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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那一位哲人曾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 
莊子 墨子 孟子 韓非子 

2 「讀經宜冬，其神專也；讀史宜夏，其時久也；讀諸子宜秋，其致別也；讀諸集宜春，其機暢也。」依此原
則，由春至冬，讀《論語》、《莊子》、《楚辭》、《資治通鑑》的順序應為： 
《楚辭》、《資治通鑑》、《莊子》、《論語》 《論語》、《資治通鑑》、《楚辭》、《莊子》 
《論語》、《莊子》、《楚辭》、《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論語》、《莊子》、《楚辭》 

3 下列選項中，那一個祝賀詞的性質不同於其他三者？ 
英聲驚座 調和鼎鼐 麟趾呈祥 雛鳳新聲 

4 下列歌詠的歷史人物，何者配對不當？ 
屈原：揮菖蒲之碧劍／揚汨羅之濁浪／在澤畔／在石榴紛舉怒拳的五月／我又見你從江心踏波而來 
陶淵明：骨硬不能深折腰／棄官歸來空兩手／甕中無米琴無絃／老妻嬌兒赤腳走／先生高吟自嘲諷／笑指

門前五株柳／看他風裡儘低昂／這腰肢我沒有 
白居易：搖一身青／曳灰衫一襲／若問我是誰／我在長江裡／濯過足／在黃河邊／數過沙／潯陽柴桑／是

我遙遠的家鄉／我是／結廬在人境／而無車馬喧底／龍的傳人 
李白：現在你已經完全自由／列聖列賢在孔廟的兩廡／肅靜的香火裡暗暗地羨慕／有一個飲者自稱楚狂／

不飲已醉，一醉更狂妄／不到夜郎已經夠自大／幸而貶你未曾到夜郎 
5 下列「」中的詞語何者使用不當？ 
小明自幼聰穎，加上飽讀詩書，故能「操翰成章」 
大華醫生醫術精湛，總讓病患有「如沐春風」之感 
小鈴經常解囊救急，彷彿「解人倒懸」的觀音菩薩 
阿元經常「披星戴月」，但神采奕奕，一點也不累 

6 「夜讀項羽本紀，無奈地／批成繁花遍地，想當初／必有眾星閃熠，要不然／烏江北畔不至騅止風起／父老
江東飲泣」。由以上詩句可知作者在閱讀那一本著作？ 
左傳 漢書 史記 戰國策 

7 小丸子的書桌上擺著一個獎盃，上頭刻著「珠圓玉潤」四字，這應該是她參加下列那一項比賽所獲得的榮譽？ 
跳水 歌唱 選美 雕刻 

8 下列聯語，用來歌頌關公的選項是： 
志在春秋功在漢，心同日月義同天 慈雲遠在江天外，坤德長垂澤國中 
福蔭街坊安康樂，德澤綿長慶昇平 玉爐燒煉延年藥，正道行修益壽丹 

9 下列選項何者為正確的對聯？ 
家居青天白日下／花迎喜氣天下春 輔世匡時須博學／仁民愛物自修身 
一年作計由春始／五色祥雲集門第 百年于人以孝先／一分收穫慶佳節 

10 重陽節為百歲人瑞祝壽題辭，下列選項何者不適合？ 
福壽全歸 壽比松齡 南極星輝 嵩壽無疆 

11 下列成語的解釋，錯誤的選項是： 
詠絮之才：賣弄聰明且善狡辯者 子虛烏有：虛構而非實有的事物 
洛陽紙貴：稱譽著作的暢銷風行 江郎才盡：喻文思衰竭不復往日 

12 「吾能知人之失，而不能見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不能見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不暇，何暇論人哉？」
其意旨為： 
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不道人非，反求諸己 不在其位，不謀其政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13 「說話，的確是一門人生的藝術，一個人不太喜歡說話，我們說這人□□；話說得好，就是□□□□；話說
得閃閃避避，這人恐怕心裡有隱情，才會□□□□。」文中空格，依序最適合填入的詞語為： 
遲鈍／巧言令色／欲言又止 木訥／金玉良言／閃爍其詞 
口拙／一諾千金／吞吞吐吐 口吃／舌燦蓮花／結結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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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成語的使用，下列選項何者恰當？ 
妳的分析很有道理，真是「見仁見智」 
一對相隔兩地的情人終於「破鏡重圓」了 
這所高級學府所培育出來的人才「寥若晨星」，實在眾多 
這一次的任務相當艱鉅，須「步步為營」，千萬不能掉以輕心 

15 「從小背四書五經長大，訓練他敏於感受，而儒教中的□□□□，讓他慣以顏回自況；年紀稍長，周公（周
夢蝶）除了認真參禪，自認更受老莊影響而接近陶淵明，天真浪漫的想法充塞胸中，而行徑仍一本儒家精
神，□□□□。」推敲文意，空格處依序應填入的詞語，那一選項最為適當？ 
發憤忘食／獨善其身 改過遷善／逍遙自適 安貧樂道／中規中矩 誨人不倦／戰戰兢兢 

16 「會議進行到一半，科長突然奪門而出，大家不禁面面相覷，一時□□□□。」下列選項，最適合填入空格
的是： 
不知進退 不知疾苦 不知所云 不知所以 

 
閱讀下文，回答第 17 題至第 18 題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吏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
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北則為枳，葉徒相似，其實
味不同。所以然者何？水土異也。今民生長於齊不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 
17 下列選項最符合晏子表現的是： 

弄巧成拙，自曝其短 幽默風趣，自娛娛人 強詞狡辯，盛氣凌人 聰敏機智，不辱使命 
18 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北則為枳」，意指： 

環境不同，影響甚大 與世遷移，隨遇而安 滄海桑田，世事多變 差以毫釐，謬以千里 
 
閱讀下文，回答第 19 題至第 20 題 
  母親的手，靈活而優雅，像菩薩的手，無時無刻不在照顧和護衛著家人。 
  有一回，父親大概是被照拂得太過，有點不耐煩了，抱怨道：「你看你，終會把家裏的孩子都寵壞──」 
  母親不好意思的笑了，把手插進棉襖裏暫時躲藏。這雙手自有奇特的生命，一不小心，就會烹煮出過分精緻
的菜肴、織出太厚暖的衣物，這是她自己也無法控制的事。 
19 作者父親抱怨的原因何在？ 

好意提醒妻子別過分寵愛孩子 不耐煩妻子過分細緻的照顧而發怒 
抱怨中帶有對妻子善於照拂的肯定 暗示父親性格之獨立，不習慣被照拂 

20 文中強調「照拂得太過」、「過分精緻的菜肴」、「織出太厚暖的衣物」，這是意謂母親： 
濃烈細緻的愛 並不擅長家務 在衣食上失能 愛心時常失控 
 

21 「在星野富弘《鈴聲輕響的道路》一書中曾經提及，他在坐著輪椅生活之後，才發現路上處處都是坑洞。
雖然路面的高低落差令人無力，但是自從替輪椅裝上鈴鐺後，每當行經這些凹凸不平的道路時，就會發出
『叮鈴』的響聲，他的心境也因此而不同。」下列選項何者最貼近文意？ 
道路不平是肇禍的元兇  改善設備後能擁有樂趣 
觀點改變世界就會不同  困頓時才會關心身邊事 

22 「我的愛情是一部水經，從發源的泉眼開始已然註定了流程與消逝。因而，奔流途中所遇到的驚喜之漩渦與
悲哀的暗礁，都是不得不的心願。」下列選項，最能說明此段文意的是： 
戀愛為每個人不得不經歷的必要選擇 
愛情過程如河流起伏跌宕，喜悲交集 
情愛糾葛難解，若能參透，方能順利遊走寬廣流域 
愛情之驚喜與悲哀如奔流滾滾，早已註定必須化為文字 

23 「是個揚著風的早晨，陽台上的女孩，邊曬衣，邊與吹得她滿臉髮絲的風捉迷藏。站在窗口前，忽然聽到爸
爸說：『不要擋住我的天空，不要遮住我的白雲。』爸爸是以玩笑的語氣說，但她仍不禁心頭一驚。爸爸的
天空，早就被收藏在記憶裡了。不！該說早就全部給孩子們啦。藍得透明的天，爸爸不知多久沒看了，而我
們仍不懂事的佔住天。多少年以後，我們才能再把那片天空，還給爸爸呢？」本文所要表現的主旨是： 
懷念與父親相處的往事  展現父親為人處事的風格 
提醒自己多注意父親的健康 感念父親對家庭、兒女的付出 

24 「地球是一個，破碎的蛋殼／有些碎片，早已成為汪洋中的小島／有些小島，時而露出水面／更多的是，被
海浪淹沒。  我站在一片落葉上，和一隻螞蟻對話／牠有先知的敏覺，可以聽到／我們聽不到的聲音。牠
說／這個蛋殼碎裂的聲音，越來越大！」按詩意推敲，螞蟻聽到的聲音是： 
季節遞嬗，萬事萬物隨之變換，汲汲營營於世俗生活之聲 
地球環境遭破壞，致使自然災害頻傳，如蛋殼碎裂的聲音 
靜心徜徉於廣大無垠的海面，將能聆聽大自然原始的聲音 
地球環境已如蛋殼碎裂，人類飽受災害之苦，故怨聲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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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好的讀者永遠得勇敢些、堅韌些，像堅持要見到自己貞潔美麗妻子珮妮蘿普的猶力西士，不被攔路的怪獸

嚇退，不被女妖的甜膩歌聲誘惑，走向那不作聲不叫囂不搔首弄姿的寂寞書架一角。」這段話說明了讀者
在尋求好書的過程中，最應該持有的心態是： 
要好德如好色 要耐得住孤單寂寞 要更具耐力與智慧 不受親朋好友的影響 

26 「每一個季節，都有一種花兒站著。寒冬裏，我欣賞梅花那含蓄的傲骨。深秋時節，我欣賞菊花那從容的樸
素。當然，我也愛一朵夏荷的出水之姿。至於春天，我不得不驚嘆於杜鵑的敏感，不得不承認整個季節都
是她們的天下……」主要顯示出作者： 
具有悲憫之心，尊重生命 能展現謙卑的態度，讚嘆造化之奇 
喜愛自然之美，善於描述花木的生長過程 善於觀察與聯想，能以花木比擬人的神態與丰采 

27 「有良知的醫生雖然相信自己的診斷、治療，但也永遠都保持些許懷疑。每天不斷反省並自問自答：『這樣
真的好嗎？』直到確實獲得成果之前，或者收集到完整證據之前，都無法放心。而且在這之前，他們會讓
神經，尤其是讓耳朵的神經保持敏銳的感受力，去察覺自己所感應到的，或者周圍其他人的判斷。」根據
上文，有良知的醫生應當如何？ 
不斷懷疑，否定自我，講求完美 虛心彙整他人意見，再做出決定 
確實的分層負責，保障病人權益 與其自己判斷，不如讓眾人決定 

28 「女子從小就知道，長大要嫁人，而且要冠夫姓。而她倒楣，姓于，於是，小心不讓姓李張戴吳齊……的男
子接近，以免變成鯉魚、章魚、帶魚、烏魚、旗魚……。愛上某男子，還來不及想清楚他姓譚，就成了
『痰盂』二十五年。現在女兒二十歲，她告誡女兒千萬不能嫁姓屠的，否則成『吐痰』。女兒說：『媽，放
心，一百人也碰不到一個姓屠的，而且，奇怪，我幹嘛要去冠夫姓？』」下列那一選項最符合上文旨意？ 
肯定妻冠夫姓的社會規範 愛情常常令人盲目，後悔莫及 
命名要避免字音的尷尬聯想 社會變遷，觀念也跟著改變 

29 「文學，只不過就是提醒我們：除了岸上的白楊樹外，有另外一個世界可能更真實存在，就是湖水裡頭那白
楊樹的倒影。」並說：「我們如果只知道有岸上的白楊樹，而不知道有水裡的白楊樹，那麼做出來的價值
判斷很可能是一個片面的、單層次的、簡單化了的價值判斷。」關於此文意涵，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心中有美方能讀出文學中的真實價值 
文學能幫助我們看到眼睛所看不到的真實 
文中「白楊樹的倒影」是指寫實文學的創作 
「白楊樹」是指事物表面之「善」，「白楊樹的倒影」則為隱藏之「惡」 

30 侯文詠〈風過澎湖〉：「到處去義診看病，見過許多多皺紋的面孔，藏在包巾裏面，拆了下來，又包回去。
皺折的面孔底，許多的心情是島嶼特有的。漸漸你也能理解到孩子必須到臺灣讀書那種割捨的心情、捕魚失
事的悲慟、慢性疾病的悽楚、焚香拜佛的虔誠。」根據本文的敘述，那個選項最不可能是澎湖面臨的難題？ 
求神問卜的迷信 醫療資源的短缺 教育資源的不足 漁撈工作的險峻 

31 「從中禪寺湖開始，一場流浪似的旅行，場景不斷滾動更迭，一處一處是陌生的人情與風景，目不暇給，讓
你來不及自艾與自憐。才不過幾天，回到台北，卻恍若隔世，我已經記不得原來內心的傷害是什麼，甚至
對原來的人生目標也感到陌生而模糊，創傷只剩似曾相識的淡淡哀愁，我也已經病而復癒，可以去走下一
段路了。」上述文字所要表達的要旨為何？ 
家鄉才是最終歸宿 旅行具有心靈療效 都市容易讓人迷失 覺悟始能破繭重生 

32 「在成長中，往往理智越多、規矩越多，可愛則越少；在成長之中，往往軀體越大，靈性則越少越黯淡。噢！
在成長之中，如不越心硬，便是越心碎。但是，不管怎麼樣，我們還是儘可能的活下去。幻滅也罷！失落也
罷！甚至絕望也罷！我們還是緊緊抓住越來越短的生命活下去。」根據本文的敘述，下列推理何者有誤？ 
理智和規矩的結果等同心硬 可愛與靈性隨年紀增長漸減 
心碎與絕望亦不可放棄生命 幻滅與失落只是人生的過客 

33 「虛偽的友誼就像是你的影子。當你在陽光下，它會緊緊地跟著，但是當你一旦橫越過陰暗處時，它立刻就
會離開你。」此語意近： 
人之相知，貴在知心 交得其道，千里同好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勢利之交，難以持久 

34 「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樂，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
看花，聽雨，聞香，喝不求解渴的酒，吃不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
是愈精鍊愈好。可憐現在的中國生活，却是極端地乾燥粗鄙，別的不說，我在北平徬徨了十年，終未曾吃
到好點心。」依本文所述，下列選項何者為是？ 
本文旨在勸人當及時努力工作，不要花費時間力氣在無用的事物上 
「喝不求解渴的酒，吃不求飽的點心」，是因為酒本身不會解渴，點心本身不能讓人飽足的緣故 
「看花，聽雨，聞香」這些事，只要我們用平常心去體會即可，不必刻意講究精細美好，以免落入庸俗無味 
作者雖然用「無用」來形容遊戲與享樂，但卻暗喻這種「無用」之事正是讓人們生活饒富滋味的「必要」

之物 
35 「星隊（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文中敘述的意思為何？ 
相信鬼神的存在，應定期祭祀 肯定自然的現象，不需要驚恐 
面對天地的變化，要心存畏懼 罕見現象的發生，乃上天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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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人之才行，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若錄長補短，則天下無不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不棄
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異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下列敘述，何
者不合文意？ 
若拘泥於人的短處，天下將無人才可用 若著眼於人的長處，天下沒有不可用的人 
人皆有缺點，除非是如伊尹、周公一般的聖人 墨子、楊朱這樣的賢人，也難避免遭受譏諷和嫌棄 

37 「域民不以封疆之界；固國不以山谿之險；威天下不以兵革之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不戰，戰必勝矣。」下列選項何
者符合上文之意？ 
富國而後強兵 天險不可逾越 人助不如自助 地利不如人和 

38 「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強調的是： 
說話藝術的重要 辯論要點的明確 論說對象的一致 獨當一面的可貴 

39 「窮通皆命也。得又何歡？失又何愁？恰似□□□□。」空格中適合填入下列那個成語？ 
同床異夢 夜長夢多 南柯一夢 醉生夢死 

40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行。」意謂君子應當引以為恥的是： 
言而無信 口說無憑 言過其實 洋洋得意 

41 「聚散虛空去復還，野人閒處倚筇看；不知身是無根物，蔽月遮星作萬端。」上引詩句所歌詠的是： 
水 雲 風 雷 

42 陳之藩〈現代的司馬遷──談今日的資料壓縮〉一文提到司馬遷用五十二萬字的《史記》，把軒轅到漢武帝
時代汗牛充棟的史實寫出，便是一種壓縮資料的作法。而其壓縮資料的方式，則是把自己的寫作技術練入
化境，使所寫文言文字達於精純，這可以說是司馬遷的編碼程序。如此引喻，則可合理推論：若後人欲讀
懂《史記》，最需要的解碼訓練為何？ 
漢隸字體的熟悉 史學知識的累積 古文的閱讀能力 作者的學術背景 

43 冉求曰：「非不說子之道，力不足也。」子曰：「力不足者，中道而廢。今女畫。」（《論語．雍也》） 
依據上文，下列選項的說明，何者最為正確？ 
孔子責備冉求所言無異於畫蛇添足 孔子認為冉求比「中道而廢」者還不如 
冉求自認體力不逮，無法宣揚夫子之道 孔子慨嘆弟子多所推托，中庸之道因而廢弛 

44 「『環境』本身不會製造髒亂，植物或礦物也不會為人類的生活環境帶來污染，唯有人類才會製造髒亂。不
但污染物質環境，更是污染精神環境，從語言、文字、符號，種種形象以及各種思想、觀念等，都會為人
類的心靈帶來創傷與污染。物質環境的污染不離人為，而人為又離不開人的『心』。」本文欲倡導的核心
觀念是什麼？ 
語言文字只是表象，會污染心靈 壞心的人類是萬惡淵藪的製造者 
只要人有好心，人間處處是溫情 保持心的潔淨才能根治環境污染 

45 下列選項中的文意，何者與其他三者不同？ 
無論什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了，就感謝天罷 
臺語俗諺有云：「吃果子拜樹頭，喝泉水思源頭」，保持一顆飲水思源的心，提醒自己享福、惜福 
世界上，每個地方，每個角落，都有可敬的勞動者默默地付出。他們或許驚鴻一瞥，在你生命中並沒有占

太大的地位，對他們的認識也不太多，但每位勞動者都值得我們敬佩 
我們不怕享不到福，只怕吃不到苦。享福、吃苦，都是有代價。以吃苦始者，多以享福終；吃一己之苦者，

享一己之福；吃眾人之苦者，享眾人之福；真正會享福者，先要備嘗艱苦，而後苦盡甘來，始有滋味 
46 承辦人員辦稿時，處理附件的注意事項，下列何者有誤？ 

附件有 2 種以上時，分別標以附件 1、附件 2、…… 
附件除附卷者外，如係隨文附送，辦稿時，用「檢送」、「檢附」等字樣 
有時間性之公文，其附件不及隨文送出者，請註明「文先發，附件請向承辦人員洽取」字樣 
如需以電子文件發出，辦稿時請書「附電子檔」字樣，並註明「原本存卷，另以電子檔發出」 

47 下列機關間之公文往復，何者屬於平行文？ 
臺北市政府／行政院  署立玉里醫院／行政院衛生署 
國立臺灣大學／教育部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教育部 

48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公文分為「令」、「呈」、「咨」、「函」、「公告」5 種 
向受文者提出之具體要求無法在「主旨」內簡述時，用「說明」列舉 
當案情必須就事實、來源或理由，作較詳細之敘述，無法於「主旨」內容納時，用「辦法」說明 
「主旨」、「說明」、「辦法」3 段，得靈活運用，可用 1 段完成者，不必勉強湊成 2 段或 3 段 

49 下列關於「會稿」作業的敘述，何者錯誤？ 
非政策性之緊急文稿，為爭取時效，得先發後會 
會稿單位對於文稿有不同意見時，應由主辦單位綜合修改後，再送決定，會銜者亦同 
凡先簽後稿之案件已於擬辦時會核者，如稿內所敘與會核時並無出入，仍應再送會，以完備手續 
各單位於其他單位送會之簽稿，如有意見應即提出，如未提出意見，一經會簽，即認為同意，應共同負責 

50 公文橫式書寫數字有一定之使用規範，下列選項何者為非？ 
週二  延後 2 週辦理 
事務管理規則共分 15 編、415 條條文 行政院令：修正「事務管理規則」第 110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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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認為男女有別，常以「男主外，女主內」形容，顯然這句話是屬於那一個層次的意涵？ 

生理性別 社會性別 政治性別 法律性別 

2 下列那一種節慶活動，最足以表現臺灣傳統社會的社區意識，讓社區居民共同參與？ 

跨年晚會 清明掃墓 媽祖出巡 聖誕舞會 

3 政府於災後發放受災戶慰問金，其作為是在落實那一項社會福利政策？ 

國民就業 醫療補助 社會救助 教育助學 

4 酗酒成性的張三經常抽打十歲女兒，則其女兒的母親應向那一機關提出聲請，以宣告停止張三對女兒行使親

權？ 

警察機關 鄉鎮調解委員會 縣市政府 地方法院 

5 某甲想成為總統、副總統之候選人，他應年滿幾歲以上，才有任職資格？ 

23 歲 25 歲 40 歲 45 歲 

6 把自己認同的價值和行為方式改掉，並另外學習一套全新的價值與行為模式，此一過程為何？ 

社會同化 頓悟 再社會化 社會革新 

7 蒐集民意的一般使用方法，大致可分為入戶面訪、電話訪問、郵寄問卷、網路民調以及焦點團體訪談法，其

中最為昂貴但是資料內容較為豐富，且訪員是依據戶籍地址找到特定的受訪者進行訪問，稱為下列何者？ 

入戶面訪 電話訪問 網路民調 郵寄問卷 

8 我國的立法委員選舉自民國 97 年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其中的「單一選區」最可能造成的缺點為何？ 

