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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原住民族委員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簡任、薦任、

委任各官等人員具原住民身分者，均不得低於百分之幾？ 
 30%  40%  50%  60% 

2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組織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其掌理事項？ 
原住民族文化藝術之典藏、展示表演、推廣及育成 
原住民身分與原住民族之認定、部落核定與原住民族自治之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 
國家級原住民族樂舞團及場域之設置規劃、推動及管理 
地方政府原住民族文物（化）館之輔導、評鑑及館際交流 

3 現行原住民族地區之範圍，包括 55 個原住民鄉（鎮、市、區），下列何者錯誤？ 
臺東縣東河鄉 新竹縣關西鎮 花蓮縣花蓮市 桃園市大溪區 

4 部落長期因為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與現況不符，造成無法申請水電及房屋改建等問題，政府於 104 年第一次

完成推動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由山坡地保育區更正為鄉村區之全國原鄉首創案例，係指下列那一個部落？ 
卑南鄉山里部落 牡丹鄉高士部落 仁愛鄉春陽部落 阿里山鄉來吉部落 

5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9 年報告，臺灣原住民族語評定等級在瀕臨滅絕的語言（極度）有 5 個語別，

包括撒奇萊雅族、噶瑪蘭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及下列那一個民族？ 
賽夏族 雅美族 魯凱族 邵族 

6 104 年 9 月 14 日發布施行之「採取土石免申辦土石採取許可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原住民於原

住民族地區內因新（修）建傳統石板屋形式之住宅、機關、學校、教會或公共設施而需要石板材，採取

總量以多少立方公尺為限，得不限人工採取？ 
 10  20  30  40  

7 原住民族經濟發展 4 年計畫（103-106），為振興原住民族產業並落實在地經濟發展之長程規劃，產業發

展面向是以文化創意、特色農業、生態旅遊及下列那一項，作為未來發展重點？ 
部落溫泉開發 部落基礎建設 部落溪河整治 部落土地開發 

8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 年 6 月公布原住民 16 族各族總人口數，尚有 4 個民族人口數未滿千人，請問下

列何者錯誤？ 
邵族 撒奇萊雅族 噶瑪蘭族 卡那卡那富族 

9 原住民族委員會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部落核定作業要點」規定，自 98 年起，開始進行部落核定工

作，至今共核定多少個部落？ 
 680  748  786  800  

10 原住民保留地大多位於非都市土地範圍內，故土地之使用受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範，請問原住民

保留地有多少百分比位於非都市土地範圍內？ 
 90%  93%  95%  98% 

11 原住民族地區依法編定之建築用地嚴重不足，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解決族人建築用地不足之窘境，特別訂

定「原住民保留地建築用地統一規劃作業須知」，請問原住民族地區之建築用地，約占原住民保留地總

面積多少比率？ 
 0.5%  1%  2%  5% 

12 依據博物館法第 6 條規定，為蒐藏、保存、研究原住民族文獻、歷史與文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設置原住民族博物館，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永續發展。請問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下列何者？ 
文化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教育部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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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05 年 1 月 4 日發布實施「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指政府或私人於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該辦法所定之土地開發行為者，均應踐行諮

商同意之程序，請問係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那一條文之意旨？ 
第 34 條 第 19 條 第 20 條 第 21 條 

14 為消除原住民尋求法律途徑時之訴訟障礙，並獲得即時、有效且專業之法律協助，原住民族委員會法律

扶助要點規定，需積極的在「事前扶助」，並於實務上考量「資力審查」及「案情審查」等方式協助族
人，藉以保障原住民族司法權益，請問申請扶助者之資格為何？ 
具原住民身分之中低收入戶為限 具原住民身分之低收入戶為限 
具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不限身分 

15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部落定義要件之一？ 
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 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 
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者 

16 原住民族文化，包括傳統的宗教祭儀、音樂、舞蹈、歌曲、雕塑、編織、圖案、服飾、民俗技藝或其他
文化成果表達，如此豐富多元之重要文化，是下列何法案保護之目的？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文化資產保護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博物館法 

