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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明桂王永曆帝册封鄭成功的爵位為： 

延平郡王 魯王 寧靖王 復國大將軍 

2 「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彼中耕種，尤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為不毛荒壤

，必藉內地輓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以上主張為何人所提？ 

福康安 沈葆楨 施琅 劉國軒 

3 今日臺灣有許多地名，仍然保有過去土地拓墾的遺跡，請問地名「六張犁」應如何解釋？ 

犁代表牛隻，依張姓墾戶的牛隻使用量命名 

張犁是土地的計量單位，六張犁代表土地的面積範圍 

犁代表防禦設施，六張犁代表防禦原住民的工事構築 

犁反映地形特徵，六張犁代表較容易墾殖的地區 

4 後藤新平曾說：「治理臺灣的方式絕對不是把成功的日本經驗套在臺灣人民身上。我們以生物學上

的比目魚為例，比目魚的兩眼長在身體的同一邊。若你一定要把比目魚的眼睛改裝在身體的兩邊，

那就是違反了生物學的原則。比目魚眼睛之所以長在同一邊是有生物學上的必要才產生的。在政治

上亦同，我們必須先了解臺灣人的習性，依據其習性定出一套管理辦法才有效。」下列那項政策的

施行和此理念有關？ 

推行舊慣調查 推行時間觀念 建立新式糖廠 建立臺灣銀行 

5 學者對這個家族的描述是：在日治時期與各種運動的關係相當密切，其主人在「六三法撤廢運動」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等活動上常扮演領袖的角色。這個家族是： 

板橋林家 霧峰林家 鹿港辜家 高雄陳家 

6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實行專賣制度，除了鴉片、酒、樟腦、菸草外，以下何項商品也被列入專賣的

範圍？ 

砂糖 食鹽 石油 煤 

7 欲見證二戰後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的地點，應至何處較為適宜？ 

臺北市中山堂 總統府 臺北賓館 臺灣博物館 

8 受到「KANO」電影的影響，日本旅行社和臺灣旅行社共同規劃臺灣棒球之旅，在撰寫企劃文案時

，提及戰後臺灣棒球的興盛和紅葉少棒傳奇關係密切，請問紅葉少棒隊的組成主要是那個族群？ 

布農族 阿美族 泰雅族 排灣族 

9 承上題，如要安排參觀紅葉少棒的景點，至何處 合適？ 

花蓮縣光復鄉 南投縣仁愛鄉 桃園市復興區 臺東縣延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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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治時期的臺灣新音樂，自西元 1920 年代以後，不但日趨普遍，而且也成就不少傑出的音樂家。試

