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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於民國 103 年 3 月通過廢止，其主要原因為何？ 
因應國家發展需要，已進行組織整併 
考量組織精簡，暫時予以凍結 
已由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取代原組織條例 
考量組織效能，原業務委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 

2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部落會議之召開，明定設籍於該部落可以出席的原住

民，不包含下列何者？ 
傳統領袖  各家（氏）族代表 
各級民意代表  居民 

3 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民國 103 年 1 月 29 日公布之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明定原住民族委員會置主任

委員 1 人，副主任委員共幾人？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4 目前經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中，那一族大致分布北起於花蓮縣和平溪，南迄紅葉及太平溪這一廣大的山麓地

帶，即現行行政體制下的花蓮縣秀林鄉、萬榮鄉及少部分的卓溪鄉立山、崙山等地？ 
泰雅族 魯凱族 阿美族 太魯閣族 

5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是依據何法律之授權所訂定？ 
土地法 森林法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原住民族基本法 

6 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 100 人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

原住民，其人數規定為何？ 
應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 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 
應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二 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二 

7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1 條之 1，原住民族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供傳

統文化、祭儀之用或非為買賣者，若首次違反，其法律責任為何？ 
處罰鍰 處罰金 處徒刑 不罰 

8 依據原住民身分法，原住民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的情形，不包括下列何者？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者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 
未滿 20 歲，法定代理人代替申請拋棄原住民身分者 
年滿 20 歲，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者 

9 直轄市、縣（市）選出之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幾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3 人 4 人 5 人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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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0 條，政府得劃定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遷村，但應

符合法定要件，下列何者不屬之？ 
必須認定該災區為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 
必須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 
必須有尊重該地區人民、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之適當安置 
必須就被劃定區域之土地及土地改良物予以徵收補償 

11 依據臺灣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及更正姓名作業要點，下列何者不屬此要點規定事項？ 
回復傳統姓名  並列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 
更正漢人姓氏  更正子女姓名 

12 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國民中小學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所稱清寒，係指家戶年所得總額在多少錢以

下者？ 
40 萬元 45 萬元 50 萬元 55 萬元 

13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 113 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其對於原住民名額之具體規範為何？ 
依原住民人口數比例計算 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 4 人及山地原住民 3 人 
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 4 人 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 3 人 

14 「中央政府應視需要設置行政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中心或博物館，必要時，得以既有收藏原住民族文物之博物

館辦理改制；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此一條文，係明定於下列何項法律？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15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4 條之名詞定義，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例之中小學，稱之為： 
原住民族學校 原住民重點學校 部落教育學校 原住民教育學校 

16 甲公司參與政府採購案，因得標後履約期間未依法進用原住民，遭處分命繳就業代金。被處分人不服，應向

何機關提出訴願？ 
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 勞動部 經濟部 

17 關於政府採購得標廠商應進用一定比例原住民，否則應繳代金之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之解釋及理由，

下列何者正確？ 
該規定違反比例原則無效 
該規定侵害營業自由權，應於 1 年後失效 
該規定合憲，但若須繳納代金超過政府採購金額者，未來宜有適當之減輕機制 
該規定合憲，但應檢討以員工總人數是否逾 100 人之分類標準 

18 太魯閣族於民國 93 年 1 月 14 日經政府核定成為原住民族第 12 族，已註記民族別之原泰雅族成年人 A 申請

變更為太魯閣族，此時從其民族別之子女，應如何認定民族別？ 
由 A 及其配偶協議 依子女之意願 由 A 代為決定 應隨同變更 

19 原住民 A 男與 B 女結婚後育有女兒 C，爾後雙方離婚並由 A 男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 C 之權利義務，嗣後 A 男

再與非原住民 D 結婚並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請問原住民身分法對未成年子女 C 之原住民身分如何規定？ 
喪失 不喪失 由 C 自主決定 由 AD 協議 

20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應如何處理？ 
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告知其得以選任辯護人 
告知其得以申請通譯 
通知各地方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代號：2701 
頁次：4－3 

21 原住民保留地之總登記，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當地登記機關為之；其所有權人為何：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土地所在之鄉（鎮、市、區）公所 

22 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之限制為何？ 
以原住民為限  以山地原住民為限 
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為限 以三親等內之原住民為限 

23 依據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其明定之實施地區不包括下列何者？ 
高雄市六龜區  屏東縣萬巒鄉及內埔鄉 
臺東縣蘭嶼鄉  原住民族地區 

