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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最早的鐵路，由何人主導修築？ 
鄭成功 施琅 沈葆楨 劉銘傳 

2 清領時期，漢族移民祭祀無人供奉的孤魂野鬼（好兄弟），請問下列何者為孤魂野鬼？ 
有應公 土地公 保生大帝 清水祖師 

3 清乾隆年間，臺灣發生林爽文事件，事平後清廷將那一縣改名為嘉義縣？ 
臺灣縣 彰化縣 鳳山縣 諸羅縣 

4 甲午戰爭失敗後，清廷在那一個條約中，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天津條約 馬關條約 南京條約 北京條約 

5 牡丹社事件後，清廷為增強臺灣的海防力量，在安平、旗後等地建造西式砲臺的人是： 
沈葆楨 丁日昌 劉銘傳 劉永福 

6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展示何種文化而著稱？ 
卑南文化 阿美文化 麒麟文化 長濱文化 

7 日治中期，負責設計建造嘉南大圳的重要工程師是下列何人？ 
伊能嘉矩 鳥居龍藏 八田與一 後藤新平 

8 首先在臺灣倡議興建「全臺首學」臺南孔廟的人是誰？ 
陳永華 沈光文 劉銘傳 沈葆楨 

9 清領時期，臺灣三大民變：朱一貴事件、林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其共同特色為何？ 
皆屬漢人反抗清政府的民變 皆屬漢人與原住民衝突的民變 
皆屬因祖籍不同而發生的械鬥 皆屬因職業不同而發生的械鬥 

10 臺灣總督府確立「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政策，積極推動農業改革，將臺灣當作那兩種農作物的生產地？ 
茶、稻米 樟腦、稻米 茶、蔗糖 稻米、蔗糖 

11 西元 1907 年至 1915 年間臺灣曾發生過十多起武力抗日事件，其中由羅福星領導的「苗栗事件」具有什麼特

性？ 
具有民族革命性質 與宗教結社有關 具有強烈民主思想 是農民武裝運動 

12 能有效防治臺灣的風土病和傳染病，且大幅降低死亡率，始於何時？ 
劉銘傳建設臺灣時期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臺灣光復初期 實施全民健保之後 

13 下列那一位不是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的武裝抗日領袖？ 
簡大獅 蔣渭水 柯鐵虎 林少貓 

14 1928 年在上海創建臺灣共產黨，並於二二八事件時指揮「二七部隊」，對抗國民政府軍，失敗後轉往中

國大陸的是： 
蔡阿信 楊千鶴 謝雪紅 許世賢 

15 日治時期，有許多日本人移居到臺灣，形成日本移民村，他們也把家鄉的地名、信仰都帶到臺灣來。下

列那一個地名最有可能是日治時期出現的？ 
豐田 北港 五股 左營 

16 臺灣總督府建立西式公立教育制度，作為貫徹殖民政策的工具，其中對臺人的初等教育以那一種學校為主？ 
小學校 初級職業學校 書房 公學校 

17 下列那一個單位，是由林義雄夫婦所創設，收藏豐富的臺灣民主運動史料？ 
吳三連臺灣史料基金會  臺北市二二八紀念館 
慈林文教基金會  宜蘭縣史館 

18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初，兩岸局勢緊張，下列那一戰爭促使美國派遣第七艦隊保衛臺灣？ 
韓戰 越戰 古寧頭戰役 八二三炮戰 



 代號：3401
頁次：4－2

19 1953-1967 年間經濟快速成長，是由於政府實施何種政策，使得大部分的佃農成為「自耕農」？ 
三七五減租 稅賦制度 耕者有其田 公地放領 

20 在臺灣以實踐慈悲喜捨的人間志業，組成「慈濟功德會」的佛教法師是： 
聖嚴法師 證嚴法師 星雲法師 印順法師 

21 「達達的馬蹄是美麗的錯誤。我不是歸人，是個過客。」這是那一位詩人的詩？ 
鄭愁予 余光中 瘂弦 楚戈 

22 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的臺灣知名畫家是： 
陳澄波 黃土水 廖繼春 楊三郎 

