法國 義大利 荷蘭 英國 

7 蘇聯以何為名，進軍捷克的布拉格，阻止所謂的布拉格之春的民主改革？ 
古巴危機 華沙公約 國防新技術協定 人民陣線 

8 西元 15 世紀英國史上著名的「玫瑰戰爭」，指的是那兩個家族間的內戰？ 
諾曼與安茹  盎格魯薩克遜與塞爾特  
約克與蘭卡斯特  斯圖亞特與漢諾威 

9 古埃及在「中王國時代」，主要以何處為王國的中心？ 
孟斐斯 底比斯 吉薩 亞歷山卓 

10 世界上 早利用基因科技複製出綿羊桃莉的國家是： 
美國 英國 法國 蘇俄 

11 柏林圍牆從建造完成到西元 1989 年被拆除，總共歷經幾年？ 
 18 年  28 年  38 年  48 年 

12 大航海時代伊始，歐洲各國商人組織武裝船隊，以政府力量為後盾通行於世界。下列那一個國家曾在臺灣建
立貿易基地，作為全球航運貿易體系據點？ 
西班牙 葡萄牙 荷蘭 英國 

13 一本記載非洲歷史的著作提及：「這個國家 1814 年自荷蘭手中取得南非的開普敦， 1883 年拿到埃及的管
理權，於是計劃建築鐵路銜接開普敦與開羅，企圖縱貫非洲大陸，打通南北兩端。」這個國家是： 
英國 比利時 德國 法國 

14 西元 1920 年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其總部設在那一座城市？ 
倫敦 巴黎 日內瓦 紐約 

15 狄德羅（Denis Diderot）等人所編纂的「百科全書（Encyclopedia）」，為其所處世紀之思想運動大全，此
一思想運動所指為何？ 
浪漫主義運動 宗教改革運動 啟蒙運動 科學革命運動 

16 宗教改革時期，那個教派將世間事功視為對上帝的榮耀、肯定世俗事務的價值、鼓勵個人獨立的精神，深受
工商業者的歡迎？ 
路德教派 喀爾文教派 英國國教派 羅馬公教 

17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政治家馬基維利強調君主應該以何種手段來治理國家？ 
道德 誠信 權術 仁愛 

18 西元 1837 年德國考古學家施理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小亞細亞挖掘到荷馬（Homer）史詩傳說中的一
個古城，此一古城指的是？ 
邁錫尼（Mycenae） 諾薩斯（Knossos） 特洛伊（Troy） 耶利哥（Jericho） 

19 在美洲大陸的古文明中，阿茲特克文明主要位於今日的那一國家境內？ 
巴西 秘魯 墨西哥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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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美國擴大版圖的過程中，曾向多國購買土地，美國購地的對象不包括下列何國？ 
俄國 加拿大 法國 西班牙 

21 「沒代表權就不繳稅」的觀念是下列那一政治事件的重要導火線？ 
法國大革命 印度獨立運動 美國獨立運動 俄國西元 1917 年革命 

22 西元 1886 年法國贈送給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正式落成，這個雕像除表現法、美兩國人民友誼，同時也紀念下
列那一歷史事件？ 
美國獨立革命  法國大革命  
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建立 北美洲中西部的征服 

23 一位政治家曾說：「一間分裂的房子必不能自立，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政府絕不能持久。我不希望聯盟
（Union）解體，正如我不希望房子垮掉，所以我的確希望不再分裂。國家將採取一個制度，非此即彼」。
這邊所稱的「聯盟」為何？ 
義大利統一運動 美國聯邦政府 奧匈二元帝國 俄國沙皇政府 

24 在那一位美國總統任內，美國退出了越戰的戰場？ 
尼克森 詹森 甘迺迪 卡特 

25 曾有一位社會運動者說道：「我有一個夢，有一天，這個國家將站起來並實現它信條的真正含義：『我們認
為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所有人皆生而平等』。我有一個夢，我的 4 個小孩將生活在一個國度裡，在那
裡人們不是從他們的膚色，而是從他們的品格來評價他們」。他這邊所說的「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證自
明的，所有人皆生而平等」是出自那一篇文獻？ 
共產黨宣言 法國人權宣言 英國權利法案 美國獨立宣言 