24 原住民 A 名下登記有 3 筆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其申請社會救助時，此等土地是否可不用列入家庭之不

動產計算？ 
原住民保留地均可不列入 原住民保留地仍都必須列入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可不列入 3 筆以內（含 3 筆）之原住民保留地可不列入 

25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經營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媒體事業，特設立下列何者？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媒體基金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26 民國 103 年經行政院核定為原住民族的第 15 族及第 16 族者為何？ 
拉阿魯哇族及邵族  邵族及卡那卡那富族 
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 卡那卡那富族及鄒族 

27 國民年金法規定，具請領國民年金資格的原住民，其申請條件在年齡上必須年滿幾歲？ 
50 歲 55 歲 60 歲 65 歲 

28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就醫交通費實施要點規定，申請案應於就醫當日起幾個月內提出申請？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29 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明定該會置委員 19 人至 29 人，其委員組成不包含下列何者？ 
原住民族各族代表  原住民族各級民意代表 
有關機關代表  學者、專家 

30 依據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申請及核發作業要點，該證明書自發證之日起幾個月內有效？ 
1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9 個月 

31 依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置資源治理機關後，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

理機制，應遴聘（派）的成員代表不包括下列何者？ 
當地原住民族代表 當地非原住民族代表 資源治理機關代表 專家學者 

32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要點，明定建購住宅者每戶補助多少金額？ 
20 萬元 30 萬元 40 萬元 50 萬元 

33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司法權益，得設置原住民族法院或法庭。」

為此司法院指定 9 所地方法院自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設立原住民族專業法庭或專股，下列何者不屬之？ 
新北地方法院 桃園地方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 臺東地方法院 

34 依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下列何者不屬於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享有之智慧創作人格權？ 
就其智慧創作專有公開發表之創作人格權 
就其智慧創作專有表示專用權人名稱之創作人格權 
就其智慧創作專有表示專有權人異動之創作人格權 
專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智慧創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創作人

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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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 15 條之規定，智慧創作專用權之保護期間為何？ 
50 年 專用權人存續期間 專用權人消失後 20 年 應永久保護之 

36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推動民族教育，自民國 102 年 4 月 13 日成立第一所部落學校以來，全臺至今共已正式開

辦 5 所部落學校，請問下列何者不屬於此 5 所部落學校？ 
排灣族大武山部落學校  魯凱族百合部落學校 
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  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 

37 依據原住民個人或團體經營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輔導及獎勵辦法，原住民族委員會為協助原住民個人或團體永

續經營溫泉事業，得視實際需要，其辦理的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溫泉專業及周邊產業人才培訓 辦理國內或國際同業觀摩交流 
成立開發投資公司  建置溫泉綜合資訊網絡 

38 依據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要點，有意申請之原住民，在年齡規定上應年滿幾歲？ 
18 歲 20 歲 25 歲 30 歲 

39 原住民申請取得技術士證照獎勵，申請人有效申請時間應以證照所載生效日期起多少期間為限？ 
1 個月內 3 個月內 6 個月內 1 年內 

40 訂定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要點的主管機關為何？ 
經濟部 內政部 衛生福利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41 I’m under explicit       to keep my mouth shut about his opinions. 
illusion implication instruction innovation 

42 This hotel in the suburb is large and modern. In fact, staying in this hotel is       comfortable than staying in a 
small and old one in the downtown. 
as few more little 

43 Simon wears the watch his wife gave him all the time. For him, it is the most       thing in the world. 
valuable violent vacant various 

44 After knowing that she could not get her money back, Victoria       having lent the money to her sister. 
reserved required repeated regretted 

45 Margaret enjoys eating all kinds of      , especially biscuits. 
meats snacks fruits sweets 

46 The outdoor concert will be cancelled       it rains. 
only if  while  even though  where a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More people than ever are thinking about ways to cut down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Some scientists suggest 
that   47   on our meat diets would help. The raising of livestock like pigs and cows occupies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farmland and causes 20 percent of greenhouse gases according to some estimates. It   48   that the key to saving our 
planet may not be just reducing our intake of meat; instead, switching our diet to insects may be the answer. In fact, the 
United Nations (UN) wants to search for alternatives   49   the meat in our diet. 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50   a policy paper on the eating of insects. They already held a meeting on the topic in 
Thailand in 2008, and a world congress meeting is in the plans for 2013. 
47 cutting back taking off getting down ridding of 
48 comes about comes with turns out turns up 
49 as of to with 
50 considered are considering have considered are conside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