賄選與黑金盛行 政黨派系傾軋 不利小黨生存 府會關係失衡 

9 威龍擔任本次班會主席，面對同學提出「阿里山」旅遊案，依照會議程序，他要如何處理才是正確？ 

提案→表決→討論→附議 提案→附議→討論→表決 

提案→討論→附議→表決 提案→討論→表決→附議 

10 下列何人曾以副總統身分，兼任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蕭萬長 呂秀蓮 連戰 

11 有一批人民想要成立「婦女」政黨，則應依下列何種法律之規定辦理組黨？ 

集會遊行法 人民團體法 政黨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12 政府為推動國際人權「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總統於民國 98 年 4 月 22 日公布兩公約施行法，展現

我國落實兩公約的誠意與決心，此兩公約係指： 

聯合國海洋法公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 

兒童權利公約、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 

生物多樣性公約、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易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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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地方政府縣市長近期為了中央補助與地方稅收的經費分配爭議不斷，此類爭議性的經費來源主要是依據何種

法律？ 

地方制度法 所得稅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選舉罷免法 

14 中國大陸於 2012 年舉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由何人擔任國務院總理？ 

胡錦濤 溫家寶 習近平 李克強 

15 中國大陸近年產生的富人炫富與窮人仇富，此種現象所反應的問題為下列何者？ 

缺乏民主機制，人民無從參與公共事務 城鄉發展失衡，農村封閉阻塞 

經濟成果分配不均，帶來社會的緊張衝突 建設缺乏規劃，浪費資源 

16 中國大陸歷史上，確立進行經濟改革路線最重要的會議是那一個？ 

政治協商會議 十六屆四中全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十一屆三中全會 

17 國際組織依區域分之，可分為以全世界為範圍的普遍性國際組織及特定地域範圍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下列何

者為普遍性國際組織？ 

歐洲聯盟 東南亞國協 世界衛生組織 北美自由貿易協定 

18 北韓不顧國際反對逕自發展高濃縮鈾設施，並宣布重啟核武計畫，而導致國際制裁。為處理核武危機，下列

那一項會議（或會談）是針對此議題而召開？ 

香港會談 卡薩布蘭卡會議 舊金山會議 六方會談 

19 韓國於 2012 年 12 月舉行總統大選，是由何人當選總統？ 

金大中 朴正熙 朴謹惠 文在寅 

20 下列何人奠定近代三權分立理論？ 

霍布斯（Thomas Hobbes） 盧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康德（Immanuel Kant）  孟德斯鳩（Montesquieu） 

21 「法律」與「道德」的相同之處何在？ 

產生方式 制裁方式 效力 規範人類生活 

22 我國普通法院審級制度，採行下列何種？ 

三級三審制 二級二審制 三級二審制 四級三審制 

23 下列何種懲戒處分，並非屬於公務員懲戒法之種類？ 

免職 休職 降級 減俸 

24 民國 101 年基於性別平等以及尊重個人權益，修改了民法何種規定？ 

夫妻原則不冠姓氏規定  夫妻剩餘財產請求規定 

夫妻離婚取消再婚限制規定 夫妻住所原則自行約定規定 

25 政府進行了「全民健康保險法」的修正，亦稱「二代健保」的實施，此一法律的目的是在落實法律的何種功

能？ 

防止妨礙他人 維護社會秩序 增進公共利益 避免緊急危難 

26 阿寬欠阿志 50 萬元，阿志基於好友情誼從未向阿寬要求歸還，依據民法規定，經過多少年後，阿寬便可以

合法主張拒絕還錢？ 

二年 五年 十年 十五年 

27 下列那一個為不動產物權？ 

地上權 參政權 自由權 留置權 

28 依照我國民法規定，有權利能力，而無行為能力為下列何種人？ 

未滿 7 歲人 未滿 14 歲人 未滿 18 歲人 未滿 20 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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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關於法律生效日期之規定見於下列何者？ 

立法院組織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 行政院組織法 憲法 

30 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有著資本主義高度發展的核心國與低度發展的邊陲國，核心國透過多國籍公司從邊

陲國榨取經濟剩餘，促成核心國之發展與邊陲國之不發展，此一論點為何種理論？ 

依賴理論 多元論 公共選擇理論 理性抉擇模式 

31 景氣循環分為四個階段，以下那種排序為正確？①頂峰 ②谷底 ③擴張 ④衰退 

①③④② ③②①④ ②①③④ ③①④② 

32 下列何者為供需上的變動現象？ 

颱風過後，蔬菜價格上漲 

薪水增加，對於馬鈴薯的購買量增加 

油電雙漲，為節省開銷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節能減碳 

X 牌的保養品漲價，小英打算買 Y 牌的保養品代替使用 

33 吳寶春是聞名的「麵包師傅」，他生產「麵包」來販售，在生產過程中分別屬於下列何種組合？ 

財貨－自然資源 產品－資本 人力資源－財貨 自然資源－人力資源 

34 《性別工作平等法》實施後，阿信想當一位好爸爸，所以打算申請留職停薪在家育嬰，但又考量到家庭收入

可能減少，以及將來所需面臨的種種問題。請問：阿信上述的考量是符合經濟學的那一種觀念？ 

機會成本 需求法則 負擔能力原則 受益原則 

35 臺灣積極加入國際社會以及各種國際貿易的區域組織，尤其是加入 WTO 之後，對消費者而言，下列敘述何

者正確？ 

進口水果會漲價  可以買到更多、更便宜的進口貨 

國內農產品會漲價  必須減少對進口商品的需求 

36 I need to go to the     to exchange my new basketball shoes. 

clinic mall coffee shop restaurant 

37 Eating breakfast every morn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ents. It enables them to have enough     to learn new 

things. 

interest energy dream fun 

38 The endings of the modern movies are often open,     the viewers in doubt as to the final outcome of the 

characters. 

left leaves left to leaving 

39 This luggage is three times as heavy     that. 

for as of than 

40 Some people like football and     like basketball. 

other others another the other 

41 John: Hello, is Mark there? 

Mary: Yes. 

John:       

Mary: Well, he’s busy right now. 

Where is he? May I speak to him? I’ll call again later. This is John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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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Lisa: I’m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Do you need anything? 
John:       
Lisa: Sure. Anything else? 
Yes. It’s great.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please do.  Could you buy some bread for me? 

 
  Online learning is also called distance education. Many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offering it for 
years. Online classes are usually taught by  43  who have been trained in online teaching. These classes can be highly 
interactive,  44  student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ir teachers. Some classes require students to all log in at 
the same time so they can  45  live lectures by a professor. Students can also ask questions and work together on team 
projects. Many schools offer online education. Students should be especially careful of programs that offer a degree  46 

 for little or no work. These are known as diploma mills, and are illegal in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advisers also say 
that before you enter any program, make sure the work will  47  in your country. 
43 technicians colleagues professors nurses 
44 where which that when 
45 join participate make listen 
46 exchange in return require in need 
47 regard be regarded recognize be recognized 

 
  In 1888, Vincent Van Gogh moved to Arles, a town in southern France. The artist Paul Gauguin moved there too, 
and they became good friends. The weather was beautiful, and they were both inspired by the colorful countryside.  
They painted daily and talked about art, but they didn’t have much money. Van Gogh often became sad and couldn’t 
paint. One day he became very angry and argued with Gauguin. Gauguin left Arles, and shortly after, Van Gogh cut off  
a piece of his own ear. 
  After a while, Van Gogh began to paint again. He sent some paintings to Paris but couldn’t sell them. Then, in 1890, 
early on a Sunday evening, Van Gogh went out to the countryside with his paints. He took out a gun and shot himself in 
the chest. His brother Theo traveled from Paris to be with him. Two days later, Van Gogh died. 
  In his short, sad life, Van Gogh painted 200 paintings. He sold only one of them. In 1990, one of his paintings was 
sold for 82.5 million U.S. dollars. 
48 This passage is mainly about    . 

a short friendship between Van Gogh and Gauguin 
the reason why Van Gogh cut off his own ear 
Van Gogh’s life in Arles as an unknown painter 
Theo’s brotherly love for Vincent Van Gogh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correct? 
Van Gogh could not paint any more after his crazy act. 
Van Gogh did not attempt to kill himself. 
Theo came from Paris to attend Van Gogh’s funeral. 
Van Gogh killed himself in the countryside. 

50 One of Van Gogh’s paintings was sold for 82.5 million U.S. dollars about     years after his death. 
50 100 150 200 



類科名稱：

102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科目名稱： 公民與英文(試題代號：2502)

題　　數： 50題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題號

答案 B C C D C C A C B D B B C # C D C D C D

題號

答案 D A A B C D A A B A D # C A B B B D B B

題號

答案 B D C A A B D C D B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社會行政、人事行政、教育行政、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計、經
建行政、地政、圖書資訊管理、廉政、交通行政、電子工程

備　　註： 第14題一律給分，第32題除未作答者不給分外，其餘均給分。



102年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試題  

等  別：初等考試 
類  科：財稅行政 
科  目：稅務法規大意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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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3505 
頁次：4－1 

1 依印花稅法規定，下列那一項憑證屬於印花稅課徵範圍？ 
兼具營業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 兼具銀錢收據性質之營業發票 
典賣、讓售及分割不動產契據 建造或檢修航行於國際航線船舶所訂之契約 

2 地價稅依土地稅法第 40 條之規定，每年一次徵收者，以何者為納稅義務基準日？ 
六月三十日 七月三十一日 八月三十一日 九月二十二日 

3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中央政府應將所得稅總收入百分之多少由中央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

（鎮、市）？ 
十 二十 四十 五十 

4 因信託行為成立，委託人需移轉土地給受託人時，應由誰繳納土地增值稅？ 
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 免徵土地增值稅 

5 納稅義務人自行適用法令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幾年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

屆期未申請者，不得再行申請？ 
二年 五年 十年 申請退稅時間沒有限制 

6 依我國稅捐稽徵法之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

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其

出境？ 
100 萬 150 萬 200 萬 300 萬 

7 依我國稅捐稽徵法之規定，繳納稅捐之文書，稅捐稽徵機關應於何時送達？ 
應於該文書所載繳款截止日之前送達 
應於開徵前 2 個月內送達 
應於該文書所載開始繳納稅捐日期前送達 
應通知納稅義務人至所屬稽徵機關領取稅額核定通知書 

8 為防止逃漏、控制稅源及促進統一發票之推行，財政部得訂定統一發票給獎辦法；其經費由全年營業稅收入

總額中提出百分之多少，以資支應？ 
一 二 三 五 

9 依產業創新條例規定，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發展支出金額 15％限度內，抵減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並以不超過該公司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多少百分比為限？ 
15 20 25 30 

10 依貨物稅條例規定，已納或保稅記帳貨物稅之貨物，有下列何種情形者，不得退還原納或沖銷記帳貨物稅？ 
用作製造外銷物品之原料者 因故變損，不能出售者 
捐贈社會福利事業團體  滯銷退廠整理，或加工精製同品類之應稅貨物者 

11 依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規定，除符合第 5 條規定者外，銷售房屋、土地，持有期間在一年以內者，其稅率

為： 
10％ 15％ 20％ 免稅 

12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銀行業經營非專屬本業及經營專屬本業之銷售額，其適用之稅率分別為

何？ 
3％；2％ 2％；5％ 5％；3％ 5％；2％ 

13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列何者應課徵營業稅？ 
合作社依法經營銷售與社員之貨物或勞務 
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 
稻米、麵粉之銷售 
依法登記之報社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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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營業稅課徵範圍？ 
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將所餘存之貨物抵償債務者 
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 
執行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勞務 
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 

15 依契稅條例規定，下列何者應課徵契稅？ 
政府經營之郵政事業，因業務使用而取得之不動產 
政府因土地重劃而交換不動產取得所有權者 
不動產為信託財產者，因信託行為成立，於委託人與受託人間移轉所有權 
各級政府機關、地方自治團體、公立學校因公使用而取得之不動產，供營業用者 

16 依土地稅法規定，下列何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 
私人捐贈營利事業供興辦社會福利事業之土地 
各級政府出售之公有土地 
土地為信託財產者，因信託行為成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移轉所有權 

17 依現行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項目，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111 萬元 
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祖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45 萬元 
被繼承人死亡前，依法應納之各項稅捐、罰鍰及罰金 
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 111 萬元計算 

18 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起至一百零三年止，個人出售第 4 條之 1 但書第 1 款

規定之證券，按出售金額之一定比例計算證券交易所得額，並依相關規定扣繳稅款，不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除該條但書之規定外，扣繳率為多少？ 
6％ 10％ 20％ 40％ 

19 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營利事業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26 條所為之捐贈，其列為當年度費用或損失

之限額為： 
新臺幣三百萬元或所得額 20％ 新臺幣五百萬元或所得額 20％ 
新臺幣五百萬元或所得額 25％ 新臺幣一千萬元或所得額 10％ 

20 依現行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購買短期票券之利息所得應如何課稅？ 
個人不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營利事業不計入營利事業所得額課稅 
個人不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營利事業計入營利事業所得額課稅 
個人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營利事業不計入營利事業所得額課稅 
個人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營利事業計入營利事業所得額課稅 

21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列何者限以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身分，可申報為綜合所得稅之列

舉扣除額？ 
保險費 捐贈 災害損失 購屋借款利息 

22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稅捐稽徵人員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營業及納稅等資料，對下列那一個人或機

關，應絕對保守秘密？ 
監察機關  納稅義務人授權代理人 
立法院  債權人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行名義者 

23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供教育、研究或實驗使用之勞務

予公私立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機關者，其營業稅如何課徵？ 
免予繳納營業稅 
應由勞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計算營業稅額並繳納之 
由該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國內尋找納稅代理人代為繳納 
採就源扣繳方式完稅 

24 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下列那一進項稅額可以扣抵銷項稅額？ 
為協助國防建設、慰勞軍隊而購進貨物，其所支付之進項稅額 
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勞務 
酬勞員工個人之貨物或勞務 
購進自用乘人小客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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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依法取得從事按摩資格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經營，且全部由視覺功

能障礙者提供按摩勞務之按摩業，其適用之營業稅稅率為何？ 
免稅 零稅率 百分之一 百分之零點一 

26 依我國土地稅法的規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在保留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除自用住宅用地外，統按
多少稅率計徵地價稅？ 
免徵 千分之二 千分之六 千分之十 

27 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下列那一情形之溢付營業稅額，營業人不得申請退還之？ 
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 
因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申請註銷登記者，其溢付之營業稅 
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其溢付之營業稅 
因銷售適用零稅率貨物或勞務而溢付之營業稅 

28 依我國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下列何者不視為贈與行為？ 
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 
以自己之資金，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資金 
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未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 
父母為小孩支付教育費與生活費 

29 瑪莉是美國公民，在臺灣無戶籍，死亡前二年在臺灣停留 200 天，試問下列有關瑪莉的遺產稅課徵問題何者
正確？ 
瑪莉在美國與臺灣的財產都要課徵我國的遺產稅 
瑪莉是外國人，無須繳納我國的遺產稅 
瑪莉是居住者，僅有美國的遺產須課徵我國遺產稅 
瑪莉是外國人，僅有中華民國境內的遺產須課徵遺產稅 

30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利事業，所獲配之股利淨額或盈餘淨額應如何課稅？ 
不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應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不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不得扣抵其應納所得稅額，並不得申請退還 
應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可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應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不得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31 依我國所得稅法規定，非適用勞動基準法之營利事業定有職工退休辦法者，每年度得在不超過當年度已付薪
資總額多少百分比限度內，提列職工退休金準備，並以費用列支？ 
四 八 十 十五 

32 張先生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且未向證券商申請選定股票交易所得的課稅方式，若 102 年 2 月 7 日集中
交易市場台股收盤指數為 8,550 點，102 年 2 月 8 日當天股價指數收盤為 8,450 點，若張先生於 2 月 8 日出
售台積電股票 9 張，出售金額 1,000,000 元，應如何課徵綜合所得稅？ 
出售當天台股收盤指數低於 8,500 點，免課證券交易所得稅 
需依賣出金額扣繳千分之一的證券交易所得稅 
未選定課稅方式需核實課稅 
出售股票張數在 10 張以下，免徵證券交易所得稅 

33 老張扶養其太太李四、兒子小明、侄子小小（兒子與侄子皆未滿 20 歲），101 年度老張自己繳納人身保險
費 3 萬元，健保費 1 萬元；太太李四繳納人身保險費 3 萬元，健保費 1 萬元，老張幫兒子繳納人身保險費 2
萬元，健保費 1 萬元，幫侄子繳納人身保險費 1 萬元，健保費 1 萬元，試問在申報 101 年度綜合所得稅時
老張可以列舉扣除保險費多少金額？ 
9 萬 8 千元 11 萬元 12 萬 8 千元 14 萬元 

34 依我國所得稅法之規定，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利事業之股利
淨額應如何課稅？ 
兩稅合一後股利免扣繳，但其所含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可以抵繳其應納所得稅 
兩稅合一後股利免扣繳，但其所含之股東可扣抵稅額不能抵繳其應納所得稅 
應按股利淨額扣繳 20％ 
應辦理結算申報 

35 約翰為到臺灣工作之外國籍工作者，101 年度在臺灣居住滿 300 天，試問約翰由其服務的臺灣公司取得之所
得應如何課稅？ 
約翰為外國人，應以就源扣繳完稅 
約翰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應辦理結算申報 
約翰為非居住者，應以就源扣繳完稅 
約翰為外國人，免納我國的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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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張三積欠應納稅捐達 100 萬元，並於民國 96 年 3 月 5 日前已被移送強制執行但尚未執行終結，試問依我國

稅捐稽徵法之規定，其所欠繳稅捐自 96 年 3 月 5 日起逾多少年尚未執行終結者，則不再執行？ 
5 年 10 年 15 年 20 年 

37 有關財政收支劃分法之相關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各級政府行政區域內人民行使政權之費用，由各該政府負擔之 
各級政府之一切支出，非經預算程序不得為之 
各級政府非依法律之規定或議會之議決，不得發行公債或為一年以上之國內、外借款 
各級地方政府得對入境貨物課入境稅或通過稅 

38 有關娛樂稅稅率，下列何者正確？ 
電影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說書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二十 
音樂演奏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五 各種競技比賽，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五 

39 有關橡膠輪胎之稅率依貨物稅條例第 6 條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大客車、大貨車使用者，從價徵收百分之十 內胎免稅 
農耕機用之橡膠輪胎免稅 實心橡膠輪胎，從價徵收百分之十 

40 營業人出售一筆土地，售價一千萬元，其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規定，其應納營業稅為多少？ 
0 元 500,000 元 300,000 元 1,000,000 元 

41 小華開了一家小規模營業人之銷售農產品專賣店，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3 條規定，其營業稅稅

率為多少？ 
1％ 0.1％ 2％ 0.2％ 

42 銷售一台超輕型載具其銷售價格為五百萬元，依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第 2 條及第 7 條規定其應徵之稅額為

多少？ 
25 萬元 50 萬元 100 萬元 150 萬元 

43 小明開了一家有娛樂節目之餐飲店，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2 條規定，其營業稅稅率為多少？ 
5％ 10％ 15％ 25％ 

44 私有房屋依房屋稅條例第 15 條規定，下列何者應徵房屋稅？ 
專供飼養禽畜之房舍 
無償供政府機關公用或供軍用之房屋 
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五成以上，必須修復始能使用之房屋 
政府平價配售之平民住宅 

45 依土地稅法規定，土地所有權屬於公同共有者，其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為何？ 
所有權人  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 
使用人  管理機關或管理人 

46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第 8 條規定，營利事業之基本稅額，按行政院訂定之稅率計算，該稅率最高不得超過百

分之多少？ 
五 十 十五 二十 

47 被繼承人或贈與人自願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 條之 1 規定，死亡事實或贈與行為發生

前幾年內，仍應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 
3 年 5 年 1 年 2 年 

48 有關核課期間之起算依稅捐稽徵法第 22 條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印花稅自依法應貼用印花稅票日起算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者，自申報日起算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未在規定期間內申報繳納者，自規定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徵收之稅捐，自申報日起算 

49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規定，自民國 102 年 1 月 1 日起營利事業計算基本稅額之基本所得額，其扣除額及稅率

為何？ 
新臺幣 50 萬元；12％~15％ 新臺幣 50 萬元；10％~12％ 
新臺幣 150 萬元；12％~15％ 新臺幣 150 萬元；10％~15％ 

50 依稅捐稽徵法第 20 條規定，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金者，每逾二日按滯納數額加徵百分之一

滯納金；逾幾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10 日 20 日 30 日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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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公債相關議題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古典學派主張功能性財政（functional finance）認為公債的發行有助於資本累積 
凱因斯學派認為公債不會有代際間負擔移轉問題 
布坎南（Buchanan）認為公債會有代際間負擔移轉問題 
李嘉圖等值定理認為發行公債會增加人們現在的消費 

2 在兩期跨期消費模型下，請問實施利息支出可做為費用扣除的所得稅制度，會使借款者的第一期消費如何變

動？ 
減少 不變 增加 無法確定 

3 依我國現行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統籌分配稅？ 
地價稅 營業稅 所得稅 菸酒稅 

4 下列何者不是政府間補助款（grants）的功能？ 
平衡區域發展  促進資源配置效率 
改善區域間的分配公平  有效融通上級政府所需財源 

5 下列何者為地方財政的最主要功能？ 
所得分配 資源配置 經濟成長 經濟穩定 

6 依我國現行預算法規定，行政院提出特別預算的原因不包括下列何者？ 
國防緊急設施 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重大災變 依法律增設新機關 

7 關於我國特種貨物及勞務稅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屬於地方稅 稅收有指定用途 課稅範圍僅包括動產 採倍數累進稅率 

8 在所得稅稅率為累進稅率下，課稅單位採合併申報合併計稅制度具有下列何種特色？ 
符合水平公平，不符合婚姻中立性 不符合水平公平，符合婚姻中立性 
水平公平與婚姻中立性皆不符合 水平公平與婚姻中立性皆符合 