問日後被視為臺灣音樂史上第一位採用臺灣民族音樂素材―高山族音樂，而以《臺灣舞曲》、《臺

灣山地同胞之歌》而成名於國際樂壇者，是下列那一位音樂家？ 

鄧雨賢 周添旺 楊三郎 江文也 

11 下列那一個原住民族群到現在仍然保留魚團組織、雕造板舟技術及打造銀器、捏塑陶壺泥偶等眾多

傳統技藝？ 

阿美族 雅美（達悟）族 卑南族 噶瑪蘭族 

12 儘管平埔族文化在清代逐漸流失，但仍有部分文化融入漢人生活中，請指出以下那一項不是源於平

埔文化？ 

「思想起」歌謠  宜蘭縣三星鄉、羅東鎮的阿里史地名 

娶妻稱「牽手」一詞的來源 王爺信仰的緣起 

13 有「亞洲瑞士」之稱的國家為何？ 

尼泊爾 印度 不丹 土耳其 

14 日本桓武天皇遷都至平安京（現今京都），此城的規劃是仿照唐朝那一座城市？ 

長安 成都 北京 廣州 

15 日本自「黑船事件」後，在內、外衝擊下，德川幕府宣布還政於日本天皇，西元 1868 年日本天皇宣

誓「破舊有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開啓日本的近代化運動，史稱： 

大化革新 自強運動 倫理運動 明治維新 

16 豐臣秀吉結束戰國時代，統一全日本，推動中央集權政策。為了得到充分的經濟資源，他修建並且

強迫京都等地的大商人移居到下列那一個城市？ 

姫路城 大阪城 名古屋城 熊本城 

17 13 世紀末，中南半島上的吉蔑（Khmer）帝國及緬甸蒲甘（Pagan）王朝的衰落，促使泰族迅速興起

，西元 1238 年於今湄南河上游成功獨立，建立泰國史上第一個王朝，史稱： 

大城（Ayutthaya）王朝 素可泰（Sukhothai）王朝 

吞武里（Thonburi）王朝 卻克里（Chakri）王朝 

18 東南亞某一有眾多華人居住的國家，雖曾經被英國統治，卻能在種植橡膠方面取得很好的成就，請

問是下列那一國家？ 

馬來西亞 緬甸 印尼 越南 

19 在 20 世紀初，對領導緬甸人民民族主義運動，反抗英國殖民統治有巨大影響力的團體為： 

緬甸人民工人委員會  緬甸人民團結黨  

緬甸佛教青年會  緬甸聯邦黨 

20 9～10 世紀期間，絲綢之路必經之地，中亞薩曼王朝（Samanids）政治經濟中心，也是伊斯蘭文化與教

育中心，至今城中仍保有 完整的 10～17 世紀伊斯蘭建築，著名建築包括卡梁（Kalon）、尖塔（宣

禮塔）和馬高基-阿塔里清真寺（Magoki-Attari Mosque），這個城巿是： 

撒馬爾罕（Samarkand） 布哈拉（Bukhara） 

塔什干（Tashkent）  希瓦（Kh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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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越南文化古城，西元 1802～1885 年間為越南首都的城巿是： 

河內（Hanoi）  胡志明巿（Ho Chi Minh City） 

順化（Hue）  海防（Haiphong） 

22 位於澳大利亞北領地州，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考古和人種保護區，這裡的石洞壁畫、石刻以及考古遺

址完整記錄了該地區人民的生活技能和生活方式，包括從史前狩獵採集者到如今仍在此生息的土著

居民，這個地方是： 

烏盧魯－卡塔曲塔國家公園（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波奴魯魯國家公園（Purnululu National Park） 

澳大利亞岡瓦納雨林（Gondwana Rainforests） 

卡卡杜國家公園（Kakadu National Park） 

23 19 世紀末，英國與法國各自擴張在中南半島的版圖，為了避免衝突，彼此同意應該有緩衝國存在，

這個緩衝國是下列那一國家？ 

寮國 泰國 柬埔寨 馬來西亞 

24 建於 16 世紀，是亞洲保存 完好的西班牙殖民城市，它不僅反映出菲律賓的建築風格，而且融入了

中國和歐洲的建築風格，這座城市是： 

維甘歷史古城（Historic Town of Vigan） 

馬尼拉（City of Manila） 

科斯科古城（City of Cuzco） 

阿雷基帕城歷史中心（Historical Centre of the City of Arequipa） 

25 下列何者於明代中葉以後，由美洲輾轉傳入中國並成為重要的糧食作物？ 

玉米 小米 小麥 高粱 

26 下列何者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唐代著名書法作品？ 

快雪時晴帖 自敘帖 寒食帖 書趵突泉詩 

27 秦漢以來，隨著「編戶齊民」的出現，意味先秦封建制度的崩潰，何謂「編戶」？何謂「齊民」？ 

「編戶」指的是軍人，「齊民」指的是齊國人 

「編戶」指的是平民，「齊民」指的是山東人 

「編戶」指的是被國家編入戶口的人，「齊民」指的是理論上身分平等的人 

「編戶」指的是掌握編織技巧的手工業者，「齊民」指的是這些專業人士絕大多數都屬於戰國末

年齊國的遺民 

28 東晉為了加強地方控制及增加財富收入，把南渡的移民就地編列，納入新的地方行政體系，這個辦

法稱為： 

土改 土斷 土調 改土歸流 

29 明清時期，士子透過科舉取得功名，以求仕進；退休後或不任官職者，則在地方扮演官民之間溝通

橋樑的角色，這些有學識資望的人被稱為： 

士紳 士民 豪族 門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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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請回答下列 2 題。根據史實，英國曾藉由什麼歷史事件而獲得下圖 A 區塊的合法治理權利？ 

 

 

 

 

 

 

 

 

 

 

 

 

 

 

 

 

 

 

英法聯軍之役  19 世紀末的列強瓜分中國風潮 

五卅慘案  第一次鴉片戰爭 

31 承上題，根據史實，英國曾藉由什麼歷史事件而獲得上圖 B 區塊的合法治理權利？ 

英法聯軍之役  19 世紀末的列強瓜分中國風潮 

五卅慘案  第一次鴉片戰爭 

32 西元 1987 年發現並於 2007 年打撈完成的「南海一號」是屬於中國那一個朝代的出土文物？ 

唐朝 明朝 漢朝 宋朝 

33 宋人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那一座宋代都市的市景？ 

汴京 大名府 杭州 平江府 

34 「觀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視諸夷域，逈隔於煙霞縹緲之間。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

