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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初評
分
複評

一、選擇題：
（40 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Ｃ) 1.英英參加機智問答比賽，最後一題的題目為「這個國家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這個國家曾被稱為日不落帝國，這
個國家 2016 年 6 月公投決定脫離歐洲聯盟。」請幫她想想，這題的答案應是何國？ (A)德國 (B)法國 (C)英國
(D)荷蘭。
(Ｂ) 2.此朝代的特色是：「強幹弱枝，重文武之別，裁抑王室貴族之奢淫，讓受教育講道理的讀書人，為社會之中堅。」
同時，讀書人對國家社會責任感加重，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樂而樂」的自覺精神。請問這是哪個朝代？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D)明代。
(Ｂ) 3.有一宗教規定，禁止食用酒精、豬肉製品，祈禱前須沐浴。每年禁食一個月，期間除孕婦和老人外，白天不得進
食。上述資料是指哪一個宗教？ (A)希臘正教 (B)伊斯蘭教 (C)藏傳佛教 (D)羅馬公教。
(Ｃ) 4.若從核心思想的角度來分析，下列何種思潮貫穿了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 (A)浪漫主義 (B)社會主義 (C)理性
主義 (D)資本主義。
(Ａ) 5.他深信自由統一對義大利人民的重要性，在義大利統一運動中顯示出其靈活熟練的外交手段，被譽爲是促成義大
利統一的建築師和「現代義大利的大腦」。請問「他」是誰？ (A)加富爾 (B)希特勒 (C)馬志尼 (D)俾斯麥。
(Ｂ) 6.清乾隆年間臺灣曾爆發民變，在現今嘉義地區的民眾起來幫助朝廷。乾隆皇帝為了「嘉勉」當地居民的「義行」，
將當地地名從「諸羅」改為「嘉義」
。此一民變為何？ (A)朱一貴事件 (B)林爽文事件 (C)戴潮春事件 (D)施
九緞事件。
(Ｄ) 7.某個時代的執政者將全國人民分為四個階級。在考試上，讀書人必須考三場，即使進士及第後，也只能充當「輔
佐」的官吏；在法律方面，如果誤殺統治階級的人民，不僅要處以死刑，還要付「燒埋銀」
；軍事上則不能擁有兵
器、馬匹，也不能射獵、習武、集會，甚至連夜間點燈、行路也要受到管制。請問：這最有可能是哪個朝代？造
成的原因為何？ (A)周代，封建制度下各階級的權利、義務不同 (B)魏晉南北朝，北方胡漢融合下的漢人處境 (C)
唐代，安史之亂以後的嚴「夷夏之防」措施 (D)元代，種族歧視政策所造成的結果。
(Ｄ) 8.文藝復興時期是西方文明從中古走向近代的過渡期，具有廣大的歷史影響。在這個時期，哪一項活動在民族國家
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的推力？ (A)沙龍演講 (B)雕塑繪畫 (C)科學探討 (D)方言文學。
(Ａ) 9.中國在某個時期經常刊載稻田每畝產量創新高的新聞，如「麻城建國一社(人民公社)，早稻出現畝產 36900 多斤的
天下第一田」，超越正常稻田的每畝產量的幾百倍。此時各地公社浮報產量的原因是？ (A)大躍進時期各地競相
誇耀產能 (B)中共建國時，為安定民心的宣傳 (C)文化大革命時為促使青年上山下鄉 (D)中共當局為宣揚改革
開放的成效。
(Ｄ)10.他強烈質疑羅馬教廷藉贖罪券斂財，故在日耳曼地區發動宗教改革，最終影響全歐洲，促成基督新教的興起。他
是？ (A)喀爾文 (B)亨利八世 (C)茲文里 (D)馬丁路德。
(Ａ)11.今日的印度領土範圍已不同於二十世紀初的印度，主要是因為某個因素造成分裂。請問：下列哪一個因素是造成
印度分裂成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國的主因？ (A)宗教信仰分歧 (B)種族歧視嚴重 (C)資源分
布不公 (D)商業利益衝突。
(Ｃ)12.清代中期，臺灣漢人為獲得某種經濟利益，必須深入山區，但卻常常引發與原住民族的衝突，由於本少利厚，還
是吸引許多漢人深入山區冒險，請問此經濟利益主要指哪一商品? (A)茶葉 (B)煤礦 (C)樟腦 (D)稻米。
(Ｄ)13.十九世紀面對西力衝擊，中國、朝鮮、日本都曾採行鎖國政策，但也都先後對外開港通商。請問這三個國家廢除
鎖國政策的共同因素為何？ (A)因內戰耗損國力 (B)遭權臣外戚脅迫 (C)國內西化派主導 (D)受到新式船砲
威逼。
(Ｃ)14.自十二、三世紀以來至十九世紀，歐洲金融中心轉移的情形為何？ (A)英國→荷蘭→義大利 (B)義大利→英國
→荷蘭 (C)義大利→荷蘭→英國 (D)荷蘭→英國→義大利。
(Ｂ)15.中華航空公司推動對勞工不利的新制度，引發空服員不滿發動罷工。然而部分媒體將重點放在「顏值最高」
，並在報導
中多次提到「俏麗空姐」和「陽光空少」
。請問這樣的新聞內容可能造成什麼現象？ (A)置入性行銷 (B)營造刻板印
象 (C)形塑消費品味 (D)侵害他人隱私。
(Ａ)16.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都是臺灣重要的社會安全制度，關於兩者的差異，下列何者正確？ (A)社會保險是依據風險
分擔、強制納保的原則辦理 (B)社會保險包括失業救濟金、平安健康保險等 (C)社會救助經費主要來自於人民自
行繳交的費用 (D)社會救助通常是私人基於慈善而提供的。
(Ｄ)17.法務部辦理年度調解業務績效考評，臺中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率達 89.3 ％，調解績效卓著，為六都之冠。
未來也將進一步規畫透過電子的方式來加速其績效。請問上述內容應屬民事解決紛爭何種管道？ (A)行政機關和
解 (B)司法機關強制調解 (C)司法機關任意調解 (D)行政機關調解。
(Ａ)18.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史威夫特上將表示，若川普總統下令以核武攻擊中國，他就會發動攻擊。因為川普總統是三
軍總司令，而軍人絕對忠誠、服從。川普除了統帥三軍外，還擁有何種權力或職責？ (A)是實權國家元首與行政
首長，並且實際負責政務 (B)擁有法案預算審議權與各部會首長的人事同意權 (C)必須向國會提出施政報告，赴
國會接受議員質詢 (D)分立政府時，得下令解散國會，令國會議員去職。
(Ｄ)19.依《道路交通管理處罰條例》，汽車駕駛人在明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行處所停車，處新臺幣 600 元以上 1200 元
以下罰鍰。假設某陳姓男子被警方以此理由裁罰新台幣 3600 元，警方之作法違反了何項行政法基本原則? (A)誠
實信用原則 (B)信賴保護原則 (C)明確性原則 (D)裁量合法原則。
【背面尚有試題】

