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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鄭氏治臺時期軍隊拓墾的地名，下列何者錯誤？ 

右昌 左鎮 林鳳營 田尾 

2 清領時期，移民來臺的漢人，因祖籍不同，所供奉的神明有異。但有一些神明為所有移民共同信奉，下列何

者可為代表？ 

媽祖 保生大帝 開漳聖王 三山國王 

3 有關中法戰爭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法戰爭是因為清廷派軍協助越南抵抗法國而爆發 

法軍當時曾經攻打臺灣的淡水和安平兩地 

法軍攻臺將領是孤拔，其病死於澎湖 

臺灣因中法戰爭而決定建省 

4 18 世紀初，大規模拓墾臺北盆地，其開墾的範圍約包括了今天的永和、秀朗、八里、泰山、新莊一帶，進

行開墾的是下列那個組織？ 

陳賴章墾號 施長齡墾號 金廣福 六館業戶 

5 泰雅族女子紋面有重要意義，除了美觀以外，還代表什麼？ 

貞節 孝順 善於織布 子女數目 

6 臺灣民眾黨被公認為是臺灣史上第一個合法政黨，試問下列各項主張當中，何者並非臺灣民眾黨的主張？ 

以工農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 維護臺灣保甲制度之傳統 

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  改革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7 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初期，為了避免日人受到各種風土病和傳染病的威脅，積極採取各種防疫措施，下列所

述何者與此無直接關係？ 

召開揚文會，舉辦饗老典 建造自來水、下水道工程 

在各地設立公立醫院，實施公醫制度 動員保甲組織，實施社區環境清潔活動 

8 日治時期臺灣固有的宗教和寺廟能夠受到尊重和保護，主要是在下列那一時期？ 

無方針主義政策時期 同化政策時期 皇民化政策初期 皇民化政策後期 

9 日治時期有一政治團體，其重要成員有林木順、謝雪紅等，其理念是揭櫫「臺灣民族」，其標舉「臺灣人民

獨立萬歲」的口號，是日治時期最明確主張臺灣獨立的團體。請問此抗日團體是指下列何者？ 

臺灣民眾黨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臺灣民主國 臺灣共產黨 

10 北部的汐止原名水返腳、松山為錫口，中部的豐原原名葫蘆墩、清水為牛罵頭，南部的高雄原名打狗、屏東

為阿猴。上述地名何時改為今名？ 

鄭氏治臺時期 清代臺灣建省後 日治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1 西元 1970 年代是臺灣三級棒球狂飆的年代，棒球變成國球，大人小孩守著電視看棒球，最主要的背景為下

列何者？ 

電視普及 經濟發達 外交受挫 職棒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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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學者在討論戰後臺灣經濟奇蹟的原因時，提出「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的資金與人才」的影響，下列那位有「臺

灣科技教父」之稱的經濟專才可作為此論點的討論對象？ 

趙耀東 王永慶 李國鼎 尹仲容 

13 導遊在帶領美國觀光客遊歷臺灣時，為拉近和美國人的距離，在車上解說時，特別感謝西元 1950 年代美國

對臺灣的援助，即「美援時代」，請問美援產生的背景和何事有關？ 

國共內戰 韓戰 越戰 對日抗戰 

14 戰後臺灣在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時，許多人離開家鄉到城市去打拼，下列那首歌曲是描寫異鄉遊子對故

鄉家人的思念？ 

媽媽我也真勇健 媽媽請你也保重 燒肉粽 補破網 

15 自西元 1949 年至 1972 年，政府在臺灣陸續推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

這些政策所欲解決的問題為下列何者？ 

農業人力短缺問題 農地粗放經營問題 土地分配與租佃問題 農村人口結構問題 

16 新港文書是荷蘭人統治臺灣時期，荷蘭人幫助平埔族原住民留下用羅馬字書寫的文字紀錄。請問該文書與下

列那一族群有關？ 

凱達格蘭族 道卡斯族 巴宰族 西拉雅族 

17 臺中石岡有土牛國小，校園內還保存了一塊乾隆 26 年（西元 1761 年）的土牛碑。土牛與那件事有關？ 

設立土官授產安生安撫原住民 漢人與原住民割地換水 

漢人與原住民間劃定界碑 清廷班兵駐守所立石碑 

18 布農族的八部合音被世界公認為人類音樂瑰寶，下列何者最早將布農族的八部合音介紹到國際？ 

日籍學者黑澤隆朝  德國名為「謎」的樂團 

臺灣音樂家江文也  民族音樂家郭英男 

19 17 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控制臺灣，曾派傳教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來臺傳教，他寫下福爾摩

