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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修憲應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如有下列何種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

重大瑕疵 明顯瑕疵 明顯錯誤瑕疵 明顯重大瑕疵

2 有關中華民國國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目的在於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 武力包含陸海空軍

現役軍人得兼任文官 保持政治中立

3 依憲法規定及相關學理，關於軍事審判權，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憲法第 9 條明文保障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

為維護軍紀，軍事法院判決應經國防部部長之核可

憲法第 9 條明文規定現役軍人應受軍事審判

法律不得規定僅軍事審判機關對軍人犯罪有專屬審判權

4 監獄檢閱受刑人書信時，不得有下列何種行為？

確認有無夾帶違禁品

區分書信種類，斟酌個案情形，以判斷監獄長官能否閱讀書信之內容

基於維護監獄紀律所必要而刪除書信部分內容，並保留書信全文影本，俟受刑人出獄時發還之

對受刑人所撰寫文稿之內容，審查其題意是否正確或有無損害監獄信譽

5 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422 號解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

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目的即在保障下列何種

基本權利？

生存權 工作權 財產權 平等權

6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退休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權利之規定，牴觸下列何者基本權利？

平等權 工作權 財產權 生存權

7 關於憲法上規定人民「服兵役」的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人民得因信仰宗教而拒絕服兵役

兵役法規定，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然如修改兵役法規定女子要服兵役，並不違憲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規定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處以刑事罰，此侵害人民居住

遷徙自由而屬違憲

法律如對義務役士兵訂有不同之服役期限及地點規定，違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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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非明文規定之自由權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相同性別二人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受婚姻自由保障

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跟追之限制規定，干預新聞採訪自由，違憲

收養行為攸關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合意，屬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收養自由

一般行為自由包括使用交通工具的自由

9 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關於其救濟，依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學生因學校之退學處分，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依法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學校對學生所為之處分若未侵害學生受教育之權利，則學生僅能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救濟，不得提

起行政爭訟

學校對學生所為之管理措施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則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

學生對於學校之管理措施提起行政救濟時，法院及行政爭訟機關應尊重學校之專業判斷餘地

10 總統發布下列何種命令前，毋須經行政院會議決議？

宣布戒嚴 發布大赦令 發布緊急命令 宣告解散立法院

1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總統、副總統之選舉與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經立法院同意後提出，並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

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 3 分之 1 之提議，並經全體立法委員 3 分之 2 同意提出

12 關於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之審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並由參與案件審理之資深大法官擔任審判長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由內政部聲請憲法法庭為宣

告政黨解散之判決

宣告政黨解散之判決，其評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 2 分之 1 以上同意；評決未達前項同意人數時，

應為不予解散之判決

經憲法法庭宣告解散之政黨，其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立法委員，自憲法法庭判決生效日或主管機

關為解散公告日起之第 3 日，喪失其資格

13 有關釋憲聲請案之審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學生所為之學習評量、其他管理、獎懲措施等措施，法院應尊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

象之熟知所為之決定，僅於其判斷或裁量違法或顯然不當時，得予撤銷或變更

立法機關就各種社會給付之優先順序、規範目的、受益人範圍、給付方式及額度等項之有關規定，

自享有充分之形成自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對之向來採取較寬鬆之審查基準

國家領土之範圍如何界定，純屬政治問題；其界定之行為，依權力分立之憲政原則，不受司法審查

修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為之一種，縱有重大明顯瑕疵，依權力分立之憲政原則，不受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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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財政與稅收自主為地方自治的內涵之一，從既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內涵觀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時，因為法律之制定，無待地方參與，由立法院制定即可

地方可以獨立管理並使用地方財產

地方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事項，中央依據法律可使地方分擔一定費用

15 關於立法院職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依憲法本文規定由監察院行使之人事同意權，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已改由立法院行使

立法院對於各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得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

依據憲法本文之規定，立法院遇有立法委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開臨時會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院對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

16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的規定，非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當該區原住民人口達多少

人以上時，應置專職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1000人 1500人 2000人 2500人

17 Dongi 計畫召集部落族人成立原住民族照顧合作社，與縣政府簽訂特約，提供部落族人長期照顧

居家式服務，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Dongi 所成立的合作社原住民社員要超過社員總數的百分

之幾？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八十

18 為照顧原住民族長者，提供原住民族長者良好的高齡生活品質，原住民族委員會依據長期照顧十年計

畫 2.0 第 6 章原住民族長期照顧專章於原住民族地區及都會區廣設文化健康站，請問下列那一項非文

化健康站所提供的服務項目？

失智症照顧 簡易健康照顧服務 延緩老化失能活動 營養餐飲服務

19 為協助原住民族社會發展，原住民族委員會設置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提供原住民經濟貸款，下列那

一項非可貸款的項目？

原住民購屋貸款 原住民經濟貸款

原住民青年創業貸款 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20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在原住民族地區的原住民重點學校，其原住民學生人數應達學生總數

的多少以上？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21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下列事項非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掌理？

原住民族政策、制度、法規之綜合規劃、協調及推動

原住民身分與原住民族之認定、部落之核定

原住民運動人才之培育、規劃、協調及推動

原住民健康促進、社會福利、工作權保障、就業服務、法律服務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22 原住民民族別的認定需經行政院核定，下列那一個民族尚未被政府列入法定原住民族？

