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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古道遺址、生態及環境調查維護計畫」 

進用人員筆試試題題庫 公告版 

單選題  

(   )1、 下列何者不是外來種入侵植物？(1)布袋蓮(2)黃蓮(3)小花蔓澤蘭(4)

日本菟絲子 

(   )2、 以下何種作業方式並不會促進造林木生長？(1)疏伐(2)除伐(3)斷根(4)

修枝 

(   )3、 造林後的特別管理作業方式是指？(1)修枝(2)疏伐(3)施肥(4)以上皆

是 

(   )4、 植物育苗播種最適宜之季節為？(1)春天(2)夏天(3)秋天(4)冬天 

(   )5、 以下哪一個不是臺灣本土樹種？(1)臺灣杉(2)肖楠(3)吉野櫻(4)牛樟 

(   )6、 外來種入侵植物「小花蔓澤蘭」應在開花前進行拔除作業，最佳的防除

期為(1)1-3月(2) 3-5月(3)5-7月(4)8-10月 

(   )7、 下列何者非保育類野生動物(1)白鼻心(2)穿山甲(3)寵物貓(4)山羌 

(   )8、 臺灣地區保育類野生動物常見物種中，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為(1)猴子(2)

鹿(3)中華白海豚(4)狗 

(   )9、 保育類野生動物在下最何種情況下，得予逕行獵捕或宰殺，否則應報請

主管機關處理(1)情況緊急下(2)經常危害農作物(3)族群量過盛(4)學

術研究 

(   )10、 臺中市境大甲溪上游七家灣，存在著台灣唯一的迴流魚類並列為瀕臨種

野生動物為(1)吳郭魚(2)櫻花鉤吻鮭(3)白帶魚(4)臺灣鯛 

(   )11、 解說之主要目的為(1)提供遊客休閒與育樂遊憩環境(2)讓遊客瞭解區

內環境與設施(3)激發遊客對環境保護之責任(4)以上皆是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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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獵補野生動物須向獵捕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提出申請，

經下列何機關核準備方可執行(1)原住民族委員會(2)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3)林區管理處(4)縣(市)警察局 

(   )13、 災害救助對象為何? (1)安遷救助(2)重傷救助(3)失蹤救助(4)以上皆

是。 

(   )14、 全球氣候變遷，使得臺灣近年颱風發生頻率高、降雨強度超越歷年雨量

平均值，應多宣導有關(1)防範森林火災(2)查緝盜伐(3)取締濫墾(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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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皆是 

(   )15、 以下哪一項不是急救的目的 : (1) 促進傷病者復原 (2) 保存傷病者生

命 (3) 防止傷勢或病情惡化 (4)取得急救員證照 

(   )16、 遇到人事不省但仍有呼吸、脈搏，及脊骨無明顯傷勢的傷者，應立即將

傷者： (1) 保持抑臥，並承高雙腿 (2) 扶起坐在椅上 (3) 擺放復原

臥式(4) 安置成半坐臥姿勢  

(   )17、 臺灣各區域最適合之造林季節，下列何者有誤?(1)南部地區為每年 11

月至翌年 3月(2)中部地區為每年 1月至 5月(3)北部地區為每年 1月至

3月(4)東部地區為每年 11月至翌年 3月 

(   )18、 若保育類野生動物危害農林作物，在一般情形下，民眾可採取的作為是? 

(1)直接獵捕宰殺(2)使用炸藥或其他爆裂物 (3)使用毒物 (4)人力驅

趕 

(   )19、 若執行海拔 2000公尺造林，請問下列何者為較適合種植的樹種？(1)青

剛櫟(2)臺灣赤楊 (3)黃連木(4)相思樹 

(   )20、 電流穿越人體所引致最嚴重的傷害是： (1) 引致嚴重燒傷 (2) 引致呼

吸及心臟停頓 (3) 引致休克 (4) 因肌肉出現痙攣而引致骨折 

(   )21、 危害森林最烈者是：(1)松鼠 (2)人類開發行為(3)火災(4)天災 

(   )22、 下列何種樹種苗木最為耐蔭?(1)山黃麻(2)臺灣二葉松(3)黃連木(4)臺

灣紅豆杉 

(   )23、 被虎頭蜂螫傷嚴重時，會產生什麼傷害? (1)昏迷、死亡(2)沒影響(3)

