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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元 1947 年左右到 1980 年代間，臺灣的原住民族在行政上通常被稱為： 
高山族 高砂族 山地同胞 蕃人 

2 臺南市東山區目前仍保有公廨、拜壺、祭阿立祖的傳統信仰與祭祀活動，關於這些文化活動的正確敘述為： 
是高山族的多神信仰 是平埔族的靈魂崇拜 是漢族唐山祖的延續 是客家族群的傳統祭祀 

3 臺灣總督府對臺灣原住民所展開的 大規模血腥鎮壓事件是： 
苗栗事件 西來庵事件 雲林事件 霧社事件 

4 臺灣原住民中以木雕藝術知名的是那一族？ 
排灣族 泰雅族 布農族 阿美族 

5 下列那一族有百步蛇崇拜的信仰？ 
魯凱族 布農族 泰雅族 鄒族 

6 傳說中與矮黑人有關的「矮靈祭」，是原住民那一族的祭典？ 
泰雅族 賽夏族 邵族 排灣族 

7 下列那一本著作是中國人記錄臺灣原住民生活 早且 詳實的一本？ 
陳夢林《諸羅縣志》 丁紹儀《東瀛識略》 陳第《東番記》 孫元衡《赤嵌集》 

8 下列原住民族主要分布地區不在臺灣本島的是那一族？ 
阿美族（Amis）  魯凱族（Rukai） 
道卡斯族（Taokas）  雅美族（Yami）／達悟族（Tao） 

9 宣布終止動員勘亂時期，廢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使海外異議人士能夠入境返鄉的總統是那一位？ 
嚴家淦 蔣經國 李登輝 陳水扁 

10 臺灣自西元 1964 年推行何種措施，使人口成長率顯著下降？ 
移民計畫 健康計畫 家庭計畫 職訓計畫 

11 臺灣在西元 1950 年代，那一種民意代表未開放直接民選？ 
鄉代表 縣議員 省議員 立法委員 

12 發生於西元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又可稱為： 
中壢事件 橋頭事件 苗栗事件 高雄事件 

13 透過現代舞的表演方式，融入傳統文化的美學精神，將舞蹈推向世界舞臺的臺灣團體是： 
優人神鼓 明華園 雲門舞集 屏風表演班 

14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確立佃農的全年主要作物至少可「保留」收穫總量多少？ 
 37.5%  54.5%  62.5%  70.5% 

15 下列何者為臺灣出身的美術畫家？ 
張大千 李梅樹 溥心畬 黃君璧 

16 西元 1970 年代發生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官方為圍剿鄉土文學，而將其認定為： 
工農兵文學 社會寫實文學 浪漫主義文學 鄉土認同文學 

17 下列關於日治時期學校的敘述，何者正確？ 
「公學校」專收原住民子弟 「臺北高等學校」是日治時期臺灣 高教育機構 
「國語學校」是讓臺灣兒童學習國語的地方 「高等女學校」提供女性公學校畢業後升學管道 

18 日本統治臺灣以後，在當初來臺接收時的登陸地點建了一個「登陸紀念碑」，後來被改為「抗日紀念碑」。

該碑位於現在什麼地方？ 
三貂角 澳底 淡水 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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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協會透過舉辦演講與座談，進行臺灣人的文化啟蒙，其中主要的機關報為何？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民報 臺灣新生報 臺灣大眾時報 

20 西元 1921 年起，林獻堂、蔡培火等人連續 15 年向日本國會提出請願運動，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帝國議會選舉權 撤廢六三法 成立臺灣議會 釋放政治犯 

21 臺灣縱貫鐵路的完成，主要是在何時？ 
劉銘傳治臺時期 日治時期 臺灣戰後初期 中央政府播遷來臺之後 

22 鑑於國內外情勢不利於經濟發展，臺灣政府於西元 1985 年成立「經濟革新委員會」，提出「三化」新策略，

包括促進自由化、制度化，以及： 
民主化 透明化 資訊化 國際化 

23 日治時期，公立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特重推廣日語，其主要目的在於貫徹： 
漸進政策 非同化政策 同化政策 標準化政策 

24 日治時期，日本對臺灣社會的三大陋習採漸禁改革政策，此三大陋習不包括： 
吃檳榔 纏足 辮髮 吸食鴉片 

25 清朝管理臺灣初期採取「為防臺而治臺」的消極性政策，由於下列那一事件的刺激，清廷治臺態度才轉趨積

極？ 
林爽文事件 戴潮春事件 大南澳事件 牡丹社事件 

26 清代閩粵移民渡臺之後的地域分布，與下列何種因素無關？ 
原鄉的生活習慣  臺灣各地的水源、地利等農墾資源 
分類械鬥所造成的族群遷徙 官方直接介入 

27 如欲研究荷蘭時期的臺灣史，下列何者 具直接史料的價值？ 
淡新檔案 熱蘭遮城日記 岸裡大社文書 臺陽見聞錄 

28 清末沈葆楨積極從事海防建設，在安平建築的新式炮台為： 
億載金城 紅毛城 安平古堡 大沽炮台 

29 在清代時期臺灣各地興修的水利工程中，下列何者係由漢人與原住民之間透過「割地換水」的方式興修而成？ 
瑠公圳 八堡圳 曹公圳 猫霧捒圳 

30 臺南市列級古蹟中，以下那個景點不是荷治時期的遺跡？ 
曾振暘墓 德記洋行 赤崁樓 大井頭 

31 臺灣開港之後，西方傳教士在臺灣南部傳教者眾，其中 有影響力的是那一位？ 
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 戴仁壽（George Gushue Taylor） 

