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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領時代前期，臺灣商業興盛，市街繁榮，故有「一府二鹿三艋舺」之稱。請問一府即今何地？ 
臺北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2 美國自西元 1979 年起為穩定臺海情勢，其提供臺灣防衛性武器的依據是： 
安全公報 臺灣關係法 軍事防禦法 臺灣安全法 

3 日本統治臺灣以後，致力壓制平地漢人的抗日活動，無暇顧及原住民的反抗，因此沿襲清代的什麼制度，

以阻擋原住民的攻撃？ 
通事制度 軍工匠制度 番屯制度 隘勇制度 

4 鄭氏時期（西元 17 世紀）臺灣所生產並銷往日本的主要貨物是： 
稻米與蔗糖 蔗糖與鹿皮 鹿皮與香蕉 樟腦與稻米 

5 將「星期制」引進臺灣，並實施格林威治標準時間制度，要求各公、私機構以標準時間制訂作息，請問

是始於何時？ 
荷蘭據臺 西班牙據臺 日本殖民統治 臺灣光復後 

6 在平埔族的某些族群中，有「開向」、「收向」的祭典，這些祭典和那些事情有關？ 
獵首、割髮 農耕、狩獵 宣戰、停戰 出海、捕魚 

7 日治時期，臺人的參政權是： 
完全沒有選舉權 有限制的選舉權 成年男子才有選舉權 婦女亦有選舉權 

8 如果你在臺北市搭乘捷運，有一站名為「小南門站」，我們都知道該門為清末所建。這「小南門」的創

設原因為何？ 
因板橋人抗議，要求必須在臺北城的四門之外，再開一門面向板橋 
因原本的南門過於狹隘，車馬出入不便 
為了防禦日本軍隊的入侵 
為了風水堪輿之故 

9 史料記載基隆和平島上有一「番字洞」，這是那一國人的遺蹟？ 
荷蘭人 西班牙人 日本人 美國人 

10 曾經以＜歡樂飲酒歌＞，被亞特蘭大奧運會選作宣傳短片主題曲而揚名國際的 Difang（里放，漢名郭英

男），是那一族人？ 
阿美族 排灣族 卑南族 邵族 

11 為了使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權利，林獻堂和許多士紳合力創辦那一所學校專供臺灣

人就讀？ 
淡水中學 臺中中學 高雄中學 臺南中學 

12 臺灣政治民主化發展過程中，「解嚴」是一個重要關鍵，其最主要的內容為何？ 
推動務實外交 廢除黨禁、報禁 開放觀光、探親 國營事業民營化 

13 西元 18 世紀中葉時，若今新竹一帶發生騷動，應由那一行政單位出面處理？ 
諸羅縣 彰化縣 新竹縣 淡水廳 

14 凱達格蘭族原本主要分布於今日那些地區？ 
基隆市 臺北縣市 新竹縣市 苗栗縣 

15 戰後臺灣以描寫大陸來臺人士生活而成名的小說家是： 
葉石濤 黃春明 白先勇 司馬中原 

16 日治時期中，原住民酋長「莫那魯道」所帶領的抗日行動為： 
六甲事件 霧社事件 西來庵事件 北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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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臺灣原住民的生命禮儀中，布農族著名的「少年禮」為： 
猴祭 矮靈祭 打耳祭 飛魚祭 

18 清末時期淡水開港通商，製茶產業興起，茶園最初位在那一帶？ 
鹿谷、廬山 深坑、坪林 石門、彰化 玉山、阿里山 

19 日治時期，總督府的社會控制以那兩者為主導？ 
軍人和警察 軍人和教師 警察和保甲 軍人和保甲 

20 西元 1950 年代，臺灣政府首先推動的土地改革政策是： 
公地放領 耕者有其田 三七五減租 平地造林 

21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除了漢人社會的舊慣外，也有針對原住民的調查報告書，是我們了解原住民歷史、

習俗的重要參考。下列那一種資料是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成果？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臺灣文化志 
臺灣番政志  高砂族所要地調查表 

22 臺灣在西元 1960 年代經濟轉型時期的代表實例是： 
農業園區 加工出口區 科學園區 糖業園區 

23 日治時期，中等教育偏重那方面人才的培育？ 
高級技術人才 初級技術人才 師範教育人才 大學預備人才 

24 下列有關雷震的敘述，何者正確？ 
成立民社黨  主張臺灣必須自救，臺灣應該獨立 
因涉嫌叛亂遭逮捕，被處死刑 創辦「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 

25 日治初期，總督府在臺推展農業改革的主要農產品是： 
米、香蕉 米、甘薯 米、甘蔗 糖、香蕉 

26 西元 1923 年發生的「治警事件」，總督府進行全島性大檢肅，起因為何？ 
六三法撤廢運動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政治結社組織運動 地方自治改革運動 

