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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與大法官關係之敘述，何者最正確？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亦為大法官 司法院院長為大法官，副院長則不是 
司法院院長不是大法官，副院長則為大法官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都不是大法官 

2 依據憲法規定，下列何者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最高法院 最高行政法院 法務部 司法院 

3 監察院院長如何產生？ 

監察委員互選之  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立法院選出之  各縣市議會選出之 

4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立法院擬提憲法修正案，至少須經多少立法委員之出席及決議，始得提出？ 

二分之一之出席，二分之一之決議 三分之二之出席，二分之一之決議 

四分之三之出席，三分之二之決議 四分之三之出席，四分之三之決議 

5 立法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經下列何法庭判決成立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最高法院特別庭  最高行政法院特別庭 
憲法法庭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特別庭 

6 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其中針對言論自由，依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

解釋，下列說明何者錯誤？ 
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第 11 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度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

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 
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利益之保護，法律尚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理之限制 
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利所必要，符合憲

法第 23 條規定之意旨 
刑法第 310 條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不罰，係針對言論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

罰權之範圍，故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行為人，必須自行證明其言論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 
7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下列何者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 
總統 行政院 總統府 國家安全會議 

8 下列關於宗教自由的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不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參與或不參與宗教活動

之自由 
國家不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勵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給予優待或不利益 
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包含內在信仰之自由、宗教行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 
為確保宗教團體財務的正常發展，以維人民信仰自由，國家可立法要求廟宇、教堂均應成立獨立法人組織 

9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立法院投票表決通過對於行政院院長之不信任案時，行政院院長應如何處置？ 
於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移請司法院大法官處理 
移請立法院院長處理 
提請總統召開行政院立法院兩院協議會 

10 依憲法規定，下列提出於立法院之事項，何者須經行政院院會之議決？ 
施政報告 書面答詢 中央政府總預算 施政方針 

11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列何者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行政法院法官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行政院政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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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總統之特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之刑事豁免權僅為一種暫時性之程序障礙，而非總統就其犯罪行為享有實體之免責權 
擔任總統職位之個人，原則上不得拋棄總統之刑事豁免權 
為避免影響總統職權之行使，總統基於刑事豁免權，可拒絕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 
總統依其國家機密特權，就國家機密事項於刑事訴訟程序應享有拒絕證言權 

13 立法委員提出之憲法修正案，須經下列何種程序？ 
憲法法庭審議  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行政院覆議  總統複決 

14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解散立法院之職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於立法院通過對行政院院長之不信任案後 10 日內，經諮詢立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立法院 
總統於戒嚴或緊急命令生效期間，不得解散立法院 
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總統得宣告解散立法院 
立法院解散後，應於 60 日內舉行立法委員選舉，並於選舉結果確認後 10 日內自行集會，其任期重新起算 

15 依司法院釋字 380、450、563 號解釋，下列何者並非大學學術自由保障之範圍？ 
教學、研究有關之重要事項 大學課程之訂定 
碩、博士生畢業條件  公立大學之預算 

16 下列原住民族專屬法律中，何者明文規定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成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金會，

以設置原住民族專屬頻道及經營文化傳播媒體事業，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 
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身分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例 

17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推動原住民族自治制度，特設原住民族自治制度推動諮詢小組，下列何者非屬諮詢

小組推動之任務？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諮詢  原住民族自治政策法規之諮詢 
協助原住民族各族自治推動組織 原住民族自治相關資料之蒐集 

18 臺灣原住民族地區 30 個山地鄉之中，其面積最大的是那一鄉？ 
仁愛鄉 尖石鄉 復興鄉 秀林鄉 

19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明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參與，並具體列舉事項予

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律定之。以下何者不屬於該條文所列舉之事項？ 
教育文化及交通水利  衛生醫療 
國防外交  經濟土地及社會福利事業 

20 原住民依法不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從事下列那些行為？ 
採集野生植物或菌類販賣予遊客以貼補家用 獵捕野生動物作為傳統文化、祭祀或自用 
利用水資源  採取礦物、土石修補自宅或部落利用 

21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下列何者非屬該基金之用途？ 
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原住民青年創業貸款、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原住民學生助學貸款 
原住民建購、修繕住宅貸款信用保證 
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信用保證 

22 依姓名條例規定，有關原住民姓名之登記，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回復傳統姓名者，得回復原有漢人姓名，但以二次為限 
原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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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原住民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 
原住民之姓名，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復其傳統姓名 

23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政府為辦理原住民族土地之調查及處理，應設置何種委員會？ 
土地權利審議委員會  土地諮詢委員會 
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處理委員會 土地經濟發展委員會 



 代號：2401 
頁次：4－3 
24 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政府為辦理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業務及輔導事業機構，應設何種基金？ 

