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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感不發洩對於心身有壞影響，而真正藝術家心中都有不得不說的苦楚，吐之則壞影響不復為祟，便是文
藝之於人的情感『淨化』效驗。中外皆然。」下列選項的名人事蹟，不符此一旨意的是： 
司馬遷遭受腐刑而隱忍苟活，終於完成紀傳體名作 
江淹夢見郭璞向他要回五色彩筆，驚醒後江郎才盡 
貝多芬以人世為苦，但強忍不死，遂有曠世樂章 
歌德聽聞少年自殺，體認自己不倫戀之痛，速成名作大綱 

2 安真即將在新戲中扮演楊貴妃一角，為求入戲，希望先欣賞相關資料，以便瞭解角色，導演準備的下列材料，
那一部較無幫助？ 
傳奇：《長生殿》 敘事詩：《長恨歌》 連續劇：《紅樓夢》 京劇：《貴妃醉酒》 

3 下列選項中的題辭，何者使用正確？ 
宜室宜家─賀遷居 慈暉永在─賀女壽 鳳毛濟美─賀生男 大啟爾宇─賀升遷 

4 寺廟建築的圖畫與雕刻也會利用文學的「雙關」來傳遞抽象的情感願望。以鹿港天后宮為例，牆上一幅浮雕
有錦旗、彩球、兵器－戟、樂器－磬等器物；這四樣物項除了能裝飾牆面外，還由聲音雙關而構成了「祈
求吉慶」之意；請問下列選項中常見的圖刻裝飾，何者的意義構成不屬於聲音雙關？ 
花瓶放在桌案上，意謂「平安」 四隻蝙蝠圍著香爐，意謂「賜福祿」 
喜鵲立在梅花枝頭上，意謂「喜上眉梢」 鯉魚頭搭配龍的尾部，意謂「鯉魚躍龍門」 

5 下列對於詩中所含「數字」的解釋，何者並不正確？ 
「見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猶若是」，「八九」指絕大多數 
「二八蛾眉梳墮馬，美酒清歌曲房下」，「二八」指十六歲少女 
「飛龍九五已升天，次第還當赤帝權」，「九五」指四十五之數 
「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行樂一人愁」，「三五」指十五月圓之日 

6 「帝業方看垂手成，何來四面楚歌聲；興亡瞬息同兒戲，從此英雄不願生。」若欲瞭解有關本詩所指之史事
及人物，可選讀之書籍是：①漢書 ②左傳 ③史記 ④資治通鑑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7 下列選項，何者不能看出孔子「因材施教」的理念？ 
子以四教：文、行、忠、信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不可以語上也 
子路問：「聞斯行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行之？」冉有問：「聞斯行諸？」子曰：「聞

斯行之。」 
8 環境保護團體決定於本週六舉行推廣保育理念之遊行活動，下列那一選項最適合作為此次活動的宣傳口號？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數罟不入洿池，魚不可勝食 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鹿 

9 下列選項何者與「心在朝廷，原無論先主後主；名遍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所指為同一人？ 
篇中十九從軍樂，亙古男兒一放翁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載酒江湖，人比黃花瘦；校碑欄檻，夢隨玉笛飛 
兩表一對，鞠躬盡瘁酬三顧；鼎足七出，威德成孚足千秋 

10 「加諸我也眸子瞭焉／利其器矣望之儼然」，此則《四書》集句的對聯，最適用的場所是： 
電影院 照相館 眼鏡行 美容院 

11 陳伯伯將過八十大壽，適合的賀詞是： 
瑤池春永 椿萱並茂 南極星輝 君子攸居 

12 下列各組成語，解釋正確的是： 
龍蛇混雜／薰蕕同器：指善惡、好壞相雜 視民如傷／吮癰舐痔：形容對人民極愛護 
抱薪救火／雪中送炭：比喻救人於危難中 魚遊釜中／閒雲野鶴：形容超然、與世無爭 

13 「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暴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溺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向其
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荊人之敗，其原因類似： 
以蠡測海 盲人摸象 刻舟求劍 陣前換將 

14 以下詞語的使用，何者最為恰當？ 
中華健兒紛紛前進倫敦奧運，「爭名奪利」 房仲業績「蒸蒸日上」，絲毫不受景氣影響 
法官嚴懲酒駕肇事，可收「兔死狐悲」之效 每逢清明節，他就一副「雞飛狗跳」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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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人如廁，適旁廁先有人，偶乏淨紙，云願出一文買之。此人偶有餘紙，遂得一文，以為有利甚。明日，
抱淨紙一束往廁旁候買。」下列何者最符合故事中人物的行徑？ 
守株待兔 揠苗助長 刻舟求劍 畫蛇添足 

16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洛陽道，婦人遇者，莫不連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亦復效岳遊遨，
於是羣嫗齊共亂唾之，委頓而返。」文中左太沖的行為與下列文句之義最相近的是： 
畫虎不成反類犬 見不賢而內自省 關公面前耍大刀 自疑者人亦疑之 

17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下列選
項何者最切合這段話的意旨？ 
古之學者必有師  三人行，必有我師 
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閱讀下文，回答第 18 題至第 19 題 
  「禮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禮也；無禮何以正身，無師安知禮之為是也。禮然而然，則是情安禮也；師
云而云，則是知若師也。情安禮，知若師，則是聖人也。故非禮，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不是師法，而好
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聾辨聲也；舍亂妄無為也。」 
18 文中兩處「知若師」皆謂： 

識別你的老師 瞭解你的老師 知識勝過老師 智慧如同老師 
19 本文旨在說明： 

守禮從師的重要  老師可以訂正禮法 
人應該尊敬自己的老師  盲者不能辨色，聾者不能辨聲 

 
閱讀下文，回答第 20 題至第 21 題 
  其實最精緻最恣縱的聊天應該是讀書了，或清茶一盞邀來莊子，或花間置酒單挑李白。如果嫌古人渺遠，則
不妨與稍近代的辛稼軒、曹雪芹同其歌哭，如果你嚮往更相近的跫音，便不妨拉住梁啟超或胡適之來聒絮一番。
如果你握一本《生活的藝術》，林語堂便是你談笑風生的韻友，而執一卷《白玉苦瓜》，足以使余光中不能不向
你披肝瀝膽。尤其偉大的是你可以指定梁實秋教授做傳譯而和莎翁聊天。 
  生活裡最快樂的事是聊天，而讀書，是最精緻的聊天。 
20 推敲文中「你可以指定梁實秋教授做傳譯而和莎翁聊天」一句，下列敘述最符合作者原意的選項是： 

梁教授長於英美文學，是與莎翁聊天的最佳口譯者 
梁教授曾翻譯《莎士比亞全集》，與莎翁相當熟識 
閱讀梁教授的譯作《莎士比亞全集》，有如與莎翁聊天 
選擇梁教授做傳譯，可以正確了解莎翁的思想與文學成就 

21 本段文字所要表達的主要意旨為何？ 
讀書就像跟作者進行心靈對話，可以博採古今，樂在其中 
讀書就像是聊天，遇上志同道合者，自會激出智慧的火花 
聊天與讀書一樣，主題常可超越時空，讓人心靈獲得慰藉 
聊天的對象只是今人，收穫比不上與古人心靈對話的讀書 
 

22 「沒有紀律，就沒有永恆。著名的舞蹈改革家瑪莎．葛蘭姆（Martha Graham）就說：『一個人真正開始跳
舞之前，要花上十年的時間學習基本功。真正的創意其實需要技巧、紀律和訓練，天賦才能也是如此。唯
有不斷的訓練，才能達到最佳狀態。』」根據上文的敘述，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天賦是一個人成功的絕對關鍵，更是永續經營的要素 
天賦不是偷懶藉口，沒有一個天才可以光靠天賦扶搖直上 
天賦需要鞭策，需要有意識、有方向的操練，以追求更高的突破目標 
天賦縱然可以讓我們贏在起跑點，若缺少「紀律」的堅持，終究只是曇花一現 

23 「離開努力，運氣沒有意義，一如離開了『買』和『試』，財運時運沒有意義。買一張獎券，做幾分鐘白日
夢，在生活中加一點調味料，也是很好的餘興，如果超過這個限度，問題就複雜了。不信偶然，人生太無
趣，不信必然，人生太危險。運氣是『偶然大過必然』，人生在世，他的生活態度最好是追求『必然大過
偶然』。」下列選項何者最貼近文意？ 
努力與運氣不可兼得 追逐運氣不如靠努力 努力夠了運氣會變好 偶然的運氣必然致富 

24 「朱光潛說：『每人所見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己所創造的。物的意蘊深淺與人的性分情趣深淺成正比例，深人
所見於物者亦深，淺人所見於物者亦淺。』我相信，只要願意打開自己的感官與心靈，真實的認識這個世
界，每一個人都是有話可說的。一個有思想、有感情的自我，在表達的過程中，才顯得更加完整。」根據
本文的敘述，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深人所見於物者亦深，淺人所見於物者亦淺」，意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真實的認識自己，打開自己的感官與心靈，便得以讓自己在表達的過程中更趨完整 
每個物品所承載的意義，有時並不只看物品本身的價值，而是視各人所觀照的角度而定 
「每人所見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己所創造的」，意指因各人心性不同，因此對同一事件的感受必當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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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也許它也曾有過昂揚的豪情，也曾有過纏綿的激情，也曾有過淒苦的愛戀，但它始終不言不語，儘管悠悠

忽忽地流著。……生命就是那水聲，情願也罷，不情願也罷；了悟也罷，不了悟也罷！總得如是悠悠忽忽
地流下去。」下列何種態度較貼近文意？ 
無論什麼遭遇，樂觀即是上策 面對悲歡離合，仍應默默承受 
遍嚐酸甜苦辣，值得一生回味 縱使千山萬水，總是踽踽獨行 

26 「對我而言，坐在街頭木板凳上，配著米酒頭加保力達 B 大啖鱔魚麵的滋味，和坐在高雅的餐廳裡，細品
盤中滋滋作響的韭黃鱔糊，淺酌杯中溫潤盈香的黃酒，實是一般無二，難分軒輊。」下列選項何者最為接
近文意？ 
因應地點的不同，烹飪的方式隨之調整 鱔魚麵搭配黃酒，是廉價又可口的料理 
只要有品嚐的興致，不論何處都可享受 儘管是平凡的鱔魚，亦可煮出多樣風味 

27 「若欠缺有待克服的障礙／在多樣的人生經驗中將失去一些回饋的喜悅／若欠缺需要跋涉的黑谷／山頂的
時光，只怕不到一半的美妙」。下列語句的寓意與上文最相近的是： 
駑馬十駕，功在不舍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 
來世不可待，往世不可追 不入驚人浪，難得稱意魚 

28 「橡皮紙的書上沒有一個字，實在是一本『無字天書』……還有外婆給母親繡的一雙水綠緞子鞋面……母親
每回翻開書，總先翻到夾得最厚的這一頁。對著一雙喜鵲端詳老半天，嘴角似笑非笑，眼神定定的，像在
專心欣賞，又像在想什麼心事。然後再翻到另一頁，用心地選出絲線，繡起花來。好像這雙鞋面上的喜鵲
櫻桃，是母親永久的樣本，她心裏什麼圖案和顏色，都彷彿從這上面變化出來的。」文中顯示母親繡鞋花
樣的靈感，主要來自： 
書中暗藏著種種花樣的圖案 對於外婆深刻的懷念與美好時光的追憶 
面向「無字天書」，產生毫無限制的種種想像 鞋面上的喜鵲櫻桃，可以令人聯想起其它花鳥圖樣 

29 楊孟瑜〈林懷民與雲門傳奇〉描述文化界泰斗俞大綱先生，常常送平劇的票給林懷民的往事：「這一看，看
出了其中的興味。而這以後，俞大綱先生看戲也總是『剛好』多了一張票。拿著這一張票的林懷民，在戲院
裡正襟危坐，經過俞先生精闢的解說，逐漸拂去了他的排斥，使他『一步步親近了平劇迷人的世界』。」這
段話主旨是顯示俞先生： 
懂得看戲，也常說戲  喜歡多買戲票，送人看戲 
有錢有閒，可以經常看戲 樂於引領後輩，走進戲曲殿堂 

30 「作家不是木偶，他必須是活的，必須打開窗門，看看天氣的陰晴；走出屋外，感觸世界的溫暖。而且，他
必須說話，不只和自己說話，而是說話給大家聽。」這段話的意思是： 
文學創作題材不能只靠想像杜撰，應該要反映大眾現實生活 
萬物必須透過靜心觀賞方能有所得，隨處留心皆可發掘學問 
文學創作應以大自然作為靈感的根源，才是真正不朽的作品 
成功的文學作品必須要以真誠的態度創作，才能與世界交集 

31 「近半年以來我住在上海，發現這裡到處都是臺灣人開的餐廳。『永和豆漿大王』裡賣刈包也賣小餛飩，
『鹿港小鎮』賣三杯雞也賣水煮牛，菜色的種類其實頗繁雜，卻很清楚的讓人知道他們賣的是臺灣菜；一來
因為口味總有那麼點兒不一樣，二來因為他們清潔便利的小康形象很鮮明。」下列選項何者較接近文意？ 
吸引人的菜色應該要美味且多變化 臺灣菜的優勢是口味獨特又很乾淨 
行銷臺灣應該使店名能夠反映地名 菜色的本土化是臺灣菜的魅力所在 

32 「如果我悲苦，那也是上天看得起我，容許我忍此悲辛荼苦，我為配忍此苦楚而要說一句：我好快樂。我好
快樂，因為我能說『我好快樂』，這是我的快樂咒，其言有大法力，助我穿牆直行，披靡天涯，雖然也許
早已撞得鼻青臉腫，而不自知。」下列敘述何者與文意最為貼近？ 
傷痛之疤提醒我要快樂  過得更好是最佳的報復 
用寬心來面對酸甜苦辣  不去計較吃虧或佔便宜 

33 「人能生得兩腿，不只為了從甲地趕往乙地，更是為了途中。途中風景之佳與不佳，便道出了人命運之好與
不好。好比張三一輩子皆看得好景，而李四一輩子皆在惡景中度過。人之境遇確有如此。你欲看得好風景，
便需有選擇這途中的自由。原本人皆有的，只是太多人為了錢或其他一些東西把這自由給交換掉了。」上
述文字所要表達的意旨為何？ 
人生忙碌常常忽略當下的美景 有錢才能交換欣賞美景的自由 
途中風景好壞與個人命運相關 趕路過程遠比抵達目的地重要 

34 「驚蟄一過，春寒加劇。先是料料峭峭，繼而雨季開始，時而淋淋漓漓，時而淅淅瀝瀝，天潮潮地溼溼，即
連在夢裡，也似乎把傘撐著。而就憑一把傘，躲過一陣瀟瀟的冷雨，也躲不過整個雨季。連思想也都是潮潤
潤的。每天回家，曲折穿過金門街到廈門街迷宮式的長巷短巷，雨裡風裡，走入霏霏令人更想入非非。」以
下敘述，何者錯誤？ 
「驚蟄」為節氣名稱，指春雷發動 
「瀟瀟」一詞可以包含對風聲、雨聲的形容 
「料料峭峭」、「淋淋漓漓」、「淅淅瀝瀝」等疊字都是用以形容雨勢 
「即連在夢裡，也似乎把傘撐著」可與「連思想也都是潮潤潤的」一句相互呼應 

35 「廣、受歸鄉里，日令其家賣金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樂。或勸廣以其金為子孫頗立產業者，
廣曰：吾豈老誖不念子孫哉！顧自有舊田廬，令子孫勤力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復增益之以為
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文中所呈現的觀念，下列選項何
者為是？ 
富貴在天 富貴如浮雲 金錢使人腐化 有錢能使鬼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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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響不辭聲，鑑不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行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
功先成而名隨之。」以上這段文字的意思，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功成名就，如影隨形 功成身退，名聲遠播 功不唐捐，名不虛傳 功不可沒，名副其實 

37 「句讀之不知，惑之不解，或師焉，或不焉，小學而大遺，吾未見其明也。」文中「小學而大遺」的意思，
最接近下列那一個成語？ 
螳臂擋車 避重就輕 買櫝還珠 小題大作 

38 「魯公治園，欲鑿池，父曰：『無地置土。』公遂止。或曰：『土可疊山。』公善之，欲行。妻曰：『不畏
小兒女顛躓耶？』公復止。或曰：『築徑通之，設欄護之，又何憂焉？』公從之，又欲行。家人有止之者：
『園成，必添僕婦，下房不足，甚可慮也。』公猶夷不能決，事又寢。」文中魯公的個性，最正確的選項
是： 
優柔寡斷 從善如流 謹慎從事 廣納雅言 

39 「大家都說我很『可愛』，其實我是『可憐沒人愛』」這句話故意將「可愛」一詞拆開，再增添文字，另作
新解，來引人注意。下列選項，採用這種修辭方式的是： 
文化中心廣場供遊客小憩的休閒座椅上，經常可以看見橫躺著霸位睡覺的「橫躺」族 
他們常在街頭快速集結，作完表演立刻閃電般消失無蹤，真是名副其實的「快閃」族 
邱先生表面上光鮮亮麗，充滿活力，實際上卻完全經不起壓力，是標準的「草莓」族 
他很喜歡逛街購物看電影，三餐又講究美食，是每個月都把薪水花光光的「月光」族 

40 「我的朋友們啊！世界上根本沒有朋友。」下列那一選項的語言邏輯與此最為接近？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一個男人與一個女人之間，是不可能有友誼存在的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麗的錯誤，我不是歸人，是個過客 
歷史給予我們的唯一教訓，就是歷史不能給我們任何教訓 

41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綠絲縧。不知細葉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此詩歌詠的對象是： 
松 柳 梅 菊 

42 「諸葛武侯五伐中原不就，卻沒有抱怨後主昏庸無道，只是將先帝三顧茅廬的知遇之恩深銘心坎；荊軻臨易
水而高歌，沒有惋惜生命的即將消逝，卻將太子丹的禮遇深情幻化為必死的決心；蘇武浪跡北海，沒有向
貝加爾湖哭訴時間無情的捉弄，他向你表達的只是他對漢家的一片丹心。」文中所指三位古人的共同特點
為何？ 
言而有信 推己及人 義膽忠肝 克己復禮 

43 「待己者，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此語意近：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知己知彼，百戰不殆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嚴以律己，寬以待人 

44 「固有的觀念認為，薯條是垃圾食物，後來經常被引伸詮釋成：馬鈴薯高澱粉高熱量也是垃圾食物了。其實
真正『垃圾』的是炸油，而非馬鈴薯。馬鈴薯維他命 B 群、C 含量高，鉀含量是香蕉中含量的兩倍，而且
高纖維。」根據上文，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因為馬鈴薯是健康食物，所以薯條不是垃圾食物 因為馬鈴薯的澱粉很多，所以炸薯條的熱量很高 
營養的馬鈴薯配上炸油，導致薯條成為垃圾食物 香蕉的鉀含量比薯條多，但纖維素不比馬鈴薯少 

45 「泠泠七絃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不彈。」詩中所傳達的心境，最符合的選項是： 
自得其樂 潔身自愛 孤芳自賞 貴古賤今 

46 行政院各部會對臺北市政府行文，屬下列那一種？ 
上行函 平行函 下行函 申請函 

47 下列關於「公告」的敘述，何者錯誤？ 
公告之結構分為「主旨」、「依據」、「公告事項」（或說明）3 段 
公告分段數應加以活用，段名之上不冠數字，亦可用「主旨」1 段完成 
公告有 2 項以上「依據」者，每項應冠數字，並分項條列，另列低格書寫 
公告登載時，得用較大字體簡明標示公告之目的，並署機關首長職稱、姓名 

48 下列對於「簽」、「稿」撰擬之說明，何者錯誤？ 
有關政策性或重大興革案件，宜「先簽後稿」 
須限時辦發不及先行請示之案件，可「以稿代簽」 
依法准駁，但案情特殊須加說明之案件，應「簽稿並陳」 
「擬辦」部分，為「簽」之重點所在，應針對案情，提出具體處理意見，或解決問題之方案 

49 公文製作的一般原則，其作業要求，不包含下列那一選項？ 
正確、清晰 簡明、整潔 詳細、委婉 完整、一致 

50 下列關於公文使用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下級對上級之稱謂為表尊敬應統稱「貴」 
為避免爭議，應以國字大寫註明承辦月日時分 
公文「主旨」為求清楚無誤，應以二至三項加以敘述為佳 
行文數機關或單位時，如於文內同時提及，可通稱為「貴機關」或「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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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年，得連任一次 
司法院大法官共 15 人 
並為院長之大法官，不受任期保障 

2 撤職，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至少為： 
1 年 2 年 3 年 4 年 

3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政黨違憲解散事項，係由下列何者審理？ 
由臺灣高等法院專屬管轄 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理 
由行政院政黨審議委員會審理 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之政黨審議庭審理 

4 行政機關行使裁量權，如逾越法定之裁量範圍時，其所為行政行為構成： 
輕微違反方式規定，得補正 違法，得撤銷 
輕微程序瑕疵，得補正  合法，但效力未定 

5 行政行為應受法律及一般法律原則之拘束，是為：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誠信原則 

6 行政訴訟之撤銷訴訟必須先經過訴願程序始可提起，但如有下列何種情形，可以免經過訴願程序？ 
經原處分機關同意者  經聽證程序作成之行政處分 
經受理訴願機關同意者  經行政法院裁定同意者 

7 下列何者並非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律？ 
憲法 民法 懲治走私條例 農田水利會組織通則 