沙島略記一書，主要記述那一原住民部落民情與風俗習慣？ 

目加溜灣社 新港社 蕭壠社 赤崁社 

20 今在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的「大日本琉球藩民五十四名墓」，與那一事件有關？ 

羅妹號事件 打狗港事件 牡丹社事件 樟腦糾紛事件 

21 在農業社會中，土地公是聚落、農業、圳溝等處的守護神，也是基層社會事務和治安維護之神。下列何者是

臺灣客家族群對土地公的尊稱？ 

伯公 帝爺公 大道公 有應公 

22 傳統臺灣北部的俗諺：「三月瘋媽祖、四月瘋王爺，五月十三人看人」，說明了北臺灣最重要的三大宗教慶

典。其中「五月十三人看人」所形容的是下列那一個慶典？ 

大龍峒保生祭 大溪關老爺祭 大稻埕迎城隍 艋舺青山王出巡 

23 臺灣市街的出現，通常和地理環境、交通、特有產業與地方建設等綜合條件有關。臺南市的鹽水舊名月津，

該市街在清代的發展和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 

曬鹽產業發達 港口貿易興盛 製糖工業興起 烏魚捕撈普遍 

24 臺灣的鐵道支線隨時代變遷，有些已經停止營業，車站也拆除或轉為文化館經營型態。下列那一個車站所在

的鐵道仍在營業？ 

嘉義新港車站 南投集集車站 高雄旗山車站 屏東東港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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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臺灣各地初墾時期由於漢籍拓墾者多為男性，彼此群聚居住於因陋就簡的無隔間茅屋中。這種初墾時期的人

文景觀逐漸轉化為下列那種聚落地名？ 

頭城 大宅 三塊厝 虎尾寮 

26 臺灣的眷村因具有歷史文化意義，有些乃被保留改造成文創專區的景點。在臺北市信義計畫區 101 大樓附

近，被保留改造成文創專區景點的眷村為下列何者？ 

臺貿一村 四四南村 凌雲五村 麟光新村 

27 臺灣在清末大致已經形成沿海、台地平原與山麓地帶三個南北縱列的鄉街市鎮群。若要探訪山麓鄉街市鎮

群，以沿著下列那條交通幹線最為適合？ 

     

 

 

28 虱目魚有臺南人的家魚之稱，各式的虱目魚料理也是臺南著名的小吃美食。此種飲食文化的產生，與下列臺

南那一項環境特色的關係最為密切？ 

灌溉埤塘廣布 降水季節不均 平原地形廣闊 洲潟海岸發達 

29 導遊春花小姐負責招待來自杜拜的穆斯林穆罕默德先生一家人，至士林夜市品嚐小吃。下列那樣小吃，最應

避免推薦給穆罕默德先生？ 

薑汁番茄片 鳳梨芒果冰 現炸天婦羅 大腸包小腸 

30 淡水著名的小吃－阿給，是將油豆腐的中間挖空，填充浸泡過滷汁的冬粉，再以魚漿封口。這道小吃主要是

融入了下列那一種外來飲食文化？ 

越南 日本 印尼 泰國 

31 一年一度的臺灣國際蘭展，旨在提振蘭花產業、創造國際貿易機會與進行技術交流。作為展區的臺灣蘭花生

物科技園區位於下列何處？ 

新竹 臺中 臺南 屏東 

32 金門屬於海上小島，環境生存不易，昔日 14 歲以上的男子多遠赴重洋討生活。下列那一個金門產業或景觀

的形成，與上述遠赴重洋的歷史背景有關？ 

烈嶼貢糖 舊城高粱酒 瓊林風獅爺 水頭得月樓 

33 「蘭城鎖鑰扼山腰，雪浪飛騰響怒潮」描述宜蘭北關海潮公園可觀賞單面山、豆腐岩等地形景觀。請問豆腐

岩的形成原因與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 

熔岩侵入 節理垂直 層面交錯 褶曲發達 

34 「某島嶼位於臺灣東部外海的太平洋上，因長期受軍方完整的保護，島嶼生態保存完整。近年來政府解除島

上軍事管制，積極發展航海登島的生態文化旅遊。」該島嶼的成因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陸沉作用的大陸島 火山活動的火山島 海水堆積的沙洲島 珊瑚礁堆積的珊瑚礁島 

