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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領時代後期，臺灣北部基督教的傳播，以何人為核心而開展？ 

英國的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英國的巴克禮（Thomas Barclay） 

英國的宋忠堅（Duncan Ferguson） 加拿大的馬偕（George L. Mackay） 

2 布袋戲大師李天祿的回憶錄中提到：「當時的布袋戲就是將尪仔穿上日本服，講日本話，配樂則用

唱片放西樂，尪仔拿著武士刀在臺上砍來砍去。…我們臺灣的地方戲完全被禁演。有時候大家還是

偷演，看到警察來檢查才趕快換上日本服的尪仔，改成軍歌的配樂。」請問這段文字描述的事情，

最可能發生在下列那個時期？ 

西元 1910 年 西元 1920 年 西元 1930 年 西元 1940 年 

3 臺灣官方推動土地改革，以實物土地債券及四大公營事業股票強制收買地主耕地，四大公營股票指

的是： 

台糖、台泥、台玻、台紙 台糖、台玻、工礦、農林 

台泥、台紙、工礦、農林 台塑、台泥、工礦、農林 

4 臺灣中部的原住民因勞役、婦女、經濟等各種問題長期累積，終於在西元 1930 年 10 月利用學校運動會

時起事，史稱： 

霧社事件 噍吧哖事件 土庫事件 北埔事件 

5 西元 1993 年以後，橫跨歐洲與亞洲的國家為何？ 

蒙古 俄羅斯 愛沙泥亞 波蘭 

6 17 世紀歐洲的「科學革命」促成近代科學的興起，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與世界觀，而這些進展其實

始於 16 世紀哥白尼（Nicolaus Corpernicus）所引發的天文學革命。哥白尼在其著作「天體運行論」

中，提出何種理論打破歐洲中世紀以來的宇宙觀？ 

地球中心說 太陽中心說 宇宙靜態說 太陽繞日說 

7 英國浪漫派詩人拜倫熱愛自由，於西元 1823 年號召一支義勇軍，前往那一國支援作戰？ 

希臘 土耳其 奧地利 義大利 

8 米開朗基羅在西斯汀教堂的大作「創世紀」，目前留在： 

佛羅倫斯 羅馬 米蘭 威尼斯 

9 那一個歐洲國家於 15 世紀率先航行至非洲南端好望角（Cape of Hope）？ 

西班牙 葡萄牙 英國 荷蘭 

10 古埃及的金字塔主要盛行於那一個時代？ 

舊王國時代 中王國時代 第二中衰期 新王國時代 

11 拜占庭帝國對於法律的整理有重要貢獻，下列那一部法典屬於此類成就？ 

查士丁尼法典 漢摩拉比法典 十二表法 大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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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何者是近代歐洲史上重大的「宗教戰爭」？ 

英國、西班牙戰爭 克里米亞戰爭 三十年戰爭 義大利王位繼承戰爭 

13 中古歐洲曾被羅馬教宗加冕為「羅馬人的皇帝」之法蘭克國王是那一位？ 

顎圖一世（Otto I）  查理曼（Charlemagne） 
查士丁尼（Justinian）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14 西元 1992 年那一個組織的成員正式簽署馬斯垂克（Maastricht）條約？ 

美洲國家組織 東南亞國協 非洲團結組織 歐洲共同體 

15 冷戰時代曾有一位美國政治人物在柏林圍牆前發表題為「我是柏林人」的演講，強調自由與民主的

珍貴，並表達對共產體制之不齒。這一位美國政治人物是： 

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尼克森（Richard Nixon） 
甘迺迪（John F. Kennedy） 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 

16 19 世紀時，那一位探險家深入非洲報導當地景物，導致歐洲國家在非洲的競逐？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 
庫克（James Cook）  李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 

17 主張君主應當如狐狸以識別陷阱，又是一頭獅子以鎮豺狼之「君王論」的作者是誰？ 

馬基維利 亞里斯多德 柏拉圖 麥第奇 

18 希臘邁諾亞（Minoan）文明主要起源於下列那一個島嶼？ 

西西里島 賽普勒斯島 克里特島 馬爾他島 

19 帶領美國度過經濟大恐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是那一位美國總統？ 

羅斯福 尼克森 杜魯門 艾森豪 

20 航海路線的開通促使大西洋兩岸的物產得以交流，下列何者為美洲傳往歐洲的重要物產？ 

小麥 馬匹 馬鈴薯 豬隻 

21 西元 1960 年消解古巴飛彈危機的美國總統是： 

羅斯福 甘迺迪 雷根 尼克森 

22 美國南北戰爭期間，美國總統林肯（Abraham Lincoln）曾經發表重申美國的「自由」與「平等」理

想的演講，此一重要歷史文獻指的是： 

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蓋茲堡演說（Gettysburg Address） 
獨立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人權與公民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 