23 政府為了穩定臺灣的金融秩序，進行幣制改革，那一年宣布舊臺幣 4萬元折算新臺幣 1元？ 
民國 34 年 民國 36 年 民國 38 年 民國 40 年 

24 下列何人宣布解除戒嚴，進而開放黨禁、報禁？ 
嚴家淦 蔣經國 李登輝 陳水扁 

25 臺灣平埔族的農事，主要由誰負擔？ 
成年男子 女人 未婚青少年 老人 

26 「打耳祭（射耳祭）」是屬於原住民那一族的祭典？ 
卑南族 布農族 阿美族 鄒族 

27 「矮靈傳說」及「矮靈祭」是那一個原住民族的傳說及祭典？ 
泰雅族 布農族 排灣族 賽夏族 

28 以下那一族群原居於今南投縣日月潭附近，並以拉魯島（前稱光華島）為其聖地？ 
鄒族 邵族 泰雅族 排灣族 

29 阿美族主要分布在那一地區？ 
花蓮與臺東地區 臺東與屏東地區 屏東與高雄地區 宜蘭與花蓮地區 

30 下列何者是屬於臺灣原住民族群中的平埔族？ 
達悟（雅美）族 鄒族 泰雅族 西拉雅族 

31 莫那魯道是那一個抗日運動的原住民英雄？ 
霧社事件 牡丹社事件 噍吧哖事件 高砂事件 

32 原住民傳統上認為最能影響人類吉凶禍福的是何神祇？ 
天神 地祇 祖靈 山神 

33 有關客家聚落常見之義民廟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供奉義民爺 
係感念為保衛家園而犧牲的客家先人 
是臺灣的客家人獨有的信仰 
每年農曆過年期間的義民節，各地義民廟都會舉行祭典活動 

34 桃園臺地有許多池塘，即著名的「埤」，這些埤主要的功能為何？ 
養殖 觀光魚場 貯存灌溉水 飲用 

35 國人自行設計施工的第一座大型水庫為： 
德基水庫 石門水庫 日月潭水庫 翡翠水庫 

36 臺灣的梅花鹿在野外失去蹤跡之後，目前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在何處復育梅花鹿？ 
鵝鑾鼻公園 社頂自然公園 南仁山生態保護區 墾丁森林遊樂區 

37 「族群」在臺灣長期發展的結果，產生一類被稱為「福佬客」的人，請問是指： 
福佬人長期居住在客家聚落，其文化與語言都受客家影響的福佬人 
福佬人雖長期住在客家聚落，卻堅持福佬文化與語言的一群人 
客家人長期居住福佬聚落，卻堅持客家文化與語言的一群人 
因與福佬人混居，致文化與語言被同化的客家人 

38 臺灣的礦產稀少，唯獨何種礦產資源豐富，是臺灣水泥工業重要原料之一？ 
煤礦 硫磺 石灰石 天然氣 

39 清朝時期的臺灣布政使司衙門，一度曾經是最早的總督府，原本位於臺北市中山堂，現在搬到何處？ 
臺灣大學校內 臺北市的植物園內 大安森林公園內 二二八公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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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北宜高速公路施工期間長達十年，最大原因是那一座山的隧道工程出水量太大所致？ 

雪山 太平山 棲蘭山 彭山 
41 在臺灣西南部平原上設糖廠，主要考慮的因素是： 

動力 勞工 資本 原料 
42 臺灣的地名中，有許多與「崙」有關的地名，其在地形上代表何意義？ 

沙灘 沙丘 沙洲 沙嘴 
43 下列那個地方屬於泥火山的地形景觀？ 

雙冬九九峰 臺北七星山 高雄燕巢 苗栗火炎山 
44 水庫的興築對河流出海口的海岸地區會有什麼影響？ 

水土流失 海岸後退 地盤下陷 河流改道 
45 到過澎湖觀光的民眾，一定會發現島上的樹很少，其原因主要是受何種強勁盛行風所造成的狂風飛砂，

導致樹木難以生長？ 
焚風 颱風 龍捲風 東北季風 

46 下列那一個觀光資源是以海岸堆積地形為主？ 
潟湖 蕈狀石 海岬 海蝕平台 

47 花東縱谷平原，其實主要是由谷中兩側山地流入谷內的溪流，所沖積出的何種地形所組成？ 
三角洲 斷層河谷 氾濫平原 山麓沖積扇 

48 臺灣西南部地層下陷的災害主要是什麼原因造成的？ 
斷層錯動 颱風來襲 超抽地下水 大量人工填土 

49 臺灣九二一地震，最大的地震斷層是那一條？ 
水里斷層 三義斷層 車籠埔斷層 彰化斷層 

50 臺灣最長的河川為： 
濁水溪 大甲溪 高屏溪 立霧溪 

51 臺灣是位於英國格林威治的那個方向？幾個時區？ 
往東、8個時區 往西、8個時區 往東、16個時區 往西、12個時區 

52 臺灣東部海岸地形特徵為何？ 
沖積扇地形主要分布於海岸山脈北邊海岸 
有大規模的海岸沖積平原分布 
有許多沙洲分布於海岸山脈北邊海岸 
有許多海岸海階、海蝕洞等海岸地形分布於海岸山脈中南部海岸 

