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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題：(1～54題)

1. 小嵐到某國旅遊時，寄明信片回

臺灣，圖(一)是明信片上具有該

國特色的郵戳。根據郵戳上的資

訊判斷，小嵐最可能到下列何國

旅遊？

(A)日本 (B)芬蘭

(C)英國 (D)紐西蘭

2. 根據中國氣象部門的統計，西北和華北地區沙塵暴發生年均次數，1987至
1999年期間為5.85次，2011至2015年期間則減少為3.5次。下列何者與上述環

境問題的改善有密切關連？

(A)河西走廊的防護林工程 
(B)洞庭湖的退田還湖政策

(C)三江平原的排水改善計畫 
(D)藏南縱谷的退牧還林政策

3. 每年10月起至翌年4月底，捕撈鰻魚魚苗是臺灣沿海漁民傳統產業活動之一，

更是許多漁民維持生計的重要經濟來源。農委會於2013年訂定相關捕撈規定，

其中一項是：每年自3月1日至10月31日止，禁止於距岸三浬內海域、潮間帶及

河口水域以任何方式捕撈鰻苗。上述規定最可能是為了達成下列何種目的？

(A)推廣休閒漁業   (B)增加漁業資源

(C)改變食用魚的種類 (D)避免國際漁事糾紛

4. 政府計畫興建一條快速道路，規畫的路線如

圖(二)所示。道路沿線有山地及河流阻隔，因

此經過河谷需興建橋梁，遇到山脊則需開挖

隧道，以求最短距離。根據圖(二)的等高線判

斷，甲、乙、丙三個路段需興建的項目，依序

為下列何者？

(A)橋梁-隧道-橋梁 
(B)隧道-橋梁-隧道

(C)隧道-隧道-橋梁 
(D)橋梁-橋梁-隧道

5. 圖(三)為位在臺灣北部的某工業區及其鄰近社區的

分布圖，工業區排放廢氣會影響鄰近社區的空氣品

質。若僅根據臺灣不同季節的盛行風向判斷，冬季

時圖中哪一社區受該工業區廢氣的影響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一)

 藏南縱谷＝藏南谷地

圖(三)

甲 乙

工業區工業區

丁 丙

N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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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四)為臺灣部分原住民族群的祭典與主

要分布圖。若按圖片內容判斷，雅美族

(達悟族)應為圖中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7. 圖(五)呈現某事件前夕，當地的社會

情況。此事件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美國獨立

(B)法國大革命

(C)日本大化革新

(D)中國 武昌起義

8. 保存古蹟的意義，在於它們能引領後人回到歷史現場，去感受當時的重大變

遷或現象。基隆的「海門天險」與臺南的「億載金城」均為國定古蹟，這兩

處古蹟的出現，反映當時有何迫切的需要？

(A)招撫原住民  (B)防止列強入侵

(C)拓墾丘陵、山地 (D)掃蕩武裝抗日勢力

9. 上課時老師用圖(六)到
圖(七)的變化來說明某

位君主的改革，根據內

容判斷，此君主最可能

是下列何者？ 
(A)齊桓公　(B)秦始皇

(C)漢武帝　(D)北魏孝文帝

10. 表(一)是不同時期臺灣官方曾經明文規定的

節日。根據內容判斷，其中何者最不可能

是由日本統治時期的政府所指定？

(A)甲
(B)乙
(C)丙
(D)丁

圖(四)

丙

甲

丁
豐
年
祭

飛
魚
祭

矮
靈
祭

乙 猴
祭

表(一)

節日 日期

甲
青年節

(紀念黃花岡之役) 3月29日

乙
海軍紀念日

(日俄戰爭勝利紀念) 5月27日

丙 臺灣神社祭 10月28日

丁
明治節

(明治天皇誕生日) 11月3日

圖(六) 圖(七)

圖(五)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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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近年來由於網路通訊軟體發達，大量訊息在手機

