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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史前文化，下列那一個文化屬於南島語族的祖型文化？ 
長濱文化 十三行文化 大坌坑文化 圓山文化 

2 荷據時期 1636 年，荷軍用飢餓、火燒等方式，殺害下列臺灣那一個地方的原住民？ 
小琉球 基隆 卑南 奇萊平原 

3 新石器時代晚期，那一種玉製飾品，不但具有水平風格的意義，同時也說明不同區域可能的往來關係？ 
玉簪 玉鐲 人獸型玉玦 玉珮 

4 清領時期，為防範高山上的原住民，因此多在丘陵地區設一些防禦性的組織，此組織為何？ 
土牛溝 木柵 碉堡 隘 

5 清政府禁止漢人購買番地，但並不禁止土著招徠漢人耕作，其土地關係稱為「番產漢佃」，地主收何種

租金？ 
地丁銀 番檨宅 番大租 番餉 

6 光緒 3 年（1877 年），後山駐軍統領吳光亮，在清代「開山撫番」政策下，廢除漢人入後山的禁令，有

計畫的移墾漢民，1875～1876 年開發中路，請問引發下列那一個事件？ 
大嵙崁事件 大分事件 加禮宛事件 大港口事件 

7 下列對平埔族失去土地的敘述何者錯誤？ 
漢人不斷拓墾荒地，導致鹿場流失 平埔族開墾失敗，導致土地流失 
番產漢佃導致平埔族喪失土地 漢人通事利用職權牟利，取得廣大的番產 

8 康熙 38 年（1699 年）通霄社抗清時，以及康熙 60 年再度協助清剿朱一貴，其屢次與官府合作，加上漢

人通事張達京居間引線，而獲得許多特權的是那一個社？ 
岸裡社 大甲西社 阿里史社 烏牛欄社 

9 從明治 42 年（1909 年）官制改正起，採用編年體，寓記事本末的官報，舉凡「防蕃」機關、撫墾署（後

改為辦務署）、隘勇線的設置與運作、殖產部門樟腦製造與特許、「蕃產」調查、出入「蕃地」的規範。

是下列那一本書？ 
理蕃誌稿 理蕃之友 蕃人事情 臺灣蕃地開發和蕃人 

10 蕃童教育所是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施予原住民義務教育的學校，1904 年第一個蕃童教育所設於： 
達邦（Tapangʉ）蕃童教育所 太魯那斯（Talunas）蕃童教育所 
松林部落（alang Pulan）蕃童教育所 紅頭部落（Icimoron）蕃童教育所 

11 昭和 16 年（1941 年）12 月，日本戰事進入太平洋戰爭，臺灣軍司令宣布臺灣進入戰時體制，下列何者

敘述錯誤？ 
組織山地青年團和女子青年團，施予「皇民煉成訓練」 
為吸引山地青年，放寬原住民各種風俗習慣，以積極獲取他們對政府認同 
在山地高喊增產報國、加強授產、增加養蠶、堆肥、水田耕作的技術指導與普及化 
國語（日語）普及化、國防獻金、國民儲蓄等配合戰時體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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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領、日治時期，南庄地區是樟腦產業重鎮，漢人如果想要在這裡農耕開墾、採製樟腦，得先跟當地頭

目交涉訂約，並以豬、牛、酒、錢等繳納租金，此稱之為： 
山工銀 和蕃費 腦租 番租 

13 1947 年，二二八事件波及嘉義地區原住民，受到常進入山區的漢族醫師林立等士紳請求，何人派員下山

維持治安，並在 3 月 5 日以電話通知各村的青年幹部組成「高山部隊」？ 
陸森寶 高一生 南志信 日阿拐 

14 清領時期，中部的平埔族包括岸裡、阿里史、大甲、吞霄諸社逾千人，在嘉慶年間，由原居地越過中央

山脈，抵達下列何地？ 
宜蘭 埔里 嘉義 臺東 

15 清道光年間中部熟番移入埔里，向下列那一民族租佃土地開墾之後，人口及勢力漸增，造成該民族終至

式微，或遁入霧社及萬大山區。1900 年鳥居龍藏到埔里調查，到處找尋結果，發現該民族僅只剩三人。 
雷朗族 拍瀑拉族 眉蕃 洪雅族 

16 清末同治年間，李仙得先後以美國駐清國廈門領事與日本外交顧問身分，多次赴臺灣協助調查及調停美

國商船 Rover 號海難事件。他曾與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之弟何人交涉？簽訂了合約，而有臺灣「生番地」

不隸屬清國版圖的印象。 
阿祿古 潘阿別 卓杞篤 潘文杰 

17 鄭成功來到臺灣，其軍隊眾多需要由臺灣提供軍糧，當時平埔族群的耕作技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土民逐穗採拔，不識鈎鎌割穫之便 土民耕種，亦知稼穡 
耕種易而收穫多  各社善於利用近水濕田 

