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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民主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憲政體制係採直接民主制

我國之主權屬於全體國民

人民行使國家主權的方式，多係透過投票的方式為之

原則上以多數決定之

2 憲法及增修條文關於「軍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 現役軍人應受軍事審判

國家應對軍人退役後之就學、就業予以保障 全國陸海空軍應超出黨派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756 號解釋意旨，關於憲法秘密通訊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刑人在監禁期間，人身自由遭受限制，惟其秘密通訊自由等基本權利，仍受憲法之保障

監獄長官閱讀受刑人發受書信，涉及對秘密通訊自由核心內涵之干預

監獄長官為確認有無夾帶違禁品而檢查受刑人書信，並不當然影響通訊內容之秘密性

監獄長官令受刑人刪除書信部分內容後再發出，如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即為憲

法所許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若法律規定國家對宗教之監督僅適用於佛、道教，未對其他宗教為相同之限制，

該法律規定是否合憲？

違憲，因為宗教自由乃是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基本權

違憲，因為宗教自由之限制乃是內政部之行政保留事項

違憲，因為違反宗教中立原則與宗教平等原則

合憲，因為國家對宗教自由得以法律為必要之限制

5 關於憲法平等權，下列何者尚非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曾闡述之內涵？

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而無正當理由

所採取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具一定關聯性

是否以促進社會多元化為規範目的

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

6 下列何者不屬於訴訟權之保障範圍？

裁判應妥速進行，不得耗時過久 訴訟費用不得過高，超出人民可得負擔之程度

所有訴訟程序，均應採取三級三審制 人民提起之行政訴訟，應得請求暫時權利保護

7 有關憲法未明文列舉之權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受保障 修憲後方得保障

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受憲法保障 不妨害國家主權者，受憲法保障

8 依憲法規定及大法官解釋，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與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未明文列舉規定之自由權利的保障與限制，其依據為第 22 條及第 23 條

基於人性尊嚴之理念，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應受憲法保障

凡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均僅得對國家主張

憲法有明文列舉規定的基本權利之限制依據為憲法第 23 條

9 依憲法或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並非總統之職權？

全國陸海空軍之統帥權 緊急命令發布權

院際爭議調解權 議決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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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行政院之財政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 3 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提出於立法院

行政院於會計年度結束後 4 個月內，應提出決算於監察院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減支出之提議

行政院對於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不得刪減，但得加註意見

11 關於立法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惟地方議會更具有在地性，因此中央法律不得與自治規章有所牴觸

基於民主正當性，立法院得於每年集會前，要求總統進行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的立法委員就職前，為求議事不中斷，會期應續行之

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亦不得兼任公營事業機構之職務

12 下列何者並非考試院所屬機關？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國家人權委員會

考選部 銓敘部

13 我國現行大法官釋憲制度不屬於下列那一類型？

集中審查型 分散審查型 事後審查型 抽象審查型

14 有關司法權行使界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基於裁量權限所為之統治行為，非司法權應作合憲性審查之事項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的專業判斷事項，其合法性之判斷不受司法審查

人民基於志願組成之自治性團體，其本身設置之紀律規範，司法權不宜介入

議會對其內部的議事活動與秩序維持，享有自治空間，司法權原則上應儘量尊重

15 依憲法及地方制度法規定，有關地方自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團體具備公法人地位 省為非地方自治團體

內政部監督直轄市 鄉鎮市已非地方自治團體

16 民間機構僱用原住民多少人以上，得由政府補助經費，置社會工作人員，提供職場諮商及生活輔導？

 10 人  20 人  25 人  50 人

17 公有土地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實施地區，下列何者不屬之？

南投縣仁愛鄉 新北市烏來區 屏東縣內埔鄉 花蓮縣玉里鎮

18 原住民基於其傳統文化獵捕野生動物之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狩獵範圍應於原住民族地區，且非法律限制區域

原住民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應負刑事責任

原住民未經許可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應裁處行政罰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狩獵得包含自用之需求

19 下列有關原住民身分喪失之法定情形，何者敘述正確？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 非婚生子女經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者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者 非原住民之原住民養父母死亡者

20 雅美族原住民依其傳統文化申請回復傳統名字者，受有多少申請次數之限制？

 1 次  2 次  3 次 無次數限制

21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小組之組成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劃設小組係由部落自主組成

劃設人員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

劃設小組由鄉（鎮、市、區）公所協助部落組成

原住民族委員會得委託機關團體協助辦理劃設作業

22 依現行法之規定，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劃設成果，應提請何一組織討論與議決？

