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普通考試

類 科：外語領隊人員

科 目：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歷史、世界地理、觀光資源維護）

考試時間：1 小時 座號：
※注意：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3501
頁次：4－1

1 西元 1941 年，臺灣人林阿生受臺灣殖民政府徵召，前往海南島。他的身分最可能是下列那一項？

少年工 志願兵 義勇隊隊員 軍伕

2 西元 1990 年代以前，臺灣海峽兩岸關係的演變包括①民間交流、②軍事衝突、③政治對峙等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依時序排列應為：

①②③ ②③① ③①② ③②①

3 名著《孤雛淚》描述英國工業革命後社會的狀況，這本書的作者應是：

洪堡德 馬克吐恩 格林兄弟 狄更斯

4 日耳曼教士馬丁路德批評天主教會，於那一年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

西元 1317 年 西元 1417 年 西元 1517 年 西元 1617 年

5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占領新加坡後，將新加坡更名為下列那一個名稱？

石叻 馬來半島 北島 昭南島

6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在希特勒主政期間進行許多重要變革，最重要的內容是：

強調凡爾賽和約 解散日耳曼邦聯 管制私營企業 推動與共黨合作

7 古埃及早期統治範圍可以區分為「上埃及」與「下埃及」兩個不同的政權。「下埃及」的範圍大約應在

現今那個區域？

西奈半島一帶 尼羅河三角洲一帶 埃及南邊一帶 蘇丹一帶

8 19 世紀有學者以「絲路」稱呼歷史上歐、亞之間長期存在的陸路貿易路線，這條貿易路線從中國西安一

直到東地中海。下列何處是「絲路」必經之地：

突尼西亞 中亞草原 白令海峽 千島群島

9 羅馬教廷受到宗教改革的衝擊，開始革新教會，以對抗新教。下列何人自組傳教團體，對外宣教？

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方濟（Francis of Assisi）

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本篤（Benedict of Nursia）

10 某位史家曾指出：「羅馬帝國的衰亡，乃是過度的擴張帶來的自然、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位十八世紀

啟蒙時代的英國史家指的是：

伯克（Edmund Burke） 羅伯森（William Robertson）

休莫（David Hume） 吉朋（Edward Gibbon）

11 西元 19 世紀初，中南美洲獨立運動各地要求獨立時，爭相脫離何國的統治？

美國 英國 西班牙 法國

12 下列那一位政治人物曾參與美國開國初期憲法的制定，並發表一系列有關聯邦憲法理念的文章？

洛克（John Locke） 林肯（Abraham Lincoln）

潘恩（Thomas Paine） 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3 1963 年美國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發起華府大遊行，為黑人爭取權利。

金恩在數十萬人前發表著名的演講，演講標題是：

〈我們絕不投降〉 〈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

〈不自由，毋寧死〉 〈我有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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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67 年，美國青年為表達反戰思想，成立「抵抗」（The Resistance）組織。他們鼓勵青年將徵兵卡交還

兵役機關，寧願被法律制裁，也拒絕被徵召服役。他們反對的是那一場戰爭？

韓戰 越戰 波斯灣戰爭 巴拿馬戰爭

15 美國建國後採行新的政治學理制定憲法，其最重要的精神是：

責任內閣 權力制衡 神權立國 中央集權

16 南美洲的最大國家巴西，使用葡萄牙語，與南美其他各國的語言不同，主要原因是：

 1494 年教宗協調該地歸葡萄牙人經營

拿破崙戰爭期間，法軍占領此地，禁止西班牙語

該地脫離西班牙獨立，選擇葡萄牙文為國語

二次大戰後，聯合國託管委員會辦理公投之結果

17 西元前六世紀，一個強權興起，不斷向外擴張並征服埃及等地，這個強權是：

波斯帝國 馬其頓王國 羅馬帝國 土耳其帝國

18 西元 1830 年慘烈的瓜哇戰爭（Java War；或稱狄波‧內哥羅起義[Dipo Negoro Revolt]）結束後，荷蘭殖

民政府為應付戰後經濟衰蔽，在印尼推行強迫種植制度，使荷蘭經濟迅速復甦。推動此一種植制度的是：

赫曼‧丹德爾（Hermann Daendells） 湯瑪斯‧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

