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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晚清臺灣開港通商之後的社會變遷，下列何者錯誤？ 

由於漢人不斷往山區移墾，導致原漢之間的關係更形緊張 

粵籍人士由於茶及樟腦的經濟產值，連帶提升其社會地位 

臺北經濟地位逐漸提升，並帶動政治中心的北移 

臺灣南部因天災頻傳、經濟蕭條，造成人口不斷外移 

2 清領時期，臺灣各地分別設立官方、半官方、私人三類學校。下列何者屬於半官方學校？ 

府儒學 廳縣儒學 書院 學院 

3 繪製旅遊地圖時，在「鵝巒鼻燈塔照片」旁說明：「此燈塔的建造和西元 1860 年代一艘美國商船在此附近

遭遇船難有關」，請問這艘商船是指下列何者？ 

共和號（Republic） 羅妹號（Rover） 太平號（Pacific） 大洋號（Oceanic） 

4 臺灣總督府為推動南進基地化的政策，於西元 1936 年成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執行經濟南進政策。試

問在此南進基地化中，下列那一個地方成為南方共榮圈的中心？ 

花蓮港 馬公港 基隆港 高雄港 

5 日治時期日本為了在臺灣順利推行「皇民化運動」，成立了下列那一個組織大力推動？ 

臺灣文化協會 日臺一體協會 皇民促進會 皇民奉公會 

6 臺灣旅行社為吸引美國觀光客，導覽手冊有一段文字敘述：「因某一個事件爆發，美國改變了對華政策，派

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執行臺灣海峽中立化政策。」文中某事件是指下列何者？ 

國共內戰 228 事件 韓戰 越戰 

7 臺東卑南遺址墓葬之最重要的特色是下列何者？ 

陶器陪葬 石板棺墓葬群 側身屈肢葬 幼兒甕棺 

8 以當地之黑灰板岩和頁岩簡易加工成為石板，堆砌而成具有民族特色之石板屋，展現人文與自然緊密結合之

族群為下列何者？ 

賽夏族 泰雅族 阿美族 排灣族 

9 西元 1868 年，明治天皇廢除封建制度，改行君主立憲，推動產業工業化，建立新式陸海軍隊，實施義務教

育，開啓下列那項運動的序幕？ 

幕府開港 明治維新 大政奉還 軍國主義 

10 西元 1955 年，以亞、非兩洲 29 個新興獨立國家為主，在印尼召開會議，被視為「第三世界」集團意識出現

的重要里程碑，為下列何者會議？ 

雅加達會議 萬隆會議 峇里島會議 泗水會議 

11 吳哥窟是國人喜歡前往旅遊的地方，因其建築雄偉，雕刻精美。請問吳哥窟除具有佛教風格外，還融合了下

列何種宗教的風格？ 

印度教 道教 喇嘛教 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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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唐朝滅高句麗後，於今日下列何處設立安東都護府？ 

釜山 首爾 平壤 濟州 

13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設於日本下列那一個城市？ 

東京 大阪 福岡 神戶 

14 源賴朝從西元 1192 年起在日本歷史上開啓下列什麼時代？ 

戰國時代 大化革新 幕府時代 飛鳥時代 

15 西元 1948 年大韓民國正式成立，請問第一任總統為下列何者？ 

崔圭夏 李承晚 伊潽善 朴正熙 

16 西南季風把海船送進港口，港口裡停泊各式海船，皮膚黝黑的外國人把一袋袋的香料、藥材搬下船，又購買

絲綢、瓷器，等到東北季風出現時，他們就啟航回國。請從這段描述文字裡判斷是唐代下列那座城市？ 

廣州 揚州 溫州 泉州 

17 西周實施封建制度，在城內居住著各種人群，其中有一類人接受過軍事訓練，是作戰時的主力，他們對重大

事項，如國都遷徙、新君嗣立等，都有議政參政的權力，這群人被稱為下列何者？ 

城人 武人 鄉人 國人 

18 明末，有所謂「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請問這裡的「湖廣」所指為下列何者？ 

湖南，廣東 湖北，廣東 湖州，廣州 湖南，湖北 

19 有一種作物，原產於美洲的墨西哥與哥倫比亞等地，15 世紀末 16 世紀初由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傳入印尼、

