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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經曾因清廷何種變局而率兵渡海攻打大陸東南沿海？ 

三藩之亂 捻亂 太平天國之亂 白蓮教之亂 

2 清雍正元年（西元 1723 年），在諸羅縣的虎尾溪和大甲溪之間增設的廳縣是： 

雲林縣 彰化縣 臺灣縣 淡水廳 

3 荷治時期，荷蘭人發現臺灣中部有原住民建立的跨族群、跨部落的聯盟組織，領域範圍主要在今天

的臺中市、彰化縣北部和南投縣的一部分，史稱： 

大社番王 半線番王 沙轆番王 大肚番王 

4 「臺灣沃野千里，實霸王之區。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足其食。……移諸鎮兵士

眷口其間，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這段話是

在勸誰攻取臺灣？ 

施琅 何斌 鄭成功 濱田彌兵衛 

5 在參觀國定古蹟「金廣福」的過程中，導遊的介紹內容，以下何者錯誤？ 

「金」代表多金多利  係結合廣東籍與福建籍的墾號 

於十九世紀進入新竹東南山區開墾 其領袖為陳賴章 

6 荷治時期為控制漢人的貿易活動與滿足原住民生活所需，將轄下原住民村社的交易權公開招標，商

人得標後即可獨占村社的所有交易制度，係指以下何者？ 

結首制 王田制 番大租 贌社制 

7 來自加拿大的某一觀光團，想在淡水地區參訪馬偕相關遺跡，請問安排下列那一個古蹟並不適當？ 

牛津學堂 小白宮 淡水禮拜堂 馬偕墓園 

8 承上題，導遊向觀光團介紹晚清臺灣的西洋傳教史時，以下那一項說明錯誤？ 

臺灣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是屏東萬金聖母聖殿 

基督長老教會以大甲溪為界，北部屬加拿大教會傳教區；南部屬英國教會傳教區 

馬偕於淡水設立全臺首座西式醫館 

巴克禮刊行的《臺灣府城教會報》是臺灣第一份報紙 

9 以下何者不是日治末期皇民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國語運動 宗教與風俗改革 改姓名運動 白話文運動 

10 西元 1920 年代以後，臺灣的藝術創作者開始摸索如何創作具有臺灣特色的作品，目前收藏在臺北市

中山堂的雕刻作品〈水牛群像〉，即表現這種動向。這幅〈水牛群像〉的作者是誰？ 

林玉山 郭雪湖 黃土水 劉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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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治初期，經調查認為臺灣人有三大惡習，欲採漸禁手段加以廢止，此三大惡習是：吸食鴉片、辮

髮，以及下列何者？ 

不洗澡 不守時 吐痰 纏足 

12 日治時期，總督府為了籠絡和利用臺灣人，往往安排臺灣社會菁英擔任何種職務？ 

民政長官、參事  街庄長、無實權的各級議員 

中低級軍官、警察  交通或司法體系官員 

13 西元 1940 年日本提出「大東亞共榮圈」構想，以大東亞為範圍，建立起以日本天皇為中心的國防國

家協同體制。以下何者不在大東亞的範圍之內？ 

法屬中南半島 中國 紐西蘭 夏威夷 

14 日治時期的新式教育已有美術課程，當時來臺授藝的日籍教師，首先引進西洋油畫、水彩、雕塑，

為臺灣新美術播下種子，其中對於臺灣美術發展影響最為深遠的日籍教師是以下那一位？ 

鹽月桃甫 石川欽一郎 南薰造 久米桂一郎 

15 臺灣沿海地帶，由於土地含鹽量高，常常導致居民發生嚴重的風土病。如戰後初期廣為人知的「烏

腳病」，便是土壤中重金屬砷含量過高，讓臺灣西南地區長期飲用地下水的居民產生身體上的病變

。但在日治時期，更有一種肇因於「風」而引發的疾病，該疾病為下列何者？ 

瘧疾 霍亂 痢疾 砂眼 

16 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設有南洋史學科，醫學專門部特別重視熱帶醫學，臺北商業專門學校設有馬

