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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代俄國的根基，是由那一個君主在西元 18世紀初期時奠定？ 
凱撒琳大帝 伊凡大帝 彼得大帝 查理曼大帝 

2 音樂家李斯特來自於： 
匈牙利 捷克 蘇俄 法國 

3 記載特洛伊戰爭的「奧德賽」作者是： 
亞里斯多德 柏拉圖 荷馬 亞歷山大 

4 西元 18世紀中葉的工業革命最早發生在那一個國家？ 
西班牙 法國 義大利 英國 

5 最早提出相對論的學者是： 
牛頓 亞里斯多德 愛迪生 愛因斯坦 

6 宗教改革家約翰．喀爾文在新教改革方面的努力，肇端於瑞士的那一個城市？ 
盧森 蒙特婁 日內瓦 蘇黎世 

7 地理大發現時代，英國在西元 1588 年擊敗那一國的艦隊？ 
葡萄牙 西班牙 法國 荷蘭 

8 法國巴黎的凡爾賽宮，為那一個君主在位時所建？ 
路易十三 路易十四 路易十五 路易十六 

9 西班牙所派遣的那一個船隊於西元 1522 年完成環球航行的壯舉？ 
哥倫布 達伽馬 麥哲倫 庫克 

10 首先獲得電話專利權的人是： 
貝爾 愛迪生 富蘭克林 湯姆生 

11 近代的經濟大恐慌，造成美國股市大跌是發生於西元那一年？ 
 1914 年  1924 年  1929 年  1939 年 

12 「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是那位美國著名黑人民權鬥士的演講詞？ 
金恩（M. L. King）  布朗（J. Brown）  
林肯（A. Lincoln）  胡佛（H. C. Hoover） 

13 發表門羅宣言的國家是： 
英國 法國 德國 美國 

14 美國史托威夫人撰寫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黑奴籲天錄）一書，批評奴隸制度，間接影響了什麼戰爭

的爆發？ 
美國獨立戰爭 美國南北戰爭 美西戰爭 美墨戰爭 

15 美國總統尼克森任內發生的「水門案」，是何種不法行為？ 
刺殺 軍購 竊聽 賄選 

16 第一條橫跨美國大陸的鐵路完工於西元那一年？ 
 1859 年  1869 年  1879 年  1889 年 

17 首先登陸月球的太空人是： 
阿波羅 史波特尼克 阿姆斯壯 格林 

18 南美洲歷史悠久的印加帝國於西元 1533 年遭那一國人入侵而滅亡？ 
義大利人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荷蘭人 

19 帶領印尼人民爭取獨立，並於獨立後擔任印尼第一任總統的是： 
蘇哈托 蘇卡諾 卡蒂妮 卓克洛米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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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西元 1980 年 5 月 17 日全斗煥宣布全國擴大戒嚴，禁止所有政治活動，拘捕反對者。當時韓國南部地區
仍有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活動，政府當局下令軍隊武力鎮壓，造成數百人死亡，數千人受傷。該事件是韓

國民主運動的里程碑，史稱： 
甲申事件 四一九運動 光州事件 五一六政變 

21 西元 17~18世紀，致力移植至爪哇的主要經濟作物為何？ 
稻米 咖啡 大麥 小麥 

22 緬甸於西元 10世紀開始建立王朝，此時宗教文學與政治制度受那一國影響較深？ 
印度 中國 泰國 寮國 

23 西元 2000 年南北韓元首於何處舉行歷史性高峰會？ 
漢城（首爾） 平壤 北緯 38 度 釜山 

24 西元 19世紀，西方列強入侵亞洲時，東南亞唯一的獨立國是： 
泰國 高棉 越南 寮國 

25 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日本投降的主要原因為何？ 
反戰勢力興起  受到國際輿論的壓力 
內亂無法平息  美國於廣島及長崎投擲原子彈 

26 西元 1895 年 4月代表日本政府與清廷簽訂馬關條約的是： 
山縣有朋 伊藤博文 井上馨 大隈重信 

27 戰國七雄中領域主要分布在今日中國山東省境內者是那一個？ 
趙 韓 魏 齊 

28 西元 1988 年奧運在那裡舉行？ 
東京 慕尼黑 漢城（首爾） 洛杉磯 

29 王昭君出塞和親的哀怨故事，其時代背景為何？ 
秦朝 隋朝 唐朝 漢朝 

30 南北朝時期以佛經翻譯名聞天下的僧侶是何人？ 
鳩摩智 曇諦 鳩摩羅什 釋道宣 

31 考古學家所發現的中國秦代「兵馬俑」是舉世皆知的文化寶藏。這些「兵馬俑」的原始製作目的是什麼？ 
專為藝術創作 故意誇耀富有 作為隨葬俑隊 揭櫫募兵體位 

32 唐宋之間，中國沿海有 5個都市因為域外貿易的勃興而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請問是下列那一個群組： 
交州，廣州，泉州，明州，揚州 膠州，煙臺，大連，旅順，威海衛 
上海，杭州，馬尾，淡水，廈門 欽州，雷州，廉州，天津，旅順 

