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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代臺灣開港後，在臺灣北部最有影響力的傳教士是那一位？

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馬偕（George L. Mackay）

偕叡廉（George William） 于斌

2 張達京與平埔族岸裡社「割地換水」，張達京等出資開發水圳，開圳者得到一部分的土地，而岸裡社取得

一部分的水權，其水圳名稱？

大安圳 合金川圳 貓霧捒圳 八堡圳

3 十九世紀中末期，不少歐洲人來臺灣探險、傳教與經商，必麒麟（W.A. Pickering）為代表之一。下列那

一項描述或事件，與必麒麟無關或錯誤？

樟腦戰爭和條約

他是英國怡記洋行的代理人

他寫了《臺灣六記》（Far From Formosa）一書

安平砲擊事件

4 盧溝橋事變前一年（1936 年）赴任臺灣總督的小林躋造，曾提出其作為後期武官總督之統治臺灣的三原

則。請問小林總督的治臺三原則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全島要塞化 皇民化 工業化 南進基地化

5 下列何組臺灣地名的更改，並不是發生在日治時期？

將臺北的水返腳改稱為汐止 將屏東的琅�改稱為恆春

將嘉義的打貓改稱為民雄 將南投的林圯埔改稱為竹山

6 展示於臺北市中山堂（日治時期名公會堂）的牆壁上，有名的水牛與農夫的浮雕，是那位雕塑家的畢生傑作？

顏水龍 楊英風 黃土水 蒲添生

7 日治時期下列那一家旗亭（作為高級社交場所的酒樓）不是位於臺北市的大稻埕？

聚英樓 江山樓 春風得意樓 蓬萊閣

8 西元 1927 年，由於臺灣人休閒生活型態改變，因此《臺灣日日新報》舉辦臺灣新八景票選活動，推廣大

眾休閒。下列那一景點不屬於新八景？

八仙山 太魯閣 安平夕照 基隆旭崗

9 如果外國觀光客造訪花蓮，想進一步瞭解當地的重要歷史事件，請問下列人物何者與發生於花蓮的二二八

事件有關？

何斌 張七郎 陳澄波 沈有容

10 歷史文獻為從事歷史研究的重要依據，請問下列歷史文獻，何者為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所產生

的文獻？

舊金山和約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臺北和約 馬關條約

11 臺灣民間盛行的辦桌宴席中，經常看見豐富的海鮮食材，龍蝦、石斑魚與帝王蟹等食材，成為辦桌菜的選

擇，跟下列那項因素較無關聯？

臺灣四面環海，遠洋漁業發達，自清代以來的辦桌，就以現撈海鮮為主

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進口海鮮關稅降低，促使辦桌菜大量使用海鮮

臺灣養殖漁業蓬勃發展，如石斑魚等魚種，因此經常成為辦桌菜選擇

隨著臺灣經濟發展，人均收入提升，社會普遍富裕，開始有能力消費高檔海鮮

12 西元 1920 年代，臺灣知識分子從事文化啟蒙運動，發行下列那一種報紙？

臺灣時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新生報 臺灣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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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臺灣從威權體制朝向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轉型過程中，社會運動經常扮演重要角色，選項中的社會運動，何

者並非發生於戰後時期？

 520 農民運動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原住民族正名運動 反核運動

14 物資缺乏的年代，臺灣人曾將使用後的麵粉袋作為短褲或內褲穿著，請問該現象與何項史實有關？

保釣運動 羅妹號船難事件 美援 清法戰爭

15 「美麗島事件」發生於何地？

高雄 臺北 嘉義 臺南

16 清末的臺灣官方透過設立「行政機關」與「田畝丈量」方式，用來獲取土地管理與收取租賦的權力，請問

下列那一個原住民歷史事件與上述的史實有關？

大庄事件 大嵙崁事件 大南澳事件 大肚番王事件

17 回顧臺灣電影史，那部電影以描述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為題，並曾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獎項？

蚵女 悲情城市 返校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18 部分族人要求正名為「達悟族」的是那一個族群？

