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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一層級之地方自治，自始至終既非我國憲法本文，亦非歷次憲法增修條文所保障者？ 
鄉 縣 省 直轄市 

2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任期 5 年 行政院院長任期 4 年 司法院院長任期 6 年 監察院院長任期 6 年 

3 下列何者同時具有大法官之身分？ 
司法院院長 最高法院院長 最高行政法院院長 司法院秘書長 

4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立法院與總統之互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提出總統之罷免案 立法院得提出總統之彈劾案 
立法院得聽取總統之國情報告 立法院解散後，不得追認總統發布之緊急命令 

5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行政院與立法院互動機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若行政院就已決議之法律案認為窒礙難行，可循覆議制度表示不贊同 
若立法院不贊同行政院之重要政策，可循覆議制度解決僵局 
覆議之結果效果僅及於法案成立與否，不發生行政院院長是否應辭職之問題 

6 衡酌憲法規定及司法院解釋，關於法定預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定預算為措施性法律 
立法院對行政院所提預算案，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立法院對行政院所提預算案，得作成附帶決議 
行政院通過重大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停止執行者，立法院亦有參與決策之機會 

7 有關憲法保障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旨在避免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之功能與運作遭受其他國家機關之干擾 
立法委員之言論免責權範圍包括民、刑事責任 
立法委員於院內從事黨團協商之言論，亦受言論免責權之保障 
立法委員於電視從事政治評論，亦受言論免責權之保障 

8 關於總統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得隨時解散立法院 
總統於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列舉之行政權範圍內有國家機密特權 
總統提名行政院院長，毋須經立法院同意，但應諮詢立法院院長之意見 
總統提名檢察總長，毋須經立法院同意 

9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總統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為避免國家遭遇緊急危難，得自行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 
總統發布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對於院與院之爭執，得召集立法院及有關各院之院長協商後，提出解決方案 
總統未經立法院議決，不得行使宣戰、媾和之權 

10 下列何者非屬司法院解釋所認為之大學自治事項？ 
考試規則之訂定  私立大學之設立要件 
學生畢業之條件  學生選擇科系與課程自由 

11 依憲法關於工作權保障及基本國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並可自主決定營業之相關行為 
滿足生活最低需求之竊盜行為，非屬工作權之保障範圍 
國家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 
由於工作權具經濟上受益權性質，人民可以直接請求國家給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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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憲法保障人民集會之自由。依據司法院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得授權主管機關於集會、遊行前，就言論之內容為實質審查 
事前許可規定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違反比例原則 
因立法者有不受限制之形成自由，採取許可制未限制集會自由 
以言論內容作為不予許可之條件，未侵害人民集會自由權 

13 甲為無神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關於甲是否受憲法第 13 條宗教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憲法第 13 條亦保障不信仰宗教之自由，甲為無神論者，故受宗教自由保障 
憲法第 13 條僅保障信仰宗教之自由，甲為無神論者，故不受宗教自由保障 
憲法第 13 條僅保障宗教行為之自由，甲為無神論者，不實施宗教行為，故不受宗教自由保障 
憲法第 13 條僅保障宗教結社之自由，甲為無神論者，不參與宗教結社，故不受宗教自由保障 

14 關於人身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身自由之保障亦及於外國人 
僅司法機關及警察機關始得對人民為逮捕拘禁 
僅法院及檢察機關，始得對人民為審問處罰 
憲法第 8 條並未以非法逮捕拘禁作為聲請提審之要件 

15 憲法規定國家應保障特定職業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受保障者不包括下列

何者？ 
藝術工作者 科學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 身心障礙工作者 

16 現行法規定，非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原住民人口達多少以上，即須設置專職原住民

族語言推廣人員？ 
 2000 人  1500 人  1000 人  500 人 

17 有關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指在原住民族學校授課之專任教師 
指在原住民族學校擔任 3 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 
指在原住民教育班授課之專任教師 
指在原住民重點學校擔任 6 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 

