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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新北市十三行文化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金屬器時代的代表性文化之一 
十三行文化的主人可能是西拉雅族的祖先 
發現有鐵、礦石、煉鐵作坊，已知煉鐵技術 
發現中國古錢幣，表示與中國大陸有一定程度的商業往來 

2 「坐在『海龍號』汽船上，顛簸了兩天，終於抵達淡水河口，並在那裡靠岸。我向北看、向南看、再向

內陸遠處深綠的山嶺看，我覺得很滿意，……我聽到一個聲音對著我說：『就是這個地方』」。這段回

憶錄的文字，應是出自於下列那位 19 世紀後期來臺的西方傳教士？ 
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郭德剛（Fernando Sainz） 甘為霖（William Campell） 

3 臺灣早期原為瘴癘之地，直到何時才開始建立醫療衛生系統，有效防治傳染病？ 
鄭氏治臺時期 清領時期 日治時期 戰後 

4 下列何者不是日治末期為了配合皇民化運動而成立的組織？ 
揚文會 愛國婦人會 產業奉公團 文學奉公團 

5 二戰後臺灣省政府推行那一個措施，使得臺灣的通貨膨脹得以緩和，但民眾的財產卻大幅縮水？ 
幣制改革 土地改革 肥料換穀 進口替代 

6 西元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來接收臺灣，集軍事、行政、立

法、司法大權於一身，因此被謔稱為： 
土皇帝 新總督 滿大人 協力者 

7 下列那一族群的傳統建築為半穴居式？ 
泰雅族 雅美族 阿美族 排灣族 

8 小明在博物館中觀看某個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展覽，以石板屋為住家，在陶罐上刻有百步蛇的圖案，並會

舉行「五年祭」的祭儀，該族為： 
阿美族 賽德克族 太魯閣族 排灣族 

9 19 世紀中葉，江戸德川幕府解除鎖國令，並與外國簽訂條約。當時日本展開反幕府運動，提出： 
尊王攘夷 明治維新 廢藩置縣 大政奉還 

10 根據漢籍史料記載，東南亞曾出現「扶南」名稱。請問「扶南」大致位於現今東南亞何國？ 
緬甸 泰國 柬埔寨 寮國 

11 東南亞地區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傳入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有些成為現今各

國的主要宗教。歐洲國家殖民統治時期所推廣的天主教，成為下列何國之主要宗教信仰？ 
緬甸 馬來西亞 印尼 菲律賓 

12 美國總統詹森宣稱美國軍艦於西元 1964 年 8 月遭到北越魚雷艇攻擊，美國國會因而通過決議，授權總統

對北越採取必要措施，此一事件促使越戰全面升級，史稱： 
農曆年攻勢 北欖事件 杜普斯事件 東京灣事件 

13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他將所征服的版圖分為四大汗國，其中位於中亞細亞的汗國稱為： 
欽察汗國 伊兒汗國 窩闊臺汗國 察合臺汗國 

14 唐朝時期，中國文化大量傳入日本，許多佛教宗派亦相繼東傳，其中以一位僧人 具傳奇，成為日本律

宗的初祖，此人是： 
法顯 義淨 鑑真 玄奘 

15 下列那一個東南亞國家曾隸屬中國並被統治大約一千年？ 
緬甸 柬埔寨 越南 寮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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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何者支持民國初期袁世凱的洪憲帝制？ 
護國軍 華興會 梁啟超 籌安會 

17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題名為《谿山行旅圖》的北宋畫作，該畫的作者為誰？ 
李唐 馬遠 夏圭 范寬 

18 清代隨閩粵移民傳入臺灣的地方戲曲為： 
客家人的客家大戲；潮州人的潮班戲；閩南人的下南腔 
客家人的京劇；閩南人的歌仔戲；潮州人的崑曲 
客家人的客家大戲；潮州人的潮班戲；閩南人的歌仔戲 
客家人的落子；潮州人的秦腔；閩南人的黃梅調 

19 西元 1980 年代起，主導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向改革開放之路者為： 
江青 鄧小平 周恩來 江澤民 

