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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 1-40 題，每題 1.5 分，共計 40 題，占 60 分】 
【3】1.位在花蓮玉里的玉富自行車道橋中央剛好是兩個板塊交界線，若從南向北看過去，位於右側的是哪
一板塊？ 

歐亞板塊 太平洋板塊 菲律賓海板塊 西伯利亞板塊 

【1】2.若颱風中心位置在台東外海，下列哪一縣市最可能產生焚風？ 

台中 宜蘭 屏東 馬祖 

【4】3.下列何者非臺灣鐵路支線之路線？  

集集 平溪 內灣 成追 

【1】4.「擁有獨特的黥面文化與精美的織布藝術，以及緬懷祖先和凝聚族人向心力的祖靈祭。」以上敘述
是臺灣哪一原住民的特色？ 

泰雅族 阿美族 達悟族 噶瑪蘭族 

【3】5.「蘇花公路改善計畫」是為了改善蘇花公路的安全性與可靠度，下列何者為「蘇花公路」的道路符號？ 

   

     

 

【3】6.「西北雨，落勿過車路。」此一諺語與下列哪一種降雨形式相同？ 

初春的春雨 春末夏初的梅雨 夏季午後的雷陣雨 夏秋之際的颱風雨 

【1】7.高雄港是利用   地形開闢而成的港口，   應該填入下列何者？ 

潟湖 海階 谷灣 峽灣 

【1】8.我們可以從地名得到許多資訊，臺灣地名的由來，常依氣候、地形、墾殖、血緣等原則來命名。請
問：「霧峰」、「楓港」、「雙冬」、「風櫃」四地是以下列哪一項共同原則來命名？  

氣候 地形 墾殖 血緣 

【2】9.受地形影響，臺灣的河流大多為東西流向，不過下列哪一條河流是以南北向為主的流路？ 

基隆河 高屏溪 大甲溪 立霧溪 

【1】10.六都升格後，今日人口最多的是下列哪一個直轄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高雄市 

【1】11.臺灣原住民族中，哪一族分布在日月潭周圍地區，也就是舊稱「水沙連」的地方，而日月潭中的 Lalu

島是該族傳說中祖先靈魂安息之處，有「心中聖島」之意？ 

邵族 賽夏族 賽德克族 撒奇萊雅族 

【3】12. 1960～1980 年代臺灣織襪業蓬勃發展，當時全台有將近 70%以上來自某區；在這裡隨處可見與織襪
相關的中小企業和家庭工廠，當地人也說：「剃頭婆，看面水；社頭兄，相大腿。」臺灣織襪大本營為哪
裡？ 

苗栗西湖 台中后里 彰化社頭 雲林虎尾 

【3】13.臺灣哪一個港口是十大建設之一，其港口除了是基隆港的輔助港之外，也帶動東北部地區的發展繁榮？  

台北港 花蓮港 蘇澳港 八斗子漁港 

【4】14.臺灣哪一個地區出現「風大和全年多為缺水期」的特徵最為明顯？  

新竹地區 宜蘭地區 嘉南地區 澎湖地區 

【1】15.臺灣有一地區由於受到地形、氣候、水系的限制，使得早期的墾民必須開闢埤塘貯留雨水來作為補
充農田灌溉所用。請問哪一個地區有「千埤之鄉」的稱號？ 

桃園台地 竹苗丘陵 嘉南平原 恆春台地 

【3】16.臺灣的地名有許多是以地形特徵做為命名，請問下列哪一個地名與高起的沙丘有關？  

苗栗縣大湖 台中市大坑 雲林縣崙背 屏東縣崁頂 

【3】17.臺灣哪一個平原是位於五大山脈中的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之間？  

彰化平原 屏東平原 蘭陽平原 花東縱谷 

【2】18.臺灣離島中，哪一個島嶼的南岸有一座「朝日溫泉」，是世界有名的三大海底溫泉之一？  

蘭嶼 綠島 和平島 龜山島 

【4】19.冬季臺灣西部地區的天氣型態往往形成強烈的對比，北部多為陰雨，中南部常見陽光，其造成的主
要原因為何？ 

地表面積 洋流性質 熱帶氣旋 迎背盛行風 

【4】20.阿美族是臺灣原住民族人數最多的一族，請問阿美族設籍在臺灣的哪一個縣市的人數最多？  

台北市 彰化縣 台東縣 花蓮縣 

【4】21.臺灣各地由於受到不同因素影響而可看到不同類型的傳統建築，而傳統建築的特色之一就是就地取
材，請問臺灣哪一地區的傳統建築多以「咾咕石」作為建築材料？  

臺北盆地 金門烈嶼 馬祖列島 澎湖群島 

【4】22.臺灣登山界在 1972 年以「奇、險、峻、秀」為標準選出 100 座高山作為臺灣百岳，而臺灣五大山脈
中有哪兩個山脈因為整體高度多在 3000 公尺以下，所以沒有山峰入選為百岳？ 

