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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非屬審計部之執掌？ 
核定機關人員之財產 預算執行考核 公務人員財產申報 稽核各機關財物 

2 關於法官提起之釋憲聲請案，下列何者正確？ 
終審法院法官始有聲請權 各級法院法官均有聲請權 
行政法院之法官始有聲請權 最高法院之法官始有聲請權 

3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針對行政院所提覆議案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得就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等，經國家安全會議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 
覆議案不經討論，即交全院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決議予以審查 
全院委員會審查時，得由立法院邀請總統列席說明 
覆議案審查後，應於行政院送達 15 日內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 

4 立法院院長如何產生？ 
由人民直選  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立法委員互選  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5 依行政院組織法，下列何者並非獨立機關？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6 有關行政院與立法院之制衡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並備質詢之義務 
立法委員有向行政院院長質詢之權 
立法院有向行政院調取文件之權 
立法委員認為行政院院長不適任，除得提出不信任案外，亦得逕行罷免之 

7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之生效程序為何？ 
經行政院院長建議，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無須立法院追認 
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須立法院追認 
須先經行政院院長同意後，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須立法院追認 
在立法院休會期間，須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無須立法院追認 

8 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賠償義務機關，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公務員所屬機關 
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若有重大過失，賠償義務機關對其有求償權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為國家賠償義務機關 
國家賠償應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為例外 

9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關於憲法保障之選舉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據憲法本文之規定，年滿 20 歲有被選舉權 
政黨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之制度，有違人民直接選舉之精神 
政黨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門檻條款，對於小黨所造成之限制，未違反平等原則 
公職人員選舉之亮票行為，亦屬選舉自由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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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見解，下列何者並非人民訴訟權之核心範圍？ 
審級制度 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刑事被告享有防禦權 及時之訴訟救濟 

11 關於財產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財產權之保障屬於制度性保障 
財產權負有社會義務 
土地徵收得因國家財政困難而減少補償 
對財產權之一般限制，立法者有較大立法裁量空間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何者不屬於學術自由保障之事項？ 
大學教授針對基因改造食品對於環境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 
教師以翻轉教育的理念設計教材而由學生主導教學的內容 
大學生依個人興趣及時間選擇欲修習之課程及授課的教師 
通識課程的教師於課堂上為特定政黨宣傳 

13 有關秘密通訊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 
通訊監察侵害秘密通訊自由之程度強烈、範圍廣泛，故由獨立、客觀之審判機關事前審查，乃為保護

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必要方法 
通訊之有無與方式並無秘密性可言，故不在保障範圍之內 
國家如欲限制人民秘密通訊之自由，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

範圍，所踐行之程序更應合理、正當 
14 依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附著於土地之天然礦藏屬於下列何者所有？ 

國家所有  土地所有權人所有 
國家與土地所有權人共有 地方自治團體所有 

15 若臺北市對於地方自治衛生管理事項應作為而不作為，致嚴重危害地方政務正常運作，其適於代行處理

者，應由何機關代行？ 
行政院 內政部 衛生福利部 其他直轄市 

16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之保護係採下列何種模式？ 
報備生效主義 登記要件主義 創作保護主義 註冊保護主義 

17 下列何者並非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的保護內容？ 
宗教祭儀 考古遺址 民俗技藝 編織圖案 

18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申請之代表人，其執行職務所應負之注意義務為何？ 
無注意義務  一般人之注意義務 
與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義務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19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之收入應設置共同基金管理，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之原住民族或部落如欲

使用，其得應用之範圍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傳統文化保存與推廣 辦理就學獎助學金 地方建設設施維護 培育文化藝術工作者 

20 今有一研究者 A 欲採集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之賽德克族原住民為數 1,000 例之血液檢體，進行有關痛風基

因之研究，請問該名研究者應向下列何者進行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 
原住民族委員會 仁愛鄉諮詢會 仁愛鄉代表會 仁愛鄉公所 

21 「原住民族教育法」是國內推動原住民族與多元文化教育之重要法制基礎，該法揭示「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應保障原住民學生入學及就學機會，必要時，得採額外保障辦理」，此種作法反映下列何種理念？ 
人文關懷 平等主義 積極賦權行動 差別待遇 

22 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有關「政府採購得標廠商應進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案」作成之解釋文，下列說明

何者錯誤？ 
與憲法平等原則無違  無損憲法保障人民營業自由之意旨 
牴觸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系爭規定係為維護重要之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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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已於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施行，下列有關該法案之說明，

