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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 1-40 題，每題 1.5 分，共計 40 題，佔 60 分】 

【3】1.我國首座由地方政府率先發起成立的國家公園為何？ 

墾丁國家公園 金門國家公園 台江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2】2.位於臺灣東北角的「三貂角」為「聖地牙哥」的音譯而來的地名，請問與哪國人有關？ 

荷蘭人 西班牙人 日本人 法國人 

【4】3.臺灣原住民族中，以抗日霧社事件聞名的是哪族？ 

泰雅族 布農族 噶瑪蘭族 賽德克族 

【1】4.有「天使的眼淚」之稱的湖泊為何？  

嘉明湖 夢幻湖 南仁湖 翠峰湖 

【4】5.臺灣流域面積最大的河川為何？  

淡水河 濁水溪 曾文溪 高屏溪 

【2】6.高雄港地理條件優越，港灣形勢天成，請問其原本地形為何？  

谷地 潟湖 峽灣 岬角 

【1】7.司馬庫斯為臺灣重要神木林區，請問其位於哪座山脈？ 

雪山山脈 中央山脈 玉山山脈 阿里山山脈 

【3】8.下列哪個地區不屬於臺灣的國家公園？  

澎湖南方四島 東沙環礁 阿里山 雪霸 

【4】9.下列哪個縣市目前尚未有高鐵站經過？  

苗栗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屏東縣 

【3】10.有「水沙連高速公路」之稱的國道為何？  

國道 3號 國道 5號 國道 6號 國道 8號 

【4】11.臺灣檜木為冰河時期遺留下的珍貴物種，稱為「孑遺生物」，也是活化石。下列何者也屬於孑遺生

物？  

蝴蝶蘭 梅花鹿 臺灣獼猴 櫻花鉤吻鮭 

【2】12.台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接觸帶上，高聳的褶曲山脈是台灣地形的主體。請問下列台灣哪

座山脈屬於菲律賓海板塊的一部分？ 

雪山山脈 海岸山脈 中央山脈 玉山山脈 

【2】13.台灣各鄉鎮人口相對密度的空間分布，最適合用下列哪種統計圖來表示？  

點子圖 面量圖 圓餅圖 折線圖 

【1】14.下列何者為台灣目前最主要的發電方式？ 

火力發電 核能發電 水力發電 地熱發電 

【3】15.離岸風力機的架設除了考量風場條件外，亦須考量海底地形是否平淺。請問下列哪個地方較適合發

展離岸風電？  

花蓮外海  基隆外海 彰化外海 墾丁外海 

【1】16.桃園台地因河川流路短、流量少，故清代時即發展出下列哪項水利設施？ 

埤塘 水圳 水庫 水井 

【2】17.若希望在颱風過後能迅速掌握土石流發生的範圍及災害的程度，下列哪種資料較能符合這種即時性

的需求？ 

相片基本圖  無人機空拍影像  

 Google Map 網站地圖   經建版 1/25000 地形圖 

【4】18.當颱風過境，引進強烈西南氣流，下列何地較常出現焚風？ 

恆春 台北  南投 台東 

【4】19.亞泥花蓮新城山礦權於 2017 年 11 月 23 日起展延 20 年，引起當地居民下列哪個原住民族激烈抗爭？ 

鄒族 阿美族 排灣族 太魯閣族 

【2】20. 1990 年代，為促進台灣東西部經濟均衡發展，政府提出「產業東移」政策，其中水泥產業在花蓮設

廠的主要區位考量為何？ 

勞工充足 原料豐富 動力充足 市場廣大 

【1】21.全聯超市於 2016 年併購松青超市，總店數超過 800 家以上。請問上述現象與哪些生產特徵相符？ 

甲、水平整合 乙、垂直整合 丙、規模經濟 丁、聚集經濟 

甲丙 甲丁 乙丙 乙丁 

【3】22.台灣西部濱海地區因下列何種產業超抽地下水引發地層下陷，導致海水倒灌而使土地鹽化？  

水稻種植 畜牧事業 養殖漁業 石化產業 

【1】23.若要進行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 10 公尺後的淹水模擬，最適合以地理資訊系統何項功能來處理？ 

