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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1.（   ）住在印尼首都的友祥為虔誠的伊斯蘭教信徒， 

    今年他前往西亞該教聖地朝拜時發現:當地與他的居 

    住地在氣候上有何共同特徵？ (Ａ) 副熱帶高氣壓 

    壟罩 (Ｂ) 全年乾燥少雨 (Ｃ) 均屬熱帶氣候  

  (Ｄ) 全年有西風吹拂帶來豐沛降雨。 

2.（   ）有五海之地之稱的西亞卻以乾燥氣候為主 

，這和下列哪一項因素的關係最為密切？ (Ａ) 五海 

多以內陸湖泊為主 (Ｂ) 熱帶低氣壓籠罩 (Ｃ) 西 

風終年吹拂 (Ｄ) 副熱帶高氣壓籠罩。 

3.（   ）伊朗於 2017 年 發射中程彈道飛彈，美國擬 

對伊朗實施新的經濟制裁，預計將全面性貿易中止， 

此結果會嚴重影響下列何者的外銷？ (Ａ) 棉花  

(Ｂ) 石油 (Ｃ) 黃金 (Ｄ) 煤礦。 

4.（   ）西亞的主要地形區中，哪一個屬於古老的地 

質構造，因此有利於礦產的蘊藏及開採？ (Ａ) 阿拉 

伯高原 (Ｂ) 伊朗高原  (Ｃ) 安納托力亞高原  

(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 

5.（   ）柏霖寒假預定到阿聯體驗阿拉伯人的風土民 

情，以下有關當地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居民愛 

吃豬肉  (B) 居民生活起居深受古蘭經影響  (C) 穆 

斯林不分男女皆披戴頭紗蒙面  (D) 居民每日五次向 

北方朝拜。 

6.（   ）哈薩克國旗圖中的太陽 

及翱翔的老鷹展翅，反映出當地 

的自然環境。該國陽光普照，少有陰雨的主要原因為 

何？ (Ａ) 地勢高聳 (Ｂ) 低壓籠罩 (Ｃ) 高壓籠罩  

(Ｄ) 位居內陸。 

7.（   ）「這裡的駱駝數量頗多，且非 

常適應當地的氣候。一般人都用馬來賽 

跑，這裡卻用駱駝來賽跑。」該國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Ａ) 

希臘 (Ｂ) 土耳其 (Ｃ) 伊拉克 (Ｄ) 義大利。 

8.（   ）沛珊教授為著名的水利專家，她若欲前往實 

際觀察滴灌灌溉的情況，則應該到下列哪一國家？  

(Ａ) 以色列 (Ｂ) 伊朗 (Ｃ) 伊拉克 (Ｄ) 沙烏地 

阿拉伯。 

9.（   ）西亞地區為黑金的全球重要產地，當地較為重 

   要的石油生產國中，未包括下列何國？  

   (Ａ) 科威特 (Ｂ) 阿聯 (Ｃ) 以色列 (Ｄ) 伊朗。 

10.（   ）2011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巴比倫之子》內 

容講述西亞地區戰亂不斷，小孩在烽火連天中尋找親 

人的過程。片名中的「巴比倫」，其遺跡位於水源豐富 

的肥沃月灣，此故事的背景最可能發生在今日哪一個 

國家？ (Ａ) 伊拉克 (Ｂ) 敘利亞 (Ｃ)以色列  

(Ｄ) 約旦。 

 

 

 

 

二、選擇式填圖題： 

 (1) 11~15 題請依據圖一西亞國家分佈圖回答問題： 

 

 

 

 

 

 

 

   

   

 

       