17 為避免部落傳統制度繼續面臨崩解危機，並厚實部落自主治理能力，奠定原住民族自治基礎，因而部落

可以取得公法人之地位，請問部落取得公法人地位係明定於何法律？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原住民族自治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18 為加強與南島民族國家之文化交流，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原住民族文化中心，曾與許多南島民族國家
簽署合作了解備忘錄或協定，請問下列那一個國家為非簽署國？ 
紐西蘭 斐濟 菲律賓 帛琉 

19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要點第 4 點規定，其獎勵方式，發明：經登記取得經濟部專利
權者，獎勵新臺幣多少元？ 
二萬元 三萬元 四萬元 五萬元 

20 有關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之規定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保留地經劃定為禁伐區域之禁伐補償事宜 
原住民保留地經編定為林業用地或農牧用地之造林獎勵事宜 
申請造林回饋金，其土地面積應為零點一公頃以上 
不限身分，只要是原住民保留地合法使用人均可申請補償金及回饋金 

21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提升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效率，並彰顯公益彩券之公益性，有關回饋金運用計畫之內

容有所限制，請問下列何者不得作為回饋金補助之對象？ 
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在地就業機會 
辦理原住民族福利服務 
其他補助或辦理民俗祭典、傳統祭儀活動等事項 
其他補助獎勵、委託或辦理各項促進就業、訓練或輔導事項 

22 現行有效之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依據，下列何者正確？ 
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組織法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組織條例 

23 關於原住民族委員會之掌理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基礎建設 原住民族傳播媒體之規劃 
原住民族專業法庭之設置 原住民族法規之推動 

24 原住民族委員會置委員 19 人至 29 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委員皆由行政院長提請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為無給職 
原住民族各族代表至少一人之聘期隨主任委員異動而更易 
以學者、專家身分擔任委員者，任期二年，任滿得連任 
以有關機關代表之身分擔任委員者，任期隨職務異動而更易 

25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關於原住民族地區之首長選舉，下列何者錯誤？ 
山地原住民區區長以山地原住民為限 
平地原住民鎮鎮長以平地原住民為限 
山地原住民區以改制前區或鄉之行政區域為選舉區 
平地原住民市市長不以平地原住民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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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原住民身分法相關規定，對於原住民身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山地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非原住民取得山地原住民身分 
平地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無法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 
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結婚，子女應取得山地原住民身分 
平地原住民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其子女不因之喪失平地原住民身分 

27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規定，對於原住民族土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土地也包括公有、私有原住民保留地 
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 
政府於原住民族土地從事生態保育，應諮詢並取得該民族同意 
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土地，無須諮詢並取得該民族同意 

28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規定，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直轄市及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縣，得視實際需要設原住民族專責單位或置專人，辦理原住民族事務 
為保障原住民族司法權益，政府應於原住民族地區設置原住民族法院或法庭 
為有效運用預算，居住原住民族地區外之原住民，政府對其融資、就養、社會適應等不予保障 
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得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採取礦物、土石或利用水資源 

29 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涉及原住民族土地之開發、利用、保育、研究或限制原住民族利用等行為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係指過半數關係部落召開部落會議議決通過 
部落章程得循傳統慣俗或並用原住民族語言書寫，訂定後送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 
第一次部落會議得擔任發起人之順序為傳統領袖、各家（氏）族代表、居民 

30 依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金會之業務範圍包括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等文化成果表達之認定與保護 
基金會之董事由行政院提名、立法院推舉之審查委員會審查、行政院院長聘任 
基金會董事之選任，應考量原住民族之代表性以及教育、藝文、傳播、民族之專業 
基金會之執行長及副執行長，不得為現任公職人員或政黨職員，並不得從事營利事業 

31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教育，係指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傳統民族文化教育，而非一般性質教育 
為保障原住民幼兒學習族語、歷史及文化之機會，主管機關應鼓勵部落互助式幼兒教保服務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原住民學生就讀時，均應實施民族教育，並以正式授課為原則 
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應採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 