阿美族 雅美族 泰雅族 排灣族

19 下列何者不屬於西拉雅族的文化現象？

阿立祖 公廨 祀壺 祖先柱

20 穆斯林食用的家禽、家畜，必須經過一定的宰殺程序，而達到對食物潔淨的要求，以確保食材與料理符合

伊斯蘭教規，故而發展出清真認證制度。下列選項何者與清真認證無關？

宰殺下刀時，必須「誦真主之名而宰」

使用的刀具必須鋒利，使之立即死亡，減少痛苦

合法的肉品，包裝上須有英文 HALAL、中文「清真」或阿拉伯文 حالل 字符。表示「合法」或「許可」

之意

為了彰顯惜物精神，禽畜之血必須收集不浪費，並完全食用

21 時序進入秋冬以後，交通部觀光局結合「溫泉」、「美食」兩大觀光資源，在 17 個溫泉區同時舉辦「溫泉

美食嘉年華」。該局能在這 17 個溫泉區舉辦此項活動，與臺灣具有下列那一項位置特色的關係最為密切？

地處東亞島弧的中樞 位於海陸板塊接觸帶

地處熱帶與溫帶過渡區 位於海洋與陸地的交界

22 某人在暑假期間行經臺 11 線的北回歸線地標，此時最有可能在這個地標附近見到下列那項原住民族的祭

典活動？

卑南族年祭 阿美族豐年祭 布農族打耳祭 泰雅族小米祭

23 臺灣東北角海岸常使用消波塊工法保護海岸，此種海岸工程最可能造成下列那二項影響？①毒性物質排

出，使珊瑚礁白化 ②海浪趁隙入侵陸地，使地下水鹽化 ③海岸地形改變，使原有生態環境破壞 ④阻

礙人類親近海洋，使多種海洋遊憩活動無法進行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4 隨著都市化和產業轉型的過程，許多工業廠區步入荒廢的情況。近年來這些荒廢的空間場域，經過轉型、賦

予新空間意涵而再利用，成為保存都市記憶的場所。下列何者最符合上述提到「空間轉型再利用」的案例？

西門町商圈 華山藝文特區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區

25 一首新詩寫道：「穿過輕便路，遊客一定要停下來／憑弔熱鬧背後的悲情城市，憑弔現在過去和未來；但

別站得太久，記得『豎崎直行』，繼續向上登／一階一階往上數／我會在上面等你；上面就是基山街／到

了基山街，你可就走不動了／所有遊客變成的魚，都集中在這裡；排隊買芋圓／排隊吃古早丸／排隊試飲

古早味薑母茶……」該詩所描寫的地點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瑞芳九份 大甲鐵砧山 秀林合歡越嶺道 仁愛奧萬大楓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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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四個國定古蹟中，那處古蹟的指定理由是與該地「在清代是大隘拓墾的基地，見證大隘拓墾的歷史」

有關？

祀典武廟 金廣福公館 林本源園邸 竹塹城迎曦門

27 彰化八卦山風景區向來以八卦大佛聞名，但近年來逐漸以「八卦鷹揚」打響名聲。所謂八卦「鷹」揚的鷹

最主要是指下列那一候鳥？

蜂鷹 王鷲 灰面鷲 大冠鷲

28 臺灣某個聚落，在清代具有行政、軍事、商業和港口機能，聚落內部廟宇數量眾多，有「三步一小廟、五

步一大廟」之稱。該聚落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苗栗中港 彰化鹿港 臺南麻豆 屏東東港

29 位於雲林麥寮的台塑離島基礎式工業區，除工業專用港外，還包括煉油廠、輕油裂解廠、矽晶圓廠、人造

樹脂、汽電共生廠等，此工業區的運作模式最符合下列那一個現代工業的生產特徵？

水平分工 空間彈性 工業慣性 垂直整合

30 臺灣某風景區有一段對該地景的地層介紹如下：「這裡的地層為厚約 1,000 公尺的深色泥岩，岩層層次不

清，含有大小不一的外來岩塊。」該景點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臺東縣利吉惡地 高雄市田寮月世界 苗栗縣火炎山步道 屏東縣觀音鼻海岸

31 2001 年希臘籍的阿瑪斯號貨輪在墾丁海域擱淺，輪船流出的浮油造成附近海域的生態浩劫。下列那一個

地區因該漏油事件，使得區內珊瑚礁海岸的生物大量死亡？

大武 龍坑 楓港 旭海

32 沙頸岬地形是由連島沙洲與陸連島兩個部分所組成。下列何處可見到沙頸岬地形景觀？

臺東太麻里 宜蘭南方澳 雲林外傘頂 新北富貴角

33 《澎湖廳志風俗卷》記載：「築牆用石古，皆掘於內海波間」，民宅外圍的菜園，「亦用石古周圍堆砌短

垣」。澎湖地區的民宅與菜園周圍，皆以石古築牆圍繞，和下列那一關係最密切？

冬季季風強勁 早期海盜猖獗 民間風水信仰 火山玄武岩遍布

34 馬祖列島常被形容是一串散落在福建閩江口外的珍珠。該列島的主要成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板塊隱沒所形成的火山島弧 海水面上升導致的陸沉作用

中國沿岸流帶來的漂沙堆積 地殼抬升造成的珊瑚礁隆起

35 「因為忌諱偶像崇拜，大殿內除了鋪設友邦國王贈送之手工波斯羊毛地毯與懸掛宮廷吊燈外，就只有指示

禮拜方向的窯殿（米哈拉布），場地極為空曠。」文中敘述為何種宗教的集會場所？

齋教 基督教 藏傳佛教 伊斯蘭教

36 「某傳統活動於農曆七月時舉辦。先以數根塗滿牛油的孤柱架成一座孤棚，上面豎以孤棧及旗竿，並將祭

品掛於其上以祭告天神。參賽者 5 人為一組，每組以一根繩索為工具，待鑼聲響起時，各組以疊羅漢的方

式向上攀爬並刮去牛油以利爬行，最後由率先奪得孤棧上順風旗者取得優勝。」此項傳統活動目前主要在

那些鄉鎮舉辦？①頭城鎮 ②口湖鄉 ③恆春鎮 ④豐濱鄉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37 臺灣王爺信仰的由來眾說紛紜，有一說是源自於中國的福建泉州一帶，因早期當地居民會在瘟疫流行時建