刺傷(4)頭痛 

(   )24、 臺灣原住民族屬(1)北島語族(2)南島語族(3)東島語族(4)西島語族。 

(   )25、 琉璃珠色彩豐富，貴重且不同的圖案代表不同的涵義，以下何原住民族

以琉璃珠為重要的飾品?(1)排灣族和魯凱族(2)太魯閣族和賽夏族(3)

卑南族和布農族(4)布農族和泰雅族。 

(   )26、 分佈以嘉義縣阿里山鄉為主之原住民族為(1)邵族(2)布農族(3)鄒族(4)

賽德克族。 

(   )27、 以「八部合音」、「板曆」及「射耳祭」著名的為以下哪個原住民族?(1)

泰雅族(2)魯凱族(3)卑南族(4)布農族。 

(   )28、 臺灣原住民族中，何者為母系社會(1)邵族(2)鄒族(3)阿美族(4)布農

族。 

(   )29、 下列何者不是生態旅遊關心的面向?(1)旅遊業的利益(2)重視環境保育

(3)喚起保育意識(4)利益回饋社區。 

(   )30、 下列何者不會威脅生物多樣性的存續:(1)棲地破壞(2)外來種入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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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利用(4)原住民非營利自用之狩獵。 

(   )31、 依據現行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地區獵捕野生動物及採取林產物，應

以下列何者為限:(1)傳統文化所需(2)祭儀所需(3)非營利自用(4)以上

皆是。 

(   )32、 下列何者非為容器苗之優點(1)造林季節限制小(2)育苗成本低於裸根

苗(3)苗木生長空間獨力降低病蟲害(4)根系完整成活率高。 

(   )33、 當地居民於政府公告自由撿拾時間，撿拾到 1塊無記號檜木，該居民應

如何處理該木材?(1)直接偷偷帶回家(2)送到臨時檢查站登記烙印取回

(3)先挖個洞藏起來(4)把它放水流到下游再去撿拾。 

(   )34、 目前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原住民族共有 16 族，以下哪個族群人數最

少?(1)阿美族(2)卡那卡那富族(3)雅美族(4)排灣族。 

(   )35、 上班服勤或執行巡查任務時，不應有的行為是?(1)差假應先完成請假手

續(2)有發現危害林地等案件應立即通報(3)隨時可以回家睡覺(4)不得

無故逗留民宅、店舖。 

(   )36、 人工造林步驟(1)撫育割草→整地→新植造林整地→修枝(2)整地→新

植造林→撫育割草→修枝(3)新植造林→整地→撫育割草→修枝(4)新

植造林→修枝→整地→撫育割草。 

(   )37、 生物多樣性的三大層次為何?(1)基因多樣性(2)物種多樣性(3)生態系

多樣性(4)以上皆是。 

(   )38、 下列哪個不是本計畫工作內容(1) 調查部落文化遺址、傳統遷徙路線資

訊收集維護(2)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3)調查禁伐補償及造林地範圍

(4)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   )39、 以下哪個原住民族群不是海洋民族?(1)布農族(2)撒奇萊雅族(3)達悟

族(4)阿美族。 

(   )40、 有關原住民的傳統社會組織，何者錯誤?(1)阿美族為父系社會(2)卑南

族為母系社會(3)排灣族為封建制，家族由長嗣(男女均可)繼承(4)鄒族

為父系氏族。 

(   )41、 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行從事哪項行為不需諮商並取得原住

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1)天然災害緊急處理(2)生態保育(3)土地開發

(4)學術研究。 

(   )42、 原住民族委員會已訂定「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周邊一定範圍土地劃設辦

法」劃設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下列何者為目前已公告劃設原住民傳統領

域土地的地區(1)新北市烏來區泰雅族(2)花蓮縣萬榮鄉太魯閣族(3)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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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縣信義鄉布農族(4)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 

(   )43、 臺灣原住民有在臉部刺青之文面習俗，以作為成年象徵的是哪一族？ 

(1)排灣族（2）泰雅族（3）布農族（4）阿美族 

(   )44、 溪流一定地點以上天然排水所匯集地區指(1)水庫集水區(2)集水區(3)