9 下列何種情形，課徵薪資所得稅不會打擊勞動者的工作意願？ 
休閒為正常財，且所得效果小於替代效果 休閒為劣等財，且所得效果小於替代效果 
休閒為正常財，且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 休閒為劣等財，且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 

10 其他情況不變，下列何項租稅所造成的超額負擔最小？ 
差別稅率的貨物稅 比例所得稅 累進所得稅 定額稅 

11 一般而言，在相同補貼支出下，為鼓勵消費受補貼的特定財貨，應採取何種補貼方式較佳？ 
價格補貼  現金補貼 
實物補貼  現金補貼與實物補貼皆可 

12 一般而言，風險趨避程度與風險貼水（risk premium）的關係為何？ 
反比 正比 無法確定 兩者無關 

13 全民健康保險採強制納保方式執行，可以避免下列何種問題？ 
逆向選擇 道德風險 風險喜好 風險趨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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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若政府對後代子孫賦予較高關心時，其成本效益分析所採用的社會折現率 *r ，與私人企業所用折現率 **r 的

關係為何？ 
 *** rr <   *** rr =   *** rr >   1*** =+ rr  

15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使公共投資計畫淨效益現值（present value of net benefit）為零的折現率，稱為： 
社會貼現率 公正報酬率 公共報酬率 內部報酬率 

16 若無外部性，則下列何種市場的產品價格，可以代表該產品的影子價格？ 
完全競爭 獨占 寡占 獨占性競爭 

17 假設甲、乙、丙三人以簡單多數決，分別針對是否提供醫院與圖書館兩議案投票。若此二財貨對三人的

淨利益分別如下：甲為（150, -50），乙為（-50, 100），丙為（-40, -30）。當甲、乙兩人進行選票互

助（logrolling），請問下列關於該選票互助行為及其結果的敘述，何者正確？ 
符合柏瑞圖改善  使社會淨利益降低 
醫院與圖書館皆將提供  只有甲的淨利益會增加 

18 假設 X、Y、Z 三議案依規模大小排序，依序為 X、Y、Z；甲、乙、丙三人，甲偏好次序為 X、Y、Z；乙

偏好次序為 Y、Z、X；丙偏好次序為 Z、X、Y。若採兩兩議案簡單多數決投票，則何議案最後會勝出？ 
X Y Z 無法確定 

19 假設選民所得的分配與其對公共議案偏好的分配一致且皆為單峰分配。在波文模型（Bowen model）中，當

所得分配為右偏（skewed to the right）分配時，則採兩兩議案簡單多數決投票所決定的公共支出水準 ，

與社會最適水準 間的關係為何？ 

*Q
**Q

     *** QQ < *** QQ =
    ，N 為投票人數 *** QQ > *** QN/Q =

20 布坎南（Buchanan）和杜洛克（Tullock）的最適憲政模型（the optimal constitution model），主張多數決票

決的贊成比例水準要如何決定？ 
尋求生產者剩餘極大 尋求消費者剩餘極大 尋求社會總成本最低 尋求生產總成本最低 

21 下列何者說明在所有的投票者對公共財的偏好都是單峰偏好（single-peaked preferences）且提供公共財的邊

際成本由所有的投票者平均負擔的情況下，依多數決表決結果會得到唯一且最適的公共財提供水準？ 
最適憲政模型  林達爾模型（Lindal model） 
波文模型（Bowen model） 鄧恩斯模型（Downs model） 

22 若採尖峰定價下，則能量成本（capacity cost）應如何分擔？ 
尖峰使用者全部負擔  離峰使用者全部負擔 
尖峰及離峰使用者平均分擔 尖峰與離峰使用者依使用比例分擔 

23 設完全競爭市場供給曲線為 ，需求曲線為20P = Q35P −= 。當邊際外部成本為 Q
2
1

時，請問社會最適產量

為多少單位？ 
7.5 10.0 15.0 30.0 

24 就資源配置的財政功能而言，政府對於邊際下的外部性（infra marginal externality），應如何矯正？ 
課稅 補貼 管制 毋須矯正 

25 若獨占廠商採第一級差別取價時的最大利潤產量為 ；而社會最適產量為 。則比較兩產量的關係，下列

何者正確？ 

*Q **Q

        *** QQ < *** QQ = *** QQ > 1QQ *** =+
26 假設政府的某一項政策，使某些人的福利提升，但也使其他人的福利下降，則依下列何種判斷準則，此項政

策確定是不可行的？ 
柯托爾準則（Kaldor criteria） 希克斯準則（Hicks criteria） 
柏瑞圖準則（Pareto criteria） 賽托夫斯基準則（Scitovsky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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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就具自然獨占性質的公營事業而言，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若採用邊際成本定價法，則將產生最大的社會福利水準，但有虧損發生 
邊際成本定價法下的產出水準小於平均成本定價法下的產出水準 
公營事業在自然獨占下，虧損最大 
若採平均成本定價法，則均衡時，長期邊際成本大於價格 

28 有關現行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決算的編審，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總預算草案由財政部負責彙總編製 總預算草案應於每年八月底前送交立法院審議 
總決算草案的彙總編製由行政院主計總處負責 總決算須由審計長向立法院提出審核報告 

29 同層級政府間財政能力不一致的現象，稱為： 
集中效果 財政水平不均 資源配置無效率 財政自主性不足 

30 若其他情況不變，在既定的政府支出下，下列何者表示課稅或發行公債融通支出之經濟效果相同？ 
李嘉圖等值定理（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y） 分離定理 
跨代負擔移轉效果  預算平衡效果 

31 若臺北市立動物園提供的遊樂服務，其效益不僅局限於臺北市居民，其他地區的居民也可以享受到該園區所

提供的服務，則表示該市立動物園產生何種效果？ 
示範效果 互補效果 外溢效果 擁擠效果 

32 我國現行課徵一般所通稱的「奢侈稅」係屬於一種： 
所得稅制 財產稅制 營業稅制 特種貨物稅制 

33 最適稅制是必須使所有被課稅財貨的受補償需求量呈同比例下降，此稱為： 
雷姆斯法則（Ramsey rule） 反需求彈性法則 
柯列特－漢格法則（Corlett-Hague rule） 平方法則 

34 在完全競爭市場下，當供給曲線為水平線時，對下列何種財貨課稅具有累進性？ 
必需品 奢侈品 劣等財 季芬財 

35 假設 X 財貨的市場供給線是一條水平線，市場需求線是一條負斜率的直線。原先市場均衡價格是 5 元，均

衡交易量是 8 單位。現若政府對該財貨的供給者課徵每單位稅額為 10 元的從量稅，假設稅後均衡交易量為

6 單位，試問以下何者正確？ 
單位稅額 10 元完全由供給者負擔 政府稅收 90 元 
超額負擔 10 元  生產者剩餘減損 70 元 

36 若課徵租稅不改變財貨與勞務的相對價格，則此稅制符合： 
租稅公平原則 租稅中立原則 稅收充足原則 稅收穩定原則 

37 若進口商將進口關稅完全轉嫁給零售商負擔，則此種轉嫁方式稱為： 
前轉 後轉 散轉 消轉 

38 假若每一世代退休者的退休金是完全由目前這一世代的工作者所資助，則此種退休金籌措財源的方式稱為： 
完全準備制 部分準備制 隨收隨付制 稅收制 

39 政府興建高速公路，使得交通情況改善，用路人的交通成本降低帶來利益，這可稱為： 
金融性利益（pecuniary benefit） 源生性次級利益（stemming secondary benefit） 
引伸性次級利益（induced secondary benefit） 再生利益 

40 假設政府為達成減少車禍死亡率 1%的目標，因此其在眾多目標相同的可行方案中，選擇執行成本最低者，

此分析稱為： 
成本效率分析（cost-efficiency analysis） 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 analysis）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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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假設有一工程計畫案，其各期利益現值和為 200，各期成本現值和為 160，則該計畫案： 
淨現值為負 40 益本比為 1.25 內部報酬率為 25% 還本期為 1 年 

42 假設生產每一單位石油（X）的邊際成本是 5 元，石油市場的需求函數是 ，其中 是石油

的價格， 是石油的市場需求量。現若石油生產者組成一卡特爾組織（cartel），試問卡特爾組織產生的經

濟租有多少？ 

XPX
D
X PQ 10150 −=

D
XQ

125 元 250 元 375 元 500 元 
43 在投票過程中，若有數個彼此獨立的議案供投票者表決時，每一位投票者若與其他投票者彼此協助並交換條

件，試圖將各自利益最高的議案通過，此稱為： 
選票互助 一致決 競租 柏瑞圖改善 

44 有關直接民主體制下「中位數投票者定理」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議決的方式是採用投票者一致決 議案採兩兩表決 
投票者可以棄權  投票議決選出的議案，必定符合柏瑞圖最適條件 

45 當景氣蕭條時，凱因斯（J. M. Keynes）主張政府應採取下列何種措施，以刺激景氣？ 
增加儲蓄  增稅 
提高公共支出的規模  提高重貼現率 

46 當經濟體系中平均每人所得增加時，政府的公共支出也呈現遞增的成長，此一現象稱為： 
乘數效果（multiplier effect） 巨獸假說（leviathan hypothesis） 
位移效果（displacement effect） 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 

47 若某一廠商的生產活動對附近居民造成污染，則以下何者正確？ 
社會邊際成本小於廠商的邊際成本 
社會邊際效益大於消費者的邊際願付價 
在社會最適產出水準下，廠商的邊際成本大於消費者的邊際願付價 
社會最適產出小於廠商的均衡產出 

48 若經濟體系有A、B兩位消費者共同消費某一公共財，在不同公共財數量下，兩人消費公共財的邊際願付價

格（MWTP ）及公共財的邊際生產成本（MC ），如下表所示： G G

GMCA
GMWTP B

GMWTP  數量   

10 10 15 10 
15 8 13 13 
20 7 10 17 
25 6 6 20 

則該公共財的最適提供水準是多少？ 
10 15 20 25 

49 純粹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s）具有那兩項特性？ 
敵對性（rival）與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 非敵對性（nonrival）與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 
敵對性（rival）與排他性（excludable） 非敵對性（nonrival）與排他性（excludable） 

50 根據福利經濟學第一基本定理，下列何者正確？  
在沒有外部性的前提下，競爭的經濟體系將自動達成資源最有效率的配置 
政府應介入市場經濟，以提高經濟效率 
政府應扮演所得重分配的角色 
市場價格失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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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各組「」內的字音，前後相同的是： 

苟延殘「喘」／「惴」惴不安 頭暈目「眩」／光彩「炫」耀 

「詆」毀名譽／胼手「胝」足 相形見「絀」／「拙」嘴笨腮 

2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她幽默的言談和滑稽的動作，引得轟堂大笑 

金融海嘯來襲，多國都面臨經濟衰退，民生凋閉的困境 

做事一定得按部就班，不可躐等，才容易成功 

社會上迷漫著一片哈日哈韓風氣，反映「外國月亮較圓」的心態 

3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自然就是美，刻意的嬌揉造作，反而引人反感 

小董終日沉湎酒色之間，令父母親痛心急首 

他喜歡講話，卻常語焉不祥，莫知所云 

在這場比賽中，他的滔滔雄辯精闢中肯，令人刮目相看 

4 下列各組「」中的詞語，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將軍向寵，性行淑均，「曉暢」軍事／李同學行文「曉暢」，頗獲國文老師讚賞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公司面臨轉型之「秋」與否，頗令人憂心 

先帝不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廬之中／這個「卑鄙」小人，以算計他人為樂事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之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巷口冷飲店剛「開張」，去光顧一下吧 

5 歐陽脩〈醉翁亭記〉：「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林壑尤美。」句中「尤」字意義、用法與下列

選項中那個「尤」字相同？ 

 不怨天，不「尤」人  言寡「尤」，行寡悔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 況臣孤苦，特為「尤」甚 

6 下列各組「」中的字，詞性相同的選項是： 

夫弈之為「數」，小「數」也 

人不獨「親」其「親」，不獨子其子 

人知從太守遊而樂，不知太守之「樂」其「樂」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

「聖」益「聖」愚益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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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列各組成語，何者完全沒有錯別字？ 

四面楚歌／東施效頻 破斧沉舟／退避三舍 門可羅雀／杞人憂天 涸澈之鮒／禍起蕭牆 

8 下列成語的運用，何者錯誤？ 

做人一定要潔身自愛，千萬不可以「同流合污」 

人稱李先生是人中龍鳳，今日一見，果然「名過其實」 

突然遇到這種晴天霹靂的事情，頓時讓他「手足無措」 

經過多年的努力之後，他終於可以和對手「分庭抗禮」了 

9 根據上下文判斷，下列何者斷句正確？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不問馬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不？」問馬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不問馬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不？」問馬 

10 下列何者不適合作為祝賀生育的題辭？ 

瓜瓞綿綿 彤管揚芬 彩鳳新雛 麟趾呈祥 

11 關於書信的提稱語，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英覽」適用於晚輩  「足下」適用於長輩 

「尊右」適用於平輩  「偉鑒」適用於父母 

12 某天，張先生看見一副對聯，上面寫著「指點江山春光滿目，激揚文字彩筆生花。」請問這副對聯

最適宜出現在何處？ 

公園 郵局 學校 廟宇 

13 古人常於文學作品中透過外在景物描寫個人內在感情。下列何者沒有使用這種方式？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綠絲縧 楊柳渡頭行客稀，罟師盪槳向臨圻 

故人西辭黃鶴樓，煙花三月下揚州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 

14 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不借才於異代，豈得待夢傅說、逢呂尚，然後為政

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不知耳。」太宗指出國君治國之患在於： 

剛愎自用 公器私用 才大難用 才不見用 

15 下列選項何者非歌詠孔子？ 

 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鄹氏邑，宅即魯王宮 

世濁不可處，冰清首陽岑。采薇詠羲農，高義越古今 

卯誅兩觀，攝相夾谷。歌鳳遽衰，泣麟何促。九流仰鏡，萬古欽躅 

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先生號素王。蕭索風高洙泗上，秋山明月夜蒼蒼 

16 「醫生開了一味藥，叫逍遙散，似乎吃了，就能夠當□□，用不著那麼辛苦思索何謂齊物坐忘。這

個名字令人想起魏晉南北朝士人最愛的寒食散，同是很有仙氣的藥，……玄學的代表人物□□極力

提倡。」以上□□中，依序最適合填入的答案是： 

老子／劉勰 列子／朱熹 孔子／周瑜 莊子／何晏 

17 柳宗元〈童區寄傳〉：「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行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

十里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慄為兒恆狀。賊易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

微伺其睡，以縛背刃，力下上，得絕，因取刃殺之。」根據此段描述，區寄被綁架後的表現是： 

武功不凡，手刃兩匪  兩匪反目，趁亂脫逃 

冷靜觀察，伺機脫逃  恐懼啼哭，因而被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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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向老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老讀書知道理，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

向老昆弟尤自守，不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見其進而未止

也，特心與之。」 
根據文中所述，下列選項何者不是傅家人的特質？ 
安貧樂道 任俠仗義 篤志好學 潔身自愛 

19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不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

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其旨在強調： 
業精於勤 死者為大 教不嚴，師之惰 尊師重道 

20 「不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不貴異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不畜，珍禽奇獸不育於國。」

其旨在說明為政之道不可： 
標新立異 浮華奢靡 勞民傷財 貴物賤人 

21 一學究時誡弟子勿晝寢。一日，弟子伺學究方睡，請曰：「先生誡人而自蹈之，何也？」曰：「是

非爾所知，吾夢周公耳。」弟子次日故睡，先生蹴起之，曰：「吾亦夢周公。」先生曰：「且道周

公有何話？」曰：「亦無他語，只道昨日不曾得會先生。」本文要旨是： 
為人師表當以身作則  感嘆周公之道不復用於世 
批評學者只問功名，不講道德 求學者應日夜努力，好學不倦 

22 「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金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殺。是故忿爭

非錢不勝，幽滯非錢不拔，怨讎非錢不解，令問非錢不發。洛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

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不計優劣，不論年紀，賓客輻輳，門常如市。」根據上文，其意最近

於下列何者？ 
錢不是萬能 時間就是金錢 有錢能使鬼推磨 錢要花在刀口上 

23 「善不積不足以成名，惡不積不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惡為無傷而弗去也，

故惡積而不可揜，罪大而不可解。」下列選項所述，何者錯誤？ 
本文強調的意思與「勿因善小而不為，勿因惡小而為之」相近 
本文告訴世人，凡事都是積少成多，積沙成塔，做錯事只要及時悔改，也可以趨吉避凶 
本文警惕世人若因善小而不為，因惡小而為之，最後可能會有遭致殺身之禍的凶險 
「善不積不足以成名」，意謂若要成名得累積許多的善事，因此不必努力行善，以免徒勞無功 

24 「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不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獲福而遠禍，未論行

善，先須改過。」下列選項最切合上文主旨的是： 
行善的重要 遠禍的重要 獲福的重要 改過的重要 

25 閱讀以下文字，選出說明正確的選項：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

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不可得殺者，以社故也。

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惡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不誅之則亂，誅之則為人主

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 
「熏之」、「灌之」雖都是捕鼠、滅鼠的方法，但效果不彰，因此社鼠仍無法根除  
「鼠所以不可殺者，以社故也」，意即社鼠一旦依附祭祀土神的廟宇而生，便不能自立生活 
所謂「國之社鼠」，即是對內矇蔽君上、對外權欺百姓之臣子，國君應該根除這些「社鼠」 
根據這段談話，景公與晏子的關係，不僅是君臣關係，同時也可譬喻為貓與社鼠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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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其養之也，……冷則療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張在廣陵，

以十金購一鴿，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不至於死不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羣

中，使驚諸鴿，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遊』。」由本文可知飼主對於鴿子的態度為： 

如保嬰兒 矜功恃寵 敝帚自珍 順其自然 

27 「趙襄主學御於王於期，俄而與於期逐，三易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

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車，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

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

所以後也。』」趙襄主之所以三易馬而三後，是因為： 

用心不專 騎術不佳 選馬不精 遇師不良 

28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律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不合，乃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數篇為贄。韋公

全不稱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制獻之，韋公吟諷，大加嘆詠。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何不

但以所工見投，而猥希老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伏其鑒別之精。關於這個故事，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皎然擅長的是古體而非近體詩  

當時韋蘇州作詩的名氣高於皎然 

皎然雖出家為僧，仍戀戀不忘功名利祿  

皎然最後佩服韋蘇州，是因為韋公終於稱讚其詩 

29 天聖中，雄州民妻張氏戶絕，有田產，於法當給三分之一與其出嫁女，其二分雖有同居外甥，然其

估緡錢萬餘，當奏聽裁。仁皇曰：「此皆細民自營者，無利其沒入，悉以還之。」是時，王沂公為

宰相，呂文靖公、魯肅簡公參知政事，極贊美之。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由這則故事可知當時婦女仍保有一定的財產繼承權  

對於仁宗皇帝的決定，當朝大臣意見紛歧，並非一致贊成 

張氏死後無子繼承，依法可將財產三分之一給出嫁的女兒，三分之二給一同生活的外甥 

仁宗皇帝最後裁決將所有財產還給人民，因為這些錢都是人民辛苦所得，不該收歸國有 

30 「井鼃不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不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不可以語於道者，束於

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理矣。」下列選項所述，何者正確？ 

曲士不可以語於道，是因為他書讀得太少，不能明白什麼是道  

井鼃不可以語於海，是因為井鼃活的時間太短，沒辦法游到大海的緣故 

本文旨在說明每個人皆有自身的局限，只有擺脫自身的局限，方能看到事情的真相 

本文告訴我們，不論如何努力，都無法擺脫生命的局限，所以應該及早尋求一個安身立命之所 

31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勞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理也。故方其盛也，舉

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數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

而智勇多困於所溺，豈獨伶人也哉！」下列選項所述，何者錯誤？ 

「滿招損，謙受益」旨在告誡人們不要自滿，要學習謙虛的美德  

本文旨在強調伶人之所以敗亡，是因為他們自滿且喜好玩樂，不是伶人則無妨 

「禍患常積於忽微」說明災禍都是由輕忽小事所逐漸累積而成，所以要懂得防微杜漸 

「憂勞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在告誡我們應要努力做事，千萬不可因為一時成功而鬆懈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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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時間走得很停勻，說快不快，說慢不慢。不知從什麼時候起在宴會中總是有人簇擁著你登上座，你

自然明白這是離入祠堂之日已不太遠。上下臺階的時候常有人在你肘腋處狠狠的攙扶一把，這是提

醒你，你已到達了杖鄉杖國的高齡。老不必嘆，更不必諱；花有開有謝，樹有榮有枯。人生至此尚

能悠然俛仰於天地之間，應算一幸事。 
依據上文，下列選項所述，何者錯誤？ 
對於年老不必感嘆忌諱，更要覺知自我存在的美好  
老年人就應該要服老，不需要有所作為，徒增社會的困擾 
「時間走得很停勻，說快不快，說慢不慢。」可以呈現出老年人對時間的淡然之感 
由「簇擁上座」和「在肘腋處狠狠的被攙扶一把」可看出周遭的人們對待老年人的態度 

33 在高明的寫作者筆下，風景不能只是風景。眼睛看見的、耳朵聽到的，若只是翔實記錄，勢必無法

動人。攝影家杉本博司說：「相機雖然能夠記錄，但沒有記憶。」我對這句話的理解是，人類有思

想、有情感、有記憶，相機必須在有回憶的人手上才能創出美與感動。書寫表達就像拍照一樣，一

定要有創作者的觀點，才可能做到深刻動人，達成最美好的溝通。 
根據本文，下列何者正確？ 
作者認為書寫就像拍照一樣，必須做到翔實準確，才能令人印象深刻  
作者認為書寫表達要有創作者的回憶，就像拍照要有主題，才能聚焦 
作者認為創作者必須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才能創造出美與感動 
作者認為書寫無非是創作者和讀者間的溝通，過多情緒渲染只會增加誤解 