32 清廷治理臺灣陸續設置地方行政單位，下列那一個行政區是 晚設立的？ 
諸羅縣 彰化縣 淡水廳 噶瑪蘭廳 

33 臺灣原住民的語言屬於那一種語系？ 
南島語系 印歐語系 阿爾泰語系 漢藏語系 

34 臺灣在清代設置的佛寺殿堂中，設有較完整之環繞迴廊者： 
臺南關子嶺大仙寺 鹿港龍山寺 臺北龍山寺 臺南開元寺 

35 那一個都市觀光資源不是以傳統產業為其特色？ 
大甲草蓆 蘇澳木屐 平溪天燈 坪林茶業 

36 每年農曆 3 月 5 日開始由各大姓輪流出錢演出之家姓戲，是指臺北何廟宇的知名活動？ 
大龍峒保生大帝祭 淡水迎祖師爺祭 大稻埕霞海城隍祭 艋舺青山王宮祭 

37 加拿大長老會的牧師馬偕博士在臺傳教 29 年，拔了四萬顆牙齒，建立 60 所教堂，並創立今天的臺灣神學院、

真理大學前身的： 
劍橋學堂 牛津學堂 長榮大學 玉山神學院 

38 由於那些交通路線陸續通車，使得臺中－彰化連成一氣，成為臺灣第三大都會區？①中彰快速道路 ②中山

高速公路 ③臺灣高速鐵路 ④中投快速公路 
②④ ②③ ①④ ①② 

39 「港口茶」是那一地區的特產？ 
大溪 恆春 汐止 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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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陳先生家住臺北市文山區，計畫全家開車到新北市土城、桃園市大溪與新竹縣關西等地進行一趟淺山丘陵地

區的客家知性之旅，他應該走那一條高速公路？ 
中山高速公路 水沙連高速公路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蔣渭水高速公路 

41 有關金門的發展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金門開發相當早，早於西元前即有人居住 
金門本多風害，飛沙蔽天，嗣有國軍造林，對金門綠化貢獻卓著 
民國 38 年古寧頭一役，金門成為捍衛臺澎金馬的前哨 
金門曾經實施「戰地政務」（軍事管制），因而保留了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 

42 下列那一項活動不是在臺北市舉辦？ 
國際花卉博覽會 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設計大展 世運會 

43 宜蘭三星蔥稱呼的由來是： 
依農產品分級 包裝袋印有三顆星標誌 生產於三星鄉 學名稱謂 

44 下列那一項是臺灣中北部丘陵區主要種植的作物？ 
甘蔗 茶 檳榔 樟腦 

45 每年正月十五野柳舉行「神明淨港」儀式，至今百餘年，此臺灣獨特元宵節活動在那一個國家風景區內？ 
雲嘉南濱海 東北角暨宜蘭 北海岸及觀音山 大鵬灣 

46 就「天然氣」生成與儲存的海洋環境來判斷，下列那一地區海域發現天然氣的機會 低？ 
臺東縣 臺南市 澎湖縣 新竹縣 

47 「大稻埕千秋街店屋」是臺北市以雜貨店店屋背景被指定的文化資產。清代時期這裡是何種商業買賣的聚集

地？ 
茶葉 糖業 樟腦 布匹 

48 在臺灣出土的文化遺址中，下列何者屬於鐵器時代？ 
圓山文化遺址 十三行文化遺址 大坌坑文化遺址 左鎮文化遺址 

49 泰雅族是臺灣第三大原住民族群之一，有關泰雅族的敘述，何者錯誤？ 
主要分布於中央山脈地區 女子臉部刺青為 V 字形 
衣服染布以紅白色為主  部落為母系社會組織 