保護帶(4)水土保持區 

(   )45、 「社會組織可分貴族與平民階級，土地屬於貴族所有，擅長木雕藝術，

居住傳統建築石板屋，主要分布在屏東、臺東等地區。」上文所述是指

哪兩個族群？ (1)阿美族、泰雅族(2)達悟族、布農族(3)排灣族、魯

凱族(4)卑南族、太魯閣族。 

(   )46、 「每年春季，飛魚群會隨著暖流來到臺灣附近海域，此時居住在該海域

島嶼上的○○族人會舉行招魚祭，之後才開始捕捉飛魚，剛開始僅限於

在夜間以燈光誘捕，至夏季時才可在白天捕捉飛魚。」上文中的○○是

指下列何者？(1)阿美(2)賽夏(3)達悟(4)泰雅。 

(   )47、 下列有關臺灣各原住民族與其歲時祭儀的配對，何者正確？(1)鄒族—

戰祭(2)阿美族—猴祭(3)布農族—矮靈祭(4)泰雅族—大獵祭。 

(   )48、 列何者為造林樹種？(1)酸藤(2)大花咸豐草(3)芒草(4)臺灣櫸。 

(   )49、 下列哪一種不是針葉樹植物？(1)臺灣杉(2)相思樹(3)巒大杉(4)紅

檜。 

(   )50、 下列哪一種植物為外來蔓藤植物，藉由纏繞樹幹向上生長而大量繁殖，

後會覆蓋在植物的冠層頂部，使被覆蓋的植物無法進行光合作用，進而

阻礙生長，最終枯死，因此被稱為「綠色癌症」？(1)黃藤(2)苧麻(3)

小花蔓澤蘭(4)臺灣懸鉤子 

(   )51、 櫻花鉤吻鮭瀕臨絕滅的主因：(1)氣候改變(2)生育地遭破壞（3）近親

交配生育率低（4）人類補殺 

(   )52、 下列何者不是手作步道的優點？(1)技術門檻較低(2)節省成本（3）步

道與環境融為一體（4）節省人力 

(   )53、 容易形成土石流發生之原因不包括(1)坡地濫墾(2)土地林相完整（3）

森林濫墾（4）土地超限利用。 

(   )54、 維護隊隊員進行現地調查超限利用地及非法使用地所使用儀器為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數位助理）簡稱? (1)PAD（2）

PDA（3）PTA（4）PHA 

(   )55、 請問新植造林實施種植苗木株數為株/公頃(1)1500株/公頃（2）800株

/公頃（3）600株/公頃（4）500株/公頃 

(   )56、 山坡地範圍內的林業用地可做下列何種利用？(1)造林 (2)未經許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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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子 (3)種釋迦 (4)未經申請做露營區。   

(   )57、 下列何者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定義(1)傳統祭儀場地(2)祖靈聖地 

(3)部落土地、墾耕土地(4)以上皆是。 

(   )58、 山域活動過程中發生失聯、迷路等緊急事件，有哪些自救方法？(1)發

出連絡及求救信號(2)天黑前找尋避難處所(3) 管制糧食、飲水(4)以上

皆是 

(   )59、 在原住民保留地發現有濫墾行為時，以下做法何者正確? (1)通知承辦

人(2)拍照存證(3)定位地號回報(4)以上皆是。 

(   )60、 刈草、除蔓、修枝等常見的林木育工作，下列何者非屬林木修枝目的: (1)  

