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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成功在今臺南市赤崁樓設立什麼衙署行使政權？ 
臺灣府 承天府 天興縣 萬年縣 

2 從西元 18 世紀起，臺灣在商業方面曾出現「郊」的組織，其性質是： 
政府管理貿易的機構 商業金融組織 政府徵收稅捐的機構 商業公會組織 

3 臺灣的民間信仰供奉開漳聖王、三山國王、清水祖師或保生大帝等不同的神明。此種不同祭祀圈的形成是基

於： 
血緣關係 地緣關係 秘密結社 郊商組織 

4 西元 1907 年至 1915 年之間，臺灣後期武裝抗日行動主要是受到何事的鼓舞？ 
中國辛亥革命成功  中國發生「五四」愛國運動 
韓國爆發「三一運動」  印度甘地發起「不合作運動」 

5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有效達成社會控制和維護秩序，除強化警察體系外，另組織民間那股力量來協助？ 
農事組合 保甲制度 部落振興 學校教育 

6 曾參加三二九黃花岡之役，其後策動臺灣武裝抗日的志士是： 
陳秋菊 蔡清琳 羅福星 羅俊 

7 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產生深遠的影響，下列何者不是二二八事件的影響？ 
臺灣人對政治感到冷漠，導致國民黨長期一黨專政 部分臺灣人對政府不滿，遠走海外籌組反政府運動 
部分臺灣人認為外省人是事件元凶，造成省籍情結 政府馬上深刻反省，釋放許多政治權力給臺籍菁英 

8 民國 68 年在高雄街頭舉行的國際人權日紀念大會中，憲警與民眾爆發嚴重衝突，多人被捕，此事件為： 
二二八事件 野百合事件 彭明敏案 美麗島事件 

9 西元 1970 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是戰後臺灣文學論戰中最激烈的一個，下列那一個作家的作品不屬於

鄉土文學？ 
王拓 陳映真 鍾肇政 王藍 

10 「刺猴祭」是下列那個族群的傳統儀式？ 
卑南族 阿美族 泰雅族 排灣族 

11 臺灣原住民中以「紋面」聞名，有「王字番」之稱的是那一族？ 
魯凱族 布農族 卑南族 泰雅族 

12 清康熙末期陳夢林等《諸羅縣志》中記載某族群「重生女，贅婿於家，不附其父。故生女謂之有賺，則喜；

生男出贅，謂之無賺」，其所指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布農族 客家族群 平埔族群 鄒族 

13 下列關於新加坡的敘述何者錯誤？ 
主張多元文化主義 
曾為英國殖民地 
脫離殖民統治後立即獨立建國 
前總理李光耀主張「亞洲價值」，以擺脫西方霸權的束縛 

14 巴達維亞（Batavia）城是今日那一個國家的首都之舊名？ 
越南 緬甸 印尼 馬來西亞 

15 朝鮮半島歷代政權更迭，請選出正確的年代先後順序： 
李朝→新羅王朝→高麗王朝→三國鼎立 新羅王朝→高麗王朝→三國鼎立→李朝 
高麗王朝→李朝→三國鼎立→新羅王朝 三國鼎立→新羅王朝→高麗王朝→李朝 

16 足利尊氏在京都成立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建造了「花之御所」。此御所的名稱是： 
金閣寺 銀閣寺 清水寺 室町殿 

17 馬來西亞南部的麻六甲，西元 200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因其曾受歐洲各國的殖民統

治，市區中留下許多不同風格的古老建築，但下列何國不曾殖民過該地？ 
英國 荷蘭 葡萄牙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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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泰國開始實行現代化改革的國王，也是周潤發所主演電影《安娜與國王》中的男主角是誰？ 
拉瑪（Rama）四世 拉瑪（Rama）五世 拉瑪（Rama）六世 拉瑪（Rama）七世 

19 西元 849 年左右，緬族在上緬甸伊洛瓦底江西岸建立其王國，這個王國在歷史上稱為： 
蒲甘王朝（Pagan Dynasty） 阿瓦王朝（Ava Dynasty） 
勃固王朝（Pegu Dynasty） 貢榜王朝（Konbaung Dynasty） 

