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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有關我國現行選舉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副總統之選舉，得票最多者當選

立法委員選舉政黨比例代表之席次分配門檻，為得票率百分之三

各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有婦女保障名額規定之適用

立法委員中之原住民委員，由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

2 下列何者為立法委員享有之憲法保障之特權？

不得逮捕特權 刑事追究豁免權 拒絕作證特權 國家機密特權

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信任案提出 48 小時後，應於 72 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不信任投票案如未通過，於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內，即不得對同一位行政院院長，再次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投票案僅限於立法院常會始得提出

立法院休會期間亦得提出不信任案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人民依法納稅之義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規定之稅率，須符合賦稅公平原則

採經濟上實質取得利益為課稅對象，即實質課稅原則

稅捐稽徵機關對有關課稅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得以行政命令為必要之釋示

有關課稅要件事實，稅捐稽徵機關應依職權調查，人民並無申報協力義務

5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之權利受憲法保障，並曾在其解釋理由書中援引下列那個國

際公約，支持上述結論？

兒童權利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6 關於總統刑事豁免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於任期內涉嫌內亂或外患罪，仍應接受檢察官以其為被告身分所進行之訊問

總統於任期內涉嫌貪污罪，檢察官必須待總統經彈劾解職後，始得進行證據保全之措施

其效果為實體免責權

總統於他人刑事案件，不得拒絕證言

7 關於憲法第 22 條非明文權利之保障，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府對此等權利之限制仍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

憲法對此等權利之保障強度稍弱於憲法已列舉之權利

政府對此等權利之限制仍應受比例原則之拘束

憲法對此等權利之保障多與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有所關聯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政府採購得標廠商於國內員工人數逾百人者，須於履約期間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

民，否則須繳納代金的制度，並未違反平等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等規模廠商較有能力分擔國家促進原住民發展的義務

以百人為差別待遇之分界，其用意在降低進用比例之影響

代金以基本工資計算其額度，並不造成過重負擔，不構成恣意之差別待遇

原住民因該制度獲得更多就業機會並改善生活，該差別待遇與立法目的間具合理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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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司法院釋字第 419 號解釋，關於副總統地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副總統於備位之餘擔任若干臨時性或禮儀性之任務，可視為副總統有襄助總統之法定職權

副總統不能與總統共同行使元首職權，亦不能分享元首特權

副總統之備位具有維繫國家元首不能一日或缺之憲法功能

在法定職權上，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並無分工之關係，亦無任何制衡作用或利益衝突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福利立法之平等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各種福利給付的優先順序、規範目的、受益人範圍、給付方式及額度，立法者擁有充分形成自由

維持受益人間的平等是立法形成自由的界限之一，但受益人與一般國民間的平等則否

給付方式及額度應配合受益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不應給予過度的保護

受益人的經濟能力、家計負擔程度與受照顧的需求、及國家財政狀況，都可為國家進行差別待遇的理由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訴訟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保障基礎為「有權利必有救濟」之理念

訴訟權僅為防禦權，並無給付請求權之功能

訴訟權保障之內容僅在於提供人民權利救濟途徑，並未賦予人民訴請法院救濟之權利

訴訟權保障之內容，不包括「暫時性權利保護」

12 下列何一事項不須以法律直接規定之？

刑罰之構成要件 稅目 大學生退學之要件 公務人員免職之要件

13 下列何者，憲法上並未要求須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法官 調查局局長

14 依憲法規定，立法院常會會期每年兩次，第一次會期為每年之何時？

一月至六月底 二月至五月底 二月至六月底 一月至五月底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狹義法院可由獨任或數人合議以行審判事務 狹義法院為組織法意義上之法院

狹義法院為行使審判權之機關 狹義法院之成員僅限法官

16 下列何者的制定程序與其他三者不同？

銓敘部遴拔優秀人才計畫綱要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中華民國總統府處務規程 動物用藥品檢驗標準

17 關於固有法及繼受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固有法為成文法，繼受法為不成文法 繼受法包含習慣法的繼受與立法的繼受

固有法係指沿襲國外固有之法律制度或習慣 固有法與繼受法為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

18 關於法源之位階與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自治條例效力優先於中央法規命令 緊急命令不得牴觸法律

法適用機關應優先適用下位階法源 普通法規定優於特別法規定

19 司法院釋字第 728 號解釋認為「祭祀公業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派下員依規約定之」之規定未

違背憲法性別平等之意旨，下列何者非此號解釋文所採之原則？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比例原則 私法自治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20 關於信賴保護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信賴保護的法律效果，得採存續保護或補償人民之信賴利益

信賴基礎僅限於行政機關具體所為之行政處分，尚不包含抽象之行政法規

違法之行政處分由於牴觸依法行政原則，不得作為信賴基礎

人民縱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行政處分違法者，仍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

21 有關行政程序法第 2 條所稱行政機關之定義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在委託範圍內僅為行政助手，無法等同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採取廣義認定，內部單位亦得作為行政機關以自己名義作成具體行政行為

行政機關只是代表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其行為最終法律效果歸於各行政主體

行政機關僅限於中央層級之行政部門，該法適用對象不含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

22 對於刑法行賄罪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求是對不法約定的要約 期約是行賄與受賄雙方所做的不法約定

交付賄賂是事實上給予公務員索求的賄賂 行為人須完成行求、期約及交付後，始犯罪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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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甲生產製造之電動機車有重大瑕疵，委由乙經銷，丙購買後使用電動機車時，果因該重大瑕疵而發生車禍

