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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太魯閣對日戰役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太魯閣戰役發生於 1914 年，當時太魯閣族戰士不到一千人，前後歷時一個月 
當時的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擔任總指揮官，警視總長龜山里平太擔任副指揮官，聯合組成一支完整軍隊，

由一條路線攻打太魯閣族人 
太魯閣戰役中，日本人用所謂的「東路討伐軍」兩隊，一為巴托蘭討伐隊，一為得其黎討伐隊 
太魯閣戰役中，日本人用所謂的「東西兩路討伐軍」，兵員、軍伕總計超過兩萬人，先進武器野戰砲、

機關槍等進行對太魯閣族的攻擊 
2 下列有關卡那卡那富族的描述，何者錯誤？ 
卡那卡那富族的描述曾在荷據時期被記錄在「熱蘭遮城日誌」中，與荷蘭人有互動的紀錄 
卡那卡那富族在 2015 年 6 月被行政院正式核定通過正名為卡那卡那富族 
卡那卡那富族過去的族群分類上曾經被放在曹族中 
卡那卡那富族過去的族群分類上曾經被放在鄒族中 

3 下列那一個事件不屬於日治時代的三大理蕃事件？ 
大分事件 七腳川事件 霧社事件 太魯閣事件 

4 拉阿魯哇族的貝神祭之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最重要的祭典，每 3 年舉行一次 
源自部落傳說與其先祖與矮黑人交好相關 
據傳說，「聖貝」takiaru 是介乎有形與無形，傳說來自矮黑人贈送的法寶，可以保護族人健康、平安 
祭典分為 6 天舉行，每天有不同的祭典與名稱 

5 根據歷史記載，有關卑南族的歷史發展，下列何者正確？ 
康熙 22 年（1683）林爽文事件中，卑南族協助朝廷，得到清朝的重視 
乾隆 51 年（1786）朱一貫事變中，因其與同黨逃入後山，清朝官員藉由卑南族人來抓朱一貫等人 
因為卑南族在朱一貫以及林爽文事件有功，臺灣知府帶領卑南族頭目進京謁見皇上，頭目特被冊封為

卑南大寶王 
因為卑南族在朱一貫以及林爽文事件有功，臺灣知府帶領卑南族頭目進京謁見皇上，頭目被封王並賜

官服，皇上並規定鄰近阿美族、排灣族必須向其納貢、賦稅 
6 請問有關「岸裡社」，下列何者正確？ 
屬於 Pazeh 族，位於臺灣北部地區的平埔族 
 Pazeh 族為清領時期臺灣最活躍的族群，「岸裡社」是重要代表，但因同意讓漢人張達京成為該社女

婿，引進大量的漢人，影響了 Pazeh 族的生存空間 
康熙 38 年（1699）道卡斯族吞霄社因為與「岸裡社」發生生意糾紛，因此兩族爆發械鬥事件 
乾隆 10 年（1745）賜岸裡社頭目「墩仔」姓潘，岸裡社番受封為「潘」姓 

7 觀察臺灣原住民族的名稱演變，下列那項為正確的描述？ 
生番、熟番都是南島原住民族，不過因為通婚因素，產生了身分上的區隔 
「平埔族」是清朝康熙末葉時期以番民歸化程度所區分的類別 
原住民與原住民族沒有什麼差異，只是單數與複數的差別 
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與粟野傳之丞出版的《臺灣蕃人事情》一書中，將原住民分為 8 族，依序為平埔族、

泰雅族、布農族、鄒族、澤利先族、排灣族、漂馬族、阿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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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灣於 2005 年通過的原住民族重要法律為下列何者？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族身分認定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9 請問邵族是那一年從其他族群分立出來，正式成為原住民族的第十族？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10 下列那一項有關泰雅族賽考列克群的樂信‧瓦旦（泰雅名：Losing Watan，漢名：林瑞昌）的事蹟是錯誤的？ 
年幼時曾經就讀過角板山蕃童教育所，並取日本名為渡井三郎 
 1920 年代期間返回部落服務，曾經駐守在象鼻、尖石等地區擔任公醫，以當代醫療方式在原住民族地