的聯繫群組間快速流傳。圖(八)是小芳家庭群組

裡的對話，根據圖中內容判斷，在網路科技發達

的時代，下列何者更應受到重視？

(A)媒體識讀的素養

(B)醫療技術的提升

(C)資訊科技的設備

(D)生命倫理的推廣

12. 表(二)為甲國人口發展趨勢的推估數

據。根據表中內容判斷，政府最可

能以下列哪一項政策來面對此種發

展趨勢？

(A)增加多元入學管道

(B)提高失業給付金額

(C)保障性別平等權利

(D)健全老人福利制度

13. 我國對於收賄的公務員，可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民間企業員工出現同

樣的行為，卻常以刑罰較輕的背信罪處罰。上述相同的行為，會因犯罪者身

分不同而受到不同懲罰的情況，與下列何種原則的關係最密切？

(A)誠實信用 (B)罪刑法定 (C)契約自由 (D)無罪推定

14. 某工廠擁有三條生產線，分別生產甲、乙、丙三項產品，

上半年的銷售成果如圖(九)所示。近日廠長決定停止生產其

中一項產品，並把該生產線轉為生產其他二項產品中的其

中一種，期望增加工廠的利潤。在考量各產線上半年獲利

的狀況下，根據圖中資訊判斷，下列四個方案中，何者最

能達成廠長的目標？

(A)停止生產甲，增加生產乙

(B)停止生產甲，增加生產丙

(C)停止生產乙，增加生產丙

(D)停止生產乙，增加生產甲

15. 新聞報導：日前因人為疏失造成全臺數百萬戶大停電，立法院不分朝野為了追

究責任，將請行政院院長提出專案報告。此外，在野黨立委認為近來行政團隊

表現不佳，若專案報告無法切中要點、妥善檢討，將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

案。根據我國政府機關間的互動關係判斷，上述內容主要隱含下列何項概念？

(A)均權制度  (B)分權制衡

(C)主權在民  (D)地方自治

表(二)

年分

(年)
人口結構(%)

14歲以下 15-64歲 65歲以上

2000 21.2 70.3   8.5
2008 17.0 72.6 10.4
2016 13.2 73.4 13.4
2036 10.3 61.3 28.4
2056   8.0 52.5 39.5

圖(九)

銷
貨
收
入(

百
萬
元)

生產成本(百萬元)
0 2 4 6 8

4
2

6
8

甲
乙

丙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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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6年設計的某地理桌遊，遊戲

規則為比較各國的人口總數，玩

家必須將抽到的卡牌，放入正確

的位置，使其由大到小排列。若

小屏抽到的是印度，她應該將該

卡牌放置在圖(十)中的哪個位置才

正確？

(A)甲 (B)乙
(C)丙 (D)丁

17. 表(三)為中國2006至2015年外商投資

總額最多和最少的四個行政區。根
據表中呈現外商投資的空間差異，
下列哪一項策略最能夠改善表中所
呈現的問題？
(A)促進東北老舊工業區轉型
(B)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C)取消一胎化的計畫生育政策
(D)推動與中亞國家的邊境貿易

18. 小雅在澳洲 雪梨(33.9°S，151.2°E)欣賞

完跨年煙火後，想緊接著挑戰利用時差

前往另一個都市再次跨年。若僅考慮飛

行時間和時差，則從雪梨搭飛機前往表

(四)中哪個都市，最可能完成此項挑戰？

(A)甲 (B)乙
(C)丙 (D)丁

19. 「臺灣某行政區的山地面積比例高於75%，100公尺以下平地面積則不到25%。

該區平原為數條河川共同沖積而成，甲山脈呈東北—西南走向越過平原西北方，
平原南方為乙山脈的北端起點，平原東部則有縱向海岸沙丘分布。」上述行
政區應為下列何者？
(A)南投縣 (B)苗栗縣
(C)宜蘭縣 (D)臺東縣

20. 圖(十一)為中國湖泊分區圖，根據湖水含鹽

度可分為淡水湖與鹹水湖，其中鹹水湖主要
分布在圖中何區？
(A)甲
(B)乙
(C)丙
(D)丁

表(四)

都市 經緯度 飛行時間

甲 36.8°S，174.7°E 3小時10分
乙 21.2°S，159.8°W 6小時10分
丙 35.7°N，139.7°E 9小時35分
丁 26.2°S，28.0°E 14小時0分

表(三)
投資總額

前四名

比例

(%)
投資總額

後四名

比例

(%)

