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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非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所稱主管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部落 

2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下列何者受理？ 

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法院  

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部落 

3 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由下列何者定之？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行政院 

4 下列何者為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人？ 

地方政府 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部落 中華民國 

5 下列何者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所定，得為智慧創作申請保護之申請人？ 

原住民族、部落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原住民族委員會 

6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之主管機關，下列何者正確？ 

教育部 經濟部 文化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7 原住民族中、小學及原住民重點學校之民族教育教材，由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依地方需要審議之，下列

何者不屬之？ 

原住民族委員會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市政府 

8 各級政府對應提供原住民學生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之機會，不包括下列何階段？ 

學前教育 國民小學教育 高級中學教育 專科以上學校教育 

9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辦理原住民學生住宿，其住宿及伙食費用，由下列何者編列預算全額補助之？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中央政府 立法院 

10 原住民身分法第 11 條之原住民族別認定辦法，由下列何機關定之？ 

原住民族地區之議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立法院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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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未滿 7 歲之非原住民為經下列何者收養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年滿 18 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 年滿 20 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  

年滿 30 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 年滿 50 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 

12 原住民族委員會之原住民有給職委員，其中原住民族各族代表應至少一人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其

聘期下列何項正確？ 

2 年 3 年 4 年 隨主任委員異動而更易 

13 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之下列何者，不屬於山地原住民？ 

原住民本人  原住民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原住民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原住民之直系姻親 

14 下列何者非原住民身分法所定之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之尊親屬 平地原住民之直系姻親 

15 下列何者非屬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所定類型及僱用總額，每滿一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應僱用之工作類型？ 

約僱人員 駐衛警察 公務員 駕駛 

16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保障對象不包括下列何者？ 

戶籍資料記載為原住民  戶籍資料記載為山地原住民  

戶籍資料記載為平地原住民 原住民之非原住民配偶 

17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治之相關事項，應以下

列何者定之？ 

自治規則 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 法律 

18 部落之核定、組織、部落會議之組成、決議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下列何機關定之？ 

立法院  行政院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19 原住民族除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 條定義者外，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者，應經下列何一程序核定之？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之民族 行政院核定之民族  

立法院核定之民族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 

20 中央政府應寬列預算，專款辦理原住民族教育；其比率合計不得少於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預算總額之

百分比為多少？ 

百分之一點五 百分之一點九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原住民族立法委員保障名額共有幾位？ 

2 位 4 位 6 位 8 位 

22 原住民中低收入戶申請建購住宅，每戶補助幾萬元？ 

10 萬元 20 萬元 30 萬元 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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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原住民族部落，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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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

下列何機關核定？ 

經立法院核定者  經行政院核定者  

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 

24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幾年內，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25 所謂原住民重點學校，在非原住民族地區，指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多少以上？ 

50 人 100 人 150 人 200 人 

26 下列何者非屬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所定僱用總額，每滿一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之機關？ 

各級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 公營事業機構 私立學校 

27 原住民學生參加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者，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幾計算？ 

20  25 30 35 

28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救助原住民緊急危難，照顧原住民生計，對死亡救助，若係負擔家計者死亡，經證明

無殮葬者，最高補助幾萬元？ 

1 萬 2 萬 3 萬 4 萬 

29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智慧創作，得遴派有關人員、專家學者及原住民族代表，辦理智

慧創作之認定及其他法令規定事項，其中原住民族代表不得低於幾分之幾？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30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信用保證之經濟事業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以不超過新臺幣多少為限？ 

100 萬 200 萬 300 萬 400 萬 

31 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創業育成補助，每一補助案補助金額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幾為限？ 

55  65 75 85 

32 依鄉鎮市區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委員應有幾分之幾為原住民？ 

五分之四 四分之三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33 下列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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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活動，不需諮商

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 

土地開發 資源利用 學術研究 宗教祭典 

34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原住民申請設定耕作權之土地，其面積每人最高限額為多少公頃？ 

1 公頃 2 公頃 3 公頃 4 公頃 

35 目前臺灣原住民族人口約 55 萬，占臺灣總人口的百分比大約是： 

1% 2% 3% 4% 

36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有平地原住民多少人口以上，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 

1500 人 2000 人 2500 人 3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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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原住民族委員會置委員 19 人至 29 人，由主任委員提請行政院院長派（聘）兼之，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原住民族代表 有關機關代表 專家學者 民意代表 

38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規定，該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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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其董事、監察人之人數，原住民各族代

表不得少於下列何比例？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40 原住民收養非原住民可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條件，下列何者不包括？ 

非原住民未滿 7 歲  收養之原住民父母年滿 40 歲  

收養之原住民父母無子女 需和養父母同住 

41 The train from Taipei to Taichung was     because the railway was blocked by a car accident. 

boarded  posted delayed linked 

42 I     your workload and health. 

concern with  am concerned with get concerned am concerning with 

43 GM foods are especially popular now in the U.S.,     up to seventy percent of food products in 

supermarkets could contain a crop that has been genetically modified. 

that  when where which 

44 I can’t give you the answer right now. I need     time to think about it. 

few  little a few a little 

45 The guests are likely     early, so we should speed up and get everything ready before their arrival. 

come  coming to come have come 

At the airport for a business trip, my whole family settled down to wait for the boarding announcement at Gate 35. 

Then I heard the voice on the public address system saying, “We  46  for the inconvenience, but Cherry Flight 570 

will board from Gate 41.” So my family  47  up our luggage and carried it over to Gate 41. Ten minutes later, the 

public address voice told us that Flight 570 would  48  be boarding from Gate 35. So, again, we gathered our 

carry-on luggage and returned to the  49  gate. Just as we were settling down, the public address voice spoke 

again: “Thank you  50  participating in Cherry’s physical fitness program. Now we are ready for boarding.” 

46 provide  celebrate apologize maintain 

47 took  brought set picked 

48 in sum  in fact in turn in case 

49 original  similar alternative distant 

50 by  for at 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