23 美洲某印地安文明其君王被視為太陽神的後代，又建國於高聳的安地斯山地，在山區修築水壩與水

槽以灌溉梯田，因此有「雲端裡的帝國」稱號，這一文明是： 

阿茲提克文明 印加文明 馬雅文明 奧爾梅克文明 

24 在美國擴張領土的過程中，如何取得阿拉斯加？ 

向俄國購買  與英國作戰取得 
與法國作戰取得  與阿拉斯加原住民締約取得 

25 西元 1960 年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領袖金恩（Martin Luther King）曾發表一篇「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的演說，其演說地點位於那一個建築物之前？ 

越戰紀念碑 國會大廈 白宮 林肯紀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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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以《常識論》（Common Sense）一書聲援北美殖民地人民，起而反抗英國暴政的作者是： 

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 康德（Immanuel Kant） 

潘恩（Thomas Paine）  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 

27 西元 1819 年，新加坡成為英國人的殖民地，以下那一位是主要的開埠功臣？ 

布洛克（James Block） 萊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萊特（Francis Light）  庫恩（Jan Pieterszoon Coen） 

28 16 世紀初，巴貝爾（Babur）以阿富汗為根據地，逐步入侵印度，西元 1526 年他在印度北部建立一

個王國，開啟伊斯蘭穆斯林統治印度的時代，這個王朝稱為： 

蒙兀兒（Mughal）王朝 阿拔斯（Abbasid）王朝 

孔雀（Maurya）王朝  法提馬（Fatimid）王朝 

29 根據古蘭經，伊斯蘭教徒必須每日朝麥加（Mecca）祈禱 5 次，並盡可能一生至麥加朝聖 1 次，此乃

因為該地有一座建築物是穆罕默德祈禱和靜思之處，此一建築物所指為何？ 

阿里清真寺 智慧堂 卡巴天房 哭牆 

30 20 世紀初，澳大利亞聯邦政府通過移民限制法案，規定凡入境者必須通過歐洲語言考試，實際上等

於禁止所有非歐洲移民者入境，這一政策又稱之為： 

種族隔離政策 一個澳洲政策 種族淨化政策 白澳政策 

31 南太平洋的薩摩亞群島（Samoa Islands），何時開始與西方接觸？ 

 17 世紀  18 世紀  19 世紀  20 世紀 

32 西元 1769 年，一位英國船長航抵今之紐西蘭，宣稱英國王室對此島擁有主權，這名船長名叫： 

庫克（James Cook）  塔斯曼（Abel Tasman） 

哈伯森（William Hobson） 休斯頓（James Hudson） 

33 清代圓明園造景蒐集天下名勝，兼及西方巴洛克式庭院，所藏藝術珍寶琳瑯滿目，卻在 19 世紀那一

場戰爭中遭到焚毀？ 

鴉片戰爭 英法聯軍 甲午戰爭 八國聯軍 

34 明神宗萬曆 10 年，耶穌會教士利瑪竇受羅馬教廷之命抵達中國，其傳教策略為： 

穿儒服，與士大夫階級交往，以便成功打入中國士大夫階層 

成立醫院，以醫療技術進入中國社會 

深耕中國農村社會，宣講福音 

定時提供中國農村民眾麵粉、奶粉，減少農村嬰兒死亡率 

35 所謂的「東亞文化圈」在隋唐時期所涵蓋的國家包括朝鮮、日本，以及那一個國家？ 

吐蕃 西夏 越南 泰國 

36 珍寶島是中國大陸烏蘇里江上的一座島嶼。下列那個選項和這座島嶼的歷史最有直接關聯？ 

西元 1931 年，中共在此地自建政權，成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西元 1964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此地試爆原子彈，擠入國際核武強權行列 

西元 196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聯因疆界問題爭執不下，在此地爆發武力衝突 

西元 1992 年，鄧小平巡視此地，要求共產黨幹部建立務實心態，擴大開放經濟 

37 下列何者不是一神教？ 

基督教 伊斯蘭教 猶太教 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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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已開發國家的都市擴張歷程是由都市→都會區→都會帶。整個過程的最主要動力是： 

