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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史–臺南【壹、一般文史】 

 

1  易安 老師 

壹、一般文史 

一、舊文學，主要人物 

（一）明末，陳第，東番記（東寧） 
酋長（子女多者雄之） 

（二）荷人： 
1. 赤崁社→新港社（新市區） 
2. 王田，訂契約 

新港文書（番仔契），採羅馬拼音 
賦稅嚴苛，引發郭懷一事件 

3. 赤崁樓： 
又名赤崁城、紅毛樓、番仔樓，明永曆四年（1650）荷人所建，光緒年間先

後，又建築大士殿、海神廟、蓬壺書院、文昌閣、五子祠等。保存最完整的

清式建築，全臺最古老的荷蘭建築遺跡，當時稱為「普羅民遮城」。 
4. 安平古堡： 

本名「熱蘭遮城」，又叫「奧倫治城」－「臺灣城」。荷人所建，最古老的城

堡，也是荷人統治臺灣和對外貿易的總樞紐。 
5. 億載金城： 

安平區南端，昔日二鯤鯓之地。清末為加強海防所興建之二鯤鯓砲臺，或稱

安平砲臺，是臺灣第一座現代化西式砲臺，一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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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鄭森（鄭成功） 
延平郡王 
秀才→封王 

1. 陳永華：屯田、曬鹽（七股）、牛、建築孔廟。 
2.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庵），明末的太僕寺卿，《臺灣文學初祖》。 

當時從福州搭船到泉州，遇颱風登陸在臺南安平（當時處在明鄭（成功）時

期）。 
鄭成功當時賞賜於沈很多屯田與官位，鄭成功逝世後兒子鄭經上位改變了許

多政策，沈在當時就寫了一篇《臺灣賦》來諷刺鄭（經）。沈後因鄭經追殺逃

到目加溜灣社（善化），之後再繼續逃到（高雄）內門，因為到了這裡後沈就

削髮為僧所以又稱內門為《羅漢門》。 
沈光文到了高雄羅漢門做了以下兩件事： 

(1) 懸壺濟世。 

(2) 教導平埔族的孩子讀書識字（因此沈光文被稱作為《臺灣文化的導

師》）。 
鄭克爽投降後，沈又到了諸羅跟季騏光等人成立”福臺新詠”（之後的東吟

社），臺灣第一個詩社就此產生，死後被後人安葬在善化慶安宮。 
「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始有人也，從來臺灣無文也，斯庵來只有文

也。」 

（四）郁永河（清），採硫磺礦，《裨海記遊》又稱《採硫日記》。 
【臺南安平→麻豆→諸羅→打貓（民雄）→半線（彰化）→竹塹→ 
淡水甘答門（關渡）】，認為平埔族為母系社會。 

1. 黃叔璥，來臺著作《臺海使槎錄》（赤崁筆談、番俗六考、番俗雜記）。 
「臺灣隨筆雜記，筆記文學之濫觴」，當時以漢字注音的方式寫作。 
荷蘭統治：新港文書（羅馬拼音的方式書寫）。 
* 散文雙璧：《裨海記遊》、《臺海使槎錄》 

2. 孫元衡（湘南）：赤崁集 
* 連橫：「臺灣宦遊之作頗多能詩，而孫湘南之赤崁集為最著。」 

（五）藍鼎元（籌臺宗匠）：《東征集》、《平臺紀略》，將臺灣從武治邁向文治。 
1. 朱一貴（高雄屏東／鴨母王），臺灣清治時期首位大型武裝起義舉事者，清

廷後派了藍廷珍、藍鼎元來平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8%85%E6%B2%B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8%A3%85%E8%B5%B7%E4%B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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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天后宮： 
明永曆十六年（1662）建，清代改建為媽祖廟。本明寧靖王朱術桂府邸。康

熙二十四年（1685）施琅建議改府邸為媽祖廟，是臺灣最早官建媽祖廟。俗

稱臺南媽祖廟，一級古蹟。 
有全台最古的石碑「平臺紀略碑記」。 
 

3. (板書 8)重道崇文坊：此牌坊於清嘉慶九年（1804）貢生林朝英獨資整修臺

灣縣治的文廟，表彰其舉乃於嘉慶二十年（1815）建造此座牌坊。昭和九

年因開闢南門路才從臺南市警察局遷移至今中山公園的荷花池畔。 

（六）高拱乾：台灣府志（1692），康熙 33 年，台灣八景詩 

（七）王則修，（新化）（大目降）做了虎頭埤八景詩。虎頭埤水庫，清朝道光年間

建立為臺灣第一座出現的水庫。 

（八）北門郡（將軍）： 
1. 王炳南（北嶼釣客／漁村詩人代表）、吳萱草（兒子：吳新榮）、王大俊：北

門三傑，三人成立了[嶼江吟社]（日據時期臺南縣第一個傳統詩社），吳新

榮、郭水潭、徐清吉等人，（1932~1934）成立了[鹽分地帶文學集團]。 
2. (板書 7)法華寺；王炳南：《夢蝶園》，明末逸士李茂春來臺棲息之所。 

吳新榮，詩人、散文家。 

(1) 南瀛文獻主編 

(2) 成立鹽分地帶文學集團 

(3) 寫了《亡妻記》，黃得時稱這篇為「臺灣的浮生六記」 

（九）黃金川，鹽水鎮人，哥哥黃朝琴，妹妹被稱為鹽水鎮女詩人（三臺才女之一）。 

（十）黃朝琴：1921 年提倡白話文，對臺灣的貢獻是[金融經濟]領域。 

（十一）鹽水鎮的發展 
1. 月津港，「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 
2. 清代的「奎壁書院」。 
3. 水峰炮（正月十四），為了驅逐瘟疫。 
4. 楊宜綠，其子楊熾昌（水蔭萍），1935 年與林永修、李張瑞、張良典等人

成立《風車詩社》（七股），30 年代的超現實主義。 

（十二）黃清淵，下營人，1963 年寫了《茅港尾記略》 

（十三）連橫 
1. 臺南新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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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陳瘦雲、楊宜綠合組「浪吟詩社」後改為「南社」 
（北－瀛社/中－櫟社/南－南社） 

3. 臺灣通史（紀傳體通史），上（隋代）下（割讓） 
1250 年左右，志、表、列傳 

4. 臺灣語典（河洛語） 
5. 臺灣詩乘，臺灣第一本詩歌（批評專著）

（十四）許丙丁(1900~1977) 
台南秀才，台語文學創作的先行者，銅侶吟社「台南天南平劇社」 
《三六九小報》：小封神（台語滑稽諷刺小說） 
假借台南寺廟諸神的相互傾軋，道盡人間的癡迷不智。 
實話探偵密帖（警察實錄）。 
作詞家，《六月茉莉》《卜褂調》《牛犁歌》《菅芒花》。 

（十五）吳晉淮(1916-1991) 
台南柳營(查畝營，柳營的更名與軍屯、星宿、劉姓人士居多有關） 
作曲作詞專家《關仔嶺之戀》、《暗淡的月》、《可愛的花蕊》、《月娘半屏圓》、

《五月花》、《船上月夜》、《冰點》、《情人的腳步聲》、《愛情的力量》、《恰想

也是你一人》、《你愛相信我》、《阿爸原諒我》、《嫁不對人》、《不想伊》、《講

什麼山盟海誓》、《六月割菜假有心》等歌曲。 

（十六）鄧雨賢(1906-1944)，桃園龍潭，客家作曲家。 
被稱作台灣歌謠之父《大稻埕行進取》，1933 年創作，《四月望雨》 

（十七）李臨秋(台北，大稻埕) 
《四季紅》《望春風》作詞者，《ㄧ顆紅蛋》《相思海》《補破網》 

（十八）許南英，1894 年登第，掌蓬壺書院（校長），成立《崇正社》，窺園主人，時

假竹溪寺，擊缽吟詩（唯美）。其子，許地山（落華生）為 20 年代重要的小說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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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文學，主要人物 

