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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末臺灣開港後，西方傳教士積極進入臺灣傳教，其中有一個宗教團體主要藉由醫療服務進行宣教，其名稱

為何？ 

真耶穌會 聖公會 長老教會 貴格會 

2 西元 1926 年發起臺灣農民組合的主要人物是： 

簡吉 楊逵 賴和 連橫 

3 戰後臺灣文學的發展隨著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呈現不同時期的特色，所謂「鄉土文學論戰」是開始於何時？ 

西元 1960 年代 西元 1970 年代 西元 1980 年代 西元 1990 年代 

4 下列那一個原住民族群的社會組織是以「漁團」組織為部落運作的主體？ 

阿美族 雅美族（達悟族） 卑南族 泰雅族 

5 古羅馬之大型公共建築特色，例如山形牆、列柱、半圓拱與圓頂，誇示帝國的權勢與榮光，下列那一項非古

羅馬時代的建築？ 

圓形競技場（Colosseum） 萬神廟（Pantheon）  

帕德嫩神廟（Parthenon） 君士坦丁凱旋門（Arch of Constantine） 

6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所繪之「最後的晚餐」，其繪畫主題源出於那一部宗

教經典？ 

舊約 新約 摩西五經 奧義書 

7 中古早期（約西元 10 世紀以前），西歐主要的教育機構是： 

修道院學校 主教座堂學校 大學 學人同業公會 

8 關於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下列何者非其特徵？ 

著重人文主義 關注希臘思想 重視羅馬古物 追求神本思想 

9 參考古蘇美人楔形文字（Cuneiform）及古埃及人拼音符號，創造出歐洲各國拼音文字者為： 

克里特人（Cretans）  腓尼基人（Phoenicians）  

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 加爾底亞人（Chaldeans） 

10 德國首相俾斯麥於西元 1884~1885 年間召開那項會議，以協調歐洲國家在非洲的爭奪？ 

漢堡會議 法蘭克福會議 慕尼黑會議 柏林會議 

11 下列何者為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 

哥德 拜倫 康德 狄更斯 

12 馬丁路德推動歐洲宗教改革運動，下列有關馬丁路德的敘述，何者錯誤？ 

信仰上主張「因信稱義」 反對教會兜售贖罪券  

受到法國王室的支持  在北日耳曼地區有相當影響力 

13 下列那位素有西洋史學之父的雅號？ 

希羅多德 亞里斯多德 柏拉圖 蘇格拉底 

14 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在那一本書中，主張應由哲學家來統治邦國？ 

烏托邦 理想國 國富論 君王論 

15 三十年戰爭於西元 1648 年結束，歐洲列國簽訂〈西發利亞條約〉，荷蘭脫離那一國的控制而獨立？ 

英國 法國 葡萄牙 西班牙 

16 《漢摩拉比法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彙編之一。這部法典的主要特色是什麼？ 

理性主義 報復原則 人道主義 寬容精神 

17 下列何者與歐洲 18 世紀後期的女權運動密切相關？ 

瑪麗．伍史東克拉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 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 簡．奧斯丁（Jane Au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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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英國在西元 1455 年持續到 1485 年的三十年戰爭又稱為什麼戰爭？ 

百合花戰爭 茉莉花戰爭 鬱金香戰爭 玫瑰戰爭 

19 下列美洲的古文明中，何者位於今日南美洲境內？ 

阿茲提克文明 印加文明 馬雅文明 奧爾梅克文明 

20 首先採用裝配線生產汽車的是： 

福特 通用 克萊斯勒 賓士 

21 西元 1963 年，金恩博士在華盛頓特區向參與遊行的民眾發表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他的夢是什麼？ 

越戰可以趕快結束  古巴危機快點結束  

種族獲得真正的平等與自由 左派勢力不再威脅世界和平 

22 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是： 

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林肯（Abraham Lincoln ）  

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23 碳絲電燈泡的發明家是： 

富蘭克林 傑克遜 萊特 愛迪生 

24 率領西班牙人擊敗印加帝國的征服者是下列那一位西班牙探險家？ 

皮薩羅（Gonzalo Pizarro） 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科提斯（Hernando Cortes） 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 

