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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澎湖馬公天后宮有一塊刻有「沈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的石碑，此石碑的產生，與那一歷史事件有關？ 
西元 1604 年荷蘭人占領澎湖 西元 1622 年荷蘭人占領澎湖 
西元 1624 年荷蘭人占領臺灣 西元 1626 年西班牙人占領雞籠 

2 關於「金廣福」的描述，下列何者正確？ 
為粵、閩兩籍人士合資的墾號 為臺北平原早期的拓墾集團 
開墾期間與布農族人爆發激烈的衝突 為 18 世紀初期臺灣最大的隘墾 

3 西元 18 世紀初葉（康熙末年），墾首施世榜興築八堡圳，以灌溉彰化平原，其水圳水源引自何溪？ 
大肚溪 大里溪 北港溪 濁水溪 

4 對於清代臺灣「義民」的敘述，下列何項錯誤？ 
在抗官事件中協助清朝政府平亂者 
皆由客家籍人士所組成 
朱一貴事變期間出現臺灣史上的第一次義民團體 
參與義民者，通常結合保鄉衛土、功名利祿、榮耀鄉里等多種心理因素 

5 清代志書記載，某人「因久住三貂，間蘭出物與番交易，見蘭中一片荒埔，生番皆不諳耕作，亦不甚顧惜，
乃稍稍與漳、泉、粵諸無賴者，即其近地而樵採之」，此人為誰？ 
王世傑 吳沙 林秀俊 張達京 

6 關於荷蘭東印度公司治臺期間的描述，下列何者錯誤？ 
以臺灣作為與東亞大陸、日本、南洋進行國際貿易的轉運站 
將臺灣自產的稻米、鹿角、鹿脯、硫磺等售至東亞大陸 
自臺灣購進東亞大陸的香料、胡椒、琥珀、鉛、錫等，轉售至日本、南洋等地 
荷蘭東印度公司經由轉口貿易，獲得經濟利益 

7 19 世紀後期來臺的西方傳教士中，下列何者曾創刊臺灣史上最早的一份報紙《臺灣府城教會報》？ 
巴克禮（Thomas Barclay） 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郭德剛（Fernando Sainz） 

8 在 17 世紀 30 年代初，曾有一支八十餘人的軍隊，「在暗夜得不可思議的啟示」，逆淡水河而上，進入臺北
平原。這支軍隊係來自於下列那一國度？ 
西班牙 葡萄牙 英國 荷蘭 

9 戰後臺灣土地改革的過程中，政府以四家公營企業的股票補償給地主，下列那一家公營企業不在其中？ 
水泥 造紙 農林 石化 

10 美國政府為因應與中華民國斷交而制訂的國內法，用以規範美國與臺灣間關係的法律為何？ 
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臺灣關係法  臺灣決議案 

11 臺灣為因應 1970 年代兩次石油危機所擬定的經濟策略是： 
擴大對外輸出，搶攻美國市場 透過港澳轉口，前進中國市場 
農業培養工業，工業帶動農業 推動地方建設，擴大內需刺激 

12 1970 年代，臺灣的外交困境除了退出聯合國外，主要為： 
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 與美國斷交 
與韓國斷交  東沙、南沙群島主權之爭 

13 北迴鐵路的興建對東臺灣影響甚鉅，請問這條鐵路是政府那一個計畫所推動的交通建設？ 
十大建設 十二項建設 十四項建設 六年國建 

14 近年佛教參與教育事業日益積極，下列何者為佛教所興辦的學校？ 
東海大學 慈濟大學 輔仁大學 中原大學 

15 1950 年代末期臺灣透過出口退稅、產品補貼等獎勵措施，配合貨幣貶值，提升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力，增
加出口，此種政策被稱之為： 
進口替代 產業轉型 出口擴張 關稅壁壘 

16 臺灣早期流行的歌曲中，下列那一首是從香港傳入？ 
望你早歸 綠島小夜曲 不了情 杯底不可飼金魚 

17 如果旅行社要安排參觀一個沒有氏族或階級組織的原住民族平權社會，下列那個族群的部落最合適？ 
達悟族 布農族 魯凱族 排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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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清代貓霧捒圳的開發是有名的「割地換水」和「漢番合築」的例子，此圳是漢人通事張達京和拍瀑拉族那個
社的合作？ 
大甲社 新港社 北投社 岸里社 