（一）楊逵《和平宣言》，臺南大目降人（新化） 
1. 30 年代到日本留學，用日文寫了《新聞配達夫》，後來翻譯成中文的《送報

伕》 
2. 40 年代：成立臺灣新文學（雜誌社） 
3. 作品：《剿天狗》、《無醫村》、《模範生》、《鵝媽媽出嫁》、《壓不扁的玫瑰》 
4. 和平宣言（50 年代），《臺灣的良心》 
5. 1947~1949 年間第二次鄉土文學論爭 
6.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讚譽楊逵的送報伕：「使臺灣新文學運動達到巔

峰」、「踏上國際文壇的第一步」 

（二） 鍾肇政：《魯冰花》、《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 
上海胡風－山靈雜誌節錄： 

1. 楊逵－送報伕。 
2. 楊華－薄命，1927 年違反治安條例（治警事件），在監獄創作了 52 首新

詩，著名的《黑潮集》有臺南監獄文學之始之稱。 
3. 呂赫若－牛車，臺中豐原人士。日據時期被稱臺灣第一才子，228 事件逃到

香港，後為返臺發生鹿窟事件。 

（三）葉石濤（臺南－高雄） 
1. 40 年代：用日文來寫作《林君寄來的信》、《春怨》，唯美的代表 
2. 228 事件：《三月的媽祖》（日文），80 年代修改為《紅鞋子》 
3. 50 年代「跨越語言的障礙」，在日治時期用中文來寫作 
4. 60 年代，建構臺灣文學理論 
5. 1977 年，第三次鄉土文學論爭，有「南葉北鍾」之稱、《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 
6. 80 年代，臺灣文學史綱（文學界） 
7. 作品：《臺灣文學入門》、《葫蘆巷的春天》、《西拉雅族的莫裔》 

（四）林茂生(1887-1947)，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留美) 
長榮中學擔任教職(教育思想) 
台灣民報，擔任社長 
台灣光復後聘於台大(與杜聰明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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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一）宋斐如(宋文瑞)(1912-1947 )，台南二層行塗庫(現今仁德)，
擔任新聞記者，1930 年，創辦《新東方雜誌》，發表台灣民眾的悲哀，

《德化政策下的台蕃暴動》，介紹台灣原住民，1945 年，創立《人民導報》

（三）湯德章(1907-1947)，(玉井)，律師

2014 年台南市政府，公告 3 月 31 日訂為「台南市正義與勇氣紀念日」。

（四）陳澄波(1895-1947)，油畫作家，參加赤島社(台陽美術協會)
最早得名畫作 1926 年《嘉義街外》，《夏日街景》、《嘉義公園》、《淡水夕照》

（五）劉啟祥，南部西化藝術重要推手

（六）陳炘（台中大甲），台灣金融界先驅

（七）施仁南（彰化鹿港），台灣史上第三位醫學博士

（八）吳鴻麒(1901-1947)，（桃園中壢），法官，吳伯雄之二伯。 

四、課程補充

（一）玉井： 玉井焦吧哖事件（余清芳事件、西來庵事件）：是臺灣日治時期諸多

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也是臺灣人第一次以宗教力

量抗日的重要事件。

1. 李喬（苗栗）：《結義西來庵》

2. 玉井：芒果之父：鄭罕池

（二）交趾陶之父葉王，作品有「東方絕技」的美名

（三）考題：連橫台灣辭典

甲、查甫，男子曰查甫，甫音「晡」

乙、女子，查母曰查某，女子有氏無名，故曰某

丙、外家：女子謂其夫家，婦人謂嫁曰歸

丁、翁某：夫曰翁，妻曰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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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黃朝琴：1921年提倡白話文，對臺灣的貢獻是[金融經濟]領域。
	（十一）鹽水鎮的發展
	1. 月津港，「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
	2. 清代的「奎壁書院」。
	3. 水峰炮（正月十四），為了驅逐瘟疫。
	4. 楊宜綠，其子楊熾昌（水蔭萍），1935年與林永修、李張瑞、張良典等人成立《風車詩社》（七股），30年代的超現實主義。
	4. 楊宜綠，其子楊熾昌（水蔭萍），1935年與林永修、李張瑞、張良典等人成立《風車詩社》（七股），30年代的超現實主義。

	（十二）黃清淵，下營人，1963年寫了《茅港尾記略》
	（十三）連橫
	1. 臺南新報主編
	2. 與陳瘦雲、楊宜綠合組「浪吟詩社」後改為「南社」
	3. 臺灣通史（紀傳體通史），上（隋代）下（割讓） 1250年左右，志、表、列傳
	4. 臺灣語典（河洛語）
	5. 臺灣詩乘，臺灣第一本詩歌（批評專著）

	（十四）許丙丁(1900~1977)
	（十五）吳晉淮(1916-1991)
	（十六）鄧雨賢(1906-1944)，桃園龍潭，客家作曲家。
	（十七）李臨秋(台北，大稻埕)
	（十八）許南英，1894年登第，掌蓬壺書院（校長），成立《崇正社》，窺園主人，時假竹溪寺，擊缽吟詩（唯美）。其子，許地山（落華生）為20年代重要的小說家。

	二、新文學，主要人物
	（一）楊逵《和平宣言》，臺南大目降人（新化）
	1. 30年代到日本留學，用日文寫了《新聞配達夫》，後來翻譯成中文的《送報伕》
	1. 30年代到日本留學，用日文寫了《新聞配達夫》，後來翻譯成中文的《送報伕》
	2. 40年代：成立臺灣新文學（雜誌社）
	3. 作品：《剿天狗》、《無醫村》、《模範生》、《鵝媽媽出嫁》、《壓不扁的玫瑰》
	4. 和平宣言（50年代），《臺灣的良心》
	5. 1947~1949年間第二次鄉土文學論爭
	6.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讚譽楊逵的送報伕：「使臺灣新文學運動達到巔峰」、「踏上國際文壇的第一步」
	6.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讚譽楊逵的送報伕：「使臺灣新文學運動達到巔峰」、「踏上國際文壇的第一步」
	（二） 鍾肇政：《魯冰花》、《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
	1. 楊逵－送報伕。
	2. 楊華－薄命，1927年違反治安條例（治警事件），在監獄創作了52首新詩，著名的《黑潮集》有臺南監獄文學之始之稱。
	2. 楊華－薄命，1927年違反治安條例（治警事件），在監獄創作了52首新詩，著名的《黑潮集》有臺南監獄文學之始之稱。
	3. 呂赫若－牛車，臺中豐原人士。日據時期被稱臺灣第一才子，228事件逃到香港，後為返臺發生鹿窟事件。
	3. 呂赫若－牛車，臺中豐原人士。日據時期被稱臺灣第一才子，228事件逃到香港，後為返臺發生鹿窟事件。

	（三）葉石濤（臺南－高雄）
	1. 40年代：用日文來寫作《林君寄來的信》、《春怨》，唯美的代表
	2. 228事件：《三月的媽祖》（日文），80年代修改為《紅鞋子》
	3. 50年代「跨越語言的障礙」，在日治時期用中文來寫作
	4. 60年代，建構臺灣文學理論
	5. 1977年，第三次鄉土文學論爭，有「南葉北鍾」之稱、《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
	6. 80年代，臺灣文學史綱（文學界）
	7. 作品：《臺灣文學入門》、《葫蘆巷的春天》、《西拉雅族的莫裔》

	（四）林茂生(1887-1947)，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留美)

	三、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一）宋斐如(宋文瑞)(1912-1947 )，台南二層行塗庫(現今仁德)，
	（三）湯德章(1907-1947)，(玉井)，律師
	（四）陳澄波(1895-1947)，油畫作家，參加赤島社(台陽美術協會)
	（五）劉啟祥，南部西化藝術重要推手
	（六）陳炘（台中大甲），台灣金融界先驅
	（七）施仁南（彰化鹿港），台灣史上第三位醫學博士
	（八）吳鴻麒(1901-1947)，（桃園中壢），法官，吳伯雄之二伯。

