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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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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區域 
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族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 

2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部落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其法律地位為何？ 
公法人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私法人 

3 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不得從事下列何種行為？ 
獵捕野生動物  採集野生植物製作標本 
採集礦物販售  利用水資源 

4 依據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山地原住民係指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平地原住民係指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原住民身分不喪失，非原住民取得原住民配偶之身分 
非婚生子女經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者，無條件當然喪失原住民身分 

5 依據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父母均為原住民，且屬不同族別者，其子女之族別從其父 
父母均為原住民，且屬不同族別者，其子女得於成年後依個人意願選擇 
原住民民族別之註記不得變更 
原住民族註記無數量限制 

6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基本權利及自治事務補助作業要點規定，下列何者不得申請補助？ 
辦理原住民族傳統祭典宣傳活動事項 辦理原住民族法規或權益研討事項 
辦理原住民族自治事務之推動事項 辦理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之宣導事項 

7 下列何者非認定原住民族團體為部落之要件？ 
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內  客觀上存在承襲並共同遵守之生活規範 
生活於特定區域範圍  具有相同血緣 

8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設立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負責諮詢、審議民族教育政策事項。委員會由教師、

家長、專家學者組成，其中具原住民身分者，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9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錄，除依各類別審議基準外，下列何者非判斷基準？ 
表現原住民族歷史重要或具代表性之文化意義 
表現原住民族土地的重要關聯性 
表現特定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之一般生活文化 
表現世代相傳的歷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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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規定，各級機關僱用下列何種人員之總額，每滿一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 
警察  具公務員任用資格之技工 
服務志工  清潔人員 

11 有關原住民合作社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原住民合作社，指原住民社員超過該合作社社員總人數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者 
政府應依原住民群體工作習性，輔導原住民設立各種性質之原住民合作社，以開發各項工作機會 
原住民合作社之籌設、社員之培訓及營運發展等事項，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辦理 
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營者，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 

12 依據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獎勵、補償事宜，由行政院編列預算並執行 
原住民保留地經劃定為禁伐區域之禁伐 
原住民保留地經編定為林業用地或農牧用地而從事造林 
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人得申請禁伐補償金 

13 有關智慧創作專用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智慧創作專用權得為讓與或設定質權 
智慧創作專用權得為強制執行標的 
智慧創作專用權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拋棄 
拋棄之智慧創作專用權，歸屬於國家 

14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對原住民族語言聽、說、讀、寫之能力 
參加族語能力認證者，不受國籍、族別及年齡之限制 
族語能力認證應由各級政府自行辦理 
著有族語相關著作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族語能力認證 

15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要點，下列何者非屬獎勵項目？ 
公費留學  專門學術著作 
專業考試  亞運運動項目獲得第五名 

16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原住民族委員會執掌事項？ 
規劃原住民族政策 
規劃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語言保存與傳承及傳播媒體 
原住民族土地、海域、自然資源及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之調查 
規劃原住民族一般教育 

17 依據水源特定區土地減免土地增值稅贈與稅及遺產稅標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水源特定區計畫發布實施前已持有該土地且在發布實施後第一次移轉或因繼承取得後第一次移轉者免

徵土地增值稅 
風景區、甲種風景區及乙種風景區，減徵土地增值稅百分之四十 
住宅區減徵土地增值稅百分之三十 
社區中心免徵土地增值稅 

18 下列何者非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地區？ 
新北市烏來區 臺東縣臺東市 苗栗縣南庄鄉 臺中市新社區 

19 依據 107 年度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補助計畫內容，下列何種語言非屬其中？ 
海岸阿美語 多納魯凱語 拉阿魯哇語 卑南語 

20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規定，原住民人口多少以上之非原住民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應置

專職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1,000 人  1,200 人  1,300 人  1,500 人 

21 有關原住民家戶申請租用集合式住宅，下列要件何者正確？ 
未曾接受政府收容安置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 
無任何現金資產 
單親家庭須達三人以上且陷入生活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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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鄉（鎮、市、區）公所原住民保留地租金收入經報准得動支，下列何者非屬得動支之事項？ 
非經濟性土地利用投資 
建設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利用 
當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費及應繳納地價稅 
原住民保留地林木管理費 

23 原住民族基本法某些條文有另以法律定之的規定，下列有關立法何者尚未通過？ 
第 4 條有關「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的建立」 第 9 條有關「原住民族語言發展」 
第 13 條有關「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第 17 條有關「工作權之保障」 

24 為鼓勵專業人才下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有其特殊之分發規則，蘭嶼錄取分發區之應考人，

至少應曾於臺東縣設籍連續幾年以上，以落實參加特考人員建設美麗島嶼之初衷？ 
 2 年以上  4 年以上  5 年以上  3 年以上 

25 今年年底選舉將屆，原住民選舉人名冊，應根據什麼標準認定其原住民族身分？ 
以戶籍登記資料為標準  以山地保留地登記資料為標準 
以村里長出具證明為標準 根據出生證明資料為標準 

