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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地方制度之委辦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委辦事項並非地方自治團體之固有事項 
地方自治團體辦理中央委辦事項時係以自己名義為之，但仍受中央機關指示之拘束 
國家對於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委辦事項，能為適法性監督，但不能為適當性監督 
國家對於委辦事項得視需要採取事前監督或事後監督措施 

2 下列何者非屬考試院掌理之事項？ 
公務人員之銓敘  公務人員之任免 
公務人員之退休  公務人員褒獎之法制事項 

3 下列何者非屬終審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最高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4 下列敘述，何者非屬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所指都市更新之正當行政程序？ 
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以審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應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以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 
對於聽證程序進行，主管機關應斟酌全部聽證紀錄以為決定之基礎 
都市更新之所有審核程序皆應舉行聽證 

5 關於政府預算及其執行之憲法爭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預算案經立法院通過及公布後為法定預算，係屬措施性法律 
法定預算通過後有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虞時，即得由司法機關介入解釋 
國家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如有關機關缺乏共識，應協商解決方案或依憲法現有機

制選擇適當途徑解決僵局 
主管機關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分支出項目之執行，不當然構成違憲 

6 關於質詢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循憲法慣例，司法院院長亦應接受質詢 
質詢權是透過政策公開辯論方式，監督行政院 
基於責任政治原理，立法委員得對地方行政首長提出質詢 
質詢權之行使對象限於政府官員，不得要求民間團體到場接受備詢 

7 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院得決議排除總統之刑事豁免權 
總統得基於此一特權，而拒絕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 
只是一種暫時性程序障礙，並非總統享有實體免責權 
為證據保全之必要，得限制總統之財產權與人身自由 

8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關於立法院立法委員之選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之選舉，係將全國及各僑區各劃為單一選區，並由全國及各僑區

人民直接選舉之 
區域立法委員係將直轄市、縣市分別劃為單一選舉區域，每選區依法各選出立法委員二至三人 
單一選區之區域選舉結果與政黨選舉票之選舉結果，應分別計算區域及全國不分區與僑居國外國民立

法委員當選人之名額 
獲政黨選舉票 5%以上之政黨始得分配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席次，已違反民主共和與國

民主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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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係屬獨立機關 行政院對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決議無審查權 
依立法院政黨席位比例分配委員席次應屬違憲 應以行政院名義對外作成行政處分 

10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言論自由所要保障之對象？ 
單純追求商業利益之廣告  教師就上課內容提出個人觀點 
在戲院影片放映中惡作劇高喊失火 在網路上發表反政府意見 

11 憲法第 10 條對人民遷徙自由之保護，不包括下列何者？ 
為選擇工作場所而搬家  為選擇子女就學學區而搬家 
為移民國外而搬家  為逃兵役徵集而隱居深山 

12 依司法院釋字第 514 號解釋，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上工作權及何種權利所保障？ 
人身自由權 生存權 勞動基本權 財產權 

13 依司法院釋字第 639 號解釋，關於人身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第 8 條所定之法院，包括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之法官 
允許法官為羈押處分之法律規定，與憲法第 8 條並無牴觸 
羈押被告限由法院行使，乃因法院職司獨立審判，在功能組織及程序設計上適於落實憲法對人身自由

之保障 
受羈押之被告僅得向原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該處分，不得提起抗告救濟之法律規定，已逾立法裁量之

範疇而屬違憲 
14 依憲法第 151 條規定，國家對於僑居國外之國民，應扶助並保護其何種事業之發展？ 

經濟 家庭 政治 人際關係 
15 依憲法第 143 條規定，下列有關徵收土地增值稅之敘述，何者正確？ 

歸人民共享之   
屬土地買受人之義務 
國家得對一切土地徵收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乃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應徵收土地增值稅 

16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之創立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捐助，其捐助金額為新臺幣多少元？ 
 5 千萬元  1 億元  2 億元  3 億元 

17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族影視音樂文化創意產業補助要點規定，原住民族電影片劇本開發經費補

助標準，每案以新臺幣多少元為上限，並不得超過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30 萬元  40 萬元  60 萬元  100 萬元 

18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依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傳統民族文化教育是為： 
原住民族教育 一般教育 民族教育 原住民族學校 

19 直轄市及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縣，其直轄市、縣政府應設原住民族專責單位，辦理原住民族事務；其餘

之縣（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設原住民族專責單位或置專人，辦理原住民族事務。前項原住民族專責

單位，其首長應具原住民身分。係規定在下列那一個法規？ 
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地方制度法 

20 凡具原住民身分且未領取政府或其他機構提供全額獎學金，自費出國留學攻讀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

或經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研究所碩士、博士學位者，政府補助留學

期間生活費每月補助美金幾百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800 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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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政府補助滿 3 歲至未滿 5 歲具原住民

身分之幼兒，就讀立案公、私立幼兒園之學期就讀費用。其中就讀私立幼兒園者，每學期最高補助就讀

費用新臺幣多少元？ 
 5 千元  8 千元  1 萬元  1 萬 5 千元 

22 依原住民身分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取得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 
未滿 7 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 40 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者 
依據我國法律宣示歸化為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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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簡任、薦任、委任各官等人員具原住民

身分者，均不得低於百分之幾？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24 政府為提供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融資管道，及舒緩原住民個人或家庭小額週轉資金問題，提供生產

用途貸款金額上限為最高新臺幣幾萬元？ 
 30 萬元  50 萬元  70 萬元  100 萬元 

25 依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補助要點規定，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為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

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辦理原住民學生輔導工作，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達多少人以上