地勢分析 環域分析 疊圖分析 最佳路徑分析 

【3】24.交通革新有助於農業專業化的發展，請問下列哪項交通路線完工是影響彰化溪湖及雲林西螺蔬菜專

作區形成的重要交通因素？ 

高速鐵路 台鐵西部幹線  中山高速公路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2】25.澎湖群島為熔岩台地地形，平均年降雨量僅約 1000mm，為臺灣降雨量最少的地區。下列何種降水

類型在該地出現的機率最低？ 

對流雨 地形雨 颱風雨 鋒面雨 

【1 或 4】26.下列何者為新北市舉辦的節慶活動？ 

鶯歌陶瓷嘉年華 國際童玩藝術節 三義木雕藝術節 平溪放天燈節慶 

【2】27.台灣國寶魚「櫻花鉤吻鮭」的保護區是位於哪個國家公園內？ 

墾丁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 太魯閣國家公園 

【3】28.昔日台灣有「香蕉王國」的稱號，當時最具有代表性的產地是為何？ 

新北泰山 桃園龜山 高雄旗山 高雄岡山 

 



【2】29.全台地震頻率最高的地區為何？ 

澎湖群島 花東縱谷 臺北盆地 彰化平原 

【3】30.清末台灣的首任巡撫，進行鐵路、照明、郵政等現代化基礎建設，因而有「台灣現代化之父」之稱

的是下列何者？ 

蔣渭水 巴克禮 劉銘傳 袁世凱 

【2】31.下列何者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經濟作物？ 

稻米 甘蔗 樟腦 茶葉 

【4】32.屏東縣小琉球有美人洞、山豬溝等景點，這些景點是屬於下列何種地形？ 

火山地形 河蝕地形 風蝕地形 石灰岩地形 

【3】33.  

台北-新竹路段 苗栗-台中路段 彰化-雲林路段 台南-高雄路段 

【2】34.台灣唯一分布於離島的原住民族群為何？ 

邵族 達悟族 噶瑪蘭族 太魯閣族 

【3】35.台灣鄉鎮中若有「廍」的地名，最可能進行與哪種產業相關的「社區總體營造」？  

伐林 曬鹽 蔗糖 樟腦 

【3】36.下列何者為清代引濁水溪灌溉中部地區的水利設施？ 

曹公圳 瑠公圳 八堡圳 嘉南大圳 

【4】37.台灣自 1961 年開始推動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育工作，並於 1972 年制定「國家公園法」，陸續設立了 9

座國家公園，其中以保育玄武岩地質和梯田式菜宅人文地景的是哪座國家公園？ 

金門 台江 陽明山 澎湖南方四島 

【3】38.根據農委會水保局的調查，台灣哪個縣市的土石流潛勢溪流數量最多？ 

新北市 苗栗縣 南投縣 花蓮縣 

【3】39.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近十年來台主要客源國旅客，以下列哪個地區比例最高？ 

歐洲 澳洲 亞洲 北美洲 

【4】40.台灣有些地區被形容為「風頭水尾」，其所指的是哪種地理環境？ 

高灘地 沖積扇頂 山谷地帶 沿海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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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由於終止興建國光石化，使哪個濕地得以保存下來？  