區開展近代醫療 
 1945 年被聘為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1949 年補選為第一屆臺灣省參議員，1952 年當選為第一屆臺灣

省臨時省議會議員 
 1929 年以泰雅族父系社會傳統方式正式娶進日本望族日野家族中的女子，改名為日野三郎 

11 清朝殖民政權實施「番大租」的「加留餘埔」制度，是為了要限制漢族墾殖並提供土地保護原住民生活，

但是因為缺乏積極度與約束性，反而讓比較強勢的漢族以巧奪欺騙方式占據了土地。請問，「加留餘埔」

比較接近何種政策？ 
保留地政策  人口普查政策 
山地放領與墾殖條例  三七五減租土地放領辦法 

12 針對「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役」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這個事件的原因之一是漢人暴力侵墾，大舉燒劫屠殺噶瑪蘭族，其中 14 社全數被燒毀成廢墟，死傷無數 
 1860-1940 年代左右，噶瑪蘭族以加禮宛社為主體南遷到花蓮豐濱新社，重新建立約 2,000 人左右的加

禮宛大社，並於此地安居立命數十載 
在 1878 年間為了反抗壓迫，噶瑪蘭族聯合撒奇萊雅族合力攻打清朝軍隊，死傷無數 
「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役」造成了四、五千名族人的死亡，民族力量受挫。再加上總兵吳光亮採

行「勒遷以分其勢」的手段逼迫兩族人往南遷移 
13 荷蘭時期臺灣南島語族的涉外事件中，依照事件本身的性質約略來看，大概有戰役、結盟、主權紛爭或

是轉移、滅族等。下列描述相關涉外事件，何者錯誤？ 
 1629 年 6 月，臺南一帶的新港社為了維持臺灣西南平原霸主地位，對前來訪視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長官

發動攻擊 
 1635 年底到 1636 年初，東印度公司為了確立在臺灣西南平原的霸權，報復先前荷蘭人遭殺害，以及

協助其盟社新港社對抗其南方的敵人等種種原因，與新港社聯合組聯軍，先後出兵麻豆社、阿猴社、

蕭壟社 
 1630 年代下半，東印度公司延續過往政策對小琉球進行清鄉，將島上的南島語族人淨空，之後出租給

華人謀利，並也對雲林一帶的虎尾壠社發動戰役 
 1644-1645 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對中臺灣勢力最強大的大肚王轄下部落發動攻擊，1645 年 4 月

大肚王 Takamacha 前往臺南赤崁參加針對高屏地區部落辦理的地方會議，最後完成正式對東印度公司

的歸順儀式 
14 有關七腳川事件的描述，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根據森丑之助的紀錄，自明治 31 年（1898）臺東廳長相良長綱長期對在地原住民族採取安撫政策，並

藉著綏撫手段滲入太魯閣族群內，導致太魯閣族群勢力膨脹 
七腳川事件發生與日本在東部轉趨向積極建設的態度並無密切相關 
明治 40 年（1907）臺東廳計畫開鑿從花蓮地方通往南投的中央山脈橫斷道路，路經七腳川社、木瓜群

（Vaguai）、巴托蘭社（Btulan）等領域 
七腳川事件發生於明治 41 年（1908），為了防堵太魯閣族的北埔隘勇線，徵用七腳川社壯丁編為隘勇，

但因勞役不公與薪資問題，引爆日本人發動大批軍警圍剿七腳川社、木瓜群（Vaguai）、巴托蘭社

（Btulan），直到大正 3 年（1914）才平息 
15 下列那一項有關牡丹社事件的描述錯誤？ 

牡丹社事件又可被稱為臺灣事件，是一件重要的「涉外事件」 
牡丹社事件主要是牽涉到魯凱族 
牡丹社事件同時涉及清國、美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 
牡丹社事件導致滿清政府在瑯嶠設置恆春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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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觀音山事件是在那個事件之後，該事件因清廷以賠償金為名，橫徵暴斂又欺凌女性而造成民怨？ 
大庄事件 大港口事件 中路開山事件 加禮宛事件 

17 根據現行統計，原住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縣市為何？ 
屏東縣 花蓮縣 臺東縣 桃園市 

