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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諾貝爾各獎項依慣例常在諾貝爾逝世紀念日頒發，請問其紀念日是在那個月份？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 17世紀上半葉，入侵臺灣北部，且在淡水河口築城的西方殖民勢力者是： 
荷蘭人 英國人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3 法國大革命發生於西元那一年？ 
 1759 年  1769 年  1779 年  1789 年 

4 主張「知識就是力量」的英國學者是： 
培根 伐奈 聖皮埃 黑格爾 

5 世界名著「少年維特的煩惱」，其作者是： 
盧梭 康德 洛克 哥德 

6 古代歐洲何種文字將部落的居住地稱為波利斯（Polis）？ 
腓尼基文字 亞述文字 希臘文字 羅馬文字 

7 西元 1870 年代後，後印象派三大畫家，除了梵谷、塞尚外，還有那一位？ 
雷諾瓦 高更 莫內 德拉克拉瓦 

8 眼鏡的發明補救了現代人的視力，其發源地是： 
米蘭 威尼斯 佛羅倫斯 羅馬 

9 歐洲人在 16世紀自美洲引進的重要食物是： 
馬鈴薯 大豆 大麥 葡萄 

10 美國爵士樂壇中，以小喇叭演奏著名的巨星為何人？ 
艾維斯．普里斯萊（Elvis Presley） 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 
查理．派克（Charles Park） 藍儂（John Lennon） 

11 西班牙人法蘭西斯可．皮澤洛於西元 1521 年在那裡發現了印加帝國？ 
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 秘魯 

12 連結美國東西岸的聯合太平洋鐵路，約完成於何時？ 
獨立建國初期 殖民地時代 南北戰爭結束後不久 第一次世界大戰 

13 美國獨立的導火線為何？ 
土地問題 增稅問題 種族問題 宗教問題 

14 美國南北內戰時，南方的首府是位於何處？ 
里芝蒙（Richmond） 費城（Philadelphia） 波士頓（Boston） 查爾斯頓（Charleston） 

15 下列何者是美國第一座國家公園，並以「老忠實（Old Faithful）噴泉」聞名？ 
大峽谷國家公園 黃石國家公園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落磯山國家公園 

16 提卡爾城（Tikal）的古神廟是下列那一個文明的遺址？ 
馬雅文明 印加文明 蘇美文明 古埃及文明 

17 西元 1774 年，英屬美洲殖民地第一屆大陸會議在何地召開？ 
華盛頓 芝加哥 紐約 費城 

18 下列何地因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遇害，而成為一保存史蹟的觀光點： 
達拉斯 拉斯維加斯 芝加哥 亞特蘭大 

19 西元 1819 年，為英國取得新加坡殖民統治的是： 
魏爾德 史威登漢 安祖．克拉克 湯瑪斯．萊佛士 

20 日本自佛教東傳起，聖德太子輔政約一世紀，歷史上稱為「飛鳥時代」，此一命名的源由為何？ 
當時日本的首都在現今奈良縣飛鳥地方 當時日本皇帝的稱號 
當時盛行之神話傳說  當時盛行之宗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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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節日之邦」之稱的國家為何？ 
印度 尼泊爾 泰國 印尼 

22 西元 1220 年成吉思汗西征中亞大國花剌子模，攻陷撒瑪爾罕（Samarkand），撒瑪爾罕位於現今那一個
國家境內： 
哈薩克（Kazakhstan）  土庫曼（Turkman） 
吉爾吉斯（Kirghizia）  烏茲別克（Uzbekistan） 

23 夏威夷何時併入美國版圖？ 
 1945 年  1898 年  1867 年  1818 年 

24 日本桃山文化建築的代表作，如大阪城、安土城等城堡建築都附有天守閣，請問天守閣不具下列那項功

能？ 
辦公 商業 居住 城主權力象徵之展現 

25 西元 15、16世紀以後，印尼逐漸改信何種宗教？ 
天主教 佛教 基督教 伊斯蘭教 

26 韓國的佛國寺是西元 8世紀末所建造之木造建築，在何時被焚燬，只留下石造遺跡？ 
豐臣秀吉侵略朝鮮時 隋煬帝親征高句麗時 遼聖宗親征高麗時 甲申政變時 

27 西元 1978 年在美國的調停下，那兩國簽訂大衛營協議，改變阿拉伯國家一致對抗以色列的戰略？ 
埃及與以色列 埃及與敘利亞 敘利亞與阿拉伯 阿拉伯與以色列 

28 唐宋時期，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城市多設有「蕃坊」供外商居住。這些外商大多信奉何種宗教？ 
拜火教 基督教 伊斯蘭教 摩尼教 

