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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現行監察院之職權？ 
向行政院及其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令及各種有關文件 
監察院經各該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向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提出糾正案 
對於失職及違法之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 
彈劾總統、副總統 

2 關於考試院職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之訓練專屬於考試院之職權 考試委員應超出黨派，行使職權 
考試院會議為合議制，並以院長為主席 考試委員須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其職權 

3 關於司法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權之行使，應受憲法及法律之拘束 
公務員懲戒不屬於司法權之作用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應不得僅具 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 
司法權之獨立性，受憲法明文保障 

4 下列有關行政院會議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須先經行政院會議議決才能送交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會議原則上以行政院院長為主席 
行政院會議之成員，包括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政務委員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 
緊急命令須經行政院會議議決，總統始得發布之 

5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覆議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得提出覆議案者，限於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 
有關法律案之覆議，由總統向立法院提出 
立法院對覆議案，在會期中若逾 15 日未作成決議，原決議失效 
立法院若決定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院長應接受該決議而無須辭職 

6 依據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履行下列何種職權，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任命行政院院長  任命監察委員  
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公布法律 

7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憲政體制中行政院院長不信任案與解散立法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不信任案應先經全院委員會通過後，再提至立法院院會，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

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1 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8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上行政權之範圍？ 
政策擬定 公務員懲戒 預算案提出 財經重大變故之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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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何者非屬總統之特權或職權？ 
提出憲法修正案  解散立法院 
國家機密特權  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大政方針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得解散立法院，其程序或條件，下列何者不屬之？ 
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法院 須經諮詢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須先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 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11 有關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關於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及政黨門檻

的規定，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規定具有憲法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 
選舉方法不得有礙民主共和國及國民主權原則之實現，亦不得變動選舉權、平等權之核心內涵 
百分之五之政黨門檻規定部分，可能使政黨所得選票與獲得分配席次之百分比有一定差距，而有選票

不等值之現象，違反選舉平等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兼顧選區代表性與政黨多元性，此一混合設計及其席次分配，違反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 
12 依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律之規定，關於創制、複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創制與複決之實施，係為避免立法機關怠於立法或立法獨裁，以彌補代議政治之缺失 
複決包括人民對於憲法修正案或法律，以投票決定是否通過之權利 
創制包括人民得依法律規定之程序提出法案，促使立法機關修改法律之權利 
複決包括立法原則之複決 

13 若國家安全法規定人民入出國境均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將構成對人民何種基本權利之限制？ 
言論自由 資訊自由 遷徙自由 職業自由 

14 有關人民結社組織人民團體之權利，依法律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照人民團體法，組織政黨無須事前許可，如其目的危害民主憲政秩序，主管機關得命其解散 
依照人民團體法，組織政黨以外人民團體須經事前許可，如成立後其行為危害民主憲政秩序，主管機

關得廢止其許可 
人民團體之命名權與更名權，不屬於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保障之範圍，但受憲法第 22 條人格權之保障 
依照人民團體法，主管機關對人民團體限期整理並停止理事、監事之職權，如該等人員為無給職，即

不涉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保障問題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見解，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上制度性保障？ 

工作權 訴訟權 學術自由 婚姻與家庭 
16 關於我國選舉、罷免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央選舉委員會隸屬行政院，置委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派充之，並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 
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 
選舉人年滿 23 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但直轄市長、縣（市）長候選

人須年滿 30 歲；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候選人須年滿 26 歲 
現役軍人、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或公務人員，不得為罷免案提議人 

17 有關人身自由限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身自由之限制一律有法官保留原則之適用 
外國人受驅逐前由內政部移民署為暫時收容，若未超過 15 日者，無法官保留之適用 
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置，須以法律規定 
強制進入勞動教育場所，亦屬對人身自由之限制 

18 下列何者不是憲法基本國策與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實施或推行之制度？ 
公醫制度 全民健康保險 勞資糾紛仲裁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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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於職業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營利性質之職業，亦受職業自由保障 
私立學校之董事，不受職業自由保障 
法律必須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限制人民之執行職業自由 
法律不得規定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客觀條件 

20 關於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資訊隱私權屬於憲法第 7 條至第 21 條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 
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對於其個人資料之揭露有決定之權利 
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對於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之權利 
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對於其個人資料之錯誤記載有更正權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係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權利？ 
新聞自由 學術自由 婚姻自由 人身自由 

22 有關憲法本文前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有法的拘束力  前言可作為釋憲的依據 
明示制憲目的  非憲法一部分，僅具政治意涵 

