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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所沖積出的肥沃土地，分布於何處？  

      (A)伊朗高原 (B)阿拉伯高原 (C)安納托力亞高原 (D)美索不達米亞平原。 

2. （C）自西元 2002 年以來，前往澳洲旅遊的中東遊客大幅增加，當地的旅遊業者很快意識到他

們的需求，除了在飯店及公寓標示箭頭，指向阿拉伯半島上的麥加，也在很多遊樂園中

興建禮拜的場所，以利伊斯蘭教教徒朝向聖城膜拜。根據二地的相對位置判斷，這些箭

頭的方向應該指向何處？ (A)東北方 (B)東南方 (C)西北方 (D)西南方。 

3. （A）蘇聯時期，為了種植棉花，而大量引進河水灌溉，造成湖泊水量大幅減少，更引起土壤鹽

鹼化問題。請問：是哪座湖泊？ (A)鹹海 (B)黑海 (C)裏海 (D)阿拉伯海。 

4. （C）中亞地區擁有全世界面積最大的鹹水湖，近年來，因石油開採而備受關注。請問：是哪座

鹹水湖？ (A)鹹海 (B)黑海 (C)裏海 (D)阿拉伯海。 

5. （B）西亞原與非洲相連，後因板塊運動陷落而分離。請問：西亞與非洲之間是哪個海域？  

     (A)裏海 (B)紅海 (C)黑海 (D)阿拉伯海。 

6. （B）西亞地區受副熱帶高壓及地形阻隔，多數地區形成何種氣候？  

     (A)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B)熱帶沙漠氣候 (C)熱帶雨林氣候 (D)溫帶大陸性氣候。 

7. （C）西元 1994 年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主要目的為促進北美洲之貿易合作，此

組織主要資金和技術提供者為哪國？ (A)墨西哥 (B)加拿大  (C)美國  (D)巴西。 

8. （A）某國是中亞面積最大的國家，近年為加速資源運輸，與中國之間建造了油氣管線，未來發

展備受關注。請問：某國指的是哪個國家？ (A)哈薩克 (B)土庫曼 (C)塔吉克 (D)烏茲別

克。 

9. （C）下列何者不是中南美洲熱帶栽培業的生產特色？ (甲)栽種單一作物 (乙)粗放式經營 (丙)

農產大量輸出 (丁)高度機械化耕作 (戊)過程使用肥料。 

      (A)甲丙  (B)甲戊  (C)乙丁  (D)丙丁。 

10. （B）「巴西的森巴舞可說是南美洲多元文化的結晶，此種舞步除了在節慶中成為觀光的重點，

也似乎被融入了當地的足球運動，其足球隊員踢球時，節奏明快、默契十足，猶如踏著

熱情的森巴舞……。」文中南美洲的多元文化與下列哪個族群的文化最沒有關係？  

      (A)拉丁人 (B)阿拉伯人 (C)非洲黑人 (D)印第安人。 

11. （B）有句話說：「認識莫斯科，等於認識整個俄羅斯。」請問：下列哪個地理現象和此一事實

最密切相關？  (A)俄羅斯領土橫跨了歐、亞兩洲 (B)人口、產業多集中於歐俄地區 (C)

居民多斯拉夫族，信奉東正教 (D)窩瓦河是俄國運量最大的河川。 

12. （D）自十六世紀歐洲人殖民本區，使得中南美洲又稱為「拉丁美洲」。請問：巴西主要語言為

何？ (A)英語 (B)德語 (C)西班牙語 (D)葡萄牙語。 

13. （C）「這裡是最早研究和生產以矽為基礎的半導體晶片中心，以及所有高技術企業聚集的地方，

現在是美國乃至全世界資訊科技產業的先鋒。」上述所指的地區是全球最重要的高科技

資訊業中心「矽谷」。請問：矽谷鄰近下列哪個都市？ (A)紐約 (B)芝加哥 (C)舊金山 (D)

