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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文獻曾以 Koxinga 稱呼一位活躍於 17 世紀東亞海域的歷史人物，在臺灣一度被官方受封為「民族英

雄」，日本亦有以他為主角而創作的戲劇，該位歷史人物為下列何人？

鄭經 鄭彩 鄭芝龍 鄭成功

2 臺灣第一所中等教育學校為：

臺北第一中學校 臺南中學校 臺中中學校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3 拿破崙曾改造歐洲政治版圖，下列那一個國家被其瓦解？

普魯士王國 神聖羅馬帝國 瑞典王國 奧匈帝國

4 17 世紀英國曾短暫由「君主制」轉變為「共和制」，是受到下列何者的影響：

光榮革命 清教徒革命 宗教戰爭 大憲章

5 隨著諾曼人入侵與羅馬帝國覆滅，歐洲西半部的貿易與商業活動陷入停滯，但在義大利北部和「法蘭德

斯」（Flanders）地區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商貿活動。此處所謂「法蘭德斯」，大約是現今那個地方？

德國北部呂貝克、漢諾威等地區 德國南部慕尼黑、法蘭克福一帶

法國北部與比利時一帶 法國南部普羅旺斯、馬賽等地

6 十字軍的目的，原在於協助拜占庭帝國抵禦伊斯蘭勢力的入侵，並收復聖地耶路撒冷，但在此期間十字軍

卻曾轉而去攻打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這可能與下列那一項原因有關？

十字軍與伊斯蘭勢力私下議和，共同對付拜占庭帝國

羅馬教皇改變態度，轉而授意十字軍攻擊拜占庭帝國

威尼斯商人趁機擴大商業利益，慫恿攻打拜占庭帝國

君士坦丁堡已為伊斯蘭軍隊攻陷，十字軍乃嘗試收復

7 美國獨立宣言中提到：「當今大不列顛國王的統治，是接連不斷的傷天害理和強取豪奪的歷史，這些暴行

的唯一目標，就是想在這些州建立專制的暴政。」其中提到「當今大不列顛國王」是指何人？

喬治三世 喬治二世 亨利八世 伊麗莎白一世

8 貴族私戰是中古歐洲社會最大的亂源之一，十世紀末教廷曾嘗試推動「天主的和平」（Peace of God）運

動，來制止貴族私戰。所謂「天主的和平」運動是指：

每週特定日子為和平日，禁止私戰 每年宗教假日為和平日，禁止私戰

貴族私戰不得侵犯非戰鬥人員的生命 貴族爭鬥應以談判、非武裝方式解決

9 有關羅馬共和體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選舉出兩名「執政」，負責執掌行政事務 城邦大事，多由「元老院」議決

為了應付緊急狀況時，可以設立「護民官」 共和體制的特色之一是「制衡」

10 在歐洲人殖民美洲時期，統治者用膚色與種族來區分社會群體，下列名稱何者被用來稱呼白人與印第安人

的混血後裔？

克里奧爾人（Creoles） 桑博人（Zambos） 半島人（Peninsulars） 麥士蒂索人（Mestizos）

11 美國那一位總統於西元 1870 年，宣布廢止奴隸制度？

華盛頓 林肯 羅斯福 杜魯門

12 北美洲建立的第一所大學是：

耶魯大學 哈佛大學 布朗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

13 英屬北美各州於西元 1774 年召開大陸會議商議與英國交涉事宜，當時唯一未派代表參加出席的是那一州？

馬里蘭州 新澤西州 喬治亞州 德拉瓦州

14 將美國領土拓展到關島與菲律賓的是那一場重要戰役？

南北戰爭 美墨戰爭 美西戰爭 美英戰爭



代號：3501
頁次：4－2

15 位於今日秘魯馬丘比丘（Machu Picchu）的古代印第安人遺跡，屬於下列何一文明？

印加文明 馬雅文明 阿茲提克文明 奧爾梅克文明

16 西元 1963 年馬來西亞成立時，下列那一位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以粉碎馬來西亞為口號，發動對抗政策，

反對馬來西亞成立？

蘇加諾（Sukarno） 胡志明（Hồ Chí Minh）

鑾披汶（Phibul Songkhram, Pibul Songgram） 吳廷琰（Ngô Đình Diệm）

17 長期受漢字文化圈影響，但因殖民政府之引入，境內有不少人信奉天主教，這是東南亞那一國？

越南 菲律賓 新加坡 緬甸

18 西元 1967 年，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共同成立對東南亞影響深遠的區域組織為：

中立國聯盟（Neutrals Union）

馬來群島聯盟（Malay Archipelago Nations）

中南半島聯盟（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ations）

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19 西元前 4 世紀亞歷山大大帝率領軍隊擴張，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請問以今日的地理空間名稱，以下何

處屬於當時亞歷山大的帝國版圖：

卡達與葉門 伊朗與伊拉克 迦納與幾內亞 波蘭與匈牙利

20 有關伊斯蘭世界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阿拉伯人在莎珊（Sassanid）波斯帝國與拜占庭帝國於七世紀相互纏鬥多年、兩敗俱傷之下迅速崛起