20 西元 19 世紀末，曾寫《不許碰我》、《起義者》等小說，揭露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黑暗面，西元 1896 年

12 月遭執政當局以煽動判亂罪名槍殺，後被尊為菲律賓「民主之父」的是： 
阿基那多（Emilio Aquinaldo） 波尼法修（Bonifacio） 
黎薩（Jose Rizal）  馬努埃爾．奎松（Manuel Quezon） 

21 西元 1992 年，美國將蘇比克灣海軍基地使用權交還菲律賓，菲律賓將其改為何種用途？ 
住宅區 保護區 工業園區 古蹟區 

22 廣南國阮氏受那些國家的支援後，於西元 1802 年完成越南統一？ 
泰國與法國 英國與中國 法國與中國 日本與中國 

23 荷蘭統治者於西元 1830 年推行什麼耕種制度，以解決印尼的經濟低迷問題？ 
強迫種植制 單一種植制 多元種植制 分散種植制 

24 西元 2000 年因促成南北韓舉行高峰會議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是： 
蘇聯史達林 南韓金大中 北韓金正日 南韓金泳山 

25 明代嘉靖以後，中國商業界的兩大商幫分別是來自那兩個地方？ 
浙江，廣東 山西，安徽 山東，河北 四川，雲南 

26 山東省某博物館收藏了 1 張傳單，上面寫著：「各國諸師兄今為西什庫洋樓無法可破特請金刀聖母梨山老母

每日發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這張傳單最有可能出現於那個時期？ 
南宋末年 清代初年 清代末年 抗日戰爭時期 

27 承上題，這張傳單是那個歷史事件所遺留下來的文物？ 
山東事件 義和團事件 六君子事件 五卅事件 

28 承上題，下列何者不是此事件所引發的結果？ 
八國聯軍 慈禧出奔 東南自保 太平天國之亂 

29 中國大陸某觀光景點內有一座巨大的德國製克魯伯大砲，這座大砲在中國大陸出現的時代背景，最可能是那

一個？ 
清末自強運動 清初三藩之亂 明代倭寇 蒙古滅南宋 

30 以陶瓷聞名的江西景德鎮，其興起最可能是在什麼時代？ 
民國初年 西周 宋代 唐代 

31 清末在福州馬尾設立福州船政學校的是： 
李鴻章 左宗棠 劉永福 袁世凱 

32 今日世人所見的北京故宮，主要經歷中國那兩個朝代所興修的歷史建築群？ 
隋、唐 宋、元 元、明 明、清 

33 兩漢至隋唐時期，都市中的「市」所指為何？ 
貧民區 商業區 文教區 住宅區 

34 媽祖是當代華人社會十分普遍的民間宗教信仰，請問下列關於媽祖信仰的敘述何者正確？ 
起源於中國東北，本為滿人信仰，清初隨滿人入關傳入中原 
起源於中國西北，本為羌人信仰，明初傳入中原漢人聚居之地 
起源於中國東南沿海一帶，與東南沿海地區的民間信仰關係密切 
起源於中國山東半島，一般認為其與東漢以降的神仙道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35 清道光 22 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請問以下那座城市屬於此次開放的口岸，且位於今

天中國大陸的浙江省境內？ 
上海 蘇州 杭州 寧波 

36 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歷史已久，其設校淵源最早可上溯至： 
辛亥革命 戊戌變法 五四運動 北伐統一 

37 臺灣之淺海養殖業中，何者以經營成本低，無須投餌，而盛行養殖於雲林、嘉義、臺南等沿海地區？ 
草蝦養殖 吳郭魚養殖 鰻魚養殖 牡蠣養殖 

38 桃園縣大溪曾是北部地區重要城鎮，卻因那一條件的喪失，風華不再？ 
勞力 交通 資本 資源 

39 臺灣福佬人的民俗信仰中「天官」祭祀時間，通常在農曆何日的黃昏舉行？ 
正月十五日 七月十五日 十月十五日 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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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全臺最早、規模最大的王爺總廟位於臺南何處？ 

