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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參觀高雄市鳳儀書院的活動中，遊客問導遊當時如要參加入學考試，進書院讀書，應具備的資格。下列

導遊的回答何者正確？

童生 生員 舉人 貢生

2 鄭經時期曾與何國簽訂通商條約，准許他們在臺建立商館，發展貿易？

日本 英國 西班牙 葡萄牙

3 清領時期，各廳、縣等行政單位大多設有具官方學校性質的儒學，但也有未設立者，此即：

彰化縣 淡水廳 噶瑪蘭廳 澎湖廳

4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在他主持的大安醫院旁邊設置《臺灣民報》批發處，在《臺灣民報》上發表〈臨

床講義〉，批評臺灣總督府，也意圖啓蒙大眾。」這段文字敘述的人是誰？

簡吉 林獻堂 蔣渭水 吳新榮

5 日本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對原住民族的基本政策是：

綏撫政策 鎮壓政策 放任政策 封鎖政策

6 日治時期的臺灣著名作家及其知名作品，下列各組的配對（前為作家名、後為作品名）何組錯誤？

楊逵、《送報伕》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張文環、《閹雞》 巫永福、《奔流》

7 西元 1908 年 4 月，臺灣南北縱貫鐵路全線開通，若欲搭乘縱貫鐵路遊覽臺灣各地，不可能藉由此鐵路到

達下列那兩個地方？

桃園和嘉義 苗栗和高雄 基隆和雲林 宜蘭和屏東

8 西元 1927 年，臺灣教育會創辦第一屆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有 3 位臺籍東洋畫家的作品入選，

這 3 人被稱為「臺展三少年」。請問下列何者不是「臺展三少年」？

陳進 李梅樹 林玉山 郭雪湖

9 日本統治臺灣後，認為臺灣人生活上有三大陋習。此三大陋習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男子辮髮 女子纏足 祭典奢侈 吸食鴉片

10 依目前的臺灣考古資料，一般認為十三行文化晚期的主人，很可能是：

西拉雅族 噶瑪蘭族 賽德克族 凱達格蘭族

11 西元 1970 年代中期後，臺灣出現許多政論雜誌，下列何者屬此類雜誌？

文星 自由中國 臺灣政論 自由人

12 臺灣綜藝節目曾有輝煌的歷史，出過不少著名的主持人，下列何者錯誤？

張小燕 張菲 胡瓜 陳淑樺

13 陳誠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期間，實施的政策，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三七五減租 新臺幣改革 戒嚴 簽署臺北和約

14 臺灣原住民族中與出海捕魚較有關者為：

阿美族和雅美族 阿美族和卑南族 卑南族和雅美族 雅美族和魯凱族

15 下列那一位不是傳統水墨畫的畫家？

張大千 溥心畬 楊三郎 黃君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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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蔣經國總統為因應中共提出「三通四流」的統戰，提倡「三不政策」，此一政策內容是：

不通航、不通商、不通郵 不接觸、不妥協、不承諾

不交流、不往來、不屈服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17 戰後負責接收臺灣的陳儀，不曾擔任過下列那一項職務？

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 臺灣省主席

18 嘉慶年間，臺灣中部巴宰族千餘人翻山越嶺前往何處墾殖？

宜蘭 花蓮 臺東 臺北

19 在臺灣移民潮中，最晚移入的原住民族為：

雅美族（達悟族） 噶瑪蘭族 布農族 魯凱族

20 「傳說從前有某一部落頭目的女兒巴冷，嫁給獨自住在鬼湖的百步蛇郎君，兩人就此守護著世世代代的族

人」，這則傳說應為何族所有？

魯凱族 噶瑪蘭族 卑南族 賽德克族

21 北迴歸線是太陽在北半球能夠直射的最北界。在臺灣，下列那些地方設有北迴歸線紀念標誌？①雲林縣台

西鄉 ②嘉義縣水上鄉 ③臺南市白河區 ④花蓮縣豐濱鄉 ⑤花蓮縣瑞穗鄉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④⑤ ③④⑤