53 馬祖列嶼位於大陸那一條江的河口？ 
西江 錢塘江 閩江 晉江 

54 東北角國家風景區中有非常廣闊的海蝕平臺，這些海蝕平臺是如何形成的？ 
原來就有的原始平面 人為開挖而成 河川切割而成 海水拍打的 

55 灌溉嘉南平原的嘉南大圳，其水源來自那兩條河川？ 
大肚溪、大甲溪 濁水溪、大甲溪 曾文溪、濁水溪 大肚溪、八掌溪 

56 下列那一個島嶼，有珊瑚礁岩之觀光資源，但其成因與火山作用無關？ 
澎湖群島 龜山島 小琉球 綠島 

57 蘭陽平原的成因為： 
地層抬升而成 季風吹蝕而成 河川沖積而成 火山作用而成 

58 臺灣水力發電的核心，主要是下列那兩條河川？ 
新店溪與淡水河 大甲溪與濁水溪 曾文溪與高屏溪 花蓮溪與秀姑巒溪 

59 臺灣中部地區年平均降水量的空間分布特徵是： 
由南往北遞減 由南往北遞增 由沿海往內陸遞減 由沿海往內陸遞增 

60 位於墾丁關山地區的「飛來石」實際上是一種平衡岩，且應歸屬於下列那一類的地形中？ 
差別風化地形 節理風化地形 殘蝕風化地形 塊體崩壞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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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雪景是臺灣稀有景觀，臺灣那一處高山地區在冬天雪季時，民眾可以開車去玩雪？ 
玉山山區 雪山山區 合歡山區 北大武山區 

62 玉山國家公園的觀光資源，不包括下列那一項？ 
位居臺灣中央地帶，被譽為「臺灣的屋脊」 擁有「國寶魚」之櫻花鉤吻鮭 
除山巒疊嶂之美外，亦保有原住民之美 東起馬利加南山，西至順楠溪林道西側稜線 

63 每年約十月國慶日前後抵達墾丁的候鳥，有國慶鳥之稱的是： 
紅尾伯勞 黑面琵鷺 小雲雀 灰面鷲 

64 澎湖的跨海大橋是連接那兩個島嶼？ 
白沙島與西嶼 吉貝島與白沙島 吉貝島與姑婆嶼 澎湖本島與白沙島 

65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中，擁有全臺灣最大潟湖之地區為何？ 
四草 七股 東石 布袋 

66 以保護和保存歷史文化見證作為宗旨，並指定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的是下列那一個國際組織？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國際自然保育聯盟（IUCN）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世界自然基金會（WWF） 

67 位於臺東縣，擁有獨特的海蝕洞景觀和臺灣最早的史前文化遺址為何？ 
卑南遺址 加走灣遺址 長濱平原 白沙安遺址 

68 下列那一處國家公園的資源是以聚落及歷史古蹟為主？ 
玉山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 金門國家公園 

69 七股地區是候鳥棲息處，若欲開發成觀光遊憩區，應先進行那一項評估？ 
社會影響評估 經濟影響 環境影響評估 成本效益分析 

70 下列那一條古道是以民生用途為主，為過去先行用以運送魚貨、硫礦、大菁等物質，往來於金山、士林

間的交通幹道？ 
八通關古道 合歡越嶺道 金包里古道 草嶺古道 

71 為整合政府、民間對自然資源之保育與經營管理，並協助各國政府訂定保育相關法令的非政府組織（NGOs），
是那一個？ 
國際自然保育聯盟（IUCN） 世界自然基金會（WWF）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世界旅遊組織（WTO） 

72 下列那一座國家公園，具有較完整的火山地形？ 
陽明山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 太魯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73 下列那一個森林遊樂區內有溫泉？ 
大雪山森林遊樂區 太平山森林遊樂區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東眼山森林遊樂區 

74 「先趨樹種」是以下列那種植物為主？ 
紅檜 肖楠 臺灣赤楊 青剛櫟 

75 下列那一座森林遊樂區有「蝴蝶谷」之稱？ 
富源森林遊樂區 池南森林遊樂區 內洞森林遊樂區 知本森林遊樂區 

76 在國內的森林遊樂區之中，下列何處的管理機關不是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內洞 東眼山 棲蘭 藤枝 

77 「觀光遊憩區為避免過多遊客湧入，造成環境破壞，而必要採取一定標準之管理控制」，此定義稱為： 
標準作業流程 全面品質管理 控制量 承載量 

78 舉辦寶島鯝魚節的達娜伊谷溪山美村位於那裏？ 
玉山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阿里山國家風景區 茂林國家風景區 

79 我國的國家風景區中，可以激流泛舟的河流在那個國家風景區？ 
日月潭 東部海岸 雲嘉南 參山 

80 依發展觀光條例規定，「專業導覽人員」係指下列何者？ 
故宮博物館的導覽人員  國家風景區的解說義工 
節慶展覽會的引導人員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的解說專業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