江蘇省 18.89 西藏

自治區
0.03

廣東省 15.64 青海省 0.11

上海市 13.43 寧夏回族

自治區
0.14

浙江省   6.92 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
0.19

圖(十)

圖(十一)
湖區界

乙丙

丁

甲

蒙新高原湖區

乙丙

丁

甲

蒙新高原湖區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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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清朝統治時期的臺灣社會族群複雜，一旦發生糾紛，常以祖籍、姓氏等名義聚眾

互相敵對，其中規模較大的武力衝突就有數十次之多。造成上述社會衝突的原因

很多，下列何者是主要因素之一？

(A)要求臺灣建省

(B)對抗外來宗教 
(C)爭奪經濟利益

(D)抵制鐵路建設

22. 圖(十二)是臺灣史上的一份官方文件，此文件發布

的時代背景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馬關條約》簽訂，日本統治臺灣

(B)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

(C)國 共內戰失利，中華民國政府遷臺

(D)民國六十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23. 表(五)為1514 至1800年黑奴被販運到主

要三大洲的統計數據。乙最可能是下列

哪一洲？

(A)美洲 (B)亞洲

(C)非洲 (D)歐洲

24. 以下是中國某座城市的介紹：「現在城內的『沂水路』全長三百多公尺。

之前德國統治這座城市的時候，叫做『迪德里希斯街』；後來日本占領時，

叫做『赤羽町』。雖然這是條很短的路，卻記錄了此城市的演變過程。」此

一城市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瀋陽 (B)青島

(C)南京 (D)重慶

25. 圖(十三)是玉潔參觀「歷代中國婦女生活文

物展」時，在某朝代的展示區內所看到的

文物簡介。依內容判斷，此朝代最可能是

下列何者？

(A)漢代 (B)唐代

(C)宋代 (D)明代

表(五)
             洲別

 時間
甲 乙 丙

1514-1600年 652 58,754 168
1601-1700年 4,160 645,460 847
1701-1800年 4,515 4,569,975 2,658

單位：人

圖(十二)

行
政
院
訓
令

            

令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臺
灣
人
民
原
是
我
國
國
民
，
因
受
敵

人
侵
略
，
導
致
喪
失
我
國
國
籍
。
現
今
國

土
恢
復
，
原
本
具
有
我
國
國
籍
之
人
民
，

自
去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起
，
應
立
刻
全
部

恢
復
我
國
國
籍
。
…
…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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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右列是某學者對於我國犯罪防治研

究報告的部分內容，根據其內容判

斷，若要減少都市地區財產犯罪案

件發生，下列何項建議最符合文末

的論點？

(A)增加基層警察人數

(B)修法加重罰鍰金額

(C)協助安裝保全設施

(D)強化民眾社區意識

27. 我國為防治家庭暴力採行了不少措施，如設置婦幼保護專線、協助安置被

害人等。若子女對父母親有言語或肢體等暴力行為，根據我國法律規定，

如欲達成法律上的隔離效力，可供受害者尋求協助的機關，及此機關所能

採行的因應作為，下列配對組合何者正確？

(A)地方法院、核發保護令

(B)警察機關、核發保護令

(C)地方法院、宣告停止親權

(D)警察機關、宣告停止親權

28. 新聞報導：我國毒品危害的問題，恐有向高中、國中等校園蔓延的跡象，

值得政府關注。根據調查發現，觸碰毒品的兒童及少年，多數與其家庭功

能不彰，或是成長過程中充滿挫折感有關，加上他們常會仿效同學的行為

模式以尋求同儕認同，進而導致毒品在校園內擴散。關於上述內容，下列

何項敘述最適當？

(A)學生涉毒皆須負完全刑事責任

(B)文中內容與需求層次理論相關

(C)學生涉毒主要是受傳播媒體影響

(D)文中內容強調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29. 小姿：「擔任調解委員這麼多年，從沒像今年這麼忙過！」

小儀：「今年本區聲請調解的事件比去年增加了五成，大家真是辛苦了！」

在上述對話內容中，大幅增加的事件類型最可能為下列何項組合？

(A)行政紛爭、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B)民事紛爭、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C)行政紛爭、非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D)民事紛爭、非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30. 圖(十四)為我國廣義的法律位階示意圖，圖中灰色區塊

