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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澎湖天后宮為國定古蹟，依憲法關於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中央制定全國性法律並執行相關維護事項
由中央制定全國性法律並執行之，或交由澎湖縣政府執行相關維護事項
由澎湖縣制定地方自治條例，並執行相關維護事項
由澎湖縣制定地方自治條例，交由中央執行相關維護事項

2 現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 條規定，大法官解釋案件應參考制憲、修憲及立法資料。此種解釋方
法稱為：
體系解釋 客觀解釋 文義解釋 歷史解釋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解釋，下列何者不得於處理案件時，逕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高等法院法官 地方法院法官 檢察官

4 依司法院釋字第 655 號解釋，記帳士屬於下列何種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
軍職人員 公務人員 技術人員 專門職業人員

5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有關立法院對條約案審議之敘述，何者錯誤？
條約之名稱，亦得使用公約、協定或其他名稱
條約若係經法律授權而簽訂者，無須再送立法院審議
條約之內容若係重複法律之規定者，仍須送立法院審議
條約之內容不得違反我國憲法之規定

6 下列何者是憲法增修條文賦予立法院之新增職權？
聽取總統之國情報告 對行政院院長行使同意權
對審計長行使同意權 決議變更行政院重要政策

7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總統之彈劾，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彈劾案由立法院提出 彈劾案之提出須經公民複決
彈劾成立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總統之彈劾由憲法法庭判決

8 依司法院釋字第 649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非視覺功能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之規定，並未大幅改善視障者之經社地位，其目的與手段間，難謂具

備實質關聯性
職業選擇自由，如屬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係指從事特定職業之個人本身所應具備之專業能力或資格
禁止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係屬對非視障者選擇職業自由主觀條件之限制
國家保障視障者工作權，係屬重要公共利益，應為合憲之目的

9 有關我國憲法基本權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所有基本權利均由憲法明文規定 基本權利可拘束所有國家機關
基本權利可作適度的限制 法人可作為特定基本權利之主體

10 下列何者尚未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宣示屬於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基本權？
程序基本權 資訊隱私權 多元文化權 一般行為自由

11 憲法上保障之生存權應包括對生命之尊重與生活之延續，下列何者與生存權無關？
死刑存廢 安樂死合法化 墮胎合法化 通姦除罪化

12 人民組織政黨無涉下列何種基本權利之保障？
集會自由 表現自由 結社自由 參政權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不屬於表現自由之範疇？
言論自由 宗教自由 集會自由 著作自由

14 有關憲法基本國策章中國防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現役軍人得兼任文官 國防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
任何黨派不得以軍隊為政爭工具 軍隊應超出地域之外，效忠國家

15 下列有關憲法前言之敘述，何者錯誤？
為國民大會依其自由意志制定 為依據孫中山先生遺教所制定
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而制定 為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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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原住民族語言保存與發展之促進，保障其語言之使用及傳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人口 1500 人以上之非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應置專職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電視及廣播機構，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課程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得低

於該機構總時數之 50%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25 條規定，本法施行 5 年後，原住民參與公費留學考試，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並免徵規費

17 關於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創立基金為新臺幣一億元，由主管機關標列預算捐助
基金會設董事會，置董事 11 人至 15 人
董事、監察人人選之遴聘，由立法院推舉 11 至 13 名原住民族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董事、監察人審

查委員會
董事、監察人中屬同一政黨之人數各不得逾董事、監察人總額四分之一

18 關於原住民之身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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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年滿 20 歲，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者，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並不得再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者，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其申請後所生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原住民身分不隨

之喪失
19 關於原住民之比例進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包括澎湖，其僱用特定人員之總額，每滿 100 人應有原住民 1 人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其僱用特定人員之總額，應有 1/4 以上為原住民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其進用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進用原住

民人數應不得低於現有員額之百分之 2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其進用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於原住民

族工作權保障法施行後 5 年內完成比例進用
20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關於原住民就業之促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政府應依原住民群體工作習性，輔導原住民設立各種性質之原住民合作社。此所稱原住民合作社，指原
住民社員超過該合作社社員 70%以上者

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營者，自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行之日起 5 年內應免繳所得稅及營業稅
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 100 人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不得低於總人數 1%之原

住民，未達標準者，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怠金
民間機構僱用原住民 50 人以上者，得置社會工作人員，提供職場諮商及生活輔導