32 依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傳統上各原住民族語言並無文字，族語認證係針對原住民族語言之聽、說能力進行認證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是由原住民族教育法授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 
族語能力認證共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並得委託學校或民間團體辦理認證工作 
參加族語能力認證者，不受族別及年齡之限制，但應為中華民國國籍人士 

33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政府採購法投標之廠商，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應於投標時證明僱用原住民人數不低於百分之一 
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標準，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 
原住民勞工因非志願性失業致生活陷入困境者，得依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訂定之條件申請臨時工作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僱用原住民時，得函請各級主管機

關推介 
34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法律扶助要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扶助業務包括：法律諮詢；調解、和解之代理；法律文件撰擬；訴訟、非訟或仲裁之代理、辯護或輔佐 
原住民申請法律扶助時，其案件之相對人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仍予以扶助 
案件涉及原住民傳統慣習與國家法令之衝突者，即使有具體事證足認無救濟途徑，仍予以扶助 
涉犯刑事案件，於偵查開始時若欲以簡易程序申請指派扶助律師到場，申請人應主動以電話申請 

35 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及其實施辦法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人以原住民族或部落為限，並應依其組織形態及習慣選派具原住民身分之成員為代表人 
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拋棄，拋棄之專用權，歸屬於全部原住民族享有 
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不論由特定民族、部落或全部原住民族取得，收入皆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國家對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採永久保護，專用權人消失者，其專用權之保護，視同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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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本辦法而得獵捕之區域為原住民族地區，且非屬依法禁止獵捕之區域 
申請人應於獵捕活動 20 日前申請，但非定期性獵捕應於 7 日前提出申請 
原住民依本辦法提出申請前，其資格應經申請獵捕所在地部落會議通過 
參與獵捕之人員有不具原住民身分者，主管機關對申請案應予以駁回 

37 依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父母屬於不同民族別原住民，子女從父或母之民族別 
民族別之註記或註銷申請，應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受理 
行政院核定新民族別時，已註記民族別者無法變更 
原住民應於身分證註記民族別，並以註記一個為限 

38 關於原住民姓名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已回復傳統姓名者，不得再申請回復漢人姓名 
原住民無論登記為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原住民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以當事人申報為準，羅馬拼音符號系統，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 
原住民辦理回復姓名或姓名更正者，其配偶及子女之戶籍相關資料，應隨同變更 

39 依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要點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要點為提供原住民發展小型經濟事業所需，不包括家計週轉用途 
申請人為年滿 20 歲至 65 歲有行為能力之原住民，且無信用不良紀錄者 
本貸款為達清償目的，以徵提擔保品或保證人為原則 
本貸款由原住民微型經濟基金出資貸放，並支付各經辦機構代辦手續費 

40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獵槍非經內政部許可，不得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陳列 
經許可之獵槍持有人喪失原住民身分，將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自製獵槍持有人死亡，其獵槍一律由中央主管機關給價收購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獵槍供生活工具之用者，僅處罰鍰，不適用本條例刑罰規定 

41 He always finds time to read his daughter a bedtime      . 
 meal         story  clothes  bus 

42 They       let me in because I didn't have an invitation card. 
 agreed to  planned to  refused to  promised to 

43 For some people, music is no fun at all. They cannot       one song from another. 
 produce  consider  understand  distinguish 

44 This morning I got the news I was hoping      . 
 at  for  on  to 

45 It’s very common that parents take great pride       their children. 
 for  in  on  with 

46 By the time the Olympic runners reach the finish line, they       run 400 meters. 
 will have  will  had  would need 

47 Bruce：I’m going on a vacation! This time next week I’ll be lying on the beach in Spain. 
Tom：You lucky thing! I am sure       and make us all jealous when you get back. 
 you’ll go for broke   you’ll get a lovely suntan 
 you’ll keep out of the sun  you’ll catch a cold 

48 On the top of the piano, there       a lot of pictures and most of them are family ones. 
 is  have  are  has 

49 My aunt has been living on       own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now. 
 its  his  her  their 

50 The lecture was so boring that many in the audience fell       in the middle of it. 
 sleep  sleeping  sleepy  asle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