西雅圖。 

14. （D）目前歐洲面臨最主要的人口問題是下列何者？ (A)人口密度低，勞動力不足 (B)人口增長

快，出生率過高 (C)人口過度集中於都市地區 (D)人口高齡化，出生率偏低。 

15. （D）古代印第安人所建立的馬雅金字塔，不但是馬雅文明的重要精神象徵，同時紀錄著三千年

前的神祕傳說。請問：哪個國家可以看到馬雅文明遺跡？ (A)智利 (B)祕魯 (C)厄瓜多 (D)

墨西哥。 

16. （C）由於巴西人口激增，產生糧食短缺問題，巴西政府為解決問題，積極開發森林地、拓墾農

牧用地，試圖增加糧食產量。請問：若巴西政府執意繼續開發森林，將會造成什麼問題？ 

(A)糧食過剩 (B)失業率增加 (C)物種消滅 (D)海岸後退。 

地理科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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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圖一）為某國不同時期的出口商品示意圖。根據圖中各種作物的生長環境判斷，該國最

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A)巴西 (B)澳洲 (C)美國 (D)印度。 

 

 

 

 

18. （C）美國在出兵至伊拉克前，為了增加軍隊的戰門力，欲在國內尋找最相似的氣候環境加以模

擬，則（圖二）何處最適合做為美軍訓練之地？ (A)甲 (B)乙 (C)丙 (D)丁。 
19. （B）中亞地區過度引河水灌溉，造成注入（圖三）中甲湖泊的水量減少，使得湖泊面積日益縮

小。請問：甲指的是哪個湖泊？ (A)裏海 (B)鹹海 (C)黑海 (D)紅海。 

 
20. （D）中亞地區若要發展農業活動，需仰賴灌溉工程。請問：這是因為當地主要以下列哪種氣候

類型為主？ 
        (A)                 (B)                 (C)                  (D) 

 

 

 

 

 

 

1. （B）西亞各民族的文化成就燦爛輝煌，有些智慧結晶還存留於現今，可謂人類文明之珍寶。下

列關於西亞各民族文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蘇美人發明太陽曆，並將一年分為 12 個

月 (B)巴比倫人制定的《漢摩拉比法典》是當地保存較完整的成文法典 (C)腓尼基人創立

的星期制沿用至今 (D)希伯來人的一神信仰對基督教和佛教影響至深。 

2. （D）埃及是古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木乃伊與金字塔是其重要的文化特色遺跡。請問：古埃及人

製作木乃伊最主要目的為何？ (A)幫助死者贖罪 (B)為了祭祀太陽神及陰間之神 (C)提

供考古學者研究之用 (D)保持肉體不壞，以備來世之用。 

3. （C）佛教是現今世界的重要宗教之一。下列關於佛教發展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在阿育王時

歷史科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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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曾派人向外弘揚佛法 (B)佛教傳播的地區主要在東亞及東南亞一帶 (C)佛教除了接

受婆羅門教的輪迴觀念，也不反對階級及種姓制度 (D)佛教後來在印度影響力逐漸減

弱，被印度教取代。 

4. （C）一顆刻著「獻給最美麗的女神」的金蘋果，引起美神阿芙羅黛蒂、天后希拉、戰爭女神雅

典娜的爭奪，宙斯指示三人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仲裁，阿芙羅黛蒂答應給帕里斯世上最

