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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題庫
1. （Ｂ） 西元前 6 世紀，哪一支民族活躍在伊朗高原上，建立史上第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
(A)亞述人

(B)波斯人

(C)腓尼基人

(D)巴比倫人。

2. （Ｂ） 埃及在天文學與科學上的成就斐然，其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A)為了在從事海上貿易時能不迷失方向

(B)為了掌握尼羅河氾濫的時間與測量氾濫後的土地

(C)為了抵抗敵人的入侵而研究科學

(D)吸收了希臘、羅馬等地的科學成就。

3. （Ｃ） 有關佛教發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佛教於東漢末年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大盛
(B)佛教創立於巴勒斯坦地區，主要針對婆羅門教產生的一種宗教改革運動
(C)孔雀王朝阿育王在位時期是佛教的全盛時期
(D)中國明代時，玄奘西行取經，且翻譯佛經，促進佛教的中國化。
4. （Ａ） 比較希臘和希臘化文化，下列何者正確？
(A)前者是由許多城邦共同創造

出來的文化，後者是一統的大帝國之後所創造出來的文化

(B)希臘文明的 先驅是愛琴文明，後者是融合希臘、埃及、羅馬文明而來的
(C)前者天文學及數學突出；後者文學及戲劇頗負盛名
(D)希臘城邦都採用民主制度；希臘化時代則是王權興起。
5. （Ｃ） 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下列哪一文明曾歷經王政、共和、帝國等各種統治型態，為後世政治研
究提供豐富的資料？

(A)巴比倫 (B)斯巴達 (C)古羅馬 (D)古埃及。

6. （Ｃ）就歐洲而言，耶穌對其文化上影響最大者為何？
(A)影響羅馬法典中以牙

還牙之法律觀點

(B)建立了善惡二元對立的宗教觀

(C)將歐洲文化中多神信仰改為一神信仰

(D)塑造了人死後可復活的生死觀。

7. （Ｄ） 神聖羅馬帝國在歷史上常被嘲諷為「既不神聖，又非羅馬，更談不上一個大帝國」，請問：後
世的歷史學家何以如此嘲諷神聖羅馬帝國？
(A)因皇帝即位未經由教宗加冕

(B)立國時間太短，不到 1 世紀就滅亡了

(C)神聖羅馬帝國不被其他國家承認 (D)皇帝並無實權，帝國內部呈現分裂狀態。
8. （Ｄ） 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中，成就最大的為查士丁尼，下列有關查士丁尼的敘述，何者正確？
(A)對外擴張領土，恢復羅馬帝國時期的疆域規模

(B)請專家整理希臘法律，制訂查士丁尼法典

(C)在小亞細亞興建聖索菲亞大教堂

(D)查士丁尼大帝死後，國勢逐漸衰弱。

9. （Ｂ） 當東西交流頻繁，商業活動興盛導致城市興起之際，卻因哪一項因素造成人心恐慌與人口大幅
減少，重挫了當時的經濟與社會？
(A)火藥的傳入 (B)黑死病的流行 (C)蒙古三次西征 (D)莊園經濟的崩解。
10. （Ｂ） 西元 13 世紀，蒙古三次西征對歐洲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A)促進城市發展

(B)促進東西文化的交流

(C)讓歐洲再無外患的威脅 (D)提升騎士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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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Ｃ） 下列有關文藝復興的敘述，何者正確？
(A)時間：西元 14～15 世紀
(B)緣起於英國
(C)代表著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再生與創造力的復興
(D)塞爾柱土耳其人不斷侵擾拜占庭帝國，學者避難西遷帶來希臘、羅馬典籍。
12. （Ｃ） 英法百年戰爭是英、法兩國王權提高的重要分水嶺，這場戰爭之所以引爆，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A)為了爭奪糧食