部落會議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議會 鄉（鎮、市）民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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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位於花蓮縣吉安鄉的全牛料理餐廳，經營者甲為阿美族馬太鞍部落族人，明知「馬蘭阿美飲酒歡樂歌」
（專用權人為大馬蘭地區部落）、「阿美族馬太鞍部落男性傳統服飾：五片流蘇裙」（專用權人為阿美族
馬太鞍部落）係具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之權利標的，為招攬生意，在其餐廳使用前述已取得智慧創作
專用權之權利內容，請問下列那項利用行為，構成智慧創作專用權之侵害？
甲穿著「五片流蘇裙」提供服務
甲使用「五片流蘇裙」之圖案設計 T 恤販售
甲於營業時間公開演唱「馬蘭阿美飲酒歡樂歌」
甲於營業時間聘請大馬蘭地區部落族人演唱「馬蘭阿美飲酒歡樂歌」

24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應鼓勵原住民學生達多少人數之公立大專校院，
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20 人  30 人  50 人  100 人

25 下列有關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之辦理機關，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主辦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協辦機關
直轄市或縣政府為協辦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為執行機關

26 有關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由政府設立，辦理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業務、輔導事業機構、住宅之興辦、租
售、建購及修繕業務
基金之法定來源包括原住民族地區溫泉取用費提撥款
基金之法定用途包括原住民族就學基金支出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管理會召集人，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7 依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經認定為智慧創作者，依法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之敘述，何者
錯誤？
智慧創作經認定屬於申請人者，應准予登記，並自登記之日起，由申請人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
智慧創作經認定屬於申請人及其他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者，自登記之日起，由申請人及其他特定原
住民族或部落共同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
智慧創作不能認定屬於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者，應登記為公共所有，並自登記之日起，由全民取得
智慧創作專用權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之名稱有變更者，應申請變更登記

28 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處理原住民勞資爭議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住民勞資爭議，應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辦理
勞資權利事項與調整事項之爭議，勞方當事人有二分之一以上為原住民時，關於調解委員或仲裁委
員有特別規定
原住民在工作職場發生就業歧視或勞資糾紛，各級主管機關應予以法律諮詢、提供律師及全額訴訟
費之扶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0 條規定推薦核備之仲裁委員名單中，應至少 1 人
至 3 人為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29 關於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教育主管機關為發展原住民族教育，得指定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由學校提出申請，辦理
部分班級實驗教育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辦理原民實驗教育，其課程應依國民小學課程綱要規劃之
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實驗前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但學生已成年者，免經法定
代理人同意
學校得依經核准之實驗計畫需要，以契約進用教學及工作人員

30 關於原住民幼兒教保服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幼兒申請就讀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時，有優先權
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其招收具原住民身分之幼兒及二親等內任一直系血親具原住民身分之幼
兒，合計應達招收幼兒總人數百分之八十以上
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依法有必要且經報直轄市、縣（市）教育及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同核准者，
其專任之幼兒園教師、教保員或助理教保員，以經原住民族族語認證且具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學歷者
替代之
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專任之幼兒園教師、教保員或助理教保員，得以經原住民族族語認證且具高
級中等學校以上學歷者，全數替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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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依據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父母均為原住民，且屬於相同民族別者，其子女之民族別從之

父母均為原住民，且屬於不同民族別者，其子女從父之民族別

父母僅一方為原住民，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民族別

因收養而取得原住民身分之養子女，養父母屬於不同民族別者，其養子女從養父或養母之民族別

32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和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

保育及學術研究時，適用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和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

部落會議職權包括訂定部落章程

部落章程、部落會議所為決議及部落幹部所為決定之內容違反法令者，無效

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以部落全體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原住民家戶代表超過三分之

二贊成，為通過

33 依據地方制度法，有關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屬地方自治團體 區民代表會為其立法機關

自治事項包括該區國民教育學校之設立 自治事項包括該區之公用及公營事業

34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院立法委員應選出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 3 人

國家應對原住民族其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

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

35 關於保障原住民族司法權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政府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司法權益，得設置原住民族法院或法庭

現行原住民專業法庭審理案件範圍，為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

目前原告或被告為原住民之刑事案件，不論何種犯罪類型，均由原住民族專業法庭（股）審理

花蓮地方法院設有原住民族專業法庭（股）

36 Fleeing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to avoid undergoing massive persecution, a large number of has

flooded to the British coast to apply for refugee status.

 sex traffickers  drug smugglers  asylum seekers  aircraft hijackers

請依下文回答第 37 題至第 41 題：

Three of the nation’s most influential woman activists are launching an organization. It aims to 37 the

political power of women to influence elections and shape local and national policy priorities. The organization,

which 38 itself as multiraci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has a goal of training and 39 two million women

over the next year to become organize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ir communities. The effort comes at a moment

when women have emerged as perhaps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politics. The organization isn’t expected

to 40 individual candidates. But the group will help educate women about candidates’ positions on issues

including pay equity and 41 child care. They aim to push politicians to adopt an agenda akin to a “women’s

new deal.”

