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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湖】
01.(     ) 貪吃的白鵜鶘什麼都想嘗嘗，我們要怎麼避免被鵜鶘當
             成美食咬一口呢?  (1) 保持安全距離  (2) 買香腸餵牠  
               (3) 大聲罵牠
02.(     ) 鴯鶓的蛋是什麼顏色呢?  (1) 土黃  (2) 夜空黑  (3) 寶石綠
03.(     ) 澳洲國旗上有哪一種動物呢?  (1) 灰華鵝  (2) 鴯鶓  
             (3) 黑肚綿羊
04.(     ) 金剛鸚鵡平均壽命是 (1) 10-15歲  (2) 30-50歲  (3) 70-90歲

【大探奇區】
05.(     ) 可愛動物區中的山羌是 (1) 羊科  (2) 鹿科  (3) 牛科    
06.(     ) 頭上有華麗羽冠的是哪一種雞呢?  (1) 富貴雞  (2) 日本雞  
              (3) 紅原雞
07.(     ) 豪豬是哪個種類的成員呢?　(1) 偶蹄目  (2) 囓齒目  
              (3) 靈長目
08.(     ) 會運動的植物們，不會靠什麼來啟動呢? (1) 電力啟動  
              (2) 音波啟動  (3) 光源啟動
09.(     ) 空中植物主要是指 (1) 仙人掌  (2) 蕨類植物  
              (3) 鳳梨科植物。
10.(     ) 哪個不是常見的種子傳播方式呢?　(1) 動物傳播 
              (2) 彈射傳播  (3) 飛沫傳播
11.(     ) 能長得很高的仙人掌是因為 (1) 有木質部  (2) 刺硬  
               (3) 皮厚
12.(     ) 肉質鮮美可食、可護膚養顏美容，還可治療燙傷的是 
              (1) 蘆薈  (2) 龍舌蘭  (3) 象腳樹

13.(     ) 生長於熱帶氣候中的仙人掌，為了防止蒸散作用因此它的哪一部
            份變成針狀 (1) 根  (2) 莖  (3) 葉
14.(     ) 怎麼樣才能最快速區分折衷鸚鵡的性別呢?  (1) 直接問牠  
               (2) 看顏色  (3) 請專業人士檢驗
15.(     ) 世界上最大的種子是 (1) 海椰子  (2) 榴槤  (3) 西瓜
16.(     ) 哪種魚可以跳躍補食空中的鳥類呢?  (1) 金魚  (2) 象魚  (3) 銀板魚

【蝴蝶生態公園】
17.(     ) 下列哪一種不是昆蟲的特徵?  (1) 六隻腳  (2) 八隻腳  
               (3) 有頭、胸、腹三部分軀體
18.(     ) 請問蟻獅是吃什麼食物?  (1) 花蜜  (2) 螞蟻  (3) 樹汁
19.(     ) 俗稱水龜的肉食性昆蟲是 (1) 龍蝨  (2) 水黽  (3) 紅娘華
20.(     ) 蝴蝶的生命循環是 (1) 幼蟲→卵→蛹→蝴蝶  
              (2) 蛹→幼蟲→卵→蝴蝶  (3)卵→幼蟲→蛹→蝴蝶

【鳥類生態公園】
21.(     ) 世界上體型最大的鳩鴿科是 (1)巨地鳩  (2) 皇冠鴿  (3)壯麗果鳩
22.(     ) 鳥嘴型態跟食物的配對哪個是正確的呢? (1) 嘴巴細長-咬碎堅果  
               (2) 湯匙狀-吸取花蜜  (3)袋子狀-捕食魚類
23.(     ) 會發出『雞狗乖』叫聲的鳥類是 (1) 竹雞  (2) 台灣藍鵲  (3) 鴛鴦
24.(     ) 體型最大的巨嘴鳥是 (1) 藍面黑巨嘴鳥  (2) 紅喙巨嘴鳥  
              (3) 托哥巨嘴鳥
25.(     ) 巨嘴鳥最愛吃的食物是什麼? (1) 水果、小型動物  (2) 稻穀、玉米  
              (3) 漢堡

【生物館】
26.(     ) 羊駝在草地上打滾是在? (1) 測土質  (2) 洗澡  (3)表演
27.(     ) 哪個部位的構造，讓蟒蛇可以吞下比他頭部大的動物 (1) 顎骨  
              (2) 顴骨  (3)鼻骨
28.(     ) 樹懶看起來綠綠的是因為 (1) 他在身上開農場養藻類  
              (2) 本來的毛色就是綠色  (3) 新染的造型
29.(     ) 世上唯一一種能在樹上築巢的鶴類，也是烏干達國鳥的是 
             (1) 大紅鶴  (2) 美洲紅䴉  (3) 東非冕鶴
30.(     ) 唯一完全水棲的淡水龜類是 (1) 豬鼻龜  (2) 鱷龜  (3) 輻射龜
31.(     ) 背部上肉垂會隨著年紀增長而下垂的蛙類是 (1) 老爺樹蛙  
              (2) 紅眼樹蛙  (3) 黑眶蟾蜍
32.(     ) 鵜鶘的主要食物是 (1) 樹葉  (2) 魚類  (3) 稻米
33.(     ) 三指樹懶跟二指樹懶不一樣的地方是 (1) 腳趾  (2) 手指  
              (3) 手指、腳趾都不一樣
34.(     ) 肺魚的魚鰾演化出跟哪個器官相似的功能，讓牠能在水面
            呼吸呢？ (1) 肺  (2) 肝  (3) 腎
35.(     ) 羊駝遇到危險或生氣時會使用什麼祕密武器呢? 
               (1) 瞪眼 (2) 放屁  (3) 吐口水

【水生植物公園】
36.(     ) 荷花盛開在什麼季節呢 (1) 春季  (2) 夏季  (3) 秋季
37.(     ) 全世界最先進的阿帕契直升機是模仿什麼昆蟲製造的? 
              (1) 蜻蜓  (2) 獨角仙  (3) 竹節蟲
38.(     ) 落羽松是哪一科的植物呢? (1) 松科  (2) 杉科  (3) 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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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請畫上你最喜歡的動物或植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