26 承上題，這段言論所指涉的是下列何事？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  法國大革命 
美國婦女爭取投票權運動 美國獨立運動 

27 越南在臣屬中國期間，除了在政治制度、社會習俗、宗教信仰等層面深受中國的影響外，並開發出一種由漢
字改造而來的文字。這種文字稱為： 
楔形文字 甲骨文字 字喃文字 文越文字 

28 西元 19 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家魏源曾有如下的慨嘆，其云：「阿芙蓉，阿芙蓉，產海西，來海東。不知何國
香風過，醉我士女如醇醲。夜不見月與星兮，晝不見白日，自成長夜逍遙國。長夜國，莫愁湖，銷金鍋裡
乾坤無。」此處的「阿芙蓉」是指： 
香菸 鴉片 鼻煙 香水 

29 西元 8 世紀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包括那些國家？ 
朝鮮、日本、越南 沖繩、緬甸、菲律賓 鮮卑、匈奴、女真 吐蕃、南詔、契丹 

30 某學者打算融合中國史、世界史的題材寫成專書，並以下述標題作為各章題目：「中國國際主義的興起與新
式外交」、「大戰的爆發與中國的反應」、「中國的替代策略：以工代兵」、「中國正式參戰」、「西元
1919 年巴黎和會與中國尋求世界新秩序」。這本著作談的是中國和那一場國際戰爭的關係？ 
克里米亞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韓戰 

31 西元 19 世紀歐美商人到達大洋洲諸島嶼，早期專務於自然資源的掠奪，其中 著名的貿易是： 
柚木貿易 錫礦貿易 檀香木貿易 石油貿易 

32 伊斯蘭教什葉派（Shiites）在西元 8 世紀建立那一個以巴格達（Bagdad）為中心的王朝？ 
奧瑪雅（Umayyad）王朝 法提馬（Fatimid）王朝 
阿拔斯（Abbasid）王朝  孔雀（Maurya）王朝 

33 西元 14 世紀中葉，帖木兒（Timur）在中亞地區崛起，奪取察合臺汗國政權，及欽察和伊兒汗國的部分領土，
建立帖木兒帝國，他定都於那個城市？ 
撒馬爾罕 喀布爾 巴格達 德里 

34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敘利亞是那一個國家的委任統治地？ 
美國 法國 英國 中國 

35 尼泊爾為多民族國家，目前那一族群占 多數？ 
廓爾喀人 塔魯人 尼瓦爾人 藏人 

36 西元 1925 年之後，薩摩亞群島分別屬於那兩個國家？ 
東部－美國，西部－紐西蘭 東部－英國，西部－澳洲 
東部－美國，西部－澳洲 東部－法國，西部－紐西蘭 

37 三界公在臺灣福佬人的民間宗教信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下列何者不列於「三界」之中？ 
天界 地界 水界 人界 

38 一地的地名常可反映聚落發展的歷史背景。從宜蘭的壯圍、五結；臺北的木柵、土城等地名可知這些聚落早
期皆具有何種特色？ 
漢人拓墾須防禦原住民的安全威脅 聚落座落在形勢封閉的地方 
由鄭成功的軍隊屯墾而成的土地 先民需共同開發水源，種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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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每年 7 月至 8 月間，東臺灣原住民傳統仲夏盛事為： 

鄒族戰祭 排灣族成年祭 阿美族豐年祭 賽夏族矮靈祭 
40 何處國家森林遊樂區觀賞「櫻花鉤吻鮭」 為適當？ 

八仙山 武陵 合歡山 大雪山 
41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內的奮起湖之「湖」字是屬於何種地形？ 

臺地 山谷 盆地 山崖 
42 臺灣年平均總雲量 多的氣象觀測站點在： 

高雄 澎湖 鞍部 玉山山頂 
43 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居民自古即有向海外發展貿易現象，其主要原因是何者？ 