19 將臺灣原住民以「生番」、「熟番」加以分類，始於何時？ 
荷治時期 明鄭時期 清領時期 日治時期 

20 下列那個地名和平埔族有關？ 
柳營 土牛 滬尾 嘉義 

21 曾經以演唱「歡樂飲酒歌」而聞名國際的臺灣原住民歌者郭英男，是那一族人？ 
達悟族 布農族 阿美族 卑南族 

22 下列何者非排灣族之寶？ 
古陶壺 琉璃珠 青銅柄匕首 藤禮帽 

23 下列關於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布農族擁有嚴格的頭目制度及階級社會 魯凱族以日月潭一帶為主要的生活領域 
邵族以「祭團」組織作為其部落社會的重心 卑南族傳統上為母系社會，並以「猴祭」著稱 

24 明朝萬曆年間親蒞臺灣的文人陳第，事後依其見聞完成〈東番記〉，其中所描述的對象，主要為那一族群？ 
西拉雅族 道卡斯族 凱達格蘭族 巴則海族 

25 日本某一銀髮族團體，因成員有不少是出生於臺灣的「灣生」，因此委託臺灣旅行社規劃尋根之旅。請根據
團員需求，配合規劃以下三個安排。行程中要求要看「日本移民村」的遺跡，可以安排到那個地方最適合？ 
大稻埕 淡水 吉安 安平 

26 承上題，團員欲參訪一座設立於日治時期的博物館，應安排至那處參訪？ 
國立故宮博物院  國立臺灣博物館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 

27 承上題，此團體要求吃臺灣的蓬萊米，因此旅行社在撰寫導覽手冊時，欲順便行銷臺灣的稻米，文稿中提到
「臺灣蓬萊米之父」指的是那位？ 
後藤新平 八田與一 新渡戶稻造 磯永吉 

28 西元 1936 年臺灣總督小林躋造上任後，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政策方針，以配合日本的
對外侵略。有學者認為「皇民化運動本質上可說是日本國內某項運動的延伸」，根據上述資料，請問「日
本國內某項運動」是指： 
國民精神總動員 內地延長主義 大正民主風潮 不沈航空母艦 

29 承上題，皇民化運動的具體項目包括四項，分別是：改姓名運動、志願兵運動、宗教風俗改正，另一項是： 
軍訓運動 國語運動 法治運動 捐獻運動 

30 被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醫生作家是： 
賴和 蔣渭水 陳五福 楊逵 

31 下列何者不屬於日治初期的基礎建設工作？ 
土地及人口調查 興建嘉南大圳 興築縱貫鐵路 改善公共衛生 

32 臺灣有句俗話，意思是說「全世界最傻的事，就是種甘蔗去給會社過磅」，下列那一個制度可能與這句俗語
的來源有關？ 
原料採收區制 肥料換穀制 三區輪作制 米糖輪作制 

33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是臺灣首座國家級的考古博物館，其外圍有何遺址？ 
丸山文化遺址 十三行文化遺址 芝山巖文化遺址 卑南文化遺址 

34 法鼓山、中臺襌寺、佛光山及慈濟功德會有臺灣現代佛教四大團體之稱。下列有關其總部的敘述，何者正確？ 
均位於臺灣各主要都市內  
前三者位居海拔 2,000 公尺附近 
主要建寺根據地分別位居臺灣北、中、南、東四個區域  
均鄰近鐵路 

35 下列那一族原住民自稱是「雲豹的傳人」？ 
排灣族 賽夏族 泰雅族 魯凱族 

36 臺灣主要的河川當中，最長的前兩名為： 
曾文溪、濁水溪 曾文溪、高屏溪 濁水溪、高屏溪 濁水溪、大安溪 

37 關於臺灣原住民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布農族分布於南投、花蓮、高雄、臺東，「射耳祭」是最重要的祭典 
泰雅族分布於臺北烏來、南投及花蓮，有紋面的習俗 
魯凱族分布於臺東、高雄、屏東，盪鞦韆、石板屋是重要的特色 
排灣族分布於屏東、臺東等縣，是臺灣原住民中人口最多的一族 

38 萬華舊名「艋舺」，是原住民語「Manka」的譯音，「Manka」意義為何？ 
石臼 求雨石 捕魚漁網 獨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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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關臺灣四大區域的敘述，何者錯誤？ 