21 關於原住民族部落同意或參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

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所稱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指過半數關係部落召開部落會議議決通過
部落會議置部落會議主席 1 人，以部落成員為限，由部落會議選任之，負責召集並主持部落會議，任期

2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部落設部落會議，以議決同意事項。第一次部落會議由部落成員依傳統領袖、各家（氏）族代表、居民

之順序，擔任發起人
22 關於原住民族民族教育教師之培育及資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得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提供於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
學校實際從事族語教學工作滿 6 學期且現職之族語老師進修機會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且具有大學畢業學歷、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但最近 5 年內於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任族語教師滿 6 學期以上，表
現優良、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

取得教師證書，並經公開甄選獲聘為高級中等以下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
者，應於該等學校任教民族教育課程至少 6 年，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非該等學校服務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民族教育教師培育及資格之取得，不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23 輔導及獎勵原住民團體經營原住民族地區溫泉，所稱原住民團體，係指經政府立案，其負責人為原住民，

且原住民社員、會員、理監事、董監事之人數及持股比例，必須各達多少以上之法人、機構或其他團體？
百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24 關於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之保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智慧創作，包括原住民族傳統之宗教祭儀、民俗技藝
智慧創作之申請人，包括原住民族、部落或原住民個人
智慧創作專用權，指智慧創作財產權及智慧創作人格權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如消失者，其專用權之保護，視同存續，歸屬於全部原住民族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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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申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須經勘查確認竹、木覆蓋率達幾成以上，且無濫墾、濫伐之情事，方得實施補償？

五成 六成 七成 八成
26 關於原住民族技藝研習、培訓之規劃及輔導，係屬原住民族委員會何處掌理？

綜合規劃處 教育文化處 社會福利處 經濟發展處
27 關於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之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設副主任委員三人，其中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另一人職務則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副主任委員中，二人應由原住民擔任
置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九人，其中原住民族各族代表應至少一人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其聘期隨主任

委員異動而更易
簡任、薦任、委任各官等人員具原住民身分者，均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

28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事務，應設置推動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召集之。推動委員會多
少之委員席次，由原住民族各族按人口比例分配之？
 1/3  1/2  2/3  3/4

29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之原住民族代表推舉，其中平埔族代表應為幾人？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30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處理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特訂定原住民族委員會處務規程。下列何項非為明訂之全體
委員之共同權責？
主持或參與族群相關之會議、調查、研究及協調，並參加族群歲時祭儀、民俗文化及傳統技藝展演慶典

或活動
出席原住民族委員會議
對原住民族委員會業務改進意見之提議
對委員會議提出原住民族委員會相關議案

31 依據姓名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其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

統姓名；回復傳統姓名者，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但均以一次為限
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臺灣原住民或其他少數民族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得申請改姓
姓名條例規範最多僅能改名 2 次，但臺灣原住民或少數民族可提出文化特殊性證明，不在此限

32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係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訂定。依據此辦法，下列
那一個用詞定義正確？
關係部落指因同意事項致其原住民族土地或自然資源權利受影響之部落
部落成員係指年滿十八歲且設籍於部落區域範圍之原住民
原住民家戶代表係指年滿十八歲且具原住民身分之原住民家戶戶長，或由戶長指派年滿十八歲且具原住

民身分之家屬一人
原住民家戶係指設籍於部落區域範圍，有原住民兩人以上之家戶

33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人權工作小組設置要點，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推動人權保障政策，落實由該會主管之原
住民族人權保障業務，促進民間參與監督及實踐過程透明化，特設置人權工作小組。下列有關本設置要點
之規定，何者正確？
人權工作小組任務包含總統府人權保障推動小組之聯繫窗口、原住民人權保障司法案件及其他各類議題

之蒐集與擬議、原住民族人權保障業務之協調及督導、原住民族人權保障宣導之整合及分工、原住民族
種族歧視及族群爭議案件之協調及處理、以及其他原住民族人權保障相關事項

人權工作小組置委員十一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或指派其高階
人員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副主任委員兼任；一人為執行秘書，由綜合規劃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
由主任委員就本會各單位主管、社會公正人士及專家學者派（聘）任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外聘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人權工作小組每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及主持會議
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副召集人不能召集及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小組委員任期為兩年，委員任期屆滿得續派（聘）任之，任期內出缺時，繼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34 依據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原轉會）設置要點，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本會委員聘期二年；委員出缺時，應依要點之規定遴聘繼任者，其聘期至原聘期屆滿為止
原轉會下設土地小組、歷史小組、和解小組等主題小組，負責相關事項研議，提請委員會議討論。原轉

