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約用佐 

 理員甄選試題              姓名 

科目：森林學概論           准考證號碼： 

考試時間：1 小時 
*注意： 
一、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二、本科目共 80 題，每題 1.25分，請以原子筆或鋼筆在試題上依題號清楚作答。 

三、本試題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四、不得在試題上書寫姓名或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違者本科不予計分。 

(B )1.臺灣森林林型變化多樣，其中被稱為森林火藥庫，容易發生森林火

災的林型是 (A) 雲杉 (B) 臺灣二葉松 (C) 臺灣扁柏 (D) 臺灣

杉。 

(C )2.近年來常發生於颱風過後，無論是步道、林道旁林木，或是公園、

行道樹林木常有倒伏情形，造成人民生命或財產之威脅及損害。

試問造成樹木倒伏之害因不包括 (A) 樹木受腐朽影響 (B) 樹

冠過重 (C) 根系發達 (D) 生長逆境。 

(B )3.何者為外來入侵種？ (A) 翡翠樹蛙 (B) 斑腿樹蛙 (C) 諸羅樹蛙 

(D) 臺北赤蛙。 

(B )4.何者為外來入侵種？ (A) 翡翠樹蛙 (B) 斑腿樹蛙 (C) 諸羅樹蛙 

(D) 臺北赤蛙。 

( B )5.各國家森林遊樂區管制寵物入園，是因為何種疫情所致？ (A) 禽

流感 (B) 狂犬病 (C) 口蹄疫 (D) 非洲猪瘟。 

( A)6.臺大實驗林對於承租人違規使用林地，依據契約規定終止租約收回

林地，最主要目的為何？ (A) 顧及全民利益 (B) 與民爭利 (C) 

避免林農私下轉租 (D) 林農無心耕作。 

(A )7.護管人員發現危害森林案件時，下列何者為非？ (A) 上傳網路社

群通報週知 (B) 發現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應調查被害現場 



(C) 發現在林火災以最快方法將發生時間地點及災情向工作

站報告 (D) 現行犯應即予緝獲移送警察機關偵辦。 

(D )8.對於原住民來說，傳統領域包含了 (A) 家園及耕地 (B) 獵場 (C) 

祖靈地 (D) 以上皆是。 

(D )9.林業政策推廣宣導，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A) 應用網路推播傳送 

(B) 舉辦林農座談會 (C) 舉辦贈苗植樹、護樹活動 (D) 提供

高價宣導贈品。 

( A )10.一地區經原住民劃設傳統領域並由主管機關公告後，有何影響？ 

(A) 政府或私人如欲開發利用該地，均需諮商取得當地原住民族

部落同意或參與 (B) 原住民可取得土地所有權 (C) 原住民可取

得地上物之物權 (D) 以上皆是。 

(B )11.原住民劃設之傳統領域，須由下列何機關公告？ (A) 內政部 (B) 

原住民族委員會 (C) 林務局 (D) 原住民族可自行劃設公告，

無須透過政府機關。 

( D)12.下列生態系何者非位屬里山環境？ (A) 次生林 (B) 農田生態 

(C) 溪流生態 (D) 高山湖泊生態。 

( C)13.下列何種情形不得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 (A) 研究機構為學術

研究之需 (B) 團體為環境教育之需 (C) 登山社為登山所需 (D) 

原住民為傳統祭典需要。 

(A)14.非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獵捕下列何種一般類野生動物，須先

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A) 哺乳類 (B) 魚類 (C) 昆蟲類 (D) 以

上皆是。 

(C)15.森林生態系提供人類無形及有形等極為多元的服務價值，以下何者

非森林提供的服務價值？ (A) 生態、棲地保護 (B) 溫濕度等微氣

候調節 (C) 減少碳吸存 (D) 提供休閒、美學、療癒。 



(A)16.「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是依據何種法令訂定？ (A) 森林法 

(B)國家公園法 (C) 野生動物保育法 (D) 文化資產保存法。 

(A) 17. 依據森林法第三條規定，森林係指林地及其群生竹、木之總稱。

依其所有權之歸屬，分為國有林、公有林及私有林。森林以何為

原則(A)國有(B)公有(C)國、公有(D)私有。 

(D) 18. 森林保護辦法第六條規定，森林保護機關得視需要，於乾燥季節

僱用(A)工讀生(B)一般青年(C)森林志工(D)原住民族青年為防

救森林火災巡邏隊員，從事森林火災防救工作。 

(C) 19. 森林法第 38-3 條規定:土地開發利用範圍內，有經公告之受保

護樹木，應以(A)砍除(B)移植(C)原地保留(D)異地保育為原則，非經

地方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破壞，並應維護其良好生長環境。 

(A) 20. 為了保護某些野生動植物，不致於因國際貿易而受過度開發利用

而制定的公約為(A)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B)生物

多樣性公約(C)阿薩姆公約(D)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C) 21. 護管人員發現盜伐情事時，如竊嫌有攜帶槍械情形者，處理原則