	四、課程補充
	（一）玉井： 玉井焦吧哖事件（余清芳事件、西來庵事件）：是臺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也是臺灣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抗日的重要事件。
	1. 李喬（苗栗）：《結義西來庵》
	2. 玉井：芒果之父：鄭罕池

	（二）交趾陶之父葉王，作品有「東方絕技」的美名
	（三）考題：連橫台灣辭典


	貳、地方文史
	一、臺南（原臺南市）
	（一）臺南第一
	1. 古蹟最多：臺南是臺灣最早開發地，古蹟最多。
	2. 全臺首學：臺灣第一座孔廟，即臺南全臺首學。乃明鄭時，陳永華倡建，為臺灣最早之府學，故有「全臺首學」之稱。（臺灣第二座位於左營舊城的孔廟，在臺南孔廟創立十八年後興建的）
	2. 全臺首學：臺灣第一座孔廟，即臺南全臺首學。乃明鄭時，陳永華倡建，為臺灣最早之府學，故有「全臺首學」之稱。（臺灣第二座位於左營舊城的孔廟，在臺南孔廟創立十八年後興建的）
	3. 全臺首廟：臺灣第一座廟宇是臺灣府城隍廟，創於明鄭永曆二十三年（1669），其中大門的「爾來了」門匾，更是府城的三大名匾之一。
	3. 全臺首廟：臺灣第一座廟宇是臺灣府城隍廟，創於明鄭永曆二十三年（1669），其中大門的「爾來了」門匾，更是府城的三大名匾之一。
	4. 第一座天公廟：建於咸豐四年（1854）主祀玉皇大帝的天壇，俗稱天公廟，原天公埕，全臺首座天公廟，廟中的「一」字匾亦為府城三大名匾之一。
	4. 第一座天公廟：建於咸豐四年（1854）主祀玉皇大帝的天壇，俗稱天公廟，原天公埕，全臺首座天公廟，廟中的「一」字匾亦為府城三大名匾之一。
	5. 王爺總廟：位於北門的南鯧鯧代天府，康熙元年（1662）年興建，稱為「南鯤鯓廟」，開臺首廟，亦稱開山廟，又是臺灣最早的壬爺廟，故有「王爺總廟」之稱。「五府千歲」：李、池、吳、朱、范。
	5. 王爺總廟：位於北門的南鯧鯧代天府，康熙元年（1662）年興建，稱為「南鯤鯓廟」，開臺首廟，亦稱開山廟，又是臺灣最早的壬爺廟，故有「王爺總廟」之稱。「五府千歲」：李、池、吳、朱、范。
	6. 菱角最大產地：又稱水栗，官田最多，臺灣菱角的最大產地。
	7. 臺灣唯一的潮州廟：建於乾隆七年（1742）的三山國王廟，全臺僅存的廣東式建築，又號潮州會館。
	7. 臺灣唯一的潮州廟：建於乾隆七年（1742）的三山國王廟，全臺僅存的廣東式建築，又號潮州會館。

	（二）古蹟與特色
	1. 赤崁樓：又名赤崁城、紅毛樓、番仔樓，明永曆四年（1650）荷人所建，光緒年間先後，又建築大士殿、海神廟、蓬壺書院、文昌閣、五子祠等。保存最完整的清式建築，全臺最古老的荷蘭建築遺跡，當時稱為「普羅民遮城」。
	1. 赤崁樓：又名赤崁城、紅毛樓、番仔樓，明永曆四年（1650）荷人所建，光緒年間先後，又建築大士殿、海神廟、蓬壺書院、文昌閣、五子祠等。保存最完整的清式建築，全臺最古老的荷蘭建築遺跡，當時稱為「普羅民遮城」。
	2. 安平古堡：本名「熱蘭遮城」，又叫「奧倫治城」－「臺灣城」。荷人所建，最古老的城堡，也是荷人統治臺灣和對外貿易的總樞紐。
	2. 安平古堡：本名「熱蘭遮城」，又叫「奧倫治城」－「臺灣城」。荷人所建，最古老的城堡，也是荷人統治臺灣和對外貿易的總樞紐。
	3. 億載金城：安平區南端，昔日二鯤鯓之地。 清末為加強海防所興建之二鯤鯓砲臺，或稱安平砲臺，是臺灣第一座現代化西式砲臺，一級古蹟。
	4. 孔子廟：文廟或孔廟、聖廟，鄭經時期陳永華倡建。「全臺首學」之稱。臺灣所有孔廟之中歷史最悠久，建築物最多的文廟。
	4. 孔子廟：文廟或孔廟、聖廟，鄭經時期陳永華倡建。「全臺首學」之稱。臺灣所有孔廟之中歷史最悠久，建築物最多的文廟。
	5. 大天后宮：明永曆十六年（1662）建，清代改建為媽祖廟。本明寧靖王朱術桂府邸。康熙二十四年（1685）施琅建議改府邸為媽祖廟，是臺灣最早官建媽祖廟。俗稱臺南媽祖廟，一級古蹟。
	5. 大天后宮：明永曆十六年（1662）建，清代改建為媽祖廟。本明寧靖王朱術桂府邸。康熙二十四年（1685）施琅建議改府邸為媽祖廟，是臺灣最早官建媽祖廟。俗稱臺南媽祖廟，一級古蹟。
	6. 開元寺：創建於明永曆三十四年（1680）原名北園別館，初為鄭經的承天府行臺和安養母親之所。康熙二十九年（1690）改建為「海會寺」，嘉慶元年（1796）改為海靖寺，又改為開元寺。位於北園街，臺灣最古老的佛寺，也是臺灣最早創立的官方寺院。
	6. 開元寺：創建於明永曆三十四年（1680）原名北園別館，初為鄭經的承天府行臺和安養母親之所。康熙二十九年（1690）改建為「海會寺」，嘉慶元年（1796）改為海靖寺，又改為開元寺。位於北園街，臺灣最古老的佛寺，也是臺灣最早創立的官方寺院。
	7. 法華寺：明末逸土李茂春避亂來臺棲身之所，名曰「夢蝶園」。
	8. 重道崇文坊：此牌坊於清嘉慶九年（1804）貢生林朝英獨資整修臺灣縣治的文廟，表彰其舉乃於嘉慶二十年（1815）建造此座牌坊。昭和九年因開闢南門路才從臺南市警察局遷移至今中山公園的荷花池畔。
	8. 重道崇文坊：此牌坊於清嘉慶九年（1804）貢生林朝英獨資整修臺灣縣治的文廟，表彰其舉乃於嘉慶二十年（1815）建造此座牌坊。昭和九年因開闢南門路才從臺南市警察局遷移至今中山公園的荷花池畔。
	9. 開基天后宮：俗稱小媽祖廟，建於明永曆十六年（1662）為臺灣本島最古老的媽祖廟。
	9. 開基天后宮：俗稱小媽祖廟，建於明永曆十六年（1662）為臺灣本島最古老的媽祖廟。
	10. 蕭氏節孝坊：嘉慶5年，為表彰沈清澤寡母蕭良娘守節盡孝四十年所建之石坊（小型）。
	10. 蕭氏節孝坊：嘉慶5年，為表彰沈清澤寡母蕭良娘守節盡孝四十年所建之石坊（小型）。
	11. 四草砲台（鎮海城）：建於道光二十年，臺灣兵備道姚瑩修建，現址為臺南市安南區四草里。
	11. 四草砲台（鎮海城）：建於道光二十年，臺灣兵備道姚瑩修建，現址為臺南市安南區四草里。
	12. 三山國王廟：現位於臺南市北區潮州。守護三山之神為巾山、明山及獨山。
	12. 三山國王廟：現位於臺南市北區潮州。守護三山之神為巾山、明山及獨山。
	13. 台灣府城巽方砲台（巽方靖鎮）：建於道光十六年，位於臺南市東區，現存唯一的內陸砲臺。
	13. 台灣府城巽方砲台（巽方靖鎮）：建於道光十六年，位於臺南市東區，現存唯一的內陸砲臺。
	14. 兌怡門（西門）：建於道光十五年，是唯一能通行的外城門，現位於臺南文賢路口。
	14. 兌怡門（西門）：建於道光十五年，是唯一能通行的外城門，現位於臺南文賢路口。
	15. 海濱秋茂園：黃秋茂先生獨資所建。
	16. 黑面琵鷺：曾文溪口，每年10月至4月會到曾文溪口過冬。
	17. 平埔族的信仰：
	18. 刈香繞境活動：蜈蚣陣，學甲後社、麻豆、佳里、番子寮、溪埔、關廟
	19. 府城隍廟，建於明永曆二十三年（1669）全臺最古老的府城隍廟。
	20. 北極殿：俗稱大上帝廟，奉祀明朝守護神玄天上帝，成為明鄭時期所建「以為此邦之鎮」各上帝廟中，規模最大、創建最早之官建廟宇，故稱「大上帝廟」，目前正殿尚懸掛明寧靖王朱術桂所題「威靈赫奕」匾一方，為臺灣碩果僅存之明代匾額。
	20. 北極殿：俗稱大上帝廟，奉祀明朝守護神玄天上帝，成為明鄭時期所建「以為此邦之鎮」各上帝廟中，規模最大、創建最早之官建廟宇，故稱「大上帝廟」，目前正殿尚懸掛明寧靖王朱術桂所題「威靈赫奕」匾一方，為臺灣碩果僅存之明代匾額。
	21. 原英商德記洋行：民國七十年設臺灣開拓史料臘像館。