18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之種類，不包含下列那一種？ 
達悟族拼板舟 賽夏族矮靈祭 布農族八部合音 泰雅族狩獵文化 

19 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包含於「音樂」智慧創作之內容？ 
歌詞 曲譜 旋律 器樂 

20 依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第 6 條規定，族語能力之認證方式為何？ 
由族長出具族語學習證明 由原就讀學校出具族語學習證明 
需經認證單位為族語能力測驗或審查 需提出原住民族血統證明 

21 現行法規定，下列那個層級單位不須設置專職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行政院 臺南市政府 雲林縣政府 原住民族地區 

22 現行法對原住民學生升學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參加高中、五專特色招生學科考試分發入學，依採計成績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參加高中、五專特色招生術科甄選入學，且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依採計成績加總分百分

之三十五計算 
參加四技、二技及二專登記分發入學，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參加大學考試分發入學，依採計考試科目原始成績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23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0 條第 2 項所稱之原住民幼兒，係指下列何者？ 
當學年度 9 月 1 日滿 2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者 當學年度 9 月 1 日滿 3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者 
當學年度 7 月 1 日滿 2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者 當學年度 7 月 1 日滿 3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者 

24 為協助原住民社會發展設置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下列關於該基金之敘述何者錯誤？ 
基金經費來源由政府循預算程序撥款 
基金可提供原住民經濟貸款 
原住民族地區溫泉取用費提撥款，僅可專供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資源開發、經營、利用之規劃、輔導及

獎勵支出用途之用 
全部原住民族取得之智慧創作專用權收入，僅可專供原住民族就業基金支出用途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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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育行政機關對原住民重點學校之認定，下列何者為其認定標準？ 
在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民學生需達學生總數 1/4 以上者 
在非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需達 80 人以上者 
在非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需達學生總數 1/3 以上者 
在原住民族地區設立之學校 

26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原住民學生住宿，其住宿及伙食費用，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其補助為何？ 
補助 1/4 補助 1/3 補助 1/2 補助全額 

27 有關原住民勞資權利事項與調整事項之爭議，如勞方當事人有三分之一以上原住民時，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於調解程序，主管機關應指派調解委員 3 至 5 人 
於調解程序主管機關所指派之調解委員，至少應有 3 人以上具原住民身分 
於仲裁程序，由勞資爭議處理法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指派仲裁委員 3 至 5 人 
於仲裁程序主管機關所指派仲裁委員，至少應有 3 人以上具原住民身分 

28 各級政府對原住民學生就讀高級中等學校時，下列那一個項目費用不在補助之範圍？ 
學雜費 書籍費 制服費 膳宿費 

29 關於原住民身分之認定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非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氏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不喪失其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經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皆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所生之子女，不因自願拋棄而喪失原住民身分 

30 有關原住民勞資糾紛法律扶助之問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住民勞資糾紛法律扶助給付標準，每件每一審級訴訟代理或辯護酬金最高新臺幣 5 萬元 
申請原住民勞資糾紛法律扶助，以律師為申請人 
申請原住民勞資糾紛法律扶助者，應自法律扶助事實發生日起，1 年內為之 
以集體身分申請勞資糾紛法律扶助，每增加 1 人增加新臺幣 5 千元，最高不超過新臺幣 10 萬元為原則 

31 教育部對原住民學生就讀國立專科以上之學校，應如何減免其學雜費？ 
學費全免、雜費減免 2/3 學費、雜費皆減免 2/3 
學費減免 2/3、雜費全免 學費、雜費皆全免 

32 原住民族中、小學，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專任教師甄選，其聘任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比

率，不得低於學校教師員額之多少？ 
 1/5  1/4  1/3  1/2 

33 政府輔導原住民設立各種性質之原住民合作社，係指該合作社原住民社員總人數達多少以上者？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34 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將計畫目的等內容於治理區域內鄉（鎮、市）公所公告閱覽及舉行公聽會 
需經當地原住民族同意後，始得劃定資源治理區域 
於公聽會舉行後 30 日內召開部落會議議決是否同意 
當地原住民族同意，需逾 2/3 部落會議議決同意 

