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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6學年度市立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甄選 國語文(含英文、台南文史) 試題 

以下題目共 100 題，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每題 1分，共 100 分) 

1.下列哪一個選項完全沒有錯別字？ 

（A）揆情度理／振聾發聵／奸軌不法（B）扞格不通／糾葛不斷／箝口結舌 

（C）翕然從風／不甘雌服／歲杪年終（D）虔誠祝嘏／山川相繆／水波斂灩。 

2.下列各組「」中的字，字音完全相同的選項是？ 

（A）「弁」言／「卞」急  （B）「蹭」蹬／「繒」帛  

（C）凝「睇」／「鵜」鶘  （D）「騫」舉／「蹇」驢。 

3.有關臺灣閩南俗諺「歹歹馬，也有一步踢」句的含意，下列哪一個選項是最接近的？ 

（A）比喻能力不佳的人，也有可取之處  （B）指人大器晚成  

（C）指沒有經歷磨練就無法增長見識    （D）比喻個人力量雖然單薄，但無所畏懼，勇往直前。 

4.下列詠史詩所歌詠的歷史人物，每一選項前後相同的是？ 

（A）萬古丹心盟日月，千年義氣表春秋 ／志見出師表，好為梁父吟 

（B）時局類殘棋，楊柳城邊懸落日；衣冠復古處，梅花冷豔伴孤忠 ／日月照孤忠，三字沈冤，大地

裂裳盟白馬；江山憂半壁，重新祠宇，中原遺恨飲黃泉   

（C）博浪一聲震天地，圯橋三進升雲霞 ／為帝者師，佐漢功原高將相；棄人間事，報韓心已了英雄 

（D）金石文章空八代，江山姓氏著千秋 ／賓主聯歡，追思笠屐風流，雪爪尚存鴻北去；冠裳承祀，

若問送迎詩句，笛腔猶接鶴南飛。 

5.文學作品中，常採用「由大而小」的手法，逐漸聚焦到所要描寫的重點對象。下列選項使用此種手法的

是？ 

（A）散髮披襟處，浮瓜沉李杯。涓涓流水細侵階。鑿個池兒，喚個月兒來。(辛棄疾〈南歌子•新開

池戲作〉) 

（B）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金昌緒〈春怨〉) 

（C）新妝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劉禹錫〈春詞〉) 

（D）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王安石〈鍾山晚步〉) 

6.「生病也是生活體驗之一種，甚或算得一項□□□□的遊歷。這遊歷當然是有風險，但去大河上漂流就

安全嗎？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準備，生病通常□□□□；漂流是□□的勇猛，生病是□□的

抵抗；漂流，成敗都有一份光榮，生病卻始終不便誇耀。」根據上文，推斷□內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

序是？ 

（A）匪夷所思／猝不及防／自發／被動（B）別開生面／猝不及防／自覺／被迫 

（C）匪夷所思／茶飯無心／自發／被動（D）別開生面／茶飯無心／自覺／被迫。 

7.臺灣民謠有「草螟仔弄雞公，雞公披搏跳」句，歌詞中的「草螟仔」是指？ 

（A）蟑螂（B）螳螂（C）蚱蜢 （D）蟋蟀。 

8.運用層層遞進手法，以增加文意的層次感，稱之「層遞」修辭法。下列哪一個選項屬於此種用法？ 

（A）「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張潮《幽夢影》） 

（B）「夫孝，⋯⋯。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大戴禮記・曾子大孝》） 

（C）「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 

（D）「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托長紳者，昂昂

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劉基〈賣柑者言〉） 

9.「人都會死亡，人不如樹木堅強；但是人或許也可以像樹木一樣不朽，藉著堅定的信念，藉著文章大業。」

（林文月〈雨遊石山寺〉）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接近作者旨意的是？ 

（A）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        （B）水色山光皆畫本，花香鳥語是詩情 

（C）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D）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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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是一段引自《水滸傳》的原文：「馳名大孝，為人仗義疏財，⋯⋯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

