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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釋字第 721 號解釋，有關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包括下列何項？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人民基本權核心內涵之保障 中央政府體制

2 依憲法第 138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全國陸海空軍執勤不因選舉結果而受影響 全國陸海空軍勤務應精簡，不應救災

全國陸海空軍應效忠元首本人 為確保總統統帥權行使所設

3 下列何者是直接具體實現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保障之法律，其功能相當於英美法系中的人身保護令

（Habeas Corpus）制度？

刑事妥速審判法 提審法 國家賠償法 刑事訴訟法

4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上表現自由所涵蓋之範圍？

著作的自由 參加集會的自由

受大學教育之權利 接近使用傳播媒體的權利

5 國家所為之差別待遇經常也涉及憲法上其他基本權利，下列何者尚未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於平等權之

違憲審查中一併討論？

婚姻自由 工作權 隱私權 應考試服公職權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所得稅法有關扶養無謀生能力者之免稅額，係基於憲法保障之何種權利？

親權 工作權 生存權 家庭團聚權

7 關於特別公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特別公課相對於稅捐而言，所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較為寬鬆

特別公課乃國家依特定公益目的，對特定國民所徵收之費用

國家徵收特別公課之用途，必須符合法律規定始得為之

被徵收特別公課者，依法得請求國家將公課用於特定用途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服兵役之義務與宗教信仰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保障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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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者對於免役及禁役之規定，屬立法政策之考量，非為助長、促進或限制宗教而設，且無助長、

促進或限制宗教之效果

內在信仰之自由，涉及思想、言論、信念及精神之層次，應受絕對之保障，故因宗教因素致不適服

役時，應免除其服兵役之義務

人民如何履行兵役義務，憲法本身並無明文規定，有關人民服兵役之重要事項，應由立法者斟酌國

家安全、社會發展之需要，以法律定之

9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緊急命令之發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目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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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依緊急命令法發布之

須於發布命令後 10 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

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10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本文所明定之行政院院長職權？

法令副署權 代行總統職權

提請總統任命閣員權 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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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相關規定，關於我國獨立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獨立機關之首長得由委員互選產生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至多僅得設置三個相當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

獨立機關為依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且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

獨立機關本身對於機關委員應有完全之人事決定權

12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立法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為我國最高立法機關，採一院制，由立法委員組成之

立法委員任期爲 4 年，連選得連任，應於每屆任滿前 2 個月內選出

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應選出立法委員各 3 人

自由地區各縣市至少應選出立法委員 1 人

13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目前大法官法定總額為 15 人

目前所有大法官之任期，均為 8 年，其任期並受保障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大法官具有審理立法院彈劾總統、副總統案之權

14 依憲法規定，有關司法權的範圍，下列何者應以法律制定之？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 司法人事

法院行政事務 司法行政事務

15 1997 年透過修憲而將省虛級化（即所謂「凍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再舉行省長選舉

不再舉行省議會選舉

省主席與省府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省仍為地方自治團體之公法人

16 根據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第 2 款中所稱「具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差

異性，但無法依第 3 條規定類別辦理者之保存事項」之審議，應優先以何種型式指定或登錄原住民族

文化資產？

系統性或複合型 系統性或整合型 多元型或複合型 多元型或整合型

17 依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下列何者非屬該基金會之業務範圍？

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之規劃、製播、經營及普及服務

原住民族文化及傳播出版品之發行及推廣

原住民參政等活動之輔導、辦理及贊助

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藝術及傳播等工作者之培育及獎助

18 依據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以國家安全為限，他們可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謀求自身的經濟、

社會和文化發展

原住民族和個人有權按照一個原住民族社區或民族的傳統和習俗，歸屬該社區或民族。此項權利的

行使不得引起任何形式的歧視

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並在適當情況下採取特別措施，確保原住民族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持續得到改

善。應特別關注原住民族老人、婦女、青年、兒童和殘疾人的權利和特殊需要

原住民族對他們傳統上擁有、佔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擁有權利

19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原住民族委員會委員應有多少人數具原住民族身分？

三分之一以上 二分之一以上 三分之二以上 全數

20 依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本條例所稱智慧創作，包括原住民族傳統之圖案

智慧創作於創作完成時，受本條例之保護 智慧創作登記申請人為該文化成果表達之原住民

21 依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關於智慧創作專用權之限制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使用者

為報導、評論、教育或研究之必要使用者

為其他正當之目的，以合理方法使用者

依法使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者，均無須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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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據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教師主任校長聘任遴選辦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教師甄選時，參與甄選者須具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應於當年度教師缺額一定比率，聘任原住民各族教師

原住民重點學校教師編制員額內，以至少聘任一位具備民族教育教師資格之教師為原則

各該教育主管機關辦理公立中小學校長遴選時，其中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全校學生人數二分之一之原