23 早年政府將患有漢生病（俗稱麻瘋病）之病患，依職權強制隔離於特定院區居住，不得擅自離開，此種

作法，侵害病患何種基本權？ 
生命權 名譽權 人身自由 通訊自由 

24 承上題，對於政府依職權強制隔離病患相關作法之違憲審查，不涉及下列何種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25 關於原住民族之保障，下列何者非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要求國家應採取之措施？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積極發展維護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保障、扶助原住民族經濟土地，並促進其發展 
以優惠性差別待遇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受教育權 

26 Boston is not a large city, with a       of around half a million. 
 business  character  population  relation 

27 Helen works in a large company. It       more than 1,500 people. 
 discounts  employs  imports  mentions 

28 One of the girls       and enslaved more than two years ago has been found and returned to her family. 
 abducted  murdered  promoted  ransomed 

29 At least 77 people were killed when four bombs       in Baghdad, the capital of Iraq. 
 bargained  exploded  loaned  triumphed 

30 Australian police have charged five men suspected of planning to travel by a small boat to Syria to join Islamic 
State,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at  on  in  via 

31 Two Chinese fighter aircraft carried out an “unsafe”       of a United States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combat  expedition  intercept  mission 

32 Police use pepper spray to       anti-Donald Trump protesters in New Mexico. 
 console  disperse  locate  smuggle 

33 Police in Colombia seized eight tons of cocaine from a gang in a series of       across the country in recent 
days. 
 authorities  capacities  disasters  operations 



代號：2603
頁次：4－4 

34 Three fishing vessels have been detained by the R.O.C. Coast Guard as they were suspected of       in our 
territorial waters and conducting illegal fishing. 
 transferring  transforming  treading  trespassing 

35 In this rescue effort, Coast Guard boats and helicopters have been       to locate the ship in distress. 
Coordinates are crucial to conduct search and rescue effectively.  
 developed   dismissed   dispatched   distinguished  

36 A foreign-flagged ship is in distress and requires assistance after       with an unknown freighter near the 
Pescadores. The stern of the ship is seriously damaged.  
 colliding  contesting   contracting  coping  

37 One of the duties that the R.O.C. Coast Guard has to carry out in R.O.C.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is to 
stop illegal activities of       waste in E.E.Z.  
 collecting  containing   discharging   probing 

38 Working in a place where nature can be at its worst, rescue boat drivers of Coast Guard have to       the most 
violent of seas. 
 benefit from   deal with   refrain from   rely on  

39 I am unable to maneuver as required by the COLREGs. Fishing gear has       my propellers. 
 abandoned   bestowed   coordinated   foul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0 題至第 41 題： 
Last month, a vessel was stopped by the R.O.C. Coast Guard over the Taiwan Strait due to the reliable information that 
there was   40   on it. After boarding and a thorough   41  , a large number of gun spare parts, rifles and bullets 
were found accordingly. 
40  contamination  contraband   promotion   radiation  
41  expectation  injection  inspection  solution  

請依下文回答第 42 題至第 45 題： 
The Coast Guard patrol ship received a report from fishermen that a cargo ship off north coast had broken apart during 
the early morning on Friday,   42   large amounts of heavy oil into the sea. Oil sorbents and   43   need to be 
placed to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the spill. The ship not only contains tons of heavy oil, but also   44   materials, 
which are highly dangerous substances. Experts are worried that a lot of seafood will be   45   as a consequence. 
42  appearing  preserving   preventing   releasing  
43  booms  booths  boots  brooms 
44  tacit   tangible   topical  toxic  
45  concentrated   contaminated  detected   expand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aiwan Coast Guard raided a local fishing boat at a harbor in Hsinchu and   46   a shipment of frozen goose. The 
shipment was   47   at a market value of NT$180,000 as the price of goose has soared to around NT$1,350 each in 
Taiwan since an outbreak of bird flu earlier in the year that   48  massive culling on poultry farms. The three 
crewmen on the fishing boat and the Taiwanese captain, surnamed Chen, have been turned   49   to the Hsinchu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on charges related to violations of the Statut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Animal Disease. The shipment of frozen goose originated from an area that was infected by a strain of   50   flu, 
which means that it would have put Taiwan at risk. The shipment of goose has been confiscated by Customs and will 
be destroyed later. 
46  allocated   neglected   permitted  seized  
47  depreciated   estimated  mediated   stuck  
48  consisted of   depended on   led to  resulted in  
49  off   on  out   over  
50  avian  harmless   non-existent   s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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