	二、臺南（原臺南縣）
	（一）主要部落有
	1. 新港社：今臺南市區，荷人進臺後，被迫遷移至今新市一帶，荷蘭人採其文書者即新港文書。
	1. 新港社：今臺南市區，荷人進臺後，被迫遷移至今新市一帶，荷蘭人採其文書者即新港文書。
	2. 目加溜灣社：今善化，近曾文溪（灣里溪）又稱灣裡社。漢人入善化，族人遷至大內鄉落腳。
	2. 目加溜灣社：今善化，近曾文溪（灣里溪）又稱灣裡社。漢人入善化，族人遷至大內鄉落腳。
	3. 蕭壟社：今佳里，七股地區，為四社中最強勢。
	4. 麻豆社：今麻豆。

	（二）平埔族的信仰
	（三）重大事件
	1. 荷人治臺，賦稅頗重，引發郭懷一事件。
	2. 日人治臺，大正四年大規模抗日事件，余清芳事件（西來庵事件、瞧吧哖事件）。地點在玉井。
	2. 日人治臺，大正四年大規模抗日事件，余清芳事件（西來庵事件、瞧吧哖事件）。地點在玉井。

	（四）地名的更換
	1. 1661年鄭成功從鹿耳門登陸，立東都，設置一府二縣：承天府（臺南）、天興縣（嘉義）、萬年縣（鳳山），軍屯政策地區的更名：下營、柳營（查畝營，柳營的更名與軍屯、星宿、劉姓人士居多有關）、新營。
	1. 1661年鄭成功從鹿耳門登陸，立東都，設置一府二縣：承天府（臺南）、天興縣（嘉義）、萬年縣（鳳山），軍屯政策地區的更名：下營、柳營（查畝營，柳營的更名與軍屯、星宿、劉姓人士居多有關）、新營。
	2. 清領時期，一府三縣。
	3. 日治，大正4年期間發生了西來庵抗日事件，大正九年正式將日治時期的行政中心改名為臺南州。
	3. 日治，大正4年期間發生了西來庵抗日事件，大正九年正式將日治時期的行政中心改名為臺南州。

	（五）地理位置
	1. 古蹟與特色
	(1) 南鯤鯓代天府：明永曆十五年（1661）建『五府千歲』（王爺），是臺灣民間祭祀五府千歲最早建立的廟宇：瘟疫。
	(1) 南鯤鯓代天府：明永曆十五年（1661）建『五府千歲』（王爺），是臺灣民間祭祀五府千歲最早建立的廟宇：瘟疫。
	(2) 慈濟宮：學甲區，奉祀保生大帝，康熙四十年（1701）建，國內最具歷史文化價值的廟宇，南縣歷史文物館即設於宮內。在學甲西方的頭竂將軍溪畔有一座大型紀念碑，作為鎮民遙祭祖先的據點。
	(2) 慈濟宮：學甲區，奉祀保生大帝，康熙四十年（1701）建，國內最具歷史文化價值的廟宇，南縣歷史文物館即設於宮內。在學甲西方的頭竂將軍溪畔有一座大型紀念碑，作為鎮民遙祭祖先的據點。

	2. 風景名勝，水之天堂之稱
	(1) 烏山頭水庫：位於官田，建於昭和五年（1930年）有珊瑚潭之稱。
	(2) 關子嶺風景區：位於白河東境，包括關仔嶺溫泉、紅葉公園、水火同源、碧雲寺、清虛宮、大仙寺、泥火漿等。
	(2) 關子嶺風景區：位於白河東境，包括關仔嶺溫泉、紅葉公園、水火同源、碧雲寺、清虛宮、大仙寺、泥火漿等。
	(3) 虎頭埤風景區：位於新化東部，虎頭山麓而得名，新化詩人王則修有虎頭埤八景詩，臺灣最早的水庫。
	(3) 虎頭埤風景區：位於新化東部，虎頭山麓而得名，新化詩人王則修有虎頭埤八景詩，臺灣最早的水庫。
	(4) 梅嶺風景區：位於楠西鄉，全臺面積最大的梅林，原名香蕉山。



	三、鹽業
	四、地理名稱

	參、103年國小教甄考題
	肆、104年國小教甄考題
	伍、其他考題集錦（南瀛文史）
	陸、108年「臺南文史」題庫
	（C）1. 現在臺南市民權路北極殿之「威靈赫奕」名匾，為哪人所寫：
	（B）2. 有關於都市更新牽涉到人民的幾項基本權利，但不包括？
	（B）3. 下列哪一項不是「編竹夾泥牆」的建材？
	（A）4. 清領時期，全台最古的石碑「平台紀略碑記」，目前保存於
	（C）5. 葉王哪一項作品有「東方絕技」的美名？
	（D）6. 1934 年，台灣總督府指定何者為「第一類史蹟」，開啟了台灣古蹟保護 之制度？
	（D）7. 為因應台商回流，臺南市政府目前正積極開發哪一個工業區？
	（A）8. 新化區內有一座台灣最早興建的水庫，早已名列於台灣十二勝景之一的風景區是指哪裡？
	（C）9. 全國第一個專業台語文認證常態性機構「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設立於
	（B） 10. 哪一條河流在乾隆16年(1751)以前改道自汫水港流入倒風內海，對倒風內海的淤塞影響最大？
	（B）11. 台灣島是板塊擠壓所誕生，現今台灣冒出海平面以來約有幾年？
	（D）12. 下列何者是記錄臺南平埔族群可信度最早的中文文獻？
	（A）13. 〈菅芒花〉、〈六月茉莉〉、〈牛犁歌〉等歌曲的作詞者為
	（D）14. 七股鹽場的南鹽區主要是因應何種情況而建立的？
	（A）15. 臺南市境內哪些地區，因為鄭氏時期嚴格規定不可混圈或侵占平埔族土地，致當時較少有漢人聚落產生？
	（C）16. 清朝傳統詩中的台灣八景「斐亭聽濤」與「澄臺觀海」，其中斐亭、澄臺係指何地？
	（D） 17. 下面哪一個答案表現出的意涵，是清代台灣移墾社會被統治者與統治者 之間的政治矛盾？
	（A） 18. 鄭溪泮是永康蜈蜞潭人，於1926年出版台灣第一本白話文(羅馬字)長篇 小說《生死線》，是由那家出版社出版？
	（B） 19. 台灣重要的化石產區，每逢大雨季節常沖刷出大量化石的地方，是在左鎮的哪裡？
	（C） 20. 清代臺南地區的哪一種信仰，可以反映出移墾開發時期，人們崇鬼尚巫懼其作祟及不忍其曝屍路 野的民胞物與情懷？