住民重點學校校長，應就經依法組成之校長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之校長候選人中具原住民身分者，

優先聘任

23 以下何者非屬原住民族基本法中所規範之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權限？

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公告原住民得依法從事非營利之獵捕野生動物、採集野生植物、

利用水資源等行為之海域

為審議、協調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事務，設置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委員會

訂定部落之核定、組織、部落會議之組成、決議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報請行政院核定原住民族地區

24 依照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

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若得依此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者，但

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死亡，因此未取得原住民身分，其子女於什麼時間前，準用此規定，

取得原住民身分？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 中華民國 111 年 01 月 01 日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 中華民國 112 年 01 月 01 日

25 下列有關於地方制度法之規範的敘述，何者為誤？

直轄市之區由山地鄉改制者，稱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地方制度法關於鄉（鎮、市）之規定

山地原住民區實施自治所需財源，由直轄市依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事項、直轄市改制前各該山地鄉

前三年度稅課收入平均數等因素，予以設算補助，並維持改制前各該山地鄉統籌分配財源水準

山地原住民區自治事項，包含山地原住民區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理、山地原住民區道路之建設及管

理、山地原住民區公共造產事業之經營及管理、山地原住民區內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及土地使用管

制之執行

26 下列有關於原住民族基本法以及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之規範的敘述，何者正確？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所稱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指過三分之二以上關係部落，依諮商取得原住

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召開部落會議議決通過

關係部落由同意事項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依前項規定認定之；認定有困難時，應敘明爭

議事項及處理意見，報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

關係部落之部落會議主席自收受同意事項之通知，逾 2 個月未召集部落會議時，申請人得申請關係

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代行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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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以

上贊成，為通過

27 以下有關於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中，針對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

物管理辦法第 4 條之解釋的敘述，何者為誤？

該條文第 3 項有關非定期性獵捕活動所定之申請期限與程序規定部分，其中就突發性未可事先預期

者，欠缺合理彈性，對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所為限制已屬過度，於此範圍內，有違憲法

比例原則

該條文第 4 項第 4 款規定，前項申請書應載明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之部分，違反憲法比例原則

有關於非定期性獵捕活動所定之申請期限與程序，以及申請書應載明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等規定，

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

有關機關應至遲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儘速檢討修正，就上開規範不足之部

分，訂定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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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根據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原住民重點學校，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該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以

下所述之認定規定，何者正確？

在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在非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

民學生人數達 100 人以上或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

在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生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者；在非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

民學生人數達 100 人以上或達學生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者

在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在非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

民學生人數達 200 人以上或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

在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生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者；在非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

民學生人數達 200 人以上或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

29 以下所述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之規範，何者為誤？

智慧創作申請人以原住民族或部落為限

智慧創作專用權，應永久保護之。智慧創作專用權人消失者，其專用權之保護，視同存續；其專用

權歸屬於全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所有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享有的智慧創作人格權，包括專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

其智慧創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創作人格權等

為報導、評論、教育或研究之必要使用者，得使用已公開發表之智慧創作。其使用應註明其出處，

但依使用之目的及方法，於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之利益無損害之虞，且不違反社會使用慣例者，不在

此限

30 以下有關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所規範事項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於澎湖、金門、連江縣外，其僱用約僱人員之總額，

每滿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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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僱用約僱

人員之總額，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原住民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於澎湖、金門、連江縣外，其僱用約僱人員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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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僱用約僱

人員之總額，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原住民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於澎湖、金門、連江縣外，其僱用約僱人員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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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僱用約僱

人員之總額，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原住民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於澎湖、金門、連江縣外，其僱用約僱人員之總額，

每滿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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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僱用約僱

人員之總額，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原住民

31 下列關於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的敘述，何者錯誤？

政府為辦理原住民族土地之調查及處理，應設置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處理委員會；其組織及相關事

務，另以法律定之

原住民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之土地、海域，其回復、取得、處分、計畫、管理及利用等事項，另

以法律定之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治；其相關事項，

另以法律定之

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 30 年內，依本法之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

32 根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但

有特定情形者，得由政府承受私有原住民保留地，以下何者不屬於得由政府承受私有原住民保留地之

特定情形？

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各款事業及所有權人依該條例第 8 條規定申請一併

徵收

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審認符合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復原重建用地需求

稅捐稽徵機關受理以原住民保留地抵繳增值稅

因公法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未能拍定原住民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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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7 條中規定，第 23 條至第 25 條之原住民保留地承租人有特定情形者，

應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其所投資之各項設施不予補償。以下所述何者不屬這些特定情形？