20 明成祖年間，鄭和下西洋除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外，並負有何種任務？ 
認識自然界事物的博物學任務 擴大海外貿易並宣揚帝國聲威 
企圖發現傳說中的新大陸 宣示明朝對臺灣與釣魚臺群島的主權 

21 某位政府官員說到：「我聽田家英講，在鐵路沿線這麼搞，是做給主席看的。省委讓鐵路沿線各縣，將

周圍幾十里的人，聚在鐵路兩邊，連夜趕造土高爐。讓婦女穿紅着綠下到田裡。在湖北省讓主席看的那

畝稻田，是將別處幾十畝的稻子連根擠插在這一畝裡。所以可以站上去幾個人，都倒不了。一根擠一根，

擠得緊緊的，怎麼倒得了。」文句中的情境 可能發生在： 
清末推行自強運動期間 
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期推行農民運動期間 
共軍進行兩萬五千里長征期間 
中國共產黨推行大躍進運動期間 

22 下圖是中國共產黨前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年代的全國黨員人數成長狀況（單位：人），其中：西元 1925
至 1927 年間，人數呈現巨額增長。試問：這兩年多的巨額成長，和下列何者 沒有直接關係？ 

五卅運動 
省港大罷工 
農民運動講習所結業學員分赴各地組織農民協會，推動農運 
中國共產黨在各地自建蘇區，自立政權，形同割據 

23 居延漢簡、長沙走馬樓吳簡，出現完整的戶籍竹簡，舉凡姓名、籍貫、身分、年齡、財產等，皆詳細登

載，學者們稱此社會制度為： 
保甲制度 編戶齊民 均田制度 鄉黨制度 

24 媽祖為臺灣重要的民間信仰之一，信徒會在農曆三月舉行鑾駕出巡儀式，而有「三月瘋媽祖」之諺。

下列那座廟宇在三月會有「瘋媽祖」的盛況？ 
臺北行天宮 大甲鎮瀾宮 車埕福安宮 南鯤鯓代天府 

25 高雄市鹽埕區「駁二藝術特區」的設置，係因應產業轉型而發展的閒置空間再利用。該特區是在下列那

一種閒置空間發展起來的？  
臺糖舊廠房 臺鹽舊鹽場 港口舊倉庫 鐵路舊車站 

26 某人前往青藏高原旅行，與藏民一起品嚐當地主食「酥油糌粑」。「酥油糌粑」的主要成分來源是下列何者？ 

大豆、綿羊 高粱、騾馬 青稞、犛牛 小米、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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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臺灣許多風景區以奇岩怪石聞名。下列那些奇岩怪石的形成和差別侵蝕的關係 密切？①野柳女王頭 

②恆春帆船石 ③蘭嶼雙獅岩 ④澎湖柱狀玄武岩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8 植物的支柱根兼具吸收養分與支持作用，而板根則能增強根部固著作用。此兩種根部特色， 容易在下

列臺灣那一個地點見到？ 
蘭嶼 野柳 擎天崗 日月潭 

29 下圖為臺電從 103 年 7 月至 104 年 6 月的風力發電量曲線圖。各月發電量多寡主要是受那一因素影響？  
信風 
季風 
颱風 
西風 

30 下列那一都市早期曾是河岸的小漁村，因曾使用竹編器具「扈」為捕魚工具，故有「滬」之簡稱？ 
寧波 上海 杭州 廣州 

31 下表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前五大經濟體，於西元 2000 至 2014 年國內生產總值（依國際匯率換算）的

變化資料。表中何者為中國？ 

年度 
國名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4 年 

美國 10,284,779 13,093,726 14,964,372 17,419,000
甲 4,731,198 4,571,867 5,495,385 4,601,461
乙 1,947,208 2,857,629 3,412,211 3,852,556
丙 1,548,663 2,412,109 2,407,856 2,941,885
丁 1,205,260 2,268,594 6,039,658 10,360,105