18 下列何者不是平埔族群社名音譯的地名？ 
八里坌 北投 大肚 延平 

19 有關主管原住民事務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戰後主管山胞事務的部門是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第三科 
日治初期主管蕃人行政和山林開發事務的是撫墾署 
清領時期開山撫番之後，主管開墾事務的機構是外務部 
今日臺灣主管原住民族事務的機關是原住民族委員會 

20 卑南遺址是考古學上所稱「史前卑南文化」代表性的遺址，它屬於那個時期之文化？ 
金屬器時代  舊石器時代中期到晚期 
新石器時代中期到晚期  新石器時代早期 

21 在泰雅族的起源傳說中，祖先是從 Pinsbukan 誕生，該地推測是現今何處？ 
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的瑞岩 新竹縣的大霸尖山 
宜蘭縣的太平山  花蓮縣的奇萊山 

22 1941 年到 1945 年間，日本政府徵調臺灣原住民族出征南太平洋，史稱「高砂義勇隊」，請問「高砂義勇

隊」一共徵調幾梯次？ 
3 次 7 次 5 次 11 次 

23 請問根據目前的考古證據及歷史語言學研究成果，臺灣的原住民族最早大約在距今多少年前即來臺灣定

居？ 
1 萬年前 6 千年前 3 千年前 1 千年前 

24 荷蘭在 17 世紀是巔峰時期，當時貿易、科學與藝術等獲全世界讚揚，也在當時占領臺灣。在醫師作家陳

耀昌小說《福爾摩莎三族記》描述當時三個民族－西拉雅族、荷蘭人、漢人－在同一塊土地上從相識相

知到為各自生存、立場與信仰而戰，請問當時曾發生的民族衝突事件為何？ 
朱一貴事件 郭懷一事件 林爽文事件 骨宗事件 

25 第一本有關臺灣原住民族的描述，被認為已是頗為完整民族誌的中文報導紀錄為下列何書？ 
隋書琉球傳 裨海紀遊 臺東州采訪冊 東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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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撒奇萊雅族是因為清領時期那一個歷史事件，被清兵追殺而逃入阿美族部落，隱藏民族身分，直至民國

96 年才重新被認定為原住民第 13 族？ 
加禮宛事件  吳鳳事件 七腳川事件 大港口事件 

27 日治時期推動五年理蕃計畫，主其事者是那一位日本總督？ 
山本五十六 佐久間左馬太 樺山資紀 後藤新平 

28 文獻上出現的「岸裡社」及《岸裡文書》與那一個平埔族群有關？ 
洪雅族 巴宰族 西拉雅族 馬卡道族 

29 新港文書是荷蘭人統治臺灣時期，平埔族群原住民留下用羅馬字書寫的文字紀錄。請問該文書跟那一民

族有關？ 
凱達格蘭族 噶瑪蘭族 西拉雅族 道卡斯族 

30 二次大戰期間，在宜蘭南澳山區，有一位幫教育所即將出征的日本老師搬運行李而不慎落水死亡的泰雅

族少女，其事曾被拍成宣傳日本戰爭動員的皇民化電影，請問該片名為何？ 
風中緋櫻 莎韻之鐘 老師斯卡也答 不一樣的月光 

31 國府時期以「山胞」一詞取代日治時期的「蕃」或「高砂族」等稱呼法，直到何時政府才首次正式宣布

改稱「原住民」？並將原住民三個字寫入憲法增修條文。 
1996 年 1984 年 1975 年 1994 年 

32 居住在大漢溪 msbtunux 地區中的頭角與奎輝部落的泰雅族馬卡那奇支系 KBute 世群系，因為那一個水庫

而被強迫遷徙？ 
明德水庫 石門水庫 龜山水庫 萬大水庫 

33 1930 年 10 月 27 日被日本統治者視為「模範蕃地」的霧社竟爆發武裝反抗事件，導致 134 名日本人遭到

殺害，驚動日本內地。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總務長官、警務局長、臺中州知事等人，皆為此事引咎辭職。

新任臺灣總督太田政弘到任時，宣示將以霧社事件的善後方法為其施政課題。經過將近一年的檢討，總

督府於 1931 年 12 月 28 日發布《理蕃政策大綱》，請問其施政重點為何？ 
水田化政策 設置公學校 集團移住 強迫通婚 

34 原住民研究者森丑之助的好友宮川次郎先生，受森丑之助突然過世的刺激，決定繼承好友守護原住民文

化遺志，耗費將近三年時間收集將近 500 件原住民文物，並於 1930 年出版匯集精美文物黑白照片圖錄。

這本書是臺灣最早的一本原住民族文物圖錄。請問該書名為何？ 
《臺灣の原始藝術》 《臺灣の土著文物》 《臺灣の民俗》 《高砂族の視界》 

35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 VOC）相關的檔案，除了藏於荷蘭海牙

的國家檔案館，也藏於荷蘭人曾經統治過的幾個地方，這些 VOC 檔案一直為許多研究者廣泛參考與利用。

請問那一個國家跟臺灣原住民族委員會締約並將其檔案複本贈送給臺灣？ 
荷蘭海牙的國家檔案館  雅加達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國家檔案館 
斯里蘭卡可倫坡的斯里蘭卡國家檔案館 南非國家檔案館的開普敦檔案存放處 