18 大港口事件為下列何族反抗清廷而遭誘殺的事件？ 
阿美族 卑南族 排灣族 布農族 

19 臺灣原住民族群最早的書寫系統稱為： 
馬卡道文 麻豆文 新港文 道卡斯文 

20 賽夏族因地緣關係除了常和泰雅族接觸外，還有與下列何族群互動頻繁？ 
外省人 客家人 凱達格蘭族 布農族 

21 下列關於湯英伸事件的描述，何者錯誤？ 
在此事件之後原住民的權益才漸漸受到重視 湯英伸因誤信求職訊息而遭到殺害 
吳鳳鄉正名為阿里山鄉  湯英伸所屬的「曹族」正名為鄒族 

22 有關七腳川事件，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這是發生於花蓮港七腳川社與清兵的衝突事件 
為防範太魯閣族南下至木瓜溪流域尋找耕地，清朝利用七腳川社防範太魯閣族 
臺東廳 1898 年開始施行「以番制番」策略，扶植阿美族七腳川社來制衡太魯閣族 
七腳川社亦擁有奇萊平原最多的火藥，所以該社無視清朝政府權威 

23 十八世紀清國雍正年間，張達京用建圳方式跟平埔族達成割地換水的交易。請問是平埔族裡的那一社？ 
新港社 蕭壠社 岸裡社 中港社 

24 1915 年由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出版《蕃族調查報告書》分為五卷八冊。下列何者不是

當時進行原住民族調查的核心人物？ 
小島由道 河野喜六 馬淵東一 佐山融吉 

25 下列何者為牡丹社事件中的原住民族？ 
排灣族 卑南族 魯凱族 賽德克族 

26 下列何者與拉馬達・星星事件無關？ 
臺東縣海端鄉一帶的布農族人，因反抗日本政權聞名 
入侵位於六龜的警察單位 
在臺東殺害日本人 
發動「大分事件」狙擊檜谷駐在所警察 

27 佐久間左馬太，臺灣日治時期第 5 任總督，任內不斷地對原住民族用兵，下列何者事件與他無關？ 
牡丹社事件 太魯閣事件 李崠山事件 大分事件 

28 有關霞喀羅事件，下列說明何者錯誤？ 
日本實施的五年理蕃計畫中，對於臺灣北部山區原住民族進行武力掃蕩、沒收武器及限縮活動範圍等

高壓措施 
發生地點位於今新竹縣五峰鄉 
因高壓政策引起當地原住民族的不滿，再加上原住民族各部落間舊有的仇恨與矛盾，因而導致一連串

的暴力衝突 
自 1913 年至 1926 年埋石之盟為止，事件才逐漸告終 

29 有關「鳳山八社」，下列何者錯誤？ 
康熙時期的臺灣方志將放索社、茄藤社、力力社、下淡水社、上淡水社、阿猴社、塔樓社及大澤機社

歸為鳳山縣的平埔族 
八個平埔番社屬於道卡斯族 
清領初期的鳳山八社已是一個專事農耕的民族 
康熙 40 年代以後，客家人大批移墾屏東平原，對鳳山八社造成極大的壓力 

30 卑南文化是臺灣東部新石器時期中期的史前文化，下列何者正確？ 
卑南遺址的分布範圍從宜蘭到臺東 
卑南遺址所發現的文化內涵，生計型態以漁業為主 
棺內有豐富精美的陪葬玉器，從玉器可看出，當時沒有階級之分 
該遺址位於臺東市南王部落附近，舊稱卑南社，故以此地名命名，但與卑南族無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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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南庄事件，是 1902 年發生於新竹廳南庄的抗日事件，請問事件的主角人物是： 
趙明政 黃祈英 日阿拐 朱阿良 

32 霧社事件之後，起事諸社的劫餘社眾，被集中遷移到川中島。該島在今什麼鄉鎮境內？ 
和平鄉（臺中市和平區） 埔里鎮 
仁愛鄉  信義鄉 

33 乾隆年間土目林合歡率眾響應官府採從漢俗薙髮冠姓致力教育。林合歡是何社土目？ 
竹塹社 中港社 新港社 岸裡社 

34 臺灣現行經中央政府認定之原住民族共有 16 族，下列何者非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 
撒奇萊雅族 噶瑪蘭族 排灣族 凱達格蘭族 