芳苑濕地 好美寮濕地 七股濕地 無尾港濕地 

【1】42. 1950 年代盛行於臺灣西南沿海的烏腳病，其病源來自下列何者？  

含砷地下水 空氣霧霾 汞汙染稻田 含鎘河水 

【3】43.首次使用測繪技術繪製而成的臺灣堡圖，係於何時繪製完成？  

明末時期  清領時期 日治時期 民國時期  

【4】44.臺灣目前正位於哪個人口轉型階段？  

高穩定階段 早期擴張階段 晚期擴張階段 低穩定階段 

【3】45.金門島上林立的風獅爺，是當地居民為了鎮風驅邪而設立，其臉部主要都朝向何方？  

西北方 西南方 東北方 東南方 

【4】46.大屯火山的形成方式，與下列何者不同？  

蘭嶼紅頭山 綠島火燒山 九份基隆山 澎湖奎壁山 

【2】47.台灣位於環太平洋火環，台灣本島周邊離島有許多離島，下列哪些為火山島？甲、綠島 乙、金門

島 丙、琉球嶼 丁、龜山島 戊、澎湖群島 

甲乙丙 甲丁戊 乙丙丁 丙丁戊 

【2】48.巨大機械於 1972 年成立於台中，1992 年以後，陸續在中國、荷蘭設廠。中國廠的產品，多在該地銷

售或外銷東南亞；荷蘭廠和臺灣廠的產品，多在歐洲銷售。下列哪個概念最適合說明巨大機械在各地設廠

的時空特性？ 

區位聚集 區位擴散 空間移轉 產業連鎖 

【1】49.日本博物學家鹿野忠雄曾經多次考察雪山，發表臺灣高山圈谷為冰河地形遺跡的論文。請問圈谷即

為冰河地形中的哪種地形？ 

冰斗 角峰 刃嶺  U型谷 

【2】50.濁水溪沖積扇、屏東平原、花東縱谷與蘭陽平原為台灣地下水資源豐富的區域，請問上述區域蘊藏

豐富地下水的共同環境條件為何？ 

地勢平緩坡度起伏小  透水性佳的砂礫地層  

年降水量豐且無乾季  植被茂密的原始森林 

【4】51.拉拉山的果農自己或透過與網路平台合作，以電子商務結合物流配送，將農產品販售給消費者，以

提高農家收益。請問農家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為何？  

商閾變小 商閾變大 商品圈變小 商品圈變大 

【4】52.近年來影響台灣空氣品質的因素，除了境外汙染源外，因乾季少雨與裸露地表造成的本土沙塵亦不

容忽視。若據此推論，下列哪個時空環境，沙塵汙染最為嚴重？ 

春季北部  夏季東部  秋季中部 冬季南部 

【2】53.南投縣埔里鎮虎頭山是台灣的地理中心，座標約為 24°N，121°E，下列哪個地點距該地理中心的直

線距離最遠？ 

 (24°S，121°E)  (24°S，59°W)  (46°N，59°W)  (90°S，121°E) 

【1】54.先民記載的「麒麟風」或「麒麟暴」，主要是以廟宇中麒麟的形象來形容下列哪種空氣的流動現象？ 

焚風 季風 颱風 龍捲風 

【4】55.新竹北埔一級古蹟「金廣福公館」建築，在當時是作為下列何種用途？ 

軍事據點  茶葉製造  

避難場所  開墾業務辦事處 

【2】56.持續進行中的蘇花改造工程，主要是為了解決原本蘇花公路沿線經常會遇到的哪種災害？ 

地層下陷 土石崩落 土壤液化 海水入侵 

【4】57.地名往往可以反映區域開發和歷史演變的過程，下列哪個地名是源於日語的地名？ 

柳營 關渡 王田 松山 

【2】58.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2015 年對台灣六都人口遷徙的統計資料，2015 年台灣六都中哪兩都的人口有淨遷

入？ 

新北市、桃園市 桃園市、台中市 台中市、台南市 高雄市、台北市 

【2】59.目前台灣的人口數與下列哪個國家的人口數最接近？ 

韓國 澳洲 荷蘭 加拿大 

【3】60.台灣檜木林兼具針葉林及闊葉林的特性，主要分布的位置以雲霧帶為主，故被稱為「霧林」，請問

台灣檜木林分布的高度為何？ 

 500-1000 公尺   1000-1500 公尺 

 1500-2500 公尺   2500-3500 公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9%87%8E%E5%BF%A0%E9%9B%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