，涉彼狂瀾，若履通衢者，誠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賴天妃之神護佑之德也。」這段文字出自中國福

建省長樂市「鄭和史跡陳列館」所收藏的「天妃靈應之記」石碑中，請問文中「天妃」所指為誰？ 

王母娘娘 黎山老母 觀音菩薩 媽祖娘娘 

35 西元 2009 年有部分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出現在國際拍賣市場上，引起華人世界的抗議聲浪，該獸首

原本所在的圓明園毀於那次戰爭？ 

甲午戰爭 太平天國之亂 英法聯軍 黃海海戰  英法聯軍 黃海海戰 



 代號：3701
頁次：8－5

36 下圖紀念郵票係於西元 1936 年發行。根據票面圖文訊息，其所指涉紀念的事件應是： 
 
 
 
 
 
 
 
 
 
新文化運動 新生活運動 四健會運動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37 臺灣民間信仰崇敬的神祇中，何者曾受皇帝冊封而在民間有天上聖母的尊稱？ 
王母娘娘 臨水夫人 媽祖娘娘 瑤池金母 

38 為因應日漸增加的郵輪旅客，臺灣港務公司也積極打造國際級客運專區。此郵輪客運專區 可能位

於下列那二港口？ 
臺北港、臺中港 基隆港、高雄港 蘇澳港、花蓮港 淡水港、安平港 

39 每年冬至前後 10 天，通常是臺灣西部海域的烏魚捕撈季節，被漁民視為賺年終獎金的機會。烏魚主

要隨著那一個洋流洄游至臺灣？ 
親潮 灣流 中國沿岸流 北太平洋洋流 

40 東南亞國協自西元 1967 年設立以來，不斷地推動區域整合。2003 年與中國、日本、韓國簽署協議，

希望在 2020 年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臺灣卻因政治問題未能加入該組織，此一事實 可能對臺

灣帶來下列那項影響？  
市場規模相對縮小  廠商外移相對困難  運輸成本相對提高  產品價格相對降低 

41 臺灣是下列那個國際性經貿組織的成員？ 
 WHO  MSF  APEC  UNSCO 

42 臺灣北部金山到石門間的海岸，散布大量風稜石與圓形礫石，在北部濱海公路未修築前，商旅過客

通過此處必須踏石跳躍而過，因此有「跳石海岸」之稱。此處海岸礫石的來源和火山作用有關，但

其礫石形狀主要受到那兩項外營力的影響？ 
河流侵蝕、海水侵蝕 風力侵蝕、岩溶作用 海水侵蝕、風力侵蝕 岩溶作用、河流侵蝕 

43 位於屏東縣的大鵬灣，在日治時代曾為水上飛機基地，戰後初期則為空軍水上基地，目前已開發為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是在何種地形上規劃發展起來的？ 
潟湖 火口湖   牛軛湖 堰塞湖 

44 屏東縣政府推出「養水種電」計畫，由縣政府整合魚塭主或農地主，將土地承租給太陽光電業者，

因土地租金優於農業收入，間接輔導了農漁民轉業。此計畫 可能解決屏東縣下列何種問題？ 
工業用電不足 土地沙化廣布 農業產量低落 地層下陷嚴重 

45 時序進入冬季，四重溪的溫泉業者舉辦溫泉嘉年華活動招徠旅客，並以當地特色農產的加工品作為

旅客的伴手禮。該特色農產加工品 可能是： 
柿餅 葡萄乾 洋蔥蛋捲 東方美人茶 

46 柳宗元詩：「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農曆五月底）」。詩中的降雨類型 可能為下列那種鋒面

所致？ 
冷鋒 暖鋒 滯留鋒 囚錮鋒 

47 中國的地理區中，華中地區和華北地區的分界，大致與下列何者相符？ 
黃河下游河道 500mm 年等雨量線 草原與森林分界線 一月均溫 0℃等溫線  草原與森林分界線 一月均溫 0℃等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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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位於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輪民沙漠公路全長 522 公里，其修建過程和後續維修常因某種狀況發生而