(B)為了爭奪歐洲霸權的地位

(C)為了爭奪法國王位繼承權 (D)為了爭奪英國王位繼承權。
13. （Ｄ） 西元

16 世紀，某國王因為婚姻問題而與教宗決裂，進而自立門戶，自己兼任該國教會領袖，

並藉機沒收羅馬教會的財產，擴張王權。請問：這位國王是誰？
(A)查士丁尼大帝

(B)查理曼大帝 (C)鄂圖一世 (D)亨利八世。

14. （Ｄ） 西元 17 世紀的科學革命改變了歐洲人的宇宙觀，有關科學革命的敘述，何者正確？
(A)科學革命主要是受啟蒙運動的影響 (B)在新方法的使用中，培根提出演繹法，笛卡兒修正歸納法
(C)集科學革命之大成者為哥白尼

(D)伽利略使用望遠鏡觀察天體運行，證實了哥白尼的學說。

15. （Ｂ） 西元 18 世紀又稱「革命的世紀」，其中爆發的美國獨立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都是反抗殖民政
權及專制王權，人民力量獲得空前勝利，並在保守的西方政局掀起濤天巨浪。請問：下列何項是兩者
的共同處？
(A)革命結束後均建立君主立憲制度 (B)革命的發生均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
(C)革命過程均處死國王

(D)革命後均制定三權分立的憲法。

16. （Ｄ） 誰的說法最接近亞當斯密的理論？
(A)小華：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財產是不可被剝奪的權利，如果政府非法破壞人民權利，人民可
以起而反抗

(B)小明：政府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應該分立，發揮彼此制衡的功能，以避免專制

獨裁的發生

(C)小英：人生而自由，人民是國家的主體，政府必須替大眾謀福利，以『公共意志』作

為立法的依據 (D)小花：政府不應該隨意干擾或控制經濟，而要讓市場的競爭主導一切。
17. （Ｃ） 路克寫了一篇報告，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大憲章」
、「清教徒革命」、
「權利法案」
、「責任內閣」
等，此報告最可能是探討下列何者？
(A)專制王權的興起 (B)帝國主義的形成

(C)議會政治的演進

(D)共產政權的建立。

18. （Ａ） 在西元 17 世紀英國國會與國王發生衝突，引發兩次革命，有關這兩次革命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光榮革命後擁立公主瑪麗及其夫婿威廉接任英王 (B)光榮革命後，英國改行共和體制
(C)清教徒革命後專制的詹姆士二世被處死

(D)清教徒革命後，確立國會成為最高立法機關。

19. （Ｂ） 「此項宣言深受洛克和盧梭等啟蒙學者思想以及美國獨立宣言的影響，其目的是為了改變法國
的封建制度和社會不平等而制定」，請問：此項宣言為何？
(A)大憲章

(B)人權宣言

(C)權利法案 (D)獨立宣言。

20. （Ｄ） 右表呈現某帝國的形勢演變，此帝國最可能是？
(A)奧匈帝國

(B)拜占庭帝國

(C)神聖羅馬帝國

(D)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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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形勢演變

13 世紀

興起於安納托力亞高原

16 世紀

掌控巴爾幹半島，邁向全盛時期

19 世紀

因俄國、英國、法國的侵略而衰弱

20 世紀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帝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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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題庫
1、 巴拿馬運河完成於西元 1914 年，全長約 82 公里，因為它縮短許多國家東西岸的海上運輸里程，可說是溝通兩大洋間的
海上捷徑。請問：下列哪一個國家縮短的里程最多？
(Ａ)巴西 (Ｂ)美國 (Ｃ)智利 (Ｄ)俄羅斯。
2、 附圖為某經濟組織內的活動狀況，請根據其特色加以判斷，該經濟組織應該為下列何者？
(Ａ)EU (Ｂ)UN (Ｃ)WTO (Ｄ)APEC。

3、 歐洲哪一個地區以山脈為地形骨幹，受到冰河作用的影響，冰蝕谷地相當發達，且在夏季時可以見到永晝現象？
東歐 (Ｂ)西歐 (Ｃ)南歐 (Ｄ)北歐。
4、 俄羅斯三面環海，但由於附表中哪些因素影響而不利於海上航運，成為該國對外發展的限制？
(Ａ)甲乙 (Ｂ)丙丁 (Ｃ)甲丙 (Ｄ)乙丁。
甲

(Ａ)

