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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目前考古學的研究，大坌坑文化被認為是與南島語族臺灣原住民有關之最早的考古證據。請問大坌坑

文化是屬於下列那一個史前文化時代？

新石器時代晚期 舊石器時代晚期 新石器時代早期 舊石器時代中期

2 1638 年初，荷蘭人為了尋找傳說中的金礦產地，派兵進入臺東一帶。之後並進入卑南社（當時文獻紀錄

稱為 pimaba）與其領袖 Magol 達成和平協議並結盟，開啟了荷蘭人與卑南社人共同統治東臺灣的局面。

在此之際，荷蘭人曾與那一社交戰？

牡丹社 太麻里社 初鹿社 麻豆社

3 位於宜蘭縣蘭陽平原北側得子口溪下游的淇武蘭遺址，經過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其文化層上層年代距今

500-150 年前，就史前部分而言，屬於十三行文化舊社類型，較晚期部分已能和現今那一族群的歷史相連？

凱達格蘭族 巴宰族 噶瑪蘭族 阿美族

4 馬偕牧師是十九世紀後期加拿大長老教會派遣來臺的海外宣教師，他進行醫療宣教，開辦淡水女學堂，

其傳教的對象範圍主要是下列的那一個族群？

西拉雅族 噶瑪蘭族 巴宰族 泰雅族

5 1859 年，西班牙天主教郭德剛神父來到臺灣，不久後前往屏東赤山萬金庄宣教，最後建立了今日臺灣最

古老的萬金天主堂，當時接受天主教的村民主要是鳳山八社的族人。請問鳳山八社是屬於平埔族群中的

那一族？

大武壠 西拉雅 馬卡道 斯卡羅

6 清代道光年間集體遷移至埔里的平埔族群不包含下列那一個族？

道卡斯族 巴布薩族 雷朗族 拍瀑拉族

7 臺灣歷史上最早大規模改信基督宗教的原住民部落係屬於那一個時代的那個族群？

荷治時期的西拉雅族 清治時期的馬卡道族 日治時期的太魯閣族 清治時期的噶瑪蘭族

8 下列那一個部落的西拉雅族夜祭在 2013 年通過文化部審議，被認定為「國定重要民俗」？

吉貝耍部落 頭社部落 荖濃部落 口埤部落

9 請問曾被稱做「水沙連化番」者是那一個族群？

洪雅族 邵族 巴宰族 噶哈巫族

10 最早記錄原住民聚居單位為「社」者係那一份歷史文獻？

東番記 臺灣府志 諸羅縣志 番俗六考

11 在觀光民宿出現前，清境農場原是國民政府安置退除役軍人及其眷屬的高山農場，滇緬義胞與榮民共有

七個村。但在更早之前，這個地區是屬於那一族的傳統領域？

泰雅族 布農族 賽德克族 邵族

12 下列那一位不是臺灣原住民族歷史上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漢人通事？

李阿隆 張達京 吳鳳 潘敦

13 西拉雅族是當時臺南縣政府所認定的「縣定原住民族」，歷史文獻記載中曾有四個大社，請問下列那一

個不屬於西拉雅族四大社？

新港社 目加溜灣社 宵里社 麻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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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列敘述何者非為「大港口事件」的正確描述？

