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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日臺灣新營、林鳳營、左鎮、左營、衛武營等地名的由來，和昔日鄭氏政權的什麼政策有關？ 
屯田駐兵 衛所兵制 強幹弱枝 一條鞭法 

2 明鄭攻臺，荷蘭人死守那一城堡長達 9 個月，並為最後一役？ 

普羅民希亞城 海堡 烏特勒支堡 熱蘭遮城 

3 基隆市有一處清領時期留下的法國陣亡將士公墓。請問此一史蹟與下列那一事件有關？ 

鴉片戰爭 英法戰爭 中法戰爭 八國聯軍 

4 下列那一個臺灣的地名來自鄭成功為紀念其家鄉而命名者？ 

平戶 延平 安平 安南 

5 清領時代後期，英國、加拿大的長老教會分別在臺灣南部、北部傳教，南北教區的分界線是： 
濁水溪 大肚溪 大甲溪 大安溪 

6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是建立在那個文化遺址上？ 
圓山文化 卑南文化 十三行文化 大坌坑文化 

7 荷蘭人第二次退出澎湖，轉往臺灣發展，而在今日何處登陸，並建城堡市街？ 
淡水 鹽水 安平 高雄 

8 康熙 22 年，率兩萬多名清軍攻臺的清廷將領是： 
施琅 施世榜 施世綸 索額圖 

9 日治時期在各地進行重修或新建各種水利工程，以期提高生產力，其中新建埤圳以嘉南大圳最受矚目。請問

嘉南大圳的設計與下列那個人物有關？ 
磯永吉 後藤新平 八田與一 鹿野忠雄 

10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實施保甲制度，有保正、甲長的職務，其性質相當於現今何種職務？ 
區長、里長 鄉長、村長 鎮長、里長 村（里）長、鄰長 

11 西元 1915 年發生的「西來庵事件」具有民族革命性質。請問「西來庵」這座廟座落在那一個城市？ 
臺北市 臺中市 嘉義市 臺南市 

12 日治時期，標榜以「工業化、皇民化、南進基地化」作為在臺施政三大基本方針的總督是那一位？ 
長谷川清 田健治郎 中川健藏 小林躋造 

13 西元 1921 年，臺灣的知識份子成立什麼組織，啟蒙大眾並從事政治抗爭？ 
臺灣教育會 臺灣文化協會 青年團 同風會 

14 日治時期，總督府為了確切掌握臺灣的人口狀況，於何時實施臺灣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 
樺山資紀上任後  後藤新平展開各種調查事業時 
宣布實施「內地延長主義」後 推動「皇民化運動」時 

15 日治時期，於二次大戰期間完成長篇小說《亞細亞的孤兒》的臺灣作家是： 
郭秋生 呂赫若 楊守愚 吳濁流 

16 自日本統治之初即來臺灣，在臺灣各處踏查，對臺灣的漢人社會及原住民社會都留下許多調查資料，編有

《臺灣番人事情》、《理番誌稿》、《臺灣文化志》等重要著作的學者是誰？ 
森丑之助 伊能嘉矩 鳥居龍藏 田代安定 

17 臺灣第一座「二二八紀念碑」設於： 
臺南市 高雄市 嘉義市 臺北市 

18 以「國際童玩節」聞名的是臺灣那一個縣市？ 
臺北市 新北市 高雄市 宜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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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早期臺灣省政府組織採委員會制，首長稱省主席，由中央指派。請問首位臺籍省主席是誰？ 
謝東閔 李登輝 邱創煥 林洋港 