      單位：百萬美元

甲 乙 丙 丁 
32 春季後期，東南亞至東亞的夏季季風環流逐漸形成，但北方冬季季風環流尚未完全消退，雙方交界處產

生滯留鋒，形成雨區。此種降雨類型在下列那個地區出現的時間可能 晚？ 
廣州 上海 臺北 福州 

33 中國京杭大運河 早修築的一段被稱為邗溝，當年的工程是為了連結下列那兩條水系？ 
淮河與黃河 海河與黃河 長江與淮河 長江與錢塘江 

34 有學者認為：西湖曾為錢塘江的小灣口，後因泥沙淤積，將灣口堵塞，進而形成半封閉性水域，逐漸轉

成淡水湖。根據該學者的說法，西湖的形成是由下列那一水域演育而來？ 
潟湖 堰塞湖 構造湖 火口湖 

35 上海市向浙江省租借大、小洋山島等島嶼，作為興建深水港的基地，並以東海大橋連接上海市。上海市

的這個作為，主要是受限於本身的那項條件？ 
沿海土地開發飽和 海岸多為沙岸地形 夏季多有颱風侵襲 地勢低窪常受水患 

36 中國某都市是古代海上絲路的起點，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寶庫。該市中心有中國現存 早的清真寺，及

宋代蕃商兌換貨幣的青龍巷、明朝專門用於接待琉球人的「來遠驛」遺址。該都市 可能為下列何者？ 
廣州 上海 泉州 杭州 

37 中國那條內陸河的河畔，常有大片的胡楊林分布，現已設立省區級的風景名勝區？ 
柴達木河 額濟納河 塔里木河 額爾濟斯河 

臺電公司 近 12 個月風力發電量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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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從西元 1972 年到 1997 年為止，黃河共斷流 20 次。究其原因 可能包括下列那兩者？①集水區濫墾濫伐 

②西北沙塵暴侵襲 ③上游興建水庫 ④颱風侵襲次數減少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39 中國東北地區的三江平原農業雖發達，但仍受下列那一項天然災害的威脅？ 
地震 寒害 乾旱 土石流 

40 從自然環境與歷史背景的角度判斷，下列那一項農業活動在中美洲的發展 為普遍？ 
水稻業 混合農業 園藝農業 熱帶栽培業 

41 日本人口分布不均，約有半數左右集中於本州太平洋沿岸。 主要的影響因素為何？①氣候暖濕 ②平

原廣闊 ③工業發達 ④海岸曲折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4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日本「合掌集落」，其特徵之一是民宅建築的屋頂相當高斜，宛如手掌相合。影

響該地區民宅屋頂型態的 主要原因為何？ 
冬季降雪充沛 夏秋颱風頻繁 夏季氣溫炎熱 全年地震多發 

43 下圖是泰國南部安帕瓦（Amphawa）水上市場的景觀，此種景觀 可能位在下列那一種河川地形上？ 
伏流 
壺穴 
沖積扇 
三角洲 

44 「一望無際的沙漠、成群繫著駝鈴的駱駝、和穿著阿拉伯長袍的男人。艷陽下，沙漠被曬出微醺的酒紅

色；在這神秘之境，歷史輝煌千年，感受著佩特拉城的古老文明、在安曼市集體驗庶民生活……」，此

文 可能是行旅何國的遊記？ 
約旦 以色列 黎巴嫩 阿富汗 

45 近年來，撒哈拉沙漠的氣候並未有顯著改變，但沙漠範圍卻持續向南北擴張，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過度放牧 農地增加 開鑿水井 都市發展 

46 有關臺灣地方工藝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苗栗縣的木雕 南投縣的交趾陶 高雄美濃的油紙傘 花蓮縣的石雕 

47 從臺北出發，經由國道 5 號、台 7 號省道、台 7 甲省道、台 8 號省道、台 14 甲省道、國道 6 號、國道 3
號返回臺北，如欲安排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山地農場住宿，其先後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清境農場 武陵農場、清境農場、福壽山農場  
清境農場、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 清境農場、福壽山農場、武陵農場 

48 遊憩管理者為了避免遊憩衝突發生，下列何者是 不適當之管理策略？ 
分時性使用 分區性使用 教育宣導 依年齡層區分 

49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係由下列那一機關設置？ 
高雄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50 下列何者不屬於遊憩使用對步道造成的負面衝擊？ 
步道旁存有遊客遺留之果皮 步道表面土壤流失  
步道上存有野生動物排遺 步道沿線樹木根系裸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