22 宜蘭國際童玩節於西元 1996 年開辦，乃是為紀念某事件發生 200 週年所構想的活動。該事件應是下列何

者？

設立噶瑪蘭廳 吳沙率眾入墾宜蘭 宜蘭線鐵路通車 冬山河截彎取直

23 若想認識泰雅族的編織文化特色，最適合造訪下列那一個鄉鎮？

花蓮縣豐濱鄉 新北市烏來區 屏東縣來義鄉 嘉義縣阿里山鄉

24 相傳臺南府城外五條港地區，昔日郊商雲集，勞工需求龐大。勞工中未滿 16 歲者僅能領取童工薪資，故

當地人家在孩子滿 16 歲時，即舉行「做 16 歲」成年禮，請來工頭及親朋歡慶，臺灣因此有「做 16 歲」

成年禮的禮俗。該成年禮的禮俗，最可能在那一節日舉辦？

清明 端午 七夕 中秋

25 臺灣早期交通不便，許多客死他鄉者常被地方善心人士購買棺木收殮，暫時寄櫬特定場所，待日後運回家

鄉安葬。由寄櫬之所發展出來的祠廟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公廨 地藏王廟 土地公廟 東嶽大帝廟

26 參加臺南市東山吉貝耍西拉雅族夜祭活動，能觀察到下列那一項文化儀式？

敬拜天公 施放天燈 牽曲敬祖 流放水燈

27 臺鐵宜蘭線鐵路沿線的礦業聚落，昔日民宅屋頂常用黑色油毛氈覆蓋。此一民宅景觀和下列何者關係最密

切？

太陽輻射強 日夜溫差大 降水量豐沛 落山風強勁

28 新北市鶯歌區的老街形象商圈中除了販售商品外，還有許多 DIY 體驗活動。這些活動最可能融合下列那

項在地產業？

染整業 結腦業 製茶業 陶瓷業

29 交通部觀光局自民國 96 年開始在某地整合「溫泉」及「美食」觀光資源，推出「溫泉美食嘉年華」。該

地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臺南白河 宜蘭蘇澳 新竹南寮 花蓮豐濱

30 某縣市每年於 6～8 月間舉辦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當熱氣球緩緩升起，卑南大溪與鹿野溪景觀盡在眼

前，一覽無遺。該縣市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宜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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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機械業為整體製造業之基礎產業，政府為推動機械產業技術提升，設置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將相關產