	柒、109年「臺南文史」題庫
	（B） 1. 台灣第一條開辦的糖廠客運火車，是從新營開向何處？
	（D） 2. 有關五妃廟的描述何者不正確？
	（A） 3. 在嘉南大圳各項工程中，哪項工程最為艱鉅？
	（B） 4. 臺灣文化協會為日治時期重要文化團體，以下何者非創會時獲選為台南州評議員?
	（D） 5. 臺南市的客家人主要來自哪裡？
	（C） 6. 荷蘭時期，田地所有權屬荷蘭當局，稱為什麼？
	（A） 7. 在安平文化園區看不到下列哪一項歷史古蹟？
	（C） 8. 旅居芝加哥的臺南市散文作家許達然於六○年代以那兩本散文集飲譽 文壇：
	（B） 9. 下列哪個不屬於日本昭和年間的組織？
	（C） 10. 下列哪一個文化園區是早期臺南舊城發展的中心，區內古蹟眾多，是台灣 少數擁有荷據、明鄭建築的文化園區。而且在這區塊內擁有三個國家一級古蹟？
	（C） 10. 下列哪一個文化園區是早期臺南舊城發展的中心，區內古蹟眾多，是台灣 少數擁有荷據、明鄭建築的文化園區。而且在這區塊內擁有三個國家一級古蹟？
	（B） 11. 歐美近代都市計畫的制度與手法，於何時引入臺南府城？
	（A） 12. 臺南市獼猴自然生態保育區位於南化區的何處？
	（C） 13. 想要了解鄭氏時期的歷史，可以從下列哪些古籍中得到較詳實完整的資料？
	（D） 14. 本府推動示範商圈有：
	（D）15. 臺南市地理位置最南的是下列哪一個區？
	（B）16.下列台灣自然生態系何者的物種歧異度或多樣性最高？
	（A）17. 「漚汪」(Auong)在西拉雅平埔族語中為「溪」之意，而漚汪溪是今日的哪一條河流？
	（C）18.玉井山區平埔族人因與江定來往密切，又隨江定攻擊日本官署，為日本當局所屠庄，史稱為什麼事件？
	（D）19.鄭溪泮是永康蜈蜞潭人，於 1926 年出版台灣第一本白話文(羅馬字)長篇小說《生死線》，是由那家出版社出版？
	（A）20.清代初中期，倒風三港可提供墾民上溯哪一流域進行開發？

	地方文史－高雄
	壹、地方文史&高雄開發相關人物
	一、高雄（原高雄市），荷蘭當作貿易地點
	二、陳錫如（澎湖）在留鴻軒，於1921年，帶著學生成立旗津吟社（漢語文言詩社）
	三、曹瑾－[清朝]（鳳山縣令）

	貳、地方文史&地方特色探討
	一、左營區：原稱興隆庄，明鄭宣毅左鎮紮營屯墾之地。
	（一）蓮潭荷香，清波皓月：清代鳳山八景中的「泮水荷香」即指此地。
	（二）舊城古廟、教垂萬世：康熙二十三年（1864）即在縣治興隆庄搭築大成殿，建置儒學，是高雄孔教昌明之始。四十三年（1704）知縣宋永清擴建孔廟，其詩云：荷香十里地，喜建聖人居，泮壁流天際，圜橋架水渠。千秋陳俎豆，萬國共車書，巍煥今伊始，英才自蔚如。

	二、楠梓區：楠木集散地，三山歸一坑：「楠仔坑」。
	（一）後勁溪是主宰楠梓的命運之神。
	（二）楠梓八景：楠梓小城，昔日有三山（岡山、旗山、鳳山）歸一坑之說。
	（三）信而不迷，拜而不奢的右昌人：右昌楊府後裔楊亦安倡導下，平時不祭拜，統一在農曆六月半祭祖；七月不普渡，每月初二、十六「不做牙」。

	三、鼓山區：因打鼓山而得名，出自平埔話「竹林」之意，「打狗」社。
	（一）南臺灣的陽明山之號。
	（二）卓肇昌，為鳳山縣庠生（黨：500家），與鼓山八詠。
	＜鼓山八詠＞
	1. 秀峰插漢  2. 石佛凌波  3. 雞嶼夜帆  4. 斜灣樵唱、
	5. 元興寺鐘  2. 石塔垂綸  4. 旗濱漁火  5. 龍井甘泉

	（三）西子灣之旖旎。

	四、連橫
	（一）臺南新報主編
	（二）與陳瘦雲、楊宜綠合組「浪吟詩社」後改為「南社」
	（三）臺灣通史（紀傳體通史），上（隋代）下（割讓）1250年左右，志、表、列傳
	（四）臺灣語典（河洛語）
	（五）臺灣詩乘云：「臺灣前人之詩，頗少刊集，其存者每在方志，而『鳳山志』所收尤廣，然多近試帖，選取未精；唯卓夢采父子之作，較有可觀。」

	五、鄭坤五－[日據時期]
	（一）參與第一次的鄉土文學論爭。
	（二）以歷史為素材來寫作，大河小說之先驅。其著作”鯤島逸史”。

	六、葉石濤－[日據時期]，原為臺南人50年代後定居高雄。
	（一）40年代時期以日文來寫作：林君寄來的信、春怨……（唯美文學）。
	（二）日本戰敗後碰上民國36年的二二八事件，在此時也用日文寫了”三月的媽祖”一書，可以說是第一部使用二二八為題材的小說。到了80年代將其重新改編為”紅鞋子”。
	（三）50年代葉想要跨越語言的障礙，也就是文字獄的產生。
	（四）60年代開始建構臺灣文學理論。
	（五）70年代（1977年）參加第三次臺灣鄉土文學論爭，當時有「南葉（石濤）北鍾（肇政）」之稱。葉在這個時期寫了《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
	（六）80年代寫了《臺灣文學史綱》（有關臺灣的第一本作品），也寫了《臺灣文學入門》其中包括紅鞋子、葫蘆巷的春天、西拉雅族的末裔。

	七、鍾理和(鄉土文學之父)，本為屏東高樹鄉人，18歲搬到高雄美濃。
	（一）40年代就讀「公學校」，中學時期跑到中國大陸遊學，當時就在中國寫了人生第一部小說《夾竹桃》。
	（二）光復時期回臺時寫了《笠山農場》，此著作為50年代臺灣文人代表作品，書中描寫客家人在日據時代辛苦工作的情形。
	（三）之後又寫了一部《同姓之婚》，後育一子名鍾鐵名。
	（四）後期繼續寫了《奔逃》、《故鄉四部》、《原鄉人》、《薪水三百元》《貧賤夫妻》…，50~60年間雖因病纏身但寫了共20多部作品，1960年，其著作《雨》則為最後一部作品。
	（五）後被陳火泉先生稱為「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
	（六）鍾理和逝世前與鍾肇政等9位文人組成文友通訊，逝世後鍾肇政把兩人之間的書信往來公開寫成「臺灣文學兩鍾書」。
	（七）1980年（民國69年）由鍾的兒子與民間成立”鍾理和紀念館”（位於高雄美濃），當地人士也把旁邊的橋命名為”理和橋”。通往鍾理和紀念館前的路我們則稱為”臺灣文學步道”，總共有35位文人。
	（八）其子鐘鐵民(1941-2011)
	1. 承繼其父之志，題材多取自美濃客家，農民作家—農民寫實作家
	2. 1961年在鍾肇政和林海英(城南舊事)，發表第一篇作品： 《蒔田，從此走上創作之途。
	3. 1961-1973年發表多篇文章，有《石罅中的小花》《菸田》《雨後》《土牆》 《點菜的日子》《山道》…等多篇文章。
	4. 1977-1979年〈河鯉〉、〈祈福〉、〈秋意〉、〈余忠雄的春天〉以農村教育為主題的小說
	4. 1977-1979年〈河鯉〉、〈祈福〉、〈秋意〉、〈余忠雄的春天〉以農村教育為主題的小說
	5. 1978年，投入「鍾理和紀念館」的興建
	6. 1979年，《約克夏的黃昏》；《大姨》背景以白色恐怖為背景。