北部區域為高科技產業的基地 中部區域為溫帶水果與高冷蔬菜的生產重心 
南部地區養殖漁業發達  東部區域休閒農場與民宿房間數量最多 

40 億載金城為臺灣第一座西式砲台，是沈葆楨為了鞏固安平海防奏請興建，當時是為防範那一個國家侵犯臺灣？ 
法國 荷蘭 日本 英國 

41 那一條鐵路支線早期主要是運輸木材、稻米與水果？ 
集集線 內灣線 平溪線 阿里山線 

42 有關高雄內門鄉宋江陣之敘述，何者錯誤？ 
紫竹寺以信仰觀音為主  先民為自衛設館習武演練至今 
擁有民間藝陣堪稱全國第一 模仿八家將所使用之兵器為主 

43 排灣族「五年祭」最主要的活動內容包括： 
盪鞦韆 刺球祭 猴祭 狩獵祭 

44 布農族一年中，4、5 月舉行的祭典是： 
打耳祭 播種祭 收穫祭 豐年祭 

45 關於澎湖城隍廟「天貺節」之敘述，何者錯誤？ 
著稱「半年節」  又稱「補運節」 
有月出日落同時刻的日月相對現象發生 時序上在八月初八舉行 

46 臺灣東西向快速公路中，那一條公路三度跨越曾文溪中上游？ 
臺 68 線快速公路 臺 76 線快速公路 臺 84 線快速公路 臺 86 線快速公路 

47 臺灣那一個地區的村落曾因竹篾製造業的普及，而有「篾器之村」的稱呼？ 
南投竹山 臺南關廟 彰化田尾 嘉義民雄 

48 「八本簿」係臺灣客家地區的信仰組織，其主神並無一處固定廟宇。「八本簿」信仰組織主要流行於下列何處？ 
屏東竹田、內埔 新竹新豐、新埔 苗栗頭份、公館 桃園新屋、楊梅 

49 「男子配戴軟皮帽或頭帶，身穿上衣，胸前斜掛胸襟，背腹袋」，這是臺灣那一原住民族的傳統服飾？ 
卑南族 邵族 泰雅族 排灣族 

50 「黑金剛花生」是臺灣特有之花生品種，下列何處是其主要產地？ 
彰化縣大村鄉 南投縣信義鄉 雲林縣元長鄉 嘉義縣東石鄉 

51 在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臺灣地區的出口主要以何種項目為主？ 
電子與紡織 紡織與成衣 食品與飲料 稻米與蔗糖 

52 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擁有「國際級」濕地，請問是那兩處？ 
曾文溪口濕地、七股鹽田濕地 曾文溪口濕地、四草濕地 
曾文溪口濕地、鹽水溪口濕地 七股鹽田濕地、四草濕地 

53 臺灣地區地震多的原因，與那一項地理特性最有關係？ 
北回歸線的通過位置  海洋與大陸的交會位置 
東北季風和西南季風的交會位置 菲律賓板塊與歐亞板塊的交接位置 

54 臺灣北部海岸著名的景點「石門」，以下列那一種地形最為著稱？ 
潮埔 潟湖 海蝕門 海蝕柱 

55 船帆石是墾丁國家公園重要的景點，它是由何種岩石組成？ 
大理石 珊瑚礁 安山岩 麥飯石 

56 有關與阿里山林場相關事物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阿里山林場是臺灣最早開發的林場 
阿里山森林鐵路全長約 71 公里，其修築目的主要是砍伐紅檜與扁柏 
營林俱樂部是嘉義市市定古蹟 
阿里山森林鐵路行經熱、溫、寒帶等三種林相 

57 大甲溪上游的梨山地區被開墾為果園與高冷蔬菜區，與下列何項自然環境之衝擊無關？ 
原生植被遭到破壞  破壞水土保持，崩壞作用增加 
農藥及化肥污染水源，影響生態 地層下陷日趨嚴重 

58 每年秋冬兩季過境墾丁的候鳥中，被稱為「國慶鳥」的是下列那一種鳥？ 
紅尾伯勞 蒼鷹 雁鴨 灰面鷲 

59 下列有關臺灣國寶魚「櫻花鉤吻鮭」之敘述，何者正確？ 
在繁殖期的雌魚口部會變長而產生「鉤吻」現象 喜好棲息於水溫 18 至 25 度的無汙染水域 
以水中昆蟲為主食  雄魚會在淺水區處築巢 

60 和平溪是那二個行政區的界河？ 
宜蘭縣與花蓮縣 宜蘭縣與新北市 臺東縣與花蓮縣 新竹縣與新竹市 

61 臺灣首座自製的橡皮壩攔河堰是： 
集集攔河堰 高屏溪攔河堰 石岡攔河堰 直潭攔河堰 

62 下列氣象觀測站所觀測的 7 月平均氣溫，由高至低依序排列，何者正確？ 
嘉義、玉山、阿里山  阿里山、玉山、嘉義  
玉山、阿里山、嘉義  嘉義、阿里山、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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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八掌溪是那二個行政區的界河？ 
嘉義縣與臺南市 南投縣與嘉義縣 彰化縣與臺南市 雲林縣與嘉義縣 

