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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之規定，原住民合作社乃指原住民社員至少應超過該合作社社員總人數多少比

例以上？ 
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百分之六十以上者 百分之七十以上者 百分之八十以上者 

2 依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要點之規定，原住民個人或家庭如係購置或租用生產設備、租用營業場所或

營運週轉金等發展小型經濟事業所需，則其貸款金額上限，下列何者正確？ 
最高新臺幣 10 萬元 最高新臺幣 15 萬元 最高新臺幣 20 萬元 最高新臺幣 30 萬元 

3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輔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實施要點之規定，凡具有原住民身分並負擔家庭生計者，因罹患

嚴重傷病、住院 3 天以上，致失去工作達 1 個月以上，所需醫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時，

其最高補助金額，下列何者正確？ 
新臺幣 1 萬元 新臺幣 2 萬元 新臺幣 3 萬元 新臺幣 5 萬元 

4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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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 
百分之一點九 百分之二點九 百分之三點九 百分之四點九 

5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3 條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下列何種組織，負責規劃、研究、諮詢、

協調、推動、促進原住民就業相關事宜？ 
原住民合作社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住民就業促進委員會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6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規定，收回之原住民保留地，得由鄉（鎮、市、區）公所公告後，辦理

改配轄區內之原住民，下列改配順序何者正確？ 
原受配面積不足，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者 → 尚未受配者 → 原受配土地面積較少者  
原受配面積不足，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者 → 原受配土地面積較少者 → 尚未受配者  
尚未受配者 → 原受配面積不足，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者 → 原受配土地面積較少者  
尚未受配者 → 原受配土地面積較少者 → 原受配面積不足，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者 

7 依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父母均為原住民，且屬於相同民族別者，其子女之民族別從之  
父母均為原住民，且屬於不同民族別者，其子女應從父之民族別  
父母僅一方為原住民，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民族別  
因收養而取得原住民身分之養子女，其養父母屬於相同民族別者，從養父母之民族別；養父母屬於不

同民族別者，其養子女從養父或養母之民族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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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所列，魯凱族之神石祭（獨

萊，Molavinahae）於每年何時舉辦？ 
 1 到 2 月期間 5 到 6 月期間 7 到 8 月期間 11 到 12 月期間 



 代號：1601
頁次：4－2

9 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之規定，代表人不能執行職務或怠於執行職務，經主管機關通知後幾

日內未改善者，主管機關得促請選任代表人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依其組織型態及習慣重新選派代表人？ 

 7 日 10 日 15 日 30 日 

10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是依據下列那個法律而制定？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著作權法 

11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8 條之規定，政府應設下列何種基金，辦理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業務及輔導事業機構？ 

原住民族地區建設基金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原住民族經濟發展基金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 

12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7 條之規定，民間機構僱用原住民 50 人以上者，得置下列何種人員？ 

生涯規劃人員 工安管理人員 護理工作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13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強化原住民參加職業訓練津貼補助要點之規定，全日制職業訓練係指下列何者？ 

每星期上課 3 天以上、每天上課滿日間 4 小時，且每月總訓練時數達 60 小時之訓練  

每星期上課 3 天以上、每天上課滿日間 6 小時，且每月總訓練時數達 80 小時之訓練 

每星期上課 4 天以上、每天上課滿日間 4 小時，且每月總訓練時數達 100 小時之訓練  

每星期上課 4 天以上、每天上課滿日間 6 小時，且每月總訓練時數達 120 小時之訓練 

14 依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之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劃編工作所需經費，由下列何者統籌編

列預算支應？ 

原住民族委員會 財政部 鄉（鎮、市、區）公所 直轄市、縣（市）政府 

15 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共同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規定，所設之智慧創作保護共同基金管理

委員會，應至少每幾個月召開一次？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16 依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之規定，公有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狀由下列何

者保管運用？ 

鄉（鎮、市、區）公所 直轄市、縣（市）政府 內政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17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之規定，第一次部落會議由部落成員依序擔任發起

人，下列順序何者正確？ 

居民 → 各家（氏）族代表 → 傳統領袖 居民 → 傳統領袖 → 各家（氏）族代表  

各家（氏）族代表 → 居民 → 傳統領袖 傳統領袖 → 各家（氏）族代表 → 居民 

18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處務規程之規定，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之協調及審議，由下列何者掌理？ 

綜合規劃處 經濟發展處 土地管理處 教育文化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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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申請人應於核准獵捕活動

結束後，最遲多久之期限內提出執行報告書，報該管鄉（鎮、市、區）公所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 

 7 日 10 日 15 日 30 日 

20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之規定，原住民族委員會置委員 19 人至 29 人，其中所聘委員至少應有多少比

例之人數具原住民族身分？ 

三分之一以上 二分之一以上 三分之二以上 四分之三以上 

21 依捐助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獎勵辦法之規定，捐助基金會者，其捐助金額得於最近幾年內累計？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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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住民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作業要點之規定，滿 3 歲至未滿 5 歲具原住民身分之