埃及奴隸士兵馬木路克（Mamluk）於西元 1260 年在今日以色列境內阿音札魯特（Ain Jalut）擊退西征

的蒙古人

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在西元 1453 年被鄂圖曼（Ottoman）蘇丹蘇里曼（Suleiman the

Magnificent）攻下

伊斯蘭的「火砲帝國」是指鄂圖曼、薩發維（Safavid）以及蒙兀兒（Mughal）三個帝國

21 畫家張擇端所繪的清明上河圖，顯示了中國那個朝代的城市生活樣態？

唐 北宋 明 清

22 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美洲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原因是：

西班牙與葡萄牙相繼在中美洲與南美洲攫取當地金、銀礦藏，並以之向中國購買瓷器、絲綢與棉布

英國與法國相繼在中美洲與南美洲攫取當地金、銀礦藏，並以之向中國購買瓷器、絲綢與棉布

荷蘭與德國相繼在中美洲與南美洲攫取當地金、銀礦藏，並以之向中國購買瓷器、絲綢與棉布

美國與加拿大相繼在中美洲與南美洲攫取當地金、銀礦藏，並以之向中國購買瓷器、絲綢與棉布

23 每年九月底舉辦的馬拉威「星之湖」音樂慶典，是東非著名的藝術盛會。馬拉威湖的形成，與下列那種營

力作用的關係最密切？

曲流截斷 冰河侵蝕 斷層陷落 風蝕窪地

24 由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於西元 562 年下令建造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在十五世紀以前一直是全世界最

大的教堂。西元 1453 年鄂圖曼土耳其征服君士坦丁堡，蘇丹下令將教堂改為清真寺。下列那一部分最可

能是做為清真寺之後改建或增建的？

一樓中央的祭壇 二樓迴廊與皇后包廂 西院的十二羔羊像 四個角落的叫拜塔

25 某都市的觀光旅遊導覽行程介紹如下：「位於孟買的達拉維是世界最大的貧民窟之一，一百多萬人棲身在

兩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上，簡易的住宅僅能勉強抵擋夏季季風帶來的降雨。」該貧民窟所在國家的居民，

以信奉那兩種宗教的人數最多？

印度教與佛教 佛教與錫克教 錫克教與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與印度教

26 圖為東南亞某國國旗，旗面中的建築為該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古蹟，亦為重要世界文化遺產，該古蹟建築

風格主要受到下列那些宗教影響？①佛教 ②基督教 ③印度教 ④伊斯蘭教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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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東南亞國協會旗的圖樣，是取材自該協會多數會員國主要的糧食作物。該作物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玉米 水稻 甘藷 馬鈴薯

28 在印尼雅加達的飯店房間內，看到天花板有個如圖的指標。該指標所指的方向最可能朝向下列那個都市？

泰國的清邁

印度的瓦拉納西

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

29 在墨爾本市郊的希斯維爾野生動物園，可以看到許多澳洲特有種生物，如國徽上的鴯鶓、卵生的哺乳動物

針鼬、以及眾所周知的袋鼠、無尾熊和眾多鳥類。澳洲之所以有這麼多的特有種生物，與下列那項地理特

徵關係最密切？

擁有廣大沙漠，氣候乾燥 尊重原住民傳統，注重保育

遠離其他大陸，獨立演化 國土面積廣大，環境複雜

30 某國原住民族與臺灣原住民族同為南島語族，語言及文化上存在高度的相似性，西元 2019 年曾來臺與花

蓮縣玉里鎮部落族人進行文化交流。見面時雙方鼻子對鼻子互碰兩次，該國原住民並表演傳統的戰舞

（Kapa Haka），展現其戰士精神。該國最可能為下列何國？

澳洲 日本 紐西蘭 斯里蘭卡

31 日本與中國北方的緯度相當，但中國北方的農作以麥類為主，日本卻廣植水稻，最主要影響因素為何？

地勢起伏 土壤沃瘠 年均溫高低 年雨量多寡

32 春天是最多海外旅客走訪日本的季節，每年 3 至 5 月櫻花季，吸引不少遊客前往一睹漫天櫻雪的美景。

日本某處的櫻花開花季節早於各地，一月份下旬即展開八重岳櫻花祭，該地最可能位於下列何處？

京都府 沖繩縣 東京都 北海道

33 下圖為日本北海道支笏洞爺國立公園的湖泊景點，該湖泊的成因最可能與下列那一種作用有關？

冰河作用

火山作用

岩溶作用

構造作用

34 位於韓國中部忠清南道論山市的江景地區，生產韓國半數以上的發酵醃漬魚醬。每年十月中，在此舉辦的

江景發酵魚醬節，吸引許多前來品嘗與採購各種發酵醃漬食品的民眾。韓國飲食文化中相當重視發酵食品

的醃漬，與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

南北韓分裂的戰爭背景 山多田少糧食生產不足

冬季低溫使作物生長季受限 受到中國影響偏好辛辣口味

35 切格瓦拉在秘魯的旅行日記中有如下的記載：「從庫斯科開出的火車，破舊不堪，平均時速只有十公里，

為了開出庫斯科，鐵軌必須修成讓火車先往前開一段路之後，再倒退到另一條方向完全不同的鐵軌，如此

反覆幾次，才能往另一個地方。」上文中的鐵路最可能位於下列那座山區？

洛磯山脈 內華達山脈 安地斯山脈 阿帕拉契山脈

36 下列四座美國的國家公園中，那座國家公園是位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區，故公園內可見茂密的溫帶雨林景觀？

