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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國 85 年 12 月 10 日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立後，在立法院通過的第一個原住民族重要專屬法律為下列

何者？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 

2 依據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本基金之用途在原住民經濟貸款方面，有三種類別，

請問下列何者不屬之？ 
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  原住民購屋貸款 
原住民青年創業貸款  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3 原住民族地區之部落族人，依法基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典、祭儀等，有捕獵野生動物之必要者，應於捕獵

活動前 30 日向捕獵區域所在地之何單位申請？ 
警察局或當地派出所  森林警察單位 
鄉（鎮、市、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4 依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事細則規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各處、室依業務需要得分科辦事，其中衛

生福利處分設三科，下列何者不屬之？ 
住宅輔導科 衛生保健科 社會福利科 就業服務科 

5 依據原住民保留地開發管理辦法，原住民因興辦宗教建築設施，得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無償使用原住民保留

地，雖期滿後得續約使用，使用面積不得超過 0.3 公頃，惟原則上其使用期間不得超過幾年？ 
六年 九年 十二年 十五年 

6 臺灣原住民族 14 族中，請問人口數最少的民族是那一族？ 
邵族 噶瑪蘭族 撒奇萊雅族 鄒族 

7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獎勵原住民傑出專門人才、貢獻國家社會，特訂定獎勵要點，其獎勵對象以符合獎

勵項目並具原住民身分者為限，請問下列何者非屬獎勵項目之內容？ 
深造教育  學術專門著作及發明 
專業考試及體育傑出人才 公務人員升等考試 

8 原住民學生參加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力考試合格者，其證書有效期限為幾年？ 
三年 四年 五年 六年 

9 根據 101 年 7 月原住民族人口統計資料顯示，阿美族人計有 193,159 人，為原住民各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

請問僅次於阿美族的是那一個民族？ 
泰雅族 魯凱族 排灣族 太魯閣族 

10 臺灣原住民族的卡那卡那富，至今人口僅存五百餘人，主要居住在高雄市那瑪夏區及桃源區各部落，請問卡

那卡那富長期以來，被歸類在那一個民族的支系之下？ 
布農族 鄒族 魯凱族 排灣族 

11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不能認定屬於特定原住民族或部落者，應登記為下列何者，並自登記之日起取得智慧

創作專用權？ 
中華民國 行政院 全部原住民族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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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年的 8 月 1 日訂為「原住民族紀念日」，請問這是紀念那一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將「山胞」正名為

「原住民族」？ 
81 年 83 年 85 年 87 年 

13 原住民參加全民健康保險補助，其補助對象身分及投保類目之認定，係由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

之何人依規定及事實確實審核？ 
衛生所醫護人員 戶政人員 村幹事 健保承辦人員 

14 原住民族地區有 30 個山地原住民鄉（鎮、市、區）與 25 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請問下列何者非屬山

地原住民鄉（鎮、市、區）？ 
魚池鄉 金峰鄉 延平鄉 臺中市和平區 

15 依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輔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實施要點，重大災害救助事件，於事件發生幾日內，由執行

機關主動派員訪視調查及辦理救助，同時以傳真方式向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報備，事後並應補齊應備證

件完成救助手續？ 
5 日 4 日 3 日 2 日 

16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救助人民緊急危難，落實照顧民眾生計，特定有補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實施要點，其

救助對象以具有原住民身分者為限，請問下列何者非其救助項目？ 
死亡救助  醫療補助 
重大災害救助及生活扶助 購屋補助 

17 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留地，政府應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相關權利，但不包括下列那一項？ 
抵押權 耕作權 承租權 地上權 

18 部落依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理辦法等規定，得以部落會議議決行使之權利，不包含下

列那一項？ 
同意權 利益分享權 自治權 共同管理權 

19 政府為協助國民小學清寒原住民學生順利完成學業，每學年每名助學金金額新臺幣多少元？ 
1000 2000 3000 5000 

20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原住民族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其僱用約僱人員、駐

衛警察、技工、駕駛、工友、清潔工、收費管理員及其他不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務之

總額，應有多少以上為原住民？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21 原住民籍學生參加教育學程甄試，得按一般錄取總分標準降低多少比例？ 
10% 15% 20% 25% 

22 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主管機關應於幾年內依本法之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令？ 
一年 二年 三年 四年 

23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政府除因下列何種原因外，不得強行將原住民遷出其土地區域？ 
立即而明顯危險 立即而重大利益 法定之重要政策 部落之共同決議 