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

端的是揮金似土！人問他求錢財，亦不推託；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根據

上文，判斷所描述的是哪一個選項的人物？（A）宋江（B）林沖（C）魯智深（D）李逵 。 

11.下文為席慕蓉詩〈霧起時〉，請依文意選出正確的排列：「霧起時／我就在你的懷裡(甲)充滿了那不斷

要重現的少年時光(乙)山空湖靜／只剩下那／在千人萬人中(丙)霧散後／卻已是一生(丁)這林間／充

滿了濕潤的芳香  也絕不會錯認的背影」   

（A）(甲)(丙)(乙)(丁) （B）(丁)(甲)(丙)(乙) （C）(乙)(丁)(甲)(丙) （D）(丙)(丁)(甲)(乙)。 

12.臺語俗語說：「烏矸仔貯豆油，無塊看。」這是用來形容一個人如何？ 

（A）發揮潛能，深藏不露 （B）自私自利，不顧別人  

（C）工於心計，陰險惡毒 （D）愚昧無知，沒有見識。 

13.下列關於臺語詞彙意涵的敘述，哪一個選項是錯誤的？ 

（A）鐵齒：固執、不信邪 （B）雞婆：愛管閒事 （C）白賊：說大話 （D）清氣：乾淨。 

14.下列各組引號內的字，哪一個選項的讀音完全相同？  

（A）「瑯」琊山／琳「琅」滿目／腳步「踉」蹌 （B）疏「濬」河道／才氣「雋」秀／如期「竣」工  

（C）水流「湍」急／「惴」慄不安／「踹」了一腳（D）「拈」花惹草／「粘」皮帶骨／書信柬「帖」。 

15.下列各選項引號中的成語，哪一選項使用正確？ 

（A）林小姐年過三十，仍「待字閨中」，未有合適對象  

（B）王校長樂於提攜後進，經他栽培的人「罄竹難書」  

（C）墾丁國家公園古木參天，「春秋鼎盛」，十分壯觀  

（D）他沉迷網路遊戲，無心唸書，學業成績當然「捉襟見肘」。 

16.一生耽溺於文學創作，在修改中篇小說《雨》時喀血而死，被後人稱為「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的臺

灣作家是？ 

（A）鍾理和 （B）鍾肇政 （C）吳濁流 （D）葉石濤。 

17.下列有關應用文柬帖用語的敘述，哪一個選項是錯誤的？  

（A）「于歸」指女子出嫁     （B）「湯餅」指出生三日或滿月之宴  

（C）「踵謝」是親自登門道謝 （D）孤子是父母皆歿的自稱。 

18.《易》有「三義」，通常指的是那三義？  

（A）卦意、爻意、象意 （B）連山、歸藏、周易  

（C）簡易、變易、不易 （D）老子、莊子、周易。 

19.下列詩詞名句與作者的對應關係，下列哪一個選項不正確？  

（A）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范仲淹  

（B）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李清照  

（C）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辛棄疾  

（D）直須看盡洛陽花，始共春風容易別/歐陽修。 

20.近體詩講究平仄格律，下列選項屬於平起入韻的平仄譜是？ 

（A）平仄仄平平仄仄 （B）平平仄仄平仄平 （C）平平仄仄仄平平 （D）平平仄仄平平仄。 

21.下列選項中的題辭，何者使用不當？ 

（A）賀新居：鶯遷喬木、里仁為美  （B）獻政界：邦國楨幹、善政親民  

（C）輓學者：言行足式、文曲光沉  （D）獻學界：經師人師、杏壇之光。 

22.下列各選項中的成語，互為相似詞的是？ 

（A）暮鼓晨鐘／醍醐灌頂 （B）唾面自乾／睚眥必報  

（C）養虎貽患／斬草除根 （D）墓木已拱／屍骨未寒。 

23.古時有以干支紀年者，如果今年的干支是「丁酉」年，那麼前年是？ 

（A）乙亥 （B）乙未 （C）甲午 （D）丙辰 年。 



 