事件始末，起於 1877 年後山駐軍統領吳光亮，開闢自水尾（今花蓮縣瑞穗鄉）至大港口（今花蓮縣豐

濱鄉）道路

附近之奇密社不服，殺總通事林東涯以叛。吳光亮以營官林福喜彈壓，抵烏雅立社（今花蓮縣瑞穗鄉），

中伏潰敗

奇密社與大港口南岸之納納社南北相應，聲勢龐大。清廷乃急調北路統領孫開華率兵二營，總兵沈茂

勝率兵一營，及臺灣知縣周懋琦率砲隊，分海路增援，阿美族人不敵逃散

事件主戰場都在大港口（Makotaay）一帶的東海岸，參戰的也都是大港口阿美族人，所以有人以「大

港口（cepό）事件」或「石梯坪事件」稱之

15 公視近期開拍自陳耀昌原著小說改編的歷史大戲《傀儡花》，劇情描述美國商船「羅妹號」1867 年於恆

春半島外海發生船難，船員誤闖原住民領地的故事。「傀儡」出自於「傀儡番」一詞，是歷史上漢人對

某兩個原住民族的稱謂，以此作為劇名在社群網站上引發了是否有不尊重原住民意涵的討論。所謂的「傀

儡番」是指下列那兩個族群？

西拉雅與大武壠 排灣與魯凱 斯卡羅與排灣 馬卡道與西拉雅

16 請問下列那個人物不是清朝執行開山撫番相關政策的行政首長？

丁日昌 沈葆楨 楊廷璋 劉銘傳

17 在「加禮宛事件」中，聯手抵抗清廷軍隊者是下列那兩個族群？

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 阿美族與噶瑪蘭族

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 撒奇萊雅族與太魯閣族

18 在清廷「開山撫番」的過程中，原本處於界外之原住民首度面對挾帶龐大武力的國家，傳統領域遭到前

所未有的侵犯，以致發生多起對抗事件。請問下列那一個事件不是因清廷開山撫番所引發者？

加禮宛事件 大港口事件 獅頭社事件 南庄事件

19 霧社事件後，新任總督太田政弘發布了「理蕃政策大綱」。下列那一項不是「理蕃政策大綱」下所推行

的政策取向？

以教化蕃人取代武力鎮壓

調整以往培育少數菁英的政策，以「蕃社」全體為對象，「蕃童」的學習為重點

強力進行「銃器收押」政策，削弱原住民抵抗力

進行大規模的「集團移住」

20 日治初期「隘勇線」的推進，直接侵犯了原住民族的生活空間，以致引發多起大規模抵抗，下列何者即

係因日治時期之隘勇線推進所導致的事件？

大庄事件 霧社事件 七腳川事件 大關山事件

21 發生在 1932 年 9 月之間，位於高雄州境內大關山駐在所的警察遭到埋伏狙擊，是為歷史上的大關山事件，

請問當時涉及的原住民為那一族？

排灣族 魯凱族 阿美族 布農族

22 臺灣原住民族傳統個人名字取得方式各有其社會與文化意義，自日治時期及至民國政府戶籍制度啟始以

降，登記採用日姓與漢姓過程錯置不斷，直至近期才能以原住民族名重新進行登記。惟下列那一族在族

群接觸和清朝開疆設隘之初，即開始使用漢姓，且係以舊有家名漢譯方式，有系統地轉譯成為漢姓，並

承襲其舊有家名與功能？

排灣族 賽夏族 泰雅族 阿美族

23 日治時期，警方視為「凶蕃之王」的拉馬達星星，是臺東海端鄉新武呂溪流域布農族霧鹿人，其家族對

於日警的反抗，始於大正年間。1914 年（大正 3 年），臺東霧鹿等社原住民襲殺駐在所日警，拉馬達星

星帶領族人逃到「伊加之蕃」藏匿，並以此地為基地，經常出沒八通關警備道及附近山腳等地，率眾襲

擊往來於高雄州、花蓮廳、臺東廳等方面的日警。他們於 1915 年（大正 4 年）涉入下列何起重大事件？

霧社事件 大港口事件 大分事件 威里事件

24 日本人殖民臺灣期間，在東臺灣所進行的林野整理事業內容，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日治時期總督府希望將東臺灣作為日本內地移民的生活空間

明確劃定原住民土地範圍，藉以取得廣大剩餘土地的支配權

開始針對原住民土地利用方式進行限制，積極介入各族土地舊慣，繼而推動個人土地所有權的認定與

登記

維持原住民狩獵、採集與原有農耕技術的經營模式



代號：3803
頁次：4－3

25 1896 年，總督府以培養通譯為目的，在臺灣各地開辦了十餘處的國語傳習所。請問原住民地區的第一個

國語傳習所是設在下列那一個地點？

臺東馬蘭社 恆春豬朥束社 臺東卑南社 花蓮奇密社

26 日治前期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分類除了「生蕃」、「熟蕃」之外，還有所謂的「平地蕃（人）」。下列有

關「平地蕃」的敘述何者錯誤？

「平地蕃」指的是居住地已經劃入普通行政區的生蕃

「平地蕃」就是日後的平埔族

「平地蕃」自 1914 年後，必須向官方繳納地租

「平地蕃」包括阿美族、卑南族和部分排灣族

27 下列那一位日本學者不是 1935 年出版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三名作者之一？