27 日治時期，日本的「理蕃事業」多採鎮壓或討伐手段，直至那一事件爆發才迫使總督府重新檢討理蕃政

策？ 
苗栗事件 北埔事件 霧社事件 西來庵事件 

28 馬關條約之後，臺灣士紳為反對日本接收，曾短暫宣布獨立，但旋即潰敗。此一短暫的政權是： 
臺灣共和國 臺灣民國 臺灣民主國 臺灣國 

29 戰後臺灣首次進行公職選舉是在何時？ 
民國 35 年 民國 48 年 民國 40 年 民國 34 年 

30 清代臺灣漢族移民社會的信仰中，供奉三山國王者主要為： 
漳州移民 泉州移民 客家移民 福州移民 

31 戰後臺灣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街頭遊行是： 
二二八事件 五二○事件 美麗島事件 中壢事件 

32 日本實行金融、物資管制及配給制度，其主要背景為何？ 
日治初期的強硬鎮壓手段  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 
因應第二次世界大戰  實施同化政策，以及日、臺人的差別待遇 

33 臺灣硫磺、樟腦、茶與糖曾為臺灣四大產物，其中硫磺的主要產地位在何處？ 
玉山 大雪山 大霸尖山 大屯山 

34 下列何者是擁有豐富的林相和藍腹鷴等珍稀動物，面積有四萬七千公頃，也是臺灣最大的自然保留區？ 
三義火炎山自然保留區 大武山自然保留區 關渡自然保留區 插天山自然保留區 

35 每年黑面琵鷺會在那一個季節至臺灣曾文溪口七股濕地覓食？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36 墾丁國家公園包括陸地與海域，其海岸是屬於何種地形？ 
沙岸 斷層海岸 火山岩岸 珊瑚礁海岸 

37 規劃一次彈塗魚、和尚蟹、招潮蟹、紅樹林、潟湖的海岸生態之旅，需選擇臺灣那一個區域的沿海濕地

區？ 
北部岩石海岸 西部沙泥質海岸 南部珊瑚礁海岸 東部斷層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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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臺東鹿野除了盛產茶葉外，近年來在三角嶺高臺，其北方因高山屏障，風向穩定，發展出下列何種頗受

歡迎的活動？ 
熱氣球 自行車運動 放風箏 飛行傘 

39 臺灣那一條溪出產的牡蠣曾經檢測出含銅量高達 4,000 ppm，稱為「綠牡蠣」事件，是臺灣污染最嚴重的

河川之一？ 
後龍溪 大肚溪 二仁溪 八掌溪 

40 嘉義阿里山山美村村民保護達娜依谷溪名噪一時，請問達娜依谷溪是那一條溪的支流？ 
大甲溪 曾文溪 荖濃溪 八掌溪 

41 臺灣的自然步道非常多，下列那一條步道可以欣賞到大理石峽谷景觀？ 
大坑自然步道 奮起湖步道 太平山自然步道 砂卡礑步道 

42 臺灣的常見災害中，土壤液化與下列何者最有關係？ 
土壤的硬度與厚度  土壤的肥沃度與礦物成分 
土壤的水分含量與泥質物質 土壤的厚度與水分含量 

43 太魯閣國家公園區內的蘇花公路，最易發生何種崩山災害？ 
落石 土石流 弧型地滑 平面型地滑 

44 形成臺灣西北部林口台地的最主要原因為何？ 
河谷下切 地殼擠壓 火山噴發 河川襲奪 

45 臺灣中南部地區多以河流作為縣市間之行政區界，下列那一河川屬於彰化縣及雲林縣間之縣界？ 
大安溪 濁水溪 大甲溪 大肚溪 

46 若要安排遊客觀賞沙洲，潟湖與潮埔等海積地形，應選擇至下列那一個地區最為適宜？ 
雲嘉南沿海地區 墾丁地區 東部沿海地區 北海岸地區 

47 「此地是一個硫氣孔、噴氣孔活躍的地區，周遭的岩石長期受到高溫強酸液體的腐蝕而變得鬆軟，因此

逐漸塌陷而形成低窪的盆狀地形。」以上的內容最適合用來描述下列那一個地區？ 
日月潭 七星山小油坑 埔里盆地 月世界 

48 臺灣最具「泉州風」而贏得「繁華猶似小泉州」美稱的是那一條老街？ 
安平老街 艋舺老街 鹿港老街 美濃老街 

49 九份、金瓜石地區黃金礦脈的形成是那一種自然作用？ 
河水作用 冰河作用 海水作用 火山作用 

50 臺灣東部花東地區，區分花東縱谷與花東海岸的是那一座山脈？ 
海岸山脈 雪山山脈 阿里山山脈 大武山山脈 

51 搭乘環島鐵路由臺北到臺南後，轉往懇丁度假，再經花蓮回到臺北，請問所利用的鐵路幹線依序為： 
縱貫鐵路、南迴鐵路、北迴鐵路以及花東鐵路 
北迴鐵路、南迴鐵路、縱貫鐵路以及花東鐵路 
縱貫鐵路、南迴鐵路、花東鐵路以及北迴鐵路 
縱貫鐵路、北迴鐵路、花東鐵路以及南迴鐵路 