【共 7 頁，第 3 頁】 

24.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詞的別稱有詩餘、長短句、樂府 （B）六一居士是指蘇軾  

（C）詞的體製有小令、中調、長調   （D）詞的押韻是依詞牌而定，可以轉韻。 

25.「疆」字如果要以筆劃數查字典的話，應查？（A）17 （B）18 （C）19 （D）20 劃。 

26.古來文人之稱號很多，下列所述，正確的是？ 

（A）正學先生/方孝孺；南豐先生/曾鞏 （B）象山先生/陸九淵；惜抱先生/袁枚  

（C）橫渠先生/張載；船山先生/顧炎武 （D）易安居士/李清照；稼軒居士/周邦彥。 

27.荀況《荀子•勸學》：「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

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下列選項所述，何者最接近本文之意？ 

（A）蒙鳩鳥為尋常難見的高貴鳥類             （B）蓬麻雖直，但其性脆弱，不適合載重  

（C）因蒙鳩多產，以致覆巢而招卵破子死的下場 （D）旨在傳達基礎之重要。 

28.有關稱謂之使用，何者有誤？ 

（A）稱對方尚存之人：令父、令兄、令弟     （B）稱人兄弟：賢昆玉、賢昆仲  

（C）稱自家尚在世之人：家祖父、家父、家兄 （D）稱自家已歿之人：先祖父、先考、先弟。 

29.選項中書籍與作者之搭配，有誤的是？ 

（A）《說文解字》/許慎 （B）《鐵雲藏龜》/劉鶚  

（C）《東坡樂府》/蘇軾 （D）《樂府詩集》/郭茂蒨。 

30.下列選項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這種不實的言論，從蘊釀到被公開揭露，也僅僅兩天時間  

（B）現在的環境變化劇烈，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未雨綢謬的觀念  

（C）隨著時序嬗變，在臺灣總有各式不同的季節水果可吃  

（D）他暼見這個憋氣的小孩，一下就找了遮避物躲了起來。 

31.下列選項的語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祭祀貢品  （B）室內裝簧  （C）烘雲托月  （D）英雄氣慨。 

32.下列選項的「」讀音，何者前後相同正確？ 

（A）聯「繫」/「繫」鞋帶  （B）「親」戚/「親」家母   

（C）口「供」/「供」給    （D）規「劃」/「劃」開。 

33.著有〈臨床講義〉一文，診斷臺灣病況的臺灣新文化運動之父是誰？ 

（A）賴和  （B）鍾肇政  （C）蔣渭水  （D）王文興。 

34.〈鳴機夜課圖記〉中「易歷三聖」，「三聖」不包括下列何人？ 

（A）伏羲  （B）神農  （C）文王  （D）孔子。 

35.誠翰看見日月潭旁的一座高樓貼著一副對聯，上聯是「一徑風聲飛落葉」，請問下聯應該是下列哪一個

選項？  

（A）半城風光半城湖  （B）六朝山色擁重樓 （C）片雲灑落依禪定  （D）千秋懷抱一杯酒。  

36.下列哪一個選項的語詞結構與「紅花綠葉」相同？ 

（A）手忙腳亂  （B）落花流水  （C）有勇無謀  （D）避重就輕。 

37.曾以「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來勸戒當時耽溺酒色皇帝的唐朝書法家是下列何人？ 

（A）虞世南  （B）褚遂良  （C）顏真卿  （D）柳公權。 

38.宋代理學開山祖師，指的是下列何人？（A）朱熹  （B）程頤  （C）程顥  （D）周敦頤。 

39.下列作家與作品的組合，何者有誤？ 

（A）藍蔭鼎〈飲水思源〉  （B）余光中〈山中避雨〉   

（C）陳幸蕙〈碧沉西瓜〉  （D）張騰蛟〈那默默的一群〉。 

40.下列選項語詞，何者沒有「指事」字？ 

（A）本末倒置 （B）翻江倒海  （C）甘之如飴  （D）欺上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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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聲隨韻母」指元音後附一個輔音收尾的韻母。在元稹〈離思〉中「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

