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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下列何項職業資格無須通過國家考試取得資格？ 
記帳士 地政士 教師 醫師 

2 依司法院解釋，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各級法院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此處所謂「法官於審理案件時」，係指法官審理下列

何種訴訟案件？ 
限於刑事案件 
限於刑事案件、民事事件與非訟事件 
限於刑事案件、民事事件與行政訴訟事件 
包括刑事案件、民事事件、行政訴訟事件與非訟事件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461 號解釋之意旨，下列何者受立法院邀請，應列席委員會備詢？ 
考試委員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參謀總長 檢察官 

4 有關立法院之決議，下列何者應以記名投票方式為之？ 
對緊急命令之表決  對人事同意權之行使 
對行政院所提之覆議案  總統彈劾案 

5 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之下列何種議案，不得提出覆議？ 
法律案 條約案 預算案 決算案 

6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有關人民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定之 
國家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因屬對人民有利之行為，並不適用法律保留原則 
主管機關對人民裁處漏稅罰時，應符合行政罰法受處罰者須有故意、過失之規定 
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定為闡釋，不得違背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租稅之經濟意義及實質課

稅之公平原則 
7 有關總統與行政院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總統得經由其任命之行政院院長，依循憲法及法律規定之程序，變更先前存在，與其政見未洽之施政

方針或政策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院院長雖由總統逕行任命，但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精神，並無本質

上之改變 
所有國家之行政事務，除憲法別有規定外，均應納入以行政院為金字塔頂端之層級式行政體制掌理，

方符合憲法第 53 條：「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規定之意旨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與司法院解釋之意旨，任命立法院多數黨接受之行政院院長人選，是總統之憲法義務 

8 公職人員之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但下列何者不適用？ 
鄉鎮公所代表選舉當選人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當選人 
平地原住民區立法委員選舉當選人 直轄市議員選舉當選人 

9 依國家賠償法明文規定，除了國家賠償法本身之外，國家賠償訴訟應適用下列何種法律？ 
行政程序法 行政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10 關於婦女保障名額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我國各種選舉之婦女當選名額皆明定於憲法增修條文 
我國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員名額達 4 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人；超過 4 人者，每增加 4 人增

1 人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之婦女當選名額，採取與區域立法委員相同之當選名額比例規定 
政黨於提出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提名名單時，婦女候選人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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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集會結社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集會自由之保障，包括參加及不參加集會的自由 
集會自由也是一種表現自由 
結社之團體名稱，亦屬結社自由之保障範圍 
依司法院解釋，對集會遊行採事前許可制，一律違憲 

12 依律師法規定，律師應加入律師公會始得執業。此項規定限制了下列那一種基本權？ 
職業自由 宗教自由 人格權 集會自由 

13 憲法第 8 條第 l 項後段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此處所稱之「法院」，係指下列何

者？ 
包括法官及檢察官  包括檢察官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有審判權之法官所構成之獨任或合議之法院 包括司法院大法官 

14 下列何者屬於現行修憲程序？ 
行政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送立法院決議 國民大會複決立法院所通過之憲法修正案 
司法院大法官審議立法院所通過之憲法修正案 公民投票複決立法院所提憲法修正案 

15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除山地原住民區外，有關「直轄市」之「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區為直轄市政府之內部單位 區為直轄市下之地方自治團體 
區長任期為 6 年  區為直轄市政府之派出機關 

16 依「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劃設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下列何者非屬之？ 
原住民族傳統祭儀地 原住民族祖靈聖地 部落墾耕地 原住民保留地 

17 依「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之規定，執行機關應協助辦理之工作項目，下列何者非屬

之？ 
傳統領域範圍的調查  辦理召開部落會議之行政事宜 
彙整劃設資料及資訊化作業 組成劃設小組 

18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錄基準，除依各類別審議基準外，不包括下列何者？ 
表現原住民族土地的重要關聯性 
表現傑出普世性價值 
表現世代相傳的歷史性 
表現原住民族歷史重要或具代表性之文化意義 

19 依「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定，為推動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該會

下設主題小組，不包括下列何者？ 
土地小組 教育小組 語言小組 和解小組 

20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前經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認定登記為傳統智慧創作者，其保存者之認定，

應如何為之？  
由該文化資產所屬部落依部落會議決定之 
以該智慧創作專用權人為優先 
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決定之 
由主管機關諮商文化資產所屬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決定之 

21 原住民族有形文化資產之管理維護，依法得委託下列組織為之，但不包括何者？ 
部落公法人 部落傳統組織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22 依「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之規定，研究結果所衍生商業

利益之回饋機制，約定以金錢為之者，應如何收支保管？ 
全數繳交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設置原住民族研究保護共同基金 
全數繳交智慧創作保護共同基金 
全數繳交研究計畫目標群體所屬部落之儲蓄互助社 

23 下列何者非屬「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所定之立法目的？ 
實現歷史正義  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與發展 
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 維護原住民族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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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規定，用以記錄原住民族語言之書寫系統，應如何進行公告？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原住民族或部落公告之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公告之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商原住民族或部落公告之 由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公告之 

25 下列有關「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地區之政府機關（構），應設置地方通行語之標示 
原住民族地區之政府機關（構），應以地方通行語書寫公文書 
原住民於訴訟程序中得以其原住民族語言陳述意見，審理法院應聘請通譯傳譯之 
原住民族地區之大眾運輸工具及場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增加地方通行語之播音 