下列何者錯誤？(A)以自身安全為首要考量(B)冤得安全及適當

地點， 通報工作站及警察人員(C)立刻上前逮捕嫌疑犯(D)後續

配合警方蒐證。 

(C) 22. 下列哪些行為不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A) 使用陷阱捕捉動物 

(B) 用石頭丟擲醫擾帝雉 (C) 獵捕破壞自身田園的山豬 (D) 

未經許可買賣麻雀。 

(D) 23. 下列何者「非」屬森林法所規定之「林地」？(A)依國家公園法

劃 定為國家公園區內，由主管機關會商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定

為林地 之土地(B)編入為保安林之土地(C)都市計畫農業區

內，經地方主 管機關認定為林地且為國有者(D)依據山坡地保

育利用條例編定為山坡地且經農委會核定公告者。 

(C) 24. 依據現行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地區獵捕野生動物及採取林產



物，但不包括下列哪種情形？(A) 傳統文化所需 (B) 祭儀所需 

(C) 賣給山產店 (D) 自行食用。 

( D) 25.下列哪個行為沒有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A)使用陷阱捕捉

野生動物(B) 未經許可買賣山麻雀(C)用石頭丟擲騷擾帝雉(D) 獵

捕破壞自身田園的山豬。 

(C) 26.. 如果發現未知行為人占用國、公有林地，依據森林保護辦法第

九條規定，應現場公告限期多少時間內移除地上物，屆期仍未移

除者， 逕行排除侵害，復育造林？(A)1週(B)2 週(C) 1 個月 (D) 

3 個月。 

(B) 27.依據森林法第三十八條之三項規定，土地開發利用範圍內，有經

公告之受保護樹木，應以(A) 異地保育 (B) 原地保留 (C) 砍除 

(D) 修除為原則。 

(D) 28. 某甲利用林班地偏遠人煙稀少，趁著月黑風高的夜晚，偷偷傾

倒廢棄物及污染物垃圾一批，林管處經查證可裁處行政鍰新台幣

多少元？(A) 3仟元-3萬元(B)3萬-5萬元(C) 5 萬元 -10 萬元 

(D) 6 萬元- 30 萬元。 

(D)29. 護管人員執行公務如遇到不理性的民眾，應以何種態度執勤？(A)

奉命行事，得過且過(B)忽略無視，不予理會(C) 嚴厲譴責，大

聲駁斥(D) 態度堅定、語氣和緩，說明立場。 

(B) 30. 下列何者不是森林法第八條得為出租、讓與或撥用的類型 (A) 

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所必要者 (B) 私人開發設置

露營區 所需要者 (C) 國防、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要者 (D) 國

家公園、風 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核准用地所必要者。 

(A) 31. 下列有關森林法第三條所指的「森林」，何者錯誤？(A)指本土

原生種林木的範圍 (B) 林地及其群生竹、木之稱(C)分為國有 

林、公有林及私有林(D) 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A) 32. 保安林基於公益目的，受法律嚴格保護，不輕易辦理解除，除



非下列何種情況保安林可檢討解除管制 (A) 保安林之保全對象

不存在 (B) 保安林受病蟲害感染 (C) 保安林受風災侵襲嚴重損

壞 (D) 保安林占用墾殖設置工作物。  

(A)33下列何者不是臺灣地區之針葉樹一級木(A)臺灣雲杉 (B)臺灣扁柏 

(C)紅檜 (D)臺灣肖楠。 

(A)34.天然災害發生後，國有林木漂流至國有林區域外時，當地政府須

於(A)1個月內 (B)20日內 (C)2個月內 (D)7日內，將漂流木清理註

記完畢。 

(B)35.臺灣國有林租地造林地常見中低海拔人工林造林竹種不包含(A)麻

竹 (B)紫竹 (C)孟宗竹 (D)桂竹。 

(C)36.下列何者較適合為崩塌地復育使用之萌芽樁? (A)青剛櫟 (B)臺灣

赤楊 (C)九芎 (D)臺灣二葉松。 

(A)37..淘汰被壓木之劣勢木，以利健壯之保留木生長稱為? (A)下層疏伐 

(B)上層疏伐 (C)行列疏伐 (D)以上皆非。 

(D)38.下列那一項規定，明定全面禁伐天然林，以達到維護森林資源與國

土保安之目標(A)保安林經營準則 (B)森林法 (C)森本保護辦法 (D)