原住民族儲蓄互助基金  原住民族地區建設基金 
原住民族社會發展基金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 

25 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依其在臺灣之地理分布位置，由北往南，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大同鄉→尖石鄉→信義鄉→滿州鄉 來義鄉→信義鄉→阿里山鄉→復興鄉 
卑南鄉→瑪家鄉→仁愛鄉→烏來區 泰安鄉→五峰鄉→獅子鄉→金峰鄉 

26 下列何者為「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金會」主管機關？ 
臺北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文化部 

27 下列敘述那一個不是「原住民族地區」考量的條件？ 
原住民傳統居住  具有原住民族歷史淵源 
原住民人數多寡或比例  具有原住民族文化特色 

28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行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相關事務，應設置推動委員會，由何人召集之？ 
行政院院長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行政院秘書長  內政部部長 

29 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政府與原住民族自治間權限發生爭議時，應由下列何者召開協商會議決定之？ 
司法院 立法院 總統府 行政院 

30 關於原住民族事務專責機關之設置，下列何者係最早成立？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臺北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灣省原住民行政局 

31 下列那一項法律規定，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識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並促進其發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憲法 

32 原住民保留地開發管理辦法，係依據下列那一項法律授權訂定？ 
原住民族基本法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森林法  土地法 

33 依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要點，借款人遇天然災害、經濟因素或不可抗力時，得由經辦機構轉請行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同意本金展延，最長展延為幾年？ 
 3 年  4 年  5 年  6 年 

34 下列何者，非屬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依其組織條例所設之單位？ 
企劃處 衛生福利處 教育文化處 土地權利審查委員會 

35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設下列何單位，負責諮詢、審議民族教育政策事項？ 
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  民族教育政策委員會 
民族教育諮詢委員會  民族教育資源委員會 

36 Since her husband got      , the family found it difficult to make ends meet. 
 backed up  called on  laid off  shut down 

37 After many years of hard work, he has       quite a fortune and decided to buy a villa. 
 removed  participated  cancelled  accumulated 

38 Pride goes before a fall, so try to be      , especially when you don’t know whom or what you will be dealing 
with. 
 humble  humane  humorous  humiliating 

39 His driver’s license has been suspended due to a serious       of the traffic law. 
 repetition  violation  promotion  invention 

40 The business had a rough first year, but now it is      . 
 bulky  honorary  prestigious  th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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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he government is faced with a       about whether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or to protect natural environment. 
 barrier  consensus  dilemma  fragment 

42 Anna: Do you like swimming? 
Laura: Yes, I’ve been learning it for three years. 
Anna:        
Laura: Far from it. 
 I’m sick and tired of it.   I wonder how far the swimming pool is. 
 Please show me how to swim.  I think you must be a good swimmer now. 

43 Rebecca, a person with strong self-confidence, never worries about       other people think of her. 
 who  what  which  that 

44 Waitress: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sir? 
Customer: Yes. Please give me a cup of coffee. 
Waitress: Would you like your coffee black, sir? 
Customer:        
What other colors do you have?  No, I prefer black tea. 
What is your suggestion?   No, with sugar and cream. 

 
It is not easy to stop smoking, but the moment you quit, your body begins to make repairs. If you make the choice to 

quit, you will not only feel better, but you will also improve your health. Excessive risk for heart disease will be 
minimized in just two years. Quitting will bring on different types of withdrawal symptoms. None of these symptoms is 
pleasant, but the negative feelings will fade away with time. There are three approaches to stop smoking. First, you 
choose to stop smoking all at once. Second, you decide to cut down on the number of cigarettes each day. Third, you 
postpone the first cigarette by a certain number of hours each day. Whichever method you choose, remember—no one 
has ever died as a result of stopping smoking, only as a result of continuing to smoke.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postpone”? 

 Delay  Speed up  Go on  Run off 
46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way to stop smoking? 

 Drink a lot of soft drinks.   Smoke fewer cigarettes day by day. 
 Take medicine every day.   Get enough sleep. 

 
A smile is a strong sign of a friendly and open attitude and a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t is a positive, silent sign 

sent with the hope that the other person will smile back. 
Smiling does not mean you have to   47   a false face or pretend you are happy all the time. When you see 

someone you know or would like to make contact with, smile. You are showing an open attitude to conversation. 
You might not realize a closed position is the   48   of many conversational problems. A common closed position 

is sitting with your arms and legs crossed and your hand covering your mouth or chin. This is often called the “thinking 
pose.” It gives off “stay away” signs and   49   your main “sign sender” (that is, your mouth) from being seen by others 
looking for inviting conversational signs.   50   these inviting signs, others will most likely stay away from you and 
look for someone who appears to be ready for contact. 
47  put on  put away  make up  take in 
48  solution  result  cause  effect 
49  pushes  draws  allows  prevents 
50  By Without With  F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