	八、余光中－（1950年代），福建人，臺灣十大詩人之一，詩壇祭。
	（一）50年代的詩人分為：
	1. 現代派（近80人）：紀弦（主張橫的移植：吸收西方文明到東方）
	2. 藍星詩社：余光中（主張縱的繼承：傳統文學）
	3. 創世紀：瘂弦、洛夫、張默

	（二）被梁實秋讚譽「左手寫詩，右手寫散文，第三隻手寫評論」。
	（三）知名的著作：《鄉愁》
	（四）2001年定居高雄，在這年余說了”春天從高雄出發＂（*春天意旨：文藝活動）。

	九、曾貴海
	十、陳冠學（80~90年代），被稱作現代陶淵明，屏東人。
	（一）風格以日記體的方式寫出田園生活
	（二）作品：《田園之秋》

	十一、楊青矗（70年代），出生在臺南鹽分地帶後搬家到高雄。
	（一）代表著”工權主義”的作家
	（二）作品：《工廠人》、《工廠女兒圈》、《在室男》、《在室女》…
	（三）經歷：台灣筆會會長，台語文教育字典製作，台詩三百首，台華語辭典，台語注音讀本

	十二、朱一貴（1690-1722）鴨母王
	十三、鳳山縣的「新城」、「舊城」
	（一）1684年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將臺灣設為臺灣府，設置諸羅縣、臺東縣、鳳山縣。
	（二）鳳山縣養鴨人，朱一貴等人聚集在羅漢門反清，清廷派出藍廷珍、藍鼎元平定朱一貴事件。<此事件改變清廷不在臺灣築城的政策>
	（三）1722年鳳山知縣劉光泗在興隆庄建造土城（舊城），此城連接龜山、蚊山，外圍則有壕溝保護。
	（四）1734年知縣錢珠於鳳山城外圍種了三圈荊竹作防護，乾隆25年，知縣王碤曾在四個城門側邊加裝四座砲臺。
	（五）1786年林爽文事件，12月13日莊大田為響應林則攻進鳳山城，1787年朝廷派福康安平定亂事，當時的鳳山城已殘破不堪。
	（六）1778年縣治便移植埤頭街（現今鳳山市）建立「新城」，興隆庄的鳳山縣城則稱「舊城」。
	（七）1805年出現一個土匪吳淮泗，攻陷「新城」。1824年楊良斌之亂，「新城」又被攻掠。
	（八）1825年重建「舊城」（興隆庄縣城），第一座石城。1826年完工。1837年新的鳳山知縣曹瑾跑至「新城」當辦公地帶，舊城隨之沒落。

	十四、高雄第一
	（一）三民區：明鄭時期，王、蔡、鄭三姓之處所，遂名「三塊厝」，光復後改為「三民」。
	1. 三鳳宮祀奉中壇元帥（李哪吒），是南部道教聖地。又稱「政治廟」，其中三鳳中街，是南北貨集中批發中心。
	1. 三鳳宮祀奉中壇元帥（李哪吒），是南部道教聖地。又稱「政治廟」，其中三鳳中街，是南北貨集中批發中心。
	2. 三民區有三多：旅館多、學校多、書店多。

	（二）左營區：原稱興隆庄，明鄭宣毅左鎮紮營屯墾之地。
	1. 鳳山舊城是臺灣諸城之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建於興隆庄埤仔頭（蓮池潭之首）；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莊大田攻陷舊城且毀之，故於1788年，遷治於埤頭店（今鳳山市）。
	1. 鳳山舊城是臺灣諸城之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建於興隆庄埤仔頭（蓮池潭之首）；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莊大田攻陷舊城且毀之，故於1788年，遷治於埤頭店（今鳳山市）。
	2. 廟壇最多，達「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其中三山國王廟，興隆庄廣濟宮（主祀中壇元帥）聞名。
	2. 廟壇最多，達「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其中三山國王廟，興隆庄廣濟宮（主祀中壇元帥）聞名。
	3. 蓮潭荷香，清波皓月：清代鳳山八景中的「泮水荷香」即指此地。鳳山縣志云：「蓮池潭，在縣城興隆里北門外，潭修日廣，荷花滿沼，香聞數里，今為文廟泮池。」
	3. 蓮潭荷香，清波皓月：清代鳳山八景中的「泮水荷香」即指此地。鳳山縣志云：「蓮池潭，在縣城興隆里北門外，潭修日廣，荷花滿沼，香聞數里，今為文廟泮池。」
	4. 舊城古廟、教垂萬世：康熙二十三年（1864）即在縣治興隆庄搭築大成殿，建置儒學，是高雄孔教昌明之始。四十三年（1704）知縣宋永清擴建孔廟，其詩云：荷香十里地，喜建聖人居，泮壁流天際，圜橋架水渠。千秋陳俎豆，萬國共車書，巍煥今伊始，英才自蔚如。
	4. 舊城古廟、教垂萬世：康熙二十三年（1864）即在縣治興隆庄搭築大成殿，建置儒學，是高雄孔教昌明之始。四十三年（1704）知縣宋永清擴建孔廟，其詩云：荷香十里地，喜建聖人居，泮壁流天際，圜橋架水渠。千秋陳俎豆，萬國共車書，巍煥今伊始，英才自蔚如。
	5. 半屏蒐古與鑑今：「屏山塔影」詩意畫面，已成臺灣觀光海報之代表。
	6. 古厝淳風，書香典雅：有林府、謝府、曾府古厝。
	7. 春秋閣、五里亭與龍虎塔：龍口入虎口出象徵吉祥。

	（三）苓雅區，臺灣通史云：「莊瀕海，與旗後望，耕漁並耦，僅一寒村。」、「苓雅出才子，鳳山出佳人」、打狗八景之一即為「苓洲晴景」。
	1. 關帝廟、廟中廟與玫瑰教堂
	① 五塊厝的關帝廟：關公、武聖。
	② 聖公媽廟：廟中廟：有求必應。
	③ 五福三路高雄橋畔玫瑰教堂為臺灣天主教的發源地。
	AA 冠蓋京華的陳家古樓：陳中和所建，時為高雄第一座洋樓。


	（四）新興區，原名大港埔。
	1. 夜市，聞名中外，日本旅遊指南，將六合夜景、三鳳宮、春秋閣、澄清湖，並列為高雄四大觀光站。
	1. 夜市，聞名中外，日本旅遊指南，將六合夜景、三鳳宮、春秋閣、澄清湖，並列為高雄四大觀光站。
	2. 汽車材料街：八德路；拆船傢俱與船品的集中街：大同一路；傢俱街：青年路。
	2. 汽車材料街：八德路；拆船傢俱與船品的集中街：大同一路；傢俱街：青年路。

	（五）楠梓區：楠木集散地，三山歸一坑：「楠仔坑」。
	1. 後勁溪是主宰楠梓的命運之神。
	2. 楠梓八景：楠梓小城，昔日有三山（岡山、旗山、鳳山）歸一坑之說。
	3. 信而不迷，拜而不奢的右昌人：右昌楊府後裔楊亦安倡導下，平時不祭拜，統一在農曆六月半祭祖；七月不普渡，每月初二、十六「不做牙」。
	3. 信而不迷，拜而不奢的右昌人：右昌楊府後裔楊亦安倡導下，平時不祭拜，統一在農曆六月半祭祖；七月不普渡，每月初二、十六「不做牙」。