34 一個人的天賦才能、使命，或應該扮演的角色通常是發現，而不是發明出來的。知名作家波斯特爵

士寫道：「我們必須朝自己的內心觀察自己、觀察靈魂，觀察並傾聽，直到你找到那個你一直在夢

想的東西。換句話說—回答那黑暗中的敲門聲，否則你無法從這個受禁錮的時刻昇華到卓越。」 
根據本文，下列何者錯誤？ 
每個人的天賦才能是需要靠後天不斷去創造發明的  
每個人都有最深切的企望和夢想，只是你不曾正視它 
「回答那黑暗中的敲門聲」，意指我們必須正視自己內心的聲音，並且學會傾聽自我 
作者認為應該要深刻地認識、發現自我，才能夠真正了解自我，進而通往成功的道路 

35 在微軟變成家喻戶曉的名字之後，比爾蓋茲的父親常被人問：「你是怎麼教的，把孩子教的這麼好？」

他說：「這真是好問題，因為我也不知道。我唯一能想到的是他們小時候，我盡量參與他們的生活，凡

有球賽，我都盡量到場加油，贏的時候，我帶他們去吃冰淇淋，輸的時候，我替他們擦眼淚。學校

的家長會、懇親會我盡量親自出席。除此之外，我跟其他的父親一樣，努力賺錢，餵飽他們的肚子。」 
上文所要表達「教養孩子之道」，最重要的為何？ 
參與孩子的生活 提供有效的資源 餵飽孩子的肚子 讓孩子自由發揮 

36 「忽有人披髮粗衣，自天而降，慰女曰：『爾無哭，爾母殺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

於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文中披髮粗衣者對女子所說的話，與下列西洋童話中那一段

對話的情境最為相似？ 
阿里巴巴對石門喊：「芝麻！芝麻！請開門！」  
皇后對魔鏡說：「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漂亮的女人？」 
青蛙對小公主說：「我幫你撿回金球，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燈神對阿拉丁說：「親愛的主人，我可以實現你的任何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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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阿根廷的一位高爾夫選手贏得一筆獎金，他把錢送給一個素不相識的婦人，因為「她的孩子重病垂

危，緊急需要一筆醫藥費來挽救」。幾天以後，警察告訴那位選手上當了，那婦人是個騙子，根本

還沒有結婚。那選手的反應是：「太好了！你是說根本沒有一個重病將死的小孩？這是我這個星期

聽到的最好的消息。」看他如釋重負的口氣，簡直可以用聖歎筆法形容「不亦快哉」！ 

關於作者對選手的看法，最接近的選項是：  

裝聾作啞好度日 重健康甚於財富 慈悲助人不計較 給人恩惠才有福 

38 「這時才憶起，向來詩文上秋的含義，……使人聯想的是肅殺，是淒涼，是秋扇，是紅葉，是荒林，

是萋草。然而秋確有另一意味，沒有春天的陽氣勃勃，也沒有夏天的炎烈迫人，也不像冬天之全入

於枯槁凋零。」以下何句可歸入作者所引喻的「向來詩文」之列？ 

 夜來風雨聲，花落知多少 砌下落梅如雪亂，拂了一身還滿 

菡萏香銷翠葉殘，西風愁起綠波間 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女星 

39 有時，困境則是個強大的警鐘，敲醒我們，此路不通，逼我們另覓出路。「在我們身後封閉的路和

在我們面前展開的康莊大道一樣，帶給我們無限的指引。」曾獲選為美國高等教育界最有影響力領

導者之一的帕克．巴默爾，在《讓生命發聲》一書中鼓勵大家，「不可在關上的門前一味悵然，轉

個身—一轉身，這扇門已在背後—張開雙臂迎接生命的遼闊，未來就在我們的前方無限延伸。」 

下列選項何者與本文意旨不符？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禍福無常，往往相因  

塞翁失馬，焉知非福，順境、逆境只是一念之轉 

困境，是生活的警鐘，警醒著我們到了該改變突破的時候了 

困境警醒著我們必須在倉促的生活裡停下腳步，稍待片刻 

40 「通常淫字與別的字連在一起，總是壞事居多；唯獨和典籍攀上關係，就可以入傳，垂諸永久，幾

乎可以同近世的名譽學位媲美了。」依據文意，最能表現作者想法的選項是： 

好事不出門，壞事傳千里 淫蕩書籍最容易流傳後世 

一般人對愛書者，常另眼看待 壞人多和書接觸，就可以變好 

41 「我是行路者，不願意在某處留連過久。安適的山寨很容易埋葬憧憬，豐沛的泉眼很容易滯留人生，

而任何滯留都是自我阻斷，任何安頓都是創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會誘發爭奪，任何爭奪都包含著

毀損。」下列選項何者最適合用來說明文中的意涵？ 

 居安思危 學無止境 江河日下 薪火相傳 

42 「奼紫嫣紅替阿里山添上喜氣的新裝；黑面琵鷺在七股溼地舒服地打個盹；關子嶺溫泉暖和了偶而

來襲的料峭春寒；信眾萬千的媽祖則已整裝待發，為年度遶境做好準備。南臺灣和煦的春陽，溫柔

地灑落高山、丘陵、平原與海洋。」 

上文摘錄交通部觀光局的旅遊文宣，內容不涵蓋那項議題？ 

環境生態 法律規範 宗教民俗 地理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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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下文，回答第 43 題至第 44 題 

只要肯靜心聽，自然界提供人類享受的音樂，品類繁多。泉聲灘聲之外，還有林木的聲音，松像在怒，

竹又像在笑，蘆葦像在沉思自語。不同的樹木便有不同的風聲。不同的節候，又有不同的落葉聲，楓的乾

枯與梧桐的沙啞，以及松子的輕敲丁東，都等待幽人去分辨細賞。…… 

我想起一位西哲韜洛曾說過：「人類只有在精神比較健全的時候，才能聽見蟋蟀的鳴聲！」正道出了聽

覺的享受，乃是以健康的心理為基礎的。整天在碌碌的風塵裏、匆匆於車馬間的凡夫，心中塞滿了鄙陋的念

頭，對自然聖潔的聲音，總是粗心大意、充耳不聞的。天上的風聲如此媚人，地上的水聲如此媚人，人間的

情語如此媚人，內心若沒有靈氣，根本感應不到。 

我望著那流泉，可以洗滌人間的塵垢；而人間萬籟的和諧聲調，也正洗刷著靈魂深處的塵垢。如果不懂

得享受天上人間的萬籟，這遲鈍的生命必然是一個大大的錯誤。 

43 本文主張要享受自然聖潔的聲音，須有什麼條件？ 

心理健康，充滿靈氣 沉思自語，靜心等待 駐足凝神，屏除雜念 聽力敏銳，常近自然 

44 下列何者與本文所謂「遲鈍的生命必然是一個大大的錯誤」無關？ 

粗心大意，缺乏靈氣  媚人萬籟，充耳不聞 

碌碌風塵，孤單無助  鄙陋念頭，充塞於心 

45 有關公文的處理與時效，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專案管制：處理須 30 日以上辦結者得申請  

處理時限：最速件 1 日、速件 3 日、普通件 6 日 

會簽會核：最速件 1 小時、速件 3 小時、普通件 6 小時 

公文夾：最速件紅色、速件藍色、普通件白色、機密件黃色 

46 依現行〈公文程式條例〉規定，公文可分為「令」、「呈」、「咨」、「函」、「公告」及「其他

公文」等六類。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各機關間公文往復可用「函」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可用「咨」 

總統與立法院公文往復可用「呈」 六者皆有上行、平行、下行文之分 

47 關於公文之准駁語，下列何者不適用於平行機關？ 

應毋庸議 敬表同意 同意照辦 無法照辦 

48 依「法律統一用字表」，下列字詞何者正確？ 

僱員 儘量 粘貼 電錶 

49 依「法律統一用字表」，下列不符規定的選項是： 

占有 牴觸 徹底 蒐證 

50 依「法律統一用語表」，下列選項何者使用錯誤？ 

轉讓第一級毒品，「科」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科」新臺幣五千元以下罰金 

機車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公園曝曬衣服，得「處」行為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六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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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常透過社會互動結果形成對自己的看法，譬如你買了新衣自覺甚為好看，但是穿出去後若並未贏得他人

讚賞，可能就會減少你穿這件衣服的次數。上述說法，與下列那一位學者提出的說法最接近？ 
米德的「重要他人」  顧里的「鏡中自我」 
馬斯洛的「自我實現」  艾瑞克森的「自我認同」 

2 西元 1972 年美國在華府的水門事件，在記者鍥而不捨的追查下，才揭發出總統尼克森僱用幹員竊聽對手的

競選資料，最後尼克森總統不敵國會與民意壓力而辭職。此事件充分展現出媒體第四權的何種功能？ 
伸張社會正義 監督政府施政 關心民意走向 審判非法案件 

3 某派學者認為公共利益必須以個人利益為優先考量，個人利益一旦被實現，社會整體的福祉也將提高。試問

該論點可能為那個學者的看法？ 
卡爾．馬克斯（Karl Marx） 邊沁（Jeremy Bentham） 
沈岱爾（Michael Sandel） 約翰．羅爾斯（John Rawls） 

4 北加拿大伊努伊特人（Inuit）的語言中，描述夏天、草原、火災等的形容詞甚少，但對於冰天雪地的形容詞

甚多，甚或單單描述冰的字彙就有十多種。上述的現象最適合以下列何者闡釋之？ 
語言是每個社會重要的溝通工具 語言會影響文化位階的高低優劣 
語言反映文化背景與生活方式差異 顯示時空演變下語言或詞彙的變遷 

5 為因應婦女團體長期爭取的增加女廁數量議題，內政部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規定，新設電影院、戲

院、車站、航空站、學校等人潮多的公共場所，男女馬桶數比例從原本一比二提高到一比五。此政策可以呈

現出下列那項觀點？ 
此做法明確違反中華民國憲法之男女平等原則 依據社會性別差異有不同待遇，違反實質平等 
多設女廁顯示女性需多受照顧，即屬性別歧視 政府透過政策檢視性別議題，符合性別主流化 

6 小甄在某選舉後收看政論節目，節目中主持人提及：「希望我國此類選舉往後可將政黨得票率門檻降低，並

增加政黨席次，才能讓小黨擁有更多的參政空間！」依據主持人的談話內容推判，其所指的選舉應為下列

何者？ 
單一選區地域立委選舉  複數選區地域立委選舉 
不分區立委選舉  原住民立委選舉 

7 選區之分配經常成為選舉成敗的關鍵；若透過刻意的選區安排來影響選舉，在政治學上稱為何種現象？ 
傑利蠑螈現象 大池小魚現象 霍桑實驗現象 鄰避迎臂現象 

8 公民投票為我國公民行使直接民主的權利之一，下列關於公民投票創制與複決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公民可以創制「禁止撲殺流浪狗」的詳細法條，進行公民投票 
公民針對總統提出的「大法官名單」如果不滿，可以經由公民投票來複決此名單 
公民可以創制「保護傳統產業」的立法原則，進行公民投票 
公民針對政府提出的「稅率」如果不能接受，可以經由公民投票來進行複決 

9 我國在民國 98 年 4 月修正通過《地方制度法》後，依據該法之規定，下列何者是由臺中市政府負責規劃與

執行的「自治事項」？ 
臺中清泉崗機場「中部國際機場擴建改善計畫」 
臺中市都市重劃區道路與公共設施的規劃與設計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中投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順次 
臺中市役男兵籍調查、徵兵檢查、替代役申請與兵役徵集業務 

10 「喬巴從西元 1981 年開始擔任快樂國的總統，連選連任總共當了五任總統，掌權長達 30 年，而且他現在還

想扶植自己的兒子繼任總統。」上述中的快樂國最有可能屬於下列何種國家型態？ 
君主獨裁國 獨裁共和國 民主共和國 君主立憲國 

11 國際組織若按照會員資格來做分類，可以分為政府間與非政府的國際組織，下列何者屬於非政府的國際組織？ 
世界貿易組織 國際特赦組織 國際貨幣基金會 北大西洋公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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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副署制度為內閣制的一個特色，若以英國為例，下列何者在說明其副署制度的用意？ 
國會通過法律後，交由國王簽署同意，再由內閣副署，代表法案應由三者共同負責 
當國王不滿意法案內容時，經由副署制度，代表重新交由國會再次審查 
因為國王沒有實際權力，所以閣揆及相關閣員必須簽名副署以示負責 
因為國王為最高元首，所以法案通過後必須由國王副署同意以示負責 

13 立法院為我國最高立法機關，立法委員代表人民行使立法權。依照我國憲法及相關法律之規定，下列關於立

法委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立法委員法定總額為 225 人 立法院院長由立法委員互選產生 
立法委員選舉皆採複數選舉區多數決制 立法委員享有刑事、民事的免責權 

14 在我國，人民透過手中選票選出心中理想的候選人，將國家管理大事交由當選人代為行使之。當執政者失去

民心時，人民亦可發揮「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力量，透過法定途徑要求執政者交出權力。依據我國相

關法律規定，下列針對參政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執政者交出權力後，不論理由為何皆不可再行使參政權 
憲法明訂人民有參政權，但僅限選舉權及罷免權 
憲法中明訂人民擁有參政權，係在落實主權在民的理想 
人民一旦被宣告褫奪公權，代表其已經完全失去參政權 

15 兩岸曾進行多次的「江陳會談」，且達成多項協議，包括開放大陸人民來臺觀光、兩岸空運及海運直航、全

面通郵、簽訂諸多協議等。下列何者是代表我國與大陸進行會談的機構？ 
海峽交流基金會  海峽兩岸關係協會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16 政治學者杭廷頓（S. P. Huntington）認為從 19 世紀開始，全球經歷三波的民主化浪潮，許多國家發生民主

革命，從威權轉型到民主，此外，他亦提出民主鞏固的檢驗標準。若根據此標準檢驗我國民主發展，何時

開始可以算是具備「民主鞏固」的條件？ 
 1987 年宣布解除戒嚴   1989 年修正人民團體法 
 1991 年終止動員戡亂時期  2008 年兩次政黨輪替 

17 依據國家賠償法，關於我國國家賠償的事由及相關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採「訴願先行主義」  公有公共設施管理不當 
以金錢賠償為原則，回復原狀為例外 公務員於執行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人民權益 

18 奧地利學者凱爾森（Hans Kelsen）「法規範階層」之設計，將法規範體系由上至下分為「基本規範」、

「一般規範」與「個別規範」。「個別規範」係指基於一般規範對個案發生的事件所創設，用以確定當事

人之間的具體權利義務關係。根據個別規範的性質，下列何者「並非」個別規範之範疇？ 
行政處分 自治條例 司法裁判 契約行為 

19 「權利主體」是民法的重要概念，下列選項何者具有「權利主體」的地位？ 
興建完成銷售中的新大樓 在學校內成立的管樂社團 
母親腹中尚未出生的胎兒 尚未取得身分證的新移民女性 

20 娟娟與阿傑婚後育有一子，未料孩子出生後即因病過世，兩個月後丈夫阿傑竟也因車禍喪命，娟娟在多重打

擊下罹患嚴重的精神病。下列關於娟娟繼承阿傑遺產的敘述，何者正確？ 
娟娟罹患精神疾病，因此喪失權利能力 娟娟的繼承權，不因罹患疾病而受影響 
須待娟娟康復後，才能回復其繼承權 娟娟因病喪失行為能力，因此無法繼承 

21 小剛大學畢業後，在公司附近租屋，與房東簽訂租期至民國 105 年。房東在 103 年投資失敗，將小剛所住房

子賣給小強。依我國民法之規定，小剛可以如何主張其權利？ 
向房屋所在地的消費者服務中心提出訴願 必須與小強簽訂新的租賃契約，才可繼續居住 
房東售屋之行為影響小剛權益，可請求精神慰撫金 依小剛與房東之租賃契約，可繼續居住至租約期滿 

22 民國 102 年行政院會通過《家庭暴力防治法》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延長民事通常保護令效期，並放寬延

長聲請之次數限制。下列有關民事保護令之敘述，何者正確？ 
民事保護令目的是禁止對加害人實施不法侵害行為 法官審理通常保護令案件時，無須通知相對人到庭 
暫時保護令以書面聲請，法院可不經由審理即核發 被害人自己聲請緊急保護令，非上班時間亦可核發 

23 小明透過不肖業者偽造文書申請外籍看護，①在小明認錯後，檢方給予緩起訴，並令其繳交 5 萬元公益金。

不過，②高等法院檢察署撤銷該緩起訴，將全案發回地方法院檢察署再議。③地檢署經調查，考量小明已

認罪且停止僱用看護，故仍維持緩起訴處分。小明表示④感謝法官體諒，尊重法官判決。根據我國刑事訴

訟相關法規，上文那一部分敘述錯誤？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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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剛與小強發生口角，小剛要開車離去，小強在車前阻擋，被小剛駕車輾死。法官認為小剛坦承犯行，並與

小強家屬和解賠償 310 萬元，判決 5 個月徒刑，緩刑 3 年。關於小剛的緩刑，下列何者正確？ 
徒刑和緩刑合併執行 3 年刑期 只要緩刑期過半，就可以申請假釋 
因緩刑 3 年，故和解金可分 3 年償還完畢 緩刑期間不用坐牢，緩刑期滿等同服完徒刑 

25 行政訴訟新制施行，改採三級二審制。下列關於修法後新制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交通裁決事件由行政法院改隸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 
簡易訴訟程序事件應以高等行政法院為第一審法院 
高等行政法院之終局判決依法不得上訴最高行政法院 
不服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判決應上訴最高行政法院 

26 我國對於犯罪少年的處理方式，特別注重預防與矯治，故制定少年事件處理法專門處理少年案件，下列有關

少年事件處理法的規定，何者正確？ 
少年案件審理原則上採公開制度 
少年法院審理少年保護事件，應以法官 5 人之合議制進行 
為給予少年改過自新機會，乃規定可塗銷其前科紀錄 
少年的虞犯行為不受少年事件處理法的規範 

27 明威上個月中了統一發票 1,000 萬元，依規定他必須繳交那些稅？①印花稅 ②所得稅 ③契稅 ④貨物稅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8 下列何項情況，將使失業率降低？ 
畢業後又找不到工作的學生，乾脆出國留學 雇主和管家結婚後，不須再為家務工作支薪 
咖啡店員工收到兵單，只好放棄工作而入伍 小職員抽中頭彩，立刻辭職而開始享樂人生 

29 若以民國 100 年為基期，民國 101 年消費者物價指數（CPI）為 104，小明的月薪為 22,000 元。依上所述推

判，小明每月的實質所得最接近下列何者？ 
 22,880 元  22,104 元  21,986 元  21,154 元 

30 針對龐大汽車數量所造成的各項污染問題，有些先進國家會針對在尖峰時段進入市中心的汽車課徵交通「擁

擠稅」。此一課稅政策可用下列何種概念加以說明？ 
外部成本內部化 外部效益內部化 外部成本外部化 外部效益外部化 

31 我國政府為保障勞工權利，依據《勞動基準法》設有基本工資，並每年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考量調整與

否。依上所述，設定基本工資可能會對勞動市場造成下列何項影響？ 
整體社會因勞工保障增加使經濟福祉增加 廠商成本因基本工資增加而減少有利生產 
勞動市場供給因基本工資調升而大幅增加 調高基本工資政策反而會使部分勞工失業 

32 假設舊曆年後，高麗菜的價格暴跌，每公斤從 12 元降至 3 元，農民無奈地說：「種植高麗菜的淨利約為售

價的兩成，現在種高麗菜成本是每公斤 10 元，所以願意販售的市場價格為每公斤 12 元。」依據農民的說

法，「每公斤 12 元的價格」屬於下列何者？ 
供給價格 需求價格 產品成本價格 市場均衡價格 

33 情人節前夕，民眾搶購玫瑰花束獻給情人，造成玫瑰花價格不斷上漲。此種節慶前夕的消費者行為，可用何

種因素來解釋？ 
消費者的所得 對未來的預期 要素供給的變化 相關產品的價格 

34 假設地球上只有甲乙兩國，針對火龍果而言，當兩國都生產火龍果且進行自由貿易時，甲國出口火龍果，乙

國則進口火龍果。依上所述推判，下列針對兩國進行自由貿易後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甲國的消費者剩餘會大於自給自足的消費者剩餘 甲國的生產者剩餘會大於自給自足的生產者剩餘 
乙國的生產者剩餘會大於自給自足的生產者剩餘 乙國的消費者剩餘會小於自給自足的消費者剩餘 

35 下圖是敘利亞（Syria）生產 X 與 Y 產品的生產可能線，假設該國在內戰發生前的生產點為 E 點。從經濟面

來看，敘利亞發生內戰後，其生產組合可能會是圖中的那一點？ 
 A 點 
 B 點 
 C 點 
 D 點 
 
 
 

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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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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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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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This CD player is more expensive than       in the store. 
 all together  any other  others  all 

37 Henry is very smart, and he knows how to       the difficult problem. 
 burn up  deal with  stop by  wake up 

38 Because Linda is trying to lose weight, she       desserts as much as she can. 
 enjoys  avoids  loves  purchases 

39       as the two government leaders could not reach an agreement, the possibilities for peace are still remote. 
 As long  As much  As soon  As many 

40 Some people think that BMI is too general to be really useful. Despite the      , there are strong positive aspects 
of it. 
 crisis  conflict  climate  criticism 

 
    Those who are in favor of bringing the wolves back to Yellowstone have their arguments. Biologists say that 
wolves   41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ecosystem of this wilderness area. Through their   42   they remove the weak 
and diseased members of the elk and deer populations. They keep the population   43   growing too large. 
Naturalists believe the wolves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wilderness. And they are the only part of the ecosystem 
that is   44   from the Yellowstone area. Naturalists want to restore Yellowstone to the way it   45   before 
Columbus set foot in America in 1492. They want visitors to the park to have the experience of hearing wolves howl at 
night—an experience many describe as the best the wilderness has to offer. 
41  use  play  give  worth 
42  mating  hunting  growing  bombing 
43  to  on  out  from 
44  to miss  missed  missing  to be missed 
45  is  was  were  has been 
 