37  downgrade  harness  harass  demote

38  ascribes  describes  subscribes  transcribes

39  minimizing  mitigating  mobilizing  modulating

40  endorse  endeavor  entrap  engulf

41  affordable  dispensable  educable  dissol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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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2 題至第 46 題：
Ever notice those little pockets on your jeans? They are pretty much too small to be useful. But in the old times,

it had an important purpose: The pocket held a pocket watch. The ubiquity of the pocket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design for “waist overalls,” the original name for the blue jeans made by Levi Strauss & Co. They appeared on the
design in the patent Strauss and J.W. Davis received for “Improvement in Fastening Pocket Openings,” way back on
May 20, 1873, and were first put into mass use in 1890 with the “Lot 501” jeans, the model for Levi’s 501 jeans today.

“The watch pocket was a feature of our first waist overalls,” Tracey Panek, the in-house historian at Levi
Strauss & Co., told INSIDER in an email. “The oldest pair of waist overalls in the Levi Strauss & Co. Archives
[from 1879] includes the watch pocket.” Because the small pocket was meant to hold pocket watches, you won’t
usually find it on suit pants. Suit jackets already have pocket watches, which makes one on the pants superfluous.
Levi Strauss himself, for example, kept a pocket watch in the vest of his business suit, according to Panek. Pants
with the tiny pocket are called “five-pocket pants,” but the tiny pocket isn’t actually the fifth one. The fifth pocket
is actually on the back-left, added to Levi’s 501 jeans in 1901. Pretty much no one today carries around a pocket
watch. People tend to check the time on their phones or wristwatches. Panek told INSIDER that the small pockets
are kept on Levi’s jeans today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original design.

Today, there isn’t much you can do with the tiny pocket. Some people suggest using them to keep coins or
keys, but they tend to dig into your hip. Others recommend them for matches, condoms, and tickets, but those are
difficult to extract if your fingers aren’t similarly tiny. The pockets are somewhat helpful for carrying small pieces
of hand jewelry for a few moments — like if you plan to propose to your significant other, or if someone else is
washing his hands and wants you to hold on to his rings — but that’s pretty much it. For the most part, it’s best to
ignore them and think about the pockets as a piece of history that’s still with us.
4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The tiny pockets on jeans and some other pants were designed for hand jewelry.
 The tiny pockets were first used with the original Levi’s blue jean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was not until 1890 that the “Lot 501” jean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The tiny pocke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Levi’s first waist overalls.

43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ere wouldn’t people put their watches?
 In a vest.  In a suit jacket.  In five-pocket pants.  In suit trousers.

4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bout the fifth pocket of the five-pocket pants?
 It was added to Levi’s 501 jeans.  It is the tiny pocket.
 It is on the back-left.  It came to appearance in 1901.

4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are the small pockets still around?
 To respect the original design.  To make the pants look formal.
 To cut down the production cost.  To add new functions to the jeans.

46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tems is NOT mentioned to be put in the tiny pockets?
 Small changes.  Train tickets.  Hand jewelry. Mobile phone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It matters where you are born. This is true if you are a chicken. While most laying hens in the US live in cages

the size of a file-cabinet drawer, California’s new laws require the space for each hen be doubled, enough to let
them stand up and extend their wings. The idea of animal welfare seems to be catching on as Oregon, Michigan and
Washington are following suits. Furthermore, in India, dairy farmers also begin to believe happier cows can pay off
in both healthier milk and bigger profits.
47 What do California’s new laws ask their farmers to do?

 To enlarge the cages.  To exercise their hens.
 To renew their cabinet drawers.  To catch their chicken.

48 Which statement is true about animal welfare?
 It becomes more prevalent.  It initiates court cases against offenders.
 It is extremely volatile.  It is easily ignored.

49 What does the Indian example show us?
 Animals have the right to be happy.  Cows are sacred in India.
 Taking good care of animals brings dividends.  Health and profit contradict each other.

50 Which statement best sums up the passage?
 Animal pedigree is a guarantee of food quality.  Animal welfare is also an economic issue.
 File-cabinet drawers are efficient for egg laying.  Happier hens make other animals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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