安南與菲律賓，其後又在 16 世紀末被引入中國，請問該作物是下列何者？ 

芋頭 番薯 山藥 洋芋 

20 晚清中國興辦規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廠是下列何者？ 

江南製造局 輪船招商局 福州船政局 北洋水師 

21 北魏孝文帝推動漢化，其具體內容不包括下列何者？ 

禁胡服 斷北語 改姓氏 禁胡食 

22 西元 1684 年，清廷取消通海之禁，允許人民出海捕魚、貿易，但對渡海來臺的大陸居民，訂立了嚴格的管

制措施，關於這些措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只准許北方沿海人民來臺 

凡來臺者需報官核可，並不得攜眷前往 

父母健在者不得來臺 

凡來臺者必須已有子嗣，且必須為男性子嗣方可核准通過 

23 澳大利亞 11 處監獄遺址在西元 2010 年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其意義在於這些監獄代表歐洲人 18～19 世紀

殖民澳洲初期，用來流放罪犯所建造的歷史建築，請問是下列那一個國家建造了這些監獄？ 

荷蘭 法國 西班牙 英國 

24 引導遊客前往臺灣的寺廟參拜，需提醒進入廟門時應遵循左進右出的禮儀，該禮儀的由來與（寺）廟左側方

位的下列那一個神獸有關？ 

朱雀 青龍 白虎 麒麟 

25 在臺灣搭乘下列那條鐵路時，可以陸續欣賞臺灣海峽與太平洋風光？ 

南迴線 北迴線 縱貫線 東部幹線 

26 臺灣有一則與地方傳統產業相關的俚語「火燒罟寮－－全無望」，「罟寮」聚落地名最可能見於下列那個地

區？ 

新北市三峽區 新竹市香山區 南投縣埔里鎮 臺南市白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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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圖為某位網路部落客在九份的風景素描圖。根據素描所示的海岸型態判斷，該地海岸型態的主要成因為下

列何者？ 

 

 

 

 

 

 

 

 

 

沙洲潟湖的堆積 岩岸的沉水堆積 軟硬岩的差別侵蝕 珊瑚礁的離水侵蝕 

28 臺灣目前共有 22 處自然保留區，劃設保留區之目的乃為保育自然生態。臺灣的自然保留區中，下列那一個

保留區位於雪山山脈，且範圍包括了南勢溪和蘭陽溪兩條河川的流域？ 

哈盆自然保留區  鴛鴦湖自然保留區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  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 

29 藍眼淚是指一種介形蟲或渦鞭毛藻受海浪驚擾而發出淡藍色的螢光。近年來，馬祖因藍眼淚而聲名大噪，吸

引許多國內外觀光客到訪。想要看見此奇觀，需掌握正確的季節、風向和地點，還要靠一些好運氣。下列

那一時段到訪最有可能觀賞到此一美景？ 

1 ～3 月 4 ～6 月 7～9 月 10 ～12 月 

30 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提到：「濟水自王屋山東流，有時隱伏地下，至濟南冒出地面成諸泉」。文中提

到濟水有時「隱伏地下」最可能與當地的下列何種地形有關？ 

風積地形 河積地形 岩溶地形 海蝕地形 

31 宋代詩人蘇軾曾寫下了以下的詩句：「橫看成嶺側成峰，高低遠近各不同」。該詩句最可能是在形容下列那

一個湖泊旁的山區景致？ 

太湖 西湖 鄱陽湖 洞庭湖 

32 近年來，中國推出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策略，其中一帶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下列何者為該經濟帶的核心

發展都市之一？ 

重慶 成都 洛陽 西安 

33 張家界位於湖南省西北部，區域內擁有起伏的山巒與溶岩洞穴等多種地質遺跡，形成變幻莫測的獨特景觀，

西元 199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下列那一處風景區也擁有起伏的山巒與溶岩洞穴等景