來語課程。這些現象可能與推動何項政策有關？ 

南進政策 國語運動 皇民化政策 工業化政策 

17 下列何者為戰後著名布袋戲大師？ 

葉青 楊三郎 李梅樹 李天祿 

18 戰後初期臺灣足球運動曾有不少非本土球員代表中華隊比賽，這些球員多來自那個地區？ 

新加坡 香港 馬來西亞 越南 

19 從楊德昌等人執導的「光陰的故事」開始，西元 1980 年代臺灣的電影出現在取材上以本土為背景，

拍攝手法清新寫實，這種電影被稱為： 

寫實電影 瓊瑤熱 新電影 三廳電影 

20 在解嚴以前，臺灣僅有三家電視台，下列何者不屬之？ 

民視 台視 中視 華視 

21 臺灣歌仔戲以家族企業經營，強調舞台演出技術，最為有名的金光戲團是： 

 明華園 小西園 五洲園 日月園 

22 西元 1953 年主管臺灣生產事業的官員尹仲容以個人身分主張多吃麵粉少吃白米，希望透過此一運動

的推展，改變國人的飲食習慣，以美援進口較低廉的麵粉作為主食。回顧當時的背景，價值較高的

白米最有可能做何用途？ 

援助邦交鄰國 出口換取外匯 製造內需米酒 接濟大陸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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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那部作品是臺灣鄉土文學的代表作？ 

兒子的大玩偶 藍與黑 旋風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24 西元 1950 年代一群知識分子在雜誌上撰文批評時政，甚至主張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落實民主

政治，但最後組黨運動失敗，相關人士被捕入獄。此雜誌應為： 

文星雜誌 自由中國 人間雜誌 大學雜誌 

25 下列臺灣原住民族中何族沒有「射日」神話？ 

泰雅族 排灣族 布農族 達悟族 

26 以下那一項習俗或組織不屬於清代臺灣客家文化的一部分？ 

蒸嘗組織 伯公信仰 義民信仰 麻達 

27 大型琉璃珠是臺灣那一原住民族群擁有的特色文物？ 

布農族 賽夏族 阿美族 排灣族 

28 以「八部合音」而揚名國際的是臺灣那一個原住民族群？ 

雅美族 布農族 泰雅族 阿美族 

29 臺灣原住民通常以那一種儀式辦理喪葬？ 

樹葬 室內葬 火葬 土葬 

30 如果日本觀光客想看臺灣的干欄式建築，到那裡最容易看到？ 

鄒族的男子會所  西拉雅族的公廨  

日治時期建造的菁桐車站 嘉義的木造北門車站 

31 臺灣史前博物館展示泰雅族婦女使用的水平式腰機，泰雅族傳統使用的主要織布原料為何？ 

蠶絲 苧麻 香蕉絲 木皮絲 

32 旅行社規劃了一條日月潭路線：「臺中出發→雙龍部落→部落風味午餐→潭南部落→伊達邵商圈→

返程臺中」。除了邵族之外，參與該行程還可體驗下列那一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 

鄒族 布農族 西拉雅族 撒奇萊雅族 

33 文化部目前授證的國家重要民俗中，有四項與媽祖信仰相關。某媽祖遶境進香活動，從下圖拱天宮

出發，以徒步方式縱跨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及雲林縣。該進香活動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大甲媽祖遶境進香   

北港媽祖廟迎媽祖 

通霄白沙屯媽祖進香   

新港奉天宮媽祖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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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臺灣許多地方設有城隍廟，城隍廟的設置地點通常與下列那一項機能有關？ 