受傷，且搭載之孩子丁亦受傷。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對丙之受傷，應負無過失責任

乙對丙之受傷，應負無過失責任

若丙之損害，係因甲之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丙依消費者保護法所提之訴訟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

償金

甲對丁之受傷，應負無過失責任

24 有關勞動基準法第 17 條資遣費的給付義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雇主以嚴重經營不善為由，結束特定部門營業時，該部門被資遣的勞工仍得請求雇主給付資遣費

不論雇主終止勞動契約的原因為何，勞工都有權請求符合其年資的資遣費

如果雇主嚴重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對勞工權益產生重大影響，勞工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

勞資雙方不得事先以合意的方式，預先要求勞工拋棄資遣費請求權

25 下列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民事保護令聲請相關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家庭暴力被害人若為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者，其法定代理人、三親等以內之血

親或姻親，得為其向法院聲請民事保護令

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民事保護令

民事保護令之聲請，原則上應以書面為之，但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者，其法定代理人或三親

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得以言詞、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方式，為其聲請緊急保護令

民事保護令之聲請，由被害人之住居所地、相對人之住居所地或家庭暴力發生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26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政府對直轄市議會之議決案延不執行時，直轄市議會應如何處置？

得請直轄市政府說明理由 應對市長提出不信任案

得提起行政訴訟 得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27 依民法之規定，下列有關定期耕地租賃契約終止事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或繼承人無耕作能力者，出租人得終止契約

承租人因不可抗力不為耕作繼續 1 年以上者，出租人得終止契約

承租人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他人者，出租人得終止契約

租金積欠達 2 年之總額者，出租人得終止契約

28 依民法之規定，下列有關寄託契約之敘述，何者正確？

雖經寄託人之同意，受寄人仍不得自己使用或使第三人使用寄託物

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返還

定有返還期限者，受寄人雖有不得已之事由，仍不得於期限屆滿前返還寄託物

寄託物為金錢時，視為消費寄託

29 有關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緊急避難需要有避難意思始得成立

防衛行為或避難行為過當時，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為避免他人緊急危難所為之避難行為，不得主張緊急避難

正當防衛須為保護自己或他人的權利始得成立

30 甲女於滿 17 歲生日，收到成年追求者乙男贈送的 H 手機；三日後，甲未拆封 H，即以市價八折將 H 出售

並讓與已成年的丙女，甲之法定代理人尚未承認甲、丙之買賣契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間有成立 H 手機的贈與契約 甲未曾取得 H 手機的所有權

丙得撤回 H 手機的買賣契約 甲、丙間的 H 手機買賣契約效力未定

31 No one is fully _____ from the disease until more effective vaccines are invented.

 durable  immune  hospitable  accessible

32 Many Taiwanese parents are _____ to believe that children need to start learning English as early as possible.

 tendered  inclined  tilted  sloped

33 The talented young man chose to set up his own firm, rather than become a professor, because he wanted to _____

what he had learned in industrial sites.

 correspond  implement  reconcile  satis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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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The physician told Helen to get bed rest,_____ her feet, and take some medication.

 disclose  enrich  elevate  devalue

35 Unfortunately, many could see that the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and its new regulations could _____ the poor from

getting the medical care they need.

 invade  inhibit  involve  indulge

36 Geographically _____ animal populations of the same species often inhabit in decidedly different ecological

conditions.

 conducted  dedicated  abducted  separated

37 Predation by avian predators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_____ in some bird species during all life stages and has

been linked to impaired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mentality  majority  mortality  morality

38 The author mak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humanities and environment a core concern, insisting on the profound

importance of their _____.

 ambiguity  hostility  linkage  hospitality

39 Many people believe buying real estate may be a _____ against inflation.

 hedge  sanction  ravage  cavity

40 People may experience the positive feelings of high self-esteem by being members of some influential or _____

associations.

 prestigious  destructive  spontaneous  consecutive

41 _____ by the horrifying murder scene, the little boy couldn't even utter a word, let alone cry for help.

 Detached  Discharged  Paralyzed Withdrawn

42 Food insecurity refers to a spectrum of experiences that encompass worries about running out of food or making

_____ in food quality because of limited funds.

 compromises  commodities  comprehension  compassion

43 Modern environmental concerns like global warming do encourage us to think how _____ life on earth can be.

 fragile  flagrant  fruitful  flamboyant

44 The interdependence of nature and humankind serves to stress the mutual obligations that should evoke a sense of

universal _____.

 fraternity  frivolity  fraudulence  frontier

45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lasting for a decade caused some violent incidents and marked a period of social _____

in the country.

 burglary  syndrome  tendency  upheaval

46 The United States has experienced a dramatic increase in overdose death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which has been

well documented and largely _____ to what has been termed the opioid crisis or opioid epidemic.

 accumulated  attributed  abbreviated  acclaimed

47 Cosmestics sales went up to 50% when the ladies who wish to brighten up their skins heard that the new liquid

concealer could _____ the complexion.

 illuminate  amplify  animate  humidify

48 Many refugees, in the face of torture and death, decide to seek an _____ in foreign lands.

 asylum  overload  overcharge  abolishment

49 The surgeon was pleased with the result and scheduled a _____ meeting with the patient one week after the surgery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choke-up  make-up  catch-up  follow-up

50 Innovations, such as the steam engine, electrific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have _____ radical changes in the way in

which we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underpinned  underestimated  undercovered  und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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