When people get married, they usually plan to have children. Sometimes, however, a couple cannot have a child of 
their own. In this case, they may decide to adopt a child. Some people prefer to adopt infants; others adopt older children. 
Some couples adopt children from their own countries; others adopt childre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Some people adopt 
children of their same race; others adopt children of different races. 
    Most adopted children know that they are adopted. Psychologists and child care experts generally think this is a 
good idea. However, many adoptees have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biological mother and father.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often very difficult for adoptees to find out about their birth parents because the birth records of most adoptees 
are usually sealed. The information is confidential, so no one can see it. Sealed documents protect both adoptees and their 
natural parents. 
46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married couples usually wish to      . 

 have children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buy a car   make a fortune 

47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Married couples usually prefer to adopt infants. 
 Few couples want to adopt children of different races. 
 Young couples like to adopt childre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Married couples may adopt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word “adoptees” in the article? 
 child psychologists  adopted children  child care experts  adoptive parents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natural parents” that appears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Related parents  Biological parents  Loving parents  Lucky parents 

50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sealed documents about adoptees are meant to be      . 
 offensive  confusing  secret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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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有關租稅相關之法規，何者位階最低？ 
財政部發布之解釋令  大法官對稅法之解釋文 
最高行政法院有關稅務案件之判例 租稅法律 

2 王大明因漏開發票同時觸犯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的漏稅罰與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未依規定給

予憑證」之行為罰時，應如何處罰？ 
擇一從重處罰  漏開發票應處以加值型營業稅之漏稅罰 
採從新從輕處罰原則  只需裁處行為罰 

3 假設財政部發布解釋函令，變更已發布解釋函令之法令見解，如不利於納稅義務人者，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已確定案件才能適用 
未確定案件皆適用之 
皆可向前追溯適用 
自發布日起或財政部指定之將來一定期日起，發生效力 

4 下列有關「核課期間」之敘述，何者正確？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

者，其核課期間為自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五年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其核課期間為自依法應貼用印花稅票日起算七年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其核課期間為自申報日起算七年 
在核課期間內，經稅捐機關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 

5 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三十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強制執行。但納稅義務人

已依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規定申請復查者，暫緩移送強制執行。前述暫緩執行之案件，有下列那一情形時，

稅捐稽徵機關應移送強制執行？ 
納稅義務人對復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數，並依法提起訴願者 
納稅義務人提起復查遭駁回確定後未提訴願者 
納稅義務人依該法第 39 條規定繳納半數稅額確有困難，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提供相當擔保者 
納稅義務人依該法第 39 條規定繳納半數稅額及提供相當擔保確有困難，經稅捐稽徵機關依第 24 條第 1 項

規定，已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復查決定應納稅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不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者 
6 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對納稅義務人符合條件之逃漏稅案件可以補稅並加計利息但免除其所有

處罰。下列何者非屬第 48 條之 1 規定之條件？ 
需屬未經檢舉之案件 
需屬情節輕微，或漏稅在一定金額以下者 
屬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行調查之案件 
納稅義務人需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漏稅款 

7 老張是旅居美國之華僑，具有美國與中華民國之國籍，老張並同時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若老張在民國

102 年度全年在臺灣只居住 2 個月，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老張取得中華民國境內之薪資所得免稅 
老張取得美國蘋果公司之股利須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我國綜合所得稅 
老張會被認定為居住者，採用結算申報完稅 
老張為非居住者，採用就源扣繳完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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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司辦理員工紅利轉增資發行股票，自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起，應依規定於交付股票日按標的股票之時價計

算為員工那一類所得，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辦理扣繳？ 
營利所得 利息所得 薪資所得 其他所得 

9 依照我國現行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出售未上市、櫃公司股票，應如何課稅？ 
當年度出售股票數量合計在十萬股以下者免稅 
當年度出售股票數量合計在一萬股以下者免稅 
該證券交易所得不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百分之十五之稅率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須併入個人之財產交易所得，合併計算繳納綜合所得稅 

10 李先生為我國居住者，民國 102 年度所得資料如下：薪資 50 萬元，銀行利息所得 10 萬元，短期票券利息所

得 10 萬元，稿費 10 萬元，樂透中獎 10 萬元，抽中百貨公司周年慶獎金 10 萬元，試問李先生 102 年度應

申報之綜合所得總額為多少？ 
60 萬元 70 萬元 80 萬元 90 萬元 

11 依據我國所得稅法規定，營利事業帳載應付未付之帳款、費用、損失及其他各項債務，逾多久時間尚未給付

者，應轉列其他收入，俟實際給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列帳？ 
逾 1 年 逾 2 年 逾 5 年 逾請求權時效 

12 下列有關兩稅合一制度之敘述，何者錯誤？ 
以現金繳納屬民國 87 年度或以後年度中華民國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應於繳納稅款日計入

當年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以暫繳稅款抵繳結算申報應納稅額者應於暫繳申報日計入當年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依公司法或其他法令規定，提列之法定盈餘公積、公積金、公益金或特別盈餘公積所含之當年度已納營利

事業所得稅額，應於提列日自當年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中減除 
營利事業分配屬民國 99 年度以後之盈餘，若屬已加徵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得稅者，其稅額扣抵比率上限

為百分之三三．八七 
13 下列那一所得項目不是我國所得基本稅額條例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中的所得？ 

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來源所得，金額在 100 萬元以上 
員工分紅配股，可處分日次日之時價超過股票面額之差額部分 
所得基本稅額條例施行後所訂立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年金保險，受益人受領之保險給付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受益憑證之交易所得 

14 老張以自己的資金 2,000 萬元，無償為兒子購置房產一戶，該房產土地市價為 1,400 萬元，公告現值為

500 萬元；房屋市價為 600 萬元，房屋評定現值為 100 萬元，試問老張應被擬制為贈與之金額為多少？ 
100 萬元 500 萬元 600 萬元 2,000 萬元 

15 劉先生於民國 102 年 10 月 20 日（星期日）死亡，遺有某上市公司股票 10 萬股，若當年 10 月 18 日（星期

五）該股票收盤價為 30 元，10 月 21 日（星期一）該股票收盤價為 29 元，10 月 22 日（星期二）該股票收

盤價為 28 元，又該公司淨值為 20 元，試問計算遺產總額時應以那一個價格估定之？ 
20 元 28 元 29 元 30 元 

16 被繼承人之配偶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主張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納稅義務人得向稽徵機關

申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納稅義務人未於稽徵機關核發稅款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之日起多久時間內，

給付該請求權金額之財產予被繼承人之配偶者，稽徵機關應於前述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年內，就未給付部

分追繳應納稅賦？ 
2 個月內 6 個月內 1 年內 2 年內 

17 老林在新北市有土地二筆，臺北市土地一筆，皆屬一般用地，試問課徵地價稅時應如何計算地價總額？ 
將三筆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累計課稅，再依各縣市地價比例分別發單徵收 
將三筆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累計課稅，並合併到戶籍所在地課徵地價稅 
依各筆土地之地價分別計算，比例課稅 
新北市二筆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累計課稅，臺北市一筆單獨計算，再分別由各縣市稽徵機關發單徵收 

18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在保留期間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離者，其地價稅如何課徵？ 
千分之六 免徵地價稅 千分之二 千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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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照土地稅法之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再出售其自用住宅用地，符合各款規定條件者，其適用自用住宅優惠稅

率不受一次之限制，下列有關該各款條件敘述何者錯誤？ 
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子女，無該自用住宅以外之房屋 
出售前持有該土地六年以上 
出售前六年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一．五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五公畝部分 

20 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率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

者課稅面積最低不得少於全部面積幾分之幾？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六分之一 十分之一 

21 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或出資人者，應如何課徵營業稅？ 
視為銷售貨物，並以時價為銷售額 應視為銷項稅額之減項 
應視為進項稅額之加項  免視為銷售貨物 

22 依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購買營業上使用之貨物或勞務，若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並依規定申報者，

主管稽徵機關應按其進項稅額百分之幾，在查定稅額內扣減？ 
百分之零點一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23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勞務者，應由勞務買受人於給付

報酬之次期開始幾日內，就給付額依規定稅率計算營業稅額繳納？ 
十日內 十五日內 一個月內 二個月內 

24 某酒家民國 102 年 9、10 月銷售額為 100 萬元，取得酒類等進項稅額 10 萬元，試問該酒家該期應納營業稅

額為多少？ 
5 萬元 15 萬元 24 萬 5 千元 25 萬元 

25 依照貨物稅條例之規定，應稅貨物若用作製造另一應稅貨物之原料者，其貨物稅如何課徵？ 
減半課徵 免徵貨物稅 應退還原納貨物稅 從量課徵貨物稅 

26 某建設公司興建預售屋完工後立即移轉給購屋者，試問其適用之特種貨物及勞務稅率為多少？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免課徵特種貨物及勞務稅 

27 納稅義務人短報、漏報或未依規定申報銷售應稅之特種貨物或特種勞務，除補徵稅款外，按所漏稅額處幾倍

以下罰鍰？ 
一倍以下 二倍以下 三倍以下 一至十倍 

28 證券交易稅由代徵人於每次買賣交割之當日，按規定稅率代徵，並於多久內填具繳款書向國庫繳納之？ 
代徵之次日 五日內 十日內 二十日內 

29 依照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下列國稅應由中央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之比例何者正確？ 
所得稅總收入百分之四十 
營業稅總收入減除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獎金後之百分之十 
貨物稅總收入百分之十 
證券交易稅收入百分之十 

30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現行租稅行政救濟程序依序為何？ 
復查、訴願、再訴願、行政訴訟 訴願、復查、再訴願、行政訴訟第一審 
訴願、再訴願、復查、行政訴訟 復查、訴願、行政訴訟第一審、行政訴訟上訴審 

31 依稅捐稽徵法對納稅義務人違反本法或稅法之規定，所裁處之處罰係採下列何種原則？ 
從舊從輕原則 從新從輕原則 從舊從重原則 從新從重原則 

32 依現行所得稅法規定，下列何項須納入所得總額中計算所得稅額？ 
出售土地所得  公司轉投資國內其他營利事業獲配之股利 
傷害或死亡之損害賠償金 取自營利事業贈與之財產 

33 王君檢舉甲公司逃漏營利事業所得稅，經國稅局查獲屬實，王君因而領取檢舉獎金計新臺幣 20 萬元，該獎

金屬何項所得？應繳納多少稅額？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金或給與，4 萬元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金或給與，2 萬元 
其他所得，4 萬元  其他所得，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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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列額度，何者非依消費者物價指數較上次調整年度之指數上漲累計達 3%以上時須調整

之？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35 依現行規定，我國所得基本稅額條例規定之免稅額為多少？ 
個人新臺幣 600 萬元，營利事業新臺幣 200 萬元 個人新臺幣 600 萬元，營利事業新臺幣 50 萬元 
個人新臺幣 200 萬元，營利事業新臺幣 50 萬元 個人新臺幣 200 萬元，營利事業新臺幣 200 萬元 

36 我國現行遺產贈與稅的課稅範圍係採下列何者？ 
屬人主義 屬地主義 屬人兼屬地主義 國籍主義 

37 所謂地價稅的累進起點地價，係以各該直轄市或縣（市）土地幾公畝之平均地價為準？ 
7 公畝 5 公畝 4 公畝 3 公畝 

38 依現行土地稅法規定，計算累進起點地價，包括下列何種土地？ 
住宅用地 工業用地 礦業用地 免稅土地 

39 張先生在民國 102 年 8 月 5 日向王小姐購買土地，並於 102 年 9 月 15 日完成過戶，則當年度地價稅的納稅

義務人為何人？ 
張先生 王小姐 兩人共同為納稅義務人 視合約內容而定 

40 有關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 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 
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 土地為設定典權者，為典權人 

41 依土地稅法規定，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以何人為地價稅納稅義務人？ 
委託人 受益人 受託人 典權人 

42 下列何者並非「房屋標準價格」之評定因素？ 
建造材料 耐用年數及折舊標準 地段率 裝潢等級 

43 依房屋稅條例規定，下列何者房屋稅不可減半徵收？ 
政府配售之平民住宅 
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 
農會所有經主管機關證明之自用倉庫及檢驗場 
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一成以上不及三成之房屋 

44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列何者不適用零稅率之規定？ 
外銷貨物  在國外提供及使用之勞務 
與外銷有關之勞務  銷售與保稅區營業人供營運之貨物或勞務 

45 三立公司民國 102 年 9、10 月銷貨收入 1,000,000 元，銷項稅額 50,000 元，銷貨折讓稅額 5,000 元；又同期

進貨 600,000 元，進項稅額 30,000 元，進貨退出稅額 3,000 元，則三立公司 11 月要申報繳納多少營業稅額？ 
15,000 元 18,000 元 20,000 元 23,000 元 

46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列何項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 
公司協助國防建設之花費 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勞務 
公司招待員工旅遊之住宿費用 公司招待員工聚餐之費用 

47 瓜瓜麵館為小規模營業人，其銷售額係由稽徵機關核定，若核定每月營業額為 100,000 元，則當期應繳納營

業稅額為多少？ 
1,000 元 1,500 元 3,000 元 5,000 元 

48 張先生於民國 102 年 5 月購買名下第 2 棟房屋，並於 6 月辦竣不動產登記，隨即在 102 年 10 月售出，則應

計徵之特種貨物及勞務稅之稅率為多少？ 
25% 20% 15% 10% 

49 依現行菸酒稅法規定，下列何者不需課徵菸酒稅？ 
菸草 紙菸 料理酒 蒸餾酒 

50 下列何者須課徵娛樂稅？ 
勞軍活動晚會  學校舉辦不收費的耶誕舞會 
學校舉辦不收費的演唱會 高爾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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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設社會上只有 A、B 二人，UA 與 UB 分別代表其效用水準。W1，W2，W3 為社會的福利水準，mm'為總效

用可能曲線（grand utility possibility frontier）。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b,c,d 四點均滿足經濟效率之條件 
 a,b,c,d 四點的社會福利均相同 
 b 點因不滿足經濟效率之條件，因此其社會福利較 a 點為低 
 c 點既滿足經濟效率之條件，又能極大化社會福利 
 
 
 
 

2 若甲、乙、丙、丁四國的羅倫斯曲線（Lorenz curve）如下圖所示。那一國的所得分配最為平均？ 
甲 
乙 
丙 
丁 
 
 
 
 

3 生產可能曲線（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與下列何者具有相同的意涵？ 
交易面的契約曲線  生產面的契約曲線 
社會福利函數  社會無異曲線 

4 為達成學理上所稱之「雙重紅利」（double dividend），環境稅稅收應支用於下列何種用途？ 
退還給廠商  以定額方式發放給社會大眾 
降低勞動稅  補貼廠商的污染減量 

5 若市場需求函數為 P = 100 – Q，P 為價格，Q 為數量，提供該財貨的平均成本 AC = 300/Q，則政府獨占事

業以邊際成本定價，提供數量為何？ 
 25  50  75  100 

6 假定其他情況不變，若某完全競爭市場財貨的需求函數為 P = 50 – QD，供給函數為 P = 10 + QS，又其生產上

的邊際外部成本（MEC）為 MEC = 2Q，則為使市場均衡達到社會最適，政府應每單位課多少元的皮古稅

（Pigouvian tax）？ 
 10 元  20 元  30 元  40 元 

7 下列何者不屬於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的特性？ 
具有規模經濟  平均成本遞減 
產量愈多，總成本愈少  私經濟的均衡可能有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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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若 X 財貨市場的尖峰時段需求曲線為 P1 = 100 – Q1，離峰時段需求曲線為 P2 = 75 – Q2。政府獨占事業提供

每一單位財貨的成本均為 50 元，X 財貨最高產能為 75 單位。依據尖峰定價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尖峰時段定價為 50 元  離峰時段定價為 50 元 
尖峰時段均衡量為 75 單位 離峰時段均衡量為 25 單位 

9 工廠冒出黑煙造成附近居民呼吸器官的疾病增加，在此情況下，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不易適用的原因是： 
法律禁止雙方協商 交易成本過大 外部成本過高 外部利益太小 

10 假設一個社區有甲、乙、丙三位投票者，他們對（水庫、學校、道路）三種公共財偏好排序分別為

甲是（1, 3, 2）、乙是（2, 1, 3）、丙是（3, 2, 1）；1 表示偏好順序為最高，以此類推。針對水庫及學校來投

票時，則多數決的結果顯示何者勝出？ 
水庫 學校 水庫與學校平分秋色 道路 

11 下表顯示經濟體系內之消費者（甲、乙、丙及其他）欣賞戶外音樂會所產生之邊際利益（MB），會隨著表

演次數不同而有所變動；假設戶外音樂會為純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s）且其邊際生產成本固定為$1,000，則

戶外音樂會最適之提供數量為何？ 
數量 MB 甲($) MB 乙($) MB 丙($) MB 其他($)
1 150 125 100 600 
2 125 100 75 400 
3 100 75 50 200 
 0  1  2  3 

12 鋼條的需求為 P = 100 – 2Q，而鋼條的供給為 P = 19 + Q；Q 是每年鋼條的數量（單位為百萬噸），P 是每噸

的價格。假設鋼條的生產所產生的廢棄物倒棄在河流中，此污染的外部成本估計為一年每噸$6，則鋼條民

間市場的均衡數量及社會最適鋼條數量分別為何？ 
 27 百萬噸；24 百萬噸   27 百萬噸；20 百萬噸 
 25 百萬噸；20 百萬噸   27 百萬噸；25 百萬噸 

13 下列有關坐享其成（free riding）問題的敘述，何者正確？ 
當財貨的消費具有排他性（excludable）時，會發生坐享其成問題 
當財貨的消費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時，會發生坐享其成問題 
坐享其成是私有財特有的問題 
坐享其成是當消費者負擔太多政府所提供服務之成本時所導致的結果 

14 在 A、B 兩人的社會，其對純公共財的需求價格與數量分別為 PA、PB、QA、QB，而最適價格與數量為 PZ、

QZ，則： 
 PA + PB = PZ、QA + QB = QZ  PA + PB = PZ、QA = QB = QZ 
 PA = PB = PZ、QA + QB = QZ  PA = PB = PZ、QA = QB = QZ 

15 關於參與選票互助結盟的投票者，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是純粹利他主義的投票者 是追求社會福利極大的投票者 
可以支持某些對自己不利的議案 會造成議案議而不決的投票循環 

16 下列有關公共選擇中「代議民主」的敘述，何者正確？ 
民選的行政首長會追求最大社會福利 投票者藉由選票決定公共支出規模 
投票者藉由選票選舉民意代表 投票者必須具備單峰偏好 

17 在尼斯坎南（Niskanen）所認為的官僚可能目標中，下列何者與預算的大小無關？ 
薪資、職位津貼 安心從事變革 公共聲望 權力、任命權 

18 如 A、B 兩計畫期初各投入資本 10,000 元，A 計畫第一、二、三年各回收淨利益 8,000 元、5,000 元、0 元，

B 計畫第一、二、三年各回收淨利益 5,000 元、3,500 元、6,500 元，折現率為 0%，在收回成本期（payback 
period）法下，應優先採用： 
 A 計畫  B 計畫  A 計畫與 B 計畫一樣 兩計畫都不採用 

19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當一項公共投資計畫的投入被課貨物稅時，如果公部門對該投入的採購完全由廠商擴大

生產提供，則這項投入的價格應考量： 
供給價格  消費者價格 
供給價格與消費者價格的平均數 消費者價格再加上單位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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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若以內部報酬率準則來評估公共投資之可行性，則須滿足下列那一條件？ 

內部報酬率 = 0  內部報酬率 > 1% 
內部報酬率 > 社會貼現率 內部報酬率 < 社會貼現率 

21 當公共支出計畫的效益無法評估時，改以有系統地分析各種替代方案的成本，找出其中最便宜的方案，這種

方式稱之為：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效益成本比分析（benefit-cost ratio analysis） 
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淨成本現值（present value of net cost）分析 

22 成本效益分析中，如考慮私部門的報酬率為折現率時，我們要考慮公部門取得的資金是減少私部門的投資或

消費，如認為會減少私部門的投資，折現率設為 A，如認為會減少私部門的消費，折現率設為 B。一般而言： 
 A 大於 B  A 小於 B  A 等於 B  B 為 A 的 2 倍 

23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影子價格（shadow price）是指： 
地下經濟的商品價格  不完全競爭市場下的商品市場價格 
商品的邊際社會成本  有外部性下的商品市場價格 

24 下列那一項不是造成醫療健保支出不斷攀升的原因？ 
醫生與病人間的資訊不對稱 
採用第三人給付（third-party payment）的醫療保健系統 
存在健康保險市場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 
醫療保險單位提高部分負擔 

25 「菸品健康福利捐」在租稅的屬性分類中，應歸類為： 
實物稅 所得稅 累進稅 指定用途稅 

26 從財富替代效果（wealth substitution effect）來看，有關社會安全制度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社會安全制度降低儲蓄誘因 
社會安全制度提高儲蓄誘因 
社會安全制度不影響儲蓄誘因 
當人口成長率下降時，社會安全制度提高儲蓄誘因；當人口成長率上升時，社會安全制度降低儲蓄誘因 

27 下列何者不是實施社會保險制度的主要目標？ 
保險市場的效率提升 社會風險的分攤 所得重分配 經濟成長 

28 理論上，完全準備制（fully funded）年金保險的設計，係指退休者之年金給付的財源來自： 
目前工作的年輕人口所支付的 他們過去工作期間的所得提列準備累積的本息 
一般稅收（general tax revenues） 政府的固定收益債券 

29 相等的貨幣價值之實物移轉（in-kind transfer）與現金移轉（cash transfer）對效用水準的影響是： 
二者對效用的影響完全相同 實物移轉相較於現金移轉一定會產生較高的效用 
實物移轉相較於現金移轉一定會產生較低的效用 實物移轉相較於現金移轉有可能產生較低的效用 