35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傳統領域土地 
原住民族地區，係指經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原住民傳統居住地 
原住民部落，係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原住民族傳統共同居住區域 
原住民，係指居住於原住民族區域之個人 

36 A handbook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vade mecum (Latin, “go with me”) or pocket reference that is       to 
be carried at all times. 

digested  intended  polished  rescued  
37 The school       were criticized for not responding promptly and properly to the issues of bullying. 

authorities  technicians  conv icts prosec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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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38 題至第 42 題： 
Taiwan’s blue sand or blue tear is a phenomenon   38   along the coasts of Taiwan’s outlying islands caused by sea 
sparkle that lives under the sea. As indicated by the name of the species, it is known as a sea firefly that will   39   a 
light when being disturbed. These sea fireflies like to gather along the coast because it provides them with a rich source 
of food supply. And when they gather and produce lights from their bodies, they can really   40   the tides into 
different colors such as red, green, or blue. For instance, the blue sand or blue tear phenomenon can be seen in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Taiwan, it can be viewed in Kenting, the coast lines in Hualien and Taitung   41   on 
several outlying islands. The most widespread blue sand so far has been spotted on Mazu islands in April 2014. The 
best season to visit the sight is in late spring and early summer, between April and May, but its occurrence will 
also   42   the wind. As narrated by one of the witnesses, one of the signs for the appearance of the blue sand is that 
the sea will start to turn dark a few days before it actually happens. No matter what it is, seeing the sight of blue sand is 
really one of the rare moments in our life. 
38 arising  permittin g eliminating  shrinking  
39 run out  send off  give out  take off  
40 capture  transform  violate  declare  
41 as long as  as soon as  as possible as  as well as  
42 take over  rely on  rule out  pull up  
43 Most jobs require skills and experiences that are directly      . For a customer service job, for exampl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is very important. 
exceptional relevant inventive simplistic  

44 John always wakes up from his nightm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sweats, with his blanket all wet. 
abandoned  buckled  converted  drenched  

45 People usually build their houses out of the materials that are easily       to them. 
available  coherent  imperative  sentimental  

46 Most goods from the U.S. are       to Taiwan by sea. 
transformed  translated transported  t ransfus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While many studies have been undertaken to study the impact of consuming coffee on our health, researchers have just 
administered the first study that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coffee’s aroma. For many people, the morning coffee is just the 
thing to wake up the dormant brain cells and to put the body in gear.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25th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the smell of coffee also has a comparable, if not more, effect on our body, 
diminishing the impact of sleep deprivation. At least, that’s what researchers have found in rats. 
Rats that suffered from insomnia, or inability to sleep, were exposed to the smell of coffee. Coffee aroma successfully 
activated seventeen different genes in their brains; among them, thirteen were known to produce proteins that protect 
nerve cells from the damaging impact of stress or tension. So, what i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finding for those people 
who were stressed by lack of sleep and/or need to stay up late? Well, maybe they do not have to shell out 100 NT 
dollars for a venti-sized latte to get some of their genes activated in their brains and/or to ease the impact of 
sleeplessness resulting from tension. All they need to do is to walk to a coffe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and get a sniff of 
coffee.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Coffee has no effect on insomnia.  The smell of coffee helps reduce tension.  
Coffee helps keep doctors away.  Caffeine is harmless.  

48 What does “in gear” mean in this passage? 
In transition.  In transit.  In motion.  In time.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Coffee aroma may have a damaging effect on our nerve cells.  
Sniffing coffee also helps  in awaken our body. 
Researchers have failed to find any effect of coffee aroma on insomnia patients.  
Coffee aroma is prescribed by doctors to cure insomnia.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activated by coffee aroma to ease the impact of sleeplessness and tension? 
Nerves.  Brain cells.  Genes.  She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