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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外國觀光客想了解臺灣史前金屬器時代的考古遺址，下列何者最適合？

牛罵頭遺址 十三行遺址 伯公壠遺址 圓山遺址

2 日治時期臺灣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就任後，提出以下那一個治臺方針？

特別統治主義 無方針主義 內地延長主義 皇民化

3 西元 1920 年臺灣實施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將地方行政改為那種制度？

縣廳制 縣市制 州廳制 辦務署、支署制度

4 臺灣總督府對於臺灣糖業近代化的擘劃，乃是依據何人所撰寫的「糖業改良意見書」？

後藤新平 磯永吉 新渡戶稻造 矢內原忠雄

5 臺灣很多地名源自原住民族，如高雄舊稱「打狗」，也有源自外語譯音。下列何者屬於此類？

三貂角 唭哩岸 艋舺 加禮宛

6 西元 1950 年代政府為統制糧食，曾採用什麼措施？

土地改革 肥料換穀 進口替代 出口擴張

7 清代史書記載：「沙轆番原有數百人，為最盛；後為劉國軒殺戮殆盡，只餘六人，潛匿海口；今生齒又

百餘人」。文中的沙轆番，在後來的學術分類上應屬於：

拍瀑拉族 凱達格蘭族 馬卡道族 西拉雅族

8 西元 17 世紀初葉，中國明朝陳第所寫的《東番記》，最有可能敘述的是那一個地區的原住民？

屏東排灣族 臺南西拉雅族 臺北凱達格蘭族 阿里山鄒族

9 西元 2007 年，東盟十國正式簽定一份法律文件，成為整合東盟的法律基礎，對成員國有約束力，是東盟

發展的里程碑。此一法律文件的名稱為：

東南亞國家法律（The ASEA Law）

東南亞國家論壇（The ASEA Forum）

東南亞國家憲章（The ASEAN Charter）

東南亞國家經濟合作（The ASEA Economic Cooperation）

10 從古至今，東南亞有兩個關鍵的海路航道，是船隻進入與離開東南亞的主要途徑，下列那兩個是其名稱？

印尼海峽、馬卡沙海峽 暹羅海峽、北大年海峽

巽他海峽、麻六甲海峽 丹那沙林海峽、丹佬海峽

11 考古發現四川成都北方不遠處有兩個重要的祭祀坑，坑中出土了為數眾多的青銅器具和造像。學者按照

地層分析、器物類型比較和其他儀器的檢測結果推斷，這應當是和華北河南地區的殷商政權並存的另一

文明，反映了東亞世界青銅文明的多樣來源和不同特色。這裡描述的最可能屬於下列那個文化？

河姆渡文化 三星堆文化 二里頭文化 夏家店文化

12 中國大陸某旅遊景點，有塊大石上刻著「蔣介石藏身處」，附近有座小涼亭，先後曾被命名為「總統蒙

難亭」、「捉蔣亭」、「兵諫亭」，此景點為那一歷史事件之發生地？

中山艦事變 蘆溝橋事變 西安事變 皖南事變

13 西元 1936 年小林躋造就任臺灣總督後，為因應戰爭局勢，提出所謂的治臺三大方針。下列何者為其方針

之一？

產業調查 日臺融合 武裝基地化 工業化

14 漢武帝以武力和聯結西域諸國的策略牽制匈奴，於河西走廊設置四郡，此區即今何地？

河北省 廣東省 山西省 甘肅省

15 下列那一項史實最能夠顯示清朝末年的地方勢力上升現象？

三國干涉還遼 戊戌變法 自強運動 東南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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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圖示海報係於西元 1925 年製作傳布，上嵌「武力殘殺人道不容北京協和醫學學生滬案後援會題」等字。
這張海報所指涉的事件是：
五四運動
五卅慘案
五三慘案
一二九運動