海岸線短缺乏港灣

乙 冬季時天寒港口冰凍
丙

沙質海岸海水較淺

丁 對外航線須經過他國
5、 中南美洲的熱帶栽培業發達，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來源，然而主要出口國的經濟卻多不穩定。請問：其主要因素為何？
(Ａ)工資大幅上漲 (Ｂ)市場價格波動 (Ｃ)產品不易運輸 (Ｄ)耕種面積不大。
6、 中南美洲國家受到開發過程的影響，形成當地的文化特色。附表為墨西哥的宗教信仰狀況，請問：表中甲宗教最可能為
下列何者？
(Ａ)基督教(新教) (Ｂ)東正教 (Ｃ)天主教 (Ｄ)伊斯蘭教。
墨西哥宗教（2010 年人口調查）
宗教

信仰人口比例

甲

82.7％

乙

9.7％

丙

0.2％

丁

4.7％

未指明
2.7％
7、 美國日前對於墨西哥祭出許多新措施，如在兩國邊境上築高牆以防止偷渡，並要求設置於墨西哥的公司回美國生產，造
成兩國間的緊張關係。下列哪一個國家和這兩國同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成員，最有機會成為和事佬？ (Ａ)巴西
(Ｂ)阿根廷 (Ｃ)加拿大 (Ｄ)智利。
8、 冰島利用本身具有的哪些天然資源作為能源，發展溫室農業、煉鋁工業？
(Ａ)水力、太陽能 (Ｂ)水力、煤礦 (Ｃ)地熱、石油 (Ｄ)地熱、水力。
9、 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脈為陸地上最長的山脈。請問：該地區受到地形的影響，形成何種氣候特色？ (Ａ)降水東多西少 (Ｂ)
終年乾燥少雨 (Ｃ)氣溫垂直變化 (Ｄ)日夜溫差大。
10、 土耳其是世界上少數橫跨不同洲的國家之一，請問這個不大的跨洲國家，國土跨越哪兩大洲？
(Ａ)歐洲、美洲 (Ｂ)亞洲、非洲 (Ｃ)歐洲、亞洲 (Ｄ)北美洲、大洋洲。
11、 西亞地區的農業活動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其發展的共同特徵為何？
(Ａ)地形平坦 (Ｂ)土壤肥沃 (Ｃ)水源灌溉 (Ｄ)氣候炎熱。
12、 電影《神鬼奇航》描述加勒比海的海盜活動，劇情相當引人入勝。請問：加勒比海位於下列哪一個地區？ (Ａ)東南亞
(Ｂ)北美洲 (Ｃ)南歐 (Ｄ)中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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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巴勒斯坦被稱為中東的火藥庫，其原因之一為 1948 年以色列建國之後，形成了哪兩個教派之間激烈的衝突？
(Ａ)猶太教、基督教 (Ｂ)猶太教、伊斯蘭教 (Ｃ)猶太教、天主教 (Ｄ)基督教、伊斯蘭教。
14、 智利為全世界最狹長的國家，跨越許多緯度，形成多樣化的區域特色。日前智利北部某處受到聖嬰現象影響，水氣增加，
景觀由一望無盡的沙漠變成粉紅花海，如海市蜃樓般讓人嘖嘖稱奇。請問：上文中的沙漠變花海的地區有哪一條緯線
經過？
(Ａ)北回歸線通過 (Ｂ)赤道通過 (Ｃ)南極圈通過 (Ｄ)南回歸線通過。
15、 俄羅斯為世界面積最大的國家，然而境內除了下列哪一個地區外，大部分皆不利於農業活動的發展？
(Ａ)西部西伯利亞平原 (Ｂ)中部西伯利亞高原 (Ｃ)東部西伯利亞山地 (Ｄ)歐俄平原。
16、 王教授觀察美國農業的經營方式，發現和臺灣大不相同。請問：美國的農作特色主要為下列何者？ (Ａ)集約生產、單
一作物 (Ｂ)集約生產、多樣作物 (Ｃ)粗放生產、單一作物 (Ｄ)粗放生產、多樣作物。
17、 美國東南部大西洋沿岸受到暖流的影響，加上信風終年吹拂，形成下列哪一種氣候類型？
(Ａ)溫帶大陸性氣候 (Ｂ)夏雨型暖溫帶氣候 (Ｃ)高地氣候 (Ｄ)溫帶海洋性氣候。
18、 受到地球自轉作用及高低氣壓的影響，各緯度形成不同的行星風向，對於各地區的氣候影響甚大。請問：下列何種氣候
帶的分布地區受到西風的影響最為明顯？ (Ａ)熱帶 (Ｂ)副熱帶 (Ｃ)溫帶 (Ｄ)寒帶。
19、 俄羅斯境內的石油礦產豐富，輸出金額已達國內生產毛額的 40 ％。請問：該國的石油對外輸出多利用何種方式？ (Ａ)
油輪 (Ｂ)油罐車 (Ｃ)鐵路 (Ｄ)管線。
20、 吳媽媽今年要到南歐的巴爾幹半島及義大利半島中間的海域旅行，在當地她將見到何種雄偉的地形景觀？ (Ａ)石灰岩
地形 (Ｂ)沙漠地形 (Ｃ)冰河地形 (Ｄ)火山地形。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B