52 下列那些地區是臺灣主要的日照鹽場，有鹽分地帶之稱？ 
布袋、北門、七股 白河、鹽水、茄萣 麥寮、台西、口湖 枋寮、佳冬、東港 

53 在沿海地區，若當地的地層走向與海岸垂直，再加上海水的差異侵蝕，將致使下列那一種地形特別發達？ 
沙洲地形 岬灣地形 潟湖地形 海階地形 

54 臺灣下列那個地方具沖積扇地形？ 
蘭陽溪中上游 東北角海岸 出礦坑背斜 小琉球 

55 安通是臺灣那一個地理區內著名的溫泉聖地？ 
花東縱谷 屏東平原 臺中盆地 桃園台地 

56 臺灣島的形成，是受到那兩個板塊的碰撞而成的？ 
歐亞大陸板塊與印度板塊  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 
印度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  歐亞大陸板塊與美洲板塊 

57 明鄭治臺時期之前，臺灣平埔族及漢人聚落均以集村為主，主要係受到那些因素所影響？ 
墾拓、防衛、水源 墾拓、農事、交通 交通、防衛 交通、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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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河川的輸沙量最主要是受到下列那個河道因素影響？ 
河道的高度 河道的坡度 河道的比高 河道的形狀 

59 下列臺東縣的那一處遊憩區隨著史前「長濱文化」的出土而被列為一級古蹟？ 
八仙洞 石雨傘 三仙台 太巴塱聚落 

60 臺北盆地最重要的灌溉渠道瑠公圳，自新店溪取水，流經大半個臺北盆地後，將水排放到那一條河？ 
新店溪 基隆河 大漢溪 淡水河 

61 日治時期羅東地區因何因素而繁榮？ 
煤礦開採 木材集散地 盛產水果 位在溫泉區 

62 澎湖群島四周環海，雨量卻不多，主要的原因是： 
地勢平坦 氣溫較高 距大陸較近 無季風影響 

63 臺塑公司在雲林縣麥寮鄉興建以石化工業為主的「離島基礎工業區」，其主要興建在何種海岸地形上面？ 
谷灣 潟湖 沙頸岬 峽灣 

64 臺灣的泥岩地區最常見的水系是下列那一種？ 
辮狀水系 格子狀水系 放射狀水系 羽毛狀水系 

65 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是針對觀光資源那一項特性而發展成功的案例？ 
綜合性 季節性 娛樂性 易變性 

66 日據時代為治理新武呂溪及荖濃溪流域一帶的布農族而開拓的古道為何？ 
關山越嶺古道 八通關越嶺古道 合歡越嶺古道 北坑溪古道 

67 下列何處向來是戲曲重鎮，也是歌仔戲的發源地？ 
嘉義縣 宜蘭縣 花蓮縣 高雄縣 

68 位於屏東縣，是國內第一個原住民文化資產列入國家古蹟的案例，更是第一個落實「聚落保存」之案例，

為下列何處？ 
牛角聚落 好茶舊社 花宅聚落 二嵌聚落 

69 「丹山草欲燃」是指下列何處的芒草花景觀？ 
陽明山 宜蘭 阿里山 南投 

70 下列那一個森林遊樂區內規劃有化石區，可供遊客觀賞生痕化石？ 
太平山森林遊樂區 惠蓀森林遊樂區 墾丁森林遊樂區 東眼山森林遊樂區 

71 要攀登中央山脈第一高峰的秀姑巒山，需要向那一個國家公園管理處申請入園？ 
雪霸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72 墾丁國家公園東岸龍磐草原上為觀察崩崖地形景觀的地區，最應注意下列何者？ 
硫氣孔 滲穴 海蝕溝 河階地 

73 寬尾鳳蝶的幼蟲是以下列那種植物的嫩葉為主要食物？ 
臺灣檫樹 鐵刀木 野百合 森氏杜鵑 

74 「馬太鞍濕地」在那一縣市及鄉鎮？ 
花蓮縣，瑞穗鄉 花蓮縣，光復鄉 臺東縣，池上鄉 臺東縣，卑南鄉 

75 西拉雅國家風景區內有聞名化石重鎮，並設置有化石陳列館的是那一條溪？ 
曾文溪 楠子仙溪 二寮溪 菜寮溪 

76 「風景特定區」係依何項法律劃設？ 
國家公園法 區域計畫法 發展觀光條例 建築法 

77 政府為發展觀光在民國 79 年正式將綠島納入下列那座國家風景區範圍內？ 
花東縱谷 東部海岸 雲嘉南濱海 東北角海岸 

78 為保護臺灣櫻花鉤吻鮭國寶魚，應用野生動物保育法，將其棲息地劃為何區管理？ 
野生動物保護區 景觀保護區 特殊自然區 自然保留區 

79 內政部訂頒之「機械遊樂設施管理辦法」，強制規定雲霄飛車、摩天輪、纜車等機械遊樂設施經營業者，

必須投保公共責任保險，投保金額需達新臺幣多少元以上？ 
 1,200 萬元  1,800 萬元  2,400 萬元  3,000 萬元 

80 為維護風景特定區內自然及文化資源之完整，區內施行任何設施計畫前，應如何辦理？ 
徵得該管主管機關之同意再施作 先建設，再告知主管機關 
都是政府機關的施政計畫，自己核准及建設 當地居民高興即可，不需告知其他機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