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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民主國成立時間很短，但其歷史意義值得探討。就整個發展過程和內容來看，臺灣民主國成立的主要緣
由應該是： 
唐景崧等人本來就有獨立的意圖 臺灣人欲趁此機會脫離清朝統治 
受英美俄等國的鼓動而誤判情勢 不想受日本統治而行的權宜之計 

2 臺灣基督長老教會首先創辦的神學院在： 
淡水 大稻埕 臺南 艋舺 

3 清領時期，臺灣各地郊行主要輸出的農產品，以下列何者為大宗？ 
茶、糖 茶、樟腦 糖、樟腦 米、糖 

4 「玉山崇高蓋扶桑，我們意氣揚，通身熱烈愛鄉土，豈怕強權旺；誰阻擋誰阻擋，齊起倡自治，同聲直標榜

。百般義務咱都盡，自治權利應當享。」這首歌最可能創作於那一個年代？ 
西元 1900 年代 西元 1920 年代 西元 1950 年代 西元 1970 年代 

5 日治時期臺灣出現過許多運動，學者認為某項運動具有兩個特質：一是該運動喚起臺人的政治、社會意識，

近代民主政治觀念，獲得廣為傳布；二是該運動揭櫫自治主義，並肯定臺灣的特殊性，有助於臺人拒斥同
化主義政策，亦為政治運動奠定以臺灣為本位的立場。根據上述論述，此運動應是： 
六三法撤廢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 文化啟蒙 無產階級革命 

6 承上題，該運動的領導者是誰？ 
林獻堂 蔣渭水 簡吉 謝雪紅 

7 西元 1980 年代那一個政黨的成立，象徵臺灣的政治運動由黨外時代進入到政黨政治時代？ 
臺灣團結聯盟 親民黨 新黨 民主進步黨 

8 下列那一位文學家和鄉土文學無關？ 
黃春明 王禎和 陳映真 白先勇 

9 在臺灣經濟發展的歷程中，自出口擴張時期起開始的臺美日三角貿易，是怎樣的結構？ 
日本從臺灣進口農產品，再向美國出口農產加工品 
臺灣從日本進口物料及設備，再向美國出口工業成品 
日本從臺灣進口工業成品，再向美國出口工業加工品 
臺灣從日本進口工業成品，再向美國出口農業產品 

10 臺灣原住民族中以那一族人口最多？ 
布農族 泰雅族 阿美族 排灣族 

11 臺灣漢人稱呼原住民居住的村落為： 
界 莊 厝 社 

12 下列那一族群不屬於平埔族？ 
泰雅族 噶瑪蘭族 凱達格蘭族 西拉雅族 

13 建造於 12 世紀的吳哥窟，其建築深受下列那一文化的影響？ 
越南 泰國 中國 印度 

14 在印尼中爪哇地區有一座著名的佛教佛塔遺跡－婆羅浮屠寺（Borobudur），興建於 9 世紀的那一個王朝？ 
賽倫德拉（Sailendras）  馬塔蘭（Mataram） 
新柯沙里（Singhasari）  室利佛室（Srivijaya） 

15 伊斯蘭教曾經大舉傳入東南亞各地，以下那一地區主要信仰伊斯蘭教？ 
柬埔寨西部 菲律賓南部 寮國北部 新加坡東部 

16 奉祀日本皇室所尊崇的「天照大神」神宮，日後成為日本地位最高的神社是： 
平安神宮 東照宮 伊勢神宮 北野天滿宮 

17 西元 2005 年，緬甸將首都從仰光搬遷到新地點，並命名為： 
曼德勒（Mandalay） 浦甘（Bagan, Pagan） 佩古（Pegu） 奈比多（Naypyidaw） 

18 15 世紀時，麻六甲王朝興起，並成為以下那一門宗教傳播至東南亞各地的中心？ 
印度教 伊斯蘭教 佛教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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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江戶時代德川家光正式下令鎖國，唯獨開啟一港口，准許清國和荷蘭的船隻前往進行貿易活動。此港口是： 
長崎 神戶 江戶灣 函館 

