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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 
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並已公布之法律認為違憲者，得不予適用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人事決定權屬行政保留事項，立法院不得限制之 
立法院僅得於常會期間，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2 關於出版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出版自由保障範圍，包括新聞報導與意見表達在內 
性言論之表達與性資訊之流通，不受出版自由之保障 
出版自由所保護之出版品，除書籍刊物外，也包含錄音、錄影及光碟等媒介物 
出版自由之保障，並非絕對，應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有關平等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優惠性差別待遇雖未為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但司法院解釋承認之 
僅成年男子負有服兵役之義務，並未牴觸憲法對平等保護之要求 
差別待遇是否符合平等保障，應視其目的是否合憲，及其分類與目的之達成間是否有一定程度之關聯

而定 
刑事訴訟法有關羈押被告之決定，因有裁定或處分兩種作成方式，致有得否提起抗告之差別待遇，牴

觸平等權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藥師經登記領照執業之處所應以一處為限之規定，係對下列何種權利之限制？ 
遷徙自由 職業自由 生存權 結社自由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空氣污染防制法授權主管機關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其性質為何？ 
規費 特別公課 環境稅捐 污染受益費 

6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國家最高機關成員之任命與任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任期八年，不得連任 
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由總統任命，任期四年 
考試院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任期八年 
監察院監察委員，由總統任命，任期六年，不得連任 

7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關於監聽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通訊監聽係對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限制 
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得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予以限制 
核發通訊監聽書，監聽期間超過一星期應由法院核發，若監聽期間在一星期以下，則由檢察官核發 
核發通訊監聽書，無論監聽期間長短，均應由法院核發 

8 傳染病防治法限制未治癒且顯有傳染他人之虞的傳染病病人出境，是限制人民何種基本權利？ 
人身自由 遷徙自由 通訊自由 集會遊行自由 

9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地方自治團體享有之自治權，不包括下列何者？ 
立法權 司法權 人事權 財政權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見解，下列何者為宗教信仰自由所保障？ 
因宗教信仰得拒絶服兵役 國家對人民特定信仰予以優待 
國家得以命令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禁制 人民有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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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相關規定，有關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委選舉時，政黨在政黨票得票未逾百分之五之門檻者，不得分配不分區立委席次，違背平等選舉原則 
我國人民年滿 18 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利 
憲法與法律所規定之各種選舉之候選人，應公開競選，得向不特定民眾宣傳其政見。提出罷免時，亦

得公開宣傳 
不分區立法委員，得由其戶籍所在地之選區罷免 

12 依據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何者不屬於總統之職權？ 
軍事統帥權 院際調解權 公布法律權 預算案提出權 

13 我國現行之國會制度係採何種模式？ 
一院制 對等兩院制 不對等兩院制 三院制 

14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有關變更領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提議 
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出席 
出席立法委員四分之三決議 
立法院決議後，立即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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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先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解釋憲法。此處所謂「合理之確信」，係指下列何者而言？ 
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違憲之具體理由 訴訟當事人認為違憲理由之主張 
客觀上調查證據之違法性 個案主觀之證據證明力 

16 就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之精神與相關條文，下列何者錯誤？ 
為促進原住民族部落依照各項政府之規劃工作的執行效益，部落應設置民族議會，由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為公法人 
依本法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治 
政府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文化，並輔導文化產業及培育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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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原住民族專責單位首長應具原住民身分 
17 依據最新修訂的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中各項規定，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輔導原住民設定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權、地上權及取得承租權、所有權。
在中央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辦法所稱原住民，指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及平埔原住民。前項原住民身分之認定，依原住民身
分法之規定 

本辦法所稱原住民保留地，指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
定劃編，增編供原住民使用之保留地 

原住民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承租權或無償使用權之原住民保留地，因死亡無人繼承、無力自任耕作、
遷徙或轉業，致不能繼續使用者，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由鄉（鎮、市、
區）公所收回之 