	（六）鼓山區：因打鼓山而得名，出自平埔話「竹林」之意，「打狗」社。打狗山為本地主峰，是隆起的珊瑚礁，又名麒麟山、埋金山。埋金山源自林道乾的「打狗山十八攜籃半白銀」有關。
	1. 南臺灣的陽明山之號。
	2. 卓肇昌與鼓山八詠。
	3. 西子灣之旖旎。

	（七）旗津區：打狗的發祥地，昔有「旗津吟社」的文人組織。
	1. 湄州媽祖是旗津的守護神，康熙十二年（1673）徐阿華所建，光緒十三年（1887）重建之，旗后天后宮今列為三級古蹟。第一座媽祖廟。
	1. 湄州媽祖是旗津的守護神，康熙十二年（1673）徐阿華所建，光緒十三年（1887）重建之，旗后天后宮今列為三級古蹟。第一座媽祖廟。
	2. 旗后燈塔：咸豐五年（1855）建立，光緒九年（1883）重修。
	3. 旗后砲臺：康熙五十年（1711）已設有砲臺一大座。
	4. 臺灣的第一座基督教堂，同治四年（1865）馬雅各到南部傳教，興建於此。

	（八）鹽埕區，最早以「曝海水以為鹽」、「鹽埔曉鷺」八景之一
	1. 三山國王是鹽埕的守護神：原名「鹽埕廟」。
	2. 打狗港對外開放，鹽埕首先接觸到西方文明：民國三十年高雄「迪帕特」矗立於今大勇路與五福四路交叉口，人們以形而名叫它「五層樓仔」是當時南臺灣最大樓宇。
	2. 打狗港對外開放，鹽埕首先接觸到西方文明：民國三十年高雄「迪帕特」矗立於今大勇路與五福四路交叉口，人們以形而名叫它「五層樓仔」是當時南臺灣最大樓宇。
	3. 港都五金街：新興街；鐘錶業大本營：大勇路；皮鞋、眼鏡業：五福四路；港都飾品街：鹽埕街；銀樓街：新樂街。
	3. 港都五金街：新興街；鐘錶業大本營：大勇路；皮鞋、眼鏡業：五福四路；港都飾品街：鹽埕街；銀樓街：新樂街。


	十五、高雄（原高雄縣）
	（一）族群分布與宗教信仰
	1. 福佬族群（閩南人）大致以鳳山、岡山、旗山為中心，閩南人最多，宗教信仰有：
	1. 福佬族群（閩南人）大致以鳳山、岡山、旗山為中心，閩南人最多，宗教信仰有：
	(1) 觀世音：佛光山是南部佛教重鎮，二級古蹟「龍山寺」及內門「紫竹寺」。
	(1) 觀世音：佛光山是南部佛教重鎮，二級古蹟「龍山寺」及內門「紫竹寺」。
	(2) 媽祖：旗山天后宮最特別，軟身神像；燕巢角宿村龍角寺是最古老的一尊。
	(2) 媽祖：旗山天后宮最特別，軟身神像；燕巢角宿村龍角寺是最古老的一尊。
	(3) 王爺信仰：源自於瘟神崇拜，多冠以「代天府」。
	(4) 一貫道：民間稱為「鴨蛋教」如六龜的寶光建德道場及神威天臺山大道場。
	(4) 一貫道：民間稱為「鴨蛋教」如六龜的寶光建德道場及神威天臺山大道場。

	2. 客家族群主要分布在美濃、杉林、六龜、旗山部分。宗教信仰有：
	(1) 三山國王廟：美濃三山國王廟（明山、巾山、獨山）。
	(2) 土地公：稱「伯公」，美濃稱「里社真官伯公」，尤其是瀰濃庄里社真官伯公，龍肚庄、廣林，皆建於乾隆年間。
	(2) 土地公：稱「伯公」，美濃稱「里社真官伯公」，尤其是瀰濃庄里社真官伯公，龍肚庄、廣林，皆建於乾隆年間。

	3. 原住民
	(1) 原住民遺址
	① 風鼻頭遺址：林園，最早有原住民的地方，平埔族的發祥地之一。
	② 扇平遺址：六龜，魯凱族祖先居住地。
	③ 勤和遺址：桃園，鄒族祖先居住地。
	④ 民生遺址：三民，鄒族祖先居住地。
	⑤ 大湖遺址
	A. 路竹、貝塚。
	B. 湖內、蔦松文化、陶片。


	(2) 宗教信仰
	① 平埔族：在公廨祭祀，祖靈（阿立祖）、馬卡道族將祀壺視為祖靈的圖騰。
	② 鄒族：相信超自然的存在，諸神均在農耕祭儀中受祭。（聖見祭）
	③ 布農族：以祖靈崇拜為基礎，相信宇宙中萬物各有其主宰者，布農族是於農耕兼狩獵的民族，有祈禱小米豐收祭歌，或射耳祭，其樂理只有三個音階DO、Mi、Sol等，就可唱出超越基本樂理的七個音階的音色，所以學者把布農的合音命名為八部合音。
	④ 魯凱族：對祖先懷抱著崇敬，認為祖靈會保佑族人平安，逢凶化吉，所以祖靈崇拜為其基本信仰。型式獨特的陶壺，只有貴族才可以擁有，神聖無價之寶，是貴族的標幟，婚娉之物，（勇土舞）。



	（二）古蹟人物與特產：三山地區生活圈
	1. 三山地區生活圈
	(1) 鳳山生活圈，有鳳山溪、高屏溪，有澄清湖水庫、鳳山水庫、臺灣第一座鳳梨場，大社、林園、仁武並稱三大石化工業重鎮。
	(1) 鳳山生活圈，有鳳山溪、高屏溪，有澄清湖水庫、鳳山水庫、臺灣第一座鳳梨場，大社、林園、仁武並稱三大石化工業重鎮。
	① 觀音山、赤腳公園：大社鄉。
	② 佛光山：大樹鄉，南臺灣佛教重心。
	③ 清水巖：林園，古剎清水寺。
	④ 包公廟：大寮，臺灣最大包公廟宇。
	⑤ 龍山寺：鳳山市，亦稱觀音寺，二級古蹟。
	⑥ 鳳儀書院：鳳山市，全臺保存清朝古書院規模最大的一座。

	(2) 岡山生活圈：岡山有三寶：羊肉、豆瓣醬、蜂蜜。燕巢：芭樂、棗子。
	① 阿公店水庫。
	② 籮筐會：每年媽祖誕辰，中秋節前夕和義民節，舉辦三次。
	③ 高雄皮影戲館：岡山高雄縣文化中心內，臺灣唯一的皮影戲館。
	④ 橋仔頭糖廠：橋頭鄉，臺灣第一座新式現代化的製糖工廠。
	⑤ 茄萣濱海遊樂區：漁村文物主題館，長堤內有防風木麻黃。
	⑥ 情人碼頭：興達港位在茄楚，第二大港，國內最大近海漁港，遠東區最大的遠洋漁港，「烏魚之鄉」或「烏魚大港」。

	(3) 旗山生活圈：旗山有「香蕉王國」之稱，美濃是臺灣的「菸葉王國」。美濃，傳統油紙傘，甲仙：芋頭、竹筍，六龜：黑鑽石蓮霧。主要文化有：美濃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
	(3) 旗山生活圈：旗山有「香蕉王國」之稱，美濃是臺灣的「菸葉王國」。美濃，傳統油紙傘，甲仙：芋頭、竹筍，六龜：黑鑽石蓮霧。主要文化有：美濃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
	① 旗山天后宮、老街。
	② 仿巴洛克式街屋：1930年間，吳家率先創建，稱作「臺灣牌樓厝」的仿巴洛克式街屋。
	③ 石拱亭仔腳：建於日治明治年間，是全臺唯一採用石塊砌成拱形的騎樓走廊。
	④ 美濃文化：竹子門電廠（南臺灣最早的座電廠，荖濃溪上游），里社真官伯公、敬字亭、東門樓（美濃地標）、美濃客家文物館、雙溪熱帶母樹林（又稱竹頭角熱帶樹木園，全臺第一座森林劇場）、黃蝶翠谷、鍾理和文學紀念館，是由民間合力所建的第一座平民文學家紀念館。油紙傘、陶藝。
	⑤ 甲仙化石館：全國三大化石礦區之一。
	⑥ 每年八月中旬登場的魯凱族豐年祭：盪鞦韆。
	⑦ 射耳祭：布農族每年三至四月間舉行，同時吟唱小米豐收歌，也就是著名的「八部合音」。