25 美國建國早期的數位總統中，下列那一位美國總統是出身平民階層，而非出身於大農莊的富有世家？ 

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亞當斯（John Adams）  

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傑克遜（Andrew Jackson） 

26 下列那一個事件在美國獨立運動史上具關鍵性意義，此後英國決定採取強硬手段對付殖民地？ 

徵收蔗糖稅 徵收印花稅 三 K 黨事件 波士頓茶葉黨事件 

27 在西元 12 至 13 世紀之間傳入日本，大受武士歡迎，對寺院庭園設計、日本藝術都有巨大影響的是： 

禪宗 淨土宗 日蓮宗 華嚴宗 

28 有一個地區，昔日稱作「東印度群島」，該地盛產什麼物產，因此引起葡萄牙與荷蘭的爭奪？ 

橡膠 香料 錫礦 石油 

29 西元 1919 年，由漢城（今首爾）發源，進而擴展到全朝鮮半島的大規模抗日運動是： 

五四運動 櫻田門事件 三一運動 虹口公園事件 

30 西元 13 世紀時，那一種宗教大規模傳入東南亞地區，並對日後東南亞產生深遠的影響？ 

印度教 佛教 伊斯蘭教 基督教 

31 近代歷任泰國國王皆曾積極進行現代化建設，其中曾出訪歐洲、廢除奴隸制度、設立專門學校、修築鐵公路

及開辦郵電事業為下列何人？ 

拉瑪（Rama）四世 拉瑪（Rama）五世 拉瑪（Rama）六世 拉瑪（Rama）七世 

32 西元 11 世紀中期，緬甸首次完成全境統一的王朝史稱： 

蒲甘（Pagan）王朝 阿瓦（Ava）王朝 東吁（Toungoo）王朝 貢榜（Konbaung）王朝 

33 明代中葉，隨著中外商業交流的日趨熱絡，有許多本非中國原產的作物被引入中國。關於此，以下那個組群

正確？ 

甘藷、玉米、花生、煙草 小米、大豆、甘蔗、櫻桃  

芥菜、韭菜、韭黃、白菜 葡萄、荔枝、龍眼、釋迦 

34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翠玉白菜」，為多數遊客必賞之物，這件作品完成於： 

明代 唐代 漢代 清代 

35 發生於西元 1936 年的「西安事變」主要的發動者為： 

張學良、楊虎城 宋美齡、宋慶齡 毛澤東、陳獨秀 周恩來、鄧穎超 

36 清明上河圖的內容，最能反映那個時代的何種生活型態？ 

明代的鄉村生活 宋代的山區生活 明代的蜑戶生活 宋代的城市生活 

37 花蓮境內的馬太鞍溼地，是那一個部落的居住地？ 

阿美族 布農族 泰雅族 賽夏族 

38 臺灣早期聚落能從鄉村脫穎而形成都市，其最大的共通點具有何種條件？ 

經濟條件 科技條件 資源條件 交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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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臺灣地區的水資源利用上，那一類的用水量最多？ 

農業用水 工業用水 軍事用水 生活用水 

40 有關臺灣岩岸地形的敘述，何者錯誤？ 

東部海岸多岩岸  岩岸產業多以漁業、航運為主  

岩岸海水深度較淺  岩岸多岬角和灣澳地形 

41 臺灣各鄉鎮的地名，何處是因地形而得名？ 

臺南市柳營區 宜蘭縣頭城鎮 花蓮縣吉安鄉 雲林縣古坑鄉 

42 臺灣的年平均雨量約為多少公釐？ 

1,500 2,500 4,000 5,000 

43 「南水北調」主要反映中國水資源的那一項問題？ 

北方水源來自鄰國 水資源短缺 水資源分布不均 人口集中北方 

44 中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西元 1994 年 UNESCO 登錄為世界文化襲產。這座皇家園林是下列何者？ 

頤和園 北海公園 承德避暑山莊 暢春園 

45 有關上海的敘述，何者錯誤？ 

黃浦江和吳淞江匯流處 中國第一大都市 中國第一大工業中心 中國第一大空港 

46 下列那一個城市四面環水，古意盎然，號稱「中國第一水鄉」？ 

紹興 揚州 蘇州 溫州 

47 在上海昔日流傳「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俗諺，與今日浦東的高速發展過程對照說明了何種空

