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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元 1961 年，那一個國家的太空人乘太空船首次升入太空？ 
蘇聯 美國 中國 西班牙 

2 英國第一位女性首相是： 

居里夫人 維多利亞 柴契爾夫人 瑪格麗特 

3 俄國史上第一位經自由選舉而產生的國家元首是： 

戈巴契夫 葉爾辛 赫魯雪夫 普丁 

4 拿破崙的滑鐵盧之役，發生於西元那一年？ 

 1815 年  1715 年  1615 年  1515 年 

5 15 世紀義大利佛羅倫斯以銀行業致富的著名家族是： 
福格 洛克斐勒 麥第奇 福特 

6 美國感恩節是在每年 11 月第四個星期幾？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星期日 

7 西元 1836 年，德克薩斯原屬何國，後來成為美國的一州？ 
法國 墨西哥 英國 西班牙 

8 19 世紀末，被形容為「兩頭獅子（指英、俄兩大帝國）之間的一隻山羊」的中亞地區國家是： 
布哈拉汗國 希瓦汗國 浩罕汗國 阿富汗 

9 在中南美洲的古文明中著名的庫斯科（Cuzco）城是那個文明的遺址？ 
馬雅文明 印加文明 阿茲提克文明 阿帕拉契文明 

10 在歷史上，印度第一個統一王朝為何？ 
孔雀王朝 貴霜王朝 笈多王朝 阿育王朝 

11 美國職業籃球聯盟的簡稱為何？ 
 CNN  CBS  NBC  NBA 

1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度獲得獨立，但隨即發生印度教徒和伊斯蘭教徒之間的大仇殺，其後伊斯蘭教徒脫離

印度，另建國家，這個國家名為： 
不丹 斯里蘭卡 巴基斯坦 尼泊爾 

13 西元前 1500 年左右，阿利安人逐漸遷移到印度河流域，為了與被征服民族保持隔離，避免血統混雜，他們

發展出一種社會制度，這種社會制度稱之為： 
封建制度 種姓制度 宗族制度 薩克迪納制度 

1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以北緯 38 度線為界，以南於西元 1948 年 8 月成立大韓民國，其首任總統為： 
李承晚 金日成 朴正熙 金正日 

15 今日東南亞國家中的柬埔寨，在歷史上曾創造過輝煌燦爛的王朝，留下著名古蹟「吳哥窟」，請問這個王朝

在中國典籍上稱為： 
扶南 真臘 占城 三佛齊 

16 17 至 19 世紀，日本對西學的稱呼為： 
蠻學 古學 蘭學 國學 

17 西元 1954 年法軍在越南一場戰役中大敗，而在同年的日內瓦會議後，退出越南，這場戰役稱為： 
溪山戰役 春節攻勢 奠邊府戰役 順化戰役 

18 敕勒歌：「敕勒川，陰山下，天似穹廬，籠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見牛羊。」歌詞中所描寫的

是那個民族的生活？ 
林業民族 漁業民族 農業民族 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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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 世紀末葉，上海被人稱作「十里洋場」，請問「洋場」之名所指為何？ 
港口 租界 加工出口區 特別行政區 

20 位在三峽的清水祖師廟，為北臺灣重要的宗教觀光景點。該廟歷經三次重建，最後一次重建的主要策劃者為誰？ 
賴和 李梅樹 林本源 林衡道 

21 中國歷史上「春秋五霸」中的齊桓公領導齊國成為一個富強大國。齊國在今中國大陸那一省？ 
山東 遼寧 安徽 山西 

22 今日的歐盟正式成立於何時？ 
 1960 年代  1970 年代  1980 年代  1990 年代 

23 中國歷史上文成公主嫁入吐蕃，中原地區的許多文化亦隨之傳入，其時代的背景在那一朝代？ 
隋 唐 元 晉 

24 西元 1937 年以後，日本發動對外侵略戰爭，臺灣的原住民被編組成什麼組織，動員到南洋去協助作戰？ 
高砂義勇隊 農業義勇隊 高砂奉公團 皇民奉公隊 

25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聯合國盟軍占領日本的統帥是誰？ 
羅斯福 邱吉爾 麥克阿瑟 威爾遜 

