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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在位於臺北市的國家級古蹟北門、東門、西門、小南門，是清朝時期臺北府城的城門。請問這些城門

大概是什麼時候建設的？ 
 1790 年代  1830 年代  1860 年代  1880 年代 

2 臺灣「鎮」、「營」等地名的由來，最早可上溯到那一時期？ 
荷據時期 鄭氏治臺時期 清領時代前期 清領時代後期 

3 日治時期一位學者來到臺灣，記錄他所看到的臺灣人的生活。他說當地人以壺代表祖靈，用檳榔、米酒

及花環等祭拜。請問他記錄的最可能是那一原住民族？ 
噶瑪蘭 道卡斯 西拉雅 賽德克 

4 開臺進士鄭用錫是臺灣第一位考中進士的人，他的家鄉目前還留有「進士第」建築。請問這個「進士第」

位於何處？ 
萬華 新竹 嘉義 臺南 

5 現在臺南赤崁樓旁有九座石龜底座的紀功碑，請問這些紀功碑與下列那個事件有關？ 
朱一貴事件 郭懷一事件 林爽文事件 施九緞事件 

6 清朝時的地方官經常認為，臺灣社會中那些沒有產業、沒有家室的遊民是社會動亂的主要來源，這些遊

民在當時常被稱為什麼？ 
好兄弟 羅漢腳 大眾爺 唐山公 

7 李春生出生於廈門，曾受聘於英商怡記洋行，1866 年來臺，因茶葉貿易致富，也致力引進西方新思想。

請問，根據上述背景描述，李春生茶葉貿易的根據地最可能在臺灣何處？ 
艋舺 鹿港 安平 大稻埕 

8 金廣福墾號是清朝道光年間由粵籍與閩籍人士共同出資設立的墾號，是清代中後期漢人聯合開發的成功

範例。請問這個墾號位於現今何處？ 
三峽 北埔 集集 美濃 

9 臺灣總督府得以瓦解可能存在的反抗勢力，而且確實掌握臺灣的戶口，奠定堅實的統治基礎，這與下列

何者有關？ 
壯丁團與保甲制度 軍隊與壯丁團 警察與軍隊 警察與保甲制度 

10 著名的本土畫家李梅樹、廖繼春等人皆出身「臺陽美術協會」，請問此藝術團體成立於何時？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臺灣光復初年 
大陸淪陷後，中國畫家來臺初期  1950 年代西方畫風鼎盛時期 

11 臺灣人口呈現高自然增加率是在建立現代衛生觀念後，其關鍵年代為何時？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光復初期 中央政府播遷來臺後 實施全民健保後 

12 1925 年，那一地方的蔗農團結起來，向林本源製糖株式會社要求合理待遇，因沒有得到回應，雙方發生

衝突，事後警察展開大規模的逮捕行動，被認為是臺灣第一起農民運動？ 
高雄鳳山 嘉義大林 彰化二林 台中大甲 

13 因後藤新平採取鎮壓、誘降兼施的政策，而導致下列那一抗日義軍勢力瓦解？ 
簡大獅、林少貓 江定、羅俊 羅福星、蔡清琳 劉永福、姜紹祖 

14 日治時期，致力於啟迪民智，提高臺灣文化，是臺灣人唯一喉舌的報紙是：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新聞 臺灣民報 臺灣新報 

15 日治時期以處女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獎，擅寫都市小知識分子在殖民體制下的內心掙扎。這位作

家是： 
龍瑛宗 張我軍 吳濁流 王昶雄 

16 日本統治臺灣後不久，開始在臺灣展開大規模的調查事業，了解臺灣的風俗習慣、社會制度，作為統治

的基礎。這是出自那一位日本官僚的規劃？ 
樺山資紀 後藤新平 內田嘉吉 石塚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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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臺灣在 1980 年代以後，以何種名稱參加奧林匹克運動會？ 
中華民國 中華臺北 中國臺灣 臺灣臺北 

18 臺灣知名舞團《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是： 
李安 林懷民 楊麗花 林雲 

19 「二二八事件」後，中華民國政府採取何種善後措施？ 
取消行政長官公署，改設省政府 國防部長陳誠奉命來臺宣撫 
宣布實施戒嚴，展開鎮壓行動 撤銷警備總司令部，以臺籍兵防守臺灣 

20 關於霧社事件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領導人是莫那魯道  主導的部落是馬赫坡社  
發生在 1920 年  事後總督府將倖存者遷移到川中島 

21 歷史上有一句話是「西安事件救了共產黨，（  ）救了國民黨」，括弧中所指救國民黨的是： 
越戰 韓戰 中印戰爭 古巴危機 

22 1986 年鹿港的「反杜邦設廠運動」，是什麼性質的運動？ 
反外運動 勞工運動 環保運動 反商運動 

23 戒嚴時期，發行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政治，針砭時局，且欲聯合本省籍人士組織新政黨，因而被捕