30 如果汽車的供給及需求曲線既不具完全彈性（not perfectly elastic）、亦非完全缺乏彈性（not perfectly 
inelastic），那麼當政府對汽車課徵從量稅$1,000 時，汽車的市場價格將： 
提高$1,000 提高少於$1,000 提高超過$1,000 降低$1,000 

31 政府推行下列何種稅務行政措施，可降低納稅人的逃稅誘因？ 
調降檢舉逃稅獎金  調高短匿稅額罰鍰之倍數 
調高納稅人的邊際稅率  調降依法所處有期徒刑之最高年限 

32 有關稅式支出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①為租稅減免措施 ②目的在鼓勵受獎勵的行為 ③會增加政府支出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均是 

33 當商品之供給彈性為零時，對其課稅： 
不會影響消費者之付出價格 將使消費者付出之價格上升 
將使生產者接受之價格上升 不影響生產者之接受價格 

34 課徴定額稅（lump-sum tax）會產生何種效果？ 
有所得效果，沒有替代效果 有替代效果，沒有所得效果 
沒有替代效果及所得效果 替代效果及所得效果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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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勞動固定且稅收相同的前提下，比較廣基銷售稅與比例所得稅的超額負擔，下列何者正確？ 
前者之超額負擔較大  後者之超額負擔較大 
兩者都不會產生超額負擔 兩者都有超額負擔且相同 

36 有關線型所得稅制度（linear income tax system）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採比例稅率  可以減除固定的免稅額 
平均稅率遞增  邊際稅率遞增 

37 哈伯格（A. Harberger）將公司所得稅所造成的轉嫁現象，區分成兩種效果，稱之為： 
產量效果與要素替代效果 替代效果與所得效果 
產量效果與所得效果  所得效果與要素替代效果 

38 根據我國地方稅法通則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理自治事項，充裕財源，得在規定範圍內，就

下列何種國稅附加徵收之？ 
關稅 所得稅 貨物稅 加值型營業稅 

39 有關不動產財產稅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稅收適合劃歸地方政府  是一種穩定的財政收入 
納稅人的遵循成本大多不高 稅收具有所得彈性 

40 關於課稅所造成的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若課稅所引起的所得效果愈大，則超額負擔愈大 若課稅所引起的所得效果愈大，則超額負擔愈小 
若課稅所引起的替代效果愈大，則超額負擔愈大 若課稅所引起的替代效果愈小，則超額負擔愈大 

41 地方財政上所稱的「捕蠅紙效果」（flypaper effect）是指： 
社區每增加 1 元的無條件補助，所增加的公共支出比社區所得增加 1 元的效果來得大 
社區每增加 1 元的無條件補助，所增加的公共支出比社區所得增加 1 元的效果來得小 
社區每增加 1 元的計畫補助，所增加的公共支出比社區所得增加 1 元的效果來得大 
社區每增加 1 元的計畫補助，所增加的公共支出比社區所得增加 1 元的效果來得小 

42 在相同每人公共支出的前提下，若中央政府想改善各地區財政餘利（fiscal residuum）的差異，應對下列何種地

方政府給予補助？ 
地方稅率較高者  地方稅率較低者 
地方稅率等於全國平均稅率者 不論地方稅率高低，均給予相同補助 

43 中央政府針對地方政府 X 財貨消費提供補助款，條件是地方政府需自籌 50%的配合款，則對地方政府來說，

該補助款的提供將使 X 財貨的價格作何改變？ 
上漲 50% 下跌 50% 上漲 25% 下跌 25% 

44 根據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各級政府間的財政移轉方式不包括下列那一項目？ 
補助金 協助金 統籌分配稅款 特別稅課 

45 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政府的總額補助，具有下列何種效果？ 
價格效果 替代效果 所得效果 公平效果 

46 為導正地方政府支出的利益外溢效果，應採取的補助金制度為： 
無條件式的配合補助  有條件式的配合補助 
有條件但無相對配合補助 無條件且無相對配合補助 

47 下列何者可反映地方政府的租稅努力（tax effort）程度？ 
稅收金額  稅收占租稅能力（capacity）的比例 
稅收占歲出的比例  稅收占歲入的比例 

48 假定其他情況不變，若政府發行公債，使利率上升，導致私部門投資減少，此種效果稱之為： 
乘數效果（multiplier effect） 所得效果（income effect） 
排擠效果（crowding-out effect） 價格效果（price effect） 

49 布坎南（J. M. Buchanan）認為，發行公債是否會產生代際間負擔移轉的問題，主要的決定因素是什麼？ 
發行額度的大小 取得資金的用途 流通期間的長短 國內或國外公債 

50 有關財產稅歸宿之傳統觀點（traditional view）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財產稅具有貨物稅性質，且房屋稅具累進性 財產稅具有貨物稅性質，且房屋稅具累退性 
財產稅具有資本稅性質，且房屋稅具累進性 財產稅具有資本稅性質，且房屋稅具累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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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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王安石〈遊襃禪山記〉）句中「無
物以相之」的「相」字之意義，下列何者正確？ 
輔助 察看 到達 思考 

2 下列各組詞語「」內的字，前後意義相同的是： 
自強不「息」／「息」事寧人 因陋「就」簡／功成名「就」 
拔刀「相」助／禍福「相」倚 從「善」如流／能文「善」武 

3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
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韓愈〈與孟東野書〉）文中「行」
字之意，與下列何者最為相近？ 
經過 行走 將近 又是 

4 《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
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文中此人行徑，不適合用那一個詞語來形容？ 
掩耳盜鈴 掩旗息鼓 掩鼻偷香 掩目捕雀 

5 祝賀某人生兒子的題辭，最適合的是： 
星輝南極 弄瓦徵祥 宜室宜家 弄璋之喜 

6 關於書信提稱語之使用，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父親大人台鑒 屏公夫子如晤 怡君賢妻慧鑒 大偉吾兄知之 

7 李白〈贈汪倫〉：「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下列選項的
敘述，何者與此詩所表現的情感最為貼近？ 
花開花落，人生無常 手舞足蹈，怡然自樂 情比水深，自然率真 萍水相逢，聚合難定 

8 「朱彈星丸粲日光，綠瓊枝散小香囊。龍綃殼綻紅紋粟，魚目珠涵白膜漿。梅熟已過南嶺雨，橘酸空待洞庭
霜。蠻山蹋曉和煙摘，拜捧金盤奉越王。」此詩所詠之物為下列何者？ 
木瓜 荔枝 葡萄 櫻桃 

9 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其
中「一片冰心在玉壺」所象徵之意為何？ 
深宮閨怨，無君王寵幸  冰清玉潔，不同流合汙 
心灰意冷，不眷戀仕途  心如冰玉，何必問來日 

10 「在你還是鬱藍身影的距離時，我遠遠的就衝向你，以迫切的心快速地顫擺我的尾鰭，以你為仰角，逆著水
流，試著突圍命運的侷限。縱然一次又一次笨拙地摔回海面，但一次次調整，一次次更堅硬我張開向你飛
翔的翅鰭。」上述段落最適合描寫何種情景？ 
精衛填海 飛魚滑行 鯨魚出水 海鷗衝水 

11 孟子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
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孟子的幾個「弗為」，是與那一種大丈夫的作為相合？ 
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老少不能欺 

12 「青年永遠趨向反叛，愛好冒險；永遠如初度航海者，幻想黃金機緣於浩淼的烟波之外；想割斷繫岸的纜繩，
扯起風帆，欣欣的投入無垠的懷抱。」文中對於青年特質的描述，下列選項中最適合用來形容的語詞是： 
汲汲營營 不切實際 少不更事 志比天高 

13 德國浪漫派詩人李斯特說：「人生就像一本書，愚者漫不經心地翻過，智者卻很仔細地閱讀；因為他們知道：
這本書沒有再回頭看第二次的機會。」依據文意，所謂「這本書沒有再回頭看第二次的機會」的原因是： 
人生苦短，需要把握時間，增廣見聞，充實自己 機會苦少，需要懂得放下，繼續尋找下一次機會 
開卷有益，但學海無涯，應廣博閱讀，厚植學養 人生的旅途，不論成功或失敗，都不會重新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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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在陌生的時候，做事兢兢業業，心裏有所畏懼，凡事只能循著理去做，所以較少紕漏而能有所成就。一旦
人頭熟，耍得開，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做事就不周到，把別人都看做無能為也，待人也就不恤不憂。 
上文提醒吾人務須注意： 
事久翫忽 萬事起頭難 不失赤子之心 業精於勤荒於嬉 

15 有人必定要有一間高雅的書房，杜絕閒雜人等的干擾，焚香靜坐，才完成讀書的架式，卻又說不定神遊太虛，
書本上的之乎者也，並未輸入他的腦裡。相反的，也有人雖或處在鮑魚之肆，人聲喧囂而腥臭難耐，偏偏
他可以持其足夠的定力，不聞不問，集中心志在其課業上，終於也獲得很高的成就。 
依作者之意，造成上述兩種不同結果的主要原因是： 
個人天性 學習態度 環境差異 讀書計畫 

16 我慾嗔妄念，胸無菩提。雖已「不惑」，對於權力與愛憎仍無法勘破，猶然碌碌的在宦途中爭逐其實微末的
職位。心中那口井泉污濁不堪，智慧障蔽不明；因此，這些年來一直在苦痛中不能自拔。學術上毫無精進，
人品亦無敦勵，愚昧地在紅塵井底各抱地勢，為著雞毛蒜皮芝麻小事鈎心鬥角，自尋煩惱。 
作者指出自己總困在紅塵中無法自拔而自尋煩惱的真正原因為何？ 
未能鑽研佛理 執著尋求欲望 並無敦勵人品 無法潛心學術 

17 你更應該知道怎樣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將所有的盡給了別人，你對於
別人，對於世界，將沒有絲毫意義，正和醫學生實習解剖時用過的屍體一樣，那時是不可思議的孤獨，你
將不能支持自己，而傾仆到無底的黑暗裡去。 
文中用「解剖時用過的屍體」來譬喻什麼意思？ 
完全藏匿自己 對別人毫無保留 不可思議的孤獨 不能支持自己 

18 「都怪人這種動物性情很難捉摸，所以苦樂不容易分清。一碗白菜飯，餓漢吃來，鮮美好像天上才有，富人
看見，難以下箸。有個大陸出來的人在美國一家公司工作，那裡需要職員加班，他不但每天早晚加班，連
週末也照常工作，結果收入比他的主管還多。同事百般譏笑，他一概不理。不但在公司加班，他為了省錢，
自己還做自己房屋的土木工程，買便宜建築材料，自己搬運，辛勞異常。有人問他，這樣生活，不太苦嗎？
他說，在大陸勞改的時候，不但辛苦比現在加倍，還沒有營養，那才算苦。」此文的主旨為何？ 
人生的幸福快樂是留給努力的人 人生的幸福快樂沒有絕對的標準 
職業的貴賤影響人對財富的看法 職業的貴賤與收入不一定成正比 

19 《左傳．曹劌論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其意旨，下列何者最正確？ 
特赦獄所嫌犯 感動嫌犯自首 認真審理訟案 分別訟案等級 

20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此文之旨意為何？ 
立身行道應以身作則  人無法要求別人如何做 
做人妻子要有妻子之道  對待他人之妻與自己之妻要有差別 

21 老子曰：「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其意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散財布施，以拋磚引玉  多行善事，求消災解厄 
積善行德，使心靈富有  聖人所事，以不患人知 

22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鑪，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根據上文的
描述，天下風景最奇秀勝絕的地點是： 
廬山 香鑪峰 遺愛寺 香鑪峰與遺愛寺之間 

23 「匹練抹林，輕綃蔽日。籠樓臺而隱隱，鎖洞壑以重重。潭影難窺，花枝半掩。樹若增密，山若增深，景若
增幽，路若增遠。勝概之一助也。」引文所指之物，最適合的選項是： 
霧 雪 雨 霜 

24 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下列何者不是作者所期勉
之內容？ 
勤奮努力 把握時光 節衣縮食 以德報怨 

25 《新論．求輔》云：「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騎以入市，去來
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下列選項何者意義與本文相近？ 
貴耳賤目 恃才傲物 以貌取人 猥自枉屈 

26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
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
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
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本段大意為： 
一沙一世界 江山代有才人出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人生易盡，江月無窮 

27 （齊宣）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顏斶）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
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釆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
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
哉，寡人自取病耳。」「寡人自取病耳」意謂： 
自取羞辱 自招病源 自醫耳疾 自割耳朵 

28 承上題，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文意？ 
咄咄逼人是說服訣竅 勿伐亡者墳上的樹木 賞罰分明為治國之道 君主貴於能承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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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

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
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郭林宗之所以「奮衣而去」，是因為陳元方： 
待客不周，有失主人之禮 傷心過度，有違中庸之道 
衣服華麗，有違人倫之親 顧此失彼，未盡事母之責 

30 承上題，下列有關這則故事的評論，何者較不恰當？ 
郭林宗之所以奮衣而去，純屬誤會 陳元方是性情中人，視禮法為無物 
人言可畏，一舉一動都要小心謹慎 評價事物不能只看表面，要重原委 

31 人所以異於其他動物的就是於飲食男女之外，還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壺就可以貯茶，何必
又求它形式花樣顏色都要好看呢？喫飽了飯就可以睡覺，何必又嘔心瀝血去作詩畫畫奏樂呢？「生命」是
與「活動」同樣的，活動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義。人的實用的活動全是有所為而為，是受環境需要限制
的；人的美感的活動全是無所為而為，是環境不需要他活動而他自己願意去活動的。在有所為而為的活動
中，人是環境需要的奴隸；在無所為而為的活動中，人是自己心靈的主宰。這是單就人說，就物說呢，在
實用的和科學的世界中，事物都藉著和其他事物發生關係而得到意義，到了孤立絕緣時卻都沒有意義；但
是在美感境界中它卻能孤立絕緣，卻能在本身現出價值。照這樣看，我們可以說──美是事物的最有價值
的一面，美感的經驗是人生中最有價值的一面。 
上文說道：「美感的經驗是人生中最有價值的一面」，其價值源於何處？ 
體現生命的自由 與一切事物發生關係 擺脫生命的孤立絕緣 使感官完全滿足 

32 承上題，由文中可知美感活動的基本原則應該為下列何者？ 
無所為而為 追求高尚價值 控制環境 嘔心瀝血 

33 臺北市政府發函給所屬各相關單位，要求配合防疫宣導的公文書；應該使用下列那一選項的期望語？ 
請核示 請查照 請鑒查 請核備 

34 關於公文類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總統與立法院公文往復用「函」 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時用「呈」 
對於妨害國家或社會之事物出示禁止用「令」 發表人事任免、調遷、獎懲、考績用「公告」 

35 關於「機密件」的公文夾顏色，正確的選項是： 
白色 黃色 藍色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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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常以觀察天象、占卜等方式推測未來命運，下列選項何者屬於災難將臨或歹運將至的徵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杜甫〈贈衞八處士〉）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杜甫〈旅夜書懷〉） 
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唐雎不辱使命〉，《戰國策．魏策四》） 
遼東老將鬢如雪，猶向旄頭夜夜看。（衞象〈古詩〉） 
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鄒陽〈中上梁王書〉，《漢書》） 

37 下列引文顯示作者對於民生疾苦關懷的選項是： 
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扶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蘇軾〈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忽憐街里負重民，筋骸長轉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飽兒女（張耒〈勞歌〉） 
 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人輕。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櫂區區暮亦行（蘇舜欽〈過蘇州〉） 
田夫拋秧田婦接，小兒拔秧大兒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從頭上濕到腳（楊萬里〈插秧歌〉） 
陰陽水旱由天工，憂雨憂風愁殺儂。農商苦樂元不同，淮南不熟販江東（章甫〈田家苦〉） 

38 聖蹟亭大概從宋代開始出現，人們將廢棄的殘書或廢紙，送至聖蹟亭中焚化，而焚化字紙的習俗則於明、清
最盛。聖蹟亭外形類似燒金紙的爐亭，多出現在寺廟、庄頭，或書院週遭。部份聖蹟亭另有供奉與文字相
關的神祇，以表示人們對文字及其象徵「知識」的敬重，如倉頡、文昌帝君、魁星、孔子等：並於「行聖
蹟」的日子舉行「祭聖人」儀式。傳說中，文字會在熊熊烈焰中，淬化為片片蝴蝶重返天庭，此即「過化
存神」。下列關於「聖蹟亭」的敘述，何者正確？ 
寺廟中燒金紙的地方就是聖蹟亭 
聖蹟亭的設置主要是表示對知識的敬重 
「祭聖人」的儀式隨時隨地都可以舉行 
中國歷代只要有文字的使用就會有聖蹟亭的存在 
火化的文字淬化為蝴蝶的傳說，象徵知識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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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成語，何者使用適當？ 
張老爺「妙選東床」，得了個好女婿 
物價上漲，「米珠薪桂」，薪水不夠花用 
她穿上洋裝，顯得阿娜多姿，「美輪美奐」 
姊姊生了一個女兒，「明珠入掌」，喜上眉梢 
倘能仰仗您的幫助度過難關，必「結草銜環」以報 

40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

「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

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說苑．尊賢》）依據上文，齊桓公如何善待管仲？ 
封管仲高階官職  重用管仲的父親 
讓管仲經商致富  尊管仲如家族長輩 
給管仲豐厚的財富 

41 宋胡旦，少有俊才，嘗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至將相，虛生也。」後雖魁天下，終以忤物不顯。晚年

目疾閒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屠豕，以為諱之非實錄，書之難措詞，問旦。旦曰：

「何不云某少常操刀以割，以示宰天下之志。」聞者嘆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胡旦少有俊才，並有壯志 
胡旦之婉解，頗有點石成金之趣 
胡旦失其初志，終生為屠夫而不達 
胡旦魁天下而終所以不顯之因，在於他與人不合 
胡旦少曾屠豕為業，所以史館欲寫實或諱之，感到兩難 

42 讀書以過目成誦為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眼

即過，與我何與也。千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三絕，不知繙閱過幾千百徧來，微言精

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鄭燮〈濰縣署

中寄舍弟墨第一書〉）根據上文，作者認為讀書「過目成誦」者最是不濟事，乃因這種方法： 
囫圇吞棗，難以深化 徒重章句，以顯才學 
一目十行，難求精義 浮光掠影，中無成見 
速學強記，難求甚解 

43 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

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

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下列敘述，符合文意的選項是： 
印證了百姓如流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蘊含了「舉世皆濁，難以獨清」的寓意 
國主唯恐國人糾纏不已，遂酌泉水飲之 執國主而施以火艾針藥，是為了治療國主 
眾乃歡然，乃因國君幡然悔悟，從善如流 

44 老子：「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表達的是天下事物常是相對而非絕對的。下列文句，

可與此互相闡發的是： 
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列子．說符》）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呂氏春秋．季冬紀》） 
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呂氏春秋．慎大覽》）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莊子．德充符》）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蘇軾〈赤壁賦〉） 

45 「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宋朝劉摯〈乞重修太學條

制疏〉）文中的教育觀點，與下列選項何者相同？ 
不打不成器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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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舉競選期間，電視台受託辦理政見發表會轉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強調，轉播時對候選人的資訊應以公

平、公正、客觀的態度播放，且應給予每位候選人有相等的播報時間。上述說法，最適合以媒體識讀的何

種角度解讀？ 
回歸市場機制運作，尊重閱聽人的媒體使用權 維護個人與團體的媒體近用權，確保公平競爭 
確保每個媒體的平等賦權，有利健全言論自由 落實廣電媒體公共化，減緩商業營運機制影響 

2 每年 10 月國內皆有同志大遊行，2012 年以「革命婚姻：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為主題。下列對於我國同志

人權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同性家庭可以配偶關係依法共同收養子女 同性伴侶可以遺囑方式繼承他方全部遺產 
同性結婚若具公開儀式要件可享法律效力 同性同居伴侶關係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3 小志怕考不好會被爸爸責罵，因此興起作弊的念頭，但是又怕良心不安，或被監考老師發現而受處罰，經過

深入思考最後決定認真讀書不要作弊。依上所述，若以佛洛依德心理分析理論來解釋其行為，下列配對何

者正確？ 
小志害怕被爸爸罵而想作弊－超我 小志對於最後不作弊的選擇－自我 
怕被監考老師發現決定放棄－主我 怕良心不安而決定放棄作弊－本我 

4 某國政府推動「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其核心精神是屋主將房子抵押給銀行，然後銀行每個月支付一

筆固定金額給屋主直到其過世，屋主過世時房子歸銀行所有。上述資產活化的作法，最可能是為因應何種

社會發展趨勢？ 
數位落差 社會階層化 人口結構老化 貧富差距擴大 

5 全球化下的科技與通訊快速發展，縮短了人與人的互動與距離，加速了跨國的貿易互動與政府間的合作。但

近年來卻也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問題，引發反全球化的聲音。下列敘述何者最具有「反全球化」的意識？ 
資本大國必須正視跨國企業對弱勢國家進行的剝削 
國與國之間必須屏除關稅壁壘，促進跨國商業流通 
全球暖化問題必須由各國政府共同商討、一同解決 
政府應該振興與傳承本土文化，並發揚至全球各地 

6 下列那一個國家國會議員的選舉制度與我國的制度最為相近？ 
英國 日本 法國 美國 

7 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於各類公職的被選舉人年齡設有規定，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之下，下列關

於參選各種公職人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小明年滿 28 歲，參選新北市市長 小華年滿 20 歲，參選西村里里長 
小美年滿 30 歲，參選總統副總統 小花年滿 26 歲，參選水上鄉鄉長 