20 西元 1950 年代到 1960 年代美國援助臺灣的物資中，以何者為最大宗？ 
石油 棉花 稻米 機械 

21 臺灣歷史上那一位佛教團體創始人出生於臺灣？ 
慈濟證嚴法師 佛光山星雲法師 法鼓山聖嚴法師 中臺禪寺惟覺法師 

22 臺灣第一個成立的加工出口區是： 
潭子加工出口區 高雄加工出口區 新竹加工出口區 臺中港加工出口區 

23 下列那一位是臺灣歷史上追求民主，有嘉義媽祖婆之稱的女性政治人物？ 
蔡阿信 許世賢 謝雪紅 宋美齡 

24 《自由中國》的創辦人及籌組中國民主黨的關鍵人物是誰？ 
李萬居 郭雨新 雷震 黃信介 

25 清廷設置噶瑪蘭廳的時間，大約在什麼時候？ 
康熙年間 乾隆年間 嘉慶年間 光緒年間 

26 臺灣原住民族中以「矮靈祭」聞名的是那一族？ 
賽德克族 泰雅族 賽夏族 鄒族 

27 臺灣原住民族音樂中以「八部和音」聞名的是那一族？ 
布農族 阿美族 達悟族 卑南族 

28 知名導演魏德聖所拍〈賽德克．巴萊〉的賽德克族和那一族文化最接近？ 
賽夏族 布農族 凱達格蘭族 泰雅族 

29 百合花圖騰與那一族密切相關？ 
阿美族 魯凱族 達悟族 泰雅族 

30 臺灣原住民族中，那一族分布面積最廣？ 
泰雅族 布農族 卑南族 阿美族 

31 下列那一個平埔族並非分布在中部一帶？ 
凱達格蘭族 貓霧捒族 巴布拉族 巴則海族 

32 下面那一個族群與飛魚有特別感情，可稱為「飛魚的民族」？ 
阿美族 卑南族 排灣族 雅美族（達悟族） 

33 臺灣西南部有①西港  ②北港  ③新港  ④鹿港等四個與港口有關的都市，由北往南排列為： 
④②③① ②④①③ ③①④② ④③②① 

34 下列何地出現天使門神與基督色彩的門聯，融合東、西文化風格？ 
新竹新豐 嘉義番路 宜蘭南澳 屏東萬金 

35 下列那一個地名是原住民語的譯音？ 
宜蘭縣的羅東 花蓮縣的瑞穗 臺東縣的關山 高雄市的燕巢 

36 臺東元宵節最重要的盛會是： 
義民節 七娘媽生 迎觀音 炸寒單爺 

37 分布於日月潭的原住民族為： 
泰雅族 邵族 阿美族 布農族 

38 南臺灣客家六堆嘉年華之敘述，何者錯誤？ 
六堆為高雄市、屏東縣聚落統稱 為義勇組織傳揚忠義、護家精神 
有大武山下小奧運之稱  辦理春秋兩季龍舟賽競技 

39 何者是臺灣西南沿海最具歷史傳承且著名的廟會活動？ 
王船祭 櫻花祭 豐年祭 關老爺祭 

40 三山國王祭典是何族群的主要信仰？ 
閩南人 原住民族 客家人 外省籍 

41 下列那一港口，其外有統仙洲、箔仔寮洲、外傘頂洲等沙洲，並在民國 87 年被核定為國內商港？ 
臺西港 東石港 安平港 布袋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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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臺灣的天后宮數量甚多，下列何者是最早興建的天后宮？ 

屏東內埔六堆天后宮  鹿港天后宮 
臺南大天后宮  澎湖天后宮 

43 下列各省道公路中，何者與省道臺 1 線有共同起迄點： 
省道臺 3 線 省道臺 9 線 省道臺 17 線 省道臺 21 線 

44 濱海公路是臺灣海岸地區發展觀光產業的重要交通管道，下列何者是臺灣地區路線最長的濱海公路？ 
省道臺 2 線 省道臺 15 線 省道臺 17 線 省道臺 26 線 

45 臺灣那一地區因螺絲工廠大量聚集及其產值居全臺之冠，而有「螺絲窟」之稱？ 
臺南新營 臺中東勢 桃園中壢 高雄岡山 

46 古蹟是先民在歷史、文化、建築、藝術上的具體遺產或遺址，下列古蹟何者被列為國家一級古蹟？ 
竹北法華寺 基隆二沙灣砲台 大稻埕千秋街店屋 苗栗泰安車站 

47 撒奇萊雅族是臺灣原住民族之一，其聚落多分布於何處？ 
新竹縣 宜蘭縣 屏東縣 花蓮縣 

48 「石母」信仰是透過對石頭的祭祀，祈求神明守護子女平安。「石母信仰」是臺灣那一族群的民間信仰？ 
客家人 閩南人 泰雅族 排灣族 

49 有關龜山島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是火山地形  
行政上屬宜蘭縣龜山鄉 
屬東北角暨宜蘭海岸國家風景區 
早期因軍事管制，人們無法靠近，有「臺灣行透透，龜山行未到」的俗諺 

50 金門與中國大陸那一個城市距離最近，該城市也是小三通的對岸港口？ 
上海 福州 廈門 汕頭 

51 臺灣南端墾丁沿海珊瑚礁海岸生長條件，何者錯誤？ 
水溫 18℃以上的熱帶或副熱帶淺海 陽光充足 
無河流注入或無泥沙移入的清潔海域 常出現於沙岸地帶 

52 臺灣北部常見的風稜石，其形成原因主要是何種營力？ 
吹蝕 磨蝕 風積 溶蝕 

53 臺灣海岸的特徵，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北部多岬灣海岸，港灣多，可作漁港 南部多熱帶清澈淺水海域，多珊瑚礁海岸 
西部因河川出海，泥沙淤積，多沙洲、潟湖 東部高山與深海相鄰，多沙岸 

54 有關臺灣沿海沙岸環境的敘述，何者錯誤？ 
臺灣西南部海岸多沙岸  沙岸產業多鹽業 
沙岸多岬角和灣澳地形  沙岸海水深度較淺 

55 想要欣賞屬於夏候鳥的「栗喉蜂虎」，應該前往何處國家公園？ 
臺江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金門國家公園 

56 臺灣深具特色的檜木林帶，最主要分布於何種海拔高度範圍？ 
海拔 3,000～3,500 公尺  海拔 2,500～3,000 公尺 
海拔 1,800～2,500 公尺  海拔 500～1,800 公尺 