約翰‧波須（Johannes Van den Bosch） 霍維爾（Baron Hoevell）

19 西元 1922 年，某人創立香港第一間電影製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畢生致力於以電影啟導民智，發揚文

化與藝術，被稱為「香港電影之父」，這人應是：

黎民偉 張善琨 邵逸夫 鄒文懷

20 西元 8 世紀中期，唐朝高仙芝的軍隊在某戰爭中，被穆斯林打敗，軍中的造紙工匠被俘虜後，技術乃逐

漸西傳。這場戰爭是：

發生於中亞地區的怛羅斯之役 發生於北非地區的迦太基戰爭

發生於蒙古地區的準噶爾之役 發生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戰爭

21 明代初期，道教正式由官方劃分為兩大派，它們分別是：

正一道與全真道 五斗米道與太平道 太平道與全真道 一貫道與全真道

22 西魏北周時期，宇文泰為了與東魏北齊爭霸，組建一支新軍，此稱之為：

綠營兵制 北府兵制 府兵制 八旗兵制

23 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位於南非西南端，其附近海域終年狂風巨浪而航行困難，在大航海時代曾

被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B. Dias）稱為「風暴角」。由好望角的位置判斷，海相惡劣除受洋流影響外，

還與該地位居那一個行星風帶有關？

西風 極地東風 東南信風 東北信風

24 東非肯亞的馬賽馬拉（Masai Mara）國家公園是著名的野生動物保護區，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角馬、羚羊、

斑馬、水牛、牛羚與長頸鹿等動物從南方的賽倫蓋提（Serengeti）地區來到這裡，經過一到二個月的停留，

再循原路踏上歸程，形成世界知名的動物大遷徙景觀。動物大遷徙的景觀和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

火山活動頻繁 地形平坦單調 行星風帶季移 草原植被單純

25 《印度的微光中》一書寫道：「種姓的價值之一，正是它的抗拒改變。種姓制度的中心是具宗教性的純

潔觀念。而純潔則依賴對『業』的信念：我們要對自己的前世負責。」種姓制度受到下列那一個宗教的

影響，而在印度社會中更加根深蒂固？

佛教 印度教 耆那教 錫克教

26 東南亞為東西往來的十字路口，也是海上絲路必經之處。在帆船貿易時代，每年五月到九月，來自印度

或阿拉伯的商旅便順風揚帆，而中國客商則飄送回航，此時吹送的風主要為下列何者？

東北信風 西北季風 東南信風 西南季風

27 曼谷市中心的四面佛是泰國居民信仰中的神祇梵天，常吸引臺灣、中國、港、澳等地旅客前往膜拜。此

一神祇顯示泰國信仰深受下列那國的影響？

中國 印度 越南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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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所述四個世界遺產位處於同一個國家