移川子之藏 馬淵東一 宮本延人 佐山融吉

28 1900 年代臺灣棒球運動開始萌芽，1931 年擁有部分原住民族籍選手的嘉義農林學校野球部（棒球隊）前

往日本甲子園比賽，先後擊敗神奈川商工、札幌商業、小倉工業，奪得亞軍，震驚日本，當時甚至流傳

一句話，「英雄戰場‧天下嘉農」。這段光榮的歷史，後來在那一部電影中重現？

海角七號 Kano 高砂的翅膀 神祖之靈歸來

29 國立臺灣大學附屬「梅峰農場」位於南投仁愛鄉，前身為臺北帝國大學山地實驗農場，國民政府來臺後

撥給臺大使用。請問「梅峰農場」所在地原是那一族的傳統領域？

泰雅族 賽德克族 布農族 邵族

30 下列那一所小學在 2016 年 8 月 1 日開始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成為臺灣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 Panan 巴楠花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小學

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小學 臺中市和平區博屋瑪小學

31 2019 年 5 月 2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其中一個修正重點是，未來原住民族教育的

對象將從原住民學生擴大到全體師生及所有國民。請問原住民族教育法是在那一年公布施行？

1998 2005 1994 2000

32 臺灣第一個以族群為主體於 2018 年 5 月成立獵人協會，並將在近期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簽訂具有

法律效力之「狩獵自主管理行政契約」者是那一族？

泰雅族 鄒族 布農族 魯凱族

33 國民政府於 1948 年訂定臺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1960 年修正為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並

開放平地某些行業之公私營事業機關團體或個人，為開發山地資源得以有條件利用山地保留地。請問下

列那一個行業不在 1960 年版本裡開放的行業範圍？

工礦 農林 觀光 漁牧

34 不少移居都會區的阿美族人，因為經濟因素，加上逐水而居的文化特性，選擇在溪流旁的荒地建屋聚居，

形成所謂的河岸阿美部落。請問雙北地區的河岸阿美部落主要分布在那兩條溪的沿岸？

新店溪與大漢溪 景美溪與大漢溪 新店溪與觀音溪 景美溪與觀音溪

35 1964 年石門水庫完工，成為臺灣第一個兼具防洪、灌溉、給水、發電等功能的大型水庫，雖然該水庫對

北部城鎮民生經濟發展有極大貢獻，但卻造成居住在淹沒區的那一個泰雅族部落必須接受強制遷村的

苦果？

高義蘭部落 卡拉社部落 羅浮部落 比亞外部落

36 荷蘭人對臺灣西南部原住民的征伐，一直到 1635 年之前尚未獲得決定性的勝利。1633 年料羅灣海戰之後，

荷蘭人與鄭芝龍達成協議，自此，荷蘭人有餘力全力對付臺灣的原住民。1635 年 11 月，配合來自巴達維

亞城的援軍，荷蘭人聯合新港社人攻打那一社，該社被擊垮後，與荷蘭人簽訂和平協約，荷蘭人並召集

其他各社代表前來見證？

放索社 下淡水社 麻豆社 塔樓社

37 1947 年 6 月臺灣省政府委員會的會議上，那位原住民省府委員認為「高山族」是歧視用語，提議更名為

「臺灣族」，以表示同胞們係為「臺灣原住的民族」？

卑南族的南志信 鄒族的高一生 泰雅族的林瑞昌 排灣族的華清吉

38 下列何者不是二二八事件後續之白色恐怖時期被國民政府以叛亂罪名逮捕槍決的原住民菁英？

南志信 高一生 湯守仁 樂信‧瓦旦

39 1948 年，臺灣省參議會以省參議員沒有山胞代表，報請行政院核准增加一個山地籍參議員名額。此一臺

灣歷史上首位山地籍參議員係由下列那一位擔任？

排灣族的華清吉 鄒族的湯守仁 卑南族的南志信 鄒族的高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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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13 年，臺東縣布農族人王光祿拿撿到的獵槍打野生動物孝敬 94 歲母親，被判刑 3 年半，引發法律上的