入獄的人士是： 
胡適 雷震 許信良 吳三連 

24 戰後推動系列土地改革，從三七五減租、公地放領，到耕者有其田的主導人物是： 
陳儀 陳誠 孫運璿 蔣經國 

25 泰雅族織繡上的菱形紋代表的是： 
百步蛇 山形 祖靈之眼 海龍女 

26 下列何者是最早對臺灣原住民族有詳確記載的中國文獻？ 
六十七〈番社采風圖考〉 陳第〈東番記〉 
 郁永河〈裨海記遊〉  趙如适〈諸蕃志〉 

27 拼板舟是那一族的文化特色？ 
達悟族 阿美族 邵族 泰雅族 

28 下列何者為賽夏族重要的祭典？ 
飛魚祭 矮靈祭 五年祭 豐年祭 

29 臺灣東北部的噶瑪蘭族，原住宜蘭，在道光年間開始往何處移動？ 
臺北 基隆 花蓮 南投 

30 在描繪臺灣原住民族風俗的〈番社采風圖〉中，「牽手」一詞的意義是什麼？ 
眾人拉手而舞 長輩提攜後輩 對異性伴侶的稱呼 代表眾人的同心協力 

31 在臺灣原住民族中，那一族人數最多？ 
阿美族 布農族 泰雅族 排灣族 

32 接受荷蘭傳教士教導，而能以羅馬拼音方式進行文字書寫的所謂「新港文書」，應是今日那一原住民族

群？ 
達悟族 西拉雅族 卑南族 鄒族 

33 臺灣除了西南沿海外，還有那個地方因為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嚴重下陷？ 
宜蘭 苗栗 花蓮 桃園 

34 清末民初，華人地區興起一股出洋風潮，有不少地方是重要的移出地，請問下列何地被稱為「僑鄉」？ 
鹿港 澎湖 馬祖 金門 

35 下列那一個鄉鎮是苗栗唯一的山地鄉，也是昔日泰雅族的發源地？ 
三義 西湖 銅鑼 泰安 

36 蘭陽平原多散村，主要是受那一種因素影響？ 
地形 水源 安全 農耕制度 

37 下列那一座廟宇俗稱仙公廟，主祀呂洞賓，是臺灣著名的道教聖地？ 
臺北龍山寺 臺北木柵指南宮 宜蘭大里天公廟 石門十八王宮廟 

38 臺灣的海鮮美食，遠近馳名，許多美味的佳餚例如燻烤鰻魚、胡椒草蝦、蒜泥九孔、生鮮虱目魚丸湯。

請問這些美食材料主要來自於那一種漁業類型？ 
近海漁業 遠洋漁業 沿岸漁業 養殖漁業 

39 葡萄牙人第一次望見臺灣，稱呼為 Ilha Formosa，其意為： 
貪婪之島 科技之島 賭博之島 美麗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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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因產金而曾有「小上海」、「小香港」之稱的老街是那一條老街？ 

九份老街 金山老街 大溪老街 鹿港老街 
41 「臺灣」名稱的由來之一，是指漢人渡海來臺時，在今臺南外海的「大灣」地區登陸，遂以此得名。此

處的「灣」最可能是指下列那一項地形？ 
峽灣 岬角 谷灣 潟湖 

42 臺灣地區的地名中，以「堵」為名，代表何意義？ 
沙洲 土牆 耕地 地勢 

43 下列何者為洲潟海岸的主要特徵？ 
具有寬廣的潮間帶  具有巨大的潮差 
具有寬廣的海蝕平台  具有珊瑚礁所堆積成的沙洲與潟湖海岸 

44 從降雨的季節分布來看，臺灣地區各地的降雨情形是： 
臺灣北部夏雨冬乾；臺灣南部四季有雨 臺灣北部四季有雨；臺灣南部夏雨冬乾 
臺灣北部與南部皆為夏雨冬乾 臺灣北部與南部皆為四季有雨 

45 921 大地震中，那一處山區被震禿了頭，露出壘壘礫石的奇景，成為臺灣重要的地形景觀？ 
三義火炎山 雙冬九九峰 國姓九份二山 六龜十八羅漢山 

46 臺灣淡水河口地形的主要特徵是： 
以沖積扇三角洲為主  具有沙嘴、沙丘與沙洲地形 
具有斷層海岸、峽谷地形 具有珊瑚礁海階的地形 

47 農曆春節期間如果計劃到國家公園旅遊，那一個國家公園的降雨機率最小？ 
陽明山國家公園 太魯閣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 

48 臺灣那一座國家公園是以原住民族名稱來命名？ 
太魯閣國家公園 馬告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 

49 位於苗栗公館的出磺坑礦場，是屬於那一種地形，致使較易有石油礦的分布？ 
地塹 地壘 向斜 背斜 

50 臺灣北部著名觀光勝地中，有「臺灣尼加拉瀑布」美譽之稱者為： 
十分瀑布 雲龍瀑布 五峰旗瀑布 滿月圓瀑布 

51 在金門國家公園可遙望大陸那一個島嶼？ 
馬祖島 舟山島 廈門島 崇明島 

52 臺灣地區的極南點是： 
蘭嶼 七星岩 貓鼻頭 小琉球 

53 下列有關臺灣地區野鳥棲息地的敘述，何者錯誤？ 
七股的黑面琵鷺  臺南官田的水雉 
馬祖的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鷗 澎湖山區的八色鳥 