所代表的法律類型，具有下列何項特色？

(A)可由行政機關訂定

(B)必須經總統公布施行

(C)內容多為原則性的規範

(D)修改必須經公民投票複決

根據犯罪案件統計顯示，都市地區與

鄉村地區的犯罪型態不同，二者在殺

人、傷害等暴力犯罪的犯罪率無顯著

差異；但在汽(機)車竊盜、強盜、搶

奪等財產犯罪，都市地區的犯罪率明

顯較高。因此，若要減少都市地區財

產犯罪的案件，可以朝鄉村地區的特

性來思考對策。

 需求層次理論＝個人需求層次理論

低位階

法律

高
位階

圖(十四)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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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臺灣高鐵於2007年1月通

車後，對其他運輸工具的

營運產生顯著影響。表

(六)為臺北往返四個地點

的國內空運航線載客人數

統計，其中一條為離島航

線，三條為本島西部航

線。依據表中資訊判斷，

何者最可能是離島航線？

(A)甲 (B)乙
(C)丙 (D)丁

32. 圖(十五)顯示2011年9月18日發生的強烈地震震央

位置，除了建築物倒塌造成的人員傷亡外，由於

某些因素影響使得搜救工作不易進行，導致死傷

人數持續攀升。根據當地地形、氣候等環境條件

判斷，造成上文中搜救困難的因素最可能為下列

何者？

(A)山區冰河快速消融以致山洪暴發

(B)正值沙塵暴盛行時節，能見度低

(C)引發大規模海嘯，海水淹沒災區

(D)連日降雨，造成土石流掩埋道路

33. 表(七)為2014年及預測2050年各洲的人口

數，根據其變化趨勢判斷，丙最可能為下列

何者？

(A)歐洲

(B)非洲

(C)美洲

(D)亞洲

34. 表(八)為北半球四個都市的年平

均降水日數統計，根據表中資

訊判斷，何者最可能位於熱帶

莽原氣候區？

(A)甲
(B)乙
(C)丙
(D)丁

表(六)
       航線

 年分
甲 乙 丙 丁

2005 3,003,189 1,161,105 77,127 64,488
2006 2,651,120 1,061,387 42,216 50,570
2007 1,335,717 511,670 3,559 45,829
2008 341,972 107,270 - 57,762
2009 22,784 - - 69,121

註：- 表示該航線停飛                            單位：人

表(七)
       年分

 洲別
2014年 2050年

甲 1,136 2,428
乙    972 1,217
丙    741    726
丁 4,351 5,252

大洋洲      39      60
單位：百萬人

表(八)
       月分

 都市
3-5 6-8 9-11 12-2 合計

甲 31.0 24.0 30.0 34.0   119.0
乙 19.3   6.8 21.4 26.4     73.9
丙 22.3 26.1 23.7 20.8     92.9
丁 10.0 44.0 17.0   0.0     71.0

單位：天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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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以下是關於十七世紀臺灣地震的紀錄：「這年二月

十五日發生強烈地震，這是我們入臺統治以來最大的

地震，漢人店鋪倒塌二十多間，還有婦人及小孩被壓

死，熱蘭遮城也多處龜裂。長官立刻向總部呈報，要求

儘快從暹羅(今泰國)運木材來進行修復工作。」文中的

「總部」，最可能位於圖(十六)中甲、乙、丙、丁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36. 表(九)是四個歐洲國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後的反應，根據表中內

容判斷，何者屬於「同

盟國」陣營？

(A)甲丙

(B)丙丁

(C)甲乙

(D)乙丁

37. 圖(十七)是臺灣某一時期報紙刊載的徵人

啟事。根據內容判斷，這最可能是下列何

時的報紙？ 
(A) 1830年代

(B) 1860年代

(C) 1930年代

(D) 1960年代

38. 圖 (十八 )與圖 (十九 )分別為

官方頒發的牌符及當時可通

行使用的路線。根據內容判

斷，這兩幅圖最適合用來說

明下列何者？

(A)兩漢時期的對外征伐

(B)大唐帝國的統治區域

(C)蒙古帝國的勢力範圍

(D)盛清時期的開疆闢土

表(九)
國家 事件後的反應

甲  得到德國全力支持，向塞爾維亞宣戰。

乙  全面動員軍隊，對付奧匈帝國等國。

丙  為支持同一民族，同時向法國和俄國宣戰。

丁  因德軍入侵比利時，向德國宣戰。

 牌符：由官方頒發，官員可利用此證件，

要求路線上的交通站提供食宿及車馬。

圖(十六)

