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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住民職業訓練實施要點規定，承辦單位辦理各類原住民職業訓練計畫時，受

訓學員應具原住民身分，且人數須達多少人？

15 人 20 人 25 人 30 人

2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法律扶助要點規定，下列那一種情形將不予扶助？

法律諮詢

訴訟、非訟、仲裁之代理、辯護或輔佐

具公務人員身分者涉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事件相關之民事訴訟

法律文件撰擬

3 賽夏族的 Umin 想要報考族語認證，依據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規定，他可以選擇報考的級別有那些？

初級、中級、高級 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

初級、中級、高級、優級 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優級

4 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原住民族語言之定義為何？

指原住民族傳統使用之語言及用以記錄其語言之文字、符號

指用以記錄原住民族語言之書寫系統

指原住民族地區使用之語言

指原住民族傳統使用之語言

5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要點規定，具有原住民身分者，申請獎勵不含下列那一項？

深造教育 學術專門著作 出國留學 體育傑出人才

6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社區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補助要點規定，欲申請補助的教保服務中心，原住

民幼生數須占全體幼生數的多少以上？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7 依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下列何者不是該基金會業務範圍？

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之規劃、製播、經營及普及服務

監控原住民族文化及傳播出版品之發行及推廣

原住民族文化傳播網站之建置及推廣

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藝術及傳播等工作者之培育及獎助

8 Daya 目前自費前往美國留學，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自費留學生要點規定，他可向原住民族委

員會申請每月多少金額的生活費？

美金 400 元 美金 500 元 美金 600 元 美金 700 元

9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儲蓄互助社作業要點規定，儲互社在辦理原住民小額週轉專案貸款業務時，下

列何者非屬獎勵標準？

每筆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 7 萬元 年利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

免收手續費用 貸款期間於 6 個月以上、36 個月以下者

10 莫那今年 45 歲，為了照顧失能的母親辭去保險公司的工作，他計畫返鄉創業，在自有的土地上經營農場，

從事有機農業，依據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要點規定，他最多可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多少金額的貸款？

新臺幣 15 萬元 新臺幣 20 萬元 新臺幣 30 萬元 新臺幣 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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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規定，申請造林回饋金之造林獎勵者，第一年每公頃金額為

多少？

新臺幣 2 萬元 新臺幣 4 萬元 新臺幣 10 萬元 新臺幣 12 萬元

12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族經濟產業補助要點，補助事項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研發或創新原住民族觀光、生活、生產、生態及經濟活動

推廣原住民族觀光產業有關之活動，配合原住民族地區部落歲時祭儀舉辦之文化體驗、生態旅遊、風

味餐飲、農特產品之活動

舖設農路

舉辦相關原住民金融知識講習、經濟研討、研習等活動

13 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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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非該委員會的權責？

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糾紛之調查及調處事項

原住民保留地無償取得所有權、分配、收回之審查事項

申請租用、無償使用原住民保留地之審查事項

14 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在依區域計畫法編定

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並供農作、養殖或畜牧使用之土地，最

高申請限額為每人多少公頃？

0.5 公頃 1 公頃 1.5 公頃 2 公頃

15 依據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規定，原住民在何時間點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繼續使用

之公有土地，可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68 年 2 月 1 日 70 年 2 月 1 日 75 年 2 月 1 日 77 年 2 月 1 日

16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原住民族學校之定義，下列何者非屬之？

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主 依該民族教育哲學實施教育

依該民族教育目標實施教育 以招收原住民學生為限

17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部落、社區教育之定義，下列何者非屬之？

促進原住民族文化之創新 培育部落與社區發展人才

部落與社區現代化公民的發展 以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課程為主

18 為發展及厚植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按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會商相關主管機關，

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長程計畫，並積極獎勵原住民族學術及各原住民族知識研究，下列何者不屬之？

內政 教育 科技 文化

19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開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其實施方式，下列說明何者錯誤？

學生有權優先選擇學習自己民族/部落的原住民族語文

國民中學階段學校應於「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開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至少每週 1 節課

學校應依學生需求聘請相關師資授課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應於校訂課程開設 6 學分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並得於假日或寒、

暑假實施

20 各級政府辦理原住民族教育，就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之原則與相關條文，下列何者錯誤？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有關民族教育之規劃及實施，應諮詢當地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

地方政府應設立任務編組性質之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原住民族教育得委託原住民族、部落、傳統組織或非營利之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地方政府應定期辦理非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族幼兒教育資源及需求之調查

21 地方政府依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應召開原住民族教育審議會，進行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項之審議，

下列何者非屬之？

臺北市 臺南市 南投縣 彰化縣

22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各級政府對於國民教育階段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合併或停辦，應徵得設籍於