世界遺產 甲

描述

此地發現包括遠古

巨人、猿人和直立人

等化石。

越南 印尼

29 下列澳洲的野生動物中，那些是歐洲白人殖民時由外地引進的

尾熊

①②③ ①③④

30 某段旅遊簡介寫到：「這裡被喻為

位置和嚴格的保護，讓它完整保留了原始自然環境

它有火山、峽灣、冰河、平原、

可能為下列何者？

冰島 帛琉

31 日本廣島縣向來以「雙世界遺產

神社 ③原爆紀念館 ④大和博物館

①② ①③

32 日本國土南北狹長，許多地理現象的發生時序會隨著緯度高低而呈現南北漸次變化

那些現象開始的時間是由南向北發生

①②③ ①②⑤

33 下圖是位於日本山口縣的秋芳洞

者？

安山岩

玄武岩

石灰岩

大理岩

34 下文為旅行社某行程的注意事項

1.採糧票制，每家餐廳菜色及菜量有限

2.行程皆由政府核備，欲調整或取消

3.禁止攜帶專業攝影機和長焦照相機

4.攜手機及 3C 產品入境需申報，

5.旅遊期間，要聽從導遊安排，

6.該國國民非常敬仰領袖，民族自尊心強

該行程最可能前往何處？

平壤 哈瓦那

35 達爾文在下列那一個島上，因觀察到不同小鳥的喙各有不同的長度

大溪地島 復活節島

36 北美洲的森林資源豐富，該洲的森林分布以下列何地最為豐富

東北部大西洋沿岸

西北部太平洋沿岸

37 從自然環境與歷史背景的角度判斷

柑橘、菸草 甜菜

下列所述四個世界遺產位處於同一個國家，請判斷其最可能為那一個國家？

乙 丙

此地發現包括遠古

猿人和直立人

由 5處水稻梯田與水

神廟組成。水神廟是

當地農民重要的信

仰中心，其建立的時

間可追溯至 9 世紀。

境內有火山以及大

面積的雨林，擁有包

括犀牛在內的 57

稀有動植物種。

印尼 泰國

那些是歐洲白人殖民時由外地引進的？①狗 ②駱駝

①③④ ②④⑤

這裡被喻為『世上最後的人間淨土』，是太平洋上純淨的島國

讓它完整保留了原始自然環境，國土有 30%列入國家保護區

、瀑布、湖泊等自然景觀，來到此處彷彿世外桃源

帛琉 紐西蘭

雙世界遺產」吸引觀光客。下列那二處景點為該縣的世界遺產

大和博物館

①③ ②③

許多地理現象的發生時序會隨著緯度高低而呈現南北漸次變化

那些現象開始的時間是由南向北發生？①梅雨 ②櫻花開花 ③楓葉變紅 ④

①②⑤ ②③⑤

下圖是位於日本山口縣的秋芳洞，當地稱為「百枚皿」的地形景觀。構成此地形的岩層最可能為下列何

下文為旅行社某行程的注意事項：

每家餐廳菜色及菜量有限，當場無法變更菜色或菜量。

調整或取消，則由當地辦理人員決定。

禁止攜帶專業攝影機和長焦照相機、高倍望遠鏡，可攜帶常規攝影機、照相機

，但無電信及網路訊號。

，勿擅自脫團行動，不允許拍照處，請勿拍照。

民族自尊心強；勿對政府政策品頭論足。

哈瓦那 德黑蘭

因觀察到不同小鳥的喙各有不同的長度，而得到有關

復活節島 帛琉群島

該洲的森林分布以下列何地最為豐富？

東南部墨西哥灣沿岸

西南部加利福尼亞灣沿岸

從自然環境與歷史背景的角度判斷，中美洲種植最普遍的經濟作物為何？

甜菜、蘋果 咖啡、香蕉

丁

境內有火山以及大

擁有包

57 種

由 30 座島嶼組成，

多為疏林草原景觀，

主要保護科摩多巨

蜥，以及多樣的海洋

生物。

柬埔寨

駱駝 ③兔子 ④袋鼠 ⑤無

③④⑤

是太平洋上純淨的島國，因其遙遠的地理

列入國家保護區，地形樣貌多元豐富，

來到此處彷彿世外桃源、身處仙境。」該國最

馬爾地夫

下列那二處景點為該縣的世界遺產？①廣島城 ②宮島

③④

許多地理現象的發生時序會隨著緯度高低而呈現南北漸次變化。下列五種地理現象，

④初雪 ⑤水稻收割 

③④⑤

構成此地形的岩層最可能為下列何

照相機、手提電腦。

。

大馬士革

而得到有關「生物演化」之啟示？

加拉巴哥群島

西南部加利福尼亞灣沿岸

橄欖、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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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歐洲各地的觀光業相當發達，其中那一個地區以日照充足和文化遺產眾多為吸引遊客的主要賣點？

