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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的長老教會在何地設立女學院，首開北部女子教育之風氣？ 
大稻埕 艋岬 淡水 木柵 

2 彰化市八卦山下有條「陳稜路」，有關陳稜的事蹟來自下列那一本史書？ 
史記 漢書 三國志 隋書 

3 劉銘傳治臺期間，為充裕財源，將那兩項產業收為國營？ 
茶、樟腦 蔗糖、樟腦 硫磺、樟腦 茶、硫磺 

4 清代漢人移民臺灣，由於祖籍不同，供奉的神明也有異。請問供奉保生大帝者為何地移民？ 
漳州 泉州 潮州 福州 

5 鄭氏治臺所頒的「拓墾準則」一再強調不可侵占那些人生活領域？ 
來臺世族與鄭氏族人 軍人營盤與原住民 原住民與在住漢人 在住漢人與營盤軍人 

6 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割讓臺灣給日本，何人率領黑旗軍鎮守臺南？ 
劉銘傳 唐景崧 劉永福 丘逢甲 

7 西元 18世紀以後，由於漢族移民大量來臺拓墾，大規模的水圳相繼興築。其中灌溉今臺北縣板橋、土城

一帶的水圳是： 
八堡圳 大安圳 曹公圳 瑠公圳 

8 清代臺灣開港後，西方傳教士便積極在臺灣展開活動，其中以那一個教會影響最大？ 
長老教會 衛理教會 摩門教會 耶穌教會 

9 西元 1926 年日本改良臺灣稻米品種成功，當時總督伊澤多喜男將之命名為： 
在來米 壽司米 蓬萊米 池上米 

10 出生於嘉義梅山，在日治時期以「藝旦之家」、「夜猿」、「閹雞」等小說聞名的作家是： 
呂赫若 張文環 周金波 張深切 

11 在日據時代的臺灣社會裡，宗祠制度是以那一種型態出現？ 
宗教組合 神明會 祭祀公業 廟宇組合 

12 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興修最重要的水利工程是： 
桃園大圳 嘉南大圳 卑南大圳 鯉魚潭水庫 

13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出現的第一個合法政黨是： 
臺灣共產黨 臺灣民主黨 臺灣民眾黨 臺灣群眾黨 

14 日治時期，因臺人士紳的請願和捐資，設立了第一所以招收臺籍學生為主的「公立臺中中學校」，請問

此校係因何人建議而設？ 
林獻堂 辜顯榮 蔣渭水 蔡培火 

15 出生於宜蘭，在臺北開設大安醫院，臺灣文化協會主倡者之一的醫生是下列何人？ 
蔣渭水 蔡惠如 楊肇嘉 林呈祿 

16 參觀自來水博物館，從裡面的設備沿革，可知臺北市何時才開始有自來水？ 
劉銘傳建設臺灣時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臺灣光復初期 十大建設完成後 

17 臺灣光復之後，設立臺灣行政長官公署為最高行政單位。首任臺灣行政長官為誰？ 
陳誠 白崇禧 陳儀 彭孟緝 

18 戰後臺灣第一部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電影是： 
無言的山丘 多桑 悲情城市 戲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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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戰後第一位為臺灣在奧林匹克運動會奪得獎牌的人是： 
蔡溫義 紀政 朱木炎 楊傳廣 

20 臺灣各鄉鎮的傳統民俗技藝各具特色，其中何處以陶瓷聞名？ 
鶯歌 三義 大甲 鹿港 

21 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於西元那一年？ 
 1945 年  1946 年  1947 年  1948 年 

22 日本京都大學工學部擬參訪戰後臺灣水利建設成果的景點，下列那一個景點較合適？ 
烏山頭水庫 日月潭水力發電 嘉南大圳 石門水庫 

23 民國 68 年的「美麗島事件」是發生在那一個城市？ 
臺南市 嘉義市 高雄市 屏東市 

24 政府為了實現工業升級，以優惠條件鼓勵廠商投資高科技產業，於民國 69 年設立： 
中山科學院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 工業研究院 

25 文獻上有「蛤仔難」或「蛤仔欄」一詞，是指今日原住民中那一個族群？ 
凱達格蘭族 拍瀑拉族 噶瑪蘭族 西拉雅族 

26 西拉雅族原本主要分布於今日那些地區？ 
大臺中地區 彰化平原與南投山區 雲林、嘉義地區 臺南平原 

27 下列那一個族群的「八部合音」歌唱深具特色，是觀光客極想要體驗的文化之旅？ 
阿美族 布農族 排灣族 卑南族 

28 從荷蘭到清代初期，原住民經常用什麼來納稅？ 
芋頭 鹿皮 粟 番布 

29 由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支持成立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設於： 
南投縣信義鄉 屏東縣瑪家鄉 臺東縣卑南鄉 花蓮縣瑞穗鄉 