造王船祭拜瘟神，並在祭祀之後將王船放入大海任其漂流，表示送走瘟疫；有些放流的王船漂至澎湖與臺

灣西南沿海，被當地的先民拾獲後建廟祭祀。來自漳泉沿海的王船漂流到臺灣，最可能與下列那一個自然

要素有關？

黑潮 南海暖流 東北季風 西南季風

38 近年來政府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由各地農會協調三年為一期，由農會先將租金一次給付給原地

主，承租土地的新農戶再分期給付租金給農會，利息由政府補貼。此一政策的目的主要在解決臺灣那項農

業問題？

秋行軍蟲害嚴重 農地肥沃度衰退 灌溉水源不穩定 農戶經營規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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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高雄市的行政區中，那一個區的區名由來和漁業活動有關？

前鎮 苓雅 大寮 旗津

40 近年來，不少人喜歡在秀姑巒溪、荖濃溪、卑南溪、安農溪等河川進行泛舟，其中荖濃溪的泛舟活動主要

盛行於夏季，冬季無法進行。該溪流具有下列那項特性，導致冬季無法進行泛舟活動？

河流長度短促 河水流動湍急 河床坡度陡峻 洪枯流量變化大

41 遊客在面臨下列各項具風險的遊憩情境時，何者為遊客最應具備「風險自承」的觀念，以維護自身的安全？

在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從事森林浴時被野生動物襲擊

在新北市碧潭風景區踩天鵝船遊湖時翻船

在東北角海岸從事磯釣活動時被大浪襲擊落海

在主題樂園搭乘雲霄飛車因機具故障而受傷

42 民眾搭船出海釣魚，若於海上發生緊急事件需請求救援時宜撥打下列那個電話號碼？

 119  110  113  118

43 賞鳥為馬祖熱門的生態旅遊活動之一，下列那些遊憩行為不利於燕鷗觀賞的永續發展，需要遊客多加留

意？①距離燕鷗保護區離岸 100 公尺外進行遊憩活動 ②馬祖燕鷗核心保護區全年禁止進入 ③燕鷗繁

殖季節期間，保持遊憩活動遠離緩衝區 ④緩衝區內船隻減速慢行，必要時輕鳴喇叭警示於航線內的燕鷗 

⑤燕鷗繁殖季節（每年十月至翌年三月)，僅有漁民身分者能登岸採擷貝類或海（紫）菜 ⑥民眾因自然

教育而需進入馬祖燕鷗核心保護區，須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為之

①② ③⑥ ①⑥ ④⑤

44 根據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提供的「臺灣海域賞鯨指南」中，下列那些行為發生時違反該指南的建議？

請船隻跟鯨豚保持 300 公尺以上的觀賞距離

選擇有餵食魚蝦的觀賞行程，以積極行動保育幼年鯨豚

臺灣海域目擊紀錄以小型鯨豚較為常見，賞鯨無法保證看到鯨豚

自備水壺，穿好救生衣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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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類型。下列何種遊憩參與者屬「許可進入者」？

進入陽明山國家公園磺嘴山生態保護區之生態體驗者

經申請核准登玉山主峰之遊客

騎自行車環島之遊客

買票搭乘日月潭纜車之遊客

46 「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2016 年參照聯合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及目前國內現狀修正，修正後具有多重特點

以強化資源使用的適宜性，下列何者不是這些特點？

擴大公民參與 認定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

尊重多元民族，重視原民權益 文化地景與自然地景分流管理與保育

47 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為加強軍事與經濟的控制，在臺灣先後開闢 8 條東西越嶺道路，其中那一條與現臺

26 線旭海至安朔段改善計畫有關？

古排灣步道 浸水營古道 阿朗壹古道 崑崙坳古道

48 臺灣的溫泉歷史從清光緒年間開始發跡，自此成為養生、療癒的重要觀光資源。下列何者不屬於臺灣早期

四大溫泉？

陽明山溫泉 關仔嶺溫泉 四重溪溫泉 瑞穗溫泉

49 我國國家風景區，特別為熱愛飛行活動者規劃有航空飛行的專屬公園是那一處？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澎湖國家風景區

茂林國家風景區

50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之興建係為紀念八田與一對嘉南平原農田灌溉的貢獻，該園區座落下列那一處水庫的

範圍？

白河水庫 曾文水庫 虎頭埤水庫 烏山頭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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