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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關於基本國策之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救助之支出應優先編列 福利服務之支出應優先編列 
國民就業之支出應優先編列 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 

2 依司法院釋字第 747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前，應先與所有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違憲 
本號解釋並非釋字第 400 號解釋之補充解釋 
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完成前，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解釋意旨，逕向主管機關請求徵收地上權 
土地徵收條例未就土地所有權人得逕向主管機關請求徵收地上權有所規定，違憲 

3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行動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動自由指人民有隨時任意前往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自由 
警察臨檢查驗身分僅是短時間之限制，與人民之行動自由無涉 
行動自由之保障範圍包括駕駛汽車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自由 
行動自由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但仍受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言論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於集會遊行時間、地點及方式之限制，屬立法自由形成的範圍 
國家為保障消費者獲得真實而完整的資訊，得強制業者標示商品內容 
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過度限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 
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有違比例原則 

5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舊教師法有關「教師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不得聘

任為教師」之規定，係對人民職業自由之何種限制？ 
職業選擇自由之主觀限制 職業選擇自由之客觀限制 
執行職業自由之主觀限制 執行職業自由之客觀限制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立法委員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及所設政黨比例席次與 5%政黨門檻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政黨比例代表制使政黨體系零碎化，危害民主憲政秩序 
兼顧選區代表性與政黨多元性，未牴觸國民主權原則 

5% 政黨門檻導致選票不等值，違反主權在民之基本原則 
5% 政黨門檻剝奪小黨獲選之可能性，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7 下列有關罷免之敘述，何者錯誤？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不適用罷免之規定 
憲法第 133 條規定：「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依法罷免之」，係基於被選舉人受選民委任之考量所設

之制度 
立法委員有言論免責權，如係經國內選舉區選出者，原選舉區選舉人不得以立法委員所為言論不當為

理由予以罷免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先經立法委員之提議與同意，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不得直接提出罷免案 

8 關於憲法增修條文緊急命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須依緊急命令法，始得發布緊急命令 
總統經行政院會議決議後，得發布緊急命令 
總統發布命令後，應送立法院追認，立法院不同意時仍生效 
總統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時，得發布緊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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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於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依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應擁有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人事決定權 
立法院不能將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予以實質剝奪或逕行取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整體施政表現，行政院亦須負責 
立法院不得以任何方式對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施以限制 

10 有關立法院調閱檢察機關偵查卷證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院有權調閱任何已偵查終結之案件卷證，無須附具理由 
立法院調閱偵查已終結之案件卷證，以調查檢察官有無違法不當之目的為限 
立法委員因調閱卷證而知悉之資訊，與公共利益有關者，得公開之 
為保障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對於偵查中之案件，立法院不得調閱相關卷證 

11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憲法上國家年度預算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預算案之編製權專屬行政院 
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只能加註意見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之預算案，得行刪減，但不得提議增加支出或在款項目節間移動預算 
預算案一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即為法定預算，行政機關不得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之執行 

12 下列有關大法官解釋效力之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司法院大法官就憲法所為之解釋，不問係闡明憲法之真義，解決憲法之爭議、抑或審查法律是否違憲，

立法機關未來立法時均受拘束 
人民以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律違憲，向大法官聲請解釋，經大法官宣告該法律違憲，人民即得聲請再

審，且不受再審法定不變期間之限制 
同一聲請人有數案發生同一法令牴觸憲法疑義，於解釋公布前，已先後聲請解釋並經大法官受理，雖

未合併辦理，均為解釋效力所及 
13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大法官之任期為 8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得連任一次 
大法官不受終身職之保障，故非憲法上所稱之法官 
大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不受任何干涉 
大法官以具備法官任用資格為前提 

14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監察院之敘述，何者錯誤？ 
釋字第 76 號解釋認為監察院是民主國家國會之一 
修憲後監察院已非中央民意機構 
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監察院有人事同意權與彈劾權 
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監察院有調查權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有關地方自治之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國家整體施政需要，中央可以依據法律，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事項，要求地方負擔一定之經費 
中央行政主管機關草擬需由地方負擔經費之法律時，應與地方政府協商；立法機關於修訂此類法律時，

亦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表示意見之機會 
中央不得將與地方政府職掌全然無關之外交、國防等事務之經費支出，規定由地方負擔 
憲法第 155 條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上述規定係以中央政府為規範對

象，與地方自治團體無涉 
16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本多元、平等、尊重之精神，保障原住民族教育之權利；其相關事項，另以

法律定之」此一條文，係明定於下列何項法律之中？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身分法 

17 依據現行原住民族基本法明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
事的非營利行為中，不包含下列何項？ 
獵捕野生動物 取用原始森林樹材 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 利用水資源 

18 依據現行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所稱各級主管機關，在中央層級中，不包含下列何者？ 
文化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 

19 依據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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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
者，不包含下列何者？ 
研究計畫主持人具原住民身分 
以原住民族或部落為研究內容 
研究檢體之採集、研究資料之搜集及分析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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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據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針對「部落成員」的定義，係指年滿幾歲且設籍於部落區域範