30 西元 1910 年擬定「五年理番計畫」，準備以武力鎮壓的方式，迫使全臺灣的原住民歸順，後來被稱為

「理番總督」的是下列何人？ 
樺山資紀 乃木希典 長谷川清 佐久間左馬太 

31 臺灣知名的觀光景點「大南青年會所」屬於那一族群？ 
阿美族 卑南族 魯凱族 雅美族（達悟族） 

32 清代奏請「開山撫番」，而開闢北、中、南三條東西橫向山路，試圖打破「山前」、「山後」壁壘的重

要官員是： 
劉銘傳 沈葆楨 劉永福 李鴻章 

33 臺灣的河川湍急短促，卻富水力，尤其是那兩條河川，水資源蘊藏量居臺灣之冠，佔全臺水力發電的 68%？ 
淡水河、濁水溪 大甲溪、大安溪 大甲溪、濁水溪 曾文溪、高屏溪 

34 在臺灣西部鐵路幹線轉接集集支線的車站為： 
彰化 二水 水里 田中 

35 澎湖的觀光業只能「做半年，休半年」，主要是受到何種因素的影響？ 
船班少 氣候限制 農產不足 缺乏用水 

36 臺灣東北部的釣魚台列嶼，其周邊海域屬於臺灣漁民傳統漁場，現屬於那一行政區管轄？ 
基隆市 臺北縣 宜蘭縣 臺北市 

37 下列那一項是光復初期臺灣主要的出口作物？ 
茶 稻米 花卉 蔬菜 

38 臺灣現在僅存三條鐵路支線為集集線、平溪線、內灣線，其中內灣線位在那一縣市？ 
南投 臺中 新竹 臺北 

39 位於阿里山鐵路的中點，因阿里山觀光而繁榮，甚至成為阿里山的便當王國的是： 
豐山 瑞里 奮起湖 梅山 

40 下列何者為臺灣海拔最高的水庫？ 
翡翠水庫 德基水庫 谷關水庫 日月潭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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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下列何者是以低溫彩釉製作的藝術品，早期常用於廟宇建築裝飾，現在嘉義市設有博物館收藏名家作品？ 

琉璃 瓷器 交趾陶 銅雕 
42 早期大陸移民至臺灣的漢人當中，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那裡？ 

沿海港口 西部平原 台地、丘陵 臺東縱谷 
43 臺灣地區屬季風氣候，其盛行的風向是： 

冬季吹西北風；夏季吹東南風 冬季吹東北風；夏季吹西南風 
冬季吹西北風；夏季吹西南風 冬季吹東北風；夏季吹東南風 

44 在臺灣的離島中，下列那個離島擁有豐富的海底溫泉？ 
綠島 蘭嶼 澎湖 馬祖 

45 太魯閣有知名的峽谷景觀，請問貫穿太魯閣峽谷的河流是： 
木瓜溪 三棧溪 立霧溪 秀姑巒溪 

46 在桃園復興鄉角板山公園內可眺望到的「溪口臺」，是屬於下列那一種地形？ 
河階地形 三角洲地形 瀑布地形 惡地地形 

47 臺灣早期的一府、二鹿、三艋舺，發展的共同聚落條件為何？ 
河、湖、海濱交通便利之處 背山面谷、防風、防水之地 
局部高地  井、泉、融雪流水所經之地 

48 以下何者是臺灣河流所具有的特性之一？ 
源遠流長 泥沙含量高 河窄水深 流量穩定 

49 澎湖群島大部分地區是何種岩質所組成？ 
安山岩 火山碎屑岩 花崗岩 玄武岩 

50 到陽明山國家公園著名的大、小油坑景點，可以觀察到何種後火山作用的地形景觀？ 
噴泥口 火山口 堰塞湖 硫氣孔 

51 臺灣地區有許多特殊河流地形景觀，其中以襲奪河（搶水）地形聞名，並因此而發展出泛舟運動的河川

是： 
立霧溪 大甲溪 秀姑巒溪 花蓮溪 

52 臺灣的那一座山有疑似冰河遺跡的圈谷地形？ 
合歡山 大霸尖山 雪山 玉山 

53 登山旅遊時常會使用等高線圖，若等高線間距愈密表示何種意義？ 
距離愈近 風力愈強大 坡度愈平緩 坡度愈大 

54 昔日臺北盆地曾因大屯火山的熔岩流堵塞成古臺北湖，後來造成古臺北湖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是： 
湖中的淤積作用 湖面的蒸發作用 湖緣的侵蝕作用 湖底的滲漏作用 