美的女人而得到金蘋果。後來她帶著他去找斯巴達公主海倫，也種下特洛伊戰爭發生的

原因。從這則希臘神話來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希臘神明和人一樣具有七情六欲，

亦會爭風吃醋 (B)宙斯應為希臘神明的領導者 (C)希臘人的宗教應屬於一神信仰 (D)描

述特洛伊戰爭的荷馬史詩《伊里亞德》，取材自希臘神話。 

5. （B）亞歷山大創造了橫跨三洲的大帝國，但大帝國後來分裂，沒能長久維持，唯一能夠長久保

存的是亞歷山大留下來的哪項遺產？ (A)法典的制訂 (B)推廣希臘文化 (C)建造金字塔 

(D)從印度引進數字系統。 

6. （A）這個時期的羅馬，政局混亂，最後他擊敗群雄，元老院獻給他為「奧古斯都」的尊號。請

問：他是何人？ (A)屋大維 (B)凱撒 (C)君士坦丁 (D)腓力二世。 

7. （C）基督教是現今西方世界文明發展相當重要的元素之一，有關基督教的發展，下列何者為非？ 

(A)西元一世紀，由耶穌提倡平等、宣揚「神愛世人」的觀念，以及信仰神可得永生 (B)

門徒記錄耶穌生前的言行，並與《舊約聖經》結合為基督教的《聖經》 (C)君士坦丁正

式確立以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國教 (D)基督徒因不肯膜拜羅馬皇帝而遭到迫害。 

8. （B）下列哪一項不是西歐中世紀封建體系的特色？  (A)國王以土地或特權授予貴族以換取支

持  (B)領主對附庸僅收稅金，而無保護之責  (C)封建制度是透過土地分封所建立的政治

制度  (D)附庸需對領主宣示效忠，並提供經濟與軍事協助。 

9. （D）拜占庭帝國滅亡後，若是後世的史學家想要撰寫一部拜占庭帝國的史書，則下列何者不會

出現在其中？ (A)帝國的首都在君士坦丁堡 (B)帝國抵擋伊斯蘭教徒的攻擊，間接屏障西

歐 (C)查士丁尼在位時期帝國頗為強盛 (D)最後亡於日耳曼人之手。 

10. （D）阿拉伯人重視學術研究，鼓勵求知，因此創造出燦爛的伊斯蘭文明。而下列何者就是阿拉

伯人的發明？ (A)造紙術 (B)阿拉伯數字 (C)航海羅盤 (D)支票、股份公司。 

11. （C）十字軍東征主要是東西方的宗教衝突—基督教與伊斯蘭世界之爭，這兩大宗教發生衝突

的關鍵在於什麼地區？ (A)雅典 (B)麥加 (C)耶路撒冷 (D)羅馬。 

12. （C）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成就斐然，直至今日仍有許多廣為流傳的作品。其中許多畫作在今日

的拍賣會上，屢創天價紀錄。請問：取材自《聖經》故事中「最後的晚餐」的這幅畫，

是由何人所創作？  (A)米開朗基羅  (B)拉斐爾  (C)達文西  (D)畢卡索。 

13. （D）下列有關地理大發現時期，航海家貢獻的敘述，何者為非？  (A)狄牙士抵達非洲好望角  

(B)達伽馬經由非洲南端，抵達印度西岸  (C)麥哲倫船隊完成環繞世界一周的創舉  (D)

哥倫布尋找前往亞洲的西方航線，順利抵達印度。 

14. （C）某人的經濟學說中強調自由放任的原則，認為市場由一隻「看不見的手」調節，政府不必

干涉市場運作，這應該是指誰的理論？ (A)伏爾泰  (B)孟德斯鳩  (C)亞當斯密 (D)柏拉

圖。 

15. （B）歐洲哪一個建築最能表現出十七世紀專制王權的舊日輝煌？ (A)帕德嫩神廟 (B)凡爾賽宮 

(C)聖索菲亞大教堂 (D)萬神殿。 

16. （B）工業革命對後世造成重大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高度都市化的形成 (B)大量人

口移往鄉村 (C)貧富差距的擴大 (D)都市犯罪率的提高。 

17. （A）光榮革命時所簽署《權利法案》的內容，不包含下列何者？  (A)國王可以設立常備軍  (B)