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 

(C)39.林業機關刻正推動國有林經營導入 FSC永續經營標準，該標準係考

量下列何種面向? (A)社區、保育、產業 (B)社會、生態、產業 (C)

社會、環境、經濟 (D)以上皆非。 

(C)40.下列何者非為崩塌地植生樹種選擇之原則? (A)可大量獲得種子者 

(B)生長快速者 (C)完全不能使用外來植物 (D)可用扦插木樁。 

(C)41.下列何者非為選擇採種母樹之要件: (A)樹幹通直 (B)果實著生於

樹冠中、上部 (C)老齡母樹 (D)樹形高大。 

(B)42.下列何者非為國有林產物處分方式? (A)標售採取 (B)自由買賣 

(C)直營採取 (D)專案核准採取。 

(A)43.政府鼓勵國人使用國產材，可提升國產材價值，亦可提高臺灣木材



自給率，目前臺灣木材自給率為(A)低於 1% (B)5% (C)10% (D)20%。 

(D)44.下列何者是愛用國產木竹材的好理由(A)地產地消，碳足跡減到最

低 (B)落實林地林用找回土地健康，更進一步保護天然林 (C)拒絕

進口非法木材，保護野生動物棲地 (D)以上皆是。 

(A)45.下列何者為森林主產物(A)生立竹木 (B)樹皮 (C)種實 (D)竹筍。 

(C)46.請問下列何者屬於臺灣闊葉樹一級木? (A)紅檜 (B)臺灣油杉 (C)

臺灣櫸 (D)榕樹。 

(A)47.下列何者不是臺灣本土樹種: (A)柳杉 (B)牛樟 (C)光臘樹 (D)

杜英。 

(D)48.下列何者不是選擇採種母樹林之要件? (A)樹幹通直 (B)形質良

好 (C)果實著生於樹冠中、上部 (D)老齡母樹。 

(D)49. 基 本 測 量 實 施 規 則 中 規 定 ， 坐 標 系 統 採 用

(A)TWD67(B)WGS84(C)WGS97(D)TWD97。 

(B)50.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之英文簡稱為(A)GIS (B)GPS (C)RFID (D)PDA。 

(A)51.巡山員使用手持式 GPS 定位儀紀錄巡視軌跡時，和者不是操作時

應注意事項：(A)儀器有無定平 (B)衛星有無被遮蔽 (C)座標系

統有無設定 (D)電力有無備份。 

(B)52.在物體中裝入感測器，透過無線網路將資料傳出，以供人類對物

體進行控制，這是哪種資訊技術的應用？ 

(A) 大數據 

(B) 物聯網 

(C) 3D列印 

(D) 人工智慧。 

(C)53.有關固態硬碟(SSD)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固態硬碟有讀寫次數的限制，資料損壞後不易修復 

(B) 作業系統安裝於固態硬碟，可加快開機速度 

(C) 固態硬碟使用一段時間後，使用磁碟重組功能，可加快讀取



速度 

(D) 固態硬碟的組成元件為 Flash ROM。 

(D)54.有關電腦防火牆(Firewall)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防火牆無法防止內部電腦間的病毒傳播 

(B) 使用防火牆的缺點是會讓網路封包傳送速度變慢 

(C) 防火牆的實際應用有硬體式設備或軟體式程式 

(D) 防火牆會監控每個傳送的封包，所以防火牆內的電腦不會感

染到勒索軟體。 

(B)55.臺大實驗林管理處轄區遼闊，包含南投縣信義鄉、水里鄉、鹿谷

鄉等，下列哪條古道位於臺大實驗林管理處轄區內?(A)浸水營古道 

(B)清八通關古道 (C)司馬庫斯古道 (D)水沙連古道。 

(D)56.下列關於生態工法的敘述，何者正確？(A)工程施工應本著「人

定勝天」的觀念，以強制性硬體工程建造環境 (B)生態工法為新興理

論，雖有良善立意，目前尚無法實施 (C)自然環境不可施用工程為生

態工程 (D)以安全為基礎，生態為導向。 

(D)57.整體性治山防災中程計畫策略目標為何？(A)治(B)防(C)保(D)

