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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在臺北的阿明打算利用休假期間安排環島單車之旅，他規劃先從西部南下再繞東部北上回臺北，在西

部一路上他想先觀覽客家風情再欣賞蚵田夕照，他主要應該依序沿著省道幾號公路騎單車？

省道 2 號、省道 9 號 省道 3 號、省道 17 號 省道 17 號、省道 1 號 省道 7 號、省道 21 號

2 臺灣原住民長久與山林相處，孕育了豐富的傳統生態知識，某族運用其傳統生態知識在達娜依谷成功復

育鯝魚，並進而設立自然生態公園發展旅遊業。該族是下列那個原住民族？

泰雅族 布農族 阿美族 鄒族

3 颱風是臺灣常見的自然災害，災害的嚴重程度和颱風的侵襲路徑息息相關。根據統計常見的颱風侵臺路

徑有 9 種，下列那種侵臺路徑的發生機率是「最低」的？

在臺灣東部海面通過向北前進 自花東地區登陸越過中央山脈

在蘭陽平原登陸掠過雪山山脈 由巴士海峽北上掠過臺灣西部

4 老化指數是指一地老年人口數與幼年人口數的比值，現今臺灣各縣市的老化指數差異頗大，根據各地區

域特色研判，下列那個縣市的老化指數可能最高？

嘉義縣 臺中市 新竹縣 新北市

5 臺灣降雨的時空間分布不均，水資源有限，故利用多種方法開發水資源，如興建水庫、挖地下水井、開

發埤圳和利用伏流水等。下列那條圳道即是攔截導引伏流水以作為灌溉之用？

屏東的二峰圳 彰化的八堡圳 臺南的嘉南大圳 臺中的葫蘆墩圳

6 日本位於四個板塊的接觸帶上，多火山且地震頻繁，2011 年發生的 311 大地震是日本有觀測紀錄以來第

一個芮氏規模超過 9 的地震，311 大地震係由那兩個板塊擠壓所造成？

北美板塊、歐亞板塊 太平洋板塊、北美板塊

歐亞板塊、菲律賓海板塊 菲律賓海板塊、太平洋板塊

7 日本東京和中國青島兩都市所在緯度相近，大約在北緯 36 度上下，但是東京最冷月溫度高於青島，原因

為何？

深處海灣 背風位置 平原地形 暖流經過

8 日本早在 1964 年即開始營運東京大阪間的新幹線，2016 年更將路線跨過津輕海峽延伸至北海道。今日若

欲搭乘新幹線由東京到北海道，則最遠可到達下列那個都市？

函館 札幌 小樽 旭川

9 2013 年中國倡議「一帶一路」的跨國經濟帶，今有 136 個國家或地區加入此跨國經濟帶，這 136 個成員

國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目前以那個洲的成員國數量最多？

美洲 亞洲 非洲 歐洲

10 「新疆」此一地名，若按地名分類而言，應屬於下列那種地名？

吉言佳字 原鄉祖籍 歷史緣由 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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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東南亞各國的經濟發展依賴出口貿易，20 世紀末各國致力於工業結構轉型，那個國家近年來以人民擅長

英語的優勢，逐漸成為歐美企業流程委外的對象？

越南 泰國 新加坡 菲律賓

12 東南亞各國有著多元的宗教信仰，包括伊斯蘭教、大小乘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其中唯一信奉大乘

佛教的國家是下列那個國家？

印尼 泰國 越南 緬甸

13 南亞各國發展農業需要投入大量勞力，且文化、宗教內涵皆鼓勵生育，故人口壓力沉重，但因各國地理

位置條件影響，使得人口密度差異頗大。南亞國家中人口密度最大和最小的國家分別是：

孟加拉、不丹 斯里蘭卡、不丹 印度、尼泊爾 巴基斯坦、尼泊爾

14 印度半島北部高山帶的農業發展，傳統上以開闢梯田種植水稻為主，後來許多排水良好的山坡地紛紛改

為茶園以供外銷，其中阿薩母紅茶舉世聞名。印度當初將水稻梯田改種茶葉係因為要滿足那個國家的茶

葉需求？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15 可蘭經規範穆斯林每日必須朝著麥加的方向朝拜五次，住在埃及開羅的穆斯林若要向麥加朝拜，則他應

朝向那個方向？

東北方 東南方 西南方 西北方

16 西亞位於乾燥氣候區，水資源極為珍貴，為了發展農業，居民想盡辦法開發可利用的水資源，包括築壩

蓄水、鑿井取水、滴灌等，亦有跟新疆一樣為減少蒸發而設計的坎兒井。西亞的坎兒井主要分布在下列

那個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 以色列 土耳其 伊朗

17 西亞地區大部分地區乾燥少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沖積出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是西亞重要的農