者，得申請本要點補助經費？ 
 50 人  100 人  150 人  200 人 

26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規定，原住民學生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

者，得申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助學金。前者每名每學期新臺幣多少元？ 
 1 萬 7 千元  2 萬 2 千元  2 萬 7 千元  3 萬元 

27 民國 103 年 15 歲以上原住民族的教育程度以那一教育程度比率最高？ 
專科及大學以上 國（初）中 國小及以下 高中（職） 

28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原住民申請設定耕作權或地上權，其面積應以申請時戶內之原住民

人口數合併計算，其申設耕作權之土地每人最高限額幾公頃？ 
 1 公頃  2 公頃  3 公頃  4 公頃 

29 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本條例所稱之智慧創作？ 
宗教祭儀、音樂 歌曲、雕塑、編織 民俗技藝 自然遺產 

30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規定，部落會議每年至少召開幾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31 依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置資源治理機關後，應遴聘當地原住

民族代表、資源治理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所遴聘當地原住民族代表應由

當地原住民族部落推舉，其人數應達委員總人數幾分之幾以上？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32 根據原住民族戶籍人口資料，民國 103 年 15 歲以上原住民族以設籍在那裡為最多？ 
非原住民鄉鎮市 山地鄉 平地原住民鄉鎮市 離島地區 

33 目前全國共有幾個山地及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區）行政區，並約占臺灣土地面積之 46%？ 
 30 個  40 個  50 個  55 個 

34 根據民國 103 年原住民經濟調查報告，原住民族家庭年平均收入增長，但仍明顯低於我國全體家庭，原

住民族家庭年收入仍僅達到我國全體家庭平均收入的幾倍？ 
 0.51 倍  0.61 倍  0.71 倍  0.81 倍 

35 依民國 103 年家庭收支調查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組的劃分標準，推算原住民族家庭於我國全體家庭所處

之經濟地位，發現有幾成原住民族家庭在我國全體家庭中屬於最低所得組，顯示原住民族家庭對照我國

全體家庭的經濟弱勢的情形仍非常明顯？ 
一成 二成 三成 四成 

36 Gadgets nowadays are able to record your exercise patterns, notice where you are falling      , and offer 
fitness advice.  
 short  in  off  down 

37 When I asked my nephew to stop texting under the table, my sister snapped at me not to       her child. 
 describle  discipline  deploy  demand 

38 All parents and children experience some degree of       anxiety on the first school day. 
 division  departure  migration  separation 

39 Being overweigh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many people, but it is also a problem that concerns them 
because growing fat can let people become unhealthy.      , in order to stay healhty, losing weight has been a 
common goal fo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need to keep fit. 
 However  Nevertheless  Therefore  On the cont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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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ll possible means to losing weight, going on a diet is perhaps the most common practice carried out by 
many people. 
 From  Between  Among  In 

41 Fasting, another health-targeted solution to weight control, is increasingly adopted by people as it has become a 
popular mode of staying in shape. Yet, some people who are       to lose weight may go to extremes with 
fasting. This could have unthinkable consequences on their health. 
 faithful  liberal  sensitive  desperate 

42 Another safer and scientific way of weight control is conducted by affecting the fat gene. This means that people 
can affect their fat gene and lose weight by going on a healthy diet and taking more exercise. For whatever 
reasons people want to manage their weights,       is never sacrifice your health for your waistline. 
 the bottom line  the top secret  the last resort  the highest order 

43 With a population that is more informed and vocal, digital communications are       in bringing them together 
and giving them a platform to express themselves. 
 simultaneous  concordant  instrumental  felicitous 

44 Lucy felt ashamed because she failed to       the expectations of her parents. 
 look into  stand up for  resort to  live up to 

45 Just tell me       you want, and I’ll try my best to get it for you. 
 that  how  what  when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Superman is one of the oldest superheroes who has jumped from comic-book pages onto the movie screen. But 
how was he created? In 1933, two Americans—Jerry Siegel, a writer, and Joe Shuster, an artist—wanted to create a 
hero for the newspaper comics. Eventually, they developed Superman: a champion who will always fight against evil. 
While no newspaper was interested in him, a comic-book publisher was. In June 1938, Action Comics #1 was 
published. Superman was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This hero was the first one to have amazing “superpowers”: he was 
superfast and superstrong. Superman was almost invincible, and feared by bad guys everywhere. Instantly, he was a 
hit. Millions of boys and girls (and even adults) began buying Superman comics. They loved reading how Superman 
would conquer villain after villain. In America during the 1930s, many people did not have jobs. Many felt hopeless. 
When they read about Superman’s adventures, they began to believe in a better future. Superman is no stranger to the 
mass media. He has been the star of newspaper cartoons, movies (released in 1978 and 2006), and television (first 
broadcast in 1951). Young people today still enjoy his adventures. Superman may not have the most exciting 
personality. But people know they can always depend on him. 
46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Why Superman became popular. When the Superman comic books were published. 
Who the creators of Superman were. What Superman can do. 

47 When did American people first know about Superman? 
 In 1933.  In 1938.  In 1951.  In 1978. 

48 In what media did the creators of Superman originally want their hero to appear? 
 In movies.  On television.  In newspapers.  In comic books. 

49 What does the word “invincible” mean in this passage? 
 Not helpful.  Not visible.  Not friendly.  Not conquerabl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Superman is true? 
 He was created by two newspaper reporters. 
 He appeared on television later than in the movies. 
 He has the superpowers of superspeed and superstrength. 
 He appeared in the newspaper first and comic book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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