18 原住民族委員會就業歧視及勞資糾紛法律扶助辦法乃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相關條文訂定。下列何
種狀況並非本辦法補助之法律扶助項目？ 
原住民籍工作者在工作職場發生就業歧視或勞資糾紛之法律諮詢與法律文件撰擬 
原住民籍工作者在工作職場加班時間太長，導致家庭糾紛後所需之家事勞務分工歧見調解、和解及仲裁 
原住民籍工作者在工作職場發生就業歧視或勞資糾紛之訴願、行政訴訟之代理 
原住民籍工作者在工作職場加班時間超過法定時數，並導致家庭糾紛所需提出針對改善工作環境的法

律諮詢與訴訟 
19 為獎勵對原住民族事務有功人士，原住民族委員會特依據獎章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那一個辦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有功人士頒給辦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專業人士頒給辦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重大貢獻頒給辦法 

20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中，語推人員應辦理
工作不包含下列那一個項目？ 
推廣原住民族語言使用  推動原住民族語言學習 
保存原住民族語言語料  提升原住民族語言與其他國家語言的混合使用 

21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規定中，具備何種資格者，得以向主管機關申請族語能力認證審查？ 
擔任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原住民族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命題委員三次以上者 
具備族語小說書寫創作能力者 
聽、說、讀、寫能力兼備者 
傳統歌謠傳唱與創作展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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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為辦理原住民族文化發展業務，原住民族委員會特設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依據該中心組織法規定，

下列那一項非為掌理事項？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史料與傳統建築工藝之保存、研究、維護、活用與執行 
原住民族文化藝術之典藏、展示表演、推廣及育成 
原住民族文化之社會教育及推廣 
原住民族語言之推廣與創新 

23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規定，下列陳述何者正確？ 
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體，政府應本於多元、平等、自主、尊重之精神，推展原住民族教育 
原住民族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設置原住民族普通教育專責單位 
中央政府應寬列預算，專款辦理原住民族教育；其比率合計不得少於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預算總額

百分之一點七 
原住民族教育分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以及民族教育 

24 依據人體研究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的辦法名稱何者正確？ 
人體研究計畫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應用辦法 
人體研究計畫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應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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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辦法 

25 有關原住民地區相關各項規定，下列何者描述錯誤？ 
近期所修法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所定義之「原住民族地區」，乃依據因應傳統領域劃設辦法之規定

之具體範圍，相關機關及原住民族社會均能認同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落實於 90 年 10 月 31 日制定公布「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有關「原住民地區」條

文規定，擬具「原住民地區」具體範圍。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91 年 1 月 23 日函報請行政院同意核定 30
個山地鄉及 25 個平地鄉（鎮、市）為「原住民地區」 

臺東縣金峰鄉、花蓮縣萬榮鄉、新北市烏來區、新竹縣尖石鄉為原住民地區之山地鄉（鎮、市） 
臺東縣太麻里鄉、花蓮縣鳳林鎮、苗栗縣獅潭鄉、南投縣魚池鄉為原住民地區之平地鄉（鎮、市） 

26 政府與原住民族自治間權限發生爭議時，如何解決？ 
由立法院決議  由內政部定之 
由總統府召開協商會議決定之 訴請行政法院裁判 

27 政府輔導原住民取得專門職業資格及技術士證照，旨在保障原住民族之何項基本權？ 
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 財產權 工作權 

28 政府何時得強行將原住民遷出其土地區域？ 
經所在縣市議會決議通過 經立法院決議通過 
出現立即而明顯危險時  原住民族首領請求時 

29 關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促進就業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 
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原住民參加各種職業訓練之機會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原住民各族群之文化特色，辦理各項技藝訓練 
各級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原住民就業促進之宣導 

30 關於原住民族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多元文化觀點，以增進族群間之尊重 
對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學生，應提供學習第二外語之機會 
有關民族教育之課程發展，應尊重原住民之意見 
原住民重點學校之民族教育教材，由直轄市、縣（市）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 