圖(十七)

圖(十九)圖(十八)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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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阿鴻參加大學同學會，同桌有四位任職於我國中

央政府機關的同學，分別談論了自己的工作職

權，聊天內容與座位如圖(二十)所示。若阿鴻兩旁

的同學分別任職於行政院與司法院，根據圖中內

容判斷，他的座位最可能位於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40. 老師說明需求法則時，列出五組商品的價格

與數量，如表(十)，請同學依需求法則，從表

中選出三個價量關係，並繪製成需求曲線。

若某位同學的作答結果正確，則下列何者最

可能是他選擇的組合？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戊

(D)乙、丁、戊

41. 圖(二十一)為《民法》中年齡與行為能力程度

的示意圖，甲、乙、丙分別代表不同程度的行

為能力。下列何者最可能與圖中的「甲」屬於

相同程度的行為能力？

(A)受到法院監護宣告的大明

(B)遭到宣告褫奪公權的阿世

(C) 8歲因故仍未就學的小龍

(D) 9歲意外失去雙親的琪琪

42. 小剛買了一些除蚤藥替小貓除蚤，但後來小貓走丟了，於是他將未使用完的

除蚤藥放上網路出售，沒想到縣政府以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為由，對

小剛開出九萬元的罰單。上述小剛承擔的法律責任，其性質與下列何者相同？

(A)網路賣家拒絕退換售出的瑕疵商品

(B)曉華屢次虐待動物遭處以有期徒刑

(C)快遞公司未依契約規定時間送貨到府

(D)餐廳因消防檢查不合規定遭停止營業

表(十)
價量關係 價格(元) 數量(個)

甲 100   40
乙   80   30
丙   60   50
丁   40 130
戊   20 110

圖(二十一)

0

行為能力程度

甲 乙 丙

年齡(歲)

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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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南美洲南端海運天然限制多，橫越安地斯山脈又常受冬季降雪阻礙交通，因此

智利與阿根廷兩國計畫興建打通安地斯山脈的隧道。該隧道不僅可大幅縮短運

輸時間，也降低氣候對貨運的影響，有利於大西洋岸國家與太平洋岸國家間的

貿易。在上述工程完工後，下列何者的運輸時間可望降低？

(A)智利至日本  (B)智利至紐西蘭

(C)阿根廷至英國   (D)阿根廷至中國

44. 小明將臺北捷運路網圖與臺灣北部行政區

圖以捷運淡水站為基準點套疊，顯示如圖

(二十二)所示的現象：路網圖中各站位置與

行政區圖中的實際位置並不一致。造成上

述現象的原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路網圖為被簡化過的地圖

(B)路網圖的比例尺較行政區圖大

(C)路網圖涵蓋的範圍較行政區圖大

(D)路網圖繪製的時間較行政區圖早

45. 圖(二十三)是某一港口附近的各國

商館平面示意圖，根據圖中內容判

斷，此一港口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十七世紀後期的長崎

(B)十八世紀前期的香港

(C)十八世紀後期的安平

(D)十九世紀前期的廣州

圖(二十二)

淡水

永寧

臺北
車站

捷運路網圖中捷運站的位置

行政區圖中的行政區界線
行政區圖中捷運站的實際位置
捷運路網圖中的捷運路線

淡水

永寧

臺北
車站

圖(二十三)

官方查驗處

廣場 官方查驗處

46. 表(十一)介紹歐洲某一文化潮流的

背景與特色，表中的      最適

合填入下列何者？

(A)方言文學的興起

(B)印象畫派的流行

(C)浪漫主義的發展

(D)封建制度的形成

?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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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表(十二)為某蛋糕店主打商品於試賣期間的記錄內容，

其中甲、乙、丙、丁、戊分別表示由高到低的五種價

格。該店販售的商品皆為當日製作，絕不販售隔夜商

品。若表中甲、乙、丙、丁、戊皆非均衡價格，且不考

量其他因素，則此商品的均衡價格最可能介於下列哪二

者之間？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48. 老闆僱用小偉、大智、阿雯為店員，並計畫選出其中