人口成長 經濟成長 跨國企業發展 交通革新 

39 下列有關國家風景區舉辦的活動何者錯誤？ 

雲嘉南濱海風景區—鯤鯓王平安鹽祭 西拉雅國家風景區—紫蝶幽谷賞蝶活動 
馬祖國家風景區—賞鷗生態季 東北角暨宜蘭海岸國家風景區—福隆沙雕季 

40 臺中盆地的形成，與下列何種作用關係最密切？ 

侵蝕作用 斷層作用 褶曲作用 崩壞作用 

41 過去 80 年未見蹤影的「桃紅蝴蝶蘭」，西元 2011 年再度發現其蹤跡，其原生地為何處？ 

綠島 澎湖 蘭嶼 金門 

42 在我國的國家風景區中最適合泛舟的河流是那一條？ 

花蓮溪 秀姑巒溪 卑南溪 大甲溪 

43 下列中國大陸的區域中，何者為季風氣候區？ 

北疆盆地 蒙古高原 青藏高原 嶺南丘陵 

44 中國大陸那一個城市以生產載重汽車和轎車聞名，號稱最大的汽車城？ 
武漢 上海 大連 長春 

45 中國大陸珠江三角洲工業區的興起，最主要是憑藉那一項工業區位的優勢來發展輕工業？ 

勞工 資金 原料 市場 

46 中國大陸目前擁有國家一級博物館數量最多的省（市）是何者？ 

陝西省 四川省 北京市 上海市 

47 下列何者為中國大陸西北地區回族的主要信仰？ 

佛教 伊斯蘭教 天主教 基督教 

48 北京天安門廣場，位於紫禁城那一側的入口？ 

東側 西側 南側 北側 

49 下列何地區因山多平原少、人口眾多、糧食不足，加上沿海港灣眾多，故成為中國移民海外人口最

多的地區？ 

南部地區 中部地區 北部地區 東北地區 

50 地中海地區居民多將房屋粉刷成白色，其主要目的為何？ 

習俗 保持室內清涼 石材 政府政策 

51 密西西比河由北而南穿越地勢低平的大平原，沿途主要是那一種類型的湖泊？ 

潟湖 槽湖 牛軛湖 斷層湖 

52 墨西哥灣流為全球水溫最高之暖流，流勢強大。促使墨西哥灣流強勁的最主要原因為： 

有大河流注入  南、北赤道流合併 
流經加勒比海和墨西哥灣等暖海 盛行西風吹送 

53 加拿大緯度高，氣候酷寒，荒地甚多。為克服其農耕上的困難，曾經特別採取過下列那一項方法，

獲致輝煌成就？ 

大規模實行灌溉農業  利用乾耕取代輪作 
加強培養早熟品種  鼓勵人民從事休閒農業 

54 日本冬雨區的分布，主要和那一因素有關？ 

東南季風 西北季風 黑潮 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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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日本冬季時，何處降水仍豐？ 

日本海沿岸 九州沿岸 太平洋沿岸 北海道沿岸 

56 南北韓分隔 50 餘年後，北韓首次向南韓人開放的第一個旅遊景區為： 

開城 平壤 金剛山 雪嶽山 

57 日本三大祭典中位於大阪的是： 

祗園祭 神田祭 天神祭 時代祭 

58 土壤鹽鹼化是印度半島上重要的環境問題。下列那一河段的土壤鹽鹼化最為嚴重？ 

恆河上游  印度河中游  

布拉馬普得拉河中游  恆河下游 

59 世界五大宗教均發源於西、南亞，其中那一個宗教在其發源地目前信徒極少，居民多改信其他宗教？ 

佛教 印度教 猶太教 伊斯蘭教 

60 下列亞洲何處居民以興建「坎井」的方式來取水？ 

南亞 東亞 西亞 東南亞 

61 西亞的地中海沿岸地區放牧業較為發達，主要的牲畜為： 

牛 羊 馬 駱駝 

62 印度大平原上重要城市之興起，與下列何者之關係最為密切？ 

工業 農業 礦產 交通 

63 下列那個都市河渠縱橫，水運發達，有「東方威尼斯」之稱？ 

仰光 曼谷 金邊 河內 

64 伊拉克北邊的庫德族人，採用何種方式牧羊？ 

放牧 山牧季移 游牧 欄牧 

65 西亞地屬乾燥與半乾燥氣候，下列何處降雨量最少？ 

裏海沿岸 黑海沿岸 地中海沿岸 阿拉伯半島南端 

66 利用位於控制紅海出亞丁灣進入印度洋的地理位置，搶劫通行船舶的東非海盜是那一個國家的人民？ 

衣索匹亞 厄利垂亞 尚比亞 索馬利亞 

67 中非七國，大致位於赤道上，故有赤道非洲之稱。其中以那一個國家面積最大？ 

中非共和國 肯亞 剛果民主共和國 加彭 

68 澳洲中部的艾爾斯岩，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岩石塊，是當地原住民的聖地。當地原住民的族