8 法律條文中有「準用」之字樣，其性質為： 
補正解釋 類推解釋 限縮解釋 擴張解釋 

9 依新修正之行政訴訟法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第一審由下列何法院審理？ 
交通法庭 簡易庭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 高等行政法院 

10 地方立法機關為規範其本身之議事運作，得訂定： 
自律規則  自治規則 
自治條例  地方議會議員職權行使法 

11 下列有關平等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其要求行政機關不論事件是否相同，均須相同處理 
行政自我拘束原則，可從平等原則導出 
其要求實質平等，非形式平等 
不法者，不得主張平等 

12 將國家權力分由不同的國家機關行使，透過機關相互間之監督與制衡，以避免國家權力因過度集中而導致恣

意濫用，此係表彰下列何項原則？ 
權力分立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民主國家原則 



 代號：3501
頁次：4－2

13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規定，下列何種情形為法規廢止原因？ 
法規執行有窒礙難行之處 法規內容有違憲之疑慮 
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留之必要者 法規執行效果不彰者 

14 關於公務員行政責任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行政懲處係由司法機關處分之 
行政懲處屬平時考核者，有功過相抵之適用 
公務員撤職與否之救濟，以最高行政法院為終審法院 
減俸屬於懲處處分 

15 人民因違反行政法上之義務而受主管機關科處罰鍰。此罰鍰為： 
行政秩序罰 行政刑罰 執行罰 懲戒罰 

16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顯然無法於現場查證身分時，得將人民帶往派出所查證；帶往時非遇抗拒不

得行使強制力。依此規定，解釋上，當人民抗拒時，警察得使用強制力。此種解釋，係屬： 
目的解釋 歷史解釋 擴充解釋 反面解釋 

17 關於法院於受理個案時，應適用之法律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不得拒絕適用法律 不告不理 服從上級指揮監督 一事不再理 

18 下列何者不是成文法源？ 
自治法規 條約 憲法 習慣法 

19 下列何者非屬國民主權原則的表現？ 
法官超出黨派之外，依據法律獨立審判 國會定期改選 
總統由人民直選  行政院必須向立法院負責 

20 下列何者非屬行政程序法所規定之一般行政法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罪疑惟輕原則 

21 依司法院解釋，原菸酒稅法規定該法施行前專賣之米酒應依原專賣價格出售。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者，一律

處每瓶新臺幣二千元之罰鍰，此規定違反下列何種法律原則？ 
明確性原則 平等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比例原則 

22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宗教自由，國家對興建寺廟地點，不得以法律加以任何限制 
基於學術自由，國家不得在未經法律授權下，以行政命令要求大學開設特定必修科目 
基於言論自由，國家不得以法律要求香菸業者在香菸外包裝上標示吸菸有礙健康之警語 
基於遷徙自由，國家不得以法律限制役男出境 

23 依憲法規定，下列何者為我國最高行政機關首長？ 
總統 最高行政法院院長 檢察總長 行政院院長 

24 下列有關監察院之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委員任期六年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 29 人 
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  監察院不得對司法人員提出彈劾案 

25 下列關於行政賠償與補償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賠償與補償之範圍原則上相同 
補償為過失責任，賠償為無過失責任 
徵收土地造成人民損害，應負補償責任 
因公有公共設施管理欠缺所造成之損害，應負補償責任 

26 依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之 1 的財產來源不實說明罪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

年子女自涉嫌犯罪時及其後幾年內，任一年間所增加之財產總額超過其最近一年度合併申報之綜合所得總

額時，即得命本人就來源可疑之財產提出說明？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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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列何種犯罪之第一審管轄法院屬於高等法院？ 
強盜罪  海盜罪 
十職等以上之高級文官犯罪 妨害國交罪 

28 公務員小王受理民眾申請低收入補助時，發現申請人檢附之所得資料扣繳憑單有經過變造將所得金額塗改變

少，藉以符合補助之標準，經查證屬實，請問小王依法應該如何處理本申請案？ 
駁回申請即可，無須作任何其他處置 
應先命其補正，逾期不補正再予駁回 
駁回申請，同時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規定向刑事偵查機關提出刑事告發 
全案退件，不予受理 

29 對法院所作刑事訴訟判決不服之被告，應於判決書送達後起算幾日內提起上訴？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30 依罪刑法定主義，犯罪構成要件應由下列何者訂定？ 
立法院 司法院 行政院 監察院 

31 中華民國之 A 法律，不論是中華民國人民，或是外國人民，只要是在中華民國領域內者，均適用之。則該

A 法律，係採： 
屬人主義 保護主義 屬地主義 折衷主義 

32 下列何者並非刑法上主刑之類型？ 
有期徒刑 拘留 罰金 死刑 

33 下列何者非屬褫奪公權褫奪之資格？ 
為公務員之資格 為縣長候選人之資格 行使選舉權之資格 為社團法人代表之資格 

34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為符合國際法規定，已修正刑法，刪除死刑規定 
我國為符合國際法規定，雖仍有死刑規定，但依法不得執行 
我國目前仍維持死刑制度 
經過許多討論，立法院下令，所有個案，法務部應於死刑確定判決後一個月內執行完畢 

35 依刑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令之職務上行為，絕對不處罰 
明知所屬上級公務員命令違法，仍依命令從事職務上之行為，應受處罰 
明知命令違法，上級公務員仍要求所屬依令為執行職務上之行為，上級公務員因未實際作為，故不受處罰 
明知命令違法，上級公務員仍要求所屬依令為執行職務上之行為，上級公務員因未實際作為，雖應受罰，

但依法應減輕其刑 
36 有關婚姻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結婚應以書面為之  該書面應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結婚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登記 未成年人不得結婚 

37 有關不當得利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受利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給付係履行道德上之義務者，不得請求返還 
不當得利之受領人，除返還其所受之利益外，如本於該利益更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 
不當得利之受領人，不知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利益已不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 

38 下列何者為財團法人？ 
消費者文教基金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律師公會 臺灣記者新聞協會 

39 依據我國民法規定，表姊妹為下列何種關係？ 
四親等旁系血親 四親等直系姻親 二親等旁系血親 二親等直系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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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法律中經常有「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規定，何謂「善意第三人」？ 
不知情的第三人  捐獻給慈善團體的第三人 
實施公益訴訟的第三人  舉發犯罪的第三人 

41 甲向乙表示「手上的二手智慧手機一萬元賣給你，你要不要？」乙表示「一萬元太貴了，六千元我就買。」

請問甲乙之間契約是否成立？ 
成立，因為乙的表示屬承諾 
不成立，因為雙方尚未簽定書面契約 
成立，因為乙的表示雖為新的邀約，但實屬承諾的一種 
不成立，因為乙的表示為新的要約，甲尚未予以承諾 

42 A 向 B 說：如果你通過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我就送你一台平板電腦。此為附何者之法律行為？ 
停止條件 解除條件 始期 終期 

43 民法之法定最高利率限制為年息百分之二十，下列有關此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民法為任意法，故此規定得由當事人合意排除適用 
若約定利率超過此規定，此約定無效，應以法定年利率百分之五計算 
若約定利率超過此規定，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利息無請求權 
若約定利率超過此規定，債權人對於全部之利息無請求權 

44 有關意思表示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不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45 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均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但自請求權人知有

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幾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1 年 2 年 3 年 5 年 

46 民法第 7 條規定：「胎兒以將來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利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法條文字上以

「視為」表示者，一般稱之為： 
準用 類推適用 推定 擬制 

47 公務員以私法行為執行職務，不法侵害第三人權利時，應由誰負擔何種損害賠償責任？ 
由國家依國家賠償法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由國家依國家賠償法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後，向公務員求償 
由行為之公務員與國家連帶負擔民法上之損害賠償責任 
由行為之公務員負擔民法上之損害賠償責任 

48 下列有關民法行為能力之敘述，何者錯誤？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行為能力 
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成年人，有限制行為能力 
無行為能力人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得單獨為有效的法律行為 
剛滿十八歲之甲男訂定婚約，應得法定代理人同意 

49 關於假扣押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聲請假扣押時，如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者，可以提供擔保代替之 
假扣押所欲保全者係金錢請求或得易為金錢之請求 
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假扣押之原因消滅時，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 

50 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簡易訴訟程序，其適用之金額門檻為： 
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六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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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評估者不僅要客觀地分析政策狀況，亦應對政策目標本身的價值有所判斷與評論」，依 E. G. Guba

及 Y. S. Lincoln 的說法，此屬於那一代政策評估方法內涵之描述？ 

第一代評估 第二代評估 第三代評估 第四代評估 

2 學者 S. R. Arnstein 從權力觀點，提出「公民參與階梯」（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的概念，請問下列

何者是其公民參與類型中，影響力涉入公共事務最深者？ 

授權 控制 協商 合夥 

3 民國 99 年行政院組織法修正通過升格或新增的部包括：勞動部、農業部、衛生福利部、文化部、科技部、

以及： 

能源部 環境資源部 海洋部 商務部 

4 下列何者屬於非正式組織的負功能？ 

社會控制的作用 高度的伸縮性 提供社會滿足感 順適作用 

5 學者 A. Downs 提出「沒有人能夠完全控制大型組織的行為」的「不受控制定律」，主要是根據那一項組織

病象理論的推論？ 

寡頭鐵律（Iron Law of Oligarchy） 墨菲定律（Murphy’s Law） 

白京生定律（Parkinson’s Law） 邁爾斯定律（Miles’ Law） 

6 「機關首長的機要秘書，因隨時能夠接近首長影響決策，因而具有組織權力的基礎」，上述為何種組織權力

或影響力的呈現？ 

專家權力 參照權力 獎賞權力 關聯權力 

7 「公務人員應以國家利益與民眾福祉為依歸，摒棄偏私與壓力，確實推動行政工作」，此主要為何種行政中

立原則之表現？ 

保守秘密原則 人民至上原則 專業倫理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8 在行政學的發展過程中，有些學者強調以管理面的內涵來研究。下列那個選項，最強調行政學中管理面的論

點？ 

「經營憲法」比「制訂憲法」更為困難與重要 政府無須告訴民眾與企業何者當為，何者不當為 

「行政原則」不過是一些相互衝突的「行政諺語」 在無關緊要的面向上，企業與政府行政是相似的 

9 比較而言，下列何者並非是政務官存在的主要功能？ 

發動與運用政治資源  溝通說服與斡旋妥協 

掌握情勢與界定問題  瞭解組織與掌握人力 

10 「行政監察員」（ombudsman）乃是歐美國家廉潔政府的重要制度設計。從行政責任的確保途徑而言，此乃

屬於何種類型的途徑？ 

內部正式確保途徑  外部正式確保途徑 

內部非正式確保途徑  外部非正式確保途徑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ved=0CDkQFjAB&url=http%3A%2F%2Fxuelele.com.tw%2Fpast_items%2F215749&ei=f-jcUK_5KO7jmAXb0YHQBg&usg=AFQjCNFauAbUjGaetG9-jXYJXuYzH6z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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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單身政務官因鬧緋聞使內閣形象受損，該政務官遂自行請辭下臺以維護政府形象。此主要為那一種行政責任

的具體展現？ 

政治責任 個人責任 專業責任 法律責任 

12 下列有關「新公共行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相關論述，何者錯誤？ 

強調適應動盪不安環境之需要 

主張發展以服務對象為重心的組織 

針對消費者個別服務給予更多的關注 

相關學者至今已召開過三次「明諾布魯克（Minnowbrook）會議」 

13 「戒石銘」：「爾俸爾祿，民脂民膏，下民易虐，上天難欺」，主要在強調下列何者之重要性？ 

行政中立 行政倫理 行政裁量 行政自主 

14 學者亨利（Nicholas Henry）將行政學發展歷史區分為數個典範時期。比較而言，下列何者為其「行政學為

政治學時期」的典範內容？ 

比較與發展行政的提出與受到關注 

學者 H. Simon 提出「純粹行政科學」的論點 

倡議「價值/事實」二分，強調行政中立的論述 

美國「全國公共事務暨行政院校學會」（NASPAA）成立 

15 「治理」（governance）乃是行政學的新興議題，下列何者並非是學者 B. Guy Peters 所提出的治理模式？ 

市場模式（Market Model） 參與模式（Participatory Model） 

鬆綁模式（Deregulating Model） 混合模式（Mixture Model） 

16 近年來，非營利組織（NPO）成為推動公共事務的重要夥伴，下列有關非營利組織在社會中所具角色與功能

的項目，何者錯誤？ 

服務提供 價值裁決 開拓與創新 改革與倡導 

17 當代公共事務日益強調利益團體的公共參與。比較而言，下列何者最不屬於利益團體進行公共參與的活動方

式？ 

協助競選 法案遊說 罷工活動 董事改選 

18 政府推動公共（眾）關係時，通常將公共關係的客體，區分為內、外兩類公眾或顧客。試問下列何者屬於所

謂的「內部公眾」？ 

相關利益團體 政策服務對象 政府公務人員 一般社會大眾 

19 近年來，行政改革強調提高政府績效的重要，請問此乃是那一個政策階段最重視的內涵？ 

政策規劃 政策執行 政策評估 政策合法化 

20 多元主義是許多民主社會政治運作的基本理念，以下對多元主義的說法何者錯誤？ 

主張社會應具備多元價值的意識型態 各種價值的支持者組成團體向決策者施壓遊說 

公共政策常是利益團體競爭後的妥協結果 政治制度採二元權力中心的設計 

21 政府成立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保障消費者的基本權益，其設置主要是為了預防與解決下列那一類市場失靈的

問題？ 

公共財的提供問題 外部性造成的問題 資訊不對稱的問題 自然獨占造成的問題 

22 行政機關為處理眾多的日常事務所發展出來的一套慣例規則，一般稱為： 

行政監督流程 目標管理程序 危機管理程序 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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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關公、私部門雙方在進行公共事務合作時，率以公部門為領導中心，私部門組織或民眾則依存在此架構下，

此種合作關係屬於公、私部門的何種合作模式？ 

水平互補 水平融合 垂直分隔 強勢支配 

24 政府公關與行銷應以下列何者為中心思想，運用各種公共資訊的傳播技術，協助組織界定並生產公共價值、

塑造有利形象，以爭取公眾最大支持？ 

權威導向 利潤導向 顧客導向 技術導向 

25 法務部為辦理廉能政策規劃，執行反貪、防貪及肅貪業務，特設何種組織？ 

行政法院 廉政署 地方法院 肅貪署 

26 在美國，柯林頓（B. Clinton）總統於 1993 年 3 月 3 日成立何種組織，來統籌推動聯邦政府的再造工作？ 

預算管理局 主計局 國家績效評鑑委員會 國土安全局 

27 對於政策方案在規劃階段時進行可行性評估、優缺點評估、優先順序評估，這種評估稱為： 

事中評估 績效評估 預評估 結果評估 

28 一般而言，有形的產出除以有形的投入（如人力、物力、財力、時間等）的商數，或成本與利益之間的比率，

稱為： 

效能 標準 判準 效率 

29 下列何者不是官僚體系（Bureaucracy）之主要特徵？ 

層級節制 專業分工 對人不對事 永業化 

30 當組織成員只是修正其行動的策略和手段，以期能達成既定的組織目標及規範，此種組織學習稱為： 

雙圈學習 三圈學習 多圈學習 單圈學習 

31 政府施政需強調「公共利益」，但是公共利益之內涵頗為抽象，行政學者全中燮（J. Jun）提出實踐公共利

益的八項標準，在下面可能的六項標準中，有四項包含在內：①公民權 ②專業知識 ③依法行政 ④未

預期的後果 ⑤利益團體權利 ⑥輿論…等。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⑤ ①②④⑥ ①②④⑤ 

32 全球化使公務人員面臨許多挑戰，以下說法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應體認資本主義乃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公共行政更加注意績效 

注意全球化使跨國企業可能威脅社群與公共精神之情況 

公務人員應開拓個人的及專業的世界觀 

33 根據 Fred Riggs 的看法，開發中國家彼此間的行政制度未必相同，但其行政運作大致上存在那些相似的特質？ 

功能分化、同質性、形式主義 重疊性、異質性、形式主義 

都市化、全球化、重疊性 網絡化、同質性、非正式化 

34 下列何種課責方式，是強調在公部門之外，發展一套可以課責行政機關的機制？ 

行政監督 政治監督 司法監督 國家監督 

35 工作者個人或群體有完全之決策權，領導者儘量不參與其事；領導者僅負責提供部屬所需之資料條件及資訊，

而完全不主動干涉，為下列何種領導？ 

民主式領導 獨裁式領導 權變式領導 放任式領導 

36 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是屬於下列何種機關？ 

國營事業 幕僚機關 獨立機關 中央一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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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赫茲柏格（Frederick Herzberg）將那些能夠防止員工不滿的因素稱為保健因素，而將能夠產生滿足的因素稱

為： 

滿意因素 漸進因素 激勵因素 理性因素 

38 要求公務人員的所作所為必須嚴格遵守法律，以及必須服從上級的命令，主張這個觀念的人認為，必須要設

立一些外在的標準來判定行政行動的正當性，此概念謂之： 

順服 充分性 代議制 課責 

39 歐斯朋（D. Osborne）與蓋伯勒（T. Gaebler）在 1992 年出版的《新政府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

一書中，主張以下列何種型態的政府來運作或治理？ 

府際型政府 自由型政府 企業型政府 垂直型政府 

40 決策者對每一可行方案的未來報酬（利益），是以最保守的數值（所謂小）來估計，從而選出其中最大報酬

的那一個方案，此決策準則稱為： 

樂觀準則 機率準則 悲觀準則 主觀主義準則 

41 「從事方案設計時，應考慮儘量使受益者擴大，並使利益普及一般人」，此乃學者 A. Kaplan 那一項政策規

劃原則的體現？ 

公正無偏原則 分配普遍原則 持續進行原則 個人受益原則 

42 政策分析人員在從事方案規劃時，必須從事可行性分析，以下何者比較不屬於可行性分析之面向？ 

時間可行性 選舉可行性 政治可行性 環境可行性 

43 比較而言，下列何者並非是影響政策執行成敗的重要因素？ 

政策問題所具的特質  政策合法化的周延程度 

政策評估的周延程度  政治、經濟等因素 

44 某公務人員將遵守法規視為最主要目的，而忽略為民服務這一更重要的目的，這種現象稱為： 

目標管理 目標錯置 政府失靈 市場失靈 

45 下列何種決策途徑認為：機關組織的決策通常並非是經過理性思考計算之後的結果，實際上是決策者在決策

過程中不經意碰到的一項產出結果？ 

政治決策途徑 漸進決策途徑 垃圾桶決策途徑 滿意決策途徑 

46 一套由變革推動者與被服務對象針對問題本質所選擇應用，藉以調整或改變被服務系統的關係，增進組織效

能的活動技術，在學理上稱為：  

協商服務的調整技術 公共服務的傳遞技術 組織發展的干預技術 政策問題的選擇技術 

47 所謂「無法感應緩慢的、漸進的威脅，而導致對生存有致命的危險」，是下列何種譬喻？ 

月暈效果 溫水煮青蛙 自我疏離 組織疏離 

48 「會出錯的事情一定會發生」，是下列何種定律的說法？ 

白京生定律（Parkinson’s Law） 不稀罕效應（BOHICA） 

邁爾斯定律（Miles’ Law） 墨菲定律（Murphy’s Law） 

49 下列對於「目標管理」之說法，何者錯誤？ 

是一種強調「參與管理」的方法 是一種重視人性、團隊建立的管理方法 

完全由機關組織管理階層為部屬訂定工作目標 可適用於公、私組織 

50 組織各部門及各層級間所建立的一種相互關係的模式，通常稱為： 

變形蟲組織 矩陣組織 組織結構 組織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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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為最常見的社會化之執行單位？ 

大眾傳播 運動場 百貨公司 醫院 

2 除了階級之外，「政黨」是區分社會階層重要的面向，此一論點是始於下列那位學者的說法？ 

馬克思（Karl Marx）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韋伯（Max Weber） 

3 對於女權運動，下列說法何者錯誤？ 

左派論點認為女權主義損壞了婚姻神聖的根基 

女權運動者認為「工作」不應被定義為「家庭之外有薪資的工作」 

法國的婦女社團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展開各種追求平等的陳情計畫 

過去女權運動者經常面臨殺身之禍 

4 以一位研究社會學的人之觀點，對於貧窮，下列說法何者正確？ 

「收入」是界定貧窮人口的最佳指標 

比起其他社會問題，貧窮現象的能見度其實較低，因此社會大眾易忽略貧窮問題的嚴重性 

貧窮者通常活得較長 

研究發現，貧窮者多半是不想去工作的人 

5 劉先生以開碾米廠為業，他想結合同行共同保障及爭取相關權益，則他加入下列那一種團體，最能達到他的目

的？ 

產業公會 政黨 青商會 慈善功德會 

6 廖先生退休後以志工身分參加下列四種人民團體，並成為其會員，其中何者屬於財團法人？ 

中華人權協會 臺北市廖氏宗親會 消費者文教基金會 臺大醫院志工隊 

7 遊說係指利益團體之代表直接和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進行接觸，說服彼等支持該團體立場與確保該團體利益。

故政府於民國 96 年 8 月 8 日公布遊說法，使我國成為第 3 個以專法規範遊說的國家，此對推動清廉政治具

有重要幫助。下敘何項係其規定之屬性？ 

遊說採強制登記制、遊說資訊亦需強制揭露 遊說不需登記、遊說資訊需強制揭露 

遊說採強制登記制、遊說資訊不需強制揭露 遊說登記與遊說資訊揭露皆無強制性 

8 下列何者不是我國目前所謂的三級制地方政府？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 村里辦公室 