撒奇萊雅族 拉阿魯哇族 馬卡道族 卡那卡那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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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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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購及修繕業務可由下列那一

種基金支應所需之經費？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原住民族社會發展基金 原住民族地區建設基金

24 行政院為統合原住民族政策，保障原住民族權益，辦理原住民族業務，於 1996 年 12 月 1 日成立原住

民族委員會，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設置主任委員1人，由原住民擔任

設置副主任委員3人，其中2人應由原住民擔任

設置委員19人至29人，其中原住民族各族代表應至少1人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且應有二分之

一以上人數具原住民身分，其聘期隨主任委員異動而更易

原住民族委員會簡任、薦任、委任各官等人員具原住民身分者，均不得低於百分之七十

25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山地鄉、平地鄉之鄉公所，可以以該地區之原住民族語言書寫公文

花蓮火車站可以使用阿美族、太魯閣族語進行播音

為因應原住民學生學習的需求，花蓮的國民中小學可以以阿美族語或是太魯閣族語進行教學

原住民至法院出庭陳述意見時，可以以原民族語言陳述意見，但需自行聘請通譯傳譯之

26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從事獵捕野生動物、採集野生植物、礦物、土石等營利行為

當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從事土地開發時，原住民族或部落得拒絕之

當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保育區時，原住民族得拒

絕之

當政府欲於原住民族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時，原住民族得拒絕之

27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下列名詞定義，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且經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族，係指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

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

28 依據原住民身分法，下列何種情形不是原住民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之情形？

與非原住民結婚 為非原住民收養

未滿7歲之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 年滿20歲，自願拋棄之

29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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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從事某些事情時，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下列那一個選項不包括之？

土地開發 資源利用 學術研究 劃設生態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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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土地面積最高限額，何

者正確？

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並供農作、養殖

或畜牧使用之土地，每人一公頃

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林業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保護區並供作造林使用之土地，每人一公頃

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每戶一公頃

其他用地，每戶一公頃

31 有關於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之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的智慧創作，必須要經原住民族委員會認定並登記，才會受到保護

經認定並登記的原住民族智慧創作專用權，包括智慧創作財產權及智慧創作人格權

學校可以基於教育的目的，使用已公開發表之智慧創作

原住民個人使用所屬民族、部落或全部原住民族之智慧創作，其收益屬全體原住民族

32 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原住民依法取得之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滿幾

年後，可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1年

3年

5年

申請年限限制已刪除，原住民可直接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

33 關於原住民族之傳統智慧創作，下列何者非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中所稱之智慧創作？

阿美族的老人飲酒歌 排灣族的勇士舞

太魯閣族的竹筒飯 雅美族的傳統圖騰-船眼

34 2021 年 10 月 8 日，大法官公布第 810 號解釋，宣布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24 條第 2 項之規定部

分違憲，其主要依據為何？

該法條侵害投標廠商之平等權

該法條侵害投標廠商之營業自由

該法條侵害投標廠商之財產權

該法條以劃一的方式計算代金金額，在特殊個案情形，難免沒有辦法兼顧實質正義

35 原住民學校可以以原住民族語言作為教學語言，其法律依據，下列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國家語言發展法

36 Graham ignored me purposely and gave the honor to my opponent. It is obviously a insult.

deliberate vague sound fabulous

37 The basketball player was of the final match on account of his misbehavior to attack an opponent

during the game.

carried out picked out ruled out turn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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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Nicole is not worried about her retirement life at all; her savings of nearly two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in her

bank accounts give her a good sense of .

foundation manufacture permanence security

39 If you drive a car without a driver’s , you will be fined for at least NT$6,000.

license passport diploma trademark

40 This article aims to the myths we hold about climate change since they are beliefs we thought to be

true but are not so.

deploy detain deceive debunk

41 The dramatic increase in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ranks as one of the society’s

greatest .

achievements setbacks controversies business

42 As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experience big and small changes in the coming decades, some economists believe

a minimal income is a way to start. But some fear to see a lot of idle hands who have no intention of

working.

dependant loose preserved guaranteed

43 The historical sites and delicious cuisine of France attract an of visitors every year.

obstacle abstract abundance appliance

44 It is going to cost more to eat at McDonald’s after the government has a tax on high-fat, high-sugar

fast foods.

accused depressed imposed processed

45 Nora is a(n) girl who always shows up when I am in need and listens to me carefully without judging.

eloquent considerate snobbish innocent

請依下文回答第46題至第50題

Australia is literally a land apart. While it is attractive and welcoming to visi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46 they

are very keen to keep themselves separate. Australia has had some bad experiences 47 misguidedly importing

rabbits and cane toads into the country. 48 hence has become a major concern. The government maintains a

database of about 20,000 material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to cause trouble and must be declared at the 49 . If

you fail to declare them upon arrival, it is almost certain they will be confiscated and you may 50 have to pay

a fine up to $66,000. If you have declared all the items in the Incoming Passenger Card, then even if the goods are

not permitted and must be confiscated, you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 fine. The authorities are not unreasonable, just

strict.

46  safety  nature  variety  ethnicity

47  resulted in  derived from  stemming out  resulting from

48  Evolution  Geneticism  Biosecurity  Ecosystem

49  customs  counter  consumptions  confiscations

50  alternatively  in addition  in the long run  on the other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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