鹿耳門 新營 北門南鯤鯓 鹽水 
41 中國大陸海南是屬於何種氣候類型？ 

熱帶沙漠氣候 熱帶季風氣候 溫帶季風氣候 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42 水圳是早期臺灣農業生產之灌溉水路，下列何者是清代時期臺北盆地最早興建的水圳？ 

獅子頭圳 八堡圳 霧裡薛圳 莿仔埤圳 
43 臺灣的海岸可大略分為東、南、西、北四個部分，其中海灣與岬角交錯者分布於何處？ 

東部海岸 南部海岸 西部海岸 北部海岸 
44 石灰岩洞穴內有①石筍②鐘乳石③石柱等 3 種，其地形發育順序為： 

①②③ ①③② ②①③ ②③① 
45 陽明山國家公園在臺灣國家公園中，是以那一項資源為著名？ 

高山溫帶森林景觀 蝴蝶、鳥類 海岸地景 地熱溫泉與火山地形 
46 有關東沙群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珊瑚礁群島  行政區屬高雄市 
島上有軍隊駐紮  目前交通部觀光局正規劃為國家風景區 

47 高鐵行經臺灣那一地區的路段，因民眾超抽地下水而導致有地層逐漸下陷的現象？ 
桃園、新竹地區 新竹、苗栗地區 苗栗、臺中地區 彰化、雲林地區 

48 滄浪亭、獅子林、拙政園、留園代表著宋、元、明、清造園風格的江南四大名園，此四大名園位於何處？ 
揚州 蘇州 杭州 泉州 

49 中國大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中亞鄰國不包括何者？ 
哈薩克 塔吉克 吉爾吉斯 烏茲別克 

50 玄奘由印度取回之佛經存放於： 
山西應縣木塔 陝西西安大雁塔 河南開封鐵塔 湖北當陽棱金鐵塔 

51 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為兩大地理區，以何為分界？ 
淮河 黃河 太行山 秦嶺 

52 黃土高原上的黃土可開挖成窯洞的主因為何？ 
直立性 顆粒細小 疏鬆多孔性 透水性 

53 「萬里長江險在荊江」中國大陸長江的荊江段多洪患，此與下列何項因素最為相關？ 
凌汛 頭蝕 曲流 搶水 

54 中國大陸五嶽中有一嶽上山的路有十八盤，「盤盤有景，景隨人移，氣象萬千，至南天門，羣山俯於腳下」。

這是五嶽中的那一嶽？ 
泰山 華山 衡山 恆山 

55 有關中國大陸鐵路幹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京九鐵路是縱貫中國大陸交通大動脈 京廣鐵路是中國大陸鐵路網的東西向主軸 
哈大鐵路對中西部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結合作用 寶成鐵路是東南地區的南北交通大動脈 

56 中國大陸黃河的含沙量居世界大河之冠，其泥沙主要來自那一個地理區？ 
青藏高原 黃土高原 雲貴高原 四川盆地 

57 中國大陸南部地區沿海因丘陵下降海岸，加上古代陸沉作用，使得島嶼眾多，海岸曲折多灣澳，此類海岸地

形稱為： 
斷層海岸 珊瑚礁海岸 谷灣式海岸 峽灣式海岸 

58 中國大陸西北乾旱區沙漠化持續擴大，其形成的主要原因為何？ 
過度放牧 缺乏水庫 工業發展 人口移入 

59 中國大陸鐵路網最密集的地區為何？ 
華中 華北 東北 華南 

60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位於海拔 1,800～3,000 公尺的溫帶森林，其中「阿里山五木」是指： 
臺灣冷杉、臺灣肖楠、樟樹、鐵杉與華山松 臺灣肖楠、臺灣扁柏、鐵杉、臺灣杉與樟樹 
紅檜、臺灣扁柏、鐵杉、臺灣冷杉與樟樹 紅檜、臺灣扁柏、鐵杉、臺灣杉與華山松 