雲」句中，共有幾個字的韻屬「聲隨韻母」？ （A）三個 （B）四個 （C）五個 （D）六個。 

42.下列各組選項，何者全屬「塞擦音」？ （A）ㄆㄏㄘ （B）ㄑㄓㄗ （C）ㄍㄔㄕ （D）ㄐㄒㄙ。 

43.下列各選項兩個詞彙「」中的字，讀音相同的是？  

（A）「剔」除劣貨／突「梯」滑稽 （B）結為「親」家／「侵」奪土地  

（C）「揶」揄他人／不慎「噎」著 （D）其聲「琤」瑽／味「噌」調味。 

44.下列各選項中，兩個相互搭配的成語，何者意思不相同？  

（A）不識之無／目不識丁 （B）山窮水盡／走投無路  

（C）莊舄越吟／朝秦暮楚 （D）年深歲改／泰山若厲。 

45.下列各選項中，題辭和情境相合的是？  

（A）石麟增彩：賀友人嫁女得婿      （B）德門生輝：賀友人生了男孩  

（C）婺星韜彩：賀友人母親六十大壽  （D）清望流徽：賀友人當選立法委員。 

46.今有一書信之文句「翹瞻 星嶽，殊深馳念。路隔山川，神馳 絳帳。」推測受信人，應是作者的？ 

（A）學校師長 （B）宗族長輩 （C）政府官員 （D）軍中長官。 

47.合乎「舌尖後、濁、不送氣、擦音」條件的是下列哪個音？ （A）ㄕ （B）ㄖ （C）ㄗ （D）ㄘ。 

48.下列各字依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的規範，何者與其部首的配對是正確的？  

（A）市：亠部 （B）罕：干部 （C）卦：卜部 （D）爾：乂部。 

49.「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畫鼓喧雷，紅旗閃電，奪罷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暮，猶

見朱簾高揭」所描寫的應是哪個節日？ （A）元宵 （B）清明 （C）端午 （D）中秋。 

50.下列各詩歌詠的人物配對，正確的是？  

（A）彎弓爭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曹操  

（B）埋骨西湖土一丘，殘陽荒草幾經秋。中原望斷因公死，北客猶能說舊愁。──岳飛  

（C）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關羽   

（D）鳥盡良弓勢必藏，千秋青史費評章。區區一飯猶圖報，爭肯為臣負漢王。──項羽。 

51.何者非修辭中的「借代」？ 

（A）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  （B）釣錦鱗，棹紅雲  

（C）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D）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 

52.以下哪位詩人曾經歷「由日文轉換為中文寫作」的辛苦歷程？ 

（A）鄭愁予 （B）商禽 （C）席慕容 （D）林亨泰。 

53.「文席」一詞適用於寫給何種關係的書信提稱詞？（A）師長 （B）作家 （C）同學（D）晚輩。 

54.下列所錄詩句，何者與「臺南安平」無關？ 

（A）浮空巨鎮海雲齊，七點鯤身踞水犀鎮（孫元衡）（B）七里風濤萬疊愁，歸來不道小瀛洲（孫元衡） 

（C）薄暮津頭喚渡喧，斜陽晻曖水中天（林翼池） （D）舊時書舍幾經遷，翠柏修篁引客憐（黃元弼） 

55.對聯「臥遊五嶽，坐擁百城」，適合貼在何處？（A）庭園 （B）書房 （C）客廳 （D）後門。 

56.「表態句」用於描述事物的性質或狀態，下列何者不是表態句？ 

（A）山川壯麗 （B）仰觀宇宙 （C）南山烈烈 （D）飄風發發。 

57.荀子〈勸學篇〉「其數則始乎□□，終乎□□。」空格中語詞應填入？  

（A）誦經／讀禮 （B）誦詩／讀易 （C）為士／為聖 （D）為士／為師。 

58.《論語．里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其中「造次」之意為何？ 

（A）有志難申 （B）流離失所 （C）倉促慌忙 （D）以下犯上。 

59.以下所列戲劇何者為清代的作品？（A）西廂記 （B）桃花扇 （C）琵琶記 （D）牡丹亭。 

60.哪一位文學家在 1924 年因參加請願運動，違反「治警事件」與蔣渭水、林獻堂一起被捕？ 

（A）呂赫若（B）龍瑛宗 （C）林資修 （D）吳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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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I have to go to the office for a few hours. You can heat up your own dinner, can’t you? 