爭議。2017 年 9 月，最高法院裁定停止審判，聲請釋憲。下列何者非為最高法院針對「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和「野生動物保育法」兩法律之部分條款，請求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的理由？

未確實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檢討修正

不符合兩公約揭示應事先與原民部落諮商，獲得其同意的理念

違反憲法增修條文肯定多元文化、維護原住民傳統及促進其發展的意旨

原住民族得以使用自製或撿到之獵槍獵打野生動物

41 臺灣原住民的科學性分類，始自日治時期的學術研究，學者們的學理與資料各異，族群分類多有不同。

戰後臺灣省文獻會委託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進行研究，依歷史、文化、血統等要素，提出九族分類說，

自此即被沿用數十年，直至 2001 年，那一個族群被政府公開承認，才打破此一使用長達半世紀的分類？

太魯閣族 邵族 賽德克族 卡那卡那富族

42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執行 2001 年 10 月 31 日所公布的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針對第 5 條「原住民地區之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其僱用下列人員之總額」中有關「原住民地區」的規定，而

於 2002 年以既有的 30 個「山地鄉」、25 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一併擬具為原住民地區，並呈請行政

院同意後作為施行依據。請問下列何者屬於「平地原住民鄉鎮市」？

獅子鄉 獅潭鄉 牡丹鄉 南澳鄉

43 2007 年 1 月 17 日在行政院舉辦的茶會中，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正式宣布撒奇萊雅族，成為臺灣原住民的第

十三族。撒奇萊雅族的正名運動經歷長時間的奮鬥歷程，在其族群儀式中非常重要的「火神祭」，重演

了頭目 Komod Pazik 夫妻被清軍處死的重要艱辛時刻。請問，該族群的沒落與離散，係肇始於清代那一

個事件發生之後？

大庄事件 大港口事件 加禮宛事件 七腳川事件

44 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成立於 1984 年，是一個訴求臺灣原住民人權的人民團體，提出

「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發行刊物《原住民》。請問何人係原權會創會會長？

童春慶 胡德夫 林瑞昌 伊凡‧尤幹

45 卑南族的族群構成複雜，各部落來源多元。在位於南迴公路旁側斜坡上的平臺，知本卑南人 1960 年 10 月

在當地豎立一塊石碑，上面刻著「臺灣山地人祖先發祥地」，石碑後面是一間約 60-70 公分高的小石屋，

面向裡面，牆上寫著洪水滅世之後在此登陸的三位祖先名字。前往該地祭祀者除了知本卑南人之外，還

有其他部落的原住民。請問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都蘭阿美人 建和卑南人 大南魯凱人 北里排灣人

46 曾自印詩集《族韻鄉情：檳榔詩稿》流通，詩作抒發個人與時代情感之外，還有刻劃族群、土地與鄉

土情感的多首作品，其中一首詩作「鄉愁」，還成為大家熟知傳唱曲子的歌詞，請問這裡描述的是下列

的那一位新詩創作者？

陳建年 林志興 紀曉君 陸森寶

47 早期基督宗教在原住民地區傳教，除致力於改善原住民的生活，也用各族語言翻譯《聖經》或「聖詩」，

讓族人可以藉由母語讀經，強化對教義的認識，也是宣教成功的因素之一，1950 年代，下列那兩族語言

的《聖經》與「聖詩」已經開始翻譯出版？

鄒語和沙阿魯阿語 太魯閣語和賽德克語 雅美語和阿美語 布農語和排灣語

48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09 年報告以及國內語言學者調查，下列何種臺灣原住民族語，被

列為「極度危險」的瀕危語言？

邵語 賽夏語 魯凱語下三社方言 布農語

49 1994 年 4 月 10 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原住民文化園區舉辦文化會議，當時李登輝總統於該會議中

首度採用「原住民」一稱，代表國家對原住民的正名運動願意讓步妥協，之後直至那一年憲改，才終於

將「原住民」修正為「原住民族」，結合「身分權」的「民族權」才正式入憲？

1995 1996 1997 1998

50 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9 年 7 月 11 日公告之 2019 年 6 月的全臺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目前原住民族

人口數最高的縣市為何？

新北市 桃園市 高雄市 臺東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