修枝截幹可將林木矮化且容易管理(2)可限制節心生長(3) 修枝後留存

殘枝愈短，癒合愈快（4）修枝時所修枝條節徑越小，癒合愈快   

(   )61、 下列何者動物咬傷可能會得到狂犬病: (1)犬類(2)鼬獾(3)貓類(4)以上

皆是 

(   )62、 臺灣多地震的原因，和臺灣島的哪一項位置特性關係最密切？ (1)北回

歸線的通過位置(2)海洋與大陸的交會位置(3)菲律賓海板塊和歐亞大

陸板塊的接觸位置（4）赤道 

(   )63、 當有人溺水時必須施以心肺復甦術時，應優先施行哪一步做? (1)電擊

心臟 (2)胸外按摩(3)人工呼吸（4）開放氣道 

(   )64、 如何做好山坡地的水土保持？(1)建造橋樑(2)濫砍伐森林 (3)減少山

坡地的開發（4）減少種樹 

(   )65、 使用地類別為林業用地之土地，其容許使用項目不包含下列哪項?(1)水

源保護 (2)生態體系保護設施 (3)種植芋頭、芒果等農作物（4）水土

保持設施 

(   )66、 強烈的熱帶性低氣壓如果出現在太平洋上，它的名稱是什麼？(1)氣旋

(2)颶風(3)颱風（4）海風 

(   )67、 地震震央發生在下列哪一個縣的可能性最低？ (1)花蓮(2)澎湖(3)苗

栗（4）彰化 

(   )68、 燒燙傷救護處理原則，為 (1)沖、脫、泡、蓋、送 (2)泡、沖、脫、蓋、

送 (3)直接送醫 （4）不理會 

(   )69、 國有林經營有關集水區治理工作中，下列何者為施作防砂壩之目的？(1)

調整野溪坡度  (2)攔蓄土砂 (3)仰止土石流 (4)以上皆是。 

(   )70、 國有林崩塌地崩塌前會有哪些徵兆？  (1)崩塌地上緣會有裂縫產生(2)

林木會有傾斜情形 (3)崩塌地下緣坡腳處會有局部隆起情形 (4)以上

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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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野生動物保育法中，下列何者「非」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 (1)

城市生態系  (2)河口生態系 (3)溪流生態系 (4)森林生態系 

(   )72、 下列何者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定義? (1)傳統祭儀場地(2)祖靈聖地

(3)部落土地、墾耕土地(4)以上皆是。 

(   )73、 隊員於室外執勤時，遇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應該做下列何種處置？（1）

注意人身安全，必要時應停止作業（2）穿雨衣小心繼續作業（3）隨身

攜帶急救藥品作業(4)不理會。 

(   )74、 下列何種情況，地方政府可強制撤離並做適當妥置？（1）海上颱風警

報（2）黃色土石流警示（3）紅色土石流警示(4)以上皆是 

(   )75、 所謂山坡地超限利用地是何種用地從事農業使用而稱之?（1）農牧用地

（2）宜林等用地（3）建築用地 (4)殯葬用地。 

(   )76、 遭異物穿刺時，應該？(1)不可將異物拔除(2)以三角巾製作甜甜圈，套

入異物固定(3)觀察生命徵象，儘速送醫(4)以上皆是 

(   )77、 開放性骨折的傷口急救處理，應為？(1)馬上塗消炎藥防止發炎 (2)以

無菌敷料覆蓋傷口固定骨折(3)儘快推回變形之斷骨 (4)以上皆是 

(   )78、 傷患搬運的基本原則何者正確? (1)只需評估病患需要，不須考慮其他

因素 (2)雙手勿離身體太遠 (3)背部保持彎曲以快速應變 (4)行進速

率穩定，遇直角轉彎，可倒退 

(   )79、 被毒蛇咬傷時的急救處理何者錯誤? (1)觀察並認清蛇的形狀、顏色(2)

除去束縛以彈性繃帶包紮(3)夾板固定患肢減少活動，高於心臟 (4)被

出血性毒蛇咬傷的症狀包含瞳孔縮小、出血等 

(   )80、 下列何者是造成土石流的人為因素？(1)山坡地濫墾 (2)森林砍伐過量

(3)水土保持不良(4)以上皆是 

(   )81、 森林如有何種情事時，當地主管機關，得向所有人指定經營之方法。違

反前項指定方法或濫伐竹、木者，得命令其停止伐採，並補行造林。(1)

荒廢 (2)濫墾(3)濫伐(4)以上皆是 

(   )82、 維護隊執勤時不宜攜帶下列何種物品?(1) PDA (2) 獵槍(3)除草機(4)