國王不得私自徵稅  (C)議員在國會中享有言論自由的保障  (D)國王須遵守國會的決議。 

18. （D）每年的 7 月 4 日為美國國慶，在西元 1776 年的這一天發布了重要宣言，此宣言除了宣布

北美洲殖民地脫離英國的控制外，也蘊涵啟蒙運動的思想精華。請問：下列哪一觀念為

此宣言的重要精神？ (A)責任內閣 (B)開放專制 (C)物競天擇 (D)主權在民。 

19. （A）美國獨立之後，北方與南方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歧見日益擴大，最後爆發「南北戰爭」。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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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此次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為何？ (A)蓄奴問題 (B)徵稅問題 (C)貧富差距問題 (D)

宗教自由問題。 

20. （B）拿破崙是歷史上著名的人物，而下列哪一項不屬於拿破崙在位期間的成就？  (A)制定《拿

破崙法典》  (B)征服俄國為其附庸國  (C)穩定法國社會秩序  (D)整頓財政與提倡教育。 

 

  

 

1. （D）維護治安是警察機關的主要任務，但是當警方動員全部警力緝捕逃犯時，其人力就不可能 

同時用於其他方面，因此維護治安的資源需要做「最適當」的分配。上述說法主要是基於下 

列哪一種觀念的考量？ (A)公共財 (B)需求原則 (C)供給法則 (D)機會成本。 

2.  (Ｂ) 每到冬季由於乳牛的泌乳量減少，造成鮮奶和奶粉的價格上漲。請問：若根據需求法則， 

消費者在冬季最可能出現下列哪一種消費行為？ 

(A)增加購買鮮乳 (B)減少購買鮮乳 (C)增加購買奶粉  (D)增加購買所有奶製產品。  

3. (Ｂ) 松鼠市飽受空氣汙染之苦，為改善日漸嚴重的空氣汙染問題，周市長決定施行「週末無車 

日」的政策，藉由減少市區內行駛的車輛以改善空氣品質。下列哪一種方法是運用「需求法 

則」來達成此一政策目標？ (A)限制進城車輛數量 (B)加收車輛進城費用 (C)增建對外聯 

絡道路 (D)減少發放車輛牌照。 

4. (Ｄ)不少高科技業在金融海嘯期間以採行「無薪假」政策因應不景氣，造成超過全臺  

23萬名勞工被迫無薪停工數月。請問：這些企業所採取的是哪一種策略？   

(A)提高單位利潤 (B)增加生產數量 (C)降低產品價格 (D)降低生產成本。 

5. (Ｂ)從美國暢銷書中所提到的百萬富豪，書中指出，這些財產達百萬的人中，有 37％的人開二手車， 

85％的人還使用超市優惠券購物。由此可見，理財之道首重下列何者？  

(A)開源 (B)節流 (C)購物 (D)分散風險。 

6. (Ａ)劉先生年收入新臺幣 100 萬元，其中投資股票占  5％，一年後股票獲利金額達新臺幣 10 

萬元。請問：劉先生該項的投資報酬率為何？ (A)200％ (B)100％ (C)50％ (D)20％。  

7. (Ｄ)魯夫今天在(甲)好鄰居便利超商買一瓶礦泉水，和朋友索隆到(乙)好品書店買一張電影海 

報，並在(丙)理髮店剪了個帥氣的髮型，回家後(丁)在網路拍賣站上競標一件衣服，算一 

算今天總共花費 3,000 元。請問：魯夫的消費行為，何者是在無形的市場所從事的交易？  

(A)甲 (B)乙 (C)丙 (D)丁。 

8. (Ｄ)下列有關於「比較利益法則」，何者錯誤？    (A)是由機會成本觀念衍生出來的 (B) 

應用在現實社會中產生了各行各業的存在 (C)擴大運用在國際社會中形成國際貿易 (D)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是比較利益發揮的結果。 