26 依「海岸管理法」之規定，海岸保護區之劃設，如涉原住民族地區，其擬訂機制為何？ 
各級主管機關應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擬訂 
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應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擬訂 
各級主管機關應會商原住民族或部落擬訂 

27 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之規定，下列有關「部落成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指年滿 18 歲且設籍於部落區域範圍之原住民 
指年滿 20 歲且設籍於部落區域範圍之原住民 
指年滿 20 歲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原住民 
指年滿 20 歲且設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之原住民 

28 主管機關為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得補助辦理文化資產調查、採集、整理、研究、推廣、保存、

維護、傳習等，其補助對象，不包括下列何者？ 
原住民族  部落 
鄉（鎮、市、區）公所  原住民族傳統組織 

29 原住民依法申請劃編之公有土地，遇有下列何種情形，不得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經公產管理機關提起訴訟或以其他方式排除使用 
依水利法第 83 條規定屬於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地 
經公產管理機關排除占有，現況有地上物或居住之設施 
因不可抗力或天然災害等因素，致使用中斷 

30 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國有土地，應按何種程序陳報行政院核定？ 
由內政部陳報行政院核定 
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陳報行政院核定 
由劃編土地範圍之關係部落層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轉行政院核定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陳報行政院核定 

31 依「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申請之補償及回饋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禁伐補償金 造林回饋金 免費供應種苗 短期低利貸款 

32 下列何者非屬「人體研究法」第 15 條所稱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之研究？ 
研究檢體之採集涉及部落 以原住民個人為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原住民族 研究資料之搜集及分析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33 智慧創作專用權由部落取得者，其智慧創作之收入，應以部落利益為目的，設立共同基金。下列有關共

同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基金之設置應以促進部落之文化保護及發展為目的 
部落應設智慧創作保護共同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委員係由部落會議選派之 
部落得以共同基金辦理就學獎助學金及助學貸款 
部落得以共同基金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34 森林法第 15 條第 4 項前段所稱「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

取森林產物」，下列有關採取森林產物範圍之說明，何者正確？ 
位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 條第 3 款所定原住民族地區之國有林及公有林 
位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 條第 3 款所定原住民族地區之國有林及私有林 
位於國土計畫法所劃設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範圍之國有林 
位於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所定山地保留地之國有林 



代號：1701
頁次：4－4 

35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核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台灣原住民族基

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包括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規定，

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基於自用之非營利目的而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前述之「自用」，

不包括下列何者？ 
本人 親屬 以物易物 依傳統文化供分享 

36 The police requested the public’s help in identifying two suspects caught on       cameras during a robbery at 
a jewelry store. 
autography surveillance immunization pilgrimage 

37 Poachers hunt the endangered African elephants for a       profit by selling their tusks on the black market. 
hefty drastic liable virtual 

38 The users’ manual states that, in order to access the functions with your browser, one must first       with a 
user name and password. 
part authenticate collide illuminate 

39 The       of the deadly earthquake which caused hundreds of deaths was found much bigger than it had been 
first reported on the national television news. 
aptitude exactitude magnitude latitude 

40 We generally       language tests because we want to use the results to enhance teaching efficacy. 
conduct deduct contract distract 

41 Customers can feel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and chief among these is the frustration at not being heard. 
compatible competitive distracted disgruntled 

42 Tommy had trouble       in when he transferred to our school, but two months later he became very sociable 
and popular. 
fitting  messing  popping  taking  

43 If you come across unfamiliar words during reading, using contextual       to guess the meaning of the 
unknown vocabulary will help you figure out what the author means. 
clues crafts cords curves 

44 Forcing yourself to use your non-dominant hand will       the ne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right and left 
hemispheres in your brain. 
seize specify stimulate surrender 

45 The Bureau of Energy is the research institute       to help develop new electric motorcycles. 
confused concluded commented commission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Ever since he was little, Larry had been fascinated by balloons and fantasized about using them to fly. When he was 
33, he decided to   46   his dream come true. He bought an aluminum garden chair, 42 weather balloons and an air gun 
to shoot the balloons when he was ready to land. He also got a parachute, just   47  . Larry planned to fly 483 kilometers 
across the Mojave Desert. He tied the chair down with ropes and attached the helium-filled balloons to it. Then, he sat 
down in the chair with his gun and parachute. He was ready to go. When Larry’s friends untied one rope,   48  , the 
other rope broke, and Larry and his chair rose rapidly into the sky. He ascended much more quickly and much higher 
than he had expected. Before he knew it, he was 5,000 meters above the ground. The trip wasn’t turning out the 
way Larry had planned. He was high up in the sky   49   the air was thin and cold. Shivering with cold, Larry 
decided to   50  , but he couldn’t because he had dropped his gun during his ascent. All he could do was float 
wherever the wind took him. When he finally floated down, the ropes holding the balloons became tangled in some 
power lines, and the chair hung just two meters above the ground. Larry was able to climb down unhurt, but the 
tangled ropes caused a twenty-minute power blackout in the neighborhood. 
46 get let make want 
47 for fun for sure in advance in case 
48 fortunately interestingly suddenly supposedly 
49 what when where which 
50 declare decline delay desc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