20 西元 1428 年，領導越南人驅逐中國明朝的統治，建立大越王國的人是： 
吳權 陳國峻 黎利 李公蘊 

21 在文獻記載中，緬馬歷史上出現的第一個族群為何？ 
猛族（Mons） 克欽族（Kachins） 緬族（Burmans） 驃族（Pyus） 

22 蒙古人在 13 世紀入侵東南亞，間接促成今東南亞那一個國家的崛起？ 
越南 緬甸 汶萊 泰國 

23 西元 1963 年成立的馬來西亞聯邦，由馬來亞、沙撈越、沙巴和今日何國所組成？ 
泰國 新加坡 菲律賓 印尼 

24 西元 1900 年，荷蘭殖民政府為開創更好的經商機會，在印尼實施： 
強迫種植政策（Kultuurstelsel Policy or Force Cultivation Policy） 
不干涉政策（Non-interference Policy） 
重商政策（Mercantilist Policy） 
倫理政策（Ethical Policy） 

25 某傳單稱：「願同胞萬眾一心爭回青島及保全山東土地，願同胞決志不買日貨及不用日幣與不裝日船，願同

胞永遠抵制日貨，莫忘 5 月 9 日及今時之恥辱。」試問「今時之恥辱」指的是那段時期的史實？ 
六四天安門事件時期 九一八事變時期 五四運動時期 義和團運動時期 

26 傳統中國社會中，用於祭祖、商議宗族事務、解決糾紛的場域為何？ 
祠堂 食堂 澡堂 善堂 

27 下列何者不屬於中國清代皇帝的墓葬建築群？ 
盛京三陵  河北省遵化縣的東陵 
河北省易縣城西的西陵  北京十三陵 

28 元末毀於戰火，明太祖洪武年間重修的北京全真教大道觀為何？ 
指南宮 重陽宮 真武宮 白雲觀 

29 位於中國大陸湖南省長沙市，與「白鹿洞書院」、「應天書院」、「嵩陽書院」並稱為北宋四大書院的是那

一所書院？ 
嶽麓書院 麗澤書院 石鼓書院 東林書院 

30 陝西西安張家坡出土大量西周時期車馬坑，足以說明當時是以何種戰爭型態為主？ 
車戰 步戰 水戰 騎步混合 

31 19 世紀後半葉，清廷綜覈辦理對外交涉和自強運動相關業務的機構是： 
理藩院 總理各國事務衙門 外務部 資政院 

32 唐朝詩人劉禹錫的懷古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首詩主要寄予感懷的是那些活躍於 4 世紀的社會群體？ 
留居北方的漢人世族  改胡姓為漢姓的胡人世族 
隨晉室南渡的前中原世家大族 世居江南的土著望族 

33 秦始皇時流行一句「亡秦者胡」，秦始皇聽到這句話後，為了預防起見，遂興建長城。話裡的「胡」是指： 
女真 大食 蚩尤 匈奴 

34 戰國時代齊國的首都臨淄城曾被時人描寫成是一個「車轂擊，人肩摩，舉袂成帷，揮汗成雨」的都市。這句

話是在描繪臨淄城的什麼現象？ 
臨淄城酷熱，人人汗流浹背 臨淄城勞工眾多，大家靠做苦工為生 
臨淄城道路狹小，行路不易 工商發達，大量人口集中於臨淄城 

35 漢代的西域，指的是今天那些地理位置？ 
天山南北路及蔥嶺以西之地 大興安嶺以東及長白山以西之地 
甘肅省的東部及南部  青藏高原一帶 

36 毛澤東在中國大陸與世界共產黨裡的獨特地位，主要在於以農民為共產革命的主體，並依此發展出下列何種

國共鬥爭策略？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農村包圍城市 兩萬五千里長征 人民公社 

37 風稜石、燭台石等特殊的地形景觀，位於那一個國家風景區？ 
阿里山國家風景區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38 臺灣三大宗教民俗盛會包括①大甲媽祖進香 ②臺南鹽水蜂炮 ③東港王船祭，舉辦時間依序為： 
②①③ ③②① ③①② ②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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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基隆港是興建在谷灣地形上，與下列那一個港口相似？ 