圍之原住民？ 
18  20  25  30  

21 原住民族基本法對原住民族土地的定義，下列敘述何項最為正確？ 
原住民地區的所有土地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22 依據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申請及核發作業要點，該證明書自發證之日起幾個月內有效？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23 依據現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下列何者不屬於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享有之智慧創作人格權？ 
就其智慧創作專有公開發表之創作人格權 
就其智慧創作專有表示專用權人名稱之創作人格權 
就其智慧創作專有表示專有權人異動之創作人格權 
專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智慧創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創

作人格權 
24 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部落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為下列何種身分？ 

公法人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私法人 
25 依據現行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所稱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專職辦理規定工作的區域，不包

含下列何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 
原住民族地區 
原住民族電視台 
原住民人口一千五百人以上之非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 

26 依據現行原住民族委員會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要點，下列何者不得為申請單位？ 
直轄市政府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公所 
依法設立登記之政治團體 依法設立登記之原住民團體 

27 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當政府與原住民族自治間權限發生爭議時，由下列那一個機關召開協商會
議決定之？ 
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 總統府 立法院 

28 請問原住民族委員會與下列那一個機關的層級不同？ 
科技部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29 根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之委員，應有多少比例為原
住民？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五分之三 五分之四 

30 請問下列那一個原住民族委員會中的單位不屬於「業務單位」？ 
教育文化處 經濟發展處 土地管理處 政風室 

31 根據原住民身分法之規定，下列何種情況原住民不可以申請喪失原住民之身分？ 
收養非原住民子女  與非原住民結婚 
年滿二十歲，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 為非原住民收養 

32 下列有關原住民身分取得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不取得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若無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亦可取得

原住民身分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收養關係終止

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非原住民不取得原住民身分 

33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經營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媒體事業，特設立下列何者？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媒體基金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基金會 

34 請問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中，未提到下列那一項內容？ 
原住民合作社  智慧創作 
比例進用原則  公共工程及政府採購之保障 

35 「中央政府應視需要設置行政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中心或博物館，必要時，得以既有收藏原住民族文物之
博物館辦理改制；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此一條文，係明定於下列何項法律？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補助要點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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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dam is knowledgeable about almost everything because he likes to read    . 
immediately  unfortunately  extensively  sentimentally  

37 I don’t know what has been bothering you    . If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you could just tell me. 
hardly lately early rarely 

38 There are no direct flights between Taiwan and Dublin, so I have to     in London. 
transfer  transfuse  transport  transgress  

39 Most small cuts will stop bleeding in a short time; if this one does not, you need to go to the hospital and      
by a doctor. 

have it examined   having it examined  
have it been examined   having it being examined  

40 As a leading     of human rights, the lawyer is strongly opposed to the death penalty. 
descendant  premier  onlooker  advocat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Today, many foods ar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GE). GE foods are an example of how science is trying to  41   
nature. Scientists use a special process to put new genetic information into a plant.  42 , the plant’s DNA, or 
genetic code, changes. For instance, to protect a plant from a certain virus, scientists can put a gene into the plant to 
make it more  43  to the virus. Such development seems positive. Why then has there been a worldwide negative 
reaction to GE foods? 
  The answer is simple: genetically changed plants are  44  the same as the original ones. Think of something 
like GE tomatoes. They may be larger and juicier, but they may contain DNA from plants such as nuts or even from 
animals such as fish. Opponents of GE foods say that the great  45  is for people allergic to substances such as nuts 
or fish. That tasty tomato could cause an allergic reaction—possibly even death for someone with severe allergies. Yet 
a person with allergies might never know that the tomato contained the substance. 
41 develop  improve  observe  protect  
42 By no means  In other words  More or less  On the contrary  
43 consistent indignant prominent resistant 
44 at least  no longer  no matter  at last  
45 benefit  cause  danger  resul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n old proverb says that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But if you look at real-life stories of technology, 
you’ll see that not all inventions were planned. Some of them were accidents! 
  In the 1940s, a scientist named Percy Spencer was working to develop radar systems for the U.S. military. One 
day, in his laboratory, he noticed that a chocolate bar in his pocket had gotten very soft and melted even though it 
wasn’t hot in the room. He was standing next to a machine called a magnetron. Quickly, he did an experiment, putting 
some kernels of corn next to the magnetron. In a minute, he had popcorn. And that was how the microwave oven was 
invented. 
  “Accidental inventions” have been happening for a long time. In 1839, a salesman was experimenting with a new 
product from Brazil called rubber. It could be used to make erasers, but it melted at high temperatures, and broke when 
it was cold. The inventor tried mixing it with different chemicals, but nothing worked until he accidentally dropped it 
on a hot stove. Heat made the rubber strong and flexible. Thanks to Charles Goodyear’s accident, we now have rubber 
tires for our cars, and rubber soles for our shoes. 
46 Originally, what did Percy Spencer intend to build up? 

Hot stoves.  Magnetrons.  Radar systems.  Microwave ovens.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Charles Goodyear is true? 

He lived in Brazil.   He invented rubber.  
He was a  salesperson.  He majored in chemistry.  

48 How did the author explain the idea of “accidental invention”? 
By giving a definition.   By presenting contrasts.  
By providing examples.   By describing its origins.  

49 What does the pronoun “it” in the third paragraph refer to? 
Rubber.  An eraser.  Brazil.  An invention.  

50 What can we conclude from the passage? 
Before scientists succeed, they meet with a lot of accidents.  
When people need something, they will find a way to do it.  
Inventors usually have difficulty  getting fresh inspiration. 
Not all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re made through careful pl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