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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西元 19 世紀初，拉丁美洲獨立運動中，最先獨立的是法屬的那一個國家？ 
古巴 牙買加 海地 智利 

2 明代由福建、菲律賓、墨西哥所共構的「海上絲路」，主要交換的商品是什麼？ 
鴉片與大黃 白銀與生絲 鴉片與磁器 白糖與香料 

3 西班牙殖民中美洲，從非洲買進黑奴來種植的農作物是以什麼為主？ 
咖啡 大麥 大米 甘蔗 

4 西元 16 世紀，西班牙探險家科提斯（Hernando Cortes）來到美洲某城，見到該城之富庶，有質地精美之

陶器，公共設施也相當發達，後來科提斯率領數百名士兵，征服了此一帝國。一般稱此一文明為： 
印加 馬雅 阿茲特克 印度 

5 西元前 256 年秦昭王所任命的太守李冰率領百姓建造「都江堰」，此一水利工程至今仍存，並依然發揮

調節「岷江」與「內江」水量的作用。「都江堰」位在今日中國的那一省？ 
陝西 四川 甘肅 山西 

6 在什麼事件之後，關島成為美國的領土？ 
第一次世界大戰 拿破崙稱霸歐洲 美西戰爭 太平洋戰爭 

7 西元 8 世紀時，日本的「平城京」與「平安京」分別是仿傚唐代長安城之規劃而來的。當時日本這兩京

即是現代日本的那兩個都市？ 
平城京：仙台；平安京：大阪 平城京：奈良；平安京：京都 
平城京：東京；平安京：大阪 平城京：鐮倉；平安京：奈良 

8 以西元 2000 年為「千禧年」是那個宗教的觀點？ 
佛教 回教 基督教 印度教 

9 西元 11 世紀時，越南李朝建立首都於現今的那一個城市？ 
泗水 河內 胡志明市 平陽 

10 英國所有成年婦女於那一年獲得選舉權？ 
 1908 年  1918 年  1928 年  1938 年 

11 許多人以為今日的長城乃是秦代遺跡，但其實是錯誤的認知。現在的長城為何時所建？而當時又稱為什

麼？ 
清代，萬里長城 明代，邊牆 宋代，女牆 漢代，孟姜女之牆 

12 吳哥窟是在何時建造的？ 
西元 9 世紀初 西元 12 世紀初 西元 15 世紀初 西元 18 世紀初 

13 巴拿馬運河興建期間，何國派軍長駐運河區？ 
英國 古巴 墨西哥 美國 

14 下列那所大學是首先享有不受地方政府管轄的學術自由起源地？ 
巴黎大學 牛津大學 劍橋大學 波隆那大學 

15 西元前 3 世紀統一大部分印度半島，並將佛教向東南亞其他地區推廣的是： 
旃陀羅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I） 鳩摩羅笈多王（Kumaragupta） 
阿育王（Ashoka）  戒日王（Harsha Valna） 

16 中國雲南向多「傣族」聚居，今天在「傣族」的聚落中，仍然有許多造型與中國其他地區不同的古代佛

塔建築，這些佛塔所隸屬的佛教宗派為： 
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佛教禪宗 佛教臨濟宗 

17 那一個城市是美國爵士樂發展的重鎮？ 
紐奧良 邁阿密 休士頓 聖安東尼 

18 「資本論」的作者是： 
亞當斯密 黑格爾 恩格斯 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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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明清以來，皖南「徽州」一地多出商賈，他們遍及天下，勢力始終不衰。「徽州人」投身商業的地理因

素為何？ 
「徽州」山多地脊，耕地不足，務農往往不足以謀生，故以「徽州人」大多服賈四方 
「徽州」地處東南沿海，夏季多颱風，故以農業不盛，所以「徽州人」大多服賈四方 
「徽州」土質為副熱帶之淋餘土，酸性過高，不利水稻生長，故以「徽州人」大多服賈四方 
「徽州」為四戰之地，常有戰爭發生，民不聊生，因此「徽州人」大多服賈四方以逃戰禍 

20 河西走廊是溝通中西文化的商業大道，下列那項為現今位於敦煌附近之烽火臺遺址？ 
敦煌遺址 玉門遺址 陽關遺址 絲路遺址 

21 韓劇明成皇后拍攝地點－景福宮，建於 1394 年，屬於下列那一個朝代： 
李氏王朝 高麗王朝 新羅王朝 百濟王朝 

22 古代歐洲最著名的哲學家作品「共和國（The Republic）」，是何人的創作？ 
蘇格拉底 柏拉圖 亞里斯多德 希羅多徳 

23 領導中美洲反抗西班牙人統治的是： 
華盛頓 聖馬丁 玻利維亞 龔塞雷斯 

24 日本江戶時代文化最大的特色為何？ 
庶民色彩濃厚 貴族風格 佛教思想為主 仿中國特色 

25 西元 16 世紀葡、西、荷、英等國紛紛加入對印度尼西亞群島的爭奪，他們主要爭奪的是： 
石油 錫礦 香料 木材 

26 文藝復興時期，充分運用透視法繪圖的畫家是： 
達文西 米開朗基羅 拉菲爾 貝利尼 

27 1929 年美國發生嚴重的經濟大恐慌，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是： 
老羅斯福 小羅斯福 胡佛 柯立芝 