業地帶，水資源利用影響沿河各國發展，下列那個國家位在兩河的發源地？

伊拉克 敘利亞 土耳其 科威特

18 澳洲面積廣大卻地廣人稀，原因之一是境內有大面積的沙漠分布，下列何者為澳洲沙漠形成的最主要原

因？

位於信風帶的背風處 副熱帶高壓籠罩 距海遙遠 涼流流經

19 布利斯班位於澳洲東部沿海地帶，氣候溫濕，屬於澳洲的人口核心區之一，請問該地的水氣來自那項條

件所致？

東北信風 東南信風 西澳涼流 盛行西風

20 歐洲許多地區曾經受到冰河覆蓋而形成諸多冰河地形，下列那個地區是重要的冰河地形分布區？

中央山地 西班牙高原 歐洲大平原 義大利半島

21 這個國家靠近北極圈，全國近一半國土屬苔原氣候，另一半國土則屬溫帶海洋性氣候，人民主要使用日

耳曼語系之語言，信奉基督新教，總人口數不到 40 萬人，人類發展指數屬極高類型。這個國家最可能是

下列何者？

挪威 丹麥 冰島 瑞典

22 某旅行社的廣告主打單國旅遊，標題是「北歐驚艷 峽灣極景」，安排旅客分別搭火車、渡輪和巴士觀覽

峽灣景觀。這個旅行社主打的旅遊國家是下列那個國家？

冰島 挪威 瑞典 芬蘭

23 南歐環地中海地區地形崎嶇，雨季與生長季不能配合，早期居民竭盡所能在適當的地形區種植①橄欖②

葡萄③穀物④飼養牲畜。這些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按地形由谷地到山坡依序排列應為何？

①②③④ ②③①④ ③②①④ ④②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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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東歐各國原為蘇聯的附庸國，經濟發展主要為提供蘇聯農產品，蘇聯解體後，各國紛紛獨立並於不同時

間加入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在歐盟經濟體的國際分工裡，東歐大部分國家主要扮演什麼角色？

提供工業原料 提供生鮮蔬果 提供廉價勞力 提供能源動力

25 近年來難民議題讓歐洲在政治、社會上出現極大的動盪，也讓標榜無邊界的歐盟精神受到挑戰。歐盟各

國中獨排眾議，不斷強調要包容難民的國家是下列那個國家？

法國 德國 英國 荷蘭

26 歐洲的地理特徵，即為一大半島中又有許多半島延伸入海，海中有許多島嶼的自然形勢。下列那個著名

都市位於島嶼？

雅典 漢堡 鹿特丹 威尼斯

27 獨立國家國協幅員廣大、跨越多個地形區、境內具多種氣候，而形成多樣的自然景觀帶，其中莫斯科、

基輔等知名都市是在那個景觀帶？

草原帶 混合林帶 闊葉林帶 針葉林帶

28 美國是世界上龍捲風最常發生的地區，春夏季中部大平原地區龍捲風一來，所經之處房屋為之粉碎，汽

車騰空而飛。下列那個州位於美國的「龍捲風走廊」？

德州 加州 華盛頓州 佛羅里達州

29 歐洲早期對非洲的殖民擴張，建立了大西洋三角貿易路線，並將美洲殖民需要的勞動力從非洲販運到美

洲。下列何地是當時主要的勞力輸出區？

北非 西非 東非 南非

30 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製造、零售及金融服務等企業以規模龐大著稱，2018 財星雜誌評選的全球 500