益增困難。」引文中的某種狀況 可能是： 
牲畜遷徙佔用車道 河川洪峰沖垮路基 凍融交替路面崩解 流動沙丘淹沒路面 

49 某人在蒙古高原的旅行遊記寫到：「覷靜無人的廣袤高原上，可以聆聽到岩石因碎裂崩解而發出的

嗶啵聲響，導遊說石頭碎裂與當地的地理特徵關係密切。」引文中的地理特徵 可能是： 
日照時數長 相對濕度低 日夜溫差大 降水變率大 

50 清代詩人楊昌濬以詩盛讚左宗棠平定回疆功績：「大將西征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

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某人循著左宗棠西征路線的軌跡自助旅行，在旅行途中他「無法」看見

下列那種自然景觀？ 
冰河 谷灣 沙丘 高山草原 

51 中國某都市有古典皇家園林和御用寺廟相結合的大型古建築群，為古代中原農耕民族與北方遊牧民

族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的要衝。該都市 可能是： 
瀋陽 承德 太原 呼和浩特  

52 「在日光溫室一側，興建沼氣池、豬舍，形成一個封閉系統。沼氣池得到太陽熱能而增溫，改善華

北地區冬季寒冷問題；豬呼出的二氧化碳，改善溫室蔬菜的生長條件。」引文所述的經營模式和下

列那一農業活動的概念 接近？ 
精緻農業 休閒農業 生態農業 觀光農業 

53 中國山西地區的農業活動，作物以麥類、小米、高粱等為主。此種作物組合與該地區那一環境特色

關係 密切？ 
土壤貧瘠 降雨不足 地勢崎嶇 風勢強勁 

54 中國以喀斯特地形景觀為號召的旅遊景點，在下列那一條河川的流域中 為普遍？ 
閩江 灕江 松花江 塔里木河 

55 中國為解決西北、內蒙、華北地區水資源不足的問題，推動「南水北調」工程，從長江取水，引入

黃河流域；下圖為此工程某條送水路線的縱剖面示意圖，依據沿線地勢變化與河川水文特性判斷，

此圖為那一條輸水路線？ 
 
 
 
 
 
東線 中線 西線 南線 

56 髮菜是生長在乾燥荒地上，可含水固土的一種地衣，發音和廣東話的「發財」很像，所以被視為吉

祥物，價格頗高，因此，當地貧困的農民，多以耙子連根刮起販售；但中國當局為了保護環境，已

經下令全面禁採。根據上述，採摘髮菜與下列那一環境災害關係 密切？ 
黃河斷流 羅布泊乾涸 北京沙塵暴 河套地下水面下降 

57 中國那一個民族每年於 7、8 月間舉行「那達慕」的盛大慶典？ 
苗族 回族 藏族 蒙古族 

58 福建地區的居民早期移民南洋，若要順著風勢航行， 可能利用下列那一季節及那一種風向出海？ 
冬季、西南風 夏季、西南風 冬季、東北風 夏季、東北風 

59 若要觀察中國都市發展的歷史過程，可從下面順口溜一窺端倪：「十年中國看（甲），百年中國看

（乙），千年中國看（丙）。」順口溜中甲、乙、丙 可能依序代表下列那些都市？ 
廣州、南京、上海 天津、青島、西安 西安、北京、洛陽 深圳、上海、北京 、西安 西安、北京、洛陽 深圳、上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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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海南島環島高鐵路網形成後，該地將實現島內 3 小時生活圈。下列那一個概念 適合用來解釋此種

現象？ 
時空收斂 中地體系 聚集經濟 區域專業化 

61 西元 2015 年 5 月習近平接待印度總理莫迪，特地選在大唐古絲路起點站來迎接，並在該地領略盛唐

的風采。此接待都市 可能為下列何者？ 
北京 上海 西安 洛陽 

62 中國對某經濟特區的區位有「五口通八國，一路連歐亞」的形容。就其所在位置判斷，該經濟特區

的氣候具有下列何項特徵？ 
日照時數短少 乾濕季節分明 冬季風勢強勁 終年乾燥少雨 

63 某人到中國自助旅行，在車站看到將搭乘的客運車牌號碼為「魯 A―A0821」。此人 可能要搭車前

往下列那個風景區？ 
泰山 嵩山 廬山 黃山 

64 美國天使島的移民站，是昔日排華法案中，華人移民在此等待入境審查或遣返的場所。天使島位於

下列那個海灣？ 
墨西哥灣 舊金山灣 哈得遜灣 加利福尼亞灣 

65 歐洲地理環境優越，全洲未見沙漠型氣候分布，此現象 主要與那兩個因素關係密切？ 
地形與植被 緯度與洋流 地形與風向 洋流與風向 

66 下列那些亞洲都市的觀光景點中，含有國際奧林匹亞運動會的比賽場館？①北京 ②首爾 ③東京

④新德里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67 日本四季分明，而下列那一種景觀的欣賞時節次序，依序為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 
櫻花 紅楓 樹鶯 螢火蟲 