17 宋代城市中的「瓦子」與「勾欄」各指什麼？
「瓦子」指的是「寺廟」；「勾欄」指的是「酒家」
「瓦子」指的是「醫院」；「勾欄」指的是「學校」
「瓦子」指的是「娛樂街」；「勾欄」指的是「劇場」
「瓦子」指的是「重工業區」；「勾欄」指的是「輕工業區」

18 某位革命黨人寫道：「光復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死於謀光復者，自唐才常以後，若沈藎、史堅如、
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依據上述資料，這位革命黨人所處的時
代是：
太平天國起事 清末革命運動 北伐統一時期 毛澤東共產革命

19 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某重要文件內稱：「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這份文件最可能是：
馬關條約 門戶開放政策 辛丑和約 二十一條要求

20 圖示郵票係於西元 1912 年發行，因時局變化加蓋「臨時中立」繼續使用。這種情況最可能表示那個陣營
的政治態度？
清廷
袁世凱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在華列強勢力

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曾發動一場經濟建設運動，宣稱工農業產品的產量要「超英趕美」，這場經濟
建設運動是：
大躍進 文化大革命 改革開放 一帶一路

22 越南首都河內的皇宮、寺院、文廟等，處處透露中國風味。另一方面，總督府、歌劇院等，卻又充滿法
式風格。可見越南與中、法兩國間有著深厚的關係。下列關於越、中、法三國關係的敘述，何者正確？
法國自 16 世紀起便占領越南
越南一直是獨立國家未曾遭到殖民
越南在 19 世紀遭美國占領，越戰後才獨立
中國與法國因越南問題發生戰爭

23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日軍進占泰國，並與當時的親日政權訂立攻守同盟條約，泰國並於西元 1942 年
元月向英美等國宣戰。當時泰國駐美國大使社尼‧巴莫（Seni Pramoj ）反對政府的親日政策，拒絕遞交
政府的宣戰書，並在華盛頓特區成立抗日組織，號召泰人抵抗日本，獲得英美等國的支持。此一抗日運
動為何？
大泰運動（Pan Thai Movement）
自由泰運動（Free Thai Movement）
復國運動（Restoration Movement）
一三○○年運動（1300 B.E. [Buddhist Era]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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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篇以中國北京為背景的散文《春風》中寫道：「……那裡會有什麼春天，只見起風、起風，成天刮土、
刮土，眼睛也睜不開，桌子一天擦一百遍……」。引文描述的最可能是下列那一種地理景觀？
凌汛 龍捲風 土石流 沙塵暴

2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首批世界地質公園之一的河南焦作雲台山，以群峽間列、峯谷交錯及各種動態的
瀑、泉、溪、潭等地景著稱。除構造上的張裂作用外，塑造雲台山地形美景最主要的作用力為何？
風蝕作用 冰蝕作用 河蝕作用 溶蝕作用

26 「穿鎮而過的狹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緻的石橋，傍河而築的民居，民居樓板底下就是水，石階的埠頭
從樓板下一級級伸出來，女人正在埠頭上浣洗，離他們只有幾尺遠的烏篷船上正升起一縷白白的炊煙。
……在這裡，河流是來往的通衢、是人們隨腳嚮往的大街小巷。」引文所述最可能是中國那一個地理區
十九世紀的地理景觀？
東北平原 四川盆地 藏南縱谷 長江三角洲

27 中國是自然與文化複合遺產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下列那個複合遺產同時擁有閩越國王城遺址、亞熱帶
原生森林系統？
黃山 泰山 武夷山 峨嵋山

28 中國有句俗諺「蜀犬吠日」，是描寫四川盆地的那一種氣候特徵？
經常雲霧繚繞 終年溫暖多雨 夏季日照強烈 日蝕現象頻繁

29 在雲南麗江古城中，最容易體驗下列那一個少數民族的文化？
傣族 白族 納西族 哈尼族

30 新疆羅布泊窪地，因強烈盛行風吹拂，於是地面形成許多長條型小丘狀風蝕地形，此地形最可能為下列
何者？
蛇丘 雅丹 新月丘 羊背石

31 長江、黃河、瀾滄江上游的三江源頭地區，被形容為「眾山之宗，千湖之地，江河之源」，故有「中華
水塔」之稱。該地區位於中國的那一個地理區？
黃土高原 青藏高原 蒙古高原 雲貴高原