35 土石流災害是臺灣常見的地質災害，其具有下列那兩種特性？①常伴隨崩塌而出現 ②均發生於順向坡上 

③為土地退化的一種型態 ④為土石與水之集體搬運現象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36 臺灣為減輕洪患，常見的防洪工程有蓄洪、分洪、束洪、導洪等，下列何者是以「蓄洪」的方式來防治洪患？ 

二重疏洪道 秋紅谷滯洪池 基隆河截彎取直 曾文溪土石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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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澎湖若有路，臺灣會作帝都」，此諺語是指在風帆年代，渡臺時在澎湖附近的海路非常難行。昔日海路難

行的原因，主要為下列何者？ 

泥沙淤積，船隻容易擱淺 礁石暗潛，船體易受破壞 

颱風頻繁，航行常遭阻礙 風浪洶湧，黑水溝海流難測 

38 遊客想在假日前往新竹地區參觀當地特有的「曬柿餅」景觀，最好利用下列那個假期？ 

元宵節前後 清明節前後 端午節前後 中秋節前後 

39 「臺東縣大武地區屢創入夏最高溫，柏油路面可見熱氣直竄；一名旅客才下遊覽車，不耐熱風中暑送醫。」

造成夏季大武地區容易出現「熱風」的原因與下列何種現象有關？ 

位於背風側 受高壓中心籠罩 位於颱風中心路徑上 受北太平洋暖流影響 

40 位於南投縣的集集攔河堰，主要用於調控下列那兩個縣市農、工及部分民生用水的水利樞紐？ 

彰化、臺中 南投、雲林 彰化、雲林 南投、臺中 

41 下列敘述何者不符合生態旅遊發展的精神？ 

追求旅遊人數的持續成長，擴大旅遊產業的經濟效益 

透過收費及財務分配的設計，將旅遊經營獲利回饋當地社區 

不僅是自然資源，當地具特色的人文風貌亦可提供民眾體驗 

透過專業解說使旅客體驗和欣賞大自然，並進行環境教育 

42 根據我國旅遊警示分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紅色警示：高度小心，避免非必要旅行 黃色警示：特別注意旅遊安全，並檢討應否前往 

灰色警示：可以前往  橙色警示：不宜前往，宜儘速離境 

43 下列那一個原住民族是以祈祀狩獵、祈禱豐收的打耳祭為全年最盛大的祭典？ 

布農族 阿美族 卑南族 魯凱族 

44 下列那一項管理措施違反無痕山林（LNT）之準則？ 

執行入園管制，以控制遊客量 設置解說牌，提供解說服務 

設置露營區，以增進遊憩滿意度 設置矮小指標地樁，指引遊客正確路徑 

45 遊憩區的擁擠感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下列何者是影響最小的因素？ 

遊客數量 個人期望 遊客行為 服務品質 

46 近年臺灣各地露營活動盛行，下列那一種衝擊與露營活動較無直接關連？ 

水污染 垃圾堆積 土壤裸露 空氣品質惡化 

47 下列那一個國家風景區具有潟湖景觀？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48 在各式各樣的漁舟樣式中，以「有眼睛」的舢舨最具有地方特色，即在船頭處彩繪一雙眼睛，目的為安定先

民面對變幻莫測討海生活的心靈，何處可以看到此種漁舟？ 

澎湖 小琉球 基隆 福隆 

49 曾被譽為「黑暗部落」，但近年來發展生態旅遊不遺餘力，並發展出按部就班的集體生活與部落產業共同經

營，是下列那一個原住民部落？ 

雙龍部落 大港口部落 霧台部落 司馬庫斯部落 

50 生物課老師計畫前往具有熱帶林生態之森林遊樂區進行校外教學，下列何者為最適合的選擇？ 

內洞森林遊樂區 墾丁森林遊樂區 池南森林遊樂區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