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提案並通過終止租約者

違反計畫使用者

轉租或由他人頂替者

未依開發或興辦計畫開發或興辦，且未報經核准變更計畫或展延開發、興辦期限者

34 根據人體研究法第 15 條，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除依第 12 條至第 14 條規定外，並應諮詢、取

得各該原住民族之同意，而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所訂定之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

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之定義，「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不包含以下那一項？

以原住民族或部落為研究內容

研究檢體之採集、研究資料之搜集及分析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研究團隊之成員三分之一以上為原住民

35 根據推動原住民族法律服務要點第 5 點，具「依申請人之陳述及所提資料，顯無理由」，或是「訴訟

所可能獲得之利益，小於律師酬金」之情形者，不予服務。但如涉及下列那些情形者，仍得予提供法

律服務？

原住民族傳統慣習、原住民族基本權利與國家法令、司法程序衝突

同一申請人自准予扶助起 1 年內，依第 3 點第 4 款准予扶助達 3 次

申請人為其住所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之社會救助法中低收入戶

申請人具公務人員身分，且涉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事件相關之民事訴訟

36 Miranda left the office and ran out onto the street, a taxi to take her home.

 lodging  citing  hailing  dripping

37 As a hurricane is approaching, people should stay to weather conditions and avoid traveling.

 frail  keen  stern  alert

38 She was insightful and , constantly surprising her supervisors by what she noticed.

 immortal  fragrant  habitual  observant

39 The patient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the tests revealed some cells in her breasts.

 abnormal  cheerful  obedient  tolerant

40 The suspect said that he was innocent and should be from the lawsuit.

 disputed  disgusted  disinfected  dismiss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About a year ago I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I had a scan at 7:30 in the morning, and it clearly 41 a

tumor on my pancreas. I didn’t even know 42 a pancreas was. The doctors told me this was 43 certainly

a type of cancer that is incurable and that I should expect to live no longer than three to six months. My doctor

advised me to go home and get my affairs in order, which is doctor’s 44 for preparing to die. It means to try

to tell your kids everything you thought you’d have the next 10 years to tell them in just a few months. It means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buttoned up 45 it will be as easy as possible for your family. It means to say your

goodbyes.

41  showed  cured  suppressed  enlightened

42  how  that  which  what

43  yet  almost  never  hardly

44  code  part  item  habit

45  such as  as well as  for what  so that



代號：2501
頁次：6－6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 hom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urchase a person can make, so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you need to approach

it very carefully. Unless you’re one of the lucky few who can afford to buy a house without relying on a bank, you’ll

need to make a mortgage loan — and that’s an adventure in itself. Mortgages are long-term financing options that

will have a massive impact on your future and you need to weigh your options carefully. Navigating the mortgage

market can be quite challenging, especially as a first-time home-buyer, so follow these tips to make your journey

easier:

Sometimes, renting makes more sense than buying.

A mortgage is a long-term commitment and it will influence the way you save and spend money for years to

come. Unless you’re completely comfortable with paying monthly installments, it’s safer if you simply rent a

property. Renting is a practical solution when you haven’t achieved a high enough degree of financial independence.

Don’t rely on your emergency fund to get a mortgage.

When the housing market is very competitive, first-time buyers often rush into making a purchase using their

emergency funds as a down payment. However, that can be a huge mistake and it might affect your financial security

in the long run. The emergency fund is for just emergencies. If you are left without your main source of income,

you can use it, of course, but otherwise, it should be left untouched.

The deposit matters just as much as the credit score.

You’ve probably heard stories from senior family members who bought superb homes with no down payments.

Unfortunately, the market has changed and approval conditions aren’t as flexible as they used to be. To buy your

dream home, not only do you need a good credit score, but you also need to spend years building up your deposit.

Many first-time buyers stop after reaching the minimum amount for the deposit, but, if you save more and wait an

additional year, you can borrow at a better interest rate.

46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Importance of Tenancy Deposit.  Choices of Mortgage Interest Rates.

 Tips for First-time Home Buyers.  Timing for Using Emergency Fund.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piece of advice given in the passage?

 Don’t use the emergency fund to get a loan.

 Renting instead of buying could be a possible option.

 It is important to save more money for the down payment.

 Building up a good credit score is a long-term commitment.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the tone of the passage?

 Celebrating  Objective  Condemning  Evasive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weigh your options” in this passage?

 To measure the weight of your purchase.

 To think about your mortgage choices.

 To estimate the profit of renting out your property.

 To calculate how much money you need for a trip.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Renting a house is a definite way to represent one’s financial independence.

 Saving a minimum deposit is a guarantee of getting a better interest rate for a loan.

 Using emergency fund to purchase a house is a good idea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Getting a mortgage usually has a massive impact on the borrower’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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