55 澎湖的綠蠵龜產卵棲地保護區位在那一個島的西面和南面的沙灘？ 
馬公島 白沙島 望安島 七美嶼 

56 地下水在下列那個地區最豐沛？ 
桃園台地 恆春半島 澎湖群島 蘭陽平原 

57 劃分臺灣的氣候區為熱帶季風區與副熱帶季風區的緯度線是： 
北緯 22 度 北緯 23.5 度 北緯 25 度 北緯 26.5 度 

58 臺南的「台江內海」一帶，具有何種地理景觀？ 
溺谷 緣海 潟湖 河口灘地 

59 臺灣地區的國家公園中，下列何者其範圍沒有到達海濱？ 
金門國家公園 太魯閣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 

60 行車至花東縱谷瑞穗近郊的省道時，會在何處經過一大片名聞全臺的茶園？ 
奇美 池上 大港口 舞鶴台地 

61 金門與臺灣那個都市或地區的緯度相近？ 
富貴角 基隆 臺北 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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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臺灣目前在南海諸島中對東沙群島及南沙太平島行使主權，請問此兩地現歸那一行政區管轄？ 
屏東縣 澎湖縣 高雄市 金門縣 

63 八掌溪為那兩個行政轄區的分界？ 
嘉義、臺南 臺南、高雄 雲林、嘉義 高雄、屏東 

64 臺灣附近海域島嶼林立，下列那一島嶼為珊瑚島地形？ 
蘭嶼 小琉球 貓嶼 桶盤嶼 

65 政府公布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中，那一部會是自然地景的主管機關？ 
內政部  交通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66 區內有橫貫園區的國家景觀道路，並有原住民文化之國家公園位於何處？ 
雪霸國家公園 金門國家公園 太魯閣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67 觀光客藉由參觀、遊覽所帶走的是對旅遊地區的印象和觀感，而不能帶走觀光資源本身。這是屬於觀光

資源的那一種特性？ 
商業性 地域性 季節性 永續性 

68 下列何者為宗教觀光的著名景點？ 
陽明山 獅頭山 梨山 大武山 

69 國家公園的土地使用分區及資源特性中，下列那一項並不包括在內？ 
一般管制區 環境解說區 生態保護區 史蹟保存區 

70 櫻花鉤吻鮭是原屬於那條溪流的洄游性魚類？ 
大甲溪 立霧溪 秀姑巒溪 七家灣溪 

71 對於環境生態敏感地區，資源管理維護的最高指導原則是？ 
資源永續利用 承載量的推估 遵守遊憩機會序列 地區經濟效益 

72 風吹砂是墾丁國家公園著名景點之一，惟景觀已改變。下列那一項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 
全球氣候變遷 地形坡度改變 遊客不當破壞 興築道路 

73 下列那一個森林遊樂區可以看到銀葉板根？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墾丁森林遊樂區 惠蓀森林遊樂區 溪頭森林遊樂區 

74 溪頭森林遊樂區與惠蓀林場屬下列那一個主管機關管轄？ 
內政部  教育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75 擁有臺灣面積最大的臺灣杉人造林位於下列那座森林遊樂區？ 
奧萬大 知本 藤枝 富源 

76 下列那一個森林遊樂區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 
墾丁森林遊樂區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溪頭森林遊樂區 滿月圓森林遊樂區 

77 叄山國家風景區包含下列那三個風景區？ 
獅頭山、梨山、八卦山  梨山、八卦山、盧山 
獅頭山、觀音山、梨山  八卦山、觀音山、盧山 

78 下列那一項是推估觀光遊憩區活動量及設施量的依據？ 
土地面積測量 環境影響評估 遊客量調查 景觀設計 

79 溫泉露頭為重要觀光資源，人們常到野外尋找，為永續利用，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不得為開發行為 野溪露頭多興建泡湯池收費賺錢 
將露頭圍起來，作野營地出租 將露頭接管引至旅館使用 

80 下述那一項是遊憩承載量的內涵之一？ 
財務管理目標 遊客滿意度 行銷策略 經濟考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