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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 世紀後半葉，在暹羅（今泰國）實施一系列的改革措施，使暹羅在 20 世紀初成為亞洲少數近代化國家

的君主是： 
朱拉隆功 蒙固 普美蓬 哇栖拉兀 

2 地理大發現時代，最早在東方從事海外探險和貿易的國家是： 
英國 法國 葡萄牙 西班牙 

3 19 世紀末，英國與荷蘭在何處為了爭奪殖民地而爆發布耳戰爭？ 
埃及 南非 剛果 衣索比亞 

4 文藝復興時代佛羅倫斯的大銀行家家族是： 
米開朗基羅 馬基維利 達文西 麥第奇 

5 「最後的晚餐」和「蒙娜麗莎」兩幅畫作是那一位文藝復興時期的人物所作？ 
達文西 米開朗基羅 拉斐爾 喬陶 

6 英國在西元那一年開鑿蘇伊士運河之後，印度與歐洲的交通運輸變得更為便捷？ 
 1869 年  1889 年  1909 年  1929 年 

7 自 12、13 世紀十字軍東征以來，那一個階級日益興盛？ 
貴族階級 商業階級 工業階級 農業階級 

8 鐵達尼號遠洋巨輪撞到冰山的船難事件發生於那一年？ 
 1892 年  1902 年  1912 年  1922 年 

9 近代在雅典舉辦的奧林匹克運動會起源於： 
 1896 年  1900 年  1912 年  1944 年 

10 那一位宗教改革家在西元 1517 年對天主教會提出改革 95 條理論？ 
聖彼得 馬丁．路德 聖保羅 約翰．喀爾文 

11 那位美國總統於 19 世紀初創辦維吉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目前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

列為世界遺址（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亞當斯（John Adams） 
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麥迪遜（James Madison） 

12 法國政府送給美國制憲 100 周年的自由女神像，矗立在那一個城市的港口？ 
波士頓 舊金山 大西洋城 紐約 

13 中南美洲的那一個古文明，採用結繩記事、出現巨型建築和神廟、已知使用冶金技術，地理上北起今哥

倫比亞，南達今智利中部？ 
印加（Inka）文明  阿茲提克（Aztec）文明 
馬雅（Maya）文明  南島（Austronesian）文明 

14 飛機的發明人是： 
愛迪生 富蘭克林 萊特 波音 

15 美國總統羅斯福在「爐邊閒談」中，向國民訴說新政的理念，發揮極大的影響，是透過何種傳播媒體？ 
報紙 無線電廣播 電視 網際網路 

16 曾在林肯紀念堂前發表演說「我有一個夢想」，對 1960 年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貢獻甚大的是： 
金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牧師 羅馬天主教宗保祿六世（Pope Paul VI） 
傑克遜（Jesse Jackson）牧師 艾爾．夏普頓（Al Sharpton）牧師 

17 英國在北美建立的 13 個殖民地當中，其中有幾個殖民地被稱為「新英格蘭」。下列那個地方屬於當時的

新英格蘭？ 
新罕布夏（New Hampshire） 芝加哥（Chicago） 
佛羅里達（Florida）  威斯康辛（Wiscon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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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6、17 世紀歐洲人的海外探險活動，不僅使美洲與亞洲古文明受到極大的衝擊，同時也帶動全球物質和

生活文化的巨大改變。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美洲人栽植的咖啡、可可等食物傳入歐洲 亞洲人栽植的香料和絲綢，傳入歐洲 
亞洲人栽植的玉米和馬鈴薯傳入美洲 歐洲人的傳染病傳入美洲 

19 美國秘密研究發展第一顆原子彈的計畫為： 
曼哈頓 新墨西哥  X 檔案 猶他 

20 1980 年韓國政局情勢不安，政府宣布戒嚴，隨即發生大規模學生示威活動，其中以某個城市最為嚴重，

導致軍隊武力鎮壓，造成嚴重死傷，這個事件被稱為： 
仁川事件 光州事件 漢城事件 濟州島事件 

21 1511 年率領傭兵攻陷麻六甲，建立葡萄牙人在東南亞殖民據點的是： 
赫曼．丹德爾 湯瑪斯．萊佛士 阿豐索．德．亞伯奎 安祖．克拉克 

22 17 世紀初，在越南以越語傳播天主教，並創現今拉丁化拼音的越語文字，積極鼓吹法國應占領越南的傳

教士是： 
亞歷山大．羅德（Alexander Rhodes） 百多祿（Behaine） 
康士坦丁．范爾康（Konstantinos Phaulkon） 皮耶．塔夏德（Pere Tachard） 

23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宣布，美俄以什麼為界分占南北韓？ 
北緯 38 度 柏林圍牆 黑龍江 長白山 