名為何？ 

東加（Tonga） 阿南古（Anangu） 大溪地（Tahiti） 薩摩亞（Samoa） 

69 下列那一個島嶼，西起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東至太平洋東緣智利外海之間？ 

馬紹爾島 帛琉島 復活節島 大溪地島 

70 澳洲的大堡礁面臨太平洋那一個緣海？ 

塔斯曼海 帝汶海 阿拉夫拉海 珊瑚海 

71 下列環太平洋西側的國家當中，有南回歸線橫貫的是： 

印尼 菲律賓 紐西蘭 澳大利亞 

72 位於埃及尼羅河三角洲出口西岸，濱臨地中海的大海港是： 

開羅 亞力山卓 的黎波里 突尼斯 



 代號：3601 
頁次：6－6 

73 根據森林遊樂區設置管理辦法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森林遊樂區設置考量的因子？ 
面積不少於 50 公頃 
特殊之森林、地理、地質、氣象等景觀 
富教育意義之重要學術、歷史、生態價值之森林環境 
具足夠的住宿及餐飲服務設施 

74 某領隊帶團前往荷蘭旅行，他對下列有關荷蘭的描述何者正確？①庫肯霍夫公園（Keukenhof）是世

界最大的球莖花園 ②庫肯霍夫在荷蘭文的原義是：「廚房花園」，也就是「keuken（廚房）」與

「hof（花園）」兩個字合起來的意思 ③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Flower Auction Aalsmeer），是世

界上最大的鮮花交易市場，占全世界鮮花交易量的 80% ④荷蘭的花卉產品中，以鬱金香的交易量

最大，其次是玫瑰，再次之則是菊花 
①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75 下列世界三大宗教的飲食文化何者正確？ 
伊斯蘭教禁食以嘴獵食的四肢動物 佛教的飲食概念強調不吃豬肉 
基督教可吃活物的血  佛教可吃蔥類等五辛 

76 某人擔任領隊帶團前往夏威夷旅行，下列有關夏威夷的描述何者正確？①西元 1778 年，詹姆斯．庫

克船長登陸苦艾島，經三明治伯爵命名為“三明治群島＂，西元 1959 年成為美國第 50 州 ②20 世

紀，蔗糖和鳳梨的種植帶動夏威夷經濟，其中拉奈島（Lanai）被稱為“鳳梨島＂而聞名 ③是衝浪

與呼拉舞的發源地 ④到珍珠港可以參觀二次大戰被日本空襲炸沉的密蘇里戰艦紀念館與紀念麥克

阿瑟將軍接受日本無條件投降的珍珠港亞利桑那號紀念館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③④ 

77 下列那一處國家風景區座落在海拔約 1,000 公尺之處，具有溪谷地形景觀，擁有心湖、向山、圓潭 3
個美麗瀑布？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阿里山國家風景區 
茂林國家風景區  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78 臺灣是下列那一個國際保育組織的會員？ 
國際自然保育聯盟保護區委員會之東亞地區分會（IUCN/WCPA/EA） 
世界自然基金會（WWF） 
世界旅遊組織（WTO）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79 有關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敘述，何者錯誤？ 
東沙環礁位在南海北方，由造礁珊瑚歷經千萬年建造形成，擁有豐富多樣的海洋生物 
東沙島是環礁裡唯一出露海面的陸域，行政區域劃分由屏東縣政府代管 
環礁的珊瑚群聚屬於典型的熱帶海域珊瑚 
東沙島上也有少數留鳥及冬候鳥，主要以鷸科、鷺科及鷗科為主 

80 某領隊帶團前往法國旅行，他對下列有關法國的描述何者正確？①「法國美食」入選人類非物質遺

產名錄，主要是因為法國料理美味好吃 ②居住地不屬於歐盟國家的旅客，同一天在同一家商店內

的購物達到一定金額，得享有退稅 ③聖蜜雪兒區（Saint-Michel）沿塞納河兩岸佈滿了舊書攤，是

巴黎的另一大特色 ④西元 1989 年法國大革命 200 周年紀念巴黎十大工程之一的羅浮宮擴建工程，是

由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玻璃金字塔羅浮宮入口處 
①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