洋行郊商 河港遞舖 行政中心 官道節點 

35 高雄地區常受颱風或西南氣流帶來的降雨侵襲而發生水災。近年來高雄市政府採用的治洪對策中，

下列何者最符合「蓄洪」的概念？ 

山坡地的水土保持工程 愛河與岡山溪的整治清污 

雨水下水道完成率的提升 曹公圳與埤塘串連成生態廊道 

36 賽夏族的「矮靈祭」（巴斯達隘）祭典，最可能在下列那一個鄉鎮舉辦？ 

屏東縣獅子鄉 花蓮縣富里鄉 苗栗縣南庄鄉 南投縣魚池鄉 

37 從馬公港利用船運前往臺灣本島觀光或洽公，從下列那一個港口登陸，航行距離最短？ 

東港 高雄港 安平港 布袋港 

38 自強號普悠瑪列車為臺鐵引進的傾斜式電聯車。「普悠瑪」的名稱，源自下列那一種語言？ 

卑南語  阿美語 噶瑪蘭語 太魯閣語 

39 澎湖東北季風強勁，為了使作物在冬季仍能順利生長，先民運用智慧就地取材，在菜園四周砌矮石

牆保護作物。該石牆主要為下列那一種材料建造而成？ 

礫岩 板岩 安山岩 珊瑚礁岩 

40 某導遊帶領旅遊團，從新竹香山海岸景點前往桃園永安漁港品嚐海鮮大餐。他們利用下列那條公路

前往最為便捷？ 

臺 3 號 臺 61 號 臺 66 號 臺 74 號 

41 下列那一個縣市因為自然環境的關係幾乎沒有種植稻米？ 

新北市 新竹縣 澎湖縣 宜蘭縣 

42 臺灣各地的節慶活動有：①墾丁風鈴季 ②東港黑鮪魚季 ③太麻里金針花季 ④平溪天燈節。若

想利用寒假安排節慶之旅，最可能參加上述那兩項活動？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43 臺灣的石斑養殖區主要分布在西南沿海，尤其是高雄市某行政區利用潟湖地形養殖石斑，每年也舉

辦石斑節宣傳地方產業文化。該石斑養殖區最可能在下列那一行政區？ 

路竹區 小港區 永安區 旗津區 

44 某導遊欲安排旅行團到花蓮旅遊，希望能欣賞浪漫的金針花海。該團成行時，導遊還須注意下列那

項天然災害的預防措施？ 

颱風 海嘯 梅雨 寒潮 

45 某民俗活動被內政部選為臺灣宗教百景之一，其淵源來自早期居民為了「內維治安，外禦入侵」而

組成自衛隊，自衛隊平時進行的操練內容，後來逐漸演變成酬神的民俗活動。該民俗活動最可能為： 

頭城搶孤 鹽水蜂炮 內門宋江陣 臺東炸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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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臺灣目前由文化部管理的歷史文物展館機構不少，下列那一個展館是由日治時代遺留的行政機關辦

公處改設而成？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47 某文章提到：「一九三三年你所勾勒出來的中央噴水池，溫暖的陽光灑過金黃色的土地，你的雙眼

如此柔和，愛情隨著油彩一筆一筆吻遍了嘉義。」文章中的「你」最可能是在形容臺灣那一位畫家？ 
洪通 郭雪湖 顏水龍 陳澄波 

48 八仙洞曾發現非常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經命名為「長濱文化」，是迄今所知臺灣最古老的史前

文化遺址。該文化遺址位在那一個國家風景區內？ 
西拉雅 大鵬灣 花東縱谷 東部海岸 

49 位於臺南市北門區的「南鯤鯓代天府」，鯤鯓的名稱和下列那一項自然要素有關？ 
植被 地形 氣候 土壤 

50 地名可反映出一地的開發過程和文化意涵。下列臺灣鄉鎮市區地名出現的時間先後順序為何？ ①左

營 ②瑞穗 ③宜蘭 ④仁愛 
③②④① ①③②④ ②④①③ ④①③② 

51 台灣高鐵公司為營造友善旅遊環境，於臺中站設置「穆斯林祈禱室」，祈禱室中提供可蘭經、禮拜

毯，並設置箭頭指示禮拜方位。該箭頭是指向下列那個都市？ 
麥加 麥地那 耶路撒冷 伊斯坦堡 

52 人止關是埔霧公路上一處形勢險要之地，得名於清代禁止漢人上山之意，日治時期賽德克族為了守

護生活領域，也曾在此依地形天險擊退強行進入的日軍，史稱「人止關之役」。依上文判斷，人止

關的地形最接近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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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日治時代，臺灣兩座山峰因高於日本富士山的高度，因而被日本人命名為「新高山」與「次高山」