57 位於臺江國家公園範圍且經評列為「國際級濕地」的是下列那一處濕地？ 
七股鹽田濕地 曾文溪口濕地 鹽水溪口濕地 北門濕地 

58 臺灣中部的何處濕地可以觀察到瀕臨絕種的大安水蓑衣及雲林莞草生長區？ 
大肚溪口濕地 漢寶濕地 福寶濕地 高美濕地 

59 生長於玉山國家公園而終年常綠的「玉山圓柏」，屬於下列何種地帶的代表性植物？ 
涼溫帶針闊葉混合林  冷溫帶針葉林 
亞高山針葉樹林  高山寒原 

60 目前臺灣有一座溫泉博物館，位於那一個行政區？ 
宜蘭縣礁溪鄉 新北市烏來區 臺南市白河區 臺北市北投區 

61 侵臺颱風次數以那三個月份最多？ 
 5、6、7 月  6、7、8 月  7、8、9 月  8、9、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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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臺灣流域面積最大的河川為何？ 
淡水河 濁水溪 高屏溪 秀姑巒溪 

63 在冬季，落山風主要分布在下列何處以南地區？ 
新竹 大鵬灣 枋山 大武 

64 下列有關「降水強度」的敘述，何者錯誤？ 
臺灣各地的降水強度，冬季大於夏季 本島北部降水強度的季節變化比南部均勻 
阿里山的年平均降水強度比澎湖大 降水強度大易導致土壤沖蝕及山洪暴發 

65 在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內，下列那一館是位於北門鄉之地方文化館？ 
臺灣鹽博物館  李萬居精神啟蒙館  
抹香鯨陳列館  臺灣烏腳病醫療史紀念館 

66 以泰雅族聚落著稱，加上櫻花、溫泉而成為文化觀光熱門景點的是何地？ 
關仔嶺 竹山 烏來 礁溪 

67 觀光遊憩資源分類中，古蹟是屬於那一類？ 
文化資源 產業資源 遊樂資源 自然資源 

68 金門島上用以擋風、鎮邪、止煞象徵，是聚落及島民的守護神為何？ 
趙壁 風獅爺 水尾塔 烘爐 

69 下列那一座國家公園是臺灣具有海洋和陸地範圍的國家公園之一？ 
墾丁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70 下列那一個森林遊樂區擁有日人栽植的銀杏林？ 
武陵森林遊樂區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惠蓀森林遊樂區 溪頭森林遊樂區 

71 為積極發展海洋遊憩活動，那一處國家風景區興建讓帆船通過的可開啟式景觀橋？ 
北海岸及觀音山 雲嘉南濱海 大鵬灣 澎湖 

72 西元 2008 年美國 Discovery 頻道製作《Fantastic Festivals of the World》特輯時，將交通部觀光局推行的何種

節慶列為「全球最佳節慶活動」之一？ 
中秋節 端午節 大甲媽祖繞境 臺灣燈會慶元宵 

73 馬祖的自然資源別具特色，下列何種是有「神話之鳥」的保育類鳥類？ 
東方燕鴴 紅胸濱鷸 黑嘴端鳳頭燕鷗 大鸕鷀 

74 「蔥蒜節」在下列那一個鄉鎮舉行？ 
冬山鄉 東山鄉 三星鄉 二崙鄉 

75 下列那一種濕地植物是有害的外來種？ 
大安水蓑衣 水筆仔 雲林莞草 互花米草 

76 近年生態觀光盛行，若想從事「全臺唯一」越冬型紫斑蝶之生態觀光，下列地點何者最為適合？ 
阿里山國家風景區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茂林國家風景區 西拉雅國家風景區 

77 關於阿里山國家風景區的相關資源說明，何者正確？ 
鐵路、森林、日出、雲海、晚霞並稱為五奇  
已列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冊 
早在日治時期即因觀光而開發鐵路 
為增加景點與觀光吸引力，火車鐵道呈「之」字形設計 

78 有關臺灣國家公園資源保育目標對象之敘述，何者錯誤？ 
陽明山國家公園：臺灣水韭 玉山國家公園：臺灣黑熊 
墾丁國家公園：梅花鹿  雪霸國家公園：珠光鳳蝶 

79 臺灣俗語「基隆雨、新竹風、安平湧」，其中對於安平湧的敘述，何者錯誤？ 
安平所指為今臺南安平   
安平的海浪是東北季風造成 
沿岸潮衝擊著沙灘，形成臺灣著名的沙岸侵蝕地形  
古稱天險，清代許多臺灣官員詩中均有描述 

80 影視觀光總是能帶動電影或相關媒體拍攝或故事發生地點的觀光熱潮，以下何地點不是國片〈賽德克．巴萊〉

帶動的觀光熱潮景點？ 
南投縣廬山溫泉  新北市林口霧社片場  
新竹縣五峰鄉清泉部落  南投縣仁愛鄉清流部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