24 早期東南亞各國的歷史、宗教與文化，深受印度教的影響，下列那個國家例外？ 
泰國 柬埔寨 印尼 越南 

25 韓劇「明成皇后」描述的是韓國那一個王朝的歷史故事？ 
高麗王朝 新羅王朝 朝鮮王朝 百濟王朝 

26 1993 年，馬來西亞總理提出「亞洲價值」的口號，除宣示反西方的立場外，他主要在強化亞洲人對自我

文化的認同，擺脫長久以來的「歐洲中心論」觀念，這位總理是： 
李光耀 東姑拉曼 蘇哈托 馬哈迪 

27 19 世紀歐美列強在東南亞各地競逐勢力範圍，其中今印尼最後成為那一個國家的殖民地？ 
英國 法國 葡萄牙 荷蘭 

28 山西渾源縣翠屏山絕壁上的「懸空寺」向以其鬼斧神工的建築技法馳譽世界，該寺的修建時代為： 
兩晉時期 兩漢時期 南北朝時期 明清時期 

29 史記「車轂擊、人肩摩、連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如雨」是描寫古代齊國臨淄的繁華、熱鬧景象。臨

淄位於現在的那一省？ 
河北省 山東省 安徽省 江蘇省 

30 1950 年代，考古學者在河南鄭州發現一座商城，面積 250 萬平方公尺，規模宏大，明顯要動用極多的人

力方能構築，這樣的出土遺址可以說明什麼？ 
商人工藝已達一定程度，足以建構此一巨城 商王不恤民力，暴虐無方 
商王無道，好大喜功  反映國家權力高漲，足以動員並控制大量人力 

31 16 世紀中葉，在中國江蘇一帶，開始流行一種唱腔細膩婉轉、文字優美的戲曲，它在士人階層中特別受

到喜愛，而如「牡丹亭」、「桃花扇」之流的劇目，至今都還為人所傳唱。此種戲曲為何？ 
京劇 粵劇 崑曲 豫劇 

32 史載唐代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如果在夜鼓擊完後尚未回家，就必須找個隱蔽之處藏身躲避。導致這狀況

的原因是什麼制度？ 
戒嚴制 坊制 徵兵制 義役制 

33 民國 18 年，考古學家在河北省房山縣周口店發現了： 
北京人 藍田人 房山人 山頂洞人 

34 春秋時代數以百計的小城邦，到了戰國時代只剩下那 7 個主要國家？ 
韓、趙、魏、楚、燕、齊、秦 宋、齊、梁、陳、魏、楚、吳 
吳、越、梁、陳、魏、楚、晉 晉、周、梁、楚、魏、齊、秦 

35 下列有關臺灣原住民族的敘述，那一項正確？ 
均屬於南島語系 皆為母系社會 有共通的語言與文化 皆有紋面習俗 

36 原住民族少女莎勇在送別日本老師途中不幸落水身亡，這個故事後來被改編成電影「莎勇之鐘」，該故

事發生的地點在那裡？ 
尖石 南澳 水里 阿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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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臺東縣有名的金針產地是： 

六十石山 赤柯山 都蘭灣 太麻里 
38 在臺灣那一個地區可觀賞到石灰岩洞穴地形景觀？ 

臺灣北部 臺灣中部 臺灣南部 臺灣東部 
39 高雄港舊稱打狗港，為臺灣第一大商港，附近鋼鐵、石化、造船工業聚集。此港口是利用下列何種海岸

地形興建而成？ 
谷灣 潟湖 牛軛湖 沙頸岬 

40 小明暑假到英國去玩，在當地下午 4 點打電話給家人報平安，此時臺灣應是幾點？ 
下午 4 點 中午 12 點 半夜 12 點 上午 4 點 

41 中國東北每年以舉辦冰雕節聞名的城市為： 
瀋陽 大連 哈爾濱 吉林 

42 中國名酒中，曾於 1915 年萬國博覽會中獲獎，而有國酒之稱者為： 
四川五糧液 貴州茅台酒 安徽古井貢酒 江蘇洋河大曲 

43 中國大陸以石灰岩洞地形聞名的城市為何？ 
昆明 桂林 貴陽 成都 

44 黃山是中國重要的「國家地質公園」，「奇松、怪石、雲海、溫泉」被稱為「黃山四絕」，其中岩石是

造成黃山絕景的要素，其主要的岩石類型為： 
花崗岩 大理岩 安山岩 石灰岩 

45 西藏地區因地勢高聳孤立，再加上風向及緯度的影響，形成特有高地氣候，其氣候特徵，何者為非？ 
空氣稀薄、日照強烈 年溫差小、日溫差大 雷雨、冰雹、夜雨多 長期陰雨天、日照少 

46 中國華南地區的貴州高原，雨日長達八、九個月，有「天無三日晴」之稱謂，其原因主要是： 
河湖眾多，水氣蒸發盛  位於海陸交接處，颱風侵襲機會大 
印度洋盛行西風，可終年吹拂 地形崎嶇，造成鋒面滯留 