26 馬來西亞的「獨立之父」是誰？ 
東姑．阿布杜爾．拉赫曼 達圖斯里．馬哈迪 
阿布都拉．巴達威  敦．阿布都拉．拉札克 

27 美國南北戰爭結束於西元那一年？ 
 1855 年  1860 年  1865 年  1870 年 

28 在美國成立標準油品公司的石油大王是誰？ 
福特 卡內基 洛克斐勒 羅斯福 

29 西元 1972 年中美上海聯合公報發表，中美關係進入「正常化」。當時的美國總統是： 
尼克森 甘迺迪 詹森 卡特 

30 蓋茨堡演說詞（Gettysburg Address）是歷史上有名的文獻，標舉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藍圖。它的

作者是誰？ 
華盛頓 傑弗遜 林肯 胡佛 

31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導因於下列那一事件？ 
九一八事變  七七事變 
珍珠港事變  德蘇互不侵犯條約的簽訂 

32 蘇聯瓦解後，東歐許多國家的政經發展愈趨多元。請問蘇聯在西元那一年瓦解？ 
 1984 年  1989 年  1994 年  1999 年 

33 西元 1953 年北韓、中共與聯軍，在何處簽署停戰協定？ 
金策市 仁川 板門店 首爾 

34 諾貝爾獎基金會設立於那一個國家？ 
瑞典 英國 丹麥 美國 

35 中國古代所謂「西域」的地理名詞，指的地理空間為何處？ 
泛指成都以西，拉薩以東之地 
泛指今日西安至洛陽之間的黃河流域 
泛指今日的蒙古人民共和國 
泛指今日蒙古高原的西南方，以及玉門關以西的廣大地域 

36 明末耶穌會傳教士利瑪竇與中國知識分子交往。下列何人即是經由利瑪竇而改信天主教的中國知識分子？ 
李時珍 李約瑟 徐光啟 林則徐 

37 南韓因大量歷史遺跡文物遍布市區與郊區，稱為「沒有圍牆的博物館」的城市是那一個？ 
釜山 仁川 光州 慶州 

38 非洲主要的熔岩高原和火山地形分布於何處？ 
東非裂谷兩側 西非幾內亞灣 南非東側高原 中非剛果盆地 

39 北極地區面積最大的島嶼為何者？ 
紐芬蘭島 格陵蘭島 冰島 斯匹茲卑爾根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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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紐西蘭北島與南島之間的海峽是下列何者？ 

庫克海峽 巴斯海峽 托列斯海峽 福弗海峽 
41 南極大陸有 95%以上的面積為冰雪覆蓋。以下關於南極大陸的描述那項錯誤？ 

南極大陸有「白色大陸」之稱 
南極大陸由太平洋、大西洋、印度洋所環繞 
南極大陸沒有居民，只有少數科學考察人員駐站 
西元 1961 年的《南極條約》，讓聯合國安全理事會會員國擁有南極的主權 

42 利用天然港灣優勢發展為南韓第一大港的是何者？ 
首爾 釜山 慶州 仁川 

43 西亞都市化程度的變化與下列何者關係最密切？ 
廉價農產品進口，促成農業轉型 農村勞動力不足，需引進外勞 
實施耕者有其田，提升農民經濟生活 石油帶動經濟發展，大量外國人移入 