二人合作製作煎餃與包子，表(十三)為此三人工作成

效的資訊。老闆發現依比較利益法則分工，小偉不論

與誰合作，皆是負責製作包子；而大智不論與誰合

作，皆是負責製作煎餃，根據表中資訊判斷，下列對

應關係何者正確？

(A)甲：小偉，乙：大智，丙：阿雯

(B)甲：大智，乙：小偉，丙：阿雯

(C)甲：阿雯，乙：小偉，丙：大智

(D)甲：小偉，乙：阿雯，丙：大智

49. 「哈薩克近來外匯收入大幅萎縮，於是政策規畫出口馬奶的加工乳品，以增加

外匯。」上述政策最可能是因應下列何種商品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動？

(A)石油價格慘跌

(B)石油價格飆升

(C)咖啡價格慘跌

(D)咖啡價格飆升

50. 歡樂國採行與英國相仿的內閣制，表

(十四)是該國近日的選舉結果。根據表中

資料判斷，選舉過後，該國新聞媒體刊出

哪一評論內容最適當？

(A)籌組聯合政府勢在必行

(B)選後將邁入多黨制時代

(C)甲黨將主導組成新內閣

(D)甲黨領袖成為國家元首

表(十二)
當日

價格

(元)

平均未賣出

的商品數量

(個/天)

甲 7

乙 4

丙 2

丁 0

戊 0

表(十三)
       產品

 店員
包子 煎餃

甲 50 60
乙 50 50
丙 40 50

單位：個/小時

表(十四)
政黨名稱 獲得國會議員席次(席)
甲黨  58
乙黨  47
丙黨    5
丁黨    3
戊黨    2
總計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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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小倫和小真正在討論歷史上某文明所實行的制度，

如圖(二十四)所示。他們討論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

何者？

(A)印度種姓制度

(B)周代宗法制度

(C)雅典民主制度

(D)西歐封建制度

52. 表(十五)是甲、乙兩國匯率變動的情形，以吸引乙

國遊客為主的甲國觀光業者，看到此變化後感到

很憂心。根據表中內容判斷，若甲國的物價水準

維持不變，下列何者最可能是上述業者的憂慮？

(A)甲國觀光業者經營成本提高

(B)乙國人的平均薪資所得減少

(C)甲國觀光業者數量大幅增加

(D)乙國人到甲國旅遊意願下降

53. 阿娟參加旅行團到某城市觀光，拿到了如下的旅遊簡介：「此城市地理位置

優越，既連接兩大洲，又位居黑海通往地中海航道的必經之地，曾經先後作

為兩個大帝國的首都長達一千六百多年之久。城內有著拜占庭帝國所修築的

古城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華麗的皇宮，以及宏偉的基督教教堂與清真寺等

文化遺產，展現了這座城市輝煌悠久的歷史。」根據內容判斷，阿娟到訪的

城市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羅馬

(B)開羅

(C)耶路撒冷

(D)伊斯坦堡

54. 表(十六)為日治後期全臺灣某項土地利用

方式的地租調查資料，根據表中資料判

斷，該項土地利用方式最可能為下列何

者？

(A)林地

(B)茶園

(C)溫泉

(D)鹽田

表(十五)
時間 1甲幣可兌換的乙幣

去年 10
今年 20

表(十六)

稅務官署別
面積

(甲)
地租

(円)

臺南州稅務課 3,943  8,138
嘉義稅務出張所 2,306  5,963
高雄州稅務課    530  1,058
彰化稅務出張所    275     247
全臺灣合計 7,054  15,406

円:日圓

圖(二十四)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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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55～63題)
閱讀下列選文，回答第 55 至 57 題：