大企業中，前 20 大企業即有 9 家屬於美國。下列那個排名在前 20 大的企業「並非」美國所屬的企業？

渥爾瑪（WALMART） 亞馬遜（AMAZON）

蘋果公司（APPLE） 殼牌石油（ROYAL DUTCH SHELL）

31 北美地形景觀豐富，包含高山、高原、平原、盆地等，下列那個地形區屬於新褶曲山地？

中部平原 洛磯山脈 阿帕拉契山地 拉布拉多高原

32 美國中部的混合農業，以栽植玉米飼養牲畜或做為現金作物，形成玉米帶景觀。就氣候分區來看，該農

業帶主要是位在那一個氣候帶？

半乾燥氣候 溫帶海洋性氣候 夏雨型暖溼氣候 溫帶大陸性氣候

33 中南美洲各國在獨立後發展第一級產業代替出口，各國擁有各具特色的農礦產品，其中智利、古巴、牙

買加和阿根廷，這四個國家擁有的指標性農礦產品依序排列為何？①小麥 ②銅礦 ③咖啡 ④煙草

①②③④ ②④③① ③④①② ④②③①

34 中南美洲受殖民母國影響，成為拉丁文化的延伸地區，大部分國家信奉天主教，主要使用西班牙語，只

有一個國家例外，下列那個國家以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

墨西哥 阿根廷 巴西 古巴

35 歐盟於 1990 年代正式成立後，會員國不斷增加。2016 年英國經國內公投通過脫離歐盟，卻有國家努力

申請成為歐盟成員，但僅列為候選國，有的國家甚至不加入歐盟。下列那個國家目前「非」歐盟會員國？

冰島 瑞士 奧地利 匈牙利

36 中南美洲在 1980 年代陷入經濟大蕭條和債務危機，1980 年代後期和 1990 年代各國實施各種經濟政策和

制度改革，而帶來經濟活力，然而社會上的貧富差距愈趨嚴重，主要是受那個現象影響？

傳統文明 合成文化 大地主制 依賴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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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中南美洲何處的氣候與南歐三半島之氣候相似？

巴西東南部 智利中南部 墨西哥中部 阿根廷南部

38 南美洲的安地斯山為世界最長的山脈，下列那些屬於安地斯山的特色？①是駱馬生活的故鄉 ②馬雅文

明發源於此 ③屬新褶曲山脈 ④南段有發達的冰河地形 ⑤為南美洲和加勒比海板塊接觸帶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⑤ ③④⑤

39 非洲因地形差別而有「高非洲」和「低非洲」之分，下列那個地帶屬於「高非洲」？

北非 西非 東非 中非

40 歐洲結盟從經濟共同體發展為歐盟後，是因為那項條約的生效，才使得歐盟各國居民的車輛可以自由通

過邊界？

羅馬條約 申根條約 里斯本條約 馬斯垂克條約

41 東非大地塹屬板塊張裂帶，近 200 萬年來，以平均每年 2 至 4 公分的速度向兩旁擴張，其中低窪陷落處

若積水會形成湖泊，下列那個湖泊最可能位於東非大地塹內？

狹長的馬拉威湖 橢圓形的查德湖 圓形的維多利亞湖 樹枝狀的馬伊恩東貝湖

42 小明去非洲旅行，行程安排吃椰棗和參觀清真寺，此項安排最可能是在那個國家境內？

肯亞 南非 奈及利亞 阿爾及利亞

43 北非、西亞文化區的氣候乾旱，游牧為傳統的生活方式，主要的游牧民族為那一族人？

庫德人 班圖人 祖魯人 貝都因人

44 非洲撒赫爾地區降雨集中夏季且雨量變率大，早期居民以游牧為主，與環境維持平衡關係，20 世紀中期

後由於人口增加快速，遂過度開發而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撒赫爾地區最主要的環境問題為何？

土石流增加 沙漠化擴張 霧霾害嚴重 嗤嗤蠅肆虐

45 這個文化區內的居民以信奉小乘佛教和伊斯蘭教為主，民族眾多文化景觀多樣；熱帶栽培業發達，勞工

充足，近年來吸引許多外國企業投資。上述最可能是那個文化區的特色？

東亞文化區 南亞文化區 東南亞文化區 西亞北非文化區

46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於 1960 年成立，成員國從創始時的 5 國，現有 14 國。該組織以協調成員國

的石油價格和石油生產配額為任務，其策略影響國際石油價格至鉅，下列那項是該組織目前成員國的主

要分布地區？

亞洲、非洲 非洲、南美洲 亞洲、南美洲 非洲、北美洲

47 國際組織可分全球性和區域性，區域性的國際組織成員國一般都具有地緣關係，或在社會文化上具有同

質性。下列那個國家最可能是「南方共同市場」的成員國？

巴西 印尼 南非 澳洲

48 歐洲結盟起源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之間為避免因爭奪原料和市場再起爭端，而進行跨國資源的合作

與調整使用，請問最早作為當時分享的資源是那些？

煤、鋼 鋼、水力 煤、石油 水力、石油

49 東南亞族群組成複雜，其中有不少是歷史上從中國東南沿海向此遷移的華人。東南亞各國中，華人數量

占其國內人口比例最高的是下列那個國家？

越南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50 澳洲的資源型產業甚為發達，農牧礦產業的發展與天然環境關係密切，請問澳洲粗放牧牛帶主要分布於

下列那個氣候帶？

草原氣候 夏雨型暖溼氣候 溫帶海洋性氣候 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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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B B D C B B C

C B C C B D B A B D

B D C B C B B C B

A D D B C A A A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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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