幼兒，就讀私立幼兒園者，每學期最高補助之就讀費用，下列何者正確？ 
新臺幣 8 千 5 百元 新臺幣 9 千元 新臺幣 9 千 5 百元 新臺幣 1 萬元 

23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事務志願服務要點之規定，屬於成長或領導訓練之原住民族事務志願服

務教育訓練課程，其課程內容至少要達幾個小時以上？ 
 12 個小時 16 個小時 18 個小時 20 個小時 

24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之規定，原住民族委員會置副主任委員幾人？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25 依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山地鄉（原住民區）？ 
新竹縣五峰鄉 屏東縣春日鄉 宜蘭縣大同鄉 南投縣魚池鄉 

26 依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助學金補助辦法第 4 條之規定，助學金不包含下列何項補助？ 
學雜費 書籍費 交通費 制服費 

27 依僱用、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構）及廠商獎勵辦法之規定，機關（構）僱用、進用人數之計算基準日

為每年何時？ 
 1 月 1 日 6 月 30 日 7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28 依原住民取得技術士證照獎勵辦法之規定，如取得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核發乙級技術士證之原住民，發給

多少獎勵金？ 
新臺幣 5 千元 新臺幣 1 萬元 新臺幣 3 萬元 新臺幣 6 萬元 

29 依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辦法之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指原

住民族學校、原住民教育班或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專任教師或擔任至少幾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 
 3 個月 6 個月 9 個月 12 個月 

30 下列那一個行為，不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允許之行為？ 
因為要舉辦射耳祭，族人到山上去獵捕野生動物 為了幫自己跟家人加菜，到山上去採野菜  
為了裝飾祭典中所需的服飾，到山上去獵野豬 為了個人營業上的需要，到山上去狩獵 

31 小林（阿美族人，男）與小美（漢族）結婚後，生下小英，小英因從父姓而取得原住民身分，後來小林

與小美離婚，小英改姓母姓而喪失原住民身分。請問，小林過世後，登記在其名字下的原住民保留地會

如何？ 
由小英繼承  由小英及小美繼承  
由鄉（鎮、市、區）公所收回之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收回之 

32 原住民若有法律糾紛，可至各縣市之法律扶助基金會尋求協助，關於原住民法律扶助專案，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需具原住民身分 僅限刑事案件 免律師費 無資力限制 

33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0 條之規定，在實施司法與行政救濟程序、公證、調解、仲裁或類似程序時，若原

住民有不諳國語者，其處理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應由法院委任通曉其族語之人為傳譯 應由其家人代為傳譯，但應具結為證人  
傳譯之費用應由司法與相關機關負擔 應通知其家人代為處理 

34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所謂原住民族土地，係指下列何者？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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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個人向非原住民租用之土地  
原住民設定有耕作權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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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24 條之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僱用原住民之人數，

未達第 4 條及第 5 條所定比例者，將受下列何種處分？ 
應每月繳納罰金  應每月繳納代金  
將受刑事追訴  原住民族委員會將強制該單位僱用原住民 

36 自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司法院指定 9 個地方法院設置原住民族專庭或專股，司法院是依據下列何項

法律，設置原住民族法庭？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法院組織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 

37 山地鄉的鄉長，須要具備山地原住民身分，是依據什麼法律？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原住民族基本法 地方制度法 原住民身分法 

38 小美是阿美族人，未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今年大學指考採計科目的原始總分為 300 分，請

問小美最後加總後的總分多少？ 
 300 分 330 分 375 分 405 分 

39 民國 102 年 1 月，刑事訴訟法修正第 31 條的條文，對原住民的優惠規定是什麼？ 
若原住民被起訴或審判，一律交由原住民專庭審理  
若原住民被起訴或審判，未委任律師，則法官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  
若原住民被起訴或審判，原住民不諳國語者，應由通曉其族語之人為傳譯  
若原住民被起訴或審判，法官應徵詢部落耆老的意見 

40 依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舉辦準則第 4 條之規定，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每 2 年舉辦 1 次，每次會期以幾日

為原則？ 
 2 日 3 日 4 日 5 日 

41 The fork has been used as an eating _____ since the 12th century in the West. 
utensil       vessel  cuisine  t echnique 

42 The latest Jacky Chen movie is so entertaining. You really should go to the theater and _____! 
turn it on  look it up  check it out  see it through  

43 Try to be _____, or you might easily have conflicts with others. 
rude  patient  active  modern  

44 I would just like to ______ you that I’m very grateful for all your help. 
say  talk  speak  tell  

45 Lucas does not like traveling on his own.     does his brother. 
So  Neither  Either  Too  

46 If I     the first prize, I would give it to my best friend. 
win  won  can win  never win  

47 It would be fun to keep it a secret between us two,    ? 
won’t it  wouldn ’t we will we  wouldn’t it  

48 I don’t remember ever     a versatile person like our English teacher before. 
meet  met  meeting  to meet  

49 Mary’s parents demand that she     home by 10:00 every night. 
get  gets  is getting  will get  

50 Greg is such a responsible salesperson that his boss     him with all the valuable information on the new 
products. 

trusts  wraps  splashes  restri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