該學區年滿幾歲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

 16 歲  18 歲  20 歲  2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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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之原住民學生，參加大學考試分發入學者，其成績總分以加原始總分多

少比率計算？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三十五

24 原住民報考下列考試，那一項不在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3 條所保障之範圍？

大學碩士班考試入學

專科學校五年制特色招生術科甄選入學

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學科考試分發入學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舉辦之公費留學考試

25 下列何項任務，非屬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之設置目的？

原住民族學生就業輔導 原住民族學生生涯發展輔導

提供民族教育課程活動 原住民族學生經濟援助

26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監察人之原住民代表比例，各不得少於多少比例？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27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之工作人員，除會計相關人員外，應具備那一等級以上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認證資格？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28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之主管機關，下列何者正確？

教育部 文化部 內政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29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規定，原住民族語言能力，不包括下列何者？

畫 聽 說 譯

30 非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其轄區原住民人口達多少人以上，應置專職原住民族語言推

廣人員？

1 千人 1 千 5 百人 2 千人 2 千 5 百人

31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規定，應設置地方通行語標示之機關（構）及學校，不包括下列何者？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農場 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32 按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之規定，補償對象不包括下列何者？

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人 具原住民身分之原住民保留地承租人

具原住民身分之原住民保留地地上權人 不具原住民身分之原住民保留地合法使用人

33 原住民保留地所在之鄉（鎮、市、區）公所，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規定，應設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下稱土審會），下列有關土審會之設置與掌理事項說明，何者錯誤？

土審會委員應有五分之四為原住民

申請租用公有原住民保留地之審查

機關學校申請使用公有原住民保留地之審查

土審會委員由鄉（鎮、市、區）公所逕就鄉（鎮、市、區）公所轄內之公正人士或原住民社區推舉熟

諳法令之熱心公益人士聘兼之

34 森林法第 15 條第 4 項所稱生活慣俗之認定有疑義時，應由受理原住民族提案採取森林產物之機關，函請

那個機關協助認定？

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 教育部

35 按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所稱之「原住民族」，不包括下列何者？

溪口台部落 西拉雅族

依法設立之原住民合作社 原住民族之個人

36 按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生活慣俗係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非營利行為

原住民族依祭儀之需要，得提案無償採取森林主產物、人工種植之副產物

部落為生活慣俗需要採取原住民族地區國有林地之森林產物，應編具採取森林產物計畫提案書，並檢

附相關文件，於預定採取之日 2 個月前向森林產物所在地之受理機關提案

採取森林產物供作營利使用，主管機關應廢止已核准發給採運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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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耕作權繼續經營滿五年者無償取

得所有權

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

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未能拍定原住民保留地者，得由政府依法承受

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出租衍生之收益，得作為原住民族自治費用

38 按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維護民族尊嚴、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族福祉及促進族群共榮為原住民族教育目的

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應優先考量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轉型正義之需求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係指在原住民族學校、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原住民教育班具原住民身分之師資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聘任具原住民身分之教師比率，不得低於該校教師員額百分之五

39 為促進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應規劃實施者，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政府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 政府採購得標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

40 按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之規定，原住民族得採取森林產物之區域，下列何者非屬認定

條件？

原住民族地區 國有林地 公有林地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

41 her full-time job, Eileen works part-time in the evening.

In order to In need of In terms of In addition to

42 Jack didn’t like cheese before but he came to the taste for it while studying abroad.

acquire swipe deploy initiate

43 Tornadoes cause of more than $400 million a year on average in the U.S., almost as much as hurricanes.

costs damages exchanges fees

44 In general, memories will remain in the brains of those who lost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in tragedies.

painful perfect delightful diligent

45 Don:

Peggy: I like math.

Don: That’s nice.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Do we have math today?

What’ s it like? What’s it abou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U.S. and European officials met in May to discuss a plan to expand a U.S. ban on the use of electronic devices such as a

laptop computer during flights. The newly expanded ban would include flights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The current ba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March, has 46 about 50 flights per day from 10 cities. Most of the cities are located in

the Middle East. The ban focuses on those cities because their machines to screen carry-on bags are not 47 ,

according to experts. If the U.S. expands the ban, it would affect about 65 million people who travel betwee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on more than 400 daily flights each year. Many of the passengers are 48 who use their

devices for work during flights. The airlines said the ban 49 many people to decide not to fly to the U.S. Even

though this is the case, Australia is considering adopting the current ban, and Britain has already adopted parts of it.

The airlines believe the expanded ban will happen eventually, but they are still hoping to have 50 in how the new

policy is put in place at airports, so that passengers will be inconvenienced as little as possible.

46 aired affected argued agreed

47 productive relative destructive effective

48 children business people house keepers seniors

49 caused ceased deterred canceled

50 a talk an opinion an attitude a s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