32 「南水北調」是中國近年來積極推動的水利工程。推動南水北調工程和下列那一因素關係最密切？
水資源稀少 水污染嚴重 水資源分布不均 水資源開發困難

33 大臨鐵路北起大理站，跨越瀾滄江、穿越無量山脈後到達臨滄，全長 202 公里。在建設過程中，除了要
克服山高谷深的地形障礙外，還必須面臨可能發生的地震問題。上述的地形障礙與地震問題的形成，和
該地區位於那兩個板塊的接觸帶有關？
印澳、歐亞 歐亞、太平洋 印澳、菲律賓海 太平洋、菲律賓海

34 《裨海紀遊》是郁永和於 1697 年來臺灣開採硫磺之見聞，在書中曾對某次自然災害進行了以下的描述：
「萬山崩流並下，汎濫四溢……，水隨踵至，自沒脛沒膝，至於及胸。」他最可能在幾月時遇到這個自
然災害？
一月 四月 七月 十一月

35 位於宜蘭縣頭城鎮的蘭陽博物館，其建築係以當地的地形特色為設計依據。根據附圖所示的博物館照片
判斷，下列何者為該地最具特色的地形景觀？
峽谷
單面山
火山島
海蝕平台

36 蘭嶼的雅美族（達悟族）以何種作物做為傳統主食，並以此發展出特殊的耕作、飲食、慶典與社會文化？
甘藷 水芋 香蕉 樹薯

37 旅行團造訪澳洲東南部的農場時，看到大規模的工人正在剪羊毛，領隊常提醒旅客應適度穿搭外套。該
旅行團最可能是在那一個月份出團？
 1 月  3 月  8 月  12 月

38 全球暖化導致北極海冬季冰封的範圍與時間大為縮減，因而出現所謂的東北航線與西北航線等新選擇。
東北亞到西歐的航運，若僅從距離的角度考量，當西北航線成為可正常通行的航道時，將使下列那個水
道的運輸價值大幅降低？
巽他海峽 白令海峽 麥哲倫海峽 麻六甲海峽

39 「這群人多半居住在山谷和高山區，傳統生活方式是山牧季移，最近有許多人擔任登山者及旅行者的嚮
導，默默撐起尼泊爾一片登山榮景。」文中最可能是描述下列那一個族群？
雪巴人 毛利人 庫德族人 貝都因人