。這兩座山峰是： 

玉山、雪山  玉山、秀姑巒山  

雪山、南湖大山  秀姑巒山、南湖大山 

54 在臺灣北部海岸金山附近可見到的「燭台雙峙」景觀，是屬於下列那一種海蝕地形？ 

海蝕崖 海蝕洞 海蝕門 海蝕柱 

55 臺灣某種夜行性貓科動物，活動於淺山地區，以獵捕齧齒類、小型哺乳類動物為生。因為受到人為

開發的影響，棲地環境破壞，數量大為減少，已被列為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該動物最有可能為下

列何者？  

虎貓 斑貓 雲豹 石虎 

56 受氣候影響，臺灣常可見到動物秋冬南遷、春夏北移的情況。其中某動物群落因北移路線恰巧需飛越

國道三號林內段（251-253Ｋ），為減輕在遷徙過程中受車流影響造成大量死亡，故有「國道讓道」的

特殊情況。該動物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灰面鷲 紫斑蝶 紅尾伯勞 黑面琵鷺 

57 龜山島自開放觀光後即被定位為海上生態公園，透過限制登島人數的方式，確保島上生態不因觀光

人潮湧入而被破壞；儘管如此，龜首部分仍發生了多次的崩塌。其崩塌原因與下列何者的關係最為

密切？ 

遊客踩踏 火山噴發 潮差較大 地震頻仍 

58 臺灣西南部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問題嚴重，為此政府一方面推動開源，增加地表水入滲量；一方面節

流，減少地下水抽取量，希望可以減緩災害。下列何項措施可增加地表水入滲量？ 

封移深水井 獎勵農田休耕 採取輪灌措施 補助平地造林 

59 「桃園市觀音區沿海設有大型海岸結構物，如觀塘工業區、台電大潭電廠及中油天然氣所使用之海底管

線等，由於結構物延伸進入海域 800 至 1,000 公尺不等，造成此結構物以南發生海岸侵蝕的現象。」文

中所述現象，最適合以下列那一個概念來解釋？ 

土石崩塌 土地退化 地層下陷 突堤效應 

60 屏東平原有頭溝水、二溝水、三溝水、泗溝水及五溝水等因湧泉而形成的地名，這些地名最可能出

現於下列何處？ 

高屏溪沿岸 潮洲斷層沿線 沖積扇扇端地區 海岸濕地沼澤區 

61 草嶺古道是淡蘭古道的一部分，也是清代從剝皮寮到宜蘭的官道。該古道沿山開闢，崎嶇難行，加

上氣候限制，使當地流傳一句俗諺：「一斗東風，三斗雨」，來形容行走古道的挑戰。該諺語所描

述的挑戰，以那一個季節最為嚴峻？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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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臺灣許多地方常用諺語或地方話來形容降雨特色。下列四個天氣諺語所指涉的雨型，何者單場降雨