36 下列那一族的祖先起源傳說中，沒有祖先海外移來的故事情節？ 
阿美族 泰雅族 卑南族 噶瑪蘭族 

37 曾經有一位英國女性人類學家珍妮．蒙哥馬利．麥高文（Janet B. Montgomery McGovern），曾在日本大

正 5～7 年間走訪臺灣原住民部落，記錄民情風俗與生活習慣，撰寫一書，於 1922 年在倫敦出版，為臺

灣原住民族留下珍貴的紀錄。請問該書書名為： 
《臺灣遙寄》（Far from Formosa） 
《福爾摩沙的獵頭原住民》（Among the Headhunters of Formosa） 
《被遺誤的臺灣》（Neglected Formosa） 
《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38 南科考古遺址是對於分布在臺灣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園區各個考古遺址的統稱，下列對該遺址群的描

述何者錯誤？ 
該遺址群有挖出臺灣第一隻完整的家犬遺骸 
在大道公等遺址有道卡斯族新港社的出土文物 
該遺址將成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 
該遺址群挖出臺灣鹿角珠、琉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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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17 年 5 月 26 日通過那一個法律將原住民族語言訂為國家語言，展現臺灣複數國語的面貌？ 
原住民身分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40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是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類學研究室所出版的研究專書，作者包括移川子

之蔵、馬淵東一與宮本延人。研究成果分為〈本文篇〉和〈資料篇〉兩冊於 1935 年出版，請問這本書在

2011 年的中文翻譯者是： 
伊能嘉矩 鳥居龍藏 楊南郡 黃智慧 

41 臺灣史前文化，下列那一個文化與現在原住民阿美族有關係，是其祖先的文化遺留？ 
鳥松文化 靜浦文化 番仔園文化 圓山文化 

42 荷據時期，曾經規範過那個地方的領主權力和義務，並藉此實質削奪領主的勢力？ 
卑南 琅嶠 法沃蘭 小琉球 

43 下列是清朝領臺時期，相關原住民的管理與稱呼，何者正確？ 
番割主要處理開墾事務 
官府設置「通事」負責原住民與政府之間的翻譯與交涉工作 
清朝早期曾為所有番社設置「社商」，直到清末才廢除 
「通事」、「社商」、「番割」都不曾侵害原住民利益 

44 學者依地域分布，將魯凱族區分為大南群、隘寮群及濁口群，其中位於濁口群，俗稱「下三社」的魯凱

族，最近想申請獨立，請問不包含下列那一個地區？ 
多納 茂林 萬山 大南 

45 牡丹社事件發生於 1874 年，該事件是因為日本出兵攻擊當時排灣族原住民部落的軍事行動，以及隨後清

日兩國的外交折衝。請問該事件肇因為何？ 
日本人要興建牡丹水庫搶原住民土地 排灣族潘文杰頭目率領十八社族人反抗 
高士佛社人跟遇船難的琉球民起衝突 六堆客家人起義抗日，原住民無故遭殃 

46 大分事件發生於 1915 年，是布農族反抗政府事件，戰爭地點在花蓮大分山一帶。後族人遭臺灣總督府持

續制止鎮壓並被集體移住，因其天險，日本政府始終無法令其完全歸順。至 1933 年 5 月最後 80 名左右

布農族人才正式向日投降。請問該事件的布農族領導者是誰？ 
海樹兒父子 尤哈尼父子 拉荷阿雷兄弟 沙力浪兄弟 

47 戰後國民政府接掌臺政，到遷臺後才開始對太魯閣進行重建的工程，其中那個工程對太魯閣族的生活空

間影響最大？ 
亞洲水泥 花蓮機場 東西橫貫公路 阿美族文化園區 

48 日本時期，對於原住民族群社會實施「集團移住」的統治政策，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並未禁止或改變傳統部落的歲時祭儀 
盡量讓每個家族、氏族同居住一區 
移住布農族時很多舊部落不是完整地從舊址移到新址 
移住之後泰雅族很快適應農耕生活 

49 1950 與 1960 年代國民政府的主要「山地行政」的政策目標在於「扶持與保護」，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地

三大運動」，包括推行國語、改進衣著、飲食、居住、日常生活、改革風俗習慣等六大目標，是當時除

了基督教會之外對於原住民傳統生活方式衝擊最大的外在因素。下列那一個項目不是山地三大運動之

一？ 
定耕農業 育苗造林 山地人民生活改進 鼓勵生育 

50 下列那一個不是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刊物？ 
南島時報 高山青 獵人文化 玉山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