54 要欣賞圓弧形的沖積扇三角洲這種大自然的美景，要到臺灣那一個海岸區才觀賞得到？ 
北部沉降海岸 西部隆起海岸 東部斷層海岸 南部珊瑚礁海岸 

55 下列那一條河川是源自雪山山脈，並富有山地、丘陵、盆地、台地與平原之美？ 
大甲溪 秀姑巒溪 曾文溪 蘭陽溪 

56 小明暑假到美國去玩，結果發現晚上搭飛機往美國，抵達的時間竟然還是同一天的晚上，這是什麼原因？ 
飛機的速度太快 地球自轉的緣故 美國距離臺灣太近 地球公轉的緣故 

57 基隆有「雨港」之稱，其多雨的原因是： 
緯度較高 山地廣而高度大 多對流性的雷雨 面迎冬季東北季風 

58 組成臺灣八卦與大肚台地的主要岩質是： 
火山碎屑岩塊 頁岩與砂岩 礫岩與砂岩 大理岩與片岩 

59 金門與馬祖相似之處的描述，下列何者錯誤？ 
地質上均以花崗岩為主  均有酒廠，生產高粱酒 
島嶼成因均為沿海丘陵沉海而形成大陸島 均已成立國家公園，並開放觀光 

60 有關金門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其命名緣於「固若金湯，雄鎮海門」之意  
金門本島岩體的主要部分是由花崗片麻岩所組成 
氣候、地質與物種和大陸華南地區頗為相似  
因保育得當，金門鳥類的種類與數量和臺灣頗為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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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蘭陽平原的自然、人文資源豐富，請問下列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宜蘭舊名「噶瑪蘭」，意思是「平原的人類」 最大的河川是冬山河 
員山是歌仔戲的發源地  礁溪有溫泉，蘇澳有冷泉 

62 下列那種海岸地形未出現在臺灣東北角海岸？ 
沙丘 沙灘 海崖 潟湖 

63 宜蘭縣的龜山島屬於那一個行政轄區？ 
頭城鎮 龜山鄉 五結鄉 冬山鄉 

64 下列那一個國家風景區是以潟湖為區內主要的環境資源？ 
茂林國家風景區 參山國家風景區 澎湖國家風景區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65 沈葆楨興建之古蹟位於今日何處？ 
安平古堡 淡水紅毛城 赤嵌樓 億載金城 

66 下列那一座國家公園是以文化史蹟保存為其重點業務項目？ 
墾丁 金門 陽明山 太魯閣 

67 臺灣多用何種材料製作皮影戲的戲偶？ 
水牛皮 豬皮 羊皮 驢皮 

68 下列那一個原住民族的居住地海拔最高？ 
排灣族 阿美族 鄒族 布農族 

69 立霧溪流以天祥為界區分為內、外太魯閣，其最主要的自然成因為何？ 
植被種類不同  岩壁岩層硬度不同，使河谷寬度不同 
氣候與雨量之變化  河水搬運力不同 

70 在國際自然保育聯盟（IUCN）的保護區分類中，國家公園是屬於第幾類？ 
第 1 類 第 2 類 第 3 類 第 4 類 

71 「造化鍾奇構，崇岡湧沸泉；怒雷翻地軸，毒霧撼山巔；碧澗松長槁，丹山草欲燃；蓬瀛遙在望，煮石

迓神仙」，是形容下列何種景觀？ 
受硫礦熱氣所薰罩的芒草原景觀 包籜矢竹景觀 
石灰岩地形形成的草原景觀 中海拔地區雲霧迷漫的草原景觀 

72 為有別於大眾化旅遊，提倡有責任之觀光，政府宣布那一年為臺灣生態旅遊年？ 
 2000  2001  2002  2003 

73 臺灣島上 5 條南北走向的山脈：①海岸山脈 ②中央山脈 ③阿里山山脈 ④雪山山脈 ⑤玉山山脈，

由東而西排序，其順序應為何？ 
①②③④⑤ ①②④③⑤ ①②③⑤④ ①②④⑤③ 

74 「文化資產保存法」中所指「自然地景」之中央主管機關為：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交通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 

75 下列那一項不是阿里山森林鐵路及森林火車的特色？ 
日製傘型齒輪直立式汽缸蒸汽火車 獨立山螺旋登山路段 
亞洲最高的窄軌登山鐵道  762 mm 窄軌登山鐵道 

76 有「活化石植物」之稱，是指下列那一種？ 
臺灣紅檜 臺灣杉 臺東蘇鐵 臺東漆 

77 八八水災毀壞下列那一條溪流之泛舟活動？ 
卑南溪 荖濃溪 秀姑巒溪 濁水溪 

78 下列那一處國家風景區興建有纜車，有助於分散遊客人數？ 
陽明山 烏來 太平山 日月潭 

79 西拉雅國家風景區內何處可提供遊客溫泉浴？ 
六龜溫泉 谷關溫泉 四重溪溫泉 關子嶺溫泉 

80 牌示種類依其內容可分為解說性、警示性、管制性及下列那一種性質？ 
封閉性 開放性 折衷性 指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