臺北港 臺中港 蘇澳港 花蓮港 
40 目前臺灣基督教最大組織是源於加拿大及蘇格蘭。其中北部的啟蒙者馬偕博士於西元 1871 年在今日何處藉

由行醫來傳教？ 
新竹 桃園 新店 淡水 

41 清朝乾隆皇帝為獎賞平定「林爽文事件」有功人員而御賜之九座御龜碑，在下列何處古蹟內？ 
億載金城 赤嵌樓 紅毛城 安平古堡 

42 忠孝橋是臺北市連結新北市三重區的重要橋樑，其所跨越的河流是： 
新店溪 淡水河 景美溪 基隆河 

43 下列有關臺灣颱風的敘述，何者正確？ 
低壓中心、順時旋轉  低壓中心、逆時旋轉 
高壓中心、順時旋轉  高壓中心、逆時旋轉 

44 臺灣五、六月的雨水來源，最主要來自何種降雨類型？ 
氣旋雨 地形雨 對流雨 颱風雨 

45 帶遊客到野柳，可以見到的海岸地形以那些為主？ 
潟湖與沙丘 海灘與潟湖 單面山與蕈狀岩 斷崖與珊瑚礁 

46 墾丁國家公園內的那一處保護區曾被選定為「梅花鹿」的復育區？ 
龍坑生態保護區  南仁山生態保護區 
社頂高位珊瑚礁生態保護區 龍磐公園 

47 北京有三千年的建城歷史，何者最能反映「市井文化的古蹟景觀」？ 
故宮 天安門 中關村 十煞海 

48 下列何者不是長江三峽的觀光景點？ 
白鶴梁 白帝城 屈原祠 黃鶴樓 

49 開封至黃河口的河段易發生「淩汛」的原因為何？ 
黃河上段河道比下段河道先融冰，流路受阻而漫溢成災 
黃河下段河道比上段河道先融冰，流路受阻而漫溢成災 
夏季暴雨而河川水位暴漲 
流域水庫洩洪使河川水位暴漲 

50 下列地區人口密度最低者為何？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蒙古自治區 西藏自治區 青海省 

51 造成中國大陸黃土高原「降水量少」的最主要原因為何？ 
黃土高原所處緯度帶為下沉氣流所在 太行山阻擋季風水氣進入黃土高原 
日照太強，黃土高原地表水分不易保存 黃土高原位處季風的下風側 

52 「此地區山多田少，陸上交通不便。海岸線綿長曲折，天然港灣眾多、島嶼星羅棋布。許多沿海居民自古以
海為田，有的捕魚曬鹽，有的發展貿易，或遷移海外；內陸居民則種茶、蔗及水果等經濟作物，供應沿海
貿易所需。」是指下列何處？ 
山東丘陵 遼東丘陵 長江中下游平原 東南及嶺南丘陵 

53 中國大陸長江下游 5、6 月間的「黃梅季節家家雨」，稱為「梅雨」。其形成原因為何？ 
水氣遇到山地阻隔，沿坡上升、凝結、成雲致雨 
日照強烈、蒸發旺盛，空氣受熱膨脹上升，至高空冷卻，凝結成雨 
冷暖性質不同的氣團相遇，勢力相當，形成滯留鋒，因以致雨 
因為梅子成熟，造成水氣成雲致雨 

54 在北京遊覽時，可以看見的傳統建築特色包括下列那三項？①胡同 ②棋盤式街道 ③四合院 ④碉樓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55 何種氣候類型最不可能出現在中國大陸區域內？ 
溫帶沙漠 溫帶季風 熱帶沙漠 熱帶季風 

56 上海市的那一座港口，是中國大陸第一座建在外海島嶼上的離岸式貨櫃港？ 
蘆潮港 寶山港 洋山港 寧波港 

57 西元 1992 年 UNESCO 登錄為世界襲產，西元 2004 年又登錄為世界地質公園的武陵源風景名勝區，該名勝
區以其中的那一國家森林公園著稱？ 
雁盪山 張家界 嶗山 黃山 

58 黃河河水流域中，那一個地理區的面積土壤侵蝕量最多？ 
隴西高原 青藏高原 晉陝甘高原 山東高原 

59 中國大陸最深的火口湖為何？ 
鏡泊湖 滇池 天山天池 長白山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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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有關中國大陸南方地區 4 個都市的地理位置及重要性的敘述，何者正確？ 
梧州：位於桂江和潯江匯流處，是廣東省貨物出入的門戶 
廈門：位於九龍江口，福建第二大港，最大城市 
桂林：位於鬱江流域、廣西壯族自治區行政中心 
福州：閩江流域貨物集散地，重要「茶市」及「木市」 