                                      圖一 

11.（   ）西亞傳統的兩河流域文明歷史悠久，其發生地區主

要位於圖中何處？ (Ａ) 甲 (Ｂ) 己  

(Ｃ) 子 (Ｄ) 戊。 

12.（   ）承上題，以下有關此國家的敘述，何者正確 

     ？   (A) 此國家為以色列     (B) 農業灌溉以地下深 

      井為主      (C) 全境屬於溫帶沙漠氣候     

     (D) 屬於ＯＰＥＣ會員國 。 

13.（   ）有『歐亞陸橋』之稱的土耳其，位於圖一中何 

    處？    (A) 甲    (B) 乙    (C) 庚     (D) 子 。   

14.（   ）西亞的杜拜正積極發展觀光業活動，著名的 

    帆船飯店吸引了全球消費者的目光。若正龍欲前往體   

   驗當地觀光應前往圖一中哪一國家？  

   (Ａ) 庚   (Ｂ) 丁   (Ｃ) 辛   (Ｄ) 壬。 

15.（   ）點圖在地圖上通常可以呈現特色主題分布的 

疏密狀況。在西亞的人口分布點圖中，以下列圖一哪 

一個地區的人口分布密度最高？  

    (Ａ) 甲 (Ｂ) 己     (Ｃ) 戊 (Ｄ)  丑。 

16. (    )有位中國老農夫回憶：「當時人人將鍋、鏟全丟進煉  

  鐵爐燒煉。因為上級交代蓋一條用來運鋼的道路，所以只 

  好將墓塚石頭拿去墊路基，但我們一直沒有煉出夠多的數 

  量，讓卡車來載運。」請問上述情況最可能發生在哪一時 

  期的中國？ (A)土地改革     (B)大躍進  

  (C)文化大革命   (D)改革開放 

17.(     )毛澤東執政時，喊出經濟上「超英趕美」的口號， 

  在外交上逐漸則想擺脫下列哪個國家的約束呢？  

 (A)美國 (B)蘇聯 (C)英國 (D)法國 

18.(     )右圖是描繪中國某時期出現的情景，根據內容判 

  斷，此圖最可能呈 現下列何  

  者？  

  (A)土地改革      

  (B)大躍進  

  (C)文化大革命    

  (D)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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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55 年，亞洲、非洲許多國家在印尼召開會議，主    

  張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合作；1960 年代，印度、埃  

  及等國發起「不結盟運動」，參與國家強調獨立自主和不與    

  美、蘇強權結盟。請問：上述會議與不結盟運動，最可能 

  反映出下列何者？  

  (A)太平洋戰爭的結束  (B)冷戰時代的對峙  

  (C)共產世界的瓦解    (D)兩次石油危機 

20.(     ) 1952 年 6 月，某國艦隊司令來臺後，在會議中致詞： 

  「目前本艦隊雖在韓國負有作戰任務，好在距離不遠，如 

   能預知匪犯臺灣之行動，至少兩日即可趕來協助。」請問： 

   這位艦隊司令最有可能來自下列哪一國家？    

   (A)美國 (B)蘇聯 (C)英國 (D)法國 

21.(     )二十世紀起，美國積極介入國際事務。1950 年代起， 

   東亞某一場以美軍為主力的軍事行動中，美國除了原子彈 

   沒有動用外，幾乎把當時的尖端武器如直升機等都用上 

   了，付出三十多萬傷亡的代價，最終還是被迫撤離。請問： 

   這場軍事行動的地點，最有可能是在下列何地？  

   (A)朝鮮半島 (B)菲律賓 (C)越南 (D)泰國 

22.(     ) 某書寫到：「此時只有軍心渙散、無法提供足夠防 

   護力的軍人來保護美國大使館，首都市區已經陷於火海之 

   中，美國艦隊已經在外海待命，等的就是一聲令下，開始 

   撤離行動。」請問：符合該書描述的時地選項是下列何者？   

   (A)1949 年，南京        (B)1953 年，韓國漢城 

   (C)1975 年，越南西貢    (D)1978 年，臺北 

23.(     )1950 年代起，美國因應共黨國家在東亞的擴張，聯 

   合友好國家採取圍堵政策。請問：下列選項中，何者是圍  

   堵政策的產物？ 

   (A)不結盟運動       (B)雅爾達密約       

   (C)東南亞公約組織   (D)東南亞國家協會 

24.(     )1954 年，美國某位國務卿召開記者會，宣告即將與 

   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簽約，是要讓兩國未來的共同軍事合 

   作，能有長期正式條約作為依據。請問：該約最可能為下 

   列何者？ 

   (A)開羅宣言      (B)臺灣關係法    

   (C)雅爾達密約    (D)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25.(    )小琳的村子裡有一幅壁畫（如右圖），旁邊題了一首 