東歐 西歐 南歐 北歐

39 地中海因半島或島嶼分隔， 而擁有許多海域。其中那一個海域內的大小島嶼星羅棋布，因而有「多島海」

之稱？

愛琴海 亞得里亞海 愛奧尼亞海 第勒尼安海

40 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位於北極圈附近，緯度極高，但冬溫卻比其他地區高，沿海冬不結冰。此一事實

和下列那一因素關係最密切？

洋流 風速 地勢 距海遠近

41 「末日種子庫」為現代的糧食「諾亞方舟」，保存兩百多萬種全球的農作物種子。為確保發生氣候變化、

自然災害、核子戰爭等災難時，人們還可重新播種、種植穀物，種子庫建在海拔 130 公尺高的地方，即

使冰原溶化，海平面上升 7 公尺，也不會威脅到種子的安全。種子庫位在凍岩的最深處，利用天然條件

將種子保存在低於冰點的環境，不耗電力。考慮種子的保存與運送條件，此種子庫最可能位於那一緯線

附近？

北極圈 北緯 45 度 南回歸線 南緯 60 度

42 中國常有一些順口溜，呈現了某一時期環境生態的特性，例如：「天津市有一怪，地下水可以醃鹹菜」。

此順口溜可反映當時天津的何種環境問題？

沙漠化 海河斷流 海水入侵 鹽湖乾涸

43 依《山海經校注》一書的記載，瑤池金母的「瑤池」主要是位於下列那一座高山中？

泰山 太行山 崑崙山 阿爾泰山

44 圖為臺灣農產品銷售網站的內容，產品標榜來自臺灣最後淨土的好米，強調當地具有得天獨厚的環境，

符合下列五個好米生產條件，故能產出天生地養好米質。此網站販售的米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蘭陽平原稻鴨米

花東縱谷富麗米

臺東平原埤南米

東部海岸長濱米

45 黃牛拉著二輪牛車、載著蚵農，前往位於潮間帶蚵田工作的「耕海牛車」景象，最可能出現在下列那個

海岸聚落？

新北市石門區老梅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 臺東縣成功鎮都歷 彰化縣芳苑鄉王功

46 水域活動管理辦法規定帶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具營利性質者，應投保旅行責任保險及附加醫療險。下列

那個給付項目不屬於該辦法所訂傷害保險之給付項目？

財物損失給付 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47 下列那一項違反無痕山林（LNT）之概念？

儘量減少行動電話的使用 在野生動物繁殖期時，避免進入棲息地

果皮是自然物，可以遺留於當地做為養分 避免並排行走

48 可接受改變限度（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的規劃架構有九個程序，請問下列那一項不是該規劃架構

程序之一？

找出遊憩區需重視及考慮的議題 界定與描述遊憩機會類別

選定資源及社會狀況之評估指標 進行 SWOT 分析

49 有效的生態旅遊衝擊管理策略與下列那項措施較無關係？

生態保育 環境監測 地方社區參與 郵輪產業

50 許多不當之遊憩行為常造成遊憩衝突，下列那項遊憩行為可減少衝突之發生？

帶團時使用小蜜蜂，大聲解說以讓遊客可以完全接受到相關訊息

快速騎乘自行車穿梭於人行步道間

在山上或露營地區架設 KTV，享受在山中高歌一曲之感覺

僅在動力船泊活動區域範圍內進行相關需要動力器具之水上活動

沒有工業區的無汙染農村

山脈擋出適時的日光浴

不長不熱時間溫度將將好

滋養好米 純淨好水
來自秀姑巒溪源頭水

中央山脈群樹 隔絕汙染

養出後山的好空氣

黑褐黏土質
好米 Q 彈營養的秘密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