宗教多元 族群複雜 季風交替 農地閒置 
44 新疆哈密瓜甜度高，與當地的那項自然條件關係 密切？ 

降雨稀少 日夜溫差大 年溫差大 地勢起伏大 
45 考古專家曾在馬王堆發現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屍和極具科學、史料和研究價值的眾多隨葬品，成為西元 1972

年中國大陸十大考古發現。馬王堆位在那一省？ 
湖南 陝西 河南 湖北 

46 那一個都市不是位於中國大陸的「珠三角」地區？ 
廣州 泉州 佛山 東莞 

47 中國大陸高速公路新的編號系統前面冠以 G，後接一至二位數字，包含三個系統，其一為以北京為起點的國
道，由正北依順時鐘方向編為 G1 至 G9。第二，其它非以北京為起點的國道，南北方向採奇數，由東向西
順序編排，編號由 G11 至 G89；東西方向採偶數，由北往南順序編排，編號由 G10 至 G90。第三是納入中
國國家高速公路網的大都會環線高速公路，由北往南依序採用編號 G91 至 G98。下列何條路線不是南北方
向的國家高速公路？ 
瀋陽－海口 濟南－廣州 重慶－昆明 南京－上海 

48 中國大陸少數民族中，有「打羊」、「打牛」迎賓待客之習俗的是： 
傣族 彝族 基諾族 納西族 

49 中國大陸將各地的時間皆調整為北京（116°E）時間，在烏魯木齊（88°E）旅行時，若日正當中，房間內的
時鐘是幾點鐘？ 
上午 10 時 中午 12 時 下午 2 時 下午 4 時 

50 在義大利半島上觀光，除了義大利本國外，還可能到達兩個位於義大利國土內的小國家，一個是梵蒂岡，另
一個是： 
聖馬利諾 薩丁尼亞 列支敦士登 馬爾它 

51 那一個國家擁有歐洲 繁忙，而且里程數 長的高速公路系統？ 
法國 英國 瑞士 德國 

52 巴西政府為了促進巴西中部地區的開發，將首都由海邊往內陸移 900 多公里。請問這個「新」首都的名稱為： 
里約 聖保羅 巴西利亞 薩爾瓦多 

53 美國西海岸的大都會，包括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等，其發展上的共通點是： 
均有豐富礦產資源  均深受西班牙文化影響 
均擁有水力作為動力來源 均為天然良港 

54 亞洲大部分地區屬於季風型氣候，其季風強盛的原因為： 
緯度高低的差異 山脈走向的差異 地形高低的差異 海陸性質的差異 

55 朝鮮半島民居在臥室設置何種設施以因應寒冬？ 
烙 燎 炕 炓 

56 朝鮮時代祭禮，正初、冬至等大節日王妃穿的衣服稱為： 
冕服 翟服 妃服 冠服 

57 以花崗岩山峰、峽谷、瀑布、森林景觀聞名，為南韓 著名的國家公園： 
雪嶽山 大白山 金剛山 蓬萊山 

58 西亞有「小亞細亞」之稱的自然區為： 
伊朗高原 安那托力亞高原 阿拉伯高原 高加索山地 

59 南亞大海嘯淹沒那一個國家的首都？ 
孟加拉 印尼 斯里蘭卡 馬爾地夫 

60 印度那一個城市因經濟迅速崛起，有「矽谷高原」的稱號？ 
孟買 新德里 加爾各答 邦加羅爾 

61 那一個國家如加入歐盟，會使歐盟與中東伊斯蘭教地區接壤，而發生地緣政治上的摩擦？ 
土耳其 塞爾維亞 摩納哥 阿爾巴尼亞 

62 印度半島歷史上不斷受外來民族的統治，使文化顯現複雜性，其導因於何種自然環境因素？ 
氣候溼熱 土地肥沃 河川下游常氾濫 西北部地形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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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南亞的孟加拉是世界 貧窮國家之一，專家認為主要因素是什麼？ 
氣候災害 地震災害 戰爭因素 政治因素 