31 關於原住民智慧創作專用權受侵害之救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對於有侵害其權利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智慧創作專用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害人不易證明實際損害額者，得請求法院給予新臺幣五百元之損害賠償 
智慧創作專用權受侵害者，得請求銷燬侵害智慧創作之物 

32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非營利行為，但不包括下列何項行為？ 
獵捕保育類動物 採集野生植物 採取土石 利用水資源 

33 下列何者非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監察人應具有之經驗或學識？ 
傳播 法律 會計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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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及推動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事務，依規定設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置召集人一人，由行政院院長兼任之；委員二十九人，除召集人為當然

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召集人派（聘）兼之 
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任務包含原住民族基本法中有關民族自治、民族教育、語言文化、衛生

福利、就業、經濟建設、自然資源、傳統領域土地等事項之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 
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之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委員為有關機關代表者，其任期

隨職務異動而更易；委員出缺時，應依本法相關規定遴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得視業務需要，依召集人指示成立專案小組，針對特定議題進行研究、

規劃 
35 下列何者非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錄取人員完成考試程序必經之要件？ 

按錄取分發區，依其考試成績，並參考其志願，依次分配訓練 
訓練期滿需成績及格 
訓練成績需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 
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36 After being sick in bed for days, Jack     in the room trying to look for some water. 
insulated  sanitized  infected   staggered  

37 At first every one stood on    , but the party started to warm up after a few drinks and interesting games. 
conscience sentiment pretention ceremony  

38 The people’s resistance to changes is a great     to political reform. 
pavement hindrance providence rudiment 

39 Ministry of Interior urges people to renew their identification cards in order to be     to vote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s. 

accorded  eligible  adjusted  el iminated 
40 If you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service of the waiter, you might lodge a     to his manager. 

command complaint compromise commitmen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For centuries, people gazing at the sky after sunset could see thousands of vibrant, sparkling stars. But  41 , 
you’ll be lucky if you can view the Big Dipper. 
  The culprit: electric beams pouring from homes and street lamps, whose brightness  42  the night sky. In the 
U.S., the so-called light pollution has gotten so bad that, by one estimate, 8 out of 10 children born today will 
never  43  a sky dark enough for them to see the Milky Way. 
  There is hope, however, in the form of astrotourism, a small but growing industry centered on  44  in the 
world’s darkest places. These remote sites, many of them in national parks, offer stunning views for little more than the 
cost of a campsite. And the people who run them often work to reduce light pollution in surrounding 
communities—asking towns to  45  their street lamp, for example, or urging residents to draw their blinds. 
41 one day  some day  these days  this day  
42 enlightens  oppresses  embraces  obscures  
43 entertain  envisage  endure  encounter  
44 cam ping stargazing  sightseeing  birdwatching  
45 remove  install  modify  intensif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he ozone layer is a region in Earth’s stratosphere that contains high concentrations of a bluish gas called ozone. 
Although ozone constitutes only about one-millionth of the  46  gases, it absorbs most of the sun’s ultraviolet 
radiation. Without the ozone layer, this radiation would destroy all life on the surface of the planet. 
  Ultraviolet radiation creates and perpetuates ozone. Because an ozone molecule is struck by an ultraviolet ray, it 
falls apart,  47  free oxygen. An oxygen atom can combine with another free oxygen to  48  more ozone, and 
this cycle absorbs most UV radiation. 
  Some manufactured chemicals interfere with this cycle, thus reducing the amount of ozone in the stratosphere. 
Among the worst offenders are chlorofluorocarbons (CFCs), usually found in refrigerants and aerosol sprays and now 
generally  49  due to their harmful effects. Falling ozone levels have caused a thinning of the ozone layer above 
Antarctica,  50  the ozone hole. The Antarctic ozone hole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siz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 smaller hole over the Arctic is now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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