8 某政黨在該國即將舉辦的首次公民投票前，大量發送文宣，並透過媒體說明該次公民投票的程序與意義。該

政黨此種作法主要在發揮下列何項政黨的功能？ 
匯集民意形成政策 培養訓練政治人才 教導民眾政治知識 透過選舉組成政府 

9 針對法國第五共和所採用的「混合制」和英國所採用的「內閣制」，下列關於此兩種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兩種制度的國家元首均為實權元首 兩種制度的行政首長均有權要求解散國會 
內閣制有「副署制度」，而混合制則沒有 內閣制行政首長有覆議權，而混合制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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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府體制屬於內閣制的國家，若政黨體制同時屬於多黨制，則最可能出現下列何種現象？ 
左右共治 聯合政府 兩輪投票 覆議制度 

11 民主的運作方式分為「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下列關於兩者的描述，何者正確？ 
直接民主是指公民可以直接選舉出代議士 間接民主的優點在於可以高度代表民意 
最早實施間接民主的代表為古代雅典 公民投票是落實直接民主的方式之一 

12 甲國是一個總統制的國家，新任的總統為軍人出身，在前任政府貪污時號召人民起身抗議，於是贏得大量民

眾擁戴與支持，因此在本次選舉中，以超過 7 成的得票率當選新總統。根據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對

統治正當性的分類來判斷，甲國新總統較符合下列何種類型？ 
傳統型權威  魅力型權威 
合法與理性型權威  兼具傳統型權威與魅力型權威 

13 我國中央政府體制中，關於行政權與立法權的互動，下列何者正確？ 
國家的法案與預算由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院長有權力主動解散立法院 
總統任命法務部部長須立法院同意 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須立法院同意 

14 成立於 1863 年的國際紅十字會，以致力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類尊嚴，防止並減輕人類疾苦，不因

國籍、種族、宗教信仰、階級和政治觀念而加以任何歧視為其宗旨。國際紅十字會若依國際組織的性質分

類，試選出下列正確組合？①區域性之國際組織 ②非政府之國際組織 ③一般性之國際組織 ④專門性

之國際組織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15 司法審查（釋憲）制度係憲政主義國家為鞏固憲法最高性的重要制度設計，下列關於我國現行司法審查和釋

憲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司法審查機制採取分散審查制為主 我國司法審查機構主要在最高法院行使 
大法官召開憲法法庭以完成憲法之解釋 憲法解釋中允許大法官不同意見之陳述 

16 小華上課時突然肚子痛要上廁所，向小明拿了一包衛生紙，言明隔天再還同款式衛生紙給小明。根據我國民

法的規定，上述行為是屬於下列那一種契約？ 
租賃契約 買賣契約 消費借貸契約 使用借貸契約 

17 法律行為具備成立要件及要件有效時，其法律行為始為有效，然而下列那一法律行為的法律效果可能「無

效」？ 
甲未簽訂書面契約而向乙購買其車 伯父收養姪子未以書面向法院聲請 
雙方當事人未事先訂定婚約而結婚 繼承人未以書面向法院表示繼承遺產 

18 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故制定著作權法加以保障。下列有關著作

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憲法、法律、命令亦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標的 
著作權法不僅保護於著作本身，亦包含著作中涵蓋的概念、原理 
著作權分為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著作權必須要在創作完成之後向相關機關申請權利保障 

19 為落實人權保障，我國法令要求國家在對人民實施某些特定行為之前，必須經過司法審查，由法院發給令狀

始得據以執行，稱之為令狀主義。依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下列那些令狀不一定要由法官核發？ 
保護令 拘票 押票 搜索票 

20 刑罰存在的目的，不該只是威嚇受刑人，更應給予適當的矯正再教育，使其擁有謀生能力，期使他重回社會

後能改邪歸正，並回饋社會。上文的說法符合刑罰的何種理念？ 
應報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刑法謙抑理論 

21 知名的 A 炸醬麵公司和 B 炸醬麵公司曾經想要進行合併，但政府根據公平交易法的規定未予同意。依上所

述判斷，政府未予同意，是因為該行為屬於下列何者？ 
結合行為 聯合行為 獨占行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 

22 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可依據自我專業與經驗，判斷證據的可信度後，進而作出適法判決，此行為是刑事訴

訟法中何項原則？ 
罪疑惟輕 無罪推定 自由心證 證據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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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網友在網站上販賣隱形眼鏡，衛生機關接獲檢舉，認為已違反藥事法規定，醫材藥品應取得許可證後，始得

製造、輸入、販賣，一經查獲屬實，將依法科處新臺幣 3 萬至 15 萬元罰鍰。上述藥事法對此加以規範的最

主要目的應為下列何者？ 
維護契約自由原則 保障民眾健康權益 執行國家刑罰權 增加國庫收入來源 

24 日前銓敘部進行座談會討論如何修改公務人員退休法中退休金的制度，會議中公務員提出「在職期間皆信任

該法給予的保障，且奉公守法、默默做事，為什麼直到退休才要修法砍退休金，此舉將侵害公務員權益。」

根據上述公務員所表示的意見判斷，應是強調修法是違反下列何種法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5 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指出：民國 98 年修正公布之教師法對於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者「不得聘任為教師」

之規定，完全扼殺當事人改正的機會，因此認定違憲。此項大法官的解釋應該是依據下列何項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26 依照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之組成與職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15 位大法官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總統同意後任命之 司法院正、副院長同時具備大法官的資格 
大法官召開憲法法庭，統一解釋憲法 任期交錯且連選得連任，以利釋憲經驗的傳承 

27 我們常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意思是指我們所作的任何選擇，最主要隱含下列何種經濟概念？ 
機會成本 社會成本 邊際效益 價格機能 

28 假設地球上只有甲乙兩國，甲國每件牛仔褲的均衡價格為 500 元，乙國每件牛仔褲均衡價格為 600 元。在不

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在自由貿易的社會中，每件牛仔褲的國際均衡價格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450 元 600 元 650 元 700 元 

29 某廠商在媒體廣告中，訴求年終「破盤大特價」來吸引消費者目光以增加買氣。該廠商此種行銷手法是應用

經濟學中的那一項原理原則？ 
邊際成本 機會成本 供需法則 比較利益法則 

30 衡量各國經濟情況最普遍的指標是國內生產毛額（GDP），下列發生在我國的各項經濟活動，何者不會計入

我國的國內生產毛額？ 
外籍教師麥可在金門購買的二手車 阿民開設加盟店所支付的店面租金 
小文購買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美美開設貿易公司進口手機零組件 

31 教育部部長表示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在於透過回歸正常化教學，避免考試領導教學，可提升國家競爭

力。政府制定此項政策的主要目的，應是為提升下列何種經濟發展的要素？ 
人造資本 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 政府效能 

32 逆選擇又被稱為「反向選擇」，是市場失靈的一種，時常發生在二手車市場中。會造成「逆選擇」的主要原

因是由於市場中存在下列何者？ 
外部成本 共有財 政府干預 資訊不對稱 

33 由於全球天候異常及中東國際政治情勢動盪，使糧食價格及國際油價不斷攀升。影響所及，我國 2012 年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 1.94%，通膨壓力較前幾年更為顯著。依上所述，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

下，推判影響我國通貨膨脹之主要因素應為下列何項？ 
經濟衰退造成生產成本增加 中央銀行持續進行寬鬆貨幣政策 
我國仰賴國際原物料比例高 國內需求增加導致物價上漲 

34 世界貿易組織（WTO）也被稱為經濟的聯合國，下列何者是我國加入 WTO 之後產生的隱憂？ 
不利於我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 若遭不公平貿易待遇有管道可申訴 
我國對他國商品課徵的關稅可望調高 我國農業等競爭力較弱產業面臨衝擊 

35 種番茄的農民說：「採摘番茄的工資大漲，每人每天的工資需要 1 千元，以目前每公斤 12 元，根本不敷成

本，如果花了錢僱人採番茄，到時只怕血本無歸，乾脆不採。」純就供給面而言，若依據農民的說法，則

番茄市場的供給曲線將會如何改變？ 
會隨著成本增加而使整條曲線向左移 會隨著成本增加而使整條曲線向右移 
因成本增加而減少供給量，是線上點的移動 因成本增加而增加供給量，是線上點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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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Under the threat of Ebola virus, people who have not been inoculated are       to the disease. 
numerable anonymous insensitive vulnerable 

37 Hurricanes are not      ; therefore, they always cause severe casualties. 
portable persistent predictable premature 

38 M. Rodriguez said clearly, “I like Pilar. She always       with her jokes.” 
freaked me out cheered me up chilled me out ended me up 

39 The Internet is rapidly       the TV as the most popular form of home entertainment. 
taking place of in use of replacing displacing 

40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to get       this small town is to ride a scooter. 
on  above at around 

 
第 41 題至第 45 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合適者 

Pushing a wheelchair is not really as easy as it looks. Before   41   out,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 rider is 
situated well in the seat of the wheelchair, so that the balance is kept steady during the ride. Also, her legs have to be 
firmly placed on the footrests so that her feet will not   42   on the ground. Then, before going forward, the brakes 
on the wheels have to be released. While en route, there are also many things to watch out for. You should never go 
too fast   43   bumps appear in your path. Maybe a teenager will suddenly stop in front of you to tie his tennis   44   
laces or a young toddler will wander into your pathway, and you will have to come to a   45   stop. If you are careful 
enough, you and the rider will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without any mishaps. 
41 reaching setting stretching pointing 
42 drag pull walk trip 
43 if so and then in case although 
44 ball racket shoe game 
45 later sudden false heav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ourism today has become rather specialized.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tours, which only allow the traveler to 
quickly visit one or two heritage sites and do a little shopping on the side, innovative travel agencies offer a number of 
itineraries for people with special interests. For modern-day religious pilgrims, trips are arranged to Jerusalem and 
Mecca. For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nature, ocean liners retrace the voyages taken by the naturalist Charles Darwin. 
Nature lovers can also take ecological tours that teach how to distinguish the plant and insect life in preserved wetlands. 
One of the newer types of tourism is called dark tourism, which includes tours to cemeteries and prisons. The traveler can 
visit the tombs of famous people at a cemetery in Paris or visit prisons where well-known political prisoners or hardened 
criminals were imprisoned. For people who take such specialized tours, learning some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just 
being able to say, “I’ve been there.” 
46 The journey taken together by the faithful followers of a particular religion is called a      . 

pilgrimage pleasure trip performance general tour 
47 An ocean tour that follows Darwin’s journeys would take you to see the unusual       on remote islands in the 

Pacific. 
history museums natural species sea coast resorts high-tech harbors 

48 According to the paragraph, on an ecological tour you would most likely be given instruction in       various 
species of plant life. 
cultivating planting identifying hybridizing 

49 The type of tourism called dark tourism could take you to visit a      . 
medieval castle burial site political convention battleground 

50 From the paragraph we may assume that the writer most likely prefers       tours. 
expensive specialized ordinary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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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之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

之。」此乃何項租稅法原則的明確說明？ 
新法優於舊法原則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 

2 納稅義務人對稅捐稽徵機關之復查決定如有不服，得於接獲復查決定書之次日起幾日內，依訴願法之規定提

起訴願？ 
7 日 15 日 30 日 60 日 

3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幾萬元以下

罰金？ 
2 萬元 4 萬元 6 萬元 8 萬元 

4 老李出售一般用地一筆，核定之移轉申報現值為 1,000 萬元，前次移轉申報現值為 400 萬元，若不考慮物價

上漲因素，請問其需應納土地增值稅額為多少？ 
60 萬元 100 萬元 120 萬元 140 萬元 

5 依據所得稅法第 17 條之規定，自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起，納稅義務人 5 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可申

報扣除多少元的幼兒學前特別扣除？ 
20,000 元 25,000 元 30,000 元 40,000 元 

6 應辦理暫繳的營利事業甲，其去年結算申報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為 20 萬元，今年前半年的營利事業

所得額為 60 萬元，請問甲今年應暫繳多少稅額？ 
8.5 萬元 10 萬元 17 萬元 20 萬元 

7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

總額百分之多少為限？ 
40% 30% 20% 10% 

8 若乙公司為法國影片公司，102 年度在我國境內出租影片收入達 7,000 萬元，該公司在臺灣設有分公司，全

年營業費用為 2,000 萬元，試問乙公司 102 年度之應納稅額為多少？ 
3,145,000 元 4,625,000 元 7,000,000 元 14,000,000 元 

9 陳先生 103 年度之房貸利息支出為 480,000 元，銀行存款利息為 150,000 元，則陳先生申報 103 年度之綜合

所得稅時，能夠扣除之購屋借款利息支出限額為多少元？ 
150,000 元 300,000 元 330,000 元 480,000 元 

10 自 87 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多少比例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10% 20% 30% 40% 

11 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死亡者，其遺產稅之免稅額為多少元？ 
600 萬元 1,200 萬元 1,800 萬元 2,400 萬元 

12 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為基本所得額扣除新臺幣多少元後，按行政院訂定之稅率計算之金額？ 
200 萬元 100 萬元 50 萬元 2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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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納稅義務人應申報之遺產或贈與財產，已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申報而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應按所漏稅額

處以幾倍以下之罰鍰？ 
1 2 3 4 

14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內，

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分幾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 2 個月為限？ 
12 14 16 18 

15 地價稅之基本稅率為多少？ 
千分之二 千分之十 百分之二 百分之十 

16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土地移轉繳納土地增值稅時，在其持有土地期間內，因重新規定地價增繳之地價稅，就其

移轉土地部分，准予抵繳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但准予抵繳之總額，以不超過土地移轉時應繳增值稅總額

百分之多少為限？ 
3% 4% 5% 6% 

17 依據契稅條例第 24 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不依規定期限申報者，每逾 3 日，加徵應納稅額百分之一之怠報

金，最高以應納稅額為限。但不得超過新臺幣多少元？ 
15,000 元 25,000 元 35,000 元 45,000 元 

18 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未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內含營業稅，經通

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多少元之罰鍰？ 
1 千 5 百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3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2 千 5 百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 3 千 5 百元以上 3 萬 5 千元以下 

19 丙商店係小規模營業人（稅率適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3 條第 1 項之規定），民國 102 年 1 月

至 3 月份經主管稽徵機關查定每月銷售額為新臺幣 150,000 元，其已依規定申報載有營業稅額憑證之可扣抵

進項稅額合計為 20,000 元，試問該期之應納稅額？ 
1,0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2,500 元 

20 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而營業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幾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 
10 倍 5 倍 2 倍 1 倍 

21 貨物稅之應稅貨物中，可以免徵貨物稅的貨物不包括下列何者？ 
用作製造另一應稅貨物之原料者 運銷國外者 
參加展覽並出售者  捐贈勞軍者 

22 依據印花稅法之規定，違反第 8 條第 1 項或第 12 條至第 20 條之規定，不貼印花稅票或貼用不足稅額者，除

補貼印花稅票外，按漏貼稅額處幾倍罰鍰？ 
1 倍至 5 倍 5 倍至 15 倍 5 倍至 20 倍 5 倍至 25 倍 

23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4 條之規定，在直轄市徵起之遺產及贈與稅收入，應有多少比例給直轄市？ 
20% 30% 40% 50% 

24 下列何者不是稅捐稽徵法中所稱的稅捐？ 
關稅 房屋稅 遺產稅 所得稅 

25 土地稅法所稱之自用住宅用地，需符合的條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無出租或供營業用 
其土地上之建築改良物屬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者為限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已成年子女，適用自用住宅以一處為限 

26 下列何者不是現行稅捐稽徵法規定納稅義務人行政救濟程序的方法之一？ 
復查 訴願 再訴願 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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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滿足相關條件者，可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按百分之十繳納土地增值

稅，且一生以一次為限。前述相關條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出售前 1 年內，不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部分 
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7 公畝部分 
自用住宅之評定現值不及所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 

28 依據最新修正的所得稅法，綜合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為多少？ 
20% 30% 40% 45% 

29 下列何者不是現行綜合所得稅的列舉扣除額？ 
捐贈 財產交易損失 保險費 災害損失 

30 根據我國現行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多少以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不得扣

除？ 
5% 12% 20% 30% 

31 關於我國現行所得稅法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除另有規定外，其應納稅額，分別就源扣繳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營利事業所得，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32 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或田賦的情形，不包括下列何種情形的土地？ 
納稅義務人行蹤不明者  權屬不明者 
土地所有權人未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 無人管理者 

33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證券交易稅係向出賣有價證券人課徵 
期貨交易稅係向買方交易人課徵 
公司發行之股票交易係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千分之三課徵證券交易稅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期貨交易所從事期貨交易，需依規定徵收期貨交易稅 

34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買賣動產所立之契據需貼印花稅票 印花稅兼採從價與從量課徵 
使用牌照稅於每年 3 月 1 日起徵收 娛樂稅係採從價課徵 

35 營利事業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捐贈，得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的限制為何？ 
以不超過所得額 5%為限  以不超過所得額 10%為限 
以不超過所得額 20%為限 不受金額限制 

36 娛樂稅代徵人依法代徵並如期繳納稅款者，主管稽徵機關應按其代徵稅款額給予多少比例之獎勵金？ 
1% 2% 3% 5% 

37 自 100 年度起，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的比率超過多少者，其超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

用或損失？ 
二比一 三比一 四比一 五比一 

38 關於遺產稅及贈與稅課稅範圍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遺有財產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遺產，課徵遺產稅 
非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在中華民國境內遺有財產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遺產，課徵遺產稅 
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為贈與者，應課徵贈與稅 
非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為贈與者，應課徵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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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遺產稅及贈與稅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依序為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及受遺贈人 

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贈與人 

遺產稅與贈與稅的稅率皆為 10% 

房屋的時價係以市場價格為準 

40 李四在臺北市擁有房地產兩筆，請問其會收到多少張房屋稅及地價稅的稅單？ 

各 1 張  房屋稅 1 張，地價稅 2 張 

房屋稅 2 張，地價稅 1 張 各 2 張 

41 關於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課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外銷貨物免稅  出售土地之稅率為 2% 

進口貨物免稅  保險本業銷售額之稅率為 5% 

42 關於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特種飲食業稅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酒家為 15%  有陪侍服務之茶室為 15% 

有娛樂節目之餐飲店為 15% 夜總會為 25% 

43 稀釋天然果蔬汁之貨物稅稅率為多少？ 

15% 13% 10% 8% 

44 直轄市及縣（市）經議會立法課徵之特別稅課，不得以已課徵下列何項稅目的貨物為課徵對象？ 

菸酒稅 營業稅 關稅 娛樂稅 

45 下列何項貨物係採從量課徵貨物稅？ 

橡膠輪胎 果汁 水泥 電冰箱 

46 下列何者不是貨物稅應稅貨物？ 

進口汽車 平板玻璃 航空燃油 高級木材 

47 關於菸酒稅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不論在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的菸酒，皆應依規定徵收菸酒稅 

菸酒稅係於菸酒出售給消費者時課徵 

運銷國外的菸酒，免徵菸酒稅 

菸之課稅係採從量課徵 

48 關於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營業人專營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其進項稅額不得申請退還 

營業人銷售零稅率貨物者，其進項稅額不得扣減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稅率為 0.1% 

小規模營業人稅率為 1% 

49 老王在民國 103 年以 500 萬元取得房地產一筆，並供其營業使用。同年底又將該筆房地產以銷售價格 1,000

萬元出售。請問其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應納稅額為多少？ 

50 萬元 75 萬元 100 萬元 150 萬元 

50 依一般稅額計算營業稅的營業人，其不得扣抵的進項稅額，不包括下列何者？ 

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 自用乘人小汽車 

非供本業使用，而係捐獻給政府之貨物或勞務 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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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每個人對任兩種財貨之消費的邊際替代率均相等時，則該經濟體系已達： 
交換的效率 生產的效率 技術的效率 全面的效率 

2 效用可能曲線（utility possibility frontier）可從下列那一曲線推導而求得？ 
拉佛曲線（Laffer curve） 供給曲線（Supply curve） 
需求曲線（Demand curve） 契約曲線（Contract curve） 

3 公共財搭便車之問題可歸因於公共財具有： 
排他性 敵對性 非排他性 非敵對性 

4 下列有關俱樂部財（club goods）的敘述，何者錯誤？ 
會員過多會產生坐享其成的現象 
在 適量時，滿足薩繆爾遜條件（Samuelson Condition） 
使用人次過多會產生擁擠成本 
可由私人提供 

5 根據下圖，那一個國家的所得分配較不平均？ 
 
 
 
 
 
 
 
甲國 乙國 相同 無法比較 

6 在純粹公共財由私人提供的情況下，產生市場失靈是因為： 
政府沒有效率 
外部性 
共有資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造成了公共財的過度使用 
提供公共財的成本太過龐大 

7 有關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它會改變受此外部性影響的第三者所面臨之價格 
它會改變受此外部性影響的第三者所面臨之生產函數 
它會影響此外部性生產者所面臨之生產函數 
它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 

8 下列有關共有資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的敘述，何者正確？ 
由於缺乏財產權，某些稀少性的資源可任由廠商（或民眾）取用，而不必給付價格 
由於缺乏財產權，某些稀少性的資源可由廠商（或民眾）取用，但必須給付價格 
此資源的財產權屬於某一國政府所有，但取用不必給付價格 
此資源的財產權屬於某一國政府所有，取用時必須給付價格 

（甲） 
（乙） 

家戶數累計百分比 

所
得
累
計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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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災過後使政府尋求解決水患問題的計畫，此現象稱為公共支出的： 
宣示效果（announcement effect） 位移效果（displacement effect） 
集中效果（concentration effect） 稽查效果（inspection effect） 

10 依據鮑莫（W. J. Baumol）的理論，公共支出成長的原因為下列何者？ 
位移效果、集中效果、稽查效果 
制輪效果 
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要素生產力以及報酬成長的差異 
財政幻覺 

11 在獨占市場下，若有消費上的外部利益存在，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的產出水準一定會大於 有效率的產出水準 
市場的產出水準一定會小於 有效率的產出水準 
市場的產出水準一定會等於 有效率的產出水準 
市場的產出水準可能會大於、等於或小於 有效率的產出水準 