業集中，形成綿密的產業連鎖關係。若考量臺灣精密機械的發展歷史，該園區最適合設在下列那一個縣

市？

臺北 臺中 新竹 嘉義

32 每年時序入秋，九降風一起，家家戶戶都忙著將柿子削皮、曝曬、整形、烘乾，剛削好的柿子，整片放在

竹籃上排列整齊的畫面，成為各政府單位對外宣傳的重點產業。文中敘述的畫面最可能出現在下列何處？

南投縣埔里鎮 臺中市后里區 苗栗縣竹南鎮 新竹縣新埔鎮

33 日本儒學家柴野栗山於西元 1807 年到城崎溫泉南方旅遊，看到當地某一岩洞附近的岩石景觀，具有蛇身

般長條狀的節理、龜甲般六角形的斷面，於是聯想到中國古代北方的守護神「玄武」，而將此地命名為玄

武洞。西元 1884 年，東京帝國大學的小滕文次郎，將此一名稱運用於類似的岩石種類，稱為「玄武岩」。

如果想用上述資料向遊客推薦類似的玄武岩景觀，下列何處最為恰當？

澎湖 綠島 龜山島 小琉球

34 遊客到臺灣某聚落旅遊時，發現該聚落附近的河床中壺穴眾多，聚落外圍還有廢棄的煤礦礦廠。該聚落最

可能是下列何者？

新北市瑞芳區侯硐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

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水

35 前往屏東小琉球風景區觀光，除可浮潛、賞龜外，還可欣賞花瓶岩、美人洞、烏鬼洞、山豬溝等奇岩洞穴

景觀。這些奇岩洞穴景觀主要是在下列何種岩石基礎上發育出來的？

石灰岩 玄武岩 安山岩 花岡岩

36 臺灣某個地形區擁有眾多埤塘，是臺北赤蛙、柴棺龜、臺灣萍蓬草、龍潭莕菜等動植物重要的棲息環境。

該地形區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林口台地 桃園台地 大肚台地 八卦台地

37 「此地原為礫岩紅土台地，經雨水的切割，加上侵蝕、崩塌作用，而形成壁立山峰、礫石層、卵石流等特

殊地形景觀。」引文最可能是下列那個自然保留區的介紹？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墾丁高位珊瑚礁自然保留區 烏山頂泥火山地景自然保留區

38 臺灣從桃園到雲林的西部沿海，可看到為數眾多的風力發電機組。下列何者是這些發電機組主要使用的風

力？

季風 信風 西風 谷風

39 下圖為根據臺灣某一個氣象觀測站資料所繪製的氣候圖。此氣象觀測站最有可能位於下列何處？

蘇澳 梧棲 臺南 恆春

降雨(mm) 氣溫(攝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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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若想安排鯉魚潭、瑞穗溫泉、舞鶴茶園等景點的旅遊行程，一定會經過下列那一條公路？

臺 7 線 臺 9 線 臺 11 線 臺 23 線

41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規定，下列何者不是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為維護遊客安全對水域遊憩活動進行

限制的項目？

水域遊憩活動種類 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水域遊憩活動時間 水域遊憩活動人數

42 資源管理單位於國家公園內之生態保護區見到虎頭蜂蜂巢，經評估可能影響遊客安全時，應採取下列何種

管理作為最為適切？

立告示牌提醒遊客不要干擾蜂巢並快速通過 將蜂巢摘除或移置

將蜂巢燒毀 不用管它，讓蜂巢自然存在即可

43 下列何者不是交通部觀光局在《生態旅遊白皮書》中所提及臺灣地區生態旅遊應遵守的原則？

發展生態旅遊前應事先規劃整套區域性的觀光及遊客管理計畫

制定周詳規範以約束遊客活動以及各項開發行為

確保一定比例的觀光收益用於保育及經營管理當地自然生態

在生態旅遊的規劃、執行、管理、監測與評估等階段，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即可

44 風景區風險管理中，資源管理或事業經營單位與遊客之關係可區分為被邀請者（invitee）、許可進入者

（licensee）及違規進入者（trespasser）3 種類型。下列何種遊憩參與者屬「被邀請者」？

朋友邀請一同至東北角海岸龍洞岬從事磯釣活動之釣客

申請至插天山自然保留區之自然體驗者

於陽明山國家公園擎天崗草原跨過欄杆與水牛互動之遊客

買票進入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遊客

45 目前政府推動生態旅遊示範島之作為，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使用節能設施 使用低碳交通工具 推動生態旅遊 強調地方美食

46 太魯閣國家公園內那一條步道須先辦理入園申請始可進入？

錐麓古道 砂卡礑步道 白楊步道 燕子口步道

47 有關宜蘭頭城搶孤活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搶孤儀式於農曆 7 月 15 日舉辦，是為祈求普渡孤魂、消災解厄

頭城搶孤主要的棚架包含飯棚與孤棚各 1 座

頭城搶孤活動是臺灣觀光年曆中評定為縣市級的節慶活動

搶孤者除為了獲取孤棧的祭品外，也為爭奪棧頂豎立的五行旗

48 下列對地質公園的敘述何者錯誤？

以地景為基礎的社區經濟發展模式 西元 2017 年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設置

核心價值考量環境保育與觀光遊憩 主要仰賴菁英式的參與

49 內政部評選之國家重要濕地中，下列那一個「國際級」濕地位於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

曾文溪口濕地 八掌溪口濕地 七股鹽田濕地 鹽水溪口濕地

50 下列那一種軌道最初被建造時不是以運輸木材為主要目的？

烏來臺車軌道 阿里山森林鐵道 太平山蹦蹦車軌道 平溪鐵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