33 將地圓如球、經緯度、五大洲、寒溫熱帶的劃分等地理新知，繪畫成「萬國輿圖」的作者是下列那一位？ 
李之藻 利瑪竇 湯若望 伽利略 

34 位居東亞的中國與身處地中海的希臘皆有傲視其他文明的悠遠歷史，然而為何古希臘的建築多有遺存至

今者，而中國卻缺乏較早的遺世古建築？ 
希臘多為石造，中國則為木構 希臘少戰爭，中國多戰亂 
希臘人善於保存古蹟，中國人則否 古希臘建築工藝遠邁中國 

35 下列那一組答案對宋代「市舶司」的職掌描述為正確？ 
管理海船出入，徵收商稅，接待外國貢使 海岸防務，戰艦營造，海船修繕 
漁業發展，漁獲加工，漁獲經銷 沿岸養殖，近海漁業，海象測量 

36 宋代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主要描繪的是那一座宋代城市？ 
行在 杭州 襄陽 汴京 

37 下列何座國家公園，位於落磯山中央部位，建立於西元 1872 年，為世界首座國家公園？ 
大峽谷國家公園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黃石國家公園 赤杉國家公園 

38 何種優越的地理條件，促使歐洲許多國家在西元 16、17世紀成為海上殖民國家？ 
涼爽舒適的氣溫 穩定豐沛的降雨 優良的海運條件 便利的陸地運輸 

39 倫敦盆地與巴黎盆地原同為一個大盆地的東西兩半部，後因下列何者而分開？ 
英吉利海峽 多佛海峽 北海 比斯開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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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雲南地區主要的都市均分布於「壩子」上，而「壩子」具有那些地形上的特色？ 

褶曲作用產生的河谷沖積扇 沖積隆起的臺地區 
斷層作用產生的河谷沖積盆地 火山熔岩產生的堰塞湖 

41 「這裡是一個邊境城市，常有白皮膚、金髮、藍眼的外國商人出現，冬季氣溫極低，曾出現零下 52.3 度

的低溫，有『中國寒極』之稱⋯」以上敘述最有可能是中國那一城市？ 
哈爾濱 漠河 拉薩 烏魯木齊 

42 華北地區是中國最大的溫帶水果產地，下列各種水果種類與產地的配對中，何者正確？ 
蘋果－天津 葡萄－洛陽 桃－曲阜 梨－萊陽 

43 杭州灣南北岸均築有防潮大堤，當地稱為「海塘」，為本區海岸的特殊景觀。此種景觀與下列那一因素

最有關係？ 
錢塘江淤積阻礙水流  海岸地區廣設魚塭  
杭州灣口成喇叭狀  沿海部分地區低於海平面 

44 位於絲路的起點，亦是中國著名的佛教窟洞所在之處為：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45 青藏高原居民的主要農牧活動為： 
游牧 放牧 山牧季移 圈牧 

46 美國大沼澤地國家公園（Everglades National Park）位於那一州境內？ 
加利福尼亞州 喬治亞州 密士失必州 佛羅里達州 

47 埃及最重要的經濟作物是： 
棉花 咖啡 柑橘 橄欖油 

48 西雙版納有植物王國之稱，為一處原始熱帶森林區，其位於中國何省境內？ 
海南省 四川省 雲南省 貴州省 

49 希臘多山，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耕作，主要是因為那種地質的分布？ 
花崗岩 沙岩 頁岩 石灰岩 

50 在南美洲地區，西班牙語是最普遍被使用的語言，但有一個國家則是以葡萄牙語為全國通用的語言，請
問此國是： 
哥倫比亞 阿根廷 巴西 委內瑞拉 

51 下列那座島嶼有火山 200多座，且其中 20餘座為活火山，為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島？ 
西西里島 冰島 夏威夷島 大溪地島 

52 下列何國未與瑞士交界？ 
列支敦士登 法國 德國 捷克 

53 奎爾公園（Parque Guell）與聖神之家教堂（Iglesia de la Sagrada Familia）是巴塞隆納的重要觀光據點，這

兩者是那一位建築大師的作品？ 
貝聿銘  詹姆斯．史都華（James Stewart） 
安東尼．高第（Antoni Gaudi） 諾曼．佛斯特（Norman Foster） 