29 宋代流行「風俗畫」，在題材上反映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描繪汴京城繁榮盛況的「清明上河圖」，作

者是誰？ 
張擇端 宋高宗 夏圭 劉宗道 

30 「爵」是一種殷周時期普遍使用的器皿。「爵」主要用來裝盛何種東西？ 
飯 粥 羹 酒 

31 佛教向有「三藏」之說，其所指為何？ 
「三藏」是玄奘的字  意指佛教經籍分類方式之經藏、律藏、論藏 
天、地、人三種範疇  意指佛教的地獄觀 

32 當代考古學者發現了許多出現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夯土城牆」，一般認為這類建築具有反映技術

精進與政治力量擴大的意義。請問，什麼是「夯土」？ 
藉由人力的樁打而使之堅實緊密的泥土 副熱帶地區之淋餘土 
石灰岩盤  磚頭的別稱 

33 中國中古時代有一座城市位於唐帝國的中心，向東有運河與東南各省銜接，向西則成為西方貿易路線的

起點。其人口除了漢人外，還包括了許多外籍人士。此一城市的名稱為下列何者？ 
洛陽城 長安城 開封城 江陵城 

34 至今仍在中國無錫至蘇州間發揮經濟效益的運河，其最初開通的時間為何？ 
宋代 隋代 唐代 漢代 

35 文藝復興時完成雕刻大衛像的人是： 
達文西 拉菲爾 米開朗基羅 貝利尼 

36 哥倫布發現美洲的年份是： 
西元 1045 年 西元 1452 年 西元 1492 年 西元 1502 年 

37 西亞地區人口最多的都市為？ 
巴格達 德黑蘭 貝魯特 大馬士革 

38 位於愛琴海的許多島嶼，其建築依循山勢而建，並且都漆成那一種顏色而與湛藍的海水相互輝映，整個

聚落因而成為希臘的特殊景觀？ 
黃色 紅色 白色 灰色 

39 北美洲東北部擁有世界重要的大漁場，此乃歸功於墨西哥灣流以及那一個洋流的影響？ 
加納利涼流 拉布拉多寒流 北大西洋暖流 加利福尼亞涼流 

40 位於福建省東南部，在中世紀曾是全中國最主要的通商港口城市者為： 
泉州 漳州 廈門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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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般高山之迎風面每上升 100公尺氣溫約下降幾度？ 

 0.1℃  0.3℃  0.6℃  1℃ 
42 中國的廈門地區，有許多西式的建築及外來姓氏，此反應出福建地區的那一項特色？ 

人口眾多 外移人口比例高 河川獨流入海 地勢西高東低 
43 福建省何座名山被列為世界自然文化雙遺產？ 

鼓山 清源山 武夷山 九峰山 
44 中國西北邊疆地區的可可西里保護區，主要保護的動物為： 

金絲猴 丹頂鶴 金錢豹 藏羚羊 
45 中國大陸五嶽中下列何者為歷代皇帝前往祭祀封禪之地？ 

泰山 恆山 華山 嵩山 
46 吐魯番的「坎井」為該地生命的泉源。該地區的人將水引入地下，主要的目的是： 

淨化水質 防止蒸發 增加下滲 克服地形的障礙 
47 春節過年時間，四名旅客到中國旅遊，各搭乘下列不同路線的火車，其中那一條路線的氣溫變化最大？ 

隴海線 京廣線 成渝線 京包線 
48 「歷代共有十一個朝代在此建都，市內古蹟甚多，有大雁塔、小雁塔、秦始皇陵、華清池⋯等」，以上

敘述最有可能是描述中國那一文化古城？ 
西安 北平 南京 洛陽 

49 瑞士許多重要的城市都座落於湖畔，但下列那一個城市並沒有緊鄰湖泊？ 
日內瓦 洛桑 琉森 伯恩 

50 下列那個都市位在美國密西根湖的西南岸，是主要的製造業中心，也是重要的鐵路樞紐？ 
芝加哥 匹茲堡 底特律 紐約 

51 北美洲中央低地平原西北地區多屬苔原景觀，雨量稀少，其原因為何？ 
距海遙遠  寒流影響 
緯度高，空氣寒冷  極地大陸氣團發源地 

52 世界自然遺產中的伊瓜蘇國家公園（Iguassu National Park），包含在下列那兩國的範圍之內？ 
美國與加拿大 巴西與阿根廷 哥斯大黎加與巴拿馬 哥倫比亞與委內瑞拉 