雪山、玉山山脈  海岸、雪山山脈 

中央、阿里山山脈  海岸、阿里山山脈 

【2】23.根據中央氣象局的統計，平均每年約有 3-4 個颱風侵襲臺灣，而侵襲臺灣的颱風主要來自哪一個海面？  

南太平洋西部 北太平洋西部 北大西洋東部 印度洋東部 

【1】24.目前臺灣製造業的外籍勞工以哪一個縣市數量最多？  

桃園市 新竹市 嘉義市 台南市 

【1】25.清領時期臺灣灌溉面積最大的水利設施為何？  

八堡圳  瑠公圳 嘉南大圳 桃園大圳 

【4】26.近年來，各地的老街成了重要的觀光景點，而老街的興衰過程也反映區域的發展，臺灣哪一個老街
與「糖業」的發展關係最密切？  

深坑老街 大溪老街 北埔老街 旗山老街 

【3】27.外傘頂洲是臺灣最大的沙洲，近年來由於沙源減少，面積範圍逐漸縮小，其沙源減少與哪一條河流
上游興建攔砂壩有關？ 

大安溪 大甲溪 濁水溪 曾文溪 

【2】28.臺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的附屬島嶼眾多，大多數是由下列哪種原因所形成？ 

陸地沉水  火山作用 

濱外沙洲  珊瑚礁堆積 

【1】29.東沙島和墾丁的珊瑚礁分別屬於下列哪一種類型？ 

環礁和裙礁 裙礁和堡礁 桌礁和裙礁 均是裙礁 

【3】30.夏至正午時，在臺灣哪一處看到自己的影子會最短？ 

基隆 新竹 嘉義 恆春 

【4】31.依時間序列，漢人移民對臺灣本島的開拓大約依循下列哪些方向？ 

由北向南，由東向西  由北向南，由西向東 

由南向北，由東向西  由南向北，由西向東  



【4】32.臺灣多個糖廠目前多已成觀光景點，而糖廠內多鋪設有小火車（五分車），請問小火車最初設置的
主要功能為何？ 

為促進觀光而建設 方便長官巡視使用 運送員工進出糖廠 運送製糖原料甘蔗 

【4】33.國道三號沿線並「未」經過下列哪一服務區？ 

關西服務區 西湖服務區 古坑服務區 泰安服務區 

【1】34.臺灣多數盆地主要由下列何種原因所形成？ 

斷層陷落 河流切割 山脈隆起 風蝕掘鑿 

【2】35.要表現臺灣人口分布的疏密，使用下列哪一種統計地圖最為恰當？ 

圓餅圖 點子圖 等值線圖 等級符號圖 

【1】36.臺灣的各項用水量中，哪一項用水一直占最高的比例？ 

農業用水 工業用水 生活用水 其他用水 

【1】37.明末清初漢人移民初期，臺灣首先出現的是哪一類型的聚落型態？ 

港口型 陸運中心型 行政中心型 山麓開發型 

【2】38.下列哪一條鐵路的通車，臺灣的環島鐵路系統才得以完成？ 

北迴鐵路 南迴鐵路 花東鐵路 阿里山鐵路 

【4】39.根據國發會推計，臺灣的人口數將於 2021 年達到最高，之後開始遞減。請問 2021 年時臺灣達到人
口轉型模式的哪一階段？ 

高穩定階段 早期擴張階段 晚期擴張階段 低穩定階段 

【3】40.漢人開墾宜蘭地區早期，為防止原住民侵擾，多為集村聚落型態，下列哪一組地名反映出此現象？ 

蘇澳、南方澳 員山、冬山 頭城、壯圍 礁溪、龍潭 

第二部分：【第 41-60 題，每題 2分，共計 20 題，占 40 分】 

【4】41.桃園觀音至新屋海岸有著相當珍貴的   分布，不僅具有海浪消波的功能，也提供生物緩衝的生
存空間，是天然的海岸屏障。   應填入下列何者？ 

珊瑚礁 紅樹林 泥灘 藻礁 

【3】42.臺灣面積並不大，不過常在同一天內南北天氣有明顯差異，往往北部的陰雨經過某處後太陽便露出
臉孔，當地人也說：「南邊太陽北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請問這氣候界線最可能為何者？ 

桃園虎頭山 新竹飛鳳山 苗栗火炎山 台中鳶嘴山 

【1】43.下列哪一颱風最有可能引發「共伴效應」而帶來大量降水？ 

    

 

 

 

 

 

 

   

 

 

 

   

 

 

 

 

 

 

 