(A) Sure. I’ll use the fridge.   

(B) No problem. I’ll use the microwave.   

(C) That’s okay. I know how to turn on the radio.   

(D) Yeah. We heat it in the freezer. 

62. Have you come up with anything since our last meeting? 

(A) The copy machine is broken.   

(B) Not really. I’m still thinking about it.   

(C) It’s Friday at 3:00 in the boss’s office.   

(D) I went with Paula and Betty. Alfred couldn’t make it. 

63. I really wanted to go surfing, but my mother insisted that I ______ home and prepare for Monday’s exam.   

(A) stayed   

(B) staying   

(C) could stay    

(D) stay  

64. You don’t look well. Why don’t you stop ____ a rest?   

(A) taking   

(B) to take   

(C) to have taken   

(D) took 

65. Neither you nor I ____ supposed to win the contest.   

(A) are  (B)is   (C)am  (D)be 

66. I have to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I promise ____ it again.  

(A) not to do   

(B) not doing   

(C) not done    

(D) not do 

67. The gallery ____ we wanted to visit was closed when we got there.  

(A) who  (B)what  (C)that  (D)when  

68. Dozens of flights ______ because of the terrible typhoon.  

(A) canceled   

(B) were canceled   

(C) cancels   

(D) was canceled 

69. Teasing, bullying, lack of friends and poor school ______ may all follow from an inability to talk or listen 

normally.  

(A) reform  (B)reformation   (C)perform  (D)performance 

70. In America, 60% of such disorders ______ undiagnosed until a child goes to school.  

(A) go      (B)being    (C)coming    (D)plan 

71. Most people feel dread when they ______ their mortality.  

(A) contemplate    (B)contemplating    (C)contempt     (D)contemp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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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He finally got his TV ____ after complaining about it for days. 

(A) repair      (B)repaired       (C)repairing      (D)repairs 

73. After being diagnosed with ___________ cancer, she lost all hope and made no attempt to battle her illness. 

(A) majestic    (B) vague     (C)abundant      (D) terminal 

74. Because of earthquakes, the building collapsed. It is still under _____.  

(A) construction  (B) malfunction  (C)calculation   (D)measurement 

75. It is good form to use the name of the person ____. 

 (A) who are greeting 

 (B) you are greeting 

 (C) which you are greeting 

 (D) greeting for you 

76. An advisor to both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Harry Truman, _____ of Bethune-Cookman College. 

 (A) Dr. Mary Mcleod Beathune was the founder 

 (B) Dr. Mary Mcleod Bethune, who was the founder 

 (C) the founder was Dr. Mary Mcleod Bethune 

 (D) did the founder Dr. Mary Mcledo Bethune 

77. Experts on disaster relief have increasingly called for a greater emphasis on _____ as opposed to relief. 

(A)convention   (B)prevention   (C)intervention   (D)circumvention 

78. A slipped disk is a condition _________ the intervertebral disk protrudes and presses on nerves. 

(A) what 

(B) which is  

(C) in which  

(D) that       

79. _________ through a telescope, Venus appears to go through changes in size and shape. 