9 民主政治包括四個主要原則，在選舉時每一選民皆具有一票，每一個人的一票皆與其他人的一票完全相等，

這種原則稱為： 

主權在民 人民諮商 政治平等 多數決 

10 從中央與地方之權力關係而論，美國屬於下列那一體制？ 

單一國分權制 聯邦－分權體制 拿破崙大區制 後殖民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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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有議案在場的情形下，下列那一個附屬動議，提出後不須經過討論即可表決是否採用該項附屬動議？ 

修正動議 交付委員會動議 定期延期討論動議 擱置動議 

12 桃園機場旁發現黑色膚色甫出生棄嬰，經查其生父母不明所以送交孤兒院，則其國籍取得應依何種原則？ 

屬人主義 屬地主義 收養主義 歸化主義 

13 阿哲設籍雲林縣虎尾鎮，2012 年 11 月年滿 23 歲，打算參加下次所謂「五合一」的公職人員選舉，請問他

不可參加那一種選舉？ 

省長選舉 縣長選舉 鎮長選舉 里長選舉 

14 當事人權益受損時，聲請第三人或機關居間解決，以進行協調並解決糾紛的制度可稱為下列何者？ 

訴願 和解 訴訟 調解 

15 中共政治體制中，共產黨與國家機構的職權有時難以區分，下列何者在共產黨與國家機構中皆有設置，而被

稱為「兩塊招牌，一套人馬」？ 

中央軍事委員會 政法委員會 紀律檢查委員會 國務院 

16 中共的某項策略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為核心並寫入黨章，這稱為何？ 

科學發展觀 和諧社會 三個代表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論 

17 我國刑罰中，主刑不包括下列何者？ 

有期徒刑 褫奪公權 拘役、罰金 無期徒刑 

18 依我國憲政制度，統一解釋法律的機關為下列何者？ 

行政院法規委員會 法務部 司法院大法官 立法院 

19 下列何者不曾聯名登記競選過我國總統、副總統？ 

陳履安、王清峰 謝長廷、蘇貞昌 連戰、馬英九 馬英九、吳敦義 

20 依我國現行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總統於立法院通過對行政院院長之不信任案後，要解散立法院前，必須先

行諮詢那位首長？ 

總統府秘書長 監察院院長 立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21 2012 年第 8 屆立法院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是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率選出，

下列那一個政黨得以分配席次？ 

綠黨 新黨 親民黨 工黨 

22 下列何者的彈劾案，必須交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方可決議？ 

監察委員 大法官 考試委員 總統 

23 我國憲法規定，預算的編列與審查分別是由何機關負責？ 

總統府、行政院 總統府、立法院 行政院、立法院 立法院、監察院 

24 東東與玲玲兩人是一對夫妻，由於個性不合吵架多年，雙方講好離婚，則依那一種法律辦理才具效力？ 

性別平等教育法 民法 婚姻登記法 家庭暴力防治法 

25 下列何者不是「中央法規標準法」所規定的命令層級之法規名稱？ 

辦法 綱要 條例 規程 

26 依我國刑法規定，阿哲雖然是大學新生，但他年滿幾歲，就需負起完全的刑事責任？ 

16 歲 18 歲 20 歲 23 歲 

27 阿哲拾獲阿志所遺失的全新手機一支，依照新修正完成的民法規定，阿哲依法可以向阿志請求該手機市價多

少比率之報酬？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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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列何者並非民法所稱之姻親？ 
配偶之血親 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血親之配偶之血親 血親之配偶 

29 下列何者因移轉標的物之占有而生效？ 
地上權 質權 抵押權 地役權 

30 在二十一世紀面臨全球暖化的環境下，國家越來越重視再生能源的產業發展，下列何者非再生能源之一？ 
太陽能光電板 化石燃料 生質燃料 風力發電 

31 失業的定義有很多種，在現在市場條件下，可以找到工作而尚未找到者，稱為何種失業？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 隱藏性失業 

32 在市場經濟裡，供需決定價格，價格又指導人們的決策，稱為何種制度？ 
價格制度 經濟制度 供需制度 數量制度 

33 面對經濟衰退，各企業紛紛尋求因應之道。下表是三間公司行號所採行的方法。請問：這三家業者所採取的

是下列那一種策略？ 

公司行號 採行的方法 
甲工廠 裁撤部分的員工 
乙公司 減少員工加班的時間 
丙商店 暫停各項廣告活動 

降低生產成本 增加生產數量 提高單位利潤 調降產品價格 
34 行政院衛生署對於國內冷凍食品檢驗合格的產品發給 CAS 標誌，此一標誌主要是政府想要達到什麼目的？ 

保護生產者權益 保護消費者權益 刺激消費者消費 鼓勵生產廠商生產 
35 國民經濟是透過各項的生產、分配與消費，其中必須有其買賣行為發生的處所，有些是有形的市場，有些是

無形的市場。請問下表中那些是屬於「無形的市場」？ 

 甲、超級市場    乙、便利商店 
 丙、百貨公司    丁、郵購市場 
 戊、股票市場    己、保險市場 

甲乙丙 乙丙戊 丙戊己 丁戊己 
36 I need some       to pay for the parking. 

change checks charge currency 
37 Many people have died of liver cancer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it in its early stages. 

choose detect prefer repeat 
38 He gets very       with his job as a doorman. 

bore boring bores bored 
39 It is a shame that the error was noticed only after Ms. Perng       the project proposal. 

sends in has sent in had sent in is sending in 
40 William found the movie       because he loves the story about humans and animals. 

to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ed interesting 
41 David: I’m planning to go camping next weekend with my friends. Would you like to come with us? 

Doris:        
David: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go? It should be a lot of fun. 
Oh, I’d like to, but I already have other plans. Where will you go? 
That sounds wonderful.  Thanks for inviting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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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Waiter: Are you ready to order? 

Tommy: Yes. Can I have the steak, please? 

Waiter:        

Tommy: Medium. 

How would you like it cooked? Which part would you like? 

How fast should we serve you? Do you prefer your steak well done? 

 

Advertisements are everywhere. In order to draw our attention, advertisements have been   43   in different 

mediums and forms. They have been shown in buses and cars to   44   that people can see them wherever they go. They 

can also be seen in balloons floating up in the air. On the Internet, advertisements will pop up on the   45   so that 

people cannot avoid them. Although most people might feel excited when first seeing them, they can still   

46   them away whenever they like. But people can do almost nothing about it if pop-up ads   47   on television. It can 

really affect people and most people aren’t happy to see them. 

43 suffered removed explained displayed 

44 take care make sure pay off act out 

45 screen keyboard mouse printer 

46 smile take click wipe 

47 perform watch appear sing 

 

The thieves struck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22, 2004, not long after the Munch Museum had opened. The Sunday 

peace was broken by the shouting of the two men storming into the exhibition area. Using a gun to force the guards to the 

ground, they took two paintings off the wall and left. The whole thing took less than 5 minutes. The crime was seen as a 

shame to Norway, which regards Munch’s paintings as among its most valued cultural treasures. One and a half years on, 

six men were charged and their trial began February 14, 2006. The police may catch the thieves, but they don’t have the 

painting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olice took so long to arrive. By the time they did, the original witnesses were gone and 

the crime scene had been changed with other visitors. The only evidence they got was an unclear photo of two guys taken 

by the security camera. The police began to make some arrest 8 months later. As for the museum, it closed after the 

robbery and reopened 10 months later, after adding $6 million security equipment. 

48 On what day did the robbery happen? 

Mon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49 When did the Museum reopen? 

April 2005. June 2005. February 2006. December 2006. 

50 Why did the late arrival of the police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find the paintings? 

The guards had been seriously injured. The security camera had been broken. 

Some evidence might have been lost. The visitors had been scared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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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中的字音，何組相同？ 

言者「諄」諄／「尊」老敬賢 再三叮「囑」／眾所「矚」目 

得不「償」失／「觴」酌流行 「喟」然而歎／無「謂」之爭 

2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做事若能本著跬步千里的精神，必能成功  

相信勤能補詘的人，最後往往能夠脫穎而出 

理解事件的原委後，他問話的聲音就不再像先前疾言利色了 

公司的員工如果都不笱且偷安，這場商業戰爭我們一定能獲勝 

3 下列詞語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瞠目結舌／淹旗息鼓  欲蓋彌彰／集腋成裘 

煮豆燃箕／茶毒生靈  閒情異志／鳩佔雀巢 

4 下列詩文句中的「為」字，何者有「當作」的意思： 

人之為學有難易乎  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 

5 下列語詞與「甜蜜的復仇」修辭法則不相同的選項是： 

美麗的錯誤 可愛的敵人 璀璨的鑽石 蒼老的青春 

6 下列「」中的詞語，解釋正確的是： 

千萬不要僅僅做個「自了漢」：自大的人 

你要學你老子，不要「跌他的股」：讓他摔跤 

我的程度不算「破蒙」的學生，故我不須念《三字經》：初學者 

可惜我的學生後來都不專習英國文學，不然，我可「抖」了：害怕 

7 下列成語使用錯誤的是： 

他常能掌握做事要領，無怪乎做起事來「事半功倍」 

她努力工作買了新屋送給父母，「捫心自問」欣喜萬分 

我認為仍應保留清明節祭祖的習俗，才能讓孩子們明白「慎終追遠」的意義 

這班同學程度「良莠不齊」，實在很難掌握教學進度，但仍應有教無類，不可放棄 

8 盧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累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迎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

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下列成語，

何者與此故事相關？ 

用行舍藏 終南捷徑 心遠地偏 登高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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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常常□□的對自己說：『臺灣其實是深邃而□□的』，然而我也經常□□與哀傷的對自己說：

『臺灣可能匆匆走過而遺忘歷史』。我的心情是□□天地變遷、光陰荏苒，而致共同的記憶被沖刷

掉，島嶼成為失憶沒有歷史的地方。」文中空格處，依序應填入那四個詞語最為恰當？  

驕傲／豐富／困惑／疑懼 神氣／多元／失望／猶豫 

振奮／繽紛／悲苦／猜忌 樂觀／多彩／驚愕／焦躁 

10 下列語句的語序改變後，何者意思沒有改變？ 

醉翁之意不在酒／醉酒之翁不在意  

我不入地獄，誰入地獄／誰入地獄，我不入地獄 

笑罵任由他，好官我自為／任由他笑罵，我自為好官 

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不已於風雨／松柏凋於歲寒後，雞於風雨鳴不已 

11 下列選項何者與喪亡詞語無關？ 

立雪神傷 萱堂日永 喪明之痛 孟母遺徽 

12 「白髮被兩鬢，肌膚不復實。雖有五男兒，總不好紙筆。阿舒已二八，懶惰固無匹。阿宣行志學，

而不愛文術。雍端年十三，不識六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梨與栗。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下列選項的父子關係，何者與本詩所述的內容最相近？ 

班彪與班固 劉備與劉禪 曹操與曹植 蘇洵與蘇轍 

13   二千三百餘年前，在中國東南部的蒙縣地方，產生了一位曠世的天才。他想像豐富，上窮碧落

下黃泉，無所不至；他口才犀利，冷嘲熱諷，罵盡天下英雄，卻沒有一個人對他不心服口服；他思

想尖銳，能言人之所欲言，也能言人之所不能言。尤其他那縱橫馳說、予奪自如的文字，更穿透了

漫長歲月的阻隔，在今天，仍然是那樣的新，那麼的動人，那麼的具有衝擊力。 

  他就是   。 

  他就是道家的第二座高峰。 

  他就是金聖歎所批六才子書的第一本   的作者。 

下列那一選項，適合填入上文空白處？ 

屈原／《離騷》 司馬遷／《史記》 施耐庵／《水滸傳》 莊子／《南華真經》 

14 「郭林宗至汝南造袁奉高，車不停軌，鸞不輟軛；詣黃叔度，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林宗曰：

『叔度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不清，擾之不濁，其器深廣，難測量也。』」關於黃叔度的人格特質，下

列那一選項最為貼切？ 

城府深不可測 心境平和淡定 才氣縱橫超凡 器量恢弘有度 

15 「其不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勞，侵眾官，竊取六職百役之事，

齗齗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不通是道者也。」文中強調居相位者應有的作為，為下列何

者？ 

勤政愛民 多才多藝 抓大放小 事必躬親 

16 「諫人之短，語雖切直，而能溫顏下氣，縱不見聽，亦未必怒。若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

厲，縱不見怒，亦須懷疑。」此語意謂： 

君子有過必思改 厚於責己薄責人 善惡報應難窮詰 與人言語貴和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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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昔〈儲說〉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不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豈不明鑑同時之

賤哉！」本段文句意旨與下列選項最相近的是：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 抱殘守缺，故步自封 眾口鑠金，歪曲事理 胸無點墨，識鑒不明 

18 「某翁，宅臨河畔，地勢低窪，每虞水患，擬遷。以眾議參差不決。一日，一路人誡翁曰：『洪水

將至，胡不速遷？』翁乃集家人會議，自夕達旦，弗能決。次日，又一路人誡之曰：『洪峰不遠，

速遷勿疑。』翁復集家人會議，自夕達旦，仍不能決。時復有路人告警：『速遷！遲則洪峰至矣！』翁

徐曰：『容再與家人會議。』水至，而議猶未決。」下列選項最符合此文意旨的是： 

緩不濟急 猶豫誤事 三思而行 眾口鑠金 

19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

下之無地而得安寧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離散天下之子女，以博我一人

之產業，曾不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離散天下之子女，

以奉我一人之淫樂，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文中指出政治動擾的根源在於： 

後世君王性喜奢侈，視民有如草芥  

古代君王個性勤樸誠懇，後世君王無法相比 

古代君王認為自己是天地過客，因此務於修德而天下大治 

後世君王以天下為己所有，將侵奪與享樂視為理所當然 

20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不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不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依據文意，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孟子認為捨生取義是人類的高貴情操  

孟子認為人應追求道義，無論賢愚，皆當如此 

生命與道義永遠處在衝突的狀態，我們必將自我犧牲以成全道義 

人生常會遇到各種價值的衝突，不得已時，犧牲生命也在所不惜 

21 「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

良工之所不重，小善不足以掩眾惡也；白玉微瑕，善賈之所不棄，小疵不足以妨大美也。」本文主

旨最接近下列何者？ 

不以小惡掩大善，不以眾短棄一長 莫以惡小而為之，莫以善小而不為 

小疵不足以損大器，短疢不足以累長才 懲大過者不計小功，責巨惡者不錄小善 

22 「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不加禮敬；他鄉異縣，微藉

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其長短，覈其精粗，或彼不能如此矣。所以魯人謂孔子為東家丘；

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不納其諫，以至亡國。不可不留心也。」下列敘述何者最為正

確？ 

「魯人謂孔子為東家丘」，可知平日愈接近的人，愈容易輕賤他 

「延頸企踵」是指伸長脖子、抬起腳後跟，形容十分渴慕、企盼的樣子，意思同於「摩頂放踵」 

「校其長短，覈其精粗，或彼不能如此矣」，是指要彼此較量高下優劣，發現鮮少有人能兼擅眾長 

「少長周旋」、「少長於君」，兩句中的「少長」意思不同，前指「少年與長者」，後指「年少

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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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兩虎爭人而鬥者，管莊子將刺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兩虎爭人而鬥，小

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刺之，則是一舉而兼兩虎也。無刺一虎之勞，而有刺兩虎之名。」

下列成語何者與本文含意最不相關？ 

一舉兩得 事倍功半 伺機而動 漁翁得利 

24 （李廣）令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虜多且近，即有急，奈何？」廣曰：「彼虜以我為

走，今皆解鞍以示不走，用堅其意。」這種戰術類似於三十六計中的： 

空城計 苦肉計 調虎離山 走為上策 

25 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見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來謁，珊降階接之，甚恭。丘不能平，伺子弟

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不接，不接是接。」浚

勃然起，杖珊數下，曰：「和尚莫怪，打是不打，不打是打。」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由本文可知丘浚的機智與釋珊的勢利  

故事中，釋珊對於所有客人的接待態度一視同仁 

丘浚沒有得到和尚的禮貌接待，是因為他自己的態度不恭敬 

本文主旨是要告訴我們釋珊禪機甚深，丘浚反而有世俗的計較 

26 「梁相死，惠子欲之梁，渡河而遽墜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梁無

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梁乎？』惠子曰：

『子居艘楫之間，則我不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下列選

項所述，何者正確？ 

惠子之所以跌入水中，是因為他不懂如何划船的緣故 

惠子的能力連船夫都不如，就算趕到梁國去，也不可能當上宰相 

全文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專長，只要充分的發揮，都能得到好的結果 

惠子說船夫和他比起來，就像是一隻眼睛沒睜開的狗，可見其忘恩負義 

27 「李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禮。乃寄錢物百萬，並氈車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宅門伺

候。有肩輿自宅出，從婢二人，青衣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

古乃止。」下列選項所述，何者正確？ 

「使者遽歸以告」，是因使者被杜黃裳的妻子發現，所以匆匆告歸 

本文說明為官清廉，即使貴為宰相，生活一樣清苦，不如早自為計 

李師古派人送禮給杜黃裳沒有成功的原因，是因為杜黃裳的妻子拒收 

「從婢二人，青衣襤褸」，表示杜黃裳為官清廉，家人穿著素樸，使本要賄賂的李師古知難而退 

28 「無道人之短，無說己之長。施人慎勿念，受施慎勿忘。世譽不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

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不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老氏誡剛強。行

行鄙夫志，悠悠故難量。慎言節飲食，知足勝不祥。行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依文意，下列所

述何者錯誤？ 

全文提醒凡事不要強出頭，透露明哲保身的思想 

「施人慎勿念，受施慎勿忘」，說明應忘記曾經幫助別人，同時要牢記別人的恩惠 

「謗議庸何傷」意謂因不實的毀謗造成傷害時，要據理力爭，不使傷害擴大 

「無道人之短，無說己之長」，告誡小心口舌，與文中後段的「慎言」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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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關於時間與記憶，李商隱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自己經驗過的世界，他人永

遠無法完全理解。感情的傷害，別人也無法代替承受。明知鏡花水月、美人白骨，這世界從不曾為

誰停止轉動，卻還是貪心的想要擁有，要的比自己所想的多更多。 

依據上文，下列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鏡花水月、美人白骨」於本文中泛指一切恆常存在的美好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提醒我們應當及時行樂 

關於時間與記憶，作者想要呈現的是人們對虛幻短暫物質表象的執迷和無奈 

每個人生命中總有許多無法遺忘的情懷，這些深藏記憶私密角落的感受總能為大多數人理解 

30 這世界如果盡是健談的人，就太可怕了。每一個健談的人都需要一個善聽的朋友，沒有靈耳，巧舌

拿來做什麼呢？英國散文家海斯立德說：「交談之道不但在會說，也在會聽。」在公平的原則下，

一個人要說得盡興，必須有另一個人聽得入神。如果說話是權利，聽話就是義務，而義務應該輪流負擔

……仔細聽人說話，是表示尊敬與關心。善言，能贏得聽眾。善聽，才贏得朋友。 

根據本文，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懂得傾聽，不僅是一種美德，更是與人交談時必須要有的尊敬與關心 

「如果說話是權利，聽話就是義務」，意指「說」與「聽」之間，存在一種對立且固定的關係 

有時無聲的「聽」，比喧囂的「說」有助益，如同「善言，能贏得聽眾。善聽，才贏得朋友」 

「沒有靈耳，巧舌拿來做什麼呢？」意指美好的言語，若無懂得聆賞之人，也只是對牛彈琴 

31 當我們在思考任何一個問題的時候都應該要秉持著懷疑論的精神。抱持著開放的心態去思索每一個的可

能性，然後一步步的抽絲剝繭，去探究事物的本質與可能的演變。如果你確實用這樣的方式去思考

每一個問題，你會發現許多過去我們認為理所當然的「常識」，其實並不是你所想像的那樣。 

根據本文，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秉持著懷疑但不偏頗固執的態度，有助於我們以更寬廣的角度辨明事理 

當我們思考任何一個問題時，適當的懷疑有助於釐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我們的思考缺少懷疑，或許就能回到孩提時，對一切事物單純天真的相信 

「五百年前人類以為地球是平的」，我們常毫不懷疑的相信一件多數人都認為理所當然的「常識」 

32 對於創作的靈感來說，特別是對於一個藝術家的靈感來說，只有在平日對於實際生活深入體驗的基

礎上，才有可能在某些時候接受某種偶然的刺激，或者由於某些事物的啟發，引起某種聯想，因而

觸動了蘊藏已久的靈感。但是，這和偶然的靈機一動是迥然不同的啊！至於說唐代的大詩人李白

「斗酒詩百篇」之類的傳說，那只能作為談笑的資料罷了。 

對於「靈感」的看法，下列選項何者最能體現這段文句的旨趣？ 

靈感來自於生活周遭的觸發 靈感與靈機一動的本質相同 

靈感是作者思維秩序的表徵 靈感是一種邏輯推演的公式 

33 「我沒有學別人，在書房裏貼上□□□□的布告。這種防範密守，與我的人生態度相悖。我也並不

是一個吝嗇的人，朋友間若有錢物的需要，我一向樂於傾囊。但對於書，我雖口頭答應，心中卻在囁

嚅。這種心情，大概一切藏書的學人都能體諒。」 

推敲文意，判斷作者所說沒在書房裏貼上的布告，應以下列何者最為合適？ 

君子自重 有借有還 恕不借書 毀損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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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良知可以引導我們深刻的改變人際關係，甚至我們的願景、自律和熱情，它讓我們從獨立提升到相