9. (Ｃ)香慈每月固定花十萬元新臺幣向澳洲進口綿羊油，10 月是 200 瓶，11 月是 150 瓶。請問： 

若其他條件不變則造成此數量變動的因素為何？ (A)新臺幣升值 (B)新臺幣貶值 (C)澳幣 

升值 (D)澳幣貶值 

10. (Ｃ)一臺 PSP 遊戲機價值新臺幣 5,800 元，一臺 Wii 遊戲機價值新臺幣 7,800 元，一臺 NDS 遊戲 

機價值新臺幣 4,400 元，在此例中貨幣「元」的功能代表貨幣的何種功能？  

(A)交易媒介 (B)清償債務 (C)價值衡量 (D)價值儲存。  

11. (Ｄ)老師在課堂上介紹政府組織的功能時提到：「我國曾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若現在再發生 

類似情形，此機構可透過發行貨幣數量、調整利率等方式來達到穩定物價的目的」，請問： 

根據上述內容判斷，老師最可能在介紹下列哪一項組織？  

公民科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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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財政部 (B)經濟部 (C)臺灣銀行 (D)中央銀行。 

12. (Ａ)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由「看不見的手」操控著供需雙方的生產與消費的數量及價格。上 

述所說的「看不見的手」指的是下列何者？ (A)市場機能 (B)消費者 (C)生產者 (D)政府。 

13. (Ｂ)在我國，下列何者的價格是透過「市場機能」決定的？ (A)高速公路的通行費 (B)家電 

用品 (C)公立國中小的註冊費 (D)違規停車拖吊費。 

14. (Ｄ)公園裡，兩位運動中的老人家談到──阿金嬸：「我把所有的儲蓄都拿去購買股票，遇到 

金融海嘯、股價全部慘跌。」進財伯：「我把老本全都放在利息很高的民間互助會，可是會 

首卻捲款逃跑了。」根據上述內容判斷，兩人在投資理財時都忽略了下列何種觀念？  

(A)機會成本 (B)外部效果 (C)比較利益 (D)分散風險。 

15. (Ｄ)紐約市長最近宣布要花一億美金興建一所大學，大量培育「知識經濟」的人才。由此可知， 

「知識經濟」主要在強調何種生產要素的重要性？ (A)自然資源、人力資源 (B)人力資源、 

資本 (C)資本、企業才能 (D)企業才能、人力資源。 

16. (Ｂ)當市場流通的貨幣不斷增加，商品數量卻沒有相對成長時，會使商品價格上漲，而相同數 

量的貨幣所能購買的商品也就比以前少，這種現象稱為什麼？  

(A)貨幣升值 (B)通貨膨脹 (C)生產過剩 (D)市場價格。  

17. (Ｃ)追求利潤是企業經營的目標，但亦需顧及社會責任。右圖是社會責任與追求利潤 

的關係圖，圖中甲、乙、丙、丁哪個位置，最能代表企業與社會的共榮發展？ 

(A)甲 (B)乙 (C)丙 (D)丁。 

 

 

 

 

18. (Ｃ)英華達公司講求 E 化無紙化作業，所有文件簽核流程皆在電腦中完成與存檔，就是要減少 

樹木的砍伐。請問：上述英華達公司的做法，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A)機會成本 (B)比較利益 (C)永續發展 (D)投資創業。 

19. (Ａ)「世界麵包冠軍吳寶春師傅」生產「麵包」來賣，在生產過程中「麵包師傅」及「麵包」 

分別屬於下列何種組合？  

(A)人力資源、產品 (B)資本、產品 (C)自然資源、產品 (D)資本、人力資源。 

20. (Ｄ)我國政府機關針對蘋果亞洲公司銷售 iPhone 限制綁約價格，認為其剝奪三大電信業者決定 

價格之自由，限制品牌競爭，違反公平競爭原則，開罰新臺幣兩千萬元，為全球首宗案例。 

根據上述，此政府機關應為下列何者？  

(A)消費者保護處 (B)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C)消費者服務中心 (D)公平交易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