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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
外交行政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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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下列事項何者非原住民族委員會掌理？
原住民工作權保障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基礎建設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原住民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的調查、規劃及協調
原住民族與國家關係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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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原住民族委員會委員 19-29 人中，原住民族各族代表應聘用至少一人，
以下那一族人沒有此保障名額？
卡那卡那富族人
泰雅族人
邵族人
西拉雅族人
原住民族地區包括 55 個鄉（鎮、市）
，2010 年 12 月，高雄市、高雄縣合併改制為新直轄市，因此轄
下的 3 個原住民鄉改制為原住民區，以下那一個不屬高雄市管轄？
茂林區
那瑪夏區
和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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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經濟部先前准予亞泥已展延的礦權，請問，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是
依據以下那一個法條做出撤銷亞泥礦權延展的決定？
礦業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4 條自治權

5

桃源區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諮商同意權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 條共同管理機制

截至 2021 年 5 月，全臺原住民共有 578,556 人，按照各族人口數從多到寡，以下的排列何者正確？
阿美族→排灣族→邵族→卑南族
排灣族→阿美族→卑南族→邵族

6

阿美族→排灣族→卑南族→邵族
邵族→卑南族→排灣族→阿美族
依據 2020 年 12 月的統計資料，目前設籍在都會區與原鄉地區的原住民人口比例，以下何者較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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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0%
 40%：60%
 49%：51%
 61%：39%
根據「106 年臺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原住民族家庭可支配所得約為全體家庭的幾倍？

8

 0.52 倍
 0.62 倍
 0.73 倍
 0.83 倍
依據原住民身分法，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其子女無法依據以下何種方式取得原住民身分？
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姓
取原住民傳統名字

9

從具原住民身分之母姓
家中長輩同意

關於原住民保留地之現行制度，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於符合一定資格時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
原住民因興辦宗教建築設施，得申請無償使用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保留地制度之母法為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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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得移轉予非原住民身分之配偶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人口多少人以上之
非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應置專職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500 人
 1,000 人
 1,500 人
 3,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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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應先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才能報名參加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請問這是那
一個法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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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

依據原住民身分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所謂山地原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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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平地原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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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身分，任何情形都不可互換
原住民身分，依法可以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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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之規定，本基金會之工作人員，除會計相關人員
外，應具備那一種程度以上的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初級

14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關於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土地面積最高限額的
規定，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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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一公頃
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林業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保護區並供作造林使用之土地，每人一公頃
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林業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保護區並供作造林使用之土地，每人一點五公頃
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每戶零點一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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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7 條，原住民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的資格條件裡，
下列那一項不屬之？
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
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
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取得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後繼續自用滿五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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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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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比率應為何？
不得少於中央統籌分配款預算總額百分之一點九
不得少於中央教育主管機關預算總額百分之一點九
不得少於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預算總額百分之一點九
不得少於中央普通統籌分配款預算總額百分之一點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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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規定，原住民學生參加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新生入學，
依其採計成績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但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者，以加總分百分之三十五計
算，此規定不適用於以下何者之新生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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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

技術校院四年制、二年制或專科學校二年制

大學

研究所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政府或私人於某些土地上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
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以下那一種類土地不屬之？
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

原住民保留地

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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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姓名條例的規定，關於原住民之姓氏，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原住民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其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回復傳
統姓名者，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
原住民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或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無次數之限制
原住民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原住民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得申請改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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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森林法規定，原住民可以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內的國有林或公有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
林產物，以下何者非屬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內所列的生活慣俗？
有關農、林、漁、牧生產活動，傳統社會制度運作及傳統宗教信仰之祭祀禮儀行為
有關出生禮、命名禮、成年禮、婚禮、喪禮及其他因各生命階段變動而舉行之禮俗行為
有關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醫藥等行為
有關日常生活中之買賣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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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組織法與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相關規定，原住民族委員會屬於何種行政組織？
中央一級行政機關

22

23

中央一級內部單位

中央二級行政機關

中央二級內部單位

以下何者不屬於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之立法目的？
國土保安、涵養水資源

經濟穩定、確保充分就業

綠化環境、自然生態保育

因應氣候變遷、減輕天然災害

關於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基本設施維持費，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補助對象為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
基本設施維持費之分配包括基本分配額度、績效分配額度
基本設施維持費之支用項目不包括辦理歲時祭儀之補助
基礎設施維護及小型工程，其設施地點以原住民聚居地區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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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及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縣，其直轄市、縣政府為辦理原住民族事務，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得視實際需要設原住民族專責單位辦理
得視實際需要由社福單位協助辦理
其原住民族專責單位之首長應具原住民身分
其協辦之社福單位之首長應具原住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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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何者不屬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範圍？
新北市烏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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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南投縣魚池鄉

花蓮縣花蓮市

行政院於民國 91 年核定原住民地區範圍，是基於以下那一個法律規定之要求？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地方制度法

我國已經立法院三讀立法通過之原住民族相關法律，以下何者正確？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民族別認定法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原住民族自治法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涉及原住民或原住民族事務之部分，以下何者錯誤？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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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潮州鎮