的雨時最長？ 

西北雨，直直落  四月芒種雨，五月無乾土 

東勢沒半滴，西勢走未離 天頂出有半節虹，欲做風颱敢會成 

63 颱風侵襲臺灣時，常在某些地區伴隨出現乾燥而高溫的風，引發農害。此種乾燥而高溫的風是指下

列何者？ 

焚風 九降風 龍捲風 沙塵暴 

64 日本軍醫落合泰藏的回憶錄寫道：「我軍（日本）遭遇落山風襲擊五六次，遭致兵舍倒塌。」此軍

醫最可能描述他在那次事件中服役的情形？ 

霧社事件 北埔事件 噍吧哖事件 牡丹社事件 

65 高山湖泊往往是戶外活動行程中重要景點和取水來源，下列何者不屬於臺灣高山湖泊？ 

南仁湖 七彩湖 嘉明湖 翠峰湖 

66 為提昇臺灣的旅遊品質，國家風景區除了致力建設相關設施，亦透過舉辦活動來吸引國內外遊客。下

列有關活動主題與對應主辦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何者正確？ 

鷹揚八卦活動—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秀姑巒溪鐵人三項—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北海岸暨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南島族群婚禮—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67 有關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之敘述何者錯誤？ 

太平山為早期臺灣三大林場之一，擁有不少早期開發森林留下的林業工具，深具歷史價值 

仁澤溫泉屬碳酸鈣泉，初始泉溫超過 100℃，溫泉浴加森林浴可滌身且淨心 

翠峰湖標高約 1,860 公尺，為全臺第一大高山湖泊 

境內森林多屬人造林，其中又以臺灣水青岡（臺灣山毛欅）最負盛名 

68 下列那一條步道屬於國家步道？ 

林美石磐步道 十八灣古道 特富野古道  砂卡礑步道 

69 臺灣原住民族之飲食文化，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阿美族主要以番薯、小米及稻米為主食 排灣族主要以芋頭為主食 

賽夏族主要以小米、雜糧為主食 達悟族主要以小米、芋頭為主食 

70 根據 WTTC（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所公布的 2015 年觀光旅遊經濟研究報告中，2014 年

臺灣的觀光旅遊相關產業對於 GDP 的總貢獻程度（Total Contribution）約為多少？ 

 0.5%  3.5%  5.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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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玉山主峰為臺灣第一高峰，就國家公園土地使用分區類型而言，玉山主峰山頂屬那一類土地使用分

區？ 

遊憩區 史蹟保存區 特別景觀區 生態保護區 

72 客家委員會透過遴選小組及網路票選出「客庄 12 大節慶」，下列那個活動未列於客庄 12 大節慶之

中？ 

義民文化祭 客家美食（粄仔）節 國際花鼓藝術節 國姓搶成功 

73 金門地區的「風獅爺」具鎮風避煞的功能，下列那一個說法錯誤？ 

村落型風獅爺多坐落在村落的東北東至北方 

對風獅爺的祀拜有塞虎口的儀式 

小金門無風獅爺設置 

金門西半島的風獅爺以泥塑材質為主 

74 下列那一處國家風景區以推動鹽雕活動著名？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75 賭場的設置在臺灣地區始終是個正反兩方激烈攻防的議題。2012 年依據離島建設條例，臺灣地區唯

一一次博弈公投通過的縣市為： 

澎湖縣 連江縣 臺東縣 金門縣 

76 以下那一種不屬於大量遊覽車湧進太魯閣峽谷所造成的環境衝擊？  

空氣品質惡化  落石的發生  

土壤的密實  野生動物目擊機會減少 

77 下列何者不是臺灣陸域森林或荒地面對的外來種問題？ 

小花蔓澤蘭 互花米草 銀合歡 銀膠菊 

78 小明到花蓮七星潭遊玩，看見美麗的石頭，因而撿回家作為紀念。請問小明此舉動違反何種遊憩理

念？ 

主流社會典範 遊憩機會序列 無痕山林 服務品質管理 

79 為積極復育海洋生物生態，下列那一處曾舉辦綠蠵龜生態研習營及野放活動？ 

小琉球 墾丁 望安 南竿 

80 下列何者對於溫室效應的描述較為正確？ 

大氣層吸收了太陽光中的紫外線，造成地球表面溫度上升 

大氣層吸收了地球表面反射光中的短波長光線，造成地球表面溫度上升 

大氣層吸收了太陽光直接照射的紅外線能量，造成地球表面溫度上升 

大氣層吸收了地球表面反射光中的長波長光線，造成地球表面溫度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