2

A

3

D

4

D

5

B

6

C

7

C

8

D

9

C

10

C

11

C

12

D

13

B

14

D

15

D

16

C

17

B

18

C

19

D

2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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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題庫
1. 老鷹是食物鍊的最頂端，也是環境的指標，推估日治時代台灣老鷹的數量達 5000 隻以上，甚至上萬隻，
民國 50 年後，台灣引進農藥，老鷹的數量才慢慢減少。近年政府停辦滅鼠週、毒鳥事件減少及友善農
業的推廣，讓老鷹生存的壓迫有了緩解。台灣猛禽研究會 2016 年歲末年終調查，台灣黑鳶（老鷹）比
2015 年增加了 200 隻，總數 626 隻，研究會表示，這代表了友善土地的觀念和行為逐漸在醱酵。請問：
上文內容與下列哪項經濟原理最有關聯？
(A)綠色消費 (B)量能原則 (C)機會成本 (D)永續發展。
2. 安安因為想買一台腳踏車，所以想利用寒假去速食店裡打工，可見他今年至少已年滿幾歲？
(A)二十歲 (B)十八歲 (C)十六歲 (D)十五歲。
3. 政府隨油徵收的空氣污染防治費，專款專用於改善空氣品質。請問：空污費的徵收是政府可利用何種措
施來減少環境問題的發生？
(A)外部成本內部化 (B)開發替代能源

(C)獎勵綠色消費 (D)縮小貧富差距。

4. 本田因公司經營結束營業而被資遣，有關他失業的敘述何者正確？
(A)失業的原因是個人想轉換工作

(B)根據勞動基準法的規定可請領失業給付

(C)參加職業訓練主要可提升工作能力 (D)失業給付屬於政府「社會救助」的福利政策。
5. 食品飲料摻雜塑化劑的風波愈演愈烈，許多食品飲料業者主動送驗自清，這是哪種行為的具體表現？
(A)重視消費者權益 (B)保障員工權益 (C)重視環境保護 (D)從事社會公益
6. 右表是小美蒐集到的理財資訊，由資料判斷，她想選擇哪一種投資理
財工具?
(A)民間互助會 (B)共同基金 (C)銀行存款 (D)外幣存款。
7. 綠色消費是指消費者選購產品時，應考量產品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與衝擊，並選擇對環境傷害較少甚至有
利的產品。下列敘述符合綠色消費的有幾項？
(甲)選購包裝精美又繁複的禮物 (乙)選購具有節能標章的產品
(丙)廠商跳樓大拍賣，只要便宜就多多消費 (丁)選擇再生紙漿製成的紙製品
(A)一項 (B)二項 (C)三項 (D)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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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溫室效應」為世界各國共同關心的議題，主要源自於各國工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使得溫室效應增強，
導致氣溫上升，而造成氣候的異常變化。此種為了經濟發展犧牲自然環境的現象，隱含了何項經濟學概
念？
(A)機會成本 (B)外部效益 (C)供需原理