50 「農曆二月初二誕辰」、「工商業每逢初二、十六做牙」、「農耕每逢初一、十五犒軍」，以上敘述是關於

臺灣信仰中之那一神明？ 
關聖帝君 土地公 玄天上帝 王爺 

51 臺灣原住民族之祭典活動中，戰祭（Mayasvi 瑪雅斯比）是那一個原住民族的重要祭典？ 
太魯閣族 賽德克族 賽夏族 鄒族 

52 臺灣山脈有①玉山山脈 ②阿里山山脈 ③雪山山脈 ④中央山脈 ⑤海岸山脈等，若由東向西排列，依序

為： 
⑤③④①② ⑤④③①② ⑤③④②① ⑤④③②① 

53 臺灣著名的月世界惡地地形是屬於： 
泥岩 礫岩 頁岩 砂岩 

54 下列那一選項中的離島全是火山島？ 
綠島、蘭嶼、金門  龜山島、綠島、基隆嶼 
蘭嶼、東沙島、馬祖  澎湖群島、東沙島、花瓶嶼 

55 臺灣重要水資源來源主要是那兩種降雨類型？ 
颱風雨、地形雨 梅雨、地形雨 對流雨、地形雨 梅雨、颱風雨 

56 因豐富的海蝕奇景可媲美北海岸的野柳，而被稱為小野柳，其位於何處？ 
花蓮 臺東 宜蘭 屏東 

57 在臺灣那一個區域從事旅遊活動時， 容易遇上地震？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東部區域 

58 灰面鷲每年十月會大量飛抵臺灣，所以又稱為「國慶鳥」。在秋高氣爽的假日，那一處國家公園是 佳的賞

「國慶鳥」選擇？ 
玉山國家公園 雪山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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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大屯山的火山錐與澎湖火山熔岩台地產生原因有何不同？ 
熔岩性質不同 岩層性質不同 侵蝕營力不同 侵蝕時間長短不同 

60 「臺灣水資源館」為一處提供遊憩休閒且具教育功能之場所。它位於那一條溪之流域內？ 
淡水河 濁水溪 高屏溪 秀姑巒溪 

61 桃園台地的水利開發方式為構築埤塘灌溉農田，其中主要的水源為何？ 
河水 湖水 雨水 地下水 

62 「阿里山的姑娘（高山青）」歌曲當中所描寫的「澗水」不可能流入： 
濁水溪 八掌溪 曾文溪 高屏溪 

63 東部第二長河，也是橫切海岸山脈的溪流是： 
卑南溪 立霧溪 秀姑巒溪 花蓮溪 

64 當風力增強到每秒 17.2 公尺時，稱為： 
強風 輕度颱風 中度颱風 強烈颱風 

65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以那一種措施來降低遊客攀登玉山主峰的環境衝擊？ 
輪替制 成長指標 承載量管制 使用管制 

66 那一座國家公園可以深入體驗臺灣先民移墾之歷史、海洋文化及國際級濕地生態？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台江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 金門國家公園 

67 墾丁國家公園境內那一景點除了有遠近馳名的歷史古蹟－燈塔外，園內巨礁林立，獨特的高位珊瑚植物、熱

帶海岸植物繁生其間，是絕佳的戶外植物教室？ 
龍磐公園 風吹沙 鵝鑾鼻公園 社頂自然公園 

68 下列那一處森林遊樂區內沒有瀑布資源？ 
滿月圓森林遊樂區 武陵森林遊樂區 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69 下列那一個森林遊樂區位於國家風景區範圍內？ 
合歡山森林遊樂區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墾丁森林遊樂區 太平山森林遊樂區 

70 臺灣的巨木群大都是由下列那種樹種組成？ 
檜木 臺灣杉 鐵杉 冷杉 

71 下列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山地農場中，何者具有緬少數民族風情特色？ 
福壽山農場 武陵農場 清境農場 福壽山農場與武陵農場 

72 下列那三個森林遊樂區屬於臺灣日據時期之三大林場？ 
武陵、藤枝、知本 觀霧、大雪山、合歡山 內洞、東眼山、雙流 太平山、八仙山、阿里山 

73 某位導遊人員擬安排旅客前往宜蘭縣休閒農場體驗插秧、放天燈及搓湯圓等傳統農村活動，則他應選擇下列

那一休閒農場？ 
頭城休閒農場 北關休閒農場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南澳休閒農場 

74 下列那一處國家風景區遊客中心陳展內容包含濕地生態（招潮蟹、彈塗魚、紅樹林等）？ 
鯨魚洞遊客中心 小琉球遊客中心 北門遊客中心 烏石港遊客中心 

75 下列那一座水庫不位於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 
南化水庫 曾文水庫 烏山頭水庫 虎頭埤水庫 

76 目前臺灣的國家風景區共設置有多少處？ 
 14 處  13 處  12 處  11 處 

77 「在魚塘裡做一個魚的家」是那一原住民族的傳統？ 
阿美族 泰雅族 賽夏族 卑南族 

78 以下對大甲鎮瀾宮之敘述何者正確？ 
主要供奉王爺 
每年三月出巡繞境 
已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為彰化縣重要的廟宇 

79 下列何處鹽田為土盤鹽田，且具有全臺僅存的鹽業副產品加工廠？ 
北門鹽田 布袋鹽田 掌潭鹽田 四草鹽田 

80 佛教傳入中國後，開鑿了許多佛教石窟，也帶動石窟壁畫的發展，中國的三大石窟不包括下列何者？ 
莫高窟 雲岡石窟 龍門石窟 麥積山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