24 位於原住民保留地之特色民宿，其經營規模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客房數五間以下，且客房總樓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 
客房數十間以下，且客房總樓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 
客房數十五間以下，且客房總樓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下 
客房數二十間以下，且客房總樓地板面積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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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國內公私立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達多少人以上，得向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補助，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

源中心？ 
250 人 200 人 150 人 100 人 

26 原住民學生報考大學入學考試，參加考試分發入學者，已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力證明者，其指定科目考

試，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幾計算？ 
十五 二十五 三十五 四十 

27 鄉（鎮、市、區）公所受理原住民申請公有土地增劃編為原住民保留地，其辦理現地會勘及完成審查作業之

處理期間為何？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28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 條所稱原住民團體，其認定條件，下列那一項之敘述錯誤？ 
經政府立案  負責人為原住民 
原住民會員之人數，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證明 

29 公益彩券經銷商僱用五人以上者，應至少進用具有工作能力之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及低收入單親家庭幾人？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30 下列何者不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的立法目的？ 
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利  建立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促進地方自治  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 

31 下列有關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法規內容之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教育之實施，以採多樣化方式，正式授課為原則 
原住民族教育之精神為多元、平等、自主、尊重 
原住民族教育應專款辦理，其比率合計不得少於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預算總額百分之一．二 
原住民重點學校係指在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民學生人數達學生總數二分之一以上，經各該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認定者 
32 依照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頒之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落會議實施要點規定，第一次部落

會議由設籍於該部落且具特定資格之原住民擔任發起人，請問下列何者非屬擔任發起人之必要資格？ 
各家（氏）族代表 居民 傳統領袖 民意代表 

33 有關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之組織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置副主任委員三人，其中二人應具原住民身分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置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五人，其中原住民族各族代表應至少一人，任期二年，任滿得

連任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執行本會主管事務，有指導及監督之責 
原住民身分及原住民族之認定係屬企劃處掌理事項 

34 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政策條款規定，國家應依什麼原則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參與，並對其教育文化、

交通水利、衛生醫療、經濟土地及社會福利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 
國家利益 民族利益 民族意願 多元文化 

3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立法院立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其中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

民選出之名額各幾名？ 
2 名 3 名 4 名 5 名 

36 為鼓勵原住民參加各級政府機關主辦、委託或補助辦理之職業訓練，依現行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強化原住

民參加職業訓練津貼補助要點，規定原住民之年齡為何，始得申請辦理職訓津貼？ 
年滿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 年滿二十歲到五十五歲以下 
年滿二十歲到六十歲以下 年齡不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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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列何者為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金會的主管機關？ 
文化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教育部 

38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保障原住民家庭經濟之穩定，對於家庭經濟來源之工作者，因意外事故之發生，為

避免造成家庭頓失依靠，特別訂有原住民團體意外保險制度，請問其適用對象下列何者正確？ 
所有原住民家戶 所有原住民勞工 原住民低收入戶 原住民單親家庭 

39 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5 條之 1 規定，機關辦理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

應符合那一法律之規定，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

承包者，不在此限？ 
政府採購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就業服務法  法律扶助法 

40 原住民年滿幾歲，並精熟族語者，其族語能力之認證，得以薦舉方式認證之？ 
45 50 55 60 

41 I enjoy       TV very much at night. 
look looking watch watching 

42 In public places like restaurants and libraries, we should respect others and      . 
are talked carefully talk quietly talking quickly to talk noisily 

43 Father: How was school today? 
Son:       We made kites and paper dogs. 
Father: Can I have a look? 
It was really fun. Never mind. I did go to school. No problem. 

44 I have only two dollars. The toy is too       for me to buy. 
dangerous easy expensive hard 

45 E-mail is one of the most       way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efficient sufficient elderly military 

 
Kyoto is a city in the middle of Japan that is known for its beautiful temples.   46   the capital of Japan from 794 to 

1868, it is now a major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is a wonderful place to explore. Kyoto is Japan’s seventh largest city, to be 
sure, but it is   47   on the list of the greatest city in term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it preserves.   48   several thousands 
of well-preserved temples and gardens, Kyoto has become the most famous showcase for the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tyle the Chinese use in temple design, the building style of the Japanese temple in Kyoto is 
uniquely simple.   49   the richly decorated and painted temples of the Chinese, Japanese temples are simpler and use 
natural colors. They are   50   considered beautiful and are more known for their simplicity rather than their decoration. 
46 Instead of Sometimes While Once 
47 especially questionably definitely hopefully 
48 With By At In 
49 Like Unlike Likely Alike 
50 still not but ne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