   打油詩「肥豬賽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殺一口，足夠吃   

   半年」，宣傳 1958 年中國開始進行的某項運動成果。請問 

   這項運動的名稱 為何？ 

   (A)土地改革    

   (B)大躍進   

   (C)文化大革命   

   (D)改革開放 

26.(     ) 1950 年，朝鮮 

   半島爆發「韓 戰」，中 

   華人民共和國對韓戰所持的態度為何？  

   (A)採中立政策          (B)聯合美國對抗南韓  

   (C)聯合蘇聯對抗北韓    (D)出兵支援北韓。 

27.(     )二戰結束之後，世界上出現許多地區性的組織，這 

   些國家因彼此的文化背景、地理空間、政治利益等因素  

   而結盟，例如：東南亞公約組織。請問：這能反映出當時    

   的何種國際趨勢？  

   (A)區域統合   (B)民族自決  

   (C)民主改革   (D)共產革命。 

28.(     )有關近代朝鮮半島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二次大戰結束後，朝鮮半島分裂為南韓與北韓    

   (B)中共進攻南韓導致韓戰爆發  

   (C)韓戰結束後，南、北韓以停戰線為界            

   (D)北韓為共產國家，南韓為民主國家。 

29.(     )二戰結束之後，全球形成兩大陣營的對立，雖雙方 

   氣氛緊張，但卻只有區域衝突，並未爆發全面戰爭，被稱 

   為「冷戰」。請問：此時期的兩大陣營與領導國家的配對，  

   何者正確？  

   (A)共產國家－中國；反共國家－印尼      

   (B)聯合國－美國；不結盟－中國 

   (C)歐盟－德、法；東協－蘇聯            

   (D)共產國家－蘇聯；反共國家－美國 

30.(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面對蘇聯共產勢力的擴 

   張，美國採取何種策略？ 

   (A)圍堵政策   (B)姑息政策    

   (C)退讓政策   (D)中立政策。 

31.(     ) 根據附圖情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行政機關必要時可違反法律以保障人民權利 (Ｂ)行    

    政法規的目的在於限制人民權利的行使 (Ｃ)行政法規 

    只約束人民，不約束行政機關 (Ｄ)行政機關執行公權力 

    必須依據法律。 

32.(     ) 附圖中小馬所談到的法規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社會秩序維護法》 (Ｂ)《民法》 (Ｃ)《刑法》 (Ｄ)  

   《憲法》。 

33.(      ) 下列法規中，屬於行政法規的有哪幾項？(甲)《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乙)《廢棄物清理法》(丙)《刑法》 

    (丁)《民法》(戊)《社會秩序維護法》  

    (Ａ)甲丙丁 (Ｂ)甲乙戊 (Ｃ)乙丁戊 (Ｄ)丙丁戊。 

34.(      ) 行政機關做出各種行政處分時，必須遵守行政法 

    規的相關規定。人民若是違反行政法規，將會受到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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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的制裁，並負起何種責任？ (Ａ)民事責任  

    (Ｂ)刑事責任 (Ｃ)行政責任 (Ｄ)道義責任。 

35.(     ) 附圖為一則網路新聞，根據內容判斷，關於未繳納 

    保費的處罰，與下列何者所應負起的法律責任相同？ 

網路新聞 

國民年金保險新措施！勞保局指出，9 月

起將隨機挑選 200 名國保欠費者，分階段

發出催繳通知，如未在期限內繳清保費，

將依法處 3,000～15,000 元罰單。 

    (Ａ)騎乘機車闖紅燈 (Ｂ)不小心摔壞同學手機  

    (Ｃ)偷取超商內物品 (Ｄ)撿到 10 萬元占為己有。 

36.(     ) 附圖應為下列哪一個案件的行政救濟示意圖？ 

 