以上皆是。 

(C)58.森林中下起大雨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由於高山的阻擋，通

常平地的降雨機率比山地高 (B)雨水打在樹木的枝葉上反彈速度

變快，導致森林中的土壤容易被沖刷 (C)森林中的雨水，除了滲

入土壤中，也會匯聚成為湖泊、池塘或河流 (D)下雨與森林無關。 

(A)59.野溪上為什麼要做防砂壩呢？(A)要擋住上游沖刷下來的土砂 (B)

為了改變河道的流向 (C)可蓄水提供灌溉 (D)阻擋動物移動。 

(C)60.野溪工法中可以看到一層層像階梯的設計，其功用是什麼？(A)

可以製造瀑布景觀的效果 (B)方便遊客沿著階梯溯溪 (C)可以

減緩水流速度及沖刷力 (D) 阻擋動物移動。 

(A)61.哪種條件下的野溪需優先做水土保持措施？(A)下游有居民、附近



有水庫 (B)下游無居民、附近有水庫 (C)下游無居民、附近無水

庫 (D)有野生動植物棲地空間。 

(A)62.為什麼豪大雨時，山區容易發生土石流，主要是因為滿足了下列

哪些條件？(A)雨量多、土石多、坡度陡 (B)雨量多、植物多、

土石多 (C)土石多、坡度陡、日照多 (D)人多、動物多、車多。 

(C)63.水土保持的整治工程做完後，還要設置許多檢測設施，其目的是

什麼？(A)監看有沒有人來破壞設施 (B)監看有多少的遊客量 

(C)監看細流水位、雨量、土壤含水量 (D)監看野生動物數量。 

(A)64.土石流來了有什麼前兆？(A)有聽到山鳴聲和土石碰撞的聲音 (B)

聽到強風吹過的聲音 (C)聞到香香的味道 (D)聽到野生動物叫

聲。 

(A)65.政府推動里山倡議，主要目的為何? 

(A)生物多樣性的保全與活用  B)提高農產品價格  C)劃設保護

區  D)以上皆是。 

(B)66.請問臺大實驗林管理處隸屬於下列哪個機關部門？(A)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B)教育部 (C) 退輔會 (D)以上皆非。 

(A)67.本處哪一個自然教育園區亦位於國家公園管理管轄的範圍內？(A)

東埔自然教育園區(B)鳳凰自然教育園區(C)溪頭自然教育園區(D)

下坪自然教育園區 

(B)68.下列何者不是國家森林遊樂區?(A)奧萬大  (B)溪頭  (C)雙流  

(D)阿里山。 

(D)69.下列何者為保育類動物?(A)臺灣獼猴  (B)山羌   (C)山豬  (D)

臺灣野山羊。 

(C)70.下列何種野生動物，為臺灣目前防治狂犬病主要之標的(A)臺灣野

豬  (B)山羌  (C)鼬獾   (D)臺灣獼猴。 

(B)71.國有林地分級分區主要分四種不同經營區域，包括林木經營區、



森林育樂區、國土保安區及 (A)自然保留區  (B)自然保護區  (C)

野生動物保護區   (D)水源保護區。 

(B)72.下列何者非保育類動物?(A)長鬃山羊 (B)臺灣野豬 (C)食蟹獴(D)

臺灣水鹿。 

(D)73.下列何者非臺大實驗林所管轄?(A)下坪自然教育園區  (B)東埔山

莊 (C) 民族植物食農教育館 (D)鳳凰谷鳥園。 

(A)74.世界及本處正積極推廣之 SDGS，其含義為何?(A)永續發展目標 (B)

特殊發展目標 (C)社會發展目標 (D)風景發展目標。 

(D)75.下列何者非五感體驗之感受?(A)視覺 (B)聽覺 (C)嗅覺 (D)感覺。 

(C)76.森林環境中芬多精的來源最多的是從樹木的，(A)根、(B)樹幹、(C) 

樹葉 (D)枝條。 

(D)77.森林環境中負離子濃度最高的氣候環境(A)晴天、(B)陰天、(C) 毛

毛雨 (D)大雨。 

(C)78.森林環境中芬多精濃度最高的時間，(A)清晨、(B)早上、(C)中午 (D)

傍晚。 

(D)79.高海拔森林療癒活動最不適合的季節是下列何者？(A)春(B)夏(C)

秋(D)冬。 

(A)80. 人類與環境息息相關，所以下列哪些觀念是正確的？(A)人類應尊

重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間(B)因知識爆炸不需瞭解自然界發生的各種現

象(C)以科技文明來改造所有自然環境(D)竭盡使用地球上的所有資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