64 伊斯蘭教創始於何地？ 
巴勒斯坦 阿拉伯半島 兩河流域 亞美尼亞 

65 印尼外匯之收入主要來自於下列何種天然資源？ 
石油及天然氣 煤礦 鐵礦 金礦 

66 剛果盆地原來為一湖泊，後因什麼原因使湖水外洩而形成盆地？ 
湖水蒸發 湖緣侵蝕 泥沙淤積 湖水滲透 

67 澳洲的氣候大致說來是比較乾燥的，這種現象主要是其常年被行星風系中那一個風帶影響所致？ 
副熱帶高壓帶 副熱帶低壓帶 間熱帶輻合帶 熱帶高壓帶 

68 西北非沿岸一帶為典型的地中海式農業區，麥田、葡萄園處處可見，而葡萄栽培面積的擴張證明葡萄酒的市

場很大。何處是西北非葡萄酒市場？ 
亞洲 西歐 美洲 中東 

69 紐西蘭觀光景點有區域差異，要體驗壯麗的冰河與峽灣景觀，宜安排到那一地區欣賞？ 
南島西南部 南島東北部 北島東南部 北島西北部 

70 有關「極光」（aurora）的敘述，何者錯誤？ 
南極與北極地區皆可能看到極光 
美國阿拉斯加是適宜觀賞極光的地區 
低溫晴朗的冬季是觀賞極光的好條件 
極光是來自月球的高速粒子撞擊地球上空氣體分子產生的彩色光 

71 那一個大海港位於西非幾內灣沿岸的尼日河三角洲出口西岸，並濱臨大西洋？ 
好望角 阿必尚 拉哥斯 羅安達 

72 紐西蘭南島形狀狹長，天然植被呈現西岸林木茂盛蓊鬱、東岸多草坡的景觀，這種差異主要是那一項因素所

造成？ 
坡度 向陽或背陽 風力強弱 雨量多寡 

73 有關保護區規劃新趨勢之概念，何者錯誤？ 
由單純的環境規劃技術，轉換為價值衝突的平衡 保護區規劃與社會政策關聯性增高 
由上而下的公眾參與模式 保護區規劃須考量社區參與 

74 西元 2010 年英國宣布成立之查戈斯群島海洋保護區，該保護區位於何處？ 
太平洋 印度洋 大西洋 南冰洋 

75 下列那一個森林遊樂區發現全世界僅見的棣慕華鳳仙花？ 
觀霧森林遊樂區 太平山森林遊樂區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墾丁森林遊樂區 

76 下列那一種特定範圍之經營管理單位，若發現有蜂巢存在時，不宜積極地摘除蜂巢，惟須提醒小心，並告知

應對方式與備有急救設備？ 
自然保留區之野外森林中 民營收費遊樂區 
國家公園遊客中心周邊  森林遊樂區內育樂設施區之步道沿線 

77 政府在民國 50 年代前後為安置國軍退除役官兵從事農業生產，開發中部東西橫貫公路沿線之山地農業資源，設

置那些山地農場？ 
花蓮農場、清境農場、武陵農場 花蓮農場、清境農場、嘉義農場 
花蓮農場、清境農場、福壽山農場 福壽山農場、清境農場、武陵農場 

78 在觀光遊憩區開發的投資組合模式中，土地所有人可保有產權又無須負擔開發經營風險，且可先收取相當權

利金，而開發者亦可降低土地購買成本的方式，稱之為： 
土地信託開發 設定地上權  OT（營運－移轉） 不動產證券化 

79 文字是世界重要遺產，下列那一種敘述是正確的？ 
希臘文字屬象形文字  中國文字屬線形文字 
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文字屬楔形文字 古埃及文字屬甲骨文字 

80 某人擔任領隊帶團前往日本旅遊時，下列那些項目對日本的介紹是正確？①將雙手的手心在胸前合起來，這

種手勢稱為合掌，在日本作為飯前飯後的致敬使用 ②吃壽司時用手拿著吃並不違反禮法 ③在神社「手

水舍」的水盤上擺著帶柄的勺子，是用來喝聖水淨心淨身 ④浴衣也就是和風睡衣，如果是旅館內，即使

在客房外也可以穿著浴衣 
①②④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