(D)需求法則

9. 面對日漸增加的用電需求，興建電廠勢在必行。經濟部表示：以核能、水力或火力、風力，乃至太陽能
等均是未來考慮的方向。請問：經濟部面臨的是什麼選擇？
(A)如何生產 (B)生產什麼 (C)為誰生產 (D)生產多少。
10. 小丸子的姐姐在加油時，以信用卡付帳，這是因為信用卡具有哪些功能？
(甲) 作為交易媒介 (乙)債務延遲支付 (丙)具有無限法償 (丁)突顯尊貴身分。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11. 臺灣曾經是鞋子王國，現在則是資訊產品王國。下列何者可以說明此種轉變？
(A)鞋子的機會成本降低，資訊產品的比較利益增加
(B)鞋子的機會成本增加，資訊產品的比較利益下降
(C)鞋子的比較利益降低，資訊產品的機會成本下降
(D)鞋子的比較利益增加，資訊產品的機會成本增加
12. 下列有關國際貿易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國際貿易是負擔能力原則的應用
(B)我國與日本貿易逆差，是代表進口總值＜出口總值
(C)美金匯率由 1:30 變為 1:32，表示新臺幣升值，美金貶值
(D)新臺幣升值，美金貶值時，有利於臺灣進口貿易。
13. 秋本在網路上購買了一雙美國設計、中國製造、臺灣銷售的 NIKE 球鞋。此一商品由生產至銷售的過程，
突顯出經濟學中的哪些現象？(甲)分散風險；(乙)供需法則；(丙)國際分工；(丁)國際貿易；(戊)比較利益
(A)甲乙戊

(B)甲丙丁

(C)乙丙戊 (D)丙丁戊。

14. 大原畢業於日文系，同時精通書法和棉紙撕畫；如果他去日商公司上班，月薪 3 萬元；如果他寫書法出
售，每月可得 2 萬元；如果製作撕畫出售，每月可得 4 萬元。請問：他選擇寫書法出售，每個月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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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多少？
(A)4 萬元 (B)3 萬元

(C)2 萬元 (D)1 萬元。

15. 受「一例一休」衝擊，企業人事成本增加，多家餐飲業者以漲價因應，甚有餐飲集團以新增公休日為對
策。對此，某政府機關表示，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近期會緊盯物價，並調查是否有聯合行為，餐
飲業會在觀察名單之列。請問：上述報導中的機關是指：
(A)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B)公平交易委員會 (C)消費者保護處 (D)消費者權益促進會。
16. 下列哪個例子能夠用右邊的附圖說明？
(A)高鐵實施「早鳥」優惠後，搭乘高鐵的人數
(B)預期下週衛生紙大漲，本週對於衛生紙的購買量
(C)颱風過後，一般家庭對於採購的葉菜類數量
(D)國際麵粉價格上漲，市場上蛋糕的銷售量。
17. 由於貨幣數量的控制及匯率對民生經濟影響甚鉅，我國規定偽造貨幣者，可處死刑。由此可知偽造國幣
須負何種法律責任？
(A)民事責任 (B)刑事責任 (C)行政責任 (D)政治責任。
18. 某石化工廠近來接連發生大火，若政府要求該工廠負起空氣汙染責任，增加防火防災設備，則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廠商必須強化「企業才能」才能達到政府的要求 (B)該石化產品的市場需求線將向右移動
(C)廠商必須增加「自然資源」這項生產要素以符合政府的要求
(D)該石化產品的市場供給線將向左移動。
19. 假設兩津跟同事經營一家以人計費吃到飽的燒烤店，他在門口張貼不同時段的價目表。請問：該價目表
係根據下列哪個經濟學法則所設計？
(A)比較利益法則

(B)供給需求法則 (C)分散風險原則 (D)負擔能力原則。

時段

平日(元/小時)

假日(元/小時)

10：00～12：00

100

150

12：00～14：00

140

200

17：00～19：00

180

250

19：00～22：00

16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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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當市面上大部分物價上漲超過合理範圍時，為避免金融危機，政府中哪一個單位會採取相關貨幣政策因
應？ (A)法務部 (B)中央銀行 (C)台灣銀行 (D)內政部。
1-5
DDACA
6-10
CBAAA
11-15
CDDAB
16-20
BBD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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