54 雖然阿爾卑斯山橫亙中歐內陸，但是卻擁有許多天然的交通孔道聯繫南北歐，請問這些天然交通孔道是

指： 
河蝕作用的通谷 斷層作用的裂谷 溶蝕作用的岩溝 冰蝕作用的 U型谷 

55 下列何座國家公園，位於委內瑞拉東南部，有全世界落差最大的「天使瀑布」？ 
姆魯山國家公園 卡奈馬國家公園 勞倫茲國家公園 達連國家公園 

56 有「義大利的穀倉」之稱的是下列那個平原？ 
托斯卡尼平原 拉丁姆平原 波河平原 德波平原 

57 北歐地區因緯度過高，氣候相當寒冷，但是沿海港口卻終年不會結冰的主要原因是： 
受到地熱的影響  受到阿拉斯加暖流的影響  
受到北大西洋暖流的影響 因為氣候乾燥少雨不易結冰 

58 有「世界最高脊」之稱的地方是： 
帕米爾高原 北極 南極 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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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下列那個都市原本是加拿大最大貿易港，但因聖羅倫斯河新航道完成，海輪直達內陸，港口地位逐漸被

多倫多所取代？ 
渥太華 溫哥華 蒙特利爾 魁北克 

60 希臘由於特殊地理位置而成為歐洲文化的搖籃，請問希臘位於下列那一個半島？ 
伊比利半島 義大利半島 巴爾幹半島 斯堪地半島 

61 泰國為中南半島重要的稻米出口國，其稻米生產地主要分布在何處？ 
昭披耶河三角洲 湄公河三角洲 紅河三角洲 伊洛瓦底江三角洲 

62 瑞典的精密工業發達，下列那兩個汽車品牌是由瑞典創立而聞名全球？ 
豐田（TOYOTA）與馬自達（MAZDA） 寶馬（BMW）與福斯（VOLKSWAGEN） 
富豪（VOLVO）與紳寶（SAAB） 克萊斯勒（CHRYSLER）與福特（FORD） 

63 下列何處是歐、亞、非三洲海上的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傳遞必經之地？ 
東南亞 東北亞 西亞 南亞 

64 好萊塢是美國著名的電影業中心，請問其位置是在下列那個都市的郊區？ 
西雅圖 舊金山 洛杉磯 聖地牙哥 

65 回教的聖地麥加位於那一國境內？ 
沙烏地阿拉伯 伊拉克 伊朗 敘利亞 

66 朝鮮半島最主要的脊梁山脈是： 
長白山脈 大白山脈 蓋馬高原 小白山脈 

67 澳洲的工業發展多數以那一種傾向為主？ 
原料 動力 勞工 市場 

68 南亞農業發展之成敗，主要受到下列何種季風之影響？ 
東南季風 西南季風 東北季風 西北季風 

69 澳洲的山地地形主要分布在何處？ 
東部 西部 北部 南部 

70 埃及人所謂「尼羅河的恩寵」是指： 
尼羅河的灌漑水源 尼羅河的船運 尼羅河的定期氾濫 尼羅河的漁業 

71 撒哈拉的「活加拉」灌漑方式有助於綠洲農地使用，其利用的水資源為何？ 
雨水 地下水 雪水 河水 

72 北非諸國中，地理位置最為偏西的國家是： 
埃及 摩洛哥 利比亞 阿爾及利亞 

73 下列那一個森林遊樂區內可以觀賞臺灣一葉蘭？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墾丁森林遊樂區 合歡山森林遊樂區 滿月圓森林遊樂區 

74 下列臺灣原住民族中，那一族具有紋面習俗？  
達悟族 鄒族 魯凱族 泰雅族 

75 有「猴不爬」之稱的樹木為何？ 
咬人狗 九芎 火焰木 臺東火刺木 

76 為日治時期木材砍伐的集散中心，並見證阿里山林業開發的歷史，且是國寶級阿里山鐵道之起點站： 
大林站 嘉義站 北門站 民雄站 

77 要限制某湖泊的泛舟數量時，可藉由降低湖岸設施容量來達成。這是運用下列那一種觀念？ 
生態承載量 實質承載量 經濟承載量 社會承載量 

78 高屏山麓旅遊線的著名溫泉區為何？ 
東埔溫泉 廬山溫泉 仁澤溫泉 寶來溫泉 

79 國家公園的中央主管機關是那一個部會？ 
內政部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教育部 交通部 

80 下列那一項並非國家公園的分區之一？ 
一般管制區 觀光區 遊憩區 特別景觀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