互依賴的狀態。你發現你必須和他人分享願景和價值觀，否則對方不會和你共同實行這些價值觀。

分享願景能建立紀律和秩序，而毋須提出要求。 

根據本文，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讓我們從獨立提升至相互依賴狀態的是熱情 

讓人認同最好的方式是與他分享願景和價值觀 

紀律和秩序是透過分享願景營造而來的，而非嚴厲的苛求可以塑造 

良知足以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願景、自律和熱情，是引領我們通往成功的關鍵 

35 「盡量使用你擁有的任何知識，可是要看出它們的限制。光有知識還不夠，知識沒有心。再多的知

識也不能滋養或支撐你的心靈，它永遠也無法帶給你終極的幸福或平靜。生命所需要的不僅是知識

而已，還得有熱烈的感情感覺和源源不絕持續不斷的能量。生命必須採取正確的行動，才能讓知識

活過來。」作者對知識的觀念最接近於： 

知識就是力量，每個人都應該努力充實知識 知識浩瀚無涯，可以為人類帶來無限的能量 

知識必須與生命結合，才是真正有用的知識 知識易使人產生障礙，蒙蔽心靈真正的知覺 

36 「莫聽穿林打葉聲，何妨吟嘯且徐行。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料峭春風吹酒醒，微

冷，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來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下列那一選項最接近詞中旨意？ 

對抗邪惡的勇氣 謫居生活的悠閒 撥雲見日的欣喜 寵辱不驚的超然 

37 「不管是蝴蝶也好，莊周也好，從個體的形象來說，雖然有所分別，莊周不是蝴蝶，蝴蝶也不是莊

周。但是蝴蝶可以是莊周所化，莊周也可以是蝴蝶所化。那麼，蝴蝶並不就是蝴蝶，莊周也不就是

莊周。」下列選項何者最貼近本文主旨？ 

知難行易 幻化無常 雌雄莫辨 時光飛逝 

38 香港大嶼山島的西北邊，距赤鱲角新機場約十餘公里之處，有一個叫做大澳的漁港，盛產鹹魚和蝦

醬，滿村異香撲鼻，極富特色。然而最特殊的是岸邊那一排排鐵皮釘成的高腳屋，半水半陸自成一

格，港人喚作「棚戶」，是昔日水上人家的蟄居之地。這些蜑民的後代仍然住在棚戶裡，儘管香港

政府為他們另外蓋了屋邨，三令五申多次迫遷，但棚戶居民始終不肯就範，寧可與潮汐和颱風為伴，形

成香港一大獨特景觀。 

上文傳達的旨意為何？ 

強硬的行政命令不容抵抗 居住文化不易被外力改變 

人類與大自然爭地的困擾 食材的特殊只有作者了解 

39 「區別工匠和藝術家，最大的一個界限，便在於前者以追求酷似為目的，而後者乃在創造另一個完

全不同方向的意象。一種酷似的作品因與實際物象距離太近，常易引發觀者對於實用價值的聯想—

這便遠離了藝術的範疇。而一種不似而似的作品，它以意境為上，其造形係藝術家經過心靈的竅變

和情感的揉和而來，幾乎是另一種生命的呈現，它吸引觀者的，是一種美的情感，與作者同一情感

的共鳴。」下列選項，最貼近作者所表達「藝術的玄機」的是： 

藝術雖不以描摹為擅長，但卻能與實際物象很相近 

藝術所呈現的美感與生命，能使作者與觀者有共鳴 

藝術以意境為創作最高原則，可以引發實用的聯想 

藝術是運用心靈與情感進行創作，追求酷似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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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人常常覺得生命裡有那麼多遺憾，大概是因為不知道放棄，忙著占有、占有、再占有，一路抓，

一路丟，結果是一無所得，連原來拿在手上的，也沒有仔細看清楚。」這段文字之寓意，與下列語

句意思最不符合的是： 
珍惜眼前的所有，腳踏實地才是真理 好高騖遠之人，終將陷入無盡遺憾中 
有捨才能有得，樂天知命為生活真諦 懂得適時的放棄，才有機會擁有更多 

41 「面對長短期利益衝突時，多數成功的公司都是以長期發展為重，而願意忍受短期利益的損失。這

些公司並非完全不顧短期利益，而是以長期發展的角度審視所有的短期利益，再決定是否要掌握。」下

列選項，最接近上文要旨的是： 
長期、短期利益常常是互斥的 不論長期、短期的利益都要把握 
長期與短期的衝突常是兩難的選項 先確定長期目標，再把握短期發展機會 

42 消極的「靜」使人心灰意懶，而積極的「靜」使人精神沉浸下來，專注一個目標而處於最敏銳狀態，這

樣，人就易於深入客體而能領略、吸納，無論目標是事、是物、是人。下列選項不符題意的是：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四序紛回，而入興貴閑  
靜故了群動，空故納萬境 能離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 

閱讀下文，回答第 43 題至第 44 題 
某日一位盲者拜訪了他的一位朋友，辭別時，因為天色已暗，他的朋友就給他一只燈籠，讓他照路回家。

盲者謝絕朋友的好意說道：「我不需要燈籠，無論明暗，對我都是一樣。」朋友解釋道：「我知道你不需

要燈籠照路回家，但如果你不提燈籠的話，別人也許會撞著你，因此你最好還是帶著。」 
43 文中提供盲者燈籠的作為，凸顯其何種性情？ 

胸無城府 深思熟慮 矯枉過正 見義勇為 
44 盲者不接受燈籠的心態，最有可能是因為： 

自恃其力，不待外援  徒勞無功，多此一舉  
維護自尊，特立獨行  謙虛客套，以退為進 

45 下列關於「公文夾」使用的敘述，何者錯誤？ 
文書之陳核、陳判等過程中，均應使用公文夾 
公文夾顏色做為機關內部傳送速度之區分，機密件公文應用特製之機密件袋 
公文夾之應用，必須與夾內文書之性質相稱，「最速件」之使用比例不受限制 
公文夾正中間標明「（機關）公文夾」，中間下方標示「承辦單位」，左上角預留透明可插式空

間，以標示會核單位或視需要加註其他例如「提前核閱」或「即刻繕發」等訊息 
46 有一公文主旨如下：內政部、外交部會銜函報「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草案一案，

奉交貴機關研提意見，於文到 7 日內見復，請查照。請問本公文「文別」應為下列何項？ 
行政院 令  行政院 函（稿）  
行政院 移文單  行政院 交辦（議）案件通知單 

47 依公文間接稱謂用語規定，對職員稱： 
簡銜 職稱 台端 ○○君 

48 依《文書處理手冊》簽稿的撰擬，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簽的「主旨」簡述目的與擬辦，並分項完成 
簽的「說明」是重點所在，針對案情提出處理方法 
「簽稿併陳」用於文稿內容須另為說明或對以往處理情形須酌加析述之案件 
簽的「主旨」、「說明」、「擬辦」可因內容繁多，條列敘述之 

49 依「法律統一用字表」，下列何者用字錯誤？ 
復查 規劃 賸餘 征稅 

50 根據「法律統一用語表」，下列那一選項「」內用語錯誤？ 
「設」機關 「第六十五條」 「訂定」兒童福利法 「處」五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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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行憲法規定，總統公布法律時，須經下列何者之副署？ 
立法院院長 副總統 行政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2 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與下列何種法規範之效力有關？ 
地之效力 人之效力 時之效力 物之效力 

3 下列例子何者屬於必要性原則的內涵？ 
核發建照，但要求必須設置空中花園  
核發電子遊藝場營業許可，但要求必須距離學校 100 公尺 
核准設立補習班，但要求不可進行廣告招生  
核准遊行，但要求參加者必須蒙面 

4 法律有公法與私法的區分；下列何者屬於私法？ 
民事訴訟法 公平交易法 民法 家事事件法 

5 下列法學方法運用實例的敘述，何者正確？ 
公園中設置「魚池旁邊禁止垂釣」的標誌，應認其同時禁止用漁網網魚，此係屬歷史解釋 
民法第 12 條規定，滿二十歲者為成年；據此，未滿二十歲者為未成年，這是一種目的解釋 
如援用瑞士民法的規定，來解釋民法第 1018 條之 1 的「自由處分金」概念，這是一種比較法解釋 
運用類型化的方式解釋民法第 72 條之「公序良俗」概念，是一種擴充解釋 

6 依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行使權利，履行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以下對「誠實及信用方法」之定

性，何者錯誤？ 
一般性條款 帝王條款 特別規定 需評價之法律概念 

7 民國 100 年 12 月 28 日總統公布之人體研究法第 26 條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行。」，請問該法自何日開

始生效？ 
 100 年 12 月 28 日  100 年 12 月 30 日  100 年 12 月 31 日  101 年 1 月 1 日 

8 下列何者非法規命令之特性？ 
 一般、抽象性規定  行政機關得依職權自行訂定 
未有法律授權而剝奪人民權利，應屬無效 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未經核准者，無效 

9 關於同一事項，如有兩種規定不同的法律存在，其適用選擇的標準為：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有利之前法優於後法 法律不溯及既往 程序從舊實體從新 

10 行政程序法施行前，行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訂定之職權命令，其涉及人民權利義務而具對外效力

者，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後，依現行法之規定，應如何處理？ 
該職權命令如係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訂定者，不因行政程序法施行而受影響 
應配合行政程序法修正該職權命令，但可於下次機關法制作業時再配合檢討修正即可 
應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後二年內，另以法律規定或以法律明列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 
應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後二年內，配合行政程序法作修正，但得由行政院視法制作業之需，延長其修正所需

期間 
11 依地方制度法之規定，得以自治條例規定罰鍰者，其罰鍰額度最高以： 

新臺幣五萬元為限 新臺幣十萬元為限 新臺幣二十萬元為限 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12 行政罰法第 5 條規定：「行為後法律或自治條例有變更者，適用行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律或自治條例。但

裁處前之法律或自治條例有利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利於受處罰者之規定。」來看，行政罰法採下列何種

原則？ 
從舊從輕 從新從輕 一行為不二罰 處罰法定原則 



 代號：3501
頁次：4－2

13 常任文官因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其個人在行政上應負何種責任？ 
政治責任 民事責任 懲戒責任 補償責任 

14 數行為違反同一或不同行政法上義務之規定時，應如何處罰？ 
擇一處罰 從一重處罰 分別處罰 隨機處罰 

15 行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律關係是否成立為準據，而該法律關係已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者，行政法院應如

何處理？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無庸考慮民事訴訟，繼續訴訟程序 
駁回原告之訴  判決被告敗訴 

16 依行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逾越權限或濫用權力行政處分之法律效果為何？ 
以合法論 以違法論 以無效論 以無瑕疵論 

17 關於緊急命令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緊急命令係總統直接依憲法授權所發布 
緊急命令具有暫時替代或變更法律之效力 
緊急命令須具體明確而不得授權執行機關以命令為補充規定 
總統發布緊急命令須經立法院追認 

18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隸屬於： 
行政院 司法院 考試院 地方自治團體 

19 下列那一種行政行為之作成程序，我國現行行政程序法僅作大綱性的粗略規定，而明文授權行政院另定之？ 
行政契約 行政規則 行政計畫 行政指導 

20 下列何種法律規定，曾遭司法院大法官宣告其違反憲法保障言論自由之意旨？ 
羈押犯罪嫌疑人，僅須檢察官同意，無須法院核准 
限定僅有視障者方能從事按摩業 
無正當理由任意跟追他人，得課處罰鍰 
人民團體不得主張共產主義 

21 立法院欲增加立法委員報酬而不通案調整全國公務員之俸給待遇，下列何者正確？ 
僅須預算通過即可  須經修憲 
一律禁止  應以法律定之，並應自次屆起實施 

22 下列何者不屬於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利？ 
受國民教育之權利  提起訴訟之權利 
土地被徵收時被徵收人請求補償之權利 總統犯內亂罪享有不受刑事訴究之權利 

23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受刑人不服行政機關否准假釋決定訴請救濟應由何種法院審理？ 
刑事法院 行政法院 民事法院 憲法法庭 

24 主管機關得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解散政黨之條件為何？ 
政黨之目的或其行為，危害社會安定，情節重大者 
政黨之目的或其行為，危害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 
政黨之目的或其行為，危害人民對於總統之信賴者 
政黨之目的或其行為，危害社會風氣，情節重大者 

25 大法官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下列何者正確？ 
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之出席，及出席人數過半數之同意 
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數之出席，及出席人數過半數之同意 
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數之出席，及出席人數三分之一之同意 
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之出席，及出席人數三分之一之同意 

26 地方法院法官，在何種條件下，得聲請司法院解釋憲法？ 
審理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律，合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審理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判例，合理確信有牴觸憲法或法律之疑義者 
案件做成判決後，對於已經適用之法規命令，合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案件做成判決後，對於並未適用之行政規則，合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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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行政契約」與「公、私法區別」問題的關係為： 

行政契約可為公法性質之契約，亦可為私法性質之契約 
行政契約必為公法性質之契約 
行政契約必為公、私法混和之契約 
行政契約必為私法性質之契約 

28 甲乙為夫妻，生子丙、丁；丙與戊結婚，生子己。設若甲死亡，丙依法拋棄繼承。有關甲遺產之分配，下列

敘述，何者正確？ 
丙拋棄繼承，戊可代位繼承 丙拋棄繼承，丙之應繼分全部歸屬於丁 
丙拋棄繼承，丙之應繼分歸屬於丁及戊 丙拋棄繼承，丙之應繼分歸屬於乙及丁 

29 有關夫妻財產制，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夫妻未約定財產制，故其夫妻財產共有 
夫妻採用分別財產制，離婚時，夫妻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選擇民法之財產制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 
夫妻財產制之訂立，非經登記不生效力 

30 下列有關親系及親等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為乙之大嫂，故甲乙為三親等旁系姻親  
甲為乙之繼父，故甲乙無親屬關係 
甲乙為兄弟，丙為甲妻，丁為乙妻，故丙丁為二親等旁系姻親 
甲為乙之媳婦，故甲乙為一親等旁系姻親 

31 下列事由，何者不屬於消滅時效中斷之事由？ 
承認 起訴 天災 告知訴訟 

32 下列關於民法一般保證之敘述，何者錯誤？ 
保證契約應以書面為之，否則不生效力 保證契約為單務契約 
保證契約為從契約  保證人之權利，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得預先拋棄 

33 下列何種權利不得拋棄？ 
自由權  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所有權  瑕疵擔保請求權 

34 下列何者不屬於民事責任？ 
因侵奪他人所有物之返還 因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 
因怠報稅捐而應繳交滯納金 因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 

35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有關判決之敘述，何者錯誤？ 
經言詞辯論之判決，應宣示之 
不經言詞辯論之判決，應公告之  
判決，於例外情形得僅以口頭宣示即可，不需製作判決書 
宣示判決期日，自言詞辯論終結時起，不得逾二星期 

36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有關訴訟費用之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費用由敗訴當事人負擔  
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時，其訴訟費用不得命其中一造全額負擔 
原告起訴時原則上應先繳納裁判費，例外則暫不需繳納 
除第一審起訴需繳納裁判費以外，提起上訴仍需繳納裁判費 

37 何者不是財產訴訟事件所採取之程序基本原則？ 
辯論主義 職權探知主義 處分權主義 集中審理原則 

38 下列關於胎兒權利能力之敘述，何者正確？ 
胎兒於出生前，即取得權利，並負擔義務  
非婚生之胎兒對於生父無認領請求權  
胎兒被害致其身體健康受到侵害時，對加害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胎兒不得為贈與契約之受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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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甲為清償對乙之借款新臺幣五十萬元，而簽發新臺幣五十萬元之支票一紙予乙，若支票債務不履行，其借款

債務仍不消滅。此稱之為： 
代物清償 抵充清償 直接清償 新債清償 

40 下列有關契約終止之敘述，何者錯誤？ 
契約之終止適用於繼續性契約 
契約終止權之行使，是使契約向將來消滅之意思表示 
契約終止權之行使，是不須向相對人所為之單方行為 
契約終止權之行使，不妨礙損害賠償請求權 

41 下列何者屬於物權之原始取得？ 
於他人土地上設定抵押權 因拾得遺失物而取得 
因買賣而取得房屋所有權 因繼承而取得被繼承人之房屋 

42 關於「罪責能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十四歲人之行為，必減輕其刑 未滿十四歲人之行為，得減輕其刑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行為，必減輕其刑 滿八十歲人之行為，得減輕其刑 

43 甲想殺 A，乙知悉後，提供甲水果刀一把，以利甲殺 A。甲持該刀將 A 殺害。甲、乙應負何刑事責任？ 
甲成立殺人罪之正犯，乙成立殺人罪之間接正犯 
甲成立殺人罪之間接正犯，乙成立殺人罪之教唆犯 
甲成立殺人罪之正犯，乙成立殺人罪之幫助犯 
甲成立殺人罪之間接正犯，乙成立殺人罪之幫助犯 

44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關於宣示判決之規定，何者正確？ 
法院於言詞辯論終結後，應立即宣示判決 宣示判決應由原審判法官為之 
即使被告不到庭，亦應宣示判決 不經言詞辯論之判決，亦應宣示之 

45 下列何人不得獨立為被告選任辯護人？ 
被告配偶  被告三親等內旁系血親  
被告一親等姻親  被告之成年家屬 

46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何者非訊（詢）問被告時，於人別訊（詢）問後，應先告知之事項？ 
得保持緘默 得選任辯護人 得傳喚有利證人 得請求通知家屬 

47 下列何者不屬於刑法上「保安處分」之類型？ 
強制工作 強制治療 驅逐出境 易服社會勞動 

48 甲意圖毀損 A 之摩托車而飲酒，在酒醉狀態下誤把 B 之摩托車當成 A 所有之摩托車而砸毀，下列敘述何者

正確？ 
甲故意陷自己於影響其責任能力狀態，不得減輕其刑 
甲欠缺毀損故意而不成立毀損罪 
甲成立毀損未遂罪 
甲成立過失毀損罪 

49 關於刑法第 27 條中止犯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中止犯為未遂犯  成立中止犯必須是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 
其處罰是按既遂犯之刑，減輕或免除其刑 結果之不發生，非防止行為所致者，即不適用 

50 甲為政府機關編制內員工，以出差觀摩業務之機會，虛報出差日數，領取差旅費，甲之行為應如何論罪？ 
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取財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意圖得利，擅提公款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利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利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利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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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並非行政學修正理論時期產生的背景？ 

受到行為科學興起的影響 強調社會現象應然面的研究 

強調人際互動的心理層面 尋求科際整合的主張 

2 依據馬斯洛（A. H. Maslow）的「需要層級理論」，下列需要層次由低到高排列，其順序為何？①愛的需要 

②安全感 ③生理需要 ④尊榮感 

②③④① ①③②④ ③②①④ ④①②③ 

3 下列何者不是新公共管理中組織再造的綜合意涵之一？ 

顧客導向 專業分工 目標取向 系統思考 

4 質疑行政學主流理論的理性模式，要求貫徹社會公道正義，是指下列何者？ 

公共管理 新公共管理 行政科學 新公共行政 

5 行政機關眾多、公務員人數龐大、預算規模驚人，行政人員具有實質的政策影響力，國家目的之達成有賴於

行政活動，凡具此現象的國家，學者謂之： 

警察國 法治國 行政國 民主國 

6 就組織內部的管理方式言，下列何者不是「民主行政」的作法？ 

民主領導 分層負責 效率至上 參與管理 

7 關於「效率」（efficiency）與「效能」（effectiveness）意義的界定，下列何者正確？ 

效能是指政策產出與使用成本間的關係 效率是指政策方案達成預期結果或影響的程度 

效率是指產出與投入的比率關係 效率是指將實際達成與原訂預期水準相比 

8 二次大戰後，許多殖民地紛紛獨立，西方先進國家將行政體系與方法移植到這些新興國家，但實行成效並不

理想，因而促成下列何種行政研究途徑的興起？ 

行政生態途徑 社會系統途徑 制度主義途徑 行為主義途徑 

9 行政學者古立克（L. H. Gulick）創造一個“POSDCORB＂的字來說明行政，其中「P」、「CO」分別代表

的意思為何？ 

 P：釐訂切實可行的計畫、CO：協調各人員與各單位間的意見與行動 

 P：對人員施以正確的領導、CO：有效的運用金錢與經費 

 P：對人員施以正確的領導、CO：協調人員與單位間的意見與行動 

 P：選拔及有效管理組織的人員、CO：對人員施以正確的領導 

10 巴納德（C. I. Barnard）在「主管人員功能」一書中強調下列何種見解？ 

市場機制的引進  社會權勢的寡占 

非正式團體在正式組織的作用 組織結構的系統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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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者孔恩（Thomas Kuhn）所提出的那一種觀念，常常被引用於行政學的討論上？ 

原理 模式 典範 框架 

12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自第七屆起立法委員之任期為幾年？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13 根據學者聖吉（P. Senge）的看法，學習型組織需從五項修練著手，除系統思維、超越自我、改善心智模式、