35 臺灣總督府在 1907 年的北埔事件後，引為借鏡重新調整與加強理蕃政策，不再借臺灣人之手，而直接管
理原住民族。此後政策以直接教化原住民族為主，才導致原住民族的反彈，引發何者更大的事件？ 
霧社事件 大庄事件 蓬萊事件 南庄事件 

36 羅妹號事件是下列那個國家的船隻發生船難時遭到排灣族出草的事件？ 
荷蘭 西班牙 日本 美國 

37 聯合國於何年正式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DRIP）」？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38 十七世紀末康熙年間的一本日記《裨海記遊》，作者對於旅途所見眾社有詳細記錄，是難得的重要文獻。
該書作者是誰？ 
陳第 郁永河 黃叔璥 六十七 

39 二二八事件有不少原住民族名人涉入，下列那一個人跟此事件無關？ 
 Kolas Mahengheng（谷拉斯‧馬亨亨）  Losing Watan（日野三郎、林瑞昌） 
 Uyongʉ’e Yatauyungana（矢多一生、高一生）  Yapasuyongʉ Yulunana（湯守仁） 

40 戰前昭和年間（1935）出版的原住民族史的經典著作《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下列那一位學者
是作者？ 
鳥居龍藏 伊能嘉矩 移川子之藏 森丑之助 

41 由於何事件的發生致使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在其後長時間隱藏於阿美族之中？ 
七腳川事件 大港口事件 加禮宛事件 牡丹社事件 

42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原住民族受徵召參戰，其組成組織名稱為何？ 
高砂義勇隊 高山義勇隊 高原義勇隊 高島義勇隊 

43 黃斗乃事件，是十九世紀道光年間牽涉到閩客原三系民族的著名分類械鬥事件。事件發生的地點在那裡？ 
竹塹 中港 後壠 大甲 

44 「吳鳳銅像破壞事件」下列何者錯誤？ 
在學校開始教授吳鳳故事是從日本時期開始 
臺灣省主席宋楚瑜時期，開始修建吳鳳廟、吳鳳墓、吳鳳銅像 
因為不滿國民政府長期宣傳吳鳳神話、貶抑原住民，1988 年 12 月 31 日，數名鄒族青年破壞了嘉義市

中心的吳鳳銅像 
事件影響是教育部停止在學校中教授吳鳳故事，嘉義縣吳鳳鄉改名為阿里山鄉 

45 原住民諸族，歷經不同統治者，清國、日本、民國，其名稱多樣，下列何者的衍變過程是正確的？ 
熟番、生番→平埔族、高砂族→平地山胞、山地山胞 
熟番、生番→平地山胞、山地山胞→平埔族、高砂族 
平地山胞、山地山胞→熟番、生番→平埔族、高砂族 
平地山胞、山地山胞→平埔族、高砂族→熟番、生番 

46 十八世紀清國乾隆年間，為管理管轄境內平埔族（熟番）所設立的機構（官職）是： 
理藩院 理番同知 理蕃課 山地行政科 

47 20 世紀初期，因爲何族大量遷入高雄造成卡那卡那富族喪失其原先多數民族的地位？ 
排灣族 布農族 魯凱族 拉阿魯哇族 

48 大分事件主要發動事件的布農族領袖為： 
拓拔斯‧塔瑪匹瑪 拉荷‧阿雷 拉馬達‧星星 霍斯陸曼‧伐伐 

49 考古學者根據十三行遺址豐富的出土文物，理解該遺址曾經先後有三群不同的人在此居住。下列何者錯誤？ 
圓山文化人 凱達格蘭人 馬賽人 福建移民 

50 從文獻中可以得知阿美族的生活領域最早的文字紀錄至少將近四百年。下列那一項文獻描述是錯誤的？ 
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各項文獻紀錄，例如荷蘭文獻、西班牙文獻 
日本墾殖時期政府調查報告，例如《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南族） 
日本墾殖時期人類學或是文史工作者的調查，例如《生蕃行腳》 
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各項文獻紀錄，例如《臺灣府志》、《諸羅縣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