加州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肯塔基州猛馬洞窟國家公園

弗羅里達州沼澤地國家公園 華盛頓州奧林匹克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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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某作物曾是古巴重要的經濟來源，栽種該作物及加工製成產品時皆需大量勞力，且須在高溫下進行，工作

環境惡劣，但也意外釀出蘭姆酒。爾後，古巴人稱蘭姆酒是該作物的歡樂之子。該作物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玉米 可可 甘蔗 龍舌蘭

38 西班牙南部的安達魯西亞有許多山間小鎮，這些小鎮的共同特色是，房舍外牆皆塗上就地取材的白色石

灰，形成了白色山城景觀。塗上石灰除了有杜絕寄生蟲和細菌外，尚有下列那一項重要的功能？

利於日照反射 減少冬季積雪 提高建築強度 防止風沙堆積

39 克羅埃西亞的普利特維采湖群國家公園受地質的影響，有許多高低落差不同的湖泊、洞穴、瀑布、伏流等

地形，於西元 1979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自然遺產。該國家公園特殊的地形景觀與該地那種岩

石分布最普遍有關？

砂岩 頁岩 花崗岩 石灰岩

40 歐洲鹿特丹港因腹地範圍廣大，又接近世界航線，長期以來即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該港口的腹地以

下列那一條河川的流域為主？

頓河 多瑙河 萊茵河 泰晤士河

41 某人到一處世界遺產旅行時，在社群網站打卡，其標示的經緯度位置為「51 28 52.2 N  ，0 0 13.6 W  」。

這個世界遺產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巴黎塞納河沿岸 格林威治天文臺

弗羅倫斯歷史中心 埃森的礦業同盟工業區景觀

42 據報載「該省有著名的風景名勝區，如黃河壺口瀑布、五台山、雁門關、恆山、北武當山、王莽嶺、析城

山、五老峰等地。西元 2019 年國務院公布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中，該省入選的古建築計有 54 處，國家保

護古建築已達 421 處，另外還有古遺址 46 處、古墓葬 20 處、石窟寺及石刻造像 15 處，近現代及紀念性

建築 28 處，及 1 處其他類別，國家保護古建築數目占中國總數近五分之一。」該省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陝西 河北 山西 甘肅

43 西元 2019 年 11 月報載「從新疆庫爾勒市發出的列車，載有 1680 名農工返鄉，這些農工主要是從安徽合

肥到新疆採收作物的季節勞工。近年來，由於該作物的收成逐漸機械化，外地前往新疆的季節性農工有減

少的趨勢。」報載中之農工到新疆採收的作物，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鳳梨 棉花 甘蔗 柑橘

44 一地地名反映了人地互動的痕跡，也述說著不同族群來到這塊土地的故事，下列那組地名最可以反映日本

在花東縱谷的殖民痕跡？

月眉、萬榮 豐田、鹿野 洄瀾、璞石閣 雷公火、馬太鞍

45 臺灣某文化園區的地標，是由結合客家紙傘與斗笠意象的建築組成，每座建物都設有太陽能光電系統，利

用南臺灣豐富的陽光，提供園區環保的綠色能源。下列何者最可能是該園區展館重點的常設展主題？

靚靚六堆 泥火山驚奇 發現十三行 卑南文化人

46 攀登山岳時如果迷路，採取下列那個策略最可能撐到救援人員抵達？

砍樹升狼煙，讓救援人員知道你的位置

保暖留在原地，必要時敲擊鋼杯

往上攀爬到山頂，山頂能見度佳，能找到路的方向

往下走到河谷，順著溪流走就可

47 生態系平衡源自內部的主要影響是下列那一因素？

引進外來種 棲地改變 自然災害 人類活動

48 「一個遊憩地區能容納的最大遊客數量，而不至於對社會或生態環境造成破壞。」以上敘述最適合於下列

何者之概念？

承載量 永續發展 遊客量 入園管制量

49 在可接受改變限度（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的原則下，下列何者是其最主要的概念？

了解什麼程度的改變會是過多的 了解什麼程度的改變會是被允許的

了解承載量的程度 了解改變的程度

50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觀光旅遊競爭力指標針對經濟及社會效益進行潛力分析，下列何者不是指標面向？

危機管理 政策條件 基礎設施 旅遊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