建立遠景外，尚包括下列何者？ 

績效預算 團隊學習 轉換領導 創意管理 

14 李文（K. Lewin）認為組織變革的過程，可被歸類為下列那三種階段？ 

刺激－反應－回饋  解凍－變革－再結凍 

投入－轉換－產出  分析－調整－再分析 

15 將組織內部類似的活動，歸類而形成一個單位的做法，是依據何種原則進行部門劃分？ 

顧客 產品 功能 地域 

16 組織成員共同持有的信念與期望模式，並形成規範，影響組織個人與團體行為，這是屬於下列何種概念的定

義？ 

組織氣氛 組織文化 組織模式 組織影響 

17 若以人員能否自由參加與脫離，作為組織分類標準，下列何者屬於自願性組織？ 

精神病院 政府 協會 監獄 

18 下列何者不是非正式組織的優點或是正面功能？ 

團體順適 有效溝通 高度伸縮性 社會滿足感 

19 下列何者不是已開發國家行政文化的特質？ 

理性主義 行政中立主義 事實取向主義 絕對主義 

20 下列那一項政府歲入來源屬於公物使用費的性質？ 

違反交通罰則之罰款  戶籍謄本的申請費用 

橋樑通行費  彩券特許經營權費用 

21 下列關於審計制度功能的敘述，何者錯誤？ 

解除行政機關相關人員財務收支的責任 糾正財務行政人員會計事務處理之錯誤 

提供行政機關制訂施政方針的參考資料 行政機關藉以向立法機關表明責任 

22 下列有關公務人力甄補的說明，何項敘述是正確的？ 

內升制有利於產生新人新氣象 為保障員工的權益，採用外補制應限於基層職位 

較高職位採用外補制可以激勵機關內部員工士氣 內升制容易產生沿襲例規，有時不利機關改革 

23 公務人員年終考績列丙等的獎懲是： 

免職 晉本俸一級 給予半個月一次獎金 留原俸級 

24 以「工作」為中心，等級隨職而定的人事分類制度，稱為： 

品位分類制度  職位分類制度 

品位分類與職位分類混合的制度 資位制度 

25 政府執行預算結果的最後報告書，係指： 

概算 預算 決算 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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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政策監測具有下列那種功能？ 

預測功能 順服功能 獎勵功能 分析功能 

27 根據全鍾燮（J. S. Jun）的看法，下列那一項是政策執行不利的關鍵因素？ 

行政層級太少 行政裁量權的問題 主觀性對話過多 法律的順服 

28 英國學者愛克頓（Lord Acton）曾說：「權力有腐化的傾向；絕對的權力，絕對的腐化。」因此，美國的憲

政體制乃基於「防止濫權」的概念而建構，其設計依據是下述何種理念？ 

分權與制衡 行政獨大 立法至上 授權與控制 

29 國家元首與政府首長兩角色由兩人擔任，國家元首虛位不實際參與國家統治，是下列那一個制度的特徵？ 

總統制 內閣制 混合制 改良混合制 

30 依據我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之規定，法律的定名有四種用語，但不包括下列何者？ 

法 辦法 條例 通則 

31 巴伯（B. Barber）認為代議民主、功績文官、多元主義，以及公共選擇理論，都會限縮公眾自我治理的能力。

因此，提出可以強化直接公民參與的活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里民大會、電子化投票、財團化 里民大會、電子化投票、置入性行銷 

里民大會、電子化投票、職場民主 里民大會、職場民主、政府掌控 

32 有關民營化概念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指由民間部門參與公共服務的生產及輸送過程 

指政府將所有公共服務之輸送移轉給民間部門 

指將政府所涉入之特定服務的設計或執行移轉給民間單位經營 

指政府將部分職能業務轉由民間經營 

33 關於我國文化中，有關權威性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表現在人際關係裡，相當強調上下之間的關係 常把社會習俗加以權威化 

不注重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差異或地位 喜歡把地位較高的人權威化 

34 凡要求行政人員不介入政治過程，於執行職務時，本於法律的超然立場，一律平等對待任何相關的個人或團

體，這樣的思維稱之為： 

行政中立主義 專業主義 相對主義 理性主義 

35 關於政府與非營利組織的互動關係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政府提供非營利組織經費補助 非營利組織協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務 

政府與非營利組織間為「零和關係」 政府對非營利組織提供減免稅之誘因 

36 激勵理論的分類中，那一類理論強調激發成員行為動機因素為何，以及探討引發行為的激勵力量？ 

增強理論（Reinforcement Theory） 內容理論（Content Theory） 

過程理論（Process Theory） 選擇理論（Choice Theory） 

37 對於跨域治理特質的描述，下列何者錯誤？ 

跨域治理蘊含系統思維的理念 跨域治理具宏觀和微觀二個層次之意涵 

跨域治理的參與者間具相依性 跨域治理偏重環境的穩定性 

38 下列何者不屬於新公共管理的政府改革實務之特徵？ 

強調競爭性的不合作關係 明確的績效標準與測量 

實踐專業管理  推動法規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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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時勢造英雄」是那一個領導研究方法的主張？ 

人格特質研究法  環境決定領導論 

功能研究法  交互行為說 

40 賽蒙（H. A. Simon）認為行政組織之決策活動包括三項活動，下列何者不屬之？ 

情報活動 設計活動 抉擇活動 激勵活動 

41 豪斯（R. House）提出途徑目標理論，認為領導行為應滿足部屬的需要，並給予關心的行為。這是何種領導

行為？ 

工具行為 支持行為 參與行為 成就導向行為 

42 「代表性科層體制」是屬於那一種行政責任之確保途徑？ 

內部正式確保途徑  外部正式確保途徑 

內部非正式確保途徑  外部非正式確保途徑 

43 下列那一種領導理論，強調從價值面、人性面、文化面、社會面來討論領導的現象？ 

轉換型領導  途徑目標理論 

 LPC 權變領導理論  情境領導理論 

44 激勵理論中的內容理論有多種論述，下列那一理論不屬於該等學說範疇？ 

需求理論  二元因素理論 

 X 理論與 Y 理論  公平理論 

45 根據布雷克與毛頓（R. Blake & J. Mouton）的管理格道理論，只關心工作而對人員不聞不問的管理風格，屬

於下列那一型？ 

無為型 懷柔型 業績型 團隊型 

46 政府機關對某標的人口的活動僅能作原則性的規範，而由該標的人口自行決定活動進行方式，是屬下列何種

的政策類型？ 

分配政策 重分配政策 管制性政策 自我管制性政策 

47 在我國司法系統中，得以判決制衡行政部門者，不包括下列何者在內？ 

普通法院 行政法院 大法官會議 法務部 

48 下列何者不是西方主要國家為落實行政中立理念常用的制度？ 

限制公務人員參與政黨活動 限制公務人員參加競選或選舉活動 

界定公務人員之責任、角色與立場 規範公務人員修習行政中立與倫理相關法制 

49 現代學者對政府腐化的定義非常分歧，可從各種不同的角度定義，下列何者錯誤？ 

腐化是公務員為了公益而濫權的行為 腐化是公務員道德上存有瑕疵的行為 

腐化是公務員為求私利而損害公共利益的行為 腐化是一種供需均衡的商業行為 

50 公務員懲戒法對公務員的停職分為二種，其中「公務員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者、依刑事確定判決而

受褫奪公權之宣告者、或依刑事確定判決而受徒刑之宣告並在執行中者之任何一款情形，任職機關應即停

止其職務」，是指下列何種停職？ 

當然停職 先行停職 完全停職 暫時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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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設某國將現有資源技術全部投入手機與汽車的生產，下表是其中兩種的生產組合，依據經濟學上

生產可能線（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 PPC）的概念，下列何者是正確的分析？ 

組合\產品 手機（單位：支） 汽車（單位：輛）

① 1000 萬 200 萬 
② 1500 萬 180 萬 

①②組合都還不是最大產量，所以都沒有效率 ①②組合都已將資源充分利用，所以都有效率 
①組合的機會成本較低，所以比②組合有效率 ②組合的總產量比①組合多，所以比較有效率 

2 A 國與 B 國生產布和米的生產可能線如圖所示，假設兩國進行專業分工，並透過貿易交換生產出來的

產品，若考慮到兩國可行的交易條件，則下列何者應為兩國國內可能的產品消費數量組合？ 
 A 國消費 200 匹布和 150 斤米 
 A 國消費 150 匹布和 130 斤米 
 B 國消費 110 匹布和 100 斤米 
 B 國消費 50 匹布和 160 斤米 
 
 
 
 

3 一般而言，消費者的行為往往依循「需求法則」來進行。下列敘述何者符合「需求法則」的意涵？ 
名牌皮包價格雖高，但仍吸引許多人購買 颱風後葉菜類價格高漲，民眾減少購買 
薪水有限，買了新手機就不能去吃大餐 原油價格上漲，故大眾運輸業調高票價 

4 學者福山指出在一個充滿信任的人際網路，經濟發展才能產生加倍的乘數效果。福山的觀點說明了

下列何種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社會資本的存在，可以降低交易成本，減少人際的摩擦 
人造資本的改善，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以及合作 
政府的效能，可以保障私有財產權，促進國家競爭能力 
人力資本的提升，可以改善人際關係，強化社會信任 

5 由於網路購物不需要「實體店面」以及「顧店的店員」，因此網路購物業者有日益增多的趨勢。若

就網路購物業者因為不需要「實體店面」，其所省下的開銷，應是指下列經濟循環圖中的那個箭頭？ 
甲 
乙 
丙 
丁 
 
 
 
 

商品需求
商品市場

消費者 生產者

生產要素市場 生產要素需求

商品供給

生產要素供給 

丁 甲

乙丙

布

300

150

300200

A

B

（匹）

米（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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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內生產毛額（GDP）是衡量一國總所得或總產出的常用指標之一，下列那一項收入應計入我國的

「國內生產毛額」？ 
菲律賓籍勞工在臺灣打工所賺的工資 臺商公司到越南投資而獲得巨額利潤 
慈濟功德會提供的各國災民經濟援助 陳偉殷在美國職棒大聯盟獲得的薪水 

7 景氣低迷，造成失業率不斷增加。失業率上升的原因與下列何項因素關係最密切？ 

勞動者缺乏工作意願 勞動者缺乏求職行動 廠商的勞動需求降低 廠商的投資需求增加 

8 通貨膨脹是指短期內物價持續大幅度上漲，下列關於通貨膨脹所帶來的影響，那一個組合正確？

①容易造成菜單成本 ②對債務人較為有利 ③對領固定薪水者較為有利 ④導致中央銀行採取寬

鬆貨幣政策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9 世界貿易組織（WTO）規定締約國對於來自或運往其他國家的產品所給予的利益、優待、特權和豁

免，應當立即無條件地給與來自或運往所有其他締約國的相同產品。依上所述，此一規定是指下列

何種原則？ 
公平貿易原則 關稅減讓原則 國民待遇原則 最惠國待遇原則 

10 司法警察（官）乃是負責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的人員，依據我國法律的規定，下列那一類人員「不

屬於」司法警察（官）？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 國家安全局情報人員 
國防部憲兵隊人員  法務部廉政署犯罪調查人員 

11 日前新聞報導指出，某位女士在醫院女廁疑遭人偷窺，事後提出妨害秘密告訴，然而檢方認為嫌犯

沒有使用工具和設備，不構成妨害秘密罪要件，最後以不起訴處分，引發當事人及社會譁然。依上

所述，下列何者是檢察官不予起訴的原因？ 
偵查不公開 無罪推定原則 阻卻違法事由 罪刑法定主義 

12 我國法律對於某些糾紛強制在起訴前，雙方應先經過調解程序。那一種糾紛「無須」強制調解即可提起

訴訟？ 
某甲因車禍被撞傷，要求對方賠償醫藥費 某乙與他人合夥做生意，對於拆帳有異議 
某丙至醫院整形失敗，要求醫院重新手術 某丁和同居男友發生財產糾紛，要求賠償 

13 有報導指出某貧窮地區的人民，在黑市販賣其器官與血液，以賺取相對優渥的價金。若依我國法律

之規定，該買賣契約無效，下列何者是該契約無效之理由？ 
此種販賣器官的契約違反強行規定，因此無效 
該行為缺乏權利主體與客體，契約無法成立 
該行為違反禁止規定與公序良俗，不能以契約自由原則主張契約有效 
該行為屬行為人逼不得已的選擇，欠缺「意思表示自主」，故契約無效 

14 下列關於我國法律上所規定親屬關係的敘述，何者正確？ 
非婚生子女可透過領養成為婚生子女 
非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子女，稱為養子女 
要與無血緣關係的人建立擬制血親，須透過書面認養 
非婚生子女和生母之間的關係，視為婚生子女，無須認領 

15 某甲利用公餘親自撰寫傳記，成為該年度暢銷書籍，他該如何維護傳記的著作權？ 
撰寫完畢後向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完成著作權登記 
開始撰寫前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完成著作權登記 
向大眾說明撰寫構想時，著作權自動獲得保障 
當傳記撰寫完成時，著作權即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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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學理論上，「惡法非法論」強調法規範的實質正義，以及個人權利不容侵犯。因此，人民無須遵

守惡法，甚至得以積極抵抗之，「公民不服從」即為手段之一，然而下列何者「並非」公民不服從

之要件？ 
公開進行 非暴力手段 符合個人權利 違反法律規定 

17 16 歲沒有機車駕照的阿良，騎自家機車上路，因車速過快且天雨路滑以致撞傷路人。依我國相關法

律的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因阿良未滿 18 歲，故無須負任何刑事責任 
因阿良未成年，故其父母須負連帶的刑事責任 
因阿良已滿 14 歲，故可能被處以相關的保護處分 
因阿良已滿 14 歲，故其父母無須負連帶的民事賠償責任 

18 法律體系中，可就「實體法」與「程序法」之性質進行分類，下列有關於上述二種法律的敘述，何

者正確？ 
二者的分類屬絕對而非相對性 同一法律可能兼具二者之性質 
實體法應優先於程序法之適用 實體法為手段、程序法為目的 

19 我國制定社會秩序維護法以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寧，以下行為何者不會是直接引用該法加以

處罰？ 
中職棒球賽，白衣男子在球場外販賣黃牛票牟利 
救護車緊急送醫途中，開車男子故意阻擋救護車 
警方夜間臨檢酒店，酒店保鑣毆打員警，致其重傷送醫 
警方當場查獲某女子與陌生男性從事性交易服務 

20 為了維護社會秩序，警察有臨檢的權力，但為避免警察濫用職權，其執行臨檢勤務時，須遵守警察

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依據該法之規定，下列關於警察執行臨檢的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執行臨檢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警察執行酒駕臨檢時，可要求駕駛人酒精測試並任意檢查後車廂 
警察執行酒駕臨檢時，駕駛人若不服臨檢可要求警察書面記錄異議 
警察追捕搶劫犯，追到飯店某房間外，可依合理客觀判斷臨檢該房間 

21 英國在 2010 年大選後，由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了聯合政府。一般而言，那一種型態的政黨制度

較容易形成聯合政府？ 
兩黨制 多黨制 一黨獨大制 一黨專政制 

22 某理論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由民主社會的中間派所倡導，既不主張純粹的自由市場，亦

不主張純粹的高福利社會，奉行類中庸之道。該理論可能為下列何者？ 
俄國學者克魯泡特金（Peter Kropotkin）：無政府主義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第三條路 
伊朗精神領袖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宗教基本教義論 
義大利前總理墨索里尼（Benito Mussolini）：法西斯主義 

23 某國政府在一項爭議性議題的決策時，抽籤挑選了 50 名公民進行討論，為了提升會議時討論的品質，另

於會前透過專家授課、資料閱讀等方式讓民眾充分掌握資訊，而參與會議的 50 位公民在理性溝通、

審慎思辨後，針對此爭議性議題提出具有共識的意見，作為政府決策的參考。上述內容符合西方那

一民主理論的主張？ 
菁英民主理論 參與民主理論 審議民主理論 古典民主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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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共政策是指：「政府機關為解決特定公共問題或滿足公共需求，決定作為或不作為，以及如何作

為的相關活動。」根據以上定義判斷，下列何者屬於公共政策的範疇？ 
市長受邀出席某位民眾的婚禮，並決定上臺致詞給予祝福 
行政院評估國內經濟發展狀況，決定夏季電價暫時不調漲 
里長候選人於參選時提出：「舉辦里民路跑活動」的政見 
某基金會拍攝宣導廣告，呼籲民眾配合菸害防制新法規定 

25 2012 年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收購尖閣諸島」（釣魚臺列嶼）的政策。針對此「購島」

行動，我國與中國大陸皆發表聲明表示抗議，在中國大陸甚至引發許多民眾的「排日情緒」。上述

三方發生衝突的原因為何？ 
國際貿易談判上「共識取得」的困難 國際衝突發生時「經濟制裁」的使用 
國家領土範圍上「界線劃分」的爭議 經貿全球化上「跨國合作」進行的困難 

26 根據我國現行法律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①行政院負責規劃與執行國家政策 ②行政院院

長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 ③內政部屬行政院之部門，部長任命由副總統為之 ④行政院須

向立法院負責，並須提出施政方針及報告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7 我國與法國第五共和政府皆屬於雙首長制，從憲法的內容來看，針對兩國政府體制運作的敘述，下

列何者正確？ 
就總統發布緊急命令權而言，我國尚須經國會追認，法國則無須國會監督與終止 
內閣須向國會負責，因此兩國內閣均得發動信任投票，國會亦得發動不信任投票 
我國大法官與法國憲法委員會之成員，皆由總統提名，國會半數通過，不得連任 
我國行政院院長與法國內閣總理，於國會通過不信任案後，皆須呈請總統解散國會 

28 依據我國現行法令判斷，下列選項是針對參與公職人員選舉的相關規定，何者完全正確？ 

選項 公職人員名稱 參選年齡下限 任期限制 
甲 總統與副總統 45 歲 四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乙 直轄市長 30 歲 四年（連選得連任） 
丙 村（里）長 23 歲 四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丁 立法委員 23 歲 四年（連選得連任） 

甲 乙 丙 丁 
29 依據憲法之規定，我國選舉係採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之方法，下列敘述何者屬於「直接選

舉」原則？ 
只要是我國國民，不分性別、宗教，都有選舉權 
除了政府官員，每張票都具有同等的價值與效力 
擁有投票權後，將由人民親自投票選出公職人員 
移轉投票，不是直接選舉的投票方式 

30 落實責任政治是民主國家政治運作重要原則，在我國憲政制度中，總統由人民選舉產生，但亦可能

因為彈劾案或罷免案的通過而須提前下臺。下列有關總統彈劾案與罷免案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的彈劾案與罷免案皆須經由司法機關的審理 
總統的彈劾案與罷免案依法皆應由立法院提起 
總統的彈劾案與罷免案最終皆由民意決定是否成立 
彈劾案最終仍須經由公民投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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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所謂「除罪化」，乃是將原本存於法律規範中，相關刑事構成要件予以刪除，不受刑事制裁。下列

那一個原本屬於我國的犯罪行為，目前已經除罪化？ 
開立無法兌現的高額空頭支票 酒精濃度達 1 毫克以上之駕駛行為 
大量盜印大學教授撰寫的教科書 自願與他人配偶從事合意性行為 

32 政府努力提升女性地位、增加社會資源擁有，以及減少性別不平等。下列何者，屬我國目前保障的性別

平等？①在國家的文官考試之中，明文規定女性保障錄取名額 ②在《性別工作平等法》中，明定

婦女的最低薪資所得 ③規定立委政黨不分區當選名單女性不得低於二分之一 ④在《性別平等教

育法》中，規定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⑤在《勞動基準法》中，

規定女性排除適用「責任制」 

①⑤ ②③ ③④ ④⑤ 

33 全球化指各國之間因交通革新、資訊網絡連結發達等因素，而在文化、政治及經貿方面互相互動、

依存的過程。若要衡量一國的全球化程度，下列那些最適合作為衡量之標準？①互聯網絡的基礎設

施 ②國際電話的通話量 ③全國女性的識字率 ④參與為成員國的國際組織數目 ⑤舉辦大型運

動會的次數 

①②④ ①③⑤ ②③⑤ ②④⑤ 

34 社會運動是指一群人採取有組織、有目標、有計畫的方式，來推動或阻止社會產生某種改變的過程。

依照上述定義，下述何者屬於社會運動？ 
某聯盟成員屢以靜坐等方式表達反對媒體壟斷 
某學生反對政府興建核四，並在個人部落格上發表立場與看法 
某公務機關發起合歡山淨山活動，吸引百位民眾自願擔任志工落實環保 
某市民在公共場合放置自製炸彈，抗議政府的農業政策 

35 心理學家馬勒認為要成為獨立自主的個體，要經過「分離－個體化」的過程：「隨著個體日漸成長，

便逐漸與所依附的對象分離，最後走向個體化，並建立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穩固關係。」下列有關「分

離－個體化」歷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建立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穩固關係，親子就不會產生衝突 
走向個體化，強調一生中只會發生一次「分離－個體化」的過程 
與所依附的對象分離，是指青少年階段會期待完全脫離對父母親的依賴 
隨著日漸成長，個人能認知自己為獨特個體，也了解人際互動界限 

36 They decided to change the plan because they couldn’t find any       to the problem. 
 reply  result  solution  standard 

37 Some young people learn to be more       and responsible after they go to college and live away from 
home. 
 fearful  independent  playful  selfish 

38 If you think that skiing is so easy,       you should go to Switzerland and try to ski on one of the 
mountains there. 
 then  but  though  and 

39 Janet has changed a lot since high school. I could hardly       her at last night’s party. 
 mention  inform  program  recognize 

40 Please wait here for a while. I’ll have the documents       for you as quickly as possible. 
 prepare  prepares  prepared  prep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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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ie Chan, possibly one of the biggest movie stars in the world, is famous for his action movies. 
In fact, Chan’s movies are more than simple action movies—they are action-comedies. He started using 
comedy early in his   41   when he was preparing to be the next Bruce Lee. He realized that his   42   face 
would stop him from being as tough as Lee, so he started to use comedy. But Chan quickly found that using 
humor was not so simple. His movie “Rush Hour” was a much   43   success in America and Europe than in 
Asia. Chan says this was becaus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people have a different sense of humor. The humor 
in “Rush Hour” just didn’t work with   44   audiences. “From that time, I knew that I would have to 
make   45   movies a year; one for Asian market and one for American market.” Everyone likes humor, but 
the humor everyone likes is different. 
41  career  family  childhood  retirement 
42  sad  angry  friendly  tiresome 
43  taller  heavier  bigger  darker 
44  Asian  African  American  European 
45  one  two  three  four 
 

According to “pro-life” supporters, a fertilized human egg is a human being. Any effort to stop its 
development is murder.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kill another human being, and so abortion, to end a pregnancy and 
kill a life, should not be legal. Moreover, pro-life groups often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motherhood to 
women. They argue that abortion can do terrible damage to a woman’s body and mind. 