28 下列那一部作品是平安時代日本古典文學的代表作品： 
源氏物語 平家物語 好色一代男 金閣寺 

29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32 個國家於 1919 年在巴黎召開巴黎和會並簽訂什麼和約？ 
維也納和約 凡爾賽和約 巴黎和約 雅爾達和約 

30 荷蘭時期對臺灣原住民採取「贌社制」，這是一種什麼制度？ 
繼承制度 土地制度 課稅制度 婚姻制度 

31 北美十三州於 1774 年在那一個城市舉行第一次大陸會議？ 
費城 波斯頓 紐約 芝加哥 

32 希臘雅典著名的巴特農神殿是為了紀念那一個神祇？ 
宙斯 海克利斯 阿波羅 雅典娜 

33 巴西是南美洲面積最大的國家，在西元那一年成為共和國，並從此實施民主憲政？ 
 1791 年  1891 年  1991 年  2001 年 

34 西元 17 世紀中葉，鄭成功擊敗荷蘭人占領臺灣，為防兵食不足，於是採取了「屯田駐兵」的策略。今日

臺灣那些地名即與當年鄭氏的措施有關？ 
新營、左營、林鳳營、前鎮 烏來、木柵、坪林、礁溪 
淡水、林口、新社、埔里  西螺、草屯、舊莊、新莊 

35 1853 年打開日本幕府鎖國的「黑船事件」，是那一個國家？ 
英國 荷蘭 葡萄牙 美國 

36 拜占庭帝國的政治中心是那一個城市？ 
君士坦丁堡 維也納 布達佩斯 威尼斯 

37 下列何處自古為歐、亞、非三大洲陸上交通的十字路口？ 
東亞 西亞 南亞 北亞 

38 下列何者是非洲撒哈拉、喀拉哈里及納米比沙漠的共同成因？ 
涼流流經 背信風 副熱帶高壓帶籠罩 身居大陸內陸 

39 那一個國家地理位置跨歐、亞兩洲，扼黑海進出地中海的通道？ 
敘利亞 葉門 以色列 土耳其 

40 著名的九寨溝景區，主要是由那一族的九個村寨圍繞而得名？ 
苗族 壯族 藏族 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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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魁北克地區分離意識強烈，部分魁北克人認為應該從加拿大獨立出去，主要的原因是魁北克具有那一項

特徵？ 
迥異的傳統文化 發達的第三級產業 鄰近北大西洋航線區 物產豐富 

42 臺灣的凍頂茶聞名海內外，所謂「凍頂」是指位於何處的凍頂山？ 
臺中霧峰 南投鹿谷 彰化員林 新竹湖口 

43 旅行社規劃西安市及鄰近地區旅遊，何處景點不會被安排？ 
秦始皇兵馬俑 大小雁塔 華清池 黃帝陵 

44 那一種氣候類型使尼羅河下游地區發生季節性的氾濫？ 
熱帶雨林氣候 熱帶莽原氣候 地中海型氣候 熱帶沙漠氣候 

45 在紐西蘭的原住民毛利人的傳統生活方式中，社會秩序是藉著何種方式維持？ 
信仰 土地 藝術 法律 

46 夏威夷的火山國家公園主要位於那一個島上？ 
歐胡島 可愛島 摩洛凱島 夏威夷大島 

47 日本本州島的三大平原，由北往南排列依序為： 
關東平原、濃尾平原、近畿平原 關東平原、近畿平原、濃尾平原 
近畿平原、濃尾平原、關東平原 近畿平原、關東平原、濃尾平原 

48 三峽大壩的完工對那一地區在防洪及水電的供應上受益最大？ 
四川地區 湖北地區 江蘇地區 河南地區 

49 萊因河流量穩定，流經許多國家，航運價值高，因而成為西歐的黃金水道，其未流經下列那一個國家？ 
德國 法國 荷蘭 奧地利 

50 復活節島（Easter Island）是太平洋上的一個火山島，島上有許多 7～10 公尺的巨大石像分布。該島係屬

於何國？ 
智利 美國 秘魯 厄瓜多 

51 「秀姑漱玉」是花蓮極富盛名的觀光景點，這種河口溪石景觀主要是那一種岩石構成的？ 
大理石 石灰岩 麥飯石 珊瑚礁 

52 英國的毛紡織品在世界市場上受到消費者青睞。下列那一個城市是英國的紡織中心，且有「棉都」之稱？ 
利物浦 倫敦 曼徹斯特 密得堡 

53 位於美國西南部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其峽谷地形的形成，主要是與下列那一條河流之侵蝕切割有密切的