61 透過建立巨大紀念碑，在地景上書寫歷史。在中國大陸各地興建的數以百計紀念碑中，何座採用著名建築師

梁思成的構想，高踞在天安門廣場上，由 1 萬 7 千餘塊花崗石組成，高 37 公尺？ 
渡江勝利紀念碑 廣州解放紀念碑 人民英雄紀念碑 武漢防汛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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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國大陸風景名勝區，何者同時擁有文化和自然雙重世界遺產？ 
九寨溝 雲岡石窟 黃山 周口店 

63 中國大陸那一個地區受褶曲運動影響，山脈形成南北縱走？ 
東南丘陵 嶺南丘陵 滇西縱谷 貴州高原 

64 現今歐美的農業技術多導源於古希臘和羅馬，尤其在那些方面最為卓著？ 
灌溉和梯田 灌溉和施肥 育種和施肥 育種和梯田 

65 下列那一區是歐洲人在新大陸最早之殖民地？ 
西印度群島 南美的巴西 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美國的新英格蘭 

66 印度半島降雨最多的阿薩密省卡夕丘陵區，其主要的降雨類型為： 
對流雨 地形雨 溫帶氣旋雨 熱帶氣旋雨 

67 日本是一個島國，四大島嶼中面積最大者為： 
北海道 本州 四國 九州 

68 下列何者為亞洲唯一以信奉天主教為主的國家？ 
印尼 菲律賓 新加坡 汶萊 

69 有關非洲東隅的馬達加斯加島，下列那一物種是最著名的動物？ 
狐猴 金絲猴 葉猴 獼猴 

70 下列那個國家有「東方不列顛」之稱？ 
南韓 日本 新加坡 印尼 

71 國土橫跨歐洲與亞洲的國家是： 
希臘 土耳其 伊朗 羅馬尼亞 

72 東非地形較為複雜，中部為著名的湖群高原，這一連串的湖泊主要為何種作用所造成？ 
風蝕 斷層 熔蝕 火山 

73 臺灣本島境內，下列那個地方提供梅花鹿之生態旅遊服務？ 
屏東縣社頂部落 嘉義縣頂笨仔社區 南投縣桃米社區 臺東縣利嘉社區 

74 體驗自然是人們從事森林遊樂活動重要目的之一，而「解說服務」是連結遊客與環境的重要橋樑，且為滿足

遊客體驗自然的重要工具。下列何者不是解說服務的主要功能？ 
啟發民眾對自然、文化、歷史等資源的興趣 安排交通工具 
協助遊客增廣見聞  喚醒民眾的保育意識，促使遊客友善環境 

75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內所興建之纜車屬於鼓勵民間投資興建案，其性質為： 
 OT 案  ROT 案 民間自提 BOO 案 政府委辦 BOT 案 

76 有關中國大陸熊貓的生態保護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臥龍自然保護區是世界上僅存幾處大熊貓棲息保護區之一 
秋天大多棲息於針葉樹林，其他季節則棲息於下層長滿箭竹的針闊葉混生林 
最喜愛的棲息地分布於中高海拔 
生殖季節從每年 10 月至 12 月，母熊貓會在樹洞或石穴築巢生產小熊貓 

77 下列那一處休閒農場，以種植數百種特異植物，並設有全臺灣最大型的古早式露天染缸，提供藍染 DIY 體

驗活動為主題而聞名？ 
南元休閒農場 走馬瀨休閒農場 大菁休閒農場 金雞蛋休閒農場 

78 下列那一座國家風景區之島嶼有「閩東之珠」之美稱？ 
澎湖國家風景區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馬祖國家風景區 

79 下列對鹿港龍山寺之敘述何者錯誤？ 
目前為臺灣保存最完整的清朝建築物 整個廟宇的建築和雕刻頗具特色 
是臺中市的重要廟宇  石材多由閩粵運來 

80 中國大陸著名建築「土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中國大陸福建西部客家人聚族而居的樓房 
住宅的防衛性高，並設有倉庫、畜舍、水井等 
建築形式有方形、圓形、八角形、橢圓形等 
這地區產有相當豐富的頁岩，提供了建築土樓的材料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