何者錯誤？ 
受益者補償、受限者付費 守護原住民傳統智慧 
促進原住民族經濟事業之發展 減輕天然災害 

24 甲為排灣族原住民，今年 60 歲；乙為非原住民，今年 55 歲。二人因膝下無子，欲收養 7 歲之非原住民

丙，受理申請之戶政事務所人員，該如何處理？ 
逕予登記丙取得原住民身分 不受理 
報請原住民族委員會認定 報請行政院核定 

25 有關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之消極資格，下列何者錯誤？ 
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非本國籍者 
大學教授  無線及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負責人 

26 有關原住民保留地之移轉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買賣，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 
原住民保留地之贈與，受贈人以原住民為限 
原住民保留地之信託，受託人不限具原住民身分者 
原住民保留地之繼承登記，以原住民為限 

27 按「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部落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其「法人」屬性為何？ 
私法人 公法人 行政法人 社團法人 

28 「原住民族日」係指每年的那一天？ 
 8 月 1 日  8 月 9 日  12 月 10 日  12 月 31 日 

29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已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於民國 105 年 1 月 4 日，依「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發布，其規定「部落設部落會議」，下列何項非屬部落會議職權？ 
選任部落會議主席與幹部 訂定、修正部落章程 
議決同意事項  聽取地方民意代表工作報告 

30 我國將「原住民族日」定為國家紀念日，係為紀念下列何事？ 
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布施行 
憲法增修條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 
行政院設立中央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聯合國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31 按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或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其

課程時數要求為何？ 
 16 小時  18 小時  24 小時  36 小時 

32 國土規劃如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者，其規劃基本原則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尊重及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尊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 

33 按「國土計畫法」之規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應擬訂復育計畫，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部落得

參與的事項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  計畫之擬定 
計畫之執行  計畫之管理 

34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規定得作為「智慧創作權人」者，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部落 原住民族 全部原住民族 社區發展協會 

35 「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原住民重點學校得合併設立學校或實施合併教學的程序為何？ 
地方政府報請地方議會同意 經地方性公民投票決定 
經設籍於該學區內年滿 20 歲居民之多數同意 學區內各部落之部落會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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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he was confident she would do well as a worker because she had always been       and competent. 
 industrious  outrageous  ubiquitous  homogeneous 

37 The technology titans behind the top two smart phone platforms in the world called a       and agreed to work 
together in some areas of patent reform. 
 truce  track  trace  trap 

38 The research laboratory receives       from the government; without the support few significant findings will 
turn out. 
 subsidies  substances  subindices  substitutes 

39 Young people's disappoint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mainly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their hard work cannot 
guarantee      . 
 an aging condition  a decent income  a lengthy process  a life sentence 

40 When our body detects stress, it       two kinds of hormones to react.  
 speaks out  acts out  lets out  cries out 

41 A helicopter       above the gorge trying to rescue the fallen mountain climbers. 
 hovered  hacked  hugged  hauled 

42 The loss of large parts of the rain forest has reduced the       of many native Amazon species. 
 habits  habitats  hobbies  hue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3 題至第 47 題 
Most people value efficiency because it allows us to get more of what we want from the means at our disposal. 

The free market often   43   efficiency. Producers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to provide goods and services of 
greater quality at lower prices. A lower price typically represents a smaller   44   not only on our individual 
financial resources, but also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planet. For example, telephone communication with fiber optics is 
cheaper than with copper wire, and it is cheaper at least in part because   45   takes up less space and uses more 
readily available materials. The lower price corresponds to reduced environmental impact. Free market competition 
within the profit-oriented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46   efficiencies that benefit both customers and 
ecosystems. Long distance rates keep coming down. 

However, this logic does not work with public goods, such as clean air and water. These are goods that no one 
owns individually, so no one has a financial   47   to use them efficiently. They tend to be wasted unless society 
imposes regulations, such as required pollution permits, which make degradation costly. 
43  deters  fosters  contributes  forecloses 
44  drain  drive  draft  design 
45  copper wire  fiber optics  the dial  the handset 
46  results in  results into  takes in  touches on 
47  product  statement  valuables  incentiv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8 題至第 50 題 
Dyslexia, also referred to as “specific reading disability,”predominantly affects a person’s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Dyslexics have difficulty connecting   48   symbols (i.e., letters)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sounds. Many 
people who suffer from dyslexia also have trouble with enunciation, organization, and short-term memory. 
Dyslexia is the most common learning disability in children. It is not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ability, vision, or 
access   49   education. Approximately 5-10 percent of school-age children in North America suffer from the 
condition, with each case   50   in severity. Children are generally diagnosed with dyslexia duri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years when they are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spell. 
48  viable  virtual  visual  vital 
49  to  by  of  in 
50  varied  vary  varying  vari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