    (Ａ)曉蕾下班途中遭摩托車撞傷 (Ｂ)婷婷要求兄長負起 

    扶養父母的義務 (Ｃ)阿如開的燒肉店被主管機關勒令 

    歇業 (Ｄ)小琪與人發生肢體衝突受傷送醫。 

37.(      ) 阿康每年均依照規定繳稅，而臺北市國稅局卻通 

    知他補繳前年的所得稅，阿康對這樣的行政處分不服氣。 

    在法律上阿康可依什麼途徑來保障自己的權利？ (Ａ) 

    向市政府提出民事訴訟 (Ｂ)向立法院請願 (Ｃ)到法院 

    提刑事訴訟 (Ｄ)向財政部提起訴願。 

38.(      ) 附圖為一則網路新聞，根據內容判斷，人民不服 

     此處分時，採取之救濟程序為何？ 

網路新聞 

演習警報發放後，人、車應按規定接

受憲、警及民防人員指揮，進行疏散

避難。萬安 39 號演習時，高雄市一名

男子穿恐龍裝逛大街，違反《民防法》

遭開罰 6 萬元罰鍰。 

    (Ａ)刑事救濟程序 (Ｂ)民事救濟程序 (Ｃ)行政救濟程    

    序 (Ｄ)自力救濟程序。 

39.(      ) 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父 

   母、監護人對兒少應負保護的責任，若是父母、監護人未 

   善盡職責，可能會受到什麼處罰？(甲)罰鍰(乙)沒收(丙)親   

   職教育輔導(丁)褫奪公權  

   (Ａ)甲乙 (Ｂ)乙丙 (Ｃ)甲丁 (Ｄ)甲丙。 

40.(      ) 老師要求同學搜尋某項法律的資料，以下是第二 

    組提供的搜尋結果。請問：這項法律應該是下列何者？ 

政府對兒童及少年應提供家庭諮詢服

務、親職教育、醫療照顧，以及適當的

休閒、娛樂及文化活動。 

    (Ａ)《少年事件處理法》 (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 (Ｃ)《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Ｄ)《刑法》。 

41.(    ) 盈盈時常在聯絡簿的生活札記中記錄日常的所見所 

    聞。根據圖中內容判斷，這跟哪一部法律的落實有關？ 

 
    (Ａ)《性別平等教育法》 (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 (Ｃ)《國民教育法》 (Ｄ)《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 

42.(     ) 根據以下資料，在處理少年刑事案件與少年保護事 

    件時，甲、乙、丙三者的身分依序為何？ 

甲：於假日對少年施以品德教育。 

乙：審理少年案件，可要求少年寫悔過書。 

丙：偵查、起訴少年刑事案件。 

    (Ａ)少年保護官、檢察官、法官 (Ｂ)少年保護官、法官、 

    檢察官 (Ｃ)法官、檢察官、少年保護官 (Ｄ)檢察官、 

    少年保護官、法官。 

43.(     ) 少年法院（庭）在審理少年犯罪時，若認為其犯罪 

    情節輕微，或未滿 14 歲者，接受保護處分，依個別情形 

    安排少年接受下列哪些處置？(甲)有期徒刑(乙)訓誡(丙) 

    假日生活輔導(丁)拘役(戊)保護管束  

    (Ａ)甲乙戊 (Ｂ)乙丙戊 (Ｃ)丙丁戊 (Ｄ)甲丁戊。 

44.(      ) 少年犯下情節輕微的罪時，法律會用哪些常見的 

    方式來處罰？(甲)保護管束(乙)感化教育(丙)訓誡(丁)罰 

    金(戊)拘役  

    (Ａ)甲乙丙 (Ｂ)甲乙丁 (Ｃ)乙丁戊 (Ｄ) 甲乙戊。 

45.(      ) 1949 年，因國共情勢惡化，政府頒布戒嚴令限制 

    人民各種自由，此後民眾可能未經公開審判便被拘留或 

    槍決。依照今日法律，此種做法違背哪種原則？ (Ａ)誠 

    實信用原則 (Ｂ)主權在民原則 (Ｃ)無罪推定原則   

    (Ｄ)罪刑法定原則。 

 

 

    答  案： 

 1~10 CDBAB DCACA 

11~20 DDACC BBCBA   

21~30 CCCDB DABDA 

31~40 DABCA CDCDB 

41~45 BBB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