26 人類學家與民族學家慣稱之「薄薄、荳蘭、里漏」三部落，係位處下述何一平地原住民族行政區域？ 
光復鄉 吉安鄉 花蓮市 壽豐鄉 

27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在原住民族委員會各處室中，掌理原住民族自治與原住民族國際交流之

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事項係下列那一行政業務單位屬之？ 
公共建設處 土地管理處 教育文化處 綜合規劃處 

28 我國有 30 個山地原住民族鄉，25 個平地原住民族鄉，30 個山地鄉分布在 12 直轄市、縣（市），25 個平

地鄉分布於 6 直轄市、縣（市），下列何者沒有山地鄉？ 
雲林縣 新北市 高雄市 新竹縣 

29 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規定，若某種智慧創作係由阿美族族群中之海岸阿美部落與秀姑巒阿

美部落共同提出，但經審評後該智慧創作「無法認定應屬於這同為阿美族群兩個部落中之任一部落」，

以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精神意涵，該智慧創作專用權應登記為阿美族兩

個部落中之何者？ 
原住民族委員會 全部排灣族 全部阿美族 全部鄒族 

30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自 106 年 6 月 14 日公布以來，依本法規定，原住民族地區之政府機關（構）、學校

及公營事業機構，得以地方通行語書寫公文書。請問是那一個原住民族地區為首例率先使用阿美族地方

通行語書寫公文書？ 
南投縣 苗栗縣 花蓮縣 新竹縣 

31 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智慧創作專用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幾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32 依據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年滿 18 歲，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 
因婚姻關係或收養關係而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得於法律關係消滅或終止後，申請回復 

33 臺灣原住民族各族擁有己群文化、語言、風俗習慣和社會結構，於 103 年 6 月 26 日經行政院核定的原住

民族，下列何者正確？ 
道卡斯族 撒奇萊雅族 平埔族 卡那卡那富族 

34 依據採取土石免申辦土石採取許可管理辦法，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內因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目的

採取少量土石，採取總量以多少立方公尺為限？ 
八立方公尺 十立方公尺 十二立方公尺 三十立方公尺 

35 為落實原住民族土地權與自然資源的有效運用，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的規定，原住民保留地所

在之鄉（鎮、市、區）公所應設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該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

會之委員，應有多少比例為原住民？ 
五分之四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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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規定，原住民申請設定耕作權或地上權，其面積應以申請時戶內之原住

民人口數合併計算，每戶面積合計不得超過二十公頃。但基於地形限制，得為多少比率以內之增加？ 
百分之十五以內 百分之二十以內 百分之十以內 百分之二以內 

37 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規定，原住民族文字或原住民族地方通行語，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下列何機關

公告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  原住民族或部落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鄉（鎮）公所 

38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第 2 條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那一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內政部 農業部 文化部 

39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23 條規定，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電視及廣播機構，應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語

言學習課程，並出版原住民族語言出版品。前項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課程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

得低於該機構總時數之多少？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四十 

40 依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7 條之規定，原住民申請持有自製之獵槍或魚槍，每人以各二枝為限，

每戶不得超過多少枝？  
各六枝 各四枝 各三枝 各五枝 

41 John was charged with robbery and _____ with a deadly weapon, and was put into jail. 
 esteem  assault  fraction  gravity 

42 The author of the medical report is fully _____ of the problems in the hospital because he has been working there 
for many years. 
 absent  aware  adequate  advertised 

43 Drinking doesn’t really _____ the problem of overwork—it only masks the problem by temporarily relieving the 
stress. 
 create  make  take  solve 

44 Very few people can _____ John because of his bad temper. 
 made up of  put up with  looked up to  cut back on 

45 Can I use your computer for a while? Mine is _____. 
 repaired  repairing  being repaired  having repair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Researche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one’s blood type. When Harvard 
scientists  46  more than two decades of data on more than 77,000 people, they found that people with type AB 
blood had a 23 percent increased risk for heart disease compared to people with type O blood.  47  with type B 
blood had an 11 percent higher risk and people with type A blood had 5 percent greater risk of heart disease. 
Researchers aren’t sure  48 , though. But they posit that type A blood is associated with LDL cholesterol 
and that type O blood,  49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risk, may contain a chemical that boosts blood flow and 
prevents clots. However, researchers are quick to point out that lifestyle factors  50  weight, smoking, and diet, 
which, unlike blood type, are modifiable and have a much greater impact on heart disease. 
46  analyzed  excluded  resolved  delivered 
47  Some  All  Those  These 
48  what  when  who  why 
49  who  what  which  when 
50  such  among  like  f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