(Ｄ)20.某國家的國會議員選舉方式為並立制，若該國要選出500名國會議員，其中區域名額佔70％；而A黨的政黨得票率
為20％，並在區域選舉中得140席，請問：A黨共得幾席？ (A)110席 (B)140席 (C)150席 (D)170席。
(Ｂ)21.小智在全國網球競賽中奪冠，得獎感言：
「從小看哥哥在網球比賽中奮戰的精神，便期許自己要向他看齊。」根據
米德的人格發展理論，請問哥哥是小智的何種對象？ (A)概化他人 (B)重要他人 (C)次級團體 (D)鏡中自我。
(Ｃ)22.美國聯準會(Fed)今年來第三度升息，並重申明年將持續調升。請問下列何者與美國聯準會所採行之政策效果較為
類似? (A)調降個人綜合所得稅率 (B)在公開市場買回債券 (C)調高重貼現率 (D)調降銀行存款準備率。
(Ａ)23.每到中元節普渡，是豬肉需求的高峰期，價格也會順勢上揚。但今年毛豬交易量增加一成，市場均衡價格卻持平，
此時市場的變化應該是何者？（註：S、D 為原本供需線，S1 為新供給線、D1 為新需求線）
(A)
(B)
(C)
(D)

(Ｂ)24.環保問題是近年來常見議題，環保署與檢調單位查獲業者直接將含重金屬廢水偷排流入道路側溝，涉犯《水汙染
防治法》
。以下對業者偷排有毒廢水行為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檢察官可以逕行對違規業者科處刑罰 (B)
政府以直接管制的方式解決外部成本問題 (C)業者偷排有毒廢水是一種共有財的悲歌 (D)透過市場機制可以解
決偷排有毒廢水的行為。
(Ｃ)25.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指出，美國富裕家庭能為子女創造優越環境，提供較好的教育、健保與飲食條件。
請問長久下來此種情況會造成哪些結果？ (A)成就地位的重要性大於先賦地位 (B)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代內流動
停滯 (C)子女繼承父母地位形成階級複製 (D)富裕家庭子女有較多的結構流動。
(Ｂ)26.維冠大樓因建商偷工減料，強震後倒塌，造成多人傷亡。臺南地方法院依過失致死罪最高刑度判業者五年有期徒
刑。學者擔心黑心建商頂多被關五年，卻能獲得龐大利益，恐難有嚇阻之效。根據上述，《刑法》過失致死罪可
能「違反」了哪一項原則？ (Ａ)法律保留原則 (Ｂ)比例原則 (Ｃ)法律優越原則 (Ｄ)公益原則。
(Ｂ)27.下表是某地一農場的農業活動年曆。試問該農場最可能位於何處？
月份
耕種
畜牧