會亦得視實際工作進行之需要，另設其他臨時性之小組
原轉會以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不克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主持
原轉會得聘顧問，由召集人提名，經委員會議超過三分之二委員通過後，召集人得依通過名單聘請學者

專家擔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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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推展臺灣原住民族國際參與，以促進當代原住民族議題的學習與掌握，積極貢獻與分享
發展經驗，提昇臺灣原住民族國際能見度及擴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特訂定促進原住民族國際交流補捐助
實施要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人應於活動開始之日十四日前，檢附本要點規定之相關文件（連同電子檔）向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

申請
本要點之補（捐）助係以參與原住民族人權、土地權、自治權、教育文化權、智慧財產權、社會權等權

利面向之國際會議、研討會、論壇、工作坊之活動為限
本要點之補（捐）助係以參與各原住民族面向之權利、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社會福利與發展、健康促進

與發展、生物多樣性、聯合國及其相關原住民族國際活動、前往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簽署原住民族事務合
作瞭解備忘錄之國家進行交流事項、原住民族產業、經貿及科技等國際活動、非政府組織間之交流活動
或其他符合原住民族委員會要點宗旨、配合政策推動方向並經認可之國際會議、研討會、論壇、工作坊
或其他經原住民族委員會認可之方式進行活動

本要點之補（捐）助不限於具有法定原住民族身分個人
36 The magazine has recently a list of the World’s 100 Greatest Places for tourists.

 released  radiated  rebelled  regretted
37 The in the polluted water may infect people with weakened immune systems.

 germs  genius  genres  gangs
38 Since the world is becoming a globalized village, many diseases and viruses are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at

an speed.
 inflexible  indecisive  inaccessible  incredible

39 Ever since he came back from the war, Tom had been a hopeless in the village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because he continuously attacked anyone that tried to approach him.
 hypocrite  activist  idealist  outcast

40 Vitamin D is by the body after exposure to sunshine.
 absorbed  depleted  extracted  swallowed

41 Indeed, our April CNN revealed that the female candidate’s backers are far more likely to have a college
degree.
 poll  pool  pole  pore

42 Failure itself is an fact of life. We all have stumbled at some time or another, but that doesn’t make us
failures.
 obsessive  excessive  inevitable  ultimate

43 Volunteer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ives of volunteers, assisting them in gaining new skills and self-esteem.
 boosting  diminishing  exploiting  liberating

44 The ability to ideas to actions is the secret of success.
 converse  convert  conserve  confuse

45 Serve the grilled fish with some pepper and wedges of lemon to at the table.
 spin  spill  splash  squeeze

46 Many countries have taken measures to their banking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service.
 download  hack  meddle  upgrade

47 Kidneys are important organs for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urine and waste matter from your blood.
 removing  renewing  reviewing  revising

請依下文回答第 48 題至第 50 題：
Mary Rodas’s parents came to New York from El Salvador when she was four years old. Their neighbor, Donald Spector,
owned a toy company. One day Donald gave Mary a new toy, and she said, “This is fun!” A few weeks later Donald gave
her another toy, but she said, “I don’t like this toy. It doesn’t work.” Donald liked her honesty, and they became friends.
For years Donald gave Mary new toys, and she gave him very good ideas about the toys.
When Mary was thirteen years old, Donald showed her a new ball with a balloon inside it. Mary told him to fill the
balloon with water, paint the ball crazy colors, and put beans in it to make it noisy. The company sold thousands of the balls.
That Christmas Donald gave Mary an incredible gift. He made her a vice president of his toy company. Her job was to
see if the new toys were fun, and she made $200,000 a year. In high school, she took a limousine from her school to her
office in New York City. She worked for three or four hours a day at her job.
Today Mary works at a college. She helps students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ir careers.
48 What Christmas gift did Donald give Mary when she was thirteen years old?

 A new toy with beans inside it.  A new ball with a balloon inside it.
 A job as the president of a new company.  A job as a vice president of his company.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kind of child was Mary when she was little?
 Crazy.  Proud.  Dishonest.  Straightforward.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Mary was born in New York.
Mary’s ideas about the ball were a hit!
Mary didn’t go to high school after she got a job.
Mary made decisions for her students about their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