61 農業灌溉引用高山雪水，建立綠洲農業，最可能出現於那個地形區？ 
青藏高原 嶺南丘陵 河西走廊 雲貴高原 

62 中國大陸京廣高速鐵路沒有經過下列那一都市？ 
石家莊 鄭州 徐州 武漢 

63 下列那個地形區位於中國大陸最西側？ 
四川盆地 塔里木盆地 雲貴高原 黃土高原 

64 那一個觀光據點不是位於巴黎境內？ 
羅浮宮 聖母院 新天鵝堡 凱旋門 

65 不列顛哥倫比亞（British Columbia）雖然地處高緯，卻氣候溫和利於人居，原因是： 
極地東風的影響 焚風的影響 阿拉斯加洋流的影響 加利福尼亞洋流的影響 

66 日本與臺灣兩者的自然環境特徵相似，但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山地廣 河流長 地震多 颱風多 

67 造成印度社會動盪不安之主要因素為何？ 
經濟發展之差異 種族、宗教之差異 城鄉發展之差異 社會階級之差異 

68 日本本州中地勢較平坦，人口最稠密，工商與交通發達的地區位於何處？ 
北岸 南岸 西岸 東岸 

69 西亞是三大宗教的發源地，此三大宗教不包括： 
猶太教 基督教 佛教 伊斯蘭教 

70 日本四大島中，那個島的面積最大？ 
北海道 本州 四國 九州 

71 南非東南部終年溫暖有雨，為暖溫帶濕潤氣候，造成此現象主要受那兩個因素影響？ 
寒流與東風 暖流與西風 寒流與信風 暖流與信風 

72 尼羅河各地的農業高度集約，下列何者為其主要的經濟作物？ 
玉米 棉花 甘蔗 咖啡 

73 臺灣山林中吊橋上常設有告示牌，提醒遊客同時容納的人數或重量限制，此類限制係屬： 
生態承載量 設施承載量 社會承載量 實質承載量 

74 某領隊帶團前往中國大陸地區最佳旅遊城市之一的成都旅遊時，對成都的介紹下列何者錯誤？ 
五代後蜀皇帝（西元 933-965 年），在城牆上遍植芙蓉，故有「芙蓉城」之稱（簡稱蓉城） 
川菜為中國主要菜系之一，以酸甜為主要特色 
自秦蜀太守李冰主持興修都江堰水利工程後，成都地區從此「水旱從人，不知饑饉」，被譽為天府之國 
成都是戲劇之鄉，其中以「變臉」、「噴火」獨樹一幟 

75 中國大陸河南省的少林寺於西元 2010 年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為世界文化遺產，原因為何？ 
少林七十二藝練法之高超武術 擁有最多的住持師父 
中國大陸現存最大的古塔林 位於中國大陸五嶽的中嶽嵩山 

76 為維護遊客安全，提供緊急醫療服務，下列那一處國家風景區管理處所屬之遊客中心首先設置急診醫療站？ 
福隆遊客中心 白沙灣遊客中心 墾丁遊客中心 伊達邵遊客中心 

77 某領隊帶團前往中國大陸地區最佳旅遊城市之一的杭州旅遊時，介紹當地名產，下列何者錯誤？ 
雞血石 絲綢 普洱茶 杭菊 

78 遊客於海岸從事遊憩活動時常對海岸生態造成負面的衝擊，下列何種負面衝擊與海岸遊客之遊憩行為無直接
關聯？ 
海平面上升  該海岸海水的水質變差 
造成海岸生物類型改變  海岸生物族群或種群數目減少 

79 臺灣目前已設立國家公園，其陸域面積約占臺澎金馬陸域面積比率為何？ 
 0～5%  6～10%  11～15%  16～20% 

80 有關雪霸國家公園人文與生態的敘述，何者錯誤？ 
園區以雪山山脈的生態景觀為主軸，區內最高峰雪山及大霸尖山最為著名 
泰雅族文化特色包括編織、口簧琴 
賽夏族人以神秘色彩的矮靈祭著稱 
櫻花鉤吻鮭是冰河時期的孑遺生物，悠游於七家灣溪，夏天是牠的繁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