觀？ 

江西廬山 廣西陽朔 安徽黃山 福建武夷山 

34 中國大部分的少數民族有飲酒的習俗，製酒的原料多與當地維生方式有關，如青稞酒、馬奶酒等。中國的少

數民族中，下列那一民族沒有飲酒的習俗？ 

苗族 藏族 蒙古族 維吾爾族 

35 潮音古洞地質為細粒花崗岩，係長期受到波浪沖刷而成的海蝕洞。該勝景位於下列那一個中國佛教四大名山

的景區之中？ 

九華山 峨眉山 五台山 普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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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國地理雜誌寫道：霧霾偷走了北京人的驕傲，外國人甚至為北京的霧霾創造了一些專門的名詞，例如

Beijing Cough（北京咳：特指進入北京就開始、離開北京就消失的一種咳嗽症狀）。北京咳的發生和空氣污

染物形成的霧霾關係密切，該症狀在下列那個季節最可能加重？ 
春、夏 夏、秋 秋、冬 冬、春 

37 旅行社提供赴中國某地區旅遊的旅行團一份注意事項，其中有一條：「吃水果是一件樂事，切記過量食用哈

密瓜，容易上火；過量食用西瓜，容易腹瀉；過量食用杏子，容易脹氣。」該旅行團最可能赴下列何處旅

遊？ 
吉林 新疆 山東 雲南 

38 中國境內的柯爾克孜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信奉伊斯蘭教為主，四季常帶帽飾，並將其奉為「聖

帽」。平日不用時，把它掛在高處或放在被褥或枕頭上面，不能隨便拋扔，更不能踩踏，也不能用它來開

玩笑。從自然環境判斷，該族傳統的帽飾應該以下列何種材質為主？ 
鹿皮 苧麻 羊毛 犛牛毛 

39 下列那一個地區有豐富的火山地景，具有火山錐、火口湖、堰塞湖、熔岩台地等地形景觀？ 
黃山 長白山地 山東丘陵 陰山山脈 

40 美國中部大平原常見的自然災害有①龍捲風 ②颶風 ③大風雪。若按照其發生區域的緯度分布而言，自南

向北依序為下列何者？ 
①②③ ②①③ ③①② ③②① 

41 天氣好、時機適當時，從吉隆坡飛往臺北班機上俯視，沿途能看到最大的三角洲平原為下列何者？ 
恆河三角洲 湄公河三角洲 昭披耶河三角洲 伊洛瓦底江三角洲 

42 印度社會階層受早期種姓制度影響，藉由權能與權利的劃分構成一個嚴謹的階序。請問「農人或牧人」屬於

下列那一階序？ 
婆羅門 剎帝利 吠舍 首陀羅 

43 日本岐阜縣白川鄉的傳統建築「合掌造」，冬季常被大雪覆蓋。這些大雪主要是來自下列那個海洋的水汽所

造成？ 
黃海 太平洋 日本海 鄂霍次克海 

44 日本神社是神道的信仰中心，而稻禾神社是掌管穀物、食物之神的總稱，也是日本數量最多的神社。請問下

列何者是日本稻禾神社的總本社所在？ 
佐賀祐德 茨成笠間 京都伏見 廣島嚴島 

45 紐西蘭政府在西元 2015 年 9 月公布了候選的新國旗，其中四款設計都有銀蕨的圖形。銀蕨廣泛分布在紐西

蘭各地，在毛利人文化中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銀蕨的原生環境，主要位於下列何種林相之中？ 
熱帶雨林 季風雨林 溫帶雨林 寒帶林相 

46 在玉山國家公園的玉山群峰上，因林木火燒後樹幹炭化，經風吹日曬雨淋作用後，枯立的樹幹呈現灰白色，

形成下列那一種景觀？ 
灰木林 白木林 冰川林 倒木林 

47 為確保墾丁國家公園內南仁山低海拔天然熱帶季風雨林生態系之完整，園區被劃為下列何種分區？ 
特別景觀區 一般管制區 生態保護區 史蹟保存區 

48 「中國歷代神木園區」最靠近下列那一個森林遊樂區？ 
棲蘭森林遊樂區 東眼山森林遊樂區 惠蓀森林遊樂區 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4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所收錄的中國四處自然文化遺產，下列何者錯誤？ 
泰山 黃山 峨眉山 武當山 

50 下列那項不是解說教育最主要之功用與目的？ 
對資源之了解及重視，達到保育之功用 增進遊客對管理機構經營理念的了解 
減少遊客不當之行為及環境衝擊 提供服務，增進遊憩地區之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