40 某人於臺灣的晚餐時間與住在紐西蘭威靈頓的朋友通電話
晨跑 吃午餐

41 澳洲北部的土地被稱做「蠻荒之顛
洪流。上述「蠻荒之顛」最可能是屬於那一種氣候類型
熱帶沙漠氣候 熱帶莽原氣候

42 若想感受中國與北韓兩國的邊境貿易
遊？
渤海灣沿岸 鴨綠江沿岸

43 下表為旅行社所安排的南韓半日遊活動

時間 地點
9:30 出發

10:30 統一大橋檢查所
10:30-11:00 進行共同警備區域簡介

11:00-12:00 共同警備區域觀光
（自由之家、軍事會談所

12:00 賦歸
注意事項：
1.禁止穿破洞牛仔褲、短褲、迷彩裝
或奇異髮型。
2.僅指定的區域範圍內允許拍照
3.行程中不得自行離開或擅自脫隊

清溪川 濟州島
44 美國農場中一個工人的生產可以滿足

人數還要多。這說明了美國農業的那一項特色
農場規模小 複種指數高

45 圖為某人去歐洲旅遊時，在北海沿岸附近著名的阿克馬
場（Flower Auction Aalsmeer）所拍下的照片
芬蘭
波蘭
荷蘭
烏克蘭

46 就配合觀光資源維護立場而言，
對旅遊行程中的食、住、行、

管參考
對旅遊行程中的遊覽方面落實資源合法使用及遊客安全確保等規定
為了配合政府規範相關措施，
旅遊從業人員應隨時注意旅遊地區的最新狀況

47 以下的行為中，那項有助於減低登山活動對山野的衝擊
在一個常被使用的營地上過夜時

營地的持續惡化
遇到泥濘難行的步道，可以從旁另闢一條平行的小徑行走
在現有的登山步徑上行走時，
營火未燒盡的木頭妥善遺留在營火堆上

48 下列何者為新環境典範之環境態度
強調生產與消費
採用硬性科技

49 在遊憩區中當遊客密度越高或超過使用數量時
列何種承載量之概念？
社會心理承載量 生態承載量

5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敦煌莫高窟 大同雲岡石窟

某人於臺灣的晚餐時間與住在紐西蘭威靈頓的朋友通電話，此時威靈頓的居民最可能在做什麼
吃午餐 喝下午茶

蠻荒之顛」，在這裡可以目睹野生水牛四處奔馳，
最可能是屬於那一種氣候類型？

熱帶莽原氣候 溫帶海洋性氣候
的邊境貿易，同時走訪丹東與新義州的風景名勝，

鴨綠江沿岸 圖們江沿岸
下表為旅行社所安排的南韓半日遊活動，根據表中資訊推測，此次的遊覽活動主要位於何處

統一大橋檢查所
進行共同警備區域簡介
共同警備區域觀光

軍事會談所、軍事分界線、不歸橋）

迷彩裝、迷你短裙等服裝；男士禁蓄長髮

僅指定的區域範圍內允許拍照，非指定區域禁止拍照。
行程中不得自行離開或擅自脫隊。

濟州島 金剛山
美國農場中一個工人的生產可以滿足 78 個人的衣食所需，且農場中的牽曳機

這說明了美國農業的那一項特色？
複種指數高 耕作方式集約

在北海沿岸附近著名的阿克馬（Alkmaar）乳酪交易市場和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
所拍下的照片。這兩個市場最可能位於下列那個國家

，旅行社進行旅遊安全管理目標，下列那種作法較無直接效益
、娛樂、購物等方面落實遊客最大滿意為主，安全相關規定僅供旅行社主

對旅遊行程中的遊覽方面落實資源合法使用及遊客安全確保等規定
，領隊導遊應善盡告知責任

旅遊從業人員應隨時注意旅遊地區的最新狀況，並隨時於行程中反映於遊客
那項有助於減低登山活動對山野的衝擊？

個常被使用的營地上過夜時，我們應儘可能分散活動範圍至未被明顯干擾的地方

可以從旁另闢一條平行的小徑行走
，最好形成一列縱隊，不併行，走在主要步徑上

營火未燒盡的木頭妥善遺留在營火堆上，好讓後來的人升營火可以再利用
下列何者為新環境典範之環境態度？

強調人與自然的整體價值
強調宰制自然

在遊憩區中當遊客密度越高或超過使用數量時，導致遊客感受到壓迫感，因而降低遊憩滿意度

生態承載量 設施承載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收錄中國境內多處石窟，下列何者不是

大同雲岡石窟 洛陽龍門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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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威靈頓的居民最可能在做什麼？
準備就寢

，或親眼見證多雨造成的滾滾

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最適合前往下列那個地區一

烏蘇里江沿岸
此次的遊覽活動主要位於何處？

板門店
且農場中的牽曳機、收割機等數量比農人的

高度機械化經營
乳酪交易市場和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

這兩個市場最可能位於下列那個國家？

下列那種作法較無直接效益？
安全相關規定僅供旅行社主

於遊客

我們應儘可能分散活動範圍至未被明顯干擾的地方，以免造成原有

走在主要步徑上

強調人與自然的整體價值

因而降低遊憩滿意度，屬於下

環境承載量
下列何者不是「中國三大石窟」之一？

固原須彌山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