55. 根據酒類的原料來源判斷，蘭姆酒的產地最可能集中在下列何處？

(A)北美五大湖區  (B)加勒比海地區

(C)環地中海地區  (D)環波羅的海地區

56. 根據上文判斷，下列哪個國家的酒類消費量可能最低？

(A)印度  (B)加拿大

(C)西班牙   (D)沙烏地阿拉伯

57. 文末關於臺灣酒類的販賣規定，最主要是因為下列何項考量？

(A)維護兒童及少年的健康 (B)提高合法製酒商的利潤

(C)確保穆斯林飲食符合戒律  (D)保障實體零售業者的權利

閱讀下列選文，回答第 58 至 60 題：

位於臺東縣的「伯朗大道」與「天堂路」，因咖啡與航空公司的廣告在此取

景而一夕成名，吸引眾多遊客與車輛湧入。由於此二條道路並不寬敞，過去遊客常

為欣賞美景隨意在路邊停車，妨礙農耕機具的進出。為避免影響農耕及稻米採收作

業，於是政府對車輛進出加以管制，請民眾多加配合，違規者將依法開罰。

此外，由於遊客增多，有時會出現遊客擅入稻田拍照的脫序行為，使農民

辛苦栽種的稻作蒙受損失。當地農民表示：「我們歡迎遊客來訪，但請將心比

心，站在農民的立場想一想！我們給了你們這麼美好的環境，不要只留下損失

讓我們承擔！」

酒為人類飲用歷史非常悠久的加工飲品，由植

物發酵製成，表(十七)為不同酒類的原料與著名產

地。酒除了作為飲品之外也有醫療、衛生等用途，

就像現在把酒精作為簡易殺菌使用一樣，在中世紀

歐洲，高酒精濃度的伏特加或白蘭地，即成為防範

鼠疫蔓延的消毒藥，或戰場上傷病軍人的治療用

藥。因此，酒對於文明的發展有其貢獻，對於某些

國家甚至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酒雖作為全球重要的飲品之一，但在某些地區，因為宗教或政治等因素是禁

止製酒、賣酒或是飲酒的，例如穆斯林禁止飲酒，因此在伊斯蘭世界多以法律明

文禁止買賣酒類。在臺灣，現行法律則規定須取得製造許可才可以製酒，民眾私

釀酒僅限自用，每戶以100公升為限；且酒的販賣或轉讓不得以自動販賣機、郵

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購買者或受讓者年齡等方式為之。

表(十七)
酒名 原料 著名產地

清酒 米 日本

香檳 葡萄 法國

伏特加 穀類 俄羅斯

蘭姆酒 甘蔗 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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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文中所提及的行政區內，最不可能選出下列何項公職人員？

(A)鄉長  (B)市議員

(C)立法委員  (D)市民代表

59. 文中政府的作為，其目的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投資觀光資源   (B)管理經濟秩序

(C)提升外部效益  (D)降低外部成本

60. 文中農民的心聲，主要是從下列何種社會規範的角度提出看法？

(A)風俗習慣  (B)法律規定 
(C)倫理道德  (D)宗教信仰

閱讀下列選文，回答第 61 至 63 題：

61. 根據上文，美國首次派遣第十五步兵團至中國的原因，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鴉片戰爭結束後，要求給予特權

(B)趁英 法聯軍之際，脅迫開放天津

(C)與列強瓜分中國，從中獲得利益

(D)義和團事件爆發，引發八國聯軍

62. 根據上文，第十五步兵團介入中國內戰，間接保護天津民眾安全，當時中國

的主要政治情況為何？

(A)立憲派與革命派爭論不休，滿清帝制搖搖欲墜

(B)地方軍事強人憑藉武力以奪取地盤，割據一方

(C)日本扶植汪精衛政權，對抗在重慶的國民政府

(D)國民黨與共產黨不斷衝突，共黨全面控制中國

63. 根據上文，美國決定撤離第十五步兵團，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九一八事變

(B)一二八事變

(C)盧溝橋事變

(D)珍珠港事變

試題結束

1900年，在慈禧太后默許民眾攻擊教堂及傳教士，甚至包圍北京的外國使館

後，美軍第十五步兵團首次被派遣至中國保護僑民。清朝滅亡後，步兵團為確保

美國人在華利益，長期駐守天津。袁世凱死後至北伐完成期間，中國內戰不斷，

步兵團為避免動亂影響美國的利益，也曾介入其中，間接保護了天津民眾的安

全。後來，當日本在今日北京附近發動侵華的軍事行動，與中國爆發戰爭，美國

政府不願捲入戰局，因此決定撤離第十五步兵團，結束多年的派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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