64 臺灣潮汐漲退落差最大的地區是： 
淡水、基隆沿海區 臺中、鹿港沿海區 布袋、安平沿海區 蘇澳、花蓮沿海區 

65 森林環境所產生的「陰離子」，經實驗研究，陰離子具有穩定情緒、鎮靜心神等效果。陰離子多產生在下列
何種森林環境中？ 
流水飛瀑區 高山頂峰上 茂密竹林中 蟲鳴鳥叫處 

66 自然保留區之設置主要為保護特定的地景或生態，也因為保護對象的珍貴性往往吸引遊客前往。下列有關自
然保留區與其對應的主要保護對象，何者錯誤？ 
關渡自然保留區主要保護對象為水鳥 
大武山自然保留區主要保護對象為臺東蘇鐵 
苗栗三義火炎山自然保留區主要保護對象為崩塌斷崖地景、原生馬尾松林 
烏石鼻海岸自然保留區主要保護對象為天然海岸林、特殊地景 

67 下列那個森林遊樂區不屬於中央林業主管機關管轄？ 
滿月圓森林遊樂區 奧萬大森林遊樂區 溪頭森林遊樂區 池南森林遊樂區 

68 以下對安平古堡之敘述何者正確？ 
安平古堡為西班牙人所建 
安平古堡的主要石材由福建進口 
這座城堡建造是用於統治臺灣全島和對外軍事的總樞紐 
安平古堡是當年所建「熱蘭遮城」的遺跡 

69 下列那一個是國內由農會組織經營的第一個休閒農場？ 
南元休閒農場 走馬瀨休閒農場 松田崗休閒農場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70 泰雅族對婦女的織布或男人的編織極為重視，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女性織布隨時隨地都可以進行 
採收苧麻及編織的過程，男人可以協助染料及織布工具的製作 
圖文以菱形為主，因菱形代表祖先的眼睛，可以得到保護 
女性織布的精湛與否象徵女子的社會地位 

71 遊客登龜山島，考量生態的脆弱性及承載量，管理單位最好採取的措施是那一項？ 
對遊客先做生態保育教育訓練 對船家要求管好搭船遊客  
對遊客採取時段分流及總量管制 視每一天遊客多少決定登島人數 

72 下列那一樣菜不在中國「八大菜系」內？ 
粵 豫 皖 魯 

73 下列何處遊客服務中心曾獲公共工程品質獎，開放啟用即成為吸引觀光客的地標？ 
水社遊客中心 車埕遊客服務中心 向山行政暨遊客中心 福隆遊客中心 

74 依溫泉法第 14 條之規定劃設溫泉區利用溫泉資源時，宜如何辦理？ 
完成先期作業計畫，辦理民間投資 BOT 案 將溫泉區土地出租使用 
由觀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開發 得輔導及獎勵當地原住民個人或團體經營 

75 為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下列那一個國家風景區設有免稅店？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阿里山國家風景區 澎湖國家風景區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76 某導遊帶團前往桃、竹、苗一帶旅遊，沿途介紹當地特產東方美人茶，下列介紹內容何者錯誤？ 
東方美人茶又名白毫烏龍茶、椪風茶或膨風茶 
東方美人茶係屬重發酵茶類，茶葉中兒茶素 100%被氧化 
東方美人茶是臺灣最特殊的名茶之一，採自受茶小綠葉蟬吸食的幼嫩茶芽 
東方美人茶的產製原料，經手工攪拌控制發酵而成 

77 請問遊客可以到以下那一個農場，觀賞到新臺幣 2000 元紙鈔上印製的國寶魚櫻花鉤吻鮭？ 
花蓮農場 武陵農場 福壽山農場 清境農場 

78 臺灣那個國家公園具有著名的石灰岩地形與鐘乳石景觀？ 
太魯閣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79 下列那一座國家公園尚未劃設生態保護區？ 
金門 雪霸 玉山 太魯閣 

80 有關金門國家公園的敘述，何者錯誤？ 
是國內第一座以維護歷史文化遺產、戰役紀念為主，兼具自然資源保育的國家公園 
過去承襲閩東文化，近代則有僑鄉文化的注入，人文方面保存許多寶貴資產 
成群結隊的鸕鷀等候鳥過境度冬，是金門國家公園冬日的一大特色 
有豐富多樣的潮間帶生態，其中以活化石「鱟」最為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