【2】44.位居臺灣地理中心的南投縣埔里鎮，雖然遠離都會區，鎮內也沒有大型工業區或工廠，卻成為全台
細懸浮微粒(PM2.5)的高污染區，請問下列何種自然條件加劇當地的空汙問題？ 

年均溫較低 地形較封閉  年雨量變率小 海拔高度較高 

【3】45.臺灣秋冬季節的空氣品質普遍不佳，汙染源除了與工業、交通運輸有關之外，河川的揚塵也是主因
之一。由於有些河流的河床在冬季裸露，所以在東北季風的吹拂下，揚塵明顯。請問臺灣哪些河流的揚塵
問題較為嚴重？ 

淡水河、大安溪 蘭陽溪、和平溪 濁水溪、曾文溪 立霧溪、花蓮溪 

【2】46.根據《裨海紀遊》的紀錄，郁永河從竹塹到南崁的這八、九十里路，完全沒看見任何房子，之後越
過山嶺沿著海邊走到了八里社，發現前面有條江水阻絕，郁永河等人遂準備渡水。請根據文中敘述，判斷
這條江水為何？  

蘭陽溪 淡水河 南崁溪 濁水溪 

【3】47.高鐵自 2007 年營運以來備受關注的安全問題之一，就是沿線會經過因超抽地下水而引發地層下陷的
區域，請問地層下陷最嚴重的地區是位於哪一個路段？ 

台北-桃園 新竹-台中 彰化-雲林 台南-高雄 

【1】48.臺灣人文景觀多樣，各式慶典眾多。一些特色的節慶活動有： 甲.大甲媽祖遶境 乙.基隆中元祭  
丙.端陽龍舟季 丁.巴斯達隘祭（賽夏矮靈祭）；如果時間依序以農曆 1-12 月來計算，這四種節慶活動舉
辦的順序為何？ 

甲丙乙丁 乙丁丙甲 丙乙甲丁 丁甲丙乙 

【4】49.如果想要知道臺灣地表農作物的分布狀況，最適合使用下列哪一種地圖來得知？ 

地質圖 地籍圖 交通路網圖 經建版地形圖 

【2】50.近 20 年來，臺灣發電量的結構中，哪一個部分增加幅度最高？ 

燃油 燃氣 燃煤 核能 

【3】51.根據經濟部水利署的統計，臺灣 2014 年的年利用總水量為 177.32 億公噸，包含地下水抽用、海水淡
化、河水引用和水庫供水等四種，請問哪一種的用水量比例最高？ 

年水庫供水量 年海水淡化量 年河水引用量 年地下水抽用量 

【2】52.日治時期由於新式糖廠與鐵路建設需求，開啟臺灣工具機產業的發展，而自行車零組件的製造過程，
也需要運用各種機械加工技術，請問臺灣工具機和自行車兩大產業最主要票群在哪個區域？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東部區域 

【3】53.厚層的變質石灰岩，豐沛雨量造成的河川切割，再加上不斷抬升的造山運動，形成了臺灣的哪一項
特殊地形景觀？ 

三義火炎山 田寮月世界 太魯閣峽谷 野柳女王頭 

【1】54.依都市的特殊機能來判斷，下列哪一個都市的運輸倉儲業就業人口比重最高？ 

基隆市 臺中市 高雄市 花蓮市 

【2】55.黃澄澄的魯冰花是木柵貓空地區初春的觀光亮點，請問該地茶農當初在栽種魯冰花的原始目的為何？ 

副業收入 充作綠肥 抑制蟲害 美化茶園 

【2】56.夏季時日，臺灣常有數日萬里無雲，氣溫升至三十四、五度以上，酷熱難耐的現象，主要是受到下
列哪一天氣系統所影響？ 

蒙古高壓 太平洋高壓 滯留鋒面 暖鋒過境 

【2】57.下列哪一條公路的興建完成，使得臺灣得以生產溫帶水果，大大降低了蘋果、水蜜桃的價格？ 

北宜公路 中橫公路 南迴公路 花東海岸公路 

【4】58.臺灣南部區域需要透過水庫、攔河堰等工程，才能滿足用水的需求。此現象和該區域的哪一項氣候
特性的關係最密切？ 

平均年雨量約 1800mm 一月均溫高於 18℃ 夏秋之際多颱風 雨量集中於夏季 

【2】59.近年來許多臺灣經營實體店面的品牌如 85 度 C 等，紛紛開始經營網路購物平台，請問下列何者為經
營網路購物平台所能帶來的最大優勢？ 

擴大商閾 擴大商品圈 增加中地數目 降低營運成本 

【3】60.在臺灣最古老的長濱文化發現地點附近，最可能看到下列哪一組地形？ 

瀑布、峽谷 河階、沖積扇 海階、海蝕洞 曲流、氾濫平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