“Pro-choice”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support a woman’s right to choose whether or not to have an 
abortion. They argue that a woman has the right to control her body and to determine her future. Besides, as the 
majority of fertilized eggs are lost from the womb naturally and do not develop further, it is wrong to see an 
embryo or a fetus as a person, with a right to life. 
46 What is the main topic of the article? 

Motherhood  Children  Eggs  Abortion 
47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pro-life” supporters see a human embryo as a      . 

 killer  womb  person  lawyer 
48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pro-life” supporters’ argument? 

Women who have an abortion will suffer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Motherhood is not important to women at all. 
Men love women who oppose abortion more than those who are for it. 
Men will have an affair if their wives have an abortion. 

49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pro-choice” groups argue that      . 
 it’s wrong to end a pregnancy 
 women should be allowed to make choices for themselves 
 a fetus has a right to life 
 children are unimportant to women 

50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article that for “pro-choice” groups, abortion is a      . 
 dangerous choice  medical issue  serious crime  human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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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對於「上」、「下」、「左」、「右」方位詞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上」有進呈之意，古代諸侯互相進呈意見稱之為「上書」 
「下」有頒布之意，古代官吏向人民發布命令稱為「下詔」 
古代或以「左」為尊，「虛左以待」係指保留尊位以等待賢人之意 
「右」有積極之意，「右派」是指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主張激烈變革的一派 

2 李白〈長干行〉：「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詩中「早晚」解作「何時」。下列選項中「早晚」的意涵
何者 為相符？ 
嘗聞秦地西風雨，為問西風「早晚」回。（雍裕之〈農家望晴〉） 
母親，您孩兒有些不成器，「早晚」要您照顧咱。（無名氏《隔江鬥智》） 
女孩兒「早晚」呆癡，看小生薄面，看覷女孩兒咱。（關漢卿《竇娥冤．楔子》） 
豔杏夭桃，垂楊芳草，各鬬雨膏煙膩。如斯佳致，「早晚」是讀書天氣。（柳永〈剔銀燈〉） 

3 語言的使用和價值觀與意識型態有著密切的聯繫，它常常以一種稀鬆平常的面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運
作，然而，我們卻常常忽略這些語言所含括的歧視與暴力。下列選項中，何者沒有這種問題？ 
他老婆是外籍新娘啦！來臺灣七、八年了，還沒有生小孩 
你看她一副男人樣就知道能力很強啦！也難怪人家可以當主管 
你看這個人一副不男不女的樣子，還在廁所前面徘徊，要不要報警啊 
每個在這裡辦公的人都應該知道無障礙空間的正確位置，以方便指引有需要的人 

4 下列祝賀類題辭與其使用對象的搭配，何者錯誤？ 
祝壽：天賜遐齡 出嫁：宜室宜家 結婚：鴻案相莊 生女：喜叶弄璋 

5 美圓的時尚名牌店，即將開張，筱婷打算送花籃祝賀；下列那一選項，是 恰當的賀詞？ 
珠聯璧合 駿業宏興 蓬蓽生輝 甲第星羅 

6 以下幾則關於人物逝世的新聞報導，標＿＿處使用詞語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影星羅賓．威廉斯於 2014 年棄世，得年63 歲 
南非著名人權運動者曼德拉於 2013 年逝世，享壽96 歲 
罹患惡性腫瘤的生命鬥士張小弟不幸於日前病逝，享年僅 12 歲 
1920 年出生的文學家張愛玲，於 1995 年病逝於美國，可謂英年早逝 

7 文學作品對人生短暫的感慨所在多有，下列選項何者 符合這樣的主題？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李陵〈與蘇武詩三首〉）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辛延年〈羽林郎〉）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贈白馬王彪〉） 
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陸機〈塘上行〉） 

8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
之接巖穴隱者，□□□□，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不學無術 不恥下交 不遑多讓 不畏權貴 

9 「水田是鏡子／照映著藍天／照映著白雲／照映著青山／照映著綠樹 
農夫在插秧／插在綠樹上／插在青山上／插在白雲上／插在藍天上」 

下列那一選項與本詩特色不符？ 
針砭現實 構思巧妙 虛實對映 簡單自然 

10 「唱山歌的／呼口號去了／上講堂的／靜坐去了／跑業務的／塞車去了／寫程式的／當機去了／這城市竟
沒閒下來／喝一杯下午茶／找不到舌頭的／盡在／和風說話」 
關於本詩的主旨， 正確的是： 
寫都會生活的活潑性、浪漫性，讚美民主社會的可貴 
寫都會生活的自由性、自在性，讚美民主社會的可貴 
寫都會生活的人性化、個性化，感嘆人世間溫情的失落 
寫都會生活的物質化、制式化，感嘆人世間溫情的失落 

11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這句話在說明學習應該： 
深入了解，精益求精 善於思考，舉一反三 勇敢發問，不棄不餒 循序漸進，由易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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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韓愈．進學解》：「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上文主旨，下列何者正確？ 
人心不足，蛇吞象 奮力鑽研，兼容並蓄 各盡其力，雖勞無愧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13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上
述文句旨在說明： 
富貴貧賤都已命中注定，不能強求 不管貧賤或富貴，都要努力修養品德 
為了擺脫貧賤、求得富貴，應當調適心態 無論謀求富貴還是擺脫貧賤，都不能違背仁道 

14 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這段話與下列那一選項的精神
接近？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論語．里仁》）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 

15 辛棄疾〈 高樓〉云：「閒飲酒，醉吟詩。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便休休、更說甚，是和非。」
其所表現的生命態度及人生體悟， 接近下列何者？ 
無善無惡 天道無親 恬淡無爭 齊一是非 

16 《莊子．齊物論》：「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上文的意旨為： 
針砭碌碌無為 諷刺越俎代庖 提倡無用之用 強調順應自然 

17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
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歐陽脩〈瀧岡阡表〉） 
歐陽脩父親對於死刑犯的態度，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咎由自取，死乃天經地義 罪大惡極，亟欲替天行道 
極力挽救，求其不死之由 消極縱放，以為行仁之方 

18 「東貌亦古，然稍有詼氣。少役于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
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隄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
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
不得行。」（袁宏道〈拙效傳〉） 
根據此段描述可知「東」是怎樣的僕役？ 
能夠委以重任 懂得隨機應變 不懂開源節流 不知輕重緩急 

19 （齊宣王）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
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梁惠王篇》） 
根據本文，孟子主要在向齊宣王表達何種道理？ 
能力所及且合理之事即應當去做 能力所及且合理之事視情況而做 
能力所不及之事也要硬著頭皮做 能力所不及之事就交給別人去做 

20 「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
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
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方孝孺〈深慮論〉）
下列選項何者 符合文意？ 
風雲難測 杞人憂天 盡人事而聽天命 無遠慮則有近憂 

21 吉他一刷，她的聲音霎時灌滿整個樓層，清朗開闊像夏日晴空，起伏如風中搖擺的稻田，明亮遼遠一如太平
洋無垠的綿延的海岸線。她的聲音改變了這拘謹有節的小空間，固態的結構溶解了，無形的秩序崩解了，
一切都化為和煦的聲波，柔軟卻有力，清澈又渾厚，牆面退遠屋頂消失，歌聲一波波摟住每個人。 
文中說道「固態的結構溶解了，無形的秩序崩解了」，是在描述： 
歌聲激昂，聽眾情緒為之瘋狂而難自制 歌聲清朗，改變聽者對空間限制的感受 
音樂細緻，清晰呈現稻田、海浪的聲音 舞台效果華麗，空間安排配合音樂改變 

22 「原來店裡會發悅耳鳥音的那些鳥兒，是把剛破殼的鶵鳥捉了來訓練的。在他們剛開始吃人餵給他們的東西
之時便同時每天『收聽』老黃鶯—他們的老師—每天所唱的歌。一個月後他們的『天才教育』就差不多成
型了。如果是已長成了的野夜鶯捉了來，無論如何是無法『教育』的。」下列那一選項，不是本文所要提
示的教育重點？ 
改變積習是困難的  典範的學習是教育的捷徑 
舒適的環境才能造就天才 培養天才必須要集中訓練 

23 「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
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
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段話的主旨是： 
懂得遺忘才能脫離苦痛  懂得遺忘才能重新開始 
不忘過去才能得到幸福美滿 不忘過去才能避免事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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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庭掃 美之處不在掃，也不在掃後的歇息，觀半天之峰地上之畫，實在都是餘事，不妨學小兒，一腳踢得

枯葉滿天，隨興呼喝兩聲，仰身即倒，任群山回音蕩漾，忽聽妻自門後噗嗤一笑，才是人間至樂。」下列
敘述，與上文旨意 相近的是： 
隨興自適，寓庭掃於自然 觀賞風景，視庭掃為餘事 
以大地為畫布，以竹帚為畫筆 喜勞動的汗水，樂歇息的舒暢 

25 下述這段文字節錄自一篇對棒球選手王建民的報導： 
「現在的王建民，可以說一切等於從頭開始。二十歲來到美國，他完全不知道該期待什麼，但是那時候手
臂是健康的，可以全力衝刺，挑戰大聯盟；現在的肩膀是受傷的，一切得從頭來過。『人生就是起起伏伏，
不是嗎？』王建民說。這一點，他已經看得很清楚，現在他也看得很開，明白有些事不能強求，只有告訴
自己去努力，不要放棄。其他的，非他所能掌握。」下列選項何者 合適作為此段文字的小標題？ 
苦盡甘來 聽天由命 盡其在我 舍我其誰 

26 「這些講述故事的版本，是在某個觀點、某個立場、某種意識型態的框架下所講述的版本。即使是一個歷史
劇，有 好的考據、 講究的細節、 逼真的服裝、歷史資料與人物個性，都只是一個重新建構的版本，
也必然是一個新的詮釋。」下列選項 接近這段話的意旨是： 
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 
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陸九淵《象山集》）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四》） 
高語山林者，輒不善談市朝事。審若此，則當並廢史、漢諸書而不讀矣（張潮《幽夢影》）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 題至第 28 題 
「所有的群眾一哄而散了／回到床上／去擁護有體香的女人／而銅像猶在堅持他的主義／對著無人的廣場／振臂
高呼／只有風／頑皮地踢著葉子嘻嘻哈哈／在擦拭那些足跡」 
27 下列選項，何者較符合本詩的主旨？ 

嘲諷群眾擁戴的不可靠  同情不被了解的有志之士 
針砭人情日漸疏離的社會現象 批判個人享樂主義掛帥的社會風氣 

28 針對內容的分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有體香的女人與銅像對比，充滿嘲諷意味 
以廣場上風和葉的嬉鬧與振臂高呼的銅像對比，語帶調侃 
以群眾的一哄而散以及風和葉的嬉鬧，彰顯銅像振臂屹立的堅毅精神 
以銅像象徵人群服膺的對象，隨著群眾散去，銅像的象徵意義便已消失 

閱讀下文，回答第 29 題至第 30 題 
五官莫明於目，面有黑子而目不知，烏在其為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
鏡不求於目，而目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目之失明，鏡何負於目哉！客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
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為！」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己面之黑子，泰然謂美莫己若。左右匿
笑，客終不悟，悲夫！（錢大昕〈鏡喻〉） 
29 「客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為！』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己

面之黑子，泰然謂美莫己若。」下列各選項何者不適合說明上文之意旨？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闇於自見，謂己為賢 自矜其能，自以為是 

30 作者以鏡為喻，闡述的道理是： 
自不量力者必將遭人訕笑 應以謙卑的態度對待事物 
虛心接受他人意見以自新 與人相處貴在真誠的態度 

閱讀下文，回答第 31 題至第 32 題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
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
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韓非子．喻老》） 
31 下列關於此文的解說何者正確？ 

楚莊王伐越，是為了雪恥復仇 
臣愚「患」之，意同「患得患失」之「患」 
由前後文之轉折可推論楚莊王個性剛愎自用 
莊蹻以目睫為喻，提醒楚莊王應洞燭機先，把握時機 

32 下列選項何者 接近本文主旨？ 
自知者明 目不交睫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33 文化部所屬「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擬向文化部申請經費辦理活動，行文需附企畫書；應該使用下列那一選
項的附送語？ 
檢陳 檢送 檢附 附送 

34 下列使用於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數字，何者形式不宜？ 
核四廠  「○○法」草案，計 51 條 
中山路 1 段 2 號 3 樓  921 大地震 

35 機關之間的直接稱謂用語，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機關（或首長）對屬員稱「臺端」 
機關首長之間：上級對下級稱「某」；下級對上級稱「貴」 
無隸屬關係之機關：上級稱「大」；平行稱「貴」；自稱「本」 
有隸屬關係之機關：上級對下級稱「貴」；下級對上級稱「鈞」；自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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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

得 3 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 0.6 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多

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身為公務員，下列選項何者為不應有的行為？ 

尸位素餐 宵衣旰食 支吾其辭 朝令夕改 從風而靡 
37 「別忘了，如果『以適正的價格，持續安定的供給消費者』是商人天經地義的責任，那麼知道該花錢的時候

花錢，不該花的時候不要花，就是作為一個消費達人的責任！」下列選項，何者符合上述文字所包含的觀
念？ 
行有行規，恪盡職責 開源節流，惠而不費 
因勢利導，事倍功半 能省則省，當用則用 
貪圖近利，因小失大 

38 下面這首詩是描寫中國近代史課堂教學的情況，請閱讀後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第一排學生有人咬著英文單字／有人抓住片假名不放／末排的學生已按照順序／去周公家裡 
末排學生陸續睡著了 末排的學生正在念《論語》 
這堂課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 第一排學生念的科目是英文和日文 
本詩以「咬著」、「抓住」諷刺學生上課不專心只顧讀自己的書 

39 以下是一封寫給老師的書信，□□中所用的提稱語和結尾的問候語何者用詞完全正確？ 
XX 吾師□□：畢業後已順利謀得教職，特別感謝老師多年來的教誨栽培，使學生日有進益。天氣漸涼，還
望老師多多保重。肅此 敬請□□  受業 XX 敬上 
大鑒、金安 道鑒、道安 知悉、鈞安 函丈、教安 如晤、臺安 

40 《菜根譚》：「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進德修行的砥石。」下列文句，與此段文意相
近的是：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諍言與挫折 能提升人的智慧與修養 生命有如鐵砧，愈被敲打，愈能發出火花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41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
帝不悅。後嘗以橛筆書，恐為帝所忌故也。關於本文所述，下列選項合於文意者為： 
王僧虔認為皇帝的書法不及他 王僧虔以橛筆為書，是一種自保的作法 
王僧虔認為國君與人臣，不應彼此比較 王僧虔正面回答，且肯定高帝的書法功力 
高帝之所以不悅，是因王僧虔的回話已透露出答案 

42 創業之君，立法垂統，如造屋然。賴我祖宗造得屋子堅牢，至今天下廕庇。其下先輩還有人看守，後來非惟
不肯看守，卻被人日日拆損，至今拆損益甚，不復可再拆損矣。然原來間架尚在，苟有肯修葺者，依舊牢
固，卻只還去拆損，誰曾換得一塊磚、添得一片瓦？祖宗萬年良法，殊可惜也。 
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本文的意旨？ 
立法從寬，執法從嚴 祖先所立之法，需後人護持 
祖先建屋工法失傳，甚為可惜 祖先所傳之法不容變更、改造 
子孫應修補舊法，如老屋當換磚添瓦 

43 張岱〈柳敬亭說書〉中形容柳敬亭說書：「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
而使之諦聽，不怕其不齰舌死也。」根據此義，下列有關柳敬亭說書之描述，正確的是： 
聲調變化萬千，能深入表達故事精髓 
如果其它說書人有機會領教，會羞愧欲死 
技巧高妙，令聽眾聽後心滿意足，筋骨舒暢 
善於掌握聽眾情緒，使人隨故事情節變化而咬牙切齒 
本領非凡，如果其它說書人想仿效，恐怕會咬到舌頭 

44 「如果能夠靜下來，我們會發現，自然世界固然充滿了威脅性的力量，但同樣充滿了美與安詳，……到 後
我們必然會發現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不然不可能對自然產生這樣的呼應。我們之能呼應自然，是因為跟
自然有相同或近似的頻率。是由於這樣的近似頻率，她才能夠呼，我們才能夠應，這正像歌德所說，人能
夠看到光，因為人的眼睛中有光，或說人能夠看到太陽，因為人的眼睛中有太陽。」下列敘述，符合上文
旨意的選項是： 
只要努力，人類必能看見光明與太陽 
人能看見世界，是因為人的眼睛中有世界 
透過努力，自然的威脅性力量可以變成美與安詳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故與自然有相同或相似的頻率 
自然本質不是狂暴而是安詳，故世界的本質是光明 

45 承上題，下列詩句意境，符合上文所述「我們之能呼應自然，是因為跟自然有相同或近似的頻率」的選項是： 
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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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選項那—個「不」字在文意上是多餘的？ 
許多學生上課無時無刻「不」在吃東西，極不專心 
他所說的無非「不」是報紙上常有的話，並不稀奇 
一般科技的成就與人類成功登陸月球「不」可同日而語 
李專員甘冒大「不」韙向長官抗議行事不公，贏得眾人掌聲 

2 下列選項「」內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再三勸阻，他還是「幡然不悟」，我們也無可奈何 
身為領導者若能以身作則，廣施仁政，自然會收到「風雨如晦」的功效 
對於辦案進度，他可是「諱莫如深」，想套出一點口風，恐怕比登天還難 
你如果想要取勝，就得使點心機，佯輸詐敗以誘敵深入，畢竟「兵不血刃」啊 

3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禮記．中庸》）上文所說的是什麼道理？ 
躬親 慎獨 博學 覈實 

4 老師題辭於紀念冊，以勉勵畢業生，下列何者不宜？ 
學無止境 德業長昭 任重道遠 士先器識 

5 「賢喬梓」為以下何選項的美稱： 
稱人父母 稱人父子 稱人夫婦 稱人兄弟 

6 「傳家有道惟存厚」是一副對聯的上聯，下列何者最適合作為下聯？ 
萬里鵬程在讀書 守成不易戒奢華 處世無奇但率真 運啟三陽氣象新 

7 下列描寫月景的詩詞，何者具有藉月懷人之意？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8 王維詩：「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禰不能薦，
羞為獻納臣。」請於下列選項中，選出最適合作為全詩主幹的字： 
羞 憐 還 歸 

9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這闋詞主要表達： 
獨守空閨的妻子，姿態嬌柔、惹人憐愛 深閨少婦洗盡鉛華、看透世事後的淡然 
閨中思婦盼不到丈夫歸來，失望又無奈 為悅己者容的女子，精心裝扮倚樓獨語 

10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本詩寓含的道理，下列說明何
者正確？ 
物極必反，柳暗花明 以簡馭繁，避重就輕 學而能思，事半功倍 積學日久，豁然貫通 

11 下列敘述，何者與「重陽節」有關？ 
閨女求天女，更闌意未闌  不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昇平 
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 無雲世界秋三五，共看蟾盤上海涯 

12 下列那些名言無關乎「溝通」？ 
一場爭論可能是兩個心靈之間的捷徑 
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什麼呢 
每一個人都需要有人和他開誠佈公地談心。一個人儘管可以十分英勇，但他也可能十分孤獨 
如果你是對的，就要試著溫和地、技巧地讓對方同意你；如果你錯了，就要迅速而熱誠地承認。這要比為

自己爭辯有效和有趣得多 
13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友人既不在家，便不宜再「登堂入室」 其行前恭後倨，實為「首鼠兩端」之人 
此文冗長漫汗，「文不加點」，極不便閱讀 老師諄諄教誨，無奈「一傅眾咻」，成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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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避開了熟悉的紅綠燈，避開了必然經過的那幾爿小店，一條比較遠的路悠悠恍恍，引領著我瀏覽另一種風
景，說是風景，其實在都市裡，任何一條街巷都是大同小異的公寓門面與水泥圍牆，不過繞一條路，就是換
了一種心情，刻意讓自己去承擔經濟學家最擔心『風險』，或是很奢侈地浪費掉經濟學家十分在意的『成本』，
於是我便像一個大富翁般，享受著人間的浮華，卻不計較收支裡面的營利。」文中的「成本」指的是什麼？ 
開發新路徑所需耗費的人力與資金 探勘新路線所要付出的時間和精神 
找不到正確路徑時所帶來的壞心情 繞遠路之後卻無法欣賞更美的風景 