保留地之增劃編

發展語言及文化

保障地位及政治參與

目前原住民名字可採行之註記方式，以下舉例何者錯誤？
劉文雄

劉文雄 夷將• 拔路兒

劉文雄 Icyang• Parod

夷將• 拔路兒 Icyang• Pa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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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中與部落有關之規範，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部落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核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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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定之
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應依原住民族意願，回復原住民族部落及山川傳統名稱
政府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得於相關法令規定優先分發至該原住民族公務人員所屬
部落
關於族語能力認證之現行制度，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族語能力認證分為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及優級
族語能力認證得委託學校或民間團體辦理認證工作
族語能力認證之參加者須為本國籍，不受族別及年齡之限制
族語能力認證方式包括測驗、審查兩類
為促進原住民就業，保障原住民工作權及經濟生活，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保障對象為居住於原住民族地區以外之都市原住民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依循比例進用原則僱用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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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
以下何者不屬於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所保護的範圍？
原住民族傳統之宗教祭儀
原住民族傳統之舞蹈
原住民族傳統之神話
原住民族傳統之服飾
關於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原則為針對原住民迄今仍使用之公有土地
目的為輔導原住民宗教團體取得宗教建築設施使用土地權利
因不可抗力或天然災害等因素致使用中斷，仍可例外劃編
依水利法規定屬於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地，不得劃編
關於原住民民族別之認定，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父母屬於不同民族別者，其子女之民族別，未成年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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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核定新民族別時，已註記民族別之成年人得依個人意願申請變更為該民族別
原住民女子與原住民男子之非婚生子女，未經生父認領者，從父或母之民族別
關於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之由來，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紀念我國修憲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
紀念我國立法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
紀念聯合國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紀念聯合國成立原住民族常設論壇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所謂民族教育，係指依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民族知識教育
所謂一般教育，係指民族教育外，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一般性質教育
所謂原住民族學校，係指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率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所謂原住民教育班，係指為原住民學生教育需要，於一般學校中開設之班級
關於原住民族歲時祭儀之放假，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其應放假一至三日之日期，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
為各該原住民族勞工之法定休假日，雇主應予放假且工資照給
屬於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中規定之民俗節日
雇主未依法給假或給薪者，除可處罰鍰外，並將公布違法事業單位名稱

代號：2601
頁次：5－5
39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基本設施之維持，以下何者不屬於支用項目範圍？
依法令約聘僱人員之薪俸、加給、獎金、加班值班費等等
購置辦公室內部各類設備之經費，但不得購置汽（機）車
水電、通訊、租金、一般事務、設備養護及其他行政事務費用
推展原住民族相關業務之員工自強活動、旅遊及國外旅費

40

關於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之任務，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蒐集、彙整並揭露歷來因外來政權或移民所導致原住民族與原住民權利受侵害、剝奪之歷史真相
對原住民族與原住民受侵害、剝奪之權利，規劃回復、賠償或補償之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
落實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所做成之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之規劃建議

41

與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有關事項之資訊蒐集、意見彙整與協商討論
Some scientists report that yawning can make us more __________. When we yawn, we breathe deeply and
stretch the muscles in our face and neck.
 alert
 alien

42

43

 alike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dvises that men and women should not_________ more than 7 glasses of alcohol
a week.
 spend
 sweep
 consume
 confirm
Government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______ their citizens from risks, such as wars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provoking

44

 alight

 producing

 protecting

 prolonging

The young man was given a ticket because he did not have a driver's _______ when he was caught by the
police.

45

 lesson
 diploma
 license
 certificate
With _____ childhood memories haunting her, Maria, in the depths of despair, lives a miserable life.

46

 various
 fading
 bitter
 vague
July 20, 1969,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ays in the world history. On that day, two American astronauts
walked on the moon! The journey of the spacecraft Apollo 11 began on July 16, when it took off from Cape
Kennedy in Florida. There were three specially trained astronauts on Apollo 11 - Neil Armstrong, Edwin
Aldrin and Michael Collins. At 10:56 a.m. Florida time, Neil Armstrong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to step onto
the moon! The words he spoke at that moment became famous: “That i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He and Edwin Aldrin spent two hours on the moon. On July 24, Apollo 11 returned safely to
the earth. The three astronauts went home and they were international heroes.
What does astronaut mean?
 A person who travels to outer space

 A person who predicts weather condition

47

A person who studies plants
 A person who makes airplanes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o was the first person that stepped onto the moon?

48

 Edwin Aldrin
 Michael Collins
 Cape Kennedy
 Neil Armstrong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how many people walked on the moon in this journey?

49

 Two
 Three
 Four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was the name of the spacecraft?

50

 Apollo 11
 Boeing 777
 Galaxy 85
 Voyager 2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happened when the astronauts went back to the earth?
 They started their teaching career.
 They visited Cape Kennedy again.

 Five

 They learned how to build a spacecraft.
 They were respected by the whol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