47 比薩斜塔因為塔身傾斜，而成為著名的觀光據點，而此座塔位於那一個國家？ 
西班牙 匈牙利 荷蘭 義大利 

48 加拿大農業機械化程度相當高，應與下列那一項地理特徵關係最密切？ 
氣候相當冷溼 人口密度全美洲最低 鐵公路交通發達 極地大陸氣團發源地 

49 在瑞士著名的冰河地景中，下列那條是瑞士長度最長的冰河？ 
阿萊奇冰河 戈爾內冰河 莫爾特拉冰河 羅納冰河 

50 布達佩斯是歐洲著名的古老雙子城，河流將城市分為兩部分，河右岸多山，稱為布達，是昔日的皇朝首

都；左岸是平原，稱為佩斯，是現代商業和政治活動的中心。請問在布達和佩斯之間的河流為： 
萊因河 多瑙河 奧得河 易北河 

51 由於受到北大西洋暖流、盛行西風和溫帶氣旋的影響，冬季溫和，但是卻常出現大霧，因而有「霧都」

之稱的城市是： 
巴黎 倫敦 日內瓦 阿姆斯特丹 

52 莫斯科具有許多造型獨特的教堂（例如：克里姆林教堂），這也是莫斯科具代表性的都市景觀。下列那

一項是這些教堂的主要建築特色？ 
高聳的尖塔 洋蔥型金色圓頂 列柱廊 拱門 

53 歐洲各種藝術薈萃，成為世界的重要觀光地區。其中有「音樂之都」美譽的是那一個城市？ 
維也納 布達佩斯 蘇黎世 巴黎 

54 下列那一部文學作品是以巴黎聖母院為背景？ 
鐘樓怪人 茶花女 羅密歐與茱麗葉 唐吉柯德傳 

55 一般而言，西南歐國家的居民主要信奉何種宗教？ 
新教 東方正教 羅馬公教 伊斯蘭教 

56 所謂「拉丁文化」的起源地是下列那一個國家？ 
義大利 希臘 法國 西班牙 

57 歐洲各國中，同時擁有火山與冰河地形，而使該國有「冰火王國」之稱的國家是： 
芬蘭 俄羅斯 挪威 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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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下列那一個歐洲國家不是內陸國？ 
奧地利 瑞士 比利時 匈牙利 

59 下列德國的工業城市中，位於萊因河流域的是： 
漢堡 柏林 慕尼黑 法蘭克福 

60 英國聯合王國的領土不包含下列那一個地區？  
蘇格蘭 北愛爾蘭 英格蘭 格陵蘭 

61 義大利的礦產以何種最為豐富，產量為世界第一？ 
煤礦 大理石 石油 銅礦 

62 工業發展需要有良好的區位條件，北韓優於南韓的工業區位條件是： 
原料與勞工 原料與動力 勞工與市場 市場與交通 

63 馬來西亞最重要的金屬礦產為： 
鐵礦 錫礦 鉛礦 鋅礦 

64 菲律賓天然災害眾多，其中災害最嚴重且頻繁的是： 
地震 火山 風災 旱災 

65 中南半島面積最大者是那一國？ 
越南 寮國 泰國 緬甸 

66 南亞宗教眾多，但信仰人數最多，分布最廣的宗教是那一個？ 
佛教 印度教 伊斯蘭教 基督教 

67 下列那個西亞都市其原文意為「和平之城」？ 
耶路撒冷 貝魯特 巴格達 利雅德 

68 澳洲昆士蘭灌溉用水的水源，是來自何種降雨類型？ 
東北信風之地形雨 東南信風之地形雨 氣旋雨 盛行西風之地形雨 

69 紐西蘭為何牧羊業重於農業？ 
雨量不足 資金不足 勞力不足 交通不便 

70 東南亞在種族和文化方面深具過渡性色彩，形成此一現象的主要影響因素是： 
地理位置 地形變化 氣候變化 國家政策 

71 亞洲人口分布很不均勻，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 
風俗與宗教 氣候與地形 水文與交通 政策與社會 

72 非洲境內平均高度最高的國家是： 
索馬利亞 肯亞 衣索比亞 吉布地 

73 三千年來三教共尊的聖城－耶路撒冷，同時存在著三個宗教，下列何者不包括在內？ 
猶太教 天主教 伊斯蘭教 基督教 

74 西班牙巴塞隆納的高第建築，因其具有奇特、立體及高度想像力的特色而聞名，下列那一項非高第所設

計？ 
布勾斯大教堂 聖家堂 奎爾公園 米拉之家 

75 達文西的著名畫作「最後的晚餐」存放於那間教堂？ 
義大利聖母感恩教堂 德國科隆大教堂 法國漢斯聖母大教堂 英國聖馬丁教堂 

76 韓國唯一被聯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選為生物圈保護區的地方是那一個？ 
雞龍山國家公園 慶州 智異山國家公園 雪嶽山國家公園 

77 臺灣面積最大，最完整的潟湖在那裡？ 
竹圍溼地 高美溼地 七股溼地 大鵬灣溼地 

78 臺灣第一條利用環保經費興建的「環鎮自行車道」在那一個行政區？ 
旗山區 關山鎮 水里鎮 玉里鎮 

79 下列那一個國家風景區受八八水災破壞最嚴重？ 
茂林 日月潭 參山 東部海岸 

80 臺灣地區下列國家風景區中，面積最大的是那一個？ 
西拉雅 玉山 花東縱谷 雲嘉南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