53 北美洲的最高峰麥金利山（Mt. Mckinley），高 6194 公尺，為著名的觀光景點。請問其位在美國的那一
州？ 
蒙大拿 懷俄明 科羅拉多 阿拉斯加 

54 世界上最大的鑽石切割中心位在下列那個城市？ 
倫敦 紐約 巴黎 阿姆斯特丹 

55 多瑙河注入黑海處形成多瑙河三角洲，此三角洲被稱為「歐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館」，並被聯合國教科文

組織列為自然遺產，此三角洲位於何國境內？ 
羅馬尼亞 保加利亞 希臘 土耳其 

56 下列何者是達文西著名畫作「最後的晚餐」所陳列的城市？ 
羅馬 巴黎 佛羅倫斯 米蘭 

57 委內瑞拉為南美洲的富有國家，其原因和那一種資源有關？ 
鐵礦 石油 天然氣 銅礦 

58 阿爾卑斯山的第一高峰白朗峰座落於西歐三國的交界。下列那一個國家不是此三國之一？ 
奧地利 義大利 瑞士 法國 

59 西班牙著名的聖家堂（Sagrada Familia），從西元 1883 年建造至今已逾一百年，仍在持續的建造中，此

教堂是座落於那座城市？ 
馬德里 畢爾包 瓦倫西亞 巴塞隆納 

60 從法國搭乘歐洲之星列車前往英國，須穿越位於那個海峽的英法海底隧道？ 
直布羅陀海峽 英吉利海峽 聖喬治海峽 提加特海峽 

61 下列那一條河流並沒有流經德國？ 
多瑙河 臺伯河 易北河 萊茵河 

62 中南半島上唯一的內陸國為： 
緬甸 寮國 越南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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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東南亞國家中，橡膠及油棕生產量居世界重要地位的國家是： 
印尼 泰國 馬來西亞 寮國 

64 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之歷程很相似，均以何種導向為目標？ 
進口導向 出口導向 穩定導向 內需導向 

65 下列何者位於紅海南口，是印度洋經紅海通往地中海的要港？ 
吉達 達蘭 亞丁 利雅德 

66 西亞地區最大的工業國為： 
沙烏地阿拉伯 伊朗 伊拉克 以色列 

67 阿拉伯半島原本與非洲相連，後來因為何處陷落而分開？ 
地中海 紅海 波斯灣 黑海 

68 非洲居民傳統的生活方式，深受自然環境影響。下列那一個民族主要以游牧生活為主？ 
蘇丹黑人 班圖黑人 柏柏人 匹美人 

69 位於澳洲東部沿海的山脈是： 
阿爾卑斯山脈 大令嶺 龍山山脈 大分水嶺 

70 紐西蘭南島最大的城市是： 
基督城 奧克蘭 威靈頓 丹尼丁 

71 埃及成為阿拉伯世界和伊斯蘭世界的中樞角色，其主要和那一因素有密切關係？ 
控制蘇伊士運河  居回教世界中央位置 
礦產資源豐富  領土跨亞、非兩大洲 

72 撒哈拉沙漠居民的主糧為何？ 
椰棗 小麥 玉米 香蕉 

73 維繫文化觀光產業的永續發展，下列何者非主要措施？ 
觀光景點環境之保護  大量現代化設施之建設 
居民之支持態度與感受  營造地方的文化內涵 

74 「頭城搶孤」為著名節慶活動，於每年農曆何時舉辦？ 
 1月  7月  10月  12月 

75 為維護旅客水域活動安全，下列那一項敘述不正確？ 
水域管理機關得對水域遊憩活動種類及時間限制之 
水域管理機關得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 
水域管理機關得對水域活動範圍及行為限制之 
基於人民自由權，水域管理機關不得限制水域遊憩活動 

76 國家公園設置的最主要功能為何？ 
保護國家特有的自然資源及人文資產 吸引遊客 
加速經濟繁榮  強化社區發展 

77 下列那一部會是森林遊樂區的主管機關？ 
內政部  交通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78 下列那一個森林遊樂區可以看到「滿山楓葉」？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奧萬大森林遊樂區 
惠蓀森林遊樂區  墾丁森林遊樂區 

79 下列關於各主題遊樂區的位置，何者不正確？ 
六福村在新竹縣關西鎮  大世界國際村在嘉義縣大埔鄉 
月眉育樂世界在台中縣后里鄉 劍湖山世界在雲林縣古坑鄉 

80 下列那一項不是觀光遊憩區內解說資料，必須包含的資訊？ 
觀光遊憩區之區位關係與交通現況 區內遊憩資源與服務設施之概況簡介 
消費折價使用券  提供鄰近遊憩區相關交通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