15 「很多大人常說，我們如此打拚，還不是為了下一代的幸福。然而，下一代的幸福生活，真是我們這一代人，
為了追求經濟成長，不惜糟蹋環境換得來的嗎？喜愛大自然是生物的本能，人類也是生物的一種，天生渴望
回歸自然的懷抱。我一直定居農村家鄉，對環境的變遷也有一分責任，總覺得愧對子孫。」關於本文想傳達
的訊息，下列何者錯誤？ 
為下一代努力發展經濟的想法，可能適得其反 為經濟而破壞自然生態的作法，才是愧對子孫 
希望下一代能體諒這一代人為求發展經濟的苦心 希望這一代能省思經濟發展帶來自然破壞的後果 

16 「要看一個國家的國力是否強大、有沒有世界觀，就要看這一代的年輕人有沒有這個勇氣、自信和態度，願
意離開自己安逸的家園，到其他國家闖盪、跟其他年輕人競爭。」依此觀點討論臺灣競爭力連年下降時，下
列那一個現象最值得重視？ 
國民所得減少  出國旅遊人次變少 
申請出國留學人數降低  考取外商公司的機會下降 

17 魯迅在其〈自敘傳略〉中有言：「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
在一個親戚家裏，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底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
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底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
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
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由這段文字可以見到魯迅的人生態度是： 
聽從母命，找尋不用學費的學校就讀 
努力攀結高官，將來才能出人頭地讓親戚刮目相看 
堅持開創自己的人生，進入新式學校，學習新知與技能 
決心賺取旅費，到各地遊學，充實學問，以完成父親的遺志 

18 夫明六經之旨，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
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
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嬾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依據上文，敘述正確的是： 
涉獵百家之書對德行無所助益 識人多寡與個人才智密切相關 
讀書是可貴又容易學習的技能 通曉六經意旨是為了求飽欲暖 

19 《典論．論文》：「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這四句
的文意可理解為：「西伯幽而演《易》，不以隱約而弗務；周旦顯而制《禮》，不以康樂而加思。」下列文
句，何者與上述的表達方式相同？ 
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20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真情也，富貴貧賤非真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
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
其謬訛，此正是痴人前說夢也。（明．謝肇淛《五雜組》）下列選項，何者最切近本文意旨？ 
人生的悲歡，就如戲劇般 沈溺於迷信，實在不可取 
史傳乃歷史，重國家大事 戲劇多虛構，與史傳不同 

21 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
盛，多於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
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風吹來像西子的歌聲，雨下來像西子的粉汗 
大多數的遊客，不喜歡在午、未、申三時遊湖 
月景雖美，還須花柳、山水襯托，才能顯出趣味 
西湖最美之時，在於朝陽初出和夕陽未下的時候 

22 馬超見張飛軍到，把槍往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陸續出來。張飛挺槍出
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累世公侯，豈識□□□□！」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槍
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明．羅貫中《三國演義》節文）依前後文意判斷，□□□□適合填入者為： 
燕趙之士 江湖術士 吳下阿蒙 村野匹夫 

23 《世說新語》載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
缺。王處仲的行事風格，適合歸到《世說新語》中的那一類？ 
豪爽 忿狷 任誕 汰侈 

24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蘇
洵〈心術〉）上文意旨與下列為將之道何者最接近？ 
須先穩定軍心，進而運籌帷幄 必須偵察敵情，然後伺機而動 
首重修養心性，方能臨事鎮定 必須瞻前顧後，致力殺敵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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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

知之者不得為也。」本文主旨是： 
人謀不臧，虎豺當道 為虎作倀，不智之舉 疑人莫用，用人不疑 用人不當，尸位素餐 

26 下列文句之寓意，闡釋錯誤的是： 
自恨枝無葉，莫怨太陽偏：萬般都是命，半點不由人 
將相額頭堪走馬，公侯肚裡好撐船：比喻為人極有肚量 
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勸有錢人：趨炎附勢乃人之常情 
既墮釜甑，反顧何益？反覆之水，收之實難：木已成舟，無可挽回 

27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

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

為千。」本文指出一般人說話常喜歡： 
語不驚人，至死不休 模稜兩可，缺乏主見 愛賣關子，引起注意 造謠生事，挑撥是非 

28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下列選項何

者最接近本文意旨？ 
想達到成功的目的，必須深謀遠慮 孤臣孽子際遇艱辛，因此會得到更多幫助 
處境艱危者常懷憂懼，反而會更有智慧與成就 善加調理身體的疾病，便能增進各方面的能力 

29 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你若是子游，當下最適合用

老師平日教導的那句話來反駁？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30 「現實」實在是一個極妙的東西，有人被它逼得作了英雄，有人因為它而零落同草莽。我每天為小小的發財

樹澆水，樂見它在嚴冬裡，依舊蔥蘢昂揚，也盼其終有一日成為參天巨木。人生的眾芳雖然蕪穢，但我也並

不委屈，因為「現實」雖能讓人安靜地承認自己，守分地度過此生，然「現實」並不能阻止成長，也不能要

求任何一株柔弱的植物，放棄懷抱幽貞的歲寒之心。下列選項，何者最切近本文意旨？ 
材大難為用，現實逼人妥協 空谷有幽蘭，出淤泥而不染 
欣欣此生意，生命自有出路 採菊東籬下，放下便能獲得 

31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

不以千里稱也。」下列何者最能說明此段文字的旨意？ 
先要找到伯樂，才能培養出千里馬 
諷刺君王有眼無珠，錯把人才當奴才 
只要有「伯樂」的訓練，所有人都能成為「千里馬」 
世上不乏人才，缺少的是具有慧眼、懂得拔擢人才的人 

32 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彊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

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

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礦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

刻，乃勝金玉之礦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

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為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

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節錄自顏之推《顏

氏家訓．勉學》）依上文之意，文末「蒙被而臥」的意思是：  
言其性好逸惡勞也 言其欲以管窺天也 言其一物無所見也 言其多眠思倦怠也 

33 現行「公文程式條例」第九條規定「公文，除應分行者外，並得以副本抄送有關機關或人民；收受副本者，

應視副本之內容為適當之處理。」有關副本的注意事項，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各案件主要受文者用正本，其他有關機關與個人，除上行者外一概以副本送達 
事關通案者，對需分行之機關可悉用副本 
使用副本時，應於文本「副本」項下，列明所有收受者 
已抄送副本之機關單位，如續有有關來文，其內容已在前送副本中明列者，仍需答覆 

34 多種法令同時發布或廢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必須一種法令以一種令文處理 
多種法令可併入同一令文處理 
發布時一種法令以一種令文處理，廢止時則可將多種法令併入同一令文處理 
發布時可以多種法令併入同一令文處理，廢止時則必須一種法令以一種令文處理 

35 若教育部發文給臺南市政府，應用何種准駁語？ 
應予駁回 礙難同意 應從緩議 礙難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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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

得 3 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 0.6 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多
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成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美惠感慨自己的先生在職場遇人不淑，常遭小人陷害 
你表現那麼優異，難免懷璧其罪，被眼紅的同事嫉妒 
最後那幕狗尾續貂的演出，讓整個晚會的品質大打折扣 
事故發生後，各界的捐助甚囂塵上，很快就突破千萬元 
他最近重感冒，你就別急人之難，還要催他交出企畫案 

37 下列各組詞語「」中的字，意思相同的是： 
億「載」金城／文以「載」道 巧言「令」色／「令」出必行 
「便」宜行事／客隨主「便」 好善「惡」惡／深「惡」痛絕 
能言善「道」／頭頭是「道」 

38 下列各組題辭，其意涵相同的選項是： 
多福多壽／如岡如陵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甲第徵祥／萱閣長春 鳳棲高梧／鶵鳳新聲 
著手成春／術妙軒岐 

39 「楚聲既合，漢圍已布。歌既闋而甚悲，酒盈樽而不御。當其盛也，天下侯伯自我而宰制；及其衰也，帳中
美人寄命而無處。」文中所哀惜詠嘆之人物為何？ 
曹操 項羽 劉邦 虞姬 戚夫人 

40 以下選項中，以擬人化手法進行自然描寫的是： 
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 
江水漾西風，江花脫晚紅。離情被橫笛，吹過亂山東 
連宵風雨惡，蓬戶不輕開。山似相思久，推窗撲面來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兩株桃杏映籬斜，妝點商山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 

41 一位希臘哲學家經常睡在一隻瓦缸裏，有一天亞歷山大皇帝走去看他，以皇帝慣用的口吻問他：你對我有什
麼請求嗎？這位□□□□的哲人翻了翻白眼，答說，我請求你走開一點，不要遮住我的陽光。這個家喻戶
曉的小故事，究竟涵義何在，恐怕是□□□□，各有不同的看法。我們通常總是覺得那位哲人視尊榮猶
□□，富貴如□□，雖然皇帝駕到，殊無異於等閒之輩，不但對他無所希冀，而且亦不必特別的□□
□□。（節選自梁實秋〈談時間〉） 
上文各選項所填入的答案，正確的是： 
阿諛奉承 見仁見智 敝屣 浮雲 虛張聲勢 

42 白居易〈賣炭翁〉：「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
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
市南門外泥中歇。」老翁衣服單薄，卻期盼天氣寒冷的原因何在？ 
因為賣炭所得可以勉強養家活口 因天冷才能使木炭銷售價格提高 
因歷經伐薪燒炭的考驗勇健無懼 因為塵灰滿面鬢蒼指黑不畏天寒 
因為奮力策牛拉車送炭汗流浹背 

43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昨日長爪鳶，今朝大觜烏。鳶捎乳
燕一窠覆，烏琢母雞雙眼枯。雞號墮地燕驚去，然後拾卵攫其雛。豈無鵰與鶚，嗉中肉飽不肯搏。亦有鸞鶴
群，閒立高颺如不聞。秦吉了，人云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雞燕之冤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為鳳凰之前
致一言，安用噪噪閒言語。（白居易〈新樂府．秦吉了〉）下列選項對此詩中諸鳥所喻之對象說明正確的是： 
秦吉了：朝廷之中主言民情的官吏 長爪鳶與大觜烏：殘害人民的劣官 
燕與雞：被滋擾與掠奪的無辜人民 鵰與鶚：朝中握有最高大權的宰相 
鸞鶴：不聞國事，但務垂拱的君王 

44 我們仨，卻不止三人。每個人搖身一變，可變成好幾個人。例如阿瑗小時才五六歲的時候，我三姐就說：「你
們一家啊，圓圓頭最大，鍾書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認為三姐說得對。阿瑗長大了，會照顧我，像姐姐；
會陪我，像妹妹；會管我，像媽媽。阿瑗常說：「我和爸爸最『哥們』，我們是媽媽的兩個頑童，爸爸還不
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變為最大的。鍾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
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決不打擾他，我們都勤查字典，到無法自己解決才發問。他可高
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飯，都需我們母女把他當孩子般照顧，他又很弱小。（註：父名錢鍾書、女阿瑗小名「圓
圓」）文中對父、母、女三人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圓圓頭最大」指阿瑗母女很聰明 爸爸是老師，但母女都不想問他問題 
爸爸生活自理能力最差，需要母女照料 在母親眼中，爸爸和女兒都是頑童，女兒更像哥哥 
媽媽和女兒之間常扮演姐妹、母女的多重角色 

45 承上題，下列選項，貼近上文內容的是： 
天倫之樂  家和萬事興 
三人行必有我師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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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之院長，為其成員「互選」而產生？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2 憲法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為「民主共和國」，所謂「共和」是指中華民國的： 
政體 名稱 國體 首都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大學不得任意將學生退學，以免侵犯其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請問大學生所

主張之受教育之權利，源自憲法何處？ 
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規定 憲法第 21 條之受國民教育權利 
憲法第 15 條之工作權  憲法第 22 條之概括權利規定 

4 有關總統之彈劾，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彈劾與罷免相同，均是追究政治責任 
彈劾總統應由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提出 
總統彈劾案係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司法院審理總統彈劾案，應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 

5 下列何種法律，係為實現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之規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入出國及移民法 

6 下列何種行政行為，無須法律具體明確授權？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規定 給付行政而與重大公益有關者 
限制人民宗教自由之處分 將外國人驅逐出國之處分 

7 行政機關針對某一違法業者予以裁罰，其處分內容除罰鍰外，尚包括要求業者「應自行採取有利公益之

改善措施」。該處分內容可能違反： 
誠實信用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8 「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之規定，係下列何種法律原則之實踐？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裁量不得濫用原則 

9 下列何者並非行政程序法明文規定，但仍屬行政法一般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禁反言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明確性原則 

10 下列何者為行政機關調查人民是否違法時，應有之正確態度？ 
就當事人有利與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為實現行政目的，僅調查對裁罰有利之證據 
對保障人民權利，堅守推定無罪，僅調查對人民有利之事實 
採取中立原則，僅就檢舉者與當事人之主張調查之 

11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明文規定之人民義務？ 
依法律投票選舉 依法律納稅 依法律服兵役 受國民教育 

12 收養子女之權利，受憲法何種規定之保障？ 
憲法第 14 條之結社自由 憲法第 22 條之「其他自由及權利」 
憲法第 10 條之居住自由 憲法第 7 條之平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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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現行憲法制度下，中華民國領土變更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國民大會決議變更之 
由立法院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 
領土變更案提出後應公告三個月 
領土變更案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應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 

14 關於行政訴訟程序暫時權利保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包括假扣押與假處分  可聲請停止執行之情形，亦可聲請假處分 
給付訴訟雖然尚未繫屬法院，仍可聲請假扣押 假處分僅得針對公法上金錢債權給付以外之爭訟 

15 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4 條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當然停止職務之情形？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起訴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在監所執行中 

16 下列有關公務員兼職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的職務，原則上無須經服務機關許可 
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 
公務員兼任研究或教學工作，原則上仍須經服務機關許可 
公務員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領公費 

17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之所謂旋轉門條款，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3 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幾年內之職務

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相關職位？ 
 10 年  8 年  6 年  5 年 

18 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得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行政業務之行為，規定處以罰鍰，惟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 高以新臺幣多少元為限？ 
 5 萬元  10 萬元  15 萬元  20 萬元 

19 行政機關發布命令，未經法律具體明確授權而對人民予以裁罰，可能牴觸何種法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裁量不濫用原則 罪刑相當原則 平等原則 

20 關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作為立法的基本原則 
作為法律適用的原則 
新舊兩法對同一事項有不同規定者，如事實發生於新法施行前，應適用舊法 
新舊兩法對同一事項有不同規定者，如事實發生於新法施行前，但效力有繼續性者，得適用新法而排

除舊法 
21 魚池禁止垂釣，有行為人堅持並未包括炸魚，炸魚應屬合法。請問應以何種法律解釋方法處理之？ 

舉重明輕之當然解釋法  舉輕明重之當然解釋法 
目的解釋法  歷史解釋法 

22 憲法第 20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在此，人民應解釋為男性國民，請問運用的是下列

何種解釋方法？ 
限制解釋法 文義解釋法 當然解釋法 擴充解釋法 

23 有關司法機關適用法律之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告不理  不得以法律有瑕疵為由而拒為裁判 
法律無規定時得拒絕審判 非法院不得為審判 

24 以法律效力所及之範圍為標準，可分為普通法與特別法。下列何者非常見之區別標準？ 
以人為區別標準 以機關為區別標準 以地為區別標準 以時為區別標準 

25 債務人給付遲延時，債權人得解除契約。請問解除權係屬下列何種權利？ 
請求權 抗辯權 形成權 處分權 

26 下列何者不是民法為保護人格權所賦予權利人的請求權？ 
侵害除去請求權 瑕疵擔保請求權 損害賠償請求權 侵害防止請求權 

27 下列何者不屬於民事責任？ 
侵權行為人的損害賠償責任 債務人因給付不能所負的損害賠償責任 
證人於民事訴訟中為偽證所應負的法律責任 債務人因給付不完全所負的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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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住所地在桃園市的甲，於苗栗縣對住所地在新竹市的乙為侵權行為。乙對甲起訴請求損害賠償，何法院

有第一審的管轄權？ 
只有桃園地方法院 只有苗栗地方法院 桃園及苗栗地方法院 桃園及新竹地方法院 

29 下列何種情形，原告之訴，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 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起訴不合程式  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 

30 關於民事訴訟第三審上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應以上訴狀提出於第三審法院為之 
以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事由提起第三審上訴者，不須經第三審法院之許可 

31 18 歲的甲女經父母同意結婚，並依法完成結婚登記後，甲女： 
無行為能力 
有限制行為能力 
有行為能力 
為單獨行為，無行為能力；為契約，有限制行為能力 

32 約定週年利率，超過多少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33 甲向乙出售 A 商品，其價金給付請求權因數年間未行使，致消滅時效完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得拒絕給付甲該筆價金 
甲的價金債權消滅 
乙仍為履行而支付該筆價金後，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 
甲得請求法院更新其消滅時效期間 

34 買賣因物有瑕疵或缺少出賣人所保證的品質，出賣人依民法規定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情形，下列何者非民

法賦予買受人的權利？ 
減少價金請求權 損害賠償請求權 買回請求權 契約解除權 

35 甲出租自己所有的 H 屋給乙，書面契約約定租期 2 年；然在租賃開始 6 個月後，甲將 H 屋出售並移轉所

有權給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得請求乙返還 H 屋  乙得向甲主張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乙得主張 H 屋的租賃契約，對於丙仍繼續存在 甲得以出售為由，對乙終止該租賃契約 

36 12 歲的甲，不法侵害乙的權利而造成乙的損害，其於行為時有識別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甲對乙負損害賠償責任 僅甲之法定代理人對乙負損害賠償責任 
甲因欠缺責任能力而免責 甲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對乙負損害賠償責任 

37 依民法規定，下列何者與甲女無親屬關係？ 
甲的丈夫的弟弟之配偶乙 甲的女婿的母親丙 
甲的兒子之配偶丁  甲的哥哥的配偶戊 

38 甲、乙為夫妻，甲尚有寡母丙及弟丁，與乙並無生育子女。數日前甲車禍身亡，留有遺產 360 萬元，有

關前述之人依法可繼承之遺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 180 萬元 丙 120 萬元 丁 180 萬元 乙 360 萬元 

39 依實務見解，下列何種行為，不構成加重竊盜罪？ 
在旅館的客房內行竊  持螺絲起子行竊 
在公寓大廈樓梯間行竊  結夥 3 人行竊，其中 1 人年僅 12 歲 

40 刑法中有關「首謀者」之適用，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必須以一人為限，且必須以親臨現場指揮為必要 
於犯罪之初，行為主體雖尚非多數，但率先基於遂行犯罪之目的，實行犯罪後，始依其計畫，於犯罪

歷程中各個不同階段，視犯罪進行程度之需要，陸續招攬部眾加入，依附其策劃，先後參與犯罪之實

行，而藉此主導或支配多數人共同犯罪者，亦應以首謀罪論處 
所稱首倡謀議者，於同謀犯罪之多數人中，率先提議實行犯罪而居於主導策劃地位者屬之 
係指犯罪之行為主體為多數人，其中首倡謀議，而處於得依其意思，策劃、支配團體犯罪行為之地位

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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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甲於裁判確定前犯數罪，分別被判 A 罪 3 年、B 罪 7 年、C 罪 10 年、D 罪 15 年。依刑法數罪併罰之規

定，應在何種刑度範圍內定其執行刑？ 
3 年與 20 年之間 3 年與 30 年之間 15 年與 20 年之間 15 年與 30 年之間 

42 關於刑之酌科及加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刑法第 58 條所稱因犯罪所得之利益，包括犯罪行為後所可能得到之利益 
刑法第 59 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主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 
刑法第 305 條恐嚇罪沒有免除其刑之可能 
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然可依刑法第 59 條酌量減輕其刑 

43 關於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而得阻却違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受命之下級公務員明知命令為違法而執行之，不得阻却違法 
命令之內容不以受命之下級公務員職權範圍內的事項為必要 
命令之形式不論為書面或言詞方式均可，不以具備法定程式為必要 
下級公務員應就命令是否違法予以實質審查，並於認定違法時拒絕執行 

44 甲於捷運車廂中行竊 A 之財物，一週後復以同一手法竊取 B 之財物得逞。經偵查後，檢察官僅就甲竊取

A 之財物犯行部分予以起訴，法院因此不得就甲竊取 B 之財物的犯罪審判，此種審判範圍的限制，稱為

何種原則？ 
直接審理原則 不告不理原則 言詞審理原則 集中審理原則 

45 依實務見解，下列有關貪污治罪條例「藉勢或藉端勒索財物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所謂「藉勢」勒索財物，須行為人「憑藉權勢、權力」，以恫嚇或脅迫之手段，使人畏懼而交付財物 
所謂「藉端」勒索財物，則為「假藉端由」，以恫嚇或脅迫之手段，使人畏怖而交付財物 
公務員所實施之恫嚇脅迫行為，其方式固不限於以言詞、文字或動作，但必使人畏怖生懼，始克相當 
本罪之成立，必須以所藉權勢、事由在其職務範圍內，或與其職務有直接關係為必要 

46 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取財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屬刑法詐欺罪之特別規定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取財罪中，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所用

方法不能認係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 
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一切機會，予以利用者而言，除「職務本身固有之事機」

外，亦包括「由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 
所謂「職務上衍生之機會」，不以與公務員職務具有關連性為必要 