	2. 地區名稱與特產
	(1) 鳳山市（碑子頭），特產：花生糖、赤山粿
	(2) 林園（林邊）
	(3) 大寮，屯墾地帶（溪埔寮、潮州寮、頂大寮、下大寮）
	(4) 大樹（大樹腳），特產：荔枝、鳳梨
	(5) 岡山（阿公店），特產：羊肉、豆瓣醬、蜂蜜
	(6) 橋頭（店仔街、橋仔頭），特產：蔗糖
	(7) 燕巢（援剿），特產：芭樂、棗子
	(8) 路竹（半路竹）
	(9) 旗山（番薯寮），特產：香蕉
	(10) 美濃（瀰濃），特產：菸葉、稻米、陶藝、紙傘
	(11) 內門（羅漢門），特產：竹籠
	(12) 茂林（多納）
	(13) 大岡山（石灰岩，臺灣佛山）
	(14) 桃園（藤枝森林遊樂區），南部小溪頭



	十五、地理名稱
	※地名補充
	鳳山：林園、大寮、大樹、仁武、鳥松、大社
	岡山：橋頭、燕巢、田寮、阿蓮、路竹、湖內、茄萣、永安、彌陀
	旗山：六龜、甲仙、杉林、內門、茂林、桃源、那瑪夏

	參、103年國小教甄考題
	肆、高雄市104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教師甄選
	伍、104年國小教甄考題
	陸、108年「高雄文史」題庫
	（B）1. 台灣原住民族中大多居住在高海拔中央山脈地區的是哪一族？
	（D）2. 1946年，因當時以雅你社之部落人丁較旺，遂將鄉名稱為「雅你鄉」，請問 是現在的哪一區?
	（D）3. 1684年（康熙23年)，正式將臺灣納入清朝版圖。設隸屬福建省， 下轄諸羅、臺灣、鳳山三縣。
	（AD）4. 1895年（明治28年）10月日本大致平定臺灣全島。可是各地仍有民眾不甘 淪為日本臣民，抗日事件仍層出不窮。儘管都被日本的武力所鎮壓下來，但 是臺灣人抵抗外來政權統治的勇氣與風骨卻名垂青史。當年1915年（大正4年）的西來庵事件，又稱
	（AD）4. 1895年（明治28年）10月日本大致平定臺灣全島。可是各地仍有民眾不甘 淪為日本臣民，抗日事件仍層出不窮。儘管都被日本的武力所鎮壓下來，但 是臺灣人抵抗外來政權統治的勇氣與風骨卻名垂青史。當年1915年（大正4年）的西來庵事件，又稱
	（B）5. 龍捲風是一個旋轉速度非常快的天氣現象。被氣象人員稱為「龍捲風巢」的區域是指?
	（C）6. 當颱風中心翻越中央山脈，引進旺盛西南氣流，在高雄及屏東地區引發豪雨。 請問2001年7月發生哪個颱風?雖然此颱風減弱成熱帶性低氣壓，卻導致降 雨不減反增，期間歷時9小時降下了404公釐的雨量，降雨強度之大令人咋舌，造成全高雄市平原地區嚴重積水，史稱「七一一水災」。
	（C）6. 當颱風中心翻越中央山脈，引進旺盛西南氣流，在高雄及屏東地區引發豪雨。 請問2001年7月發生哪個颱風?雖然此颱風減弱成熱帶性低氣壓，卻導致降 雨不減反增，期間歷時9小時降下了404公釐的雨量，降雨強度之大令人咋舌，造成全高雄市平原地區嚴重積水，史稱「七一一水災」。
	（D）7. 哪區盛產有「三金」：黑金（烏魚）、白金（鰻苗、虱目魚苗）、黃金（稻米和 美濃香瓜、小黃瓜）等農漁產品?
	（D）7. 哪區盛產有「三金」：黑金（烏魚）、白金（鰻苗、虱目魚苗）、黃金（稻米和 美濃香瓜、小黃瓜）等農漁產品?
	（A）8. 六龜十八羅漢山，山形峻峭有「小桂林」之譽，南北狹長，地處屏東平原與 哪個山脈之丘陵交會地，位置居於荖濃溪縱谷西岸河階上？
	（A）8. 六龜十八羅漢山，山形峻峭有「小桂林」之譽，南北狹長，地處屏東平原與 哪個山脈之丘陵交會地，位置居於荖濃溪縱谷西岸河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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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0. 台灣的福佬人，又稱河洛人，主要係指福建漳泉兩地的閩南語系居民。福佬人自17世紀哪個時期開始大量移入，開始大多定居於西部平原，後來才擴 散至全台各地？
	（D）11. 小林平埔夜祭，在尪姨帶領下，以平埔語吟唱「加拉瓦兮」，圍著公廨，手牽 手一起跳傳統舞蹈「牽曲」，迎接太祖下凡同樂，是在每年農曆的阿立祖生日 時，請問日期為何？
	（D）11. 小林平埔夜祭，在尪姨帶領下，以平埔語吟唱「加拉瓦兮」，圍著公廨，手牽 手一起跳傳統舞蹈「牽曲」，迎接太祖下凡同樂，是在每年農曆的阿立祖生日 時，請問日期為何？
	（B）12. 哪位本土畫家於高雄市立美術館開館時，曾慨贈以前得獎四大件作品及許多 水彩畫，後來又捐贈「寫生手帖」精作，把畢生精彩璀璨且大量的素描、速 寫作品三百餘件捐給美術館？
	（B）12. 哪位本土畫家於高雄市立美術館開館時，曾慨贈以前得獎四大件作品及許多 水彩畫，後來又捐贈「寫生手帖」精作，把畢生精彩璀璨且大量的素描、速 寫作品三百餘件捐給美術館？
	（B）13. 高雄市經過多年的耕耘，在文化建設方面收穫豐碩；其中，以都會公園、藝 術中心與特定商業區三體共構的方式重新開發，以「南部兩廳院」為定位的 藝文場館是？
	（B）13. 高雄市經過多年的耕耘，在文化建設方面收穫豐碩；其中，以都會公園、藝 術中心與特定商業區三體共構的方式重新開發，以「南部兩廳院」為定位的 藝文場館是？
	（A）14. 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 Maxwell）是近代來臺的重要基督教宣教師，1865 年間來到打狗，後來並創建「打狗禮拜堂」，試問這座禮拜堂是在今日高雄市 的哪個區？
	（A）14. 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 Maxwell）是近代來臺的重要基督教宣教師，1865 年間來到打狗，後來並創建「打狗禮拜堂」，試問這座禮拜堂是在今日高雄市 的哪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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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6. 為了決定是否舉行戰祭，有個原住民族各家長老會齊聚頭目家的小米祭祀小 屋(又稱粟祭屋)商議。請問這是哪個族群？
	（A）16. 為了決定是否舉行戰祭，有個原住民族各家長老會齊聚頭目家的小米祭祀小 屋(又稱粟祭屋)商議。請問這是哪個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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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9. 出生台中沙鹿，17 歲與父親兄弟南下大樹投入陶業生產，以「生活陶」創作 聞名，更研創「紫雲燒」陶藝。請問這位人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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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0. 下列有關高雄的史前考古遺址「鳳鼻頭文化類型」的說法，何者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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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 高雄港未來之長期規劃發展願景，將以「三生兼顧」及「永續發展」之綠 色港口為主軸，所謂的「三生」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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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5. 高雄市轄區中，享有「台灣佛山」美譽，是台灣有名的佛教聖地，是指哪 個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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