68 臺北天母因美援時期駐臺美軍與其眷屬多居於此地，故當地深具異國風情。南韓首爾那一個地區也

有類似天母的發展特色？ 
明洞 三清洞 梨泰院 清潭洞 

69 下圖為土耳其某都市的一景。圖中的都市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下列那項重要性？ 
 
 
 
 
 

 
 
 
 
 

 
 
 
 
位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海路必經之地 位在波斯灣進出阿拉伯海的要道上 
位在太平洋進出印度洋的國際水道上 位在黑海和地中海間海路的必經之地 位在太平洋進出印度洋的國際水道上 位在黑海和地中海間海路的必經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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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在新加坡旅遊時，時常會聽到新加坡人使用所謂的「新式英文」（Singlish），乍聽類似英文，但仔

細聆聽時，會發現其中摻雜了不少福建話、馬來語、印度話的用字。「新式英文」的出現， 能反

映出新加坡的那項特色？ 
族群組成多元 宗教信仰多樣 方言教育推廣成功 英語教育成效不佳 

71 澳洲位處南半球，全境分屬多個氣候區。下列那一個都市 可能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在春夏期間出

現豪雨，發生水患？ 
西南岸的伯斯 東南岸的雪梨 南岸的墨爾本 東岸的布里斯本 

72 東部非洲的地形以高原為主，且高原上有許多湖泊。此湖泊的形成 可能與下列那一項因素有關？ 
河流作用 斷層作用 冰河作用 風力作用 

73 遊客於下列那一個國家公園從事高山登頂活動時較不可能有高山症反應？ 
玉山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太魯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74 下列有關馬祖國家風景區之敘述何者錯誤？ 
馬祖列島位於閩江口，民國 88 年成立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馬祖列島以花崗岩地形為主，有海蝕地形、天然沙礫灘、島礁及懸崖峭壁等特殊地質景觀 
境內有數座無人島礁組成的燕鷗保護區，除可觀察到白眉燕鷗及蒼燕鷗外，更發現了具國際保育

等級的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鷗 
境內具獨特的戰地文化和景緻，翟山坑道即為南竿著名的戰地景緻 

75 下列有關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敘述何者錯誤？ 
位於臺南市嘉南平原的東部高山與平原交接處，全境未臨海 
境內有獨特的月世界玄武岩惡地地形，故農業並不發達 
境內水體資源豐沛，如曾文水庫、尖山埤水庫、烏山頭水庫及虎頭埤水庫 
境內地熱溫泉資源豐沛，如關子嶺水火同源、關子嶺溫泉及六重溪溫泉饒富盛名 

76 行走於森林步道時，下列何種行為是不恰當的？ 
當步道泥濘或潮濕時應行走步道旁之草地或泥土地 
若必須穿越沒有鋪設步道或自然度較高的原野地區，選擇較堅實的地表行走，以減低對植被及地

表的傷害與侵蝕 
在自然度較高的原野地區，將遊客隊伍分散行走 
應儘可能避開稀有動植物棲地、復育區等環境脆弱敏感地區 

77 前往中國麗江地區旅遊時，下列那一項對麗江地區的介紹錯誤？  
曾是繁榮一時的古代「絲綢之路」、「茶馬古道」重鎮 
 高海拔 5,596 米， 低海拔 1,015 米，具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垂直氣候特徵 
納西古樂是廣為流傳在納西族民間的一種古典音樂，被稱為「中國音樂的活化石」 
摩梭族的婚姻習俗中，男女雙方各居母家，女子只是夜晚到男阿夏家居住，清晨返回母親家裡參

加生產生活，叫「走婚」 
78 每逢例假日臺鐵北迴線火車一票難求，在開放陸客及鼓勵外國遊客來臺觀光政策之後，這個現象尤

其嚴重。這種影響可歸類到觀光之何種衝擊？ 
經濟衝擊 生態衝擊 景觀衝擊 社會衝擊 

79 「依賴資源開發、無限成長、人定勝天、物質主義、消耗性…」等信念，來自於以下何種概念之主

張？ 
主流社會典範 新環境典範 新主義典範 個人典範 

80 為永續發展著想，遊憩資源開發時 應考量下列那一事項？ 
反應市場需求 追求經濟利益 分析資源之承載力 鼓勵自由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