關係？ 
格蘭特河 密西西比河 聖羅倫斯河 科羅拉多河 

54 澳洲地廣人稀，牧場規模極大，畜牧的經營方式極為粗放。為解決牲畜的飲水問題，當地人採取何種措

施？ 
以生產羔羊皮為主 開鑿自流井 僅限於雨量充足地區 引河水至牧場區 

55 中國江南庭園建築中，最具代表的留園、網師園等，位於何城市？ 
無錫 紹興 揚州 蘇州 

56 下列那個國家多峽灣地形，有利於航海事業發展？ 
法國 俄羅斯 澳洲 挪威 

57 由於受到歐洲殖民地式經濟的影響，大部分拉丁美洲國家的經濟活動仍以下列何者為其主要的方式？ 
農、礦原料輸出 農業加工 工業製造 熱帶栽培業 

58 埃及蘇伊士運河的通航，大幅縮短了那兩大海域之間的航程？ 
印度洋、紅海 大西洋、印度洋 大西洋、地中海 地中海、黑海 

59 至北京市旅遊，旅行社在那一季節應提醒旅客：「注意沙塵暴的影響，機場常關閉」？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60 由法國的里昂搭乘 TGV 列車前往亞維農地區旅遊，此路線主要是循著下列那條河流的河谷地區前進？ 
塞納河 羅亞爾河 加倫河 隆河 

61 中、西非各國首要都市中，有「黑非洲的小巴黎」之稱的都市是指何處？ 
阿克拉 阿必尚 洛梅 新港 

62 歐洲那一個國家擁有「六個共和國、五大民族、四種語言、三種宗教和兩種文字」的複雜文化背景？ 
南斯拉夫 捷克 波蘭 匈牙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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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南歐地中海型氣候區水源缺乏，農業亟需灌溉，其灌概水源主要來自： 
豐沛的夏季降水  豐富的地下水 
鄰區入境的河川  冬季高山降雨和降雪 

64 建於西元 19 世紀的德國新天鵝堡，位於德國的那個地區？ 
巴伐利亞 薩克森 紹令吉 勃蘭登堡 

65 亞洲三大半島，由東往西排列，依序為： 
阿拉伯半島、印度半島、中南半島 印度半島、中南半島、阿拉伯半島 
中南半島、印度半島、阿拉伯半島 阿拉伯半島、中南半島、印度半島 

66 東南亞那個城市控制太平洋與印度洋之孔道麻六甲海峽？ 
吉隆坡 新加坡 雅加達 巨港 

67 山東省青島市由於歷史因素，市區內許多建築充滿何國的風格？ 
日本 英國 德國 俄羅斯 

68 美國西岸的工業特色以下列那兩類特別發達？ 
煉油業和石油化學工業  鋼鐵工業和汽車工業 
煉鋁工業和造船工業  航太工業和電子工業 

69 非洲最高山吉力馬札羅山位在那一國家境內？ 
衣索比亞 坦尚尼亞 索馬利亞 肯亞 

70 臺灣最具有世界級景觀價值的峽谷地形位於何處？ 
基隆河流域 中橫公路西段 中橫公路東段 濁水溪流域 

71 希臘地形崎嶇、土壤貧瘠、氣候乾燥，造成小麥等糧食作物生產不足，但是卻非常適合何種作物生長，

並且成為古希臘人主要的輸出貨物？ 
榴槤和香蕉 哈密瓜和水梨 蘋果和水蜜桃 葡萄和橄欖 

72 北京故宮外朝建築的三大殿，由南向北依序為：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 
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  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 

73 下列何種為世界生態旅遊協會所強調的「生態旅遊」最主要定義？ 
到風景地區從事旅遊活動 
顧及環境保育並維護地方住民福利的負責任旅遊 
有舒適、便利旅遊設施的旅遊活動 
大眾適宜參與的旅遊活動 

74 墾丁保力溪在盛行風吹送下，形成砂嘴、砂堤，甚至封閉河口，這稱為什麼？ 
沒口河 牛軛湖 斷頭河 滑走坡 

75 觀光遊憩區在實質條件限制下，要同時維持觀光遊憩資源品質與滿足遊客的遊憩體驗下，所能容許的最

大容量，稱為： 
永續發展 承載量 遊客量 生態觀光 

76 古蹟是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下列那一個中央政府機關所主管？ 
經濟部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內政部 

77 為維護安全，水上摩托車活動與其他水域活動共同使用同一水域時，水上摩托車活動應距陸岸從多少公

尺至 1,000 公尺的水域範圍內？ 
 50 公尺  100 公尺  150 公尺  200 公尺 

78 位於臺南市之著名古蹟，提供粵籍旅臺同鄉休息的地方，也是臺灣唯一最完整保存潮洲風格的廟宇為何？ 
開基天后宮 臺南大天后宮 三山國王廟 祀典武廟 

79 臺灣雪山冰斗圈谷生有何種樹木？ 
肖楠 冷杉 玉山圓柏 鐵杉 

80 「烏頭翁」是臺灣的特有種，分布在那些低海拔地區？ 
花蓮以南至屏東楓港  屏東楓港至嘉義布袋 
嘉義布袋至彰化和美  臺北萬里至宜蘭員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