47 下列關於刑法上「公務員」概念之敘述，依實務見解，何者錯誤？ 
公立學校教師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不論是否從事採購行為，均屬依法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村、里長辦理村、里之交辦事項，屬依法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替代役役男於市政府服役期間，非屬依法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法院依照刑事訴訟法選任之鑑定人，對於受託鑑定事項，予以鑑識、測驗及斷定，非屬行使委託機關

公務上之權力之公務員 
48 甲犯貪污治罪條例「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事物圖利罪」後，於偵查中自白，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下

列關於其法律效果之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減輕其刑 應減輕其刑 應免除其刑 應減輕或免除其刑 

49 偵查或審判中對被告為人別訊問後，應先告知被告下列何種事項？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據 
得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人 應就調查證據之範圍，提出意見 

50 中華民國公務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何罪者，適用中華民國刑法處斷？ 
刑法第 124 條枉法裁判罪 刑法第 163 條脫逃罪 
刑法第 211 條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刑法第 342 條背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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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那些理論曾經探討非正式組織的功能及作用？①霍桑研究 ②動態平衡理論 ③行政管理理論 

④開放系統理論 

①① ②② ①② ①② 

2 古立克（L. Gulick）以下列那個英文造詞，表示行政管理的七大功能？ 

 POSDCORB  PADSCORB  PAFHRIER  PAMPECO 

3 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與下列那一種理論或主義較有關聯？ 

國家主義 新左派 新保守主義 福利國觀點 

4 推動行政革新時，會遭遇組織內部人員的最負面反應是下列何者？  

集體順適    中立觀望    抗拒變遷    冷漠應對   

5 下列說法中，何者與行政學的「政治行政分立理論」最為接近？ 

政治是一門藝術，行政是一種技術 行政的各種決定都有政治的考慮 

行政是種治理，公司是種管理 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示，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 

6 關於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思維興起的促成因素，下列何者較有關係？ 

重振社會的公平正義    反國家主義的思潮   

遏止公部門貪腐的發生   鞏固官僚體系的主張   

7 下列何者不是霍桑實驗在組織與管理上應注意事項之啟示？ 

人格尊重    組織具有額外價值    社會平衡與士氣    小團體與約束力    

8 關於非營利組織特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私人利益極大化  為特定人服務 

享有政府減免稅捐的優待 捐助者完全無法享受租稅優惠 

9 下列那一位學者被行政學界尊稱為「行政學之父」？ 

泰勒（F. W. Taylor） 瓦爾多（D. Waldo） 威爾遜（W. Wilson） 費堯（H. Fayol） 

10 邦聯制是依據下列何者結合而成？ 

憲法 條約 慣例 命令 

11 根據雷格斯（F. Riggs）的觀點，下列何者不是開發中國家行政制度與行為的特質？ 

重疊性 同質性 形式主義 貪污腐化 

12 「非營利組織能提供人們心靈的歸屬，強化社會道德的價值」，這是指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上扮演何

種功能﹖ 

發展公共政策  提供政府不能提供之服務 

監督政府  創意思考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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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據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之規定，我國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可以定名為：①委員會 ②處 

③中心 ④局  

①②② ①①② ②①② ①②① 

14 政治觀點的公共組織設計，相對而言會重視下列何者？ 

全面品質管理 多元主義 流程再造 標竿學習 

15 下列公民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何者具有法律性意義？  

網路社群 怠工  消極抵制  請願  

16 艾爾莫（R. Elmore）提出「由後推進的政策執行策略」（Backward Mapping），其主要意涵不包含下列

何者？ 

強調由上而下的政策執行 強調非正式的權力運作 

強調授權  強調執行人員的自由裁量權 

17 就行政機關而言，政策行銷中的「內部行銷」對象是指下列何者？ 

一般民眾 利益團體 立法委員 執行人員 

18 依據艾賽尼（A. Etzioni）觀點，政策執行機關的首長可以採取下列那三類的強化性行動？ 

強制懲罰性、物質報酬性、法律監督性權力 合法強制性、正式協商性、規範性權力  

物質報酬性、規範性權力、輿論監督性權力  強制懲罰性、物質報酬性、規範性權力  

19 政策評估係對政策行動價值與政策方案成敗，做一審慎判斷的過程。關於政策評估功能的描述，一般而

言不包含下列何者？ 

了解政策預期目標是否達成  蒐集資訊美化政策掩飾缺失    

從事事實與價值的交叉分析作為論證的基礎   蒐集相關資料作為評判政策成效的依據  

20 下列說法，何者為英國學者邊沁（J. Bentham）所說？       

最好的政策應該要為最大多數人製造最大數量的幸福  

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現，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  

權力有腐化傾向，絕對權力絕對腐化  

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21 從事政策規劃時，須考量道德價值觀及標的群體、政黨、利益團體等的支持，係屬何種可行性研究？ 

技術可行性 政治可行性 時間可行性 行政可行性 

22 「政府選擇作為或不作為，即為公共政策」是下列那位學者的說法？ 

唐斯（A. Downs） 戴伊（T. Dye） 唐恩（W. Dunn） 安德森（J. Anderson） 

23 比較而言，社會福利政策及醫療福利政策，歸屬下列那一種政策類型？ 

管制性政策   自我管制性政策   分配性政策   重分配性政策   

24 學者卡普蘭（A. Kaplan）提出政策規劃七項原則，其中強調從事政策規劃時，應考慮儘量使受益人數增

加，使利益普及於一般人，此稱之為： 

公正無偏原則   個人受益原則  

劣勢者利益極大化原則  分配普遍原則  

25 有關非正式組織成員互動的領導基礎，下列何者正確？ 

以影響力來領導 以權威來領導 以誘因來領導 以多數決來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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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組織如果較強調威權及層級隸屬關係，這類型的組織結構有下列何種傾向？ 

強調功能分化 傾向扁平型組織 強調垂直分化 層級的控制幅度較大 

27 考試院院會的屬性為下列何者？ 

首長制 合議制 雙首長制 半首長制 

28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其機關屬性係屬下列何者？ 

任務編組型機關 幕僚型機關 實作型機關 合議型機關 

29 在開放系統理論中，下列何者不是組織界限所發揮的功能？ 

過濾功能 確定組織範圍 協調整合 構成與環境的交切面 

30 有關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正式組織的基礎是職位角色，非正式組織的基礎是人際互動  

正式組織是自然產生的，非正式組織是設計產生的  

正式組織是平行的互動型態，非正式組織是垂直的互動型態  

正式組織的控制力量來自於道德規範，非正式組織的控制力量來自於法令規章  

31 ｢組織內部三五好友經常相約吃中飯，下班後相約唱歌｣，這段話最能描述下列何種組織概念？ 

正式組織   非正式組織   矩陣組織   扁平組織   

32 下列何者意指「組織成員對革新計畫的抵制態度，認為只要忍耐即可不受影響」？ 

反能趨疲作用（Negative Entropy） 墨菲定律（Murphy's Law） 

彼得原則（Peter Principle） 不稀罕效應（BOHICA） 

33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財政部內部一級業務單位，除性質特殊外，應如何定名稱之？ 

處 司 組 科 

34 一般而言，公部門常見之組織病象不包括下列何者？ 

邁爾斯定律 白京生定律 金魚缸效應 不稀罕效應 

35 組織垂直分化後的特徵，一般而言不包括下列何者？ 

決定成員的權力及地位   與控制幅度密切相關  

決定成員的業務功能性質  樹立指揮命令系統  

36 下列那一種行政決策理論模式的理性程度最高﹖ 

混合掃描模式 漸進主義模式 滿意決策模式 廣博理性模式 

37 政府財政的收入與支出應「確保合適的基金能夠流向所需的經濟部門」，此一觀點反映了政府預算提供

下列何種功能﹖ 

配置功能 動態功能 穩定功能 成長功能 

38 下列那一項敘述不是生產力衡量指標的正面功能？ 

確定路徑依賴關係  允許作業流程的控制  改進行政責任的歸屬  促進機關預算的合理  

39 關於行政授權的涵義，下列何者錯誤？ 

授權可培養被授權者之能力 授權行為不限於最高職位 

主管授權後，職責即可免除 授權不可踰越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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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政府預算可視為不同團體在交易條件下所達成利益平衡分配的集合體」，此一句話最能表述政府預算

的下列何種特徵？ 

政府預算與支出依法須以公開過程為之 政府預算所要履行的公共目標相當多元 

政府預算深具政治意涵  政府預算受到法律的制約 

41 馬師婁（A. Maslow）提出需求層級理論，下列何者非其主要論點？ 

人有五種基本需求 

各項基本需求呈現層次關係 

較低層次的需求獲得相當滿足後，會轉向較高層次的需求滿足 

當遇到挫折時，會轉向較低層次的需求滿足 

42 某位主管在學識、能力及品德等方面表現優異，成為他人學習榜樣，此為領導的何種權力基礎？ 

合法權力 參照權力 專家權力 關聯權力 

43 下列何者與｢轉換型領導｣的核心概念最無直接關係？ 

授能部屬 員工自我實現  被領導者的組織認同  領導者的正式權威  

44 阿特福（C. Alderfer）的 ERG 理論主要有三項命題，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每一層級的需要愈不滿足，則對它的慾望愈大 

較低層級的需要愈滿足，則對較高層級需要的慾望愈大 

較高層級的需要愈不滿足，則對較低層級需要的慾望愈大 

較低層級的需要愈不滿足，則對較高層級需要的慾望愈大 

45 下列何者通常不是領導力基礎的來源之一？ 

制裁的權威 認同的權威 司法的權力 合法的權力 

46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離職後對於機密事件之保密義務為： 

離職後三年內有絕對保守之義務 離職後五年內有絕對保守之義務 

離職後十年內有絕對保守之義務 離職後終生仍不可洩漏 

47 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來看，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係對其作下列何種主要規範？ 

規範其政治參與活動 規範其職務內容 規範其公民參與活動 對公共關係進行監督 

48 依據憲法規定，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除負懲戒責任、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外，尚負下列

那種責任？ 

績效責任 懲處責任 國家賠償責任 倫理責任 

49 以行政機關為主體，公務員勇於向外界揭發機關弊端，係屬下列何種行政責任的確保途徑？ 

內部正式途徑   外部正式途徑   內部非正式途徑   外部非正式途徑   

50 若行政人員大多來自社會中上階層，而階層意識會左右其對公共問題及民眾需求的認知，較易使得行政

人員不具有下列何種特性？ 

效率性 前瞻性 責任性 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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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志明說明某一概念時，以自己為例，提到「我是個大學生，也是原住民、基督教徒，同時還擔任國小學

生的課輔志工，在人際互動中我儘量表現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根據上述判斷，他最可能是在闡釋下

列那一概念？ 
社會角色 社會流動 重要他人 鏡中自我 

2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的侵害。下列何者不是家庭暴

力防治的保護對象？ 
同住的岳父 同寢室的室友 前妻或前夫 同居的同志伴侶 

3 阿華、阿明、阿志、阿國四人於公民課討論「公共利益」，每人各自提出下列觀點： 
阿華：「推動公共利益須注意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之上。」 
阿明：「公共利益應該優先於私人利益，團體較個人重要。」 
阿志：「若能讓多數人都感到滿意和幸福，就屬公共利益。」 
阿國：「私人利益如果被充分滿足，公共利益自然會實現。」 
從上述四人的觀點，他們探討公共利益的理論依據，何者配對正確？ 
阿華－資本主義 阿明－古典自由主義 阿志－效益主義 阿國－社群主義 

4 有關我國社會團體的分類，下列那些組織屬於非營利社團法人？①蘇澳區漁會 ②慈濟基金會 ③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 ④晚晴協會 ⑤扶輪社 
①② ②④ ③⑤ ④⑤ 

5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以「M 型社會」一詞描述日本社會原以中產階級為社會主流，最後卻逐漸消失。此一

詞彙可以用來說明近年來臺灣社會的何種現象？ 
企業發展全球化 財富分配兩極化 貧窮世代循環現象 文化資本發展快速 

6 依我國法律規定，下列有關政黨成立與解散的敘述，何者正確？①成立政黨的法源依據是政黨法 

②政黨成立須向內政部備案 ③若政黨久沒運作，政府可依法解散 ④政黨違憲解散事項由司法院負

責審理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7 公民投票為我國人民直接行使創制複決的重要管道，依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適用？ 
法律之創制  立法原則之創制  
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8 現代文官體系包含「政務官」及「事務官」，兩者扮演的角色、任用資格和職掌有所不同，例如：政務

官多隨政黨進退、任期不一定。依此標準判斷，下列何者屬於政務官？ 
文化部部長  教育部常務次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臺北市消費者保護官 

9 某國採行類似法國中央政府體制，在今年國會大選中由 A 黨取得過半席次，屬於 B 黨的總統按照憲政慣

例任命 A 黨的黨魁出任閣揆。上述情況一般稱為： 
權能區分 均衡制度 左右共治 聯合內閣 

10 春嬌的爸爸是現任某直轄市市議員，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她爸爸的職權？ 
質詢教育局局長 推動社會福利工作 對市長提出糾正案 行使市府首長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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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英國的國體和政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體為共和國，政體為民主體制 國體為君主國，政體為獨裁體制 
國體為君主國，政體為民主體制 國體為共和國，政體為獨裁體制 

12 我國政府積極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貿易組織（WTO）、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國

際性組織，此乃實現國家存在之何種目的？ 
增進公共利益 落實社會正義 維持安全與秩序 維護文化傳統 

13 有關彈劾總統、副總統與公務人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皆屬於監察院的職權   
皆屬於司法院的職權 
彈劾總統是立法院與監察院的職權；彈劾公務人員是考試院的職權 
彈劾總統是立法院與司法院的職權；彈劾公務人員是監察院的職權 

14 依憲法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對行政院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的工作及設施，可行使下列何

項職權？ 
審計權 彈劾權 糾舉權 糾正權 

1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間最主要的衝突在於兩大強國致力「軍備競賽」，因各自擁有大量核子毀滅

性武器，所以雙方都儘量避免正面的軍事衝突。這段時期國際政治的權力結構，應為下列何者？ 
單極體系 兩極體系 多極體系 一超多強 

16 民眾不假他人之手，親自前往投票支持心目中的候選人，此乃落實下列何項原則？ 
普通原則 平等原則 直接原則 無記名原則 

17 下列何項政府作為著重於對消極人權的保障？ 
開辦國民年金制度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落實校園零體罰政策 創設原住民族電視臺 

18 阿傑因酒後駕車撞死一名婦人，被害者家屬為防止阿傑脫產，可於提起訴訟前向法院聲請何種保全程序，

以確保日後損害賠償之債權能獲得清償？ 
假扣押 假處分 假執行 假擔保 

19 某國的法律未明文禁止婦女開車，但曾有婦女因違反婦女不准開車的宗教戒律，遭法院判處十下鞭刑。

關於上述判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符法治國的依法統治原則 宗教戒律對非教徒有約束力 
法院依法審判確保基本人權 法律並非萬能，宗教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 

20 曉明愛好登山，有一次登山時迷路受困山中，因飢餓數日，迫不得已之下潛入小英家的果園偷摘水果充

飢，經法官認定此行為可阻卻違法。上述行為，是符合下列何項阻卻違法的事由？ 
依法令行為 正當防衛行為 正當自助行為 緊急避難行為 

21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中被告經過下列何人的審訊後，如認為被告確有羈押的必要性，可向法官聲請

羈押？ 
警察 律師 公設辯護人 檢察官 

22 「小米曾被法官判決褫奪公權 3 年，目前已經服刑完畢。」依上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小米受到某一民事糾紛的判決 小米喪失當年鄉長候選人資格 
小米同時受法官科處死刑判決 小米無法報考當年度大學指考 

23 大偉酒駕遇警方臨檢，因拒絕接受酒測，警方開立 9 萬元罰單。大偉不服，該如何爭取自身權益？ 
向事發地警察局所在地方法院交通法庭聲明異議 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請撤銷訴訟 
向事發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向地方法院提出國家賠償訴訟 

24 立法院對於已通過之議案認為有錯誤或不當情形，允許在一定之條件下，由立法院於同一會期中提出修

改或補救措施，此種做法稱為： 
覆議 復議 附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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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許多店家在結帳櫃臺張貼「貨品售出，概不退還」的字樣。依我國民法規定，關於張貼內容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無效：店家仍應負起損害賠償責任 
無效：店家仍應負起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有效：此屬定型化契約，店家對商品不須負任何責任 
有效：此屬契約自由原則，店家對商品不須負任何責任 

26 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下列何者應以法律定之？ 
監察院審計部職員之休假措施 國外學歷查證及認定作業要點 
人民繳納綜合所得稅之稅率 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 

27 王先生為月薪 10 萬元的廠長，因無法配合公司前往國外廠工作而離職。幾經尋找，王先生目前有三個工

作機會，分別是甲公司月薪 6 萬、乙公司年薪 30 萬、丙公司年薪 50 萬。王先生最後決定到丙公司工作，

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他做此一決定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年薪 30 萬 年薪 50 萬 年薪 72 萬 年薪 120 萬 

28 某市立圖書館的閱讀區座位，每到學校段考總是一位難求；而每逢各校期末考時，使用者更得耗費多時

排位。依上所述，關於該圖書館座位之供需現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供給固定，需求增多 供給減少，需求不變 供給增多，需求減少 供給減少，需求增多 

29 當商品價格以外的因素改變時，需求也會跟著改變。針對奶粉市場而言，下列何者會使需求曲線向右平

行移動？ 
對奶粉有需求的新生兒數量增加 市售奶粉的預期價格下跌 
部分奶粉被查出添加有毒物質 飼養乳牛的牧草價格不斷上漲 

30 食品加工廠將未經處理的廢水，直接排放到河川裏，造成負面的外部效果，顯示該食品加工的產品市場

出現下列那一種經濟情況？ 
市場出現供不應求 政府制定價格上限 公共財的提供不足 經濟效率未達最大 

31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屬於何種性質的租稅？ 
所得稅 財產稅 消費稅 地方稅 

32 各國無不希望國內生產毛額（GDP）越高越好，因為代表該國的經濟一直成長，下列那一個數據的提高，

會使該國的 GDP 提高？ 
老人年金 外國風災捐款 全民健保保費 政府支出 

33 有關政府發放消費券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政府希望能透過所得效果提升民間消費支出 政府希望消費券能同時降低失業率及物價指數 
發放消費券為古典經濟學理論所支持的作法 發放消費券屬於政府的一種擴張性貨幣政策 

34 為響應解決地球暖化問題，全球 500 大企業合組供應鏈領導聯盟，要求旗下供應商公布碳排放資料。按

照這個趨勢，企業若要永續經營，最需要採取下列那一種作法？ 
到環保法規比較嚴格的國家去投資設廠  
成立基金會從事濟貧活動，並且廣為宣傳 
不僅要低成本，還要低碳，才符合未來發展趨勢 
環保意識抬頭所增加的成本，應從其他生產資源去縮減 

35 當某國的痛苦指數從 4.8 上升到 5.6 時，下列那個情況是最有可能造成該國痛苦指數上升的原因？ 
所得稅率調降 政府減少公共投資 失業率上升 基本工資調升 

36 The weather forecast says it is going to clear       soon. 
 up  out  over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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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Prior       his departure, the man wrote an email to his daughter. 
 to  of  in  on 

38 You may not like this place because it’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and you have to       all the inconvenience.  
 catch up with  keep up with  put up with  come up with 

39 Take a       at the time when your body most needs to sleep. 
 nap  lap  cap  pan 

40 I often think of the school       I went to and the friends I made there. 
 that  what  when  where 

41 This time he took his medicine without       to do so. 
 have reminded  having been reminded  reminding  to remind 

  Nowadays, computers have becom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People use computers to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r 
simply play computer games. 
  I use my computer twice a week. I frequently use it to download pop songs and movies from the Internet. I often 
use Facebook to keep in touch with friends who are far away. Sometimes I write something and post it on my blog in 
order to let others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 my life. 
  Computers are convenient; however, they do cause serious problems. For example, some teenagers play computer 
games so often that they ignore their studies. They become addicted to computer games and stop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inally forgetting how to function in the real world. In addition, long hours of computer use can result in poor 
eyesight and other health problems. 
42 How often does the speaker use his or her computer? 

 every day  every other week  two times a week  twice a day 
43 All of the following problems are named in the article except 

 expensive cost  health concern  internet addic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 
44 When the author list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computer, he or she is especially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have many friends.  poor and lazy students. 
 those in their old age.   young people between 13 and 19. 

45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people may not be able to see well because they 
 eat too much.   don’t wear glasses. 
 study very hard.   use computer for too long. 

  The endangered leopard cat is one of only two wild cat species native to Taiwan. They are ash-brown or yellow 
brown   46  , and weigh three to six kilograms. Their bodies are 55-65 centimeters   47  . Truth be told, leopard 
cats don’t look all that different from a housecat; 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is the white patch they have behind 
their ears. 
  Miaoli County has a   48   large population of leopard cats and they live right among us. The reason why leopard 
cats choose to live so close to human habitations is because the grasslands, forests, and fields are full of rodents, birds, and 
hares on which they prey, and the forests provide the cats   49   protected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rear their young. 
Recently, the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has endangered this cleverest of cats. We must work together if we are to save them 
from the threats they   50  . 
46  in size  in shape  in color  in figure 
47  tall  fat  high  long 
48  relatively  recklessly  physically  optionally 
49  with  that  for  to 
50  deal  reduce  pose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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