44 美國黑人靈歌、藍調音樂等傳統文化，主要集中於那一地區？ 
中西部 東北部 西部 南部 

45 西元 2011 年泰國首都曼谷遭暴洪所侵襲，其洪峰是由那一條河川所造成？ 
湄公河 紅河 昭披耶河 薩爾溫江 

46 紐西蘭為尋求族群與社會弱勢的平等，制定三種官方語，除了英語及毛利語之外，另外之官方語為何？ 
法語 德語 手語 西班牙語 

47 過去許多東南亞地區淪為西方國家殖民地，唯一能運用其領土緩衝地位與外交，倖保獨立者是下列那一國？ 
越南 新加坡 泰國 緬甸 

48 美國於西元 1965 年後所解除的移民限制帶來新移民人口，最主要來自何地？①非洲 ②加拿大 ③中南美

洲 ④東歐 ⑤亞洲 
①② ③⑤ ①③ ②④ 

49 日本群島「為東亞島弧的一部分」反映了何種自然環境特徵？ 
多火山地震 多平原地形 地形單調 雨量豐富 

50 非洲撒哈拉沙漠的範圍，西起大西洋沿岸的茅利塔尼亞，穿越非洲北部，向東延伸至那一個海域？ 
黑海 紅海 波斯灣 莫三比克海峽 

51 日本北海道降雪水氣主要為下列何因素所致？ 
冬季旺盛的對流 太平洋的東南季風 親潮流經沿岸 經日本海的西北季風 

52 恆河為印度的聖河，其充沛的降水，主要來自於那一個海域的水氣？ 
孟加拉灣 紅海 太平洋 阿拉伯海 

53 以下那些國家之間的邊界或領海衝突，最可能與石油資源的爭奪有關？①巴林與卡達 ②伊朗與阿富汗 

③科威特與伊拉克 ④黎巴嫩與土耳其 ⑤以色列與敘利亞 
①③ ③⑤ ②④ ④⑤ 

54 紐西蘭與澳洲之間的海域名稱是： 
珊瑚海 帝汶海 塔斯曼海 阿拉夫拉海 

55 生活在澳洲淡水河湖中的鴨嘴獸，其主要原棲地與保育地為何處？ 
澳洲東部至塔斯馬尼亞島 澳洲西部山地沙漠區 
澳洲中部乾燥草原區  澳洲南部沙漠區 

56 下列何種地形特色提供歐洲居民向海洋發展的特性？ 
山脈多東西走向 山地險而不阻 多天然港灣 無沙漠地形 

57 大洋洲地區部分珊瑚礁島國，因氣候暖化海水面上升而無法居住將百姓遷移他國的是那一個國家？ 
關島（Guam）  吐瓦魯（Tuvalu） 
庫克群島（Cook Islands） 斐濟共和國（Fiji） 

58 與歐洲伊比利半島南端的直布羅陀，共扼大西洋進入地中海的非洲城市是何者？ 
拉巴特 卡薩布蘭加 阿爾及爾 丹吉爾 

59 近年北非發生民主革命的馬格里布地區，除了東邊的利比亞之外，其他四國北部橫亙的山脈是指那一座？ 
龍山山脈 亞特拉斯山脈 吉力馬札羅山 肯亞山 

60 五嶽之東嶽「泰山」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稱，位於那一個地理區？ 
黃淮平原 黃土高原 山東丘陵 松遼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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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國大陸四川著名的風景區九寨溝，其地名由來為何： 
由九條溝渠形成 
有九個村寨形成 
九表示數量多，表示當地很多河流 
九表示數量多，溝寨是一種特殊地形，表示當地很多沼澤地形 

62 「朝穿皮襖午穿紗」是中國大陸新疆地區的民諺，是描述何種氣候特徵？ 
日溫差大 年溫差大 年均溫大 年雨量大 

63 座落在中國大陸閩西和閩南的客家傳統民居建築，外型有圓有方，獲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列入世界人類遺產的