間變化？ 

都市綠化 都市擴張 都市老化 都市更新 

48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位於香港的那個地區？ 

中環 山頂 九龍 灣仔 

49 中國大陸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區，最有可能在下列何地？ 

山東丘陵 雲貴高原 東南丘陵 長白山脈 

50 下列那一組城市因歷史之故，街道、建築乃至民風，都洋溢著濃厚的西班牙色彩？ 

紐約、波士頓 魁北克、蒙特利爾 巴西利亞、里約 布宜諾、亞松森 

51 英國著名的巨人堤道暨堤道海岸，其地景的組成主要是由何種岩石所構成？ 

大理石 玄武岩 花岡岩 石灰岩 

52 阿爾卑斯山的交通天然孔道與下列何種作用關係密切？ 

冰蝕作用 褶曲作用 河蝕作用 斷層作用 

53 尼加拉瓜瀑布是介於美加五大湖中的那 2 個湖之間？ 

安大略湖和伊利湖 伊利湖和休倫湖 休倫湖和蘇必略湖 密西根湖和休倫湖 

54 那些因素造成日本 6 月發生冷害導致農業歉收？①黑潮 ②親潮 ③季風 ④梅雨 ⑤颱風 

②③ ②④ ①④ ①⑤ 

55 日本工業原料完全依賴進口，其工業用地主要取自於： 

氾濫平原 海埔地 河階地 山坡地 

56 到日本旅遊可以同時欣賞荷蘭風情的主題園區及百年古城，又可體認震撼視野的火山景觀，最適合參加那個

區域的行程？ 

北海道 四國 琉球 九州 

57 日本本州島北部的白神山地，目前還保留世界何種最多的原始森林？ 

萬年松 流蘇樹 山毛櫸 山素英 

58 南亞地區北有高山屏障，自成一封閉區域，但境內仍分屬多國，其主要影響因素為何？ 

種族 氣候 地形 宗教 

59 有印度第一大港之稱，亦為重要的棉紡織工業中心，為那一個城市？ 

瓦德拉西 孟買 加爾各答 新德里 

60 死海（-392 公尺）為世界陸地最低之處，其最主要成因為何？ 

斷層陷落 褶曲作用 冰河挖掘 火山口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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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古文明發源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在今日主要是歸屬下列那一國的領土？ 

科威特 伊拉克 土耳其 伊朗 

62 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境內貧富不均情況嚴重，造成此現象的因素為何？ 

人民工作不努力 種姓制度影響 自然環境不佳 政局動盪不安 

63 孟加拉於西元 1971 年脫離巴基斯坦獨立，其主要原因為： 

分屬不同宗教  語系不同  

分屬伊斯蘭教什葉派與遜尼派 位置分隔，不利統一 

64 湄公河流經 4 國，上游興建 8 座水壩，影響到流域內 6,000 萬人的生計。其中 4 國不包括： 

泰國 柬埔寨 緬甸 寮國 

65 日本櫻花開放的日期與地點連結而成的線，稱之為「櫻前線」，主要受那一項自然因素影響？ 

雨量 梅雨期 風向 緯度 

66 位居非洲中部、有赤道經過的國家是指那一個國家？ 

加彭 肯亞 薩伊 中非共和國 

67 南極圈的緯度是指那一項數字？ 

南緯 64 度 34 分 南緯 65 度 34 分 南緯 66 度 34 分 南緯 67 度 34 分 

68 澳洲的國際標準時區跨 UTC +8 至 UTC +10 三區，澳洲雪梨的時區（非指夏令時間）是指： 

UTC +7 UTC +8 UTC +9 UTC +10 

69 納米比亞為何要宰殺初生不久的黑綿羊，取其皮，成為世界上羔皮主要供應地？ 

地形崎嶇，羔羊飼養不易 資金不足，牧業發展困難  

黑族人不善飼養羊隻  氣候乾旱，牧草缺乏 

70 撒哈拉以南的地區中，歐人殖民最早、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為： 

西非 南非 東非 中非 

71 幾內亞灣沿岸一帶氣候溼熱多雨，迎風高地雨水更多，其降雨豐沛的原因是其位在那一種盛行風的迎風面上？ 

東北信風 東南信風 西南信風 西北信風 

72 東非內陸被歐人殖民之後，那一國因氣候涼爽、取水容易，而成為白人移入最多的地區？ 

烏干達 盧安達 肯亞 蒲隆地 

73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所建立的保護區系統 6 個類別中，下列那一項不屬其中之一？ 

國家公園  嚴格自然保留區及原野地  

休閒農業區  景觀保護區 

74 下列那一項國家公園分區裡，需要事先申請，獲准後才能進入觀察研究？ 

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 特別景觀區 生態保護區 

75 「國家森林志工」是如何產生的？ 

自願 約聘 政府指派 國家考試 

76 於自然山林中遇到野生動物時，何者不符合無痕山林運動（Leave no trace）之準則？ 

留在步道、平台上或更遠一些的觀察區，以望遠鏡、長鏡頭相機觀察，以免野生動物受干擾和驚嚇 

減小登山隊伍的規模，或分成小組，以降低對野生動物的干擾  

受野生動物威脅時，應目不轉睛地凝視野生動物，以避免其攻擊  

不要追趕、捕抓野生動物，或為了照相（如使用閃光燈）而打擾他們 

77 某位導遊人員擬安排旅客前往參觀螃蟹博物館，他可以前往下列那一處休閒農場最合適？ 

勝洋休閒農場 北關休閒農場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廣興休閒農場 

78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轄區範圍，於民國 96 年奉行政院核定向南延伸至何處？ 

宜蘭縣頭城海水浴場 宜蘭縣南方澳內埤 宜蘭縣與花蓮縣界 宜蘭縣蘭陽溪口 

79 下列有關日本盂蘭盆會的敘述，何者錯誤？ 

每年 7 月 13 日傍晚開始，直到 15 日或 16 日結束  

將 1 年內身亡者的靈魂，藉由「精靈船」送往西方淨土  

對日本人而言，盂蘭盆會等同於新年一樣重要  

盂蘭盆會分為 2 種，傳統系和現代系 

80 臺灣西南沿海地區因特殊文化地理風情使然，通常又被稱為何種地帶？ 

綠色地帶 海邊地帶 鹽分地帶 文化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