1

2

3

4
5
6
7
8
9
10
種植玉米 照料作
施肥
←收割→
和大豆
物除草
飼養照顧豬隻和注射疫苗等

11

12

翻土

(A)印度東北部 (B)美國中部 (C)澳洲西南部 (D)阿根廷東北部。
(Ｄ)28.以下為常見的河川地形：(甲)氾濫平原；(乙)三角洲；(丙)瀑布；(丁)沖積扇。請問由上游順流而下至河口，可觀
察到的地形依序為何？ (A)甲乙丙丁 (B)乙丙甲丁 (C)丙乙丁甲 (Ｄ)丙丁甲乙。
(Ｃ)29.臺中市除了既有的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老虎城購物中心外，2011 年 12 月號稱全臺灣最大的大遠百百貨公司也選
在同一地區開幕營運，試問可以從哪個地理學的概念來解釋台中百貨公司分布的原因？ (A)邱念圈 (B)規模經
濟 (C)聚集經濟 (D)區位擴散。
(Ｄ)30.「2011 年，美國職棒大聯盟(MLB)的外籍球員約占 27.7％，共計 846 位，而其中來自於『甲地區』的棒球好手如
雲，例如：大衛．歐提茲(David Ortiz)、曼尼．拉米瑞茲(Manny Ramirez)、羅賓森．坎諾(Robinson Cano)等，都是
天主教的忠誠信徒，也都喜愛熱情、奔放、深具節奏感的音樂。」請問上述的「甲地區」最有可能是下列何地？
(A)西歐 (B)西非 (C)季風亞洲 (D)中南美洲。
(Ｂ)31.「寶可夢 Pokemon GO 為 2016 年風靡全球的遊戲，遊戲內容的研發除了與智慧型手機、無線網路的蓬勃發展有
密切相關以外，也結合了 AR 擴增實境科技，更充份應用了地理學重要工具之『3S』科技。」請
問 3S 科技「不」包括下列何者？ (A)RS (B)PS (C)GIS (D)GPS。
(Ｄ)32.下列哪二種海岸地形景觀可做為侵蝕基準上移的證據？ (甲)海岸沙丘；(乙)陸連島；(丙)海階；(丁)
谷灣；(戊)海蝕洞 (A)甲乙 (B)丙丁 (C)丙戊 (D)乙丁。
(Ａ)33.在人口轉型過程中，一地區通常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高穩定時期，逐漸轉變到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的低穩定時期。某國的幼年、壯年與老年人口比例，曾經經歷三個時期的變化，請參考
右圖，三個時期的先後順序應如何排列？ (A)甲乙丙 (B)乙甲丙 (C)丙甲乙 (D)甲丙乙。
(Ａ)34.日本位於板塊交界帶，時常發生地震，但也帶來許多觀光資源。請問下列哪一個日本觀光名勝與板塊運動關係
較小？ (A)沖繩縣西表島珊瑚礁 (B)大分縣別府溫泉 (C)北海道周摩火口湖 (D)靜岡縣富士山。
(Ｂ)35.二戰結束後，愛滋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迅速蔓延，甚至進一步擴大到非洲其他地區。根據聯合國統計，非
洲是全球愛滋病死亡和帶病人數最多的一洲。請問，根據愛滋病之傳染特性，造成愛滋病迅速在非洲蔓延的主要
原因為何？ (A)潔淨飲用水供應不足 (B)接觸密度提高 (C)病媒蚊防疫不足 (D)工業快速發展帶來污染。
(Ｄ)36.高地的印地安人咀嚼古柯葉，此與山地哪一項地理特徵有關聯？ (A)高山強風 (B)山地逆溫 (C)地勢崎嶇
(D)空氣稀薄。
(Ａ)37.各種氣候類型雨季成因有以下數種：(甲)I.T.C.Z.籠罩；(乙)迎暖流與中緯西風；(丙)副極地低壓帶影響；(丁)迎暖
流與盛行東風。右圖為東非尚比亞首都路沙卡的氣候圖，請問該城市 10 月到隔年 4 月之降水主要成
因為何？ (A)甲 (B)乙 (C)丙 (D)丁。
(Ｂ)38.關於台灣西南沿海地層下陷區的研究，何者最適合使用「空間分析」？ (A)地層下陷區與養殖產業
之因果關係 (B)地層下陷區與強降雨可能淹水範圍劃定 (C)地層下陷區之鄉鎮發展計畫 (D)地層
下陷區之候鳥生態觀察。
(Ｃ)39.美國大農作帶以數量極少的一級產業人口，造就高產值。其中「大面積種植單一作物，以降低單位
面積農地之生產成本」
，這句話直接敘述了美國一級產業的何種特色？ (甲)科學化；(乙)專業化；(丙)
機械化；(丁)規模經濟
(A)甲丙 (B)甲乙 (C)乙丁 (D)丙丁。
(Ｃ)40.在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的衝擊下，尋找乾淨的替代能源一直是許多國家努力的目標。巴西自 1970 年
代起，為了能源自主，開始重視發展替代能源，充分利用本國農業資源生產生質能源。請問巴西最可能使用何種
作物來製作生質能源？ (A)大豆 (B)咖啡 (C)甘蔗 (D)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