是： 
洞 哥德式建築 木雕式建築 土樓 

64 中國大陸西藏著名的藏羚羊保護區位於那一個地區？ 
西雙版納 可可西里 日喀則 羊卓雍措 

65 中國大陸華北地區的氣候特徵為何？ 
冬暖夏涼，雨量變率小  冬暖夏熱，雨量變率小 
冬冷夏熱，雨量變率大  冬冷夏涼，雨量變率大 

66 中國大陸著名的觀光景點黃山，是由何種岩石所構成？ 
石灰岩 花崗岩 玄武岩 橄欖岩 

67 西元 2011 年於法國巴黎的會議中，被列為世界人類遺產的中國大陸景點是那一個？ 
西湖 少林寺 丹霞地形 五台山 

68 下列那一節慶與當地的地形氣候條件最有關？ 
基隆中元祭 竹塹國際玻璃藝術節 石門國際風箏節 新埔枋寮義民節 

69 臺灣那一座國家公園以維護史蹟和文化景觀為主？ 
陽明山國家公園 太魯閣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 金門國家公園 

70 泥火山是臺灣的特殊地形景觀之一。若要安排一趟泥火山之旅，可選擇至臺灣的那些地區旅遊？ 
北部地區與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與南部地區 南部地區與東部地區 東部地區與北部地區 

71 「四草濕地」是臺灣珍貴的國際級濕地，該濕地位於下列何範圍之內？ 
墾丁國家公園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臺江國家公園 西拉雅國家風景區 

72 南非共和國境內有兩小國，其一為賴索托，另一個是與我國有邦交的何國？ 
史瓦濟蘭 安哥拉 馬拉威 波札那 

73 西元 1949 年，臺灣成立了第一所正式訓練京劇演員的學校，請問是下列何者？ 
國光劇校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 大鵬劇校 復興劇校 

74 下列森林遊樂區中，何者是大學實驗林地？ 
明池森林遊樂區 太平山森林遊樂區 大雪山森林遊樂區 惠蓀森林遊樂區 

75 龜山島上資源非常脆弱，在觀光發展時，以下列何種方式為宜？ 
大眾化觀光  團體搭船同時登島 
前往賞鯨豚之遊客即可登島 有總量管制的生態旅遊 

76 北海岸之野柳具特殊地形景觀，宜採用下列何種方式經營最為適當？ 
地質公園 都市公園 鄰里公園 近郊公園 

77 聯合國世界觀光組織訂定每年之 9 月 27 日為世界觀光日，請問西元 2012 年世界旅遊日之主題為何？ 
觀光產業與永續能源：驅動永續觀光 觀光產業與文化的連結 
觀光產業與生物多樣性  觀光產業對氣候變遷之回應 

78 針對聯合國世界觀光組織所提出的「全球觀光道德公約」，觀光領域涵蓋了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面向，

旨在降低觀光對環境和文化遺產的負面影響。下列何者不包含在該公約中？ 
觀光在促進人們和社會間的相互理解和尊敬 觀光是永續發展的要素 
觀光為滿足個人及群體需求的手段 觀光應限制旅客移動的速率 

79 下列有關臺灣原住民族文化之敘述，何者有誤？ 
「烏來」在泰雅族語為冒煙的水 
達悟族人世居在蘭嶼島，是臺灣唯一的離島原住民族 
邵族的「舂石音」頗為盛名，是由早期邵族婦女在「搗粟」所發展出來的歌舞 
泰雅族以「八部和音」聞名於世 

80 加入聯合國世界貿易組織後，主管農漁業發展觀光休閒的中央機關是下列何者？ 
內政部營建署 經濟部商業司 交通部觀光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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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1)

題　　數： 80題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題號

答案 A C B A C A B D B A D C B A B C C D B B

題號

答案 A D B A C A C C A C C # C A D C D A B A

題號

答案 D B D D C C C B A B D A A C A C B D B C

題號

答案 B A D B C B A C D C C A # D D A A D D D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外語領隊人員（英語）、外語領隊人員（日語）、外語領隊人員（法語
）、外語領隊人員（德語）、外語領隊人員（西班牙語）、華語領隊人

備　　註： 第32題一律給分，第73題一律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