(A) It is seen 

(B) Seeing 

(C) When seen 

(D) It has seen               

80. Ozone, a dangerous pollutant in smog, can cause damage to________ it touches. 

(A) which   (B)whatever   (C)that   (D)them                     

81.農業時代台灣人常取來製作掃帚的植物是：(A)蒲葵 (B)紅鬃 (C)檳榔 (D)台灣海棗。 

82.戰後在臺南最早投入台語現代詩創作的詩人是 (A)李魁賢 (B)林宗源 (C)王育德 (D)水蔭萍。 

83.每當南瀛天文教育園區舉辦各項天文活動時，總會吸引許多觀星人潮。抬頭仰望星辰，我們可以發現，

天上的星星有不同的顏色。有的星星顏色比較紅，有的則是偏藍。不同的顏色代表著不同的表面溫度。

請問下列星體何者的溫度最高？ (A)五車二 (B)心宿二 (C)天狼星 (D)太陽。 

84.根據 17 世紀初文獻上的記載，西拉雅的男人主要從事什麼工作？ (A)耕種、捕魚 (B)耕種、貿易 (C) 

戰鬥、狩獵 (D)以上皆錯。 

85.日治時期，「扒(peˇ)龍船」在當時的何處舉行？ (A)曾文溪 (B)五條港 (C)竹溪 (D)二仁溪。 

86.歐美近代都市計畫的制度與手法，於何時引入臺南府城？ (A)日治時期 (B)中華民國時期 (C)清代(D)

鄭氏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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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臺灣民眾於過年期間會到寺廟裡安太歲，以祈求流年順利、一切平安的習俗。請問這個太歲的由來，

最早是與下列何種天體有密切的關連性？ (A)木星 (B)天狼星 (C)天王星 (D)火星。 

88.孔廟裡，大成殿台基上的螭首是傳統建築的一項構件，具有壯大威儀，美化裝飾，祈福納祥的作用，

而其實際的用途是下列何者？ (A)圍堵 (B)排水 (C)照明 (D)穩固。 

89.大家習慣稱為台語的用詞中叫豌豆發音為扶蓮豆，與「紅毛土」是「紅毛仔」的「土」一樣，其實是

以下那一國傳入因發音走調的結果？  (A)英國 (B)葡萄牙 (C)西班牙 (D)荷蘭。 

90.學甲出名的魚粥和魚丸是利用哪一種魚做成的？ (A)鯛魚 (B)草魚 (C)虱目魚 (D)吳郭魚。 

91.以下關於「鹽分地帶文學」敘述，何者正確？ (A)楊熾昌為「鹽分地帶文學」著名詩人 (B)作品展示

了當地人民在與貧瘠的自然環境鬥爭中形成的勤勞樸實、堅韌不拔的性格和美德 (C)是清領時期重要

文學團體 (D)以超現實意象描繪現代人內心之孤寂與徬徨。 

92.從麻豆要到官田旅遊，途中會經過哪一個新興的景點？  

(A)葫蘆埤親水公園 (B)平埔文化園區 (C)蓮花世界 (D)水流東。 

93.下面哪一項不是多元文化主義的目標？ (A)包容 (B)尊重 (C)承認 (D)同化。 

94.台灣的保安林功能中，下列何者為非？ (A)水土保持 (B)生態保育 (C)國土保安 (D)生產木材。 

95.河道已從地面上消失而成為臺南市北幹線排水溝主線的是哪一條溪流？ (A)竹溪 (B)福安坑溪 (C) 

德慶溪 (D)溪仔墘溪。  

96.於十九世紀末期從英國引進全台灣第一架新式印刷機並印行許多白話字出版品的「聚珍堂」(新樓書房)

舊址位於現在臺南市的哪裡？ (A)臺南神學院 (B)臺南一中 (C)成功大學 (D)臺南女中。 

97.有關於原住民族人權保障，下列哪一個尚待立法？ (A)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B)原住民族基本法  

(C)原住民族自治區法 (D)原住民族教育法。 

98.臺南市沿海的產業景觀，大體上可以哪一條公路為界，以東農田分布較廣，以西則以魚塭為主要景觀？ 

(A)台 17 線 (B)台 19 線 (C)西濱快速道路 (D)台 1線。 

99.目前台灣最大潟湖在何處？ (A)鯤鯓湖 (B)四草溼地 (C)北門潟湖  (D)七股潟湖。 

100.清領時期，全台最古的石碑「平台紀略碑記」，目前保存於 (A)北極殿 (B)大天后宮 (C)祀典武廟  (D)

赤崁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