簡易醫療用品  

(   )83、 下列何種野生動物有成群活動的習性？ （1）黃鼠狼（2）臺灣獼猴（3）

臺灣黑熊（4）臺灣野山羊 

(   )84、 下列哪一類樹種不宜作為生態造林樹種？（1）經濟造林樹種 （2）臺

灣特有種 （3）外來種 （4）臺灣原生種 

(   )85、 下列何者為森林火災之影響？（1）林木死亡或灼傷 （2）破壞自然景

觀及野生動物棲息環境 （3）森林演替方式之一 （4）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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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森林火災發生常會造成森林資源的重大破壞，而火災發生的三個基本要

素通常稱為「火三角」，下列何者「非」火三角(1）熱源（2）氧氣（3）

地形（4）燃料 

(   )87、 執行業務時如遇到不理性的民眾應以何種態度執勤?(1）奉命行事，得

過且過（2）忽略無視，不予理會（3）嚴厲譴責，大聲駁斥（4）態度

堅定、語氣和緩，說明立場 

(   )88、 刈草、除蔓、修枝等為常見之林木撫育工作，請問下列何者「非」屬林

木修枝目的? (1）藉由修枝截幹可將林木矮化且容易管理（2）可限制

節心生長（3）修枝後留存殘枝愈短，癒合愈快（4）修枝時所修枝條節

徑愈小，癒合愈快 

(   )89、 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

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下列何項行為，不須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

同意或參與?(1）撲滅森林火災（2）開採礦石（3）興建大飯店（4）劃

設保護區 

(   )90、 目前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的臺灣原住民族有幾個?(1）9族（2）12族

（3）16族（4）24族 

(   )91、 原住民劃設之傳統領域，須由下列何機關公告? (1）內政部（2）部落

自行公告（3）原住民族委員會（4）林務局 

(   )92、 小明熱愛山林活動因此特別關注山林相關資訊，之前在 Facebook(臉書)

上看見，嘉明湖 1 人 1 公斤手作步道活動，特別想去參加為山林盡一

份心力，請問下列有關手作步道資訊何者錯誤? (1）步道利用石舖面

強化，並採購較佳石材施作（2）就地取材，強化步道（3）強調以手

作方式建置及維修（4）步道利用自然土石作為舖面材料  

(   )93、 近年來臺灣常發生嚴重的坡地災害，甚至造成慘痛的傷亡，請問下列

何者是容易發生坡地災害的地方？ (1) 溪谷口、溪床、河岸(2)水源地、

集水區(3)填方邊坡旁(4)以上皆是 

(   )94、 滅火器的使用動作，包括 A.噴嘴對準火苗、B.用力壓下把手、C.將安

全栓拉出，其先後順序為何？ (1) ACB(2) BCA(3) CBA(4) CAB 

(   )95、 在執行傳統遺址維護工作時，不小心扭傷了腳踝，應先採取哪一項急

救步驟，以降低傷害程度？(1)擦優碘(2)局部按摩(3)冰敷(4)熱敷 

(   )96、 下列哪一項不是本計畫執行業務的工作項目? (1)協助部落周邊小花蔓

澤蘭的清除 (2)協助公所辦理選務工作(3)支援部落傳統文化祭儀活

動(4) 颱風及豪大雨救災應變工作 

(   )97、 有關外來入侵植物銀膠菊的說明何者錯誤?(1)防除最佳時機在早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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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前 (2)防除方式以人力或簡單器具拔除 (3)花粉、短柔毛及腺毛可

造成人體過敏 (4)接觸時穿著短袖衣物也不用戴手套、口罩。 

(   )98、 有關外來入侵植物小花蔓澤蘭的說明何者錯誤?(1)每年 7 月開始到 8

月是開花結果期 (2) 林務局訂定每年 8月 15日至 9月 15日為「小花

蔓澤蘭防治月」(3)在開花前拔除是防治重點(4)防治時最好的方法就

是連根拔除。 

(   )99、 有關刺軸含羞木的說明何者錯誤?(1)一旦入侵河川生態系，形成單一

物種之灌木叢林，造成河道淤塞 (2)植物本身會大量吸水，有很強的

蒸散作用，但不會造成溪流的水很快會消失及河道面積降低(3)全株生

有毛茸和銳刺，羽狀複葉，花粉紅色或紫紅色(4)分泌的含羞草素能壓

抑其他植物生長，剝奪其他原生植物生長空間。 

(   )100、 下列照片何者是小花蔓澤蘭?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