12 對於私有住宅與國民住宅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前者具有消費的敵對性，後者具有消費的排他性 前者具有消費的排他性，後者具有消費的敵對性 
前者為私有財，後者為公共財 兩者均為私有財 

13 下列何者不是公共中間財（public intermediate goods）所產生的現象？ 
可提高社會的生產力  是生產者免費的投入要素 
可同時提供給多家生產者使用 可達成社會的交換效率 

14 若私部門的工資因為勞動的生產力提高而調升，進而帶動公務員薪水調升。假設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只

使用勞動投入，在公共服務提供數量不變情況下，則政府支出規模變化情形為何？ 
不變 縮小 擴大 無法確定 

15 具自然獨占性質之國營事業的「 佳定價法」（first-best pricing），是依據下列何者定價？ 
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平均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平均成本等於平均收益  邊際收益等於平均成本 

16 解釋政府支出常隨著經濟成長而遞增的現象中的「集中效果」（concentration effect），係指中央政府支出的

增加率常常較地方政府支出的增加率為： 
高 相等 低 不確定 

17 麥契爾（A. H. Meltzer）與李嘉德（S. F. Richard）認為公共支出增加的原因之一為： 
人口增加，提高社會成本 公共支出中資本部分日益減少 
公共財的價格下跌  政府稅收減少 

18 關於公共選擇理論所提的競租（rent seeking）行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用賄賂手段進行競租，「賄賂」行為本身並不會產生無效率 
競租理論是由杜洛克（G. Tullock）所提出的 
當要素需求完全不具彈性，需求曲線垂直時，表示要素使用沒有機會成本 
競租導致錯誤政策，是主要社會成本的來源 

19 有關林達爾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均衡成立時，具有柏瑞圖 適的性質 均衡成立時，投票者同意均分公共財的提供成本 
若採一致決，則均衡不可能成立 只需投票者過半數之同意，均衡即可成立 

20 X 財貨的需求為 P＝10-2X，而 X 財貨的供給為 P＝4＋X；X 是每年財貨 X 的數量，P 是每單位的價格。假

設每生產一單位 X 會對社會帶來外部成本$3，則 X 財貨的社會 適產量應為何？ 
1 單位 2 單位 3 單位 4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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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列何者屬於政府興建中部科學園區實質的效果？ 
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增加  物價水準上升 
房租上漲  名目工資上升 

22 成本效益分析中，支出計畫所產生的經濟效益與計畫目的無直接關係，且沒有市場價格者，稱之為： 
直接有形利益 直接無形利益 間接有形利益 間接無形利益 

23 一個計畫今天要支出 1,000 元，1 年後回收 660 元，2 年後回收 484 元，折現率為 10%，則效益成本比率

（benefit-cost ratio）為： 
0 0.1 1 144 

24 一項灌溉計畫，期初投入 2,000 萬元，往後每年均可產生 100 萬元的淨利益，在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
法下，如折現率為多少時，就可以投資？ 
大於 0% 大於 5% 小於 5% 大於 10% 

25 當其他條件不變，若公共投資增加，導致價格顯著下降時，該項公共投資的價格需求彈性愈大，其效益會如

何？ 
愈小 相等 愈大 二者無關 

26 社會安全制度 早是由誰所建立？ 
普魯士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27 有關社會保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社會保險是社會安全中涵蓋範圍 廣的項目 
社會保險為僅提供某特定人群的選擇性福利措施 
社會保險是政府為了改善市場所產生的無效率，建立的強制性保險制度 
社會保險的主要經費來源為被保險人所繳交的保費 

28 下列何者無法建立社會保險政策的合理性？ 
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問題的存在 所得重分配 
父權主義（Paternalism）  官僚政治（Bureaucracy） 

29 政府對競爭市場上商品課稅時，將使： 
均衡產量增加 市場價格下跌 社會剩餘減少 生產者剩餘增加 

30 下列何者不是實施兩稅合一的主要理由？ 
可以增加政府的稅收  可以緩減對企業舉債與募股的扭曲 
可以緩減對企業保留盈餘與發放股利決策的扭曲 可以緩減重複課稅之情況 

31 租稅的中立性原則是指租稅的課徵應： 
遵循垂直公平原則 使所有項目稅率均等 追求 高經濟效率 追求稅收 大的目標 

32 假設橫軸代表稅率，縱軸代表稅收，稅率上升而稅收卻下滑的情況，出現在： 
拉佛曲線（Laffer curve） 高點的右側 拉佛曲線（Laffer curve） 高點的左側 
單峰式偏好 高點的右側 單峰式偏好 高點的左側 

33 當一國的稅收所得彈性大於 1，則隱含該國整體稅制之： 
平均稅率（AT）大於邊際稅率（MT），且稅制的自動穩定功能較佳 
AT 小於 MT，且稅制的自動穩定功能較佳 
AT 大於 MT，且稅制的自動穩定功能較差 
AT 小於 MT，且稅制的自動穩定功能較差 

34 政府向銷售者課商品稅，其供給彈性與租稅負擔的關係為何？ 
完全彈性時，全由消費者負擔 完全彈性時，全由銷售者負擔 
完全無彈性時，全由消費者負擔 完全無彈性時，消費者與銷售者負擔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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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傳統上，關於間接稅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賦稅負擔不能轉嫁  對投資所得課徵 
遺產稅屬於間接稅  消費稅屬於間接稅 

36 下列那一個觀點認為「財產稅是對土地及建築物課徵的貨物稅」？ 
傳統觀點 新觀點 修正傳統觀點 使用費觀點 

37 若平均稅率隨著所得增加而減少，則此類型的租稅屬於： 
累進稅 累退稅 比例稅 定額稅 

38 有關貨物稅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特種消費稅  屬多階段消費稅 
僅對境內（消費地）課徵 生產者容易轉嫁稅負 

39 課徵定額稅（lump-sum tax）比較符合下列那一項租稅原則？ 
量能公平原則 水平公平原則 垂直公平原則 租稅中立性原則 

40 下列何者是我國地價稅的有效徵收率（effective levy rate）的正確計算方式？ 
土地公告地價與市價之比率乘以法定稅率 土地公告現值與市價之比率乘以法定稅率 
土地公告現值與市價之比率乘以有效稅率 土地公告地價與市價之比率乘以有效稅率 

41 中央政府補助地方政府發給地方失業居民失業救助金，這種補助款是一種： 
一般補助（general grant） 一般無條件補助（general unconditional grant） 
配合補助（matching grant） 特定補助（specific grant） 

42 下列何者 符合跨區域外部性（interjurisdictional externalities）的概念？ 
當地政府商品與勞務的提供影響當地居民的成本 
當地政府商品與勞務的提供影響住在其他地區居民的成本與利益 
當地居民商品與勞務的提供影響當地居民的利益 
當地居民商品與勞務的提供影響當地第三者居民的成本與利益 

43 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fiscal capacity）是指： 
衡量一個轄區融通政府提供服務的能力 衡量課稅轄區從所有資源徵收租稅的比率 
衡量一個轄區政府增加財政支出的能力 衡量一個轄區政府增加租稅收入的能力 

44 常用以衡量一國財政中央集權化程度的指標是： 
中央政府支出占各級政府支出總額的百分比 中央政府支出占各級政府收入總額的百分比 
中央政府收入占各級政府支出總額的百分比 中央政府收入占各級政府收入總額的百分比 

45 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主張地方公共財的主要財源為： 
所得稅 土地稅 銷售稅 消費稅 

46 複式預算（multiple budget）的編製內容，主要包括： 
總預算與分預算 普通預算與臨時預算 經常預算與資本預算 法定預算與分配預算 

47 下列何者認為，在既定的政府支出下，以租稅或公債融通政府支出，其所產生的經濟效果相同？ 
凱因斯學派 新興凱因斯學派 公共選擇學派 新興古典學派 

48 依據凱因斯（J. M. Keynes）的主張，面對經濟成長衰退、失業率提高，政府應該採行何種政策？ 
赤字預算 平衡預算 盈餘預算 增加貨幣供給 

49 行政機關察覺經濟問題的嚴重性後，必須從事相關資料的收集、分析並擬訂各種可行方案，因此會產生： 
認知上的延遲 行政上的延遲 決策上的延遲 執行上的延遲 

50 在中央總預算設定的預備金，稱為： 
第一預備金 第二預備金 總預備金 分預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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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初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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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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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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詞，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沆瀣一氣」，指志同道合，齊心一志 「一丘之貉」，指同樣低劣，並無差別 
「別鶴孤鸞」，指獨出人群，不與眾同 「不舞之鶴」，指心志高尚，不阿於世 

2 下列文句，何者成語的使用最為正確？ 
你真是個純真坦率、「胸無城府」的人 
他苦訓多時，總算「不孚眾望」取得勝利 
此次男子籃球隊「技壓群芳」，終於奪得多年來的首次冠軍 
地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若不加以解決，毀滅之日「倚馬可待」 

3 王先生因「丁憂」請假，其假別為何？ 
喪假 病假 事假 婚假 

4 徐太宇寫信給好友歐陽非凡，信的開頭：「非凡吾兄□□」，其中□□處宜填入： 
道鑑 鈞鑑 大鑑 賜鑑 

5 林律師年近半百膝下猶虛，上星期他太太終於生下一女，助理小吳想送他一份彌月禮，下列題辭，正確的選
項是： 
老蚌生津 雛鳳清聲 明珠在抱 珠聯璧合 

6 「詩經．桃夭」篇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此詩與下列祝賀之詞何者相近？ 
弄瓦之喜 關雎之喜 花萼相輝 松柏相輝 

7 《禮記．禮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其中「矜寡孤獨」
意指： 
地位低下的人 身世可憐的人 無依無靠的人 收入微薄的人 

8 劉長卿〈新年作〉：「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煙。已
似長沙傅，從今又幾年？」此詩意旨最符合下列那一選項？ 
感嘆孤獨在外，無人相識，寄人籬下 感慨流放異鄉，逢年遇節，倍增淒涼 
歎惋年歲已老，孤獨無友，唯猿相伴 歎息遠離家鄉，青春不再，物是人非 

9 《西廂記》：「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暉。」其中「恨不倩疏林挂
住斜暉」表達的情感是： 
感嘆美景不再，稍縱即逝 懊悔虛度青春，一事無成 
惋惜時空錯置，相見恨晚 希望時間稍留，多作相聚 

10 下列詩詞選項，何者不屬於感懷伴侶的死亡？ 
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遺燼一星然，連延禍相嫁。號呼憐穀帛，奔走伐桑柘。舊架已新焚，新茅又初架 

11 「玉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此詩描繪的是何種節日？ 
中秋節 元宵節 中元節 乞巧節 

12 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淝之眾，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
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現統西涼之眾，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
使超興兵入關，則操又何暇下江南乎？」孔明的計策類似於三十六計中的： 
遠交近攻 聲東擊西 圍魏救趙 反客為主 

13 「一個人縱然生來就有文學的特優資稟，如果他不下功夫修養，他必定是□□□□，□□□□。天才愈卓越，
修養愈深厚，成就也就愈偉大。」（朱光潛《談文學》）下列何者最適宜填入□處？ 
心為形役，身被名牽 一為不善，眾美皆亡 百憂感心，萬事勞形 苗而不秀，華而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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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林文月念及母親：「我們的軀體原來是二而一的，然則母親雖已離去，她的生命卻仍然藉著我的軀體延續下
去，因此我若是珍惜自己，便是珍惜母親，我若能發揚光大我生命的力量，便是發揚光大母親生命的力量。
母親那略泛金黃色的白髮，不盈一握在我掌心。我用指尖細膩梳通，一如母親晚年病中我為她沐浴時那樣溫
柔、那樣親密，然後，重新用另一張素色的信紙包妥。我徹底清理過梳粧檯的抽屜，仍然將白髮與臍帶放回
原處。」（林文月〈白髮與臍帶〉）依此文，下列那項與此最相符？ 
為人子女彰顯父母親的最好方式是照護長輩至死方休 
作者藉著與母親之間軀體的一部分，來說明此物的審美觀點 
白髮是母親的，臍帶是作者自己的，二者象徵母子的親情連結 
母親之愛，透過不盈一握的白髮，在作者痛苦時給予溫暖支持 

15 「有不少人，就整體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勢和境遇下，靈魂深處也悄然滲透出一點小人情緒，
這就與小人們的作為對應起來了，成為小人鬧事的幫手和起鬨者。謠言和謊言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市場？按照
正常的理性判斷，大多數謠言是很容易識破的，但居然會被智力並不太低的人大規模傳播，原因只能說是傳
播者對謠言有一種潛在的需要。只要想一想歷來被謠言攻擊的人大多是那些有理由被別人暗暗嫉妒、卻沒有
理由被公開詆毀的人物，我們就可明白其中奧祕了。謠言為傳謠、信謠者而設，按接受美學的觀點，謠言的
生命扎根於傳謠、信謠者的心底。如果沒有這個根，一切謠言便如小兒夢囈、腐叟胡謅，會有什麼社會影響
呢？」下列選項，何者最能表達本文旨意？ 
只有真正清醒理智、威武不屈的人，才能不被小人的謠言所迷惑 
小人能洞悉他人內心深處的陰暗角落，找到自己的幫手與起鬨者 
小人擅長造謠，且能迷惑眾人，因為傳謠、信謠者的心理往往懷有嫉妒、存在缺憾 
相信謠言之人大多是平庸之人，只要聽到與輿情相合的說法，便不加實證考察地採信 

16 〈有一首歌〉曾寫下這麼一段生活故事：「我是不到五歲就進了小學一年級的，在南京，在逸仙新村附近的
一個小學裏，我什麼都不會，什麼也不懂，卻學會了一首老師教的歌：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裏？
在上海，在南京，我的朋友在這裏。這麼多年來，我不單牢牢地記住了這首歌，並且還記住了教室裏地板上
溫暖的陽光，和窗外對著我微笑的外婆的笑容。我的女兒是在新竹上的幼稚園……那天下午，當她說要唱一
首新歌給我聽的時候，我並不太在意，埋頭在書桌前的我，也不過如平日那樣，隨口地應答著她罷了。然而，
我小小的女兒卻認真地唱起來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裏？在臺北，在新竹，
我的朋友在這裏。剎那之間，幾十年來家國的憂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從我心中翻騰而出……『媽
媽，寶貝唱得好不好聽？』我小聲地回答她：『好聽，寶貝唱得好聽。』……她高高興興地一邊唱一邊跑出
去找小朋友玩了，我一個人站在屋子的中間，發現熱淚已流得滿臉。」為什麼這首歌可以給作者如此感動？ 
因為幼稚園提供豐富的教學內容 
因為女兒天真無邪唱歌的模樣，讓她喜極而泣 
因為女兒居然會主動唱歌給她聽，而且唱得這麼好聽 
因為女兒所唱的歌，牽動了她生命記憶裡的經歷與感受 

17 張愛玲《張看．連環套》：「照片這東西不過是生命的碎殼；紛紛的歲月已過去，瓜子仁一粒粒嚥了下去，
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給大家看的惟有那滿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殼。」下列選項最接近上文旨意的是： 
物換星移，不堪回首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18 東方朔〈答客難〉：「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
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依上文內容，下列何者理解錯誤？ 
由於周室大壞因此諸侯爭雄 由於失士者亡因此諸侯不朝 
由於力政爭權因此彼此相擒 由於彼此相擒因此說得以行 

19 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
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
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資治通鑑．漢紀四十四》）依據上文，太守之喜是認為：  
上級姦贓枉法，不會認真查案 長官是其晚輩，對他相當禮遇 
知交久別重逢，暢敘生平之好 老友顧念舊情，可以得到庇護 

20 承上題，蘇章之為人，下列何者最為恰當？ 
既全公義，兼顧私誼 大權在握，獨斷獨行 不顧情義，公事公辦 公忠體國，謀定後動 

21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
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
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根據上引文
字，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文中的鵷鶵象徵莊子，腐鼠則代表惠子 
二人雖為好友，但彼此較勁，想分出高下 
二人互相交遊，惠子樂於從政，莊子則追求逍遙與高潔 
莊子不屑於擔任梁相，是因不願搶奪好友惠子的官位 

22 「夫學者，所以求□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
如此以學自□，不如無學也。」（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第 7》）文中兩個□內的字依序應該是： 
實／虛 公／私 益／損 福／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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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

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蘇
軾〈鼂錯論〉）此段文意旨在表達： 
立大業者必有執行力，和一夫當關的勇氣，才能名利雙收 
做大事者需有冒險心，和百折不撓的毅力，方能突破困境 
立大業者必有超世才，和忠貞不渝的意志，才能功成名就 
做大事者需有堅忍心，和壯士斷腕的精神，方能無畏無懼 

24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文中子貢的說法，符
合下列何者？ 
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25 孔子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代表求學歷程有三種不同境界，下列選項屬最高境界
的是： 
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 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26 「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
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蘇軾〈超然臺記〉）下列選項何
者較接近本文主旨： 
是福是禍，非關人力 可喜可悲，有時而盡 是美是惡，端看抉擇 擺脫羈絆，不役於物 

27 《孟子．梁惠王上》：「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文「頒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矣」，意謂老人能：  
分擔經濟 得到奉養 不辭勞苦 身體健康 

28 《史記．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
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
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
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
見父於河洛之間。」根據上文，下列關於司馬遷的經歷，何者正確？ 
司馬遷曾經搬家到龍門，並且在黃河南邊從事耕作 
司馬遷前往昆明那年，漢朝天子開始分封諸侯爵位 
司馬遷透過閱讀、旅遊與出使經歷，養成自身的能力 
司馬遷遊歷、出使多處後，因為被迫留滯在周南，憤恨不平 

29 《史記．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
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根據上文，「不賤」意為： 
見解高明 地位崇高 評價不低 富擬侯王 

30 承上題，周公之意在於告戒伯禽要： 
虛位讓賢 謙虛勤勉 精益求精 小心謹慎 

31 幽齋但有隙地，即宜種蕉。蕉能韻人而免於俗，與竹同功，王子猷偏厚此君，未免掛一漏一。蕉之易栽，十倍
於竹，一、二月即可成陰，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畫圖，且能使臺榭軒窗，盡染碧色，綠天之號，洵不誣也。竹
可鐫詩，蕉可作字，皆文士近身之簡牘，乃竹上止可一書，不能削去再刻，蕉葉則隨書隨換，可以日變數題，
尚有時不煩自洗，雨師代拭者，此天授名箋，不當供懷素一人之用。予有題蕉絕句云：「萬花題徧示無私，費
盡春來筆墨資，獨喜芭蕉容我儉，自舒晴葉待題詩。」此芭蕉實錄也。根據本文，王子猷偏愛何種植物？ 
芭蕉 荷花 竹子 柳葉 

32 承上題，作者認為芭蕉比竹子更為實用，主要是因為： 
可做芭蕉扇 可重複書寫 葉大可遮陰 便宜又耐用 

33 唐代「諍臣」魏徵作〈諫太宗十思疏〉，勸唐太宗當居安思危，厚積德義，勿因帝業已成而怠忽。若以今日
公文來看，較接近下列那一類？ 
令 呈 咨 函 

34 下列關於公文製作之原則，何者錯誤？ 
擬稿以一文一事為原則  採用由左至右之橫行格式 
字跡若有添註塗改，應於添改處蓋章 公文夾依其用途有紅、白、藍三色之分 

35 下列對公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對機關有所申請的時候，使用「申請函」 
 上行函，期望語通常用「請鑒核」「請查照」 
公務人員辭職轉任，可以使用「報告」，請求長官同意 
縣市政府與國立大學之間，公文往來，使用「平行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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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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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文句，採用譬喻的是： 
治大國若烹小鮮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37 下列常用成語中的個別詞義，正確的選項是： 
「趨之若鶩」的「鶩」是「鴨子」 「櫛比鱗次」的「櫛」是「梳子」 
「觥籌交錯」的「籌」是「筷子」 「大快朵頤」的「頤」是「舌頭」 
「破釜沉舟」的「釜」是「斧頭」 

38 下列文句中的謙敬詞語，使用恰當的選項是： 
總經理派我來這裡學習，請您不吝指教 
如果您明天還有時間，歡迎到我府上敘舊 
我來幫您填寫任職單位，請問您在那裡高就 
感謝主辦單位，讓我有機會撥冗光臨這場盛會 
很榮幸能邀請忝列十大發明家的羅先生到校演講 

39 古人的「名」與「字」，意義往往相應。下列各人名與其字，意義相反的是： 
曾點，字子皙 班固，字孟堅 杜甫，字子美 韓愈，字退之 蘇洵，字老泉 

40 下列詠物詩，以歌詠動物為主題的是： 
映日漾晴淵，沿沙曝黝甲。愛爾千歲姿，藏身一蓮葉 
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 
含煙若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為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眾芳搖落獨鮮妍，占斷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41 下列文句，何者意旨在強調「謹言」的重要性？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42 「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為尤潔；智械機巧，不知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為尤高。」根據這
段文字，可推知作者認同那一種人？ 
出淤泥而不染者 性純真而隱逸者 能通權而達變者 明機巧而不用者 喜澹泊而寧靜者 

43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
不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狙，是食人。有鳥焉，
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根據上文，合乎文意的選項是： 
在面臨北海的北號山中，有著會吃人的猲狙和鬿雀 
北號山有種樹形狀像楊樹，開紅花，果實味道酸甜 
北號山東北方的河水，清澈甘甜，飲用後不得瘧疾 
猲狙形狀像野狼，是紅老鼠的頭目，叫聲像豬 
鬿雀形狀像雞，有老鼠般的足、老虎般的爪 

44 那一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
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頭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
皆是。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到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
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 
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玉正踟蹰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裏作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
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鋤上掛著花囊，手內拿著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撂在那
水裏。我才撂了好些在那裏呢。」林黛玉道：「撂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
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冢，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裏，拿土埋上，
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乾淨。」 
上文是紅樓夢所描寫的一小段發生在大觀園中的情事。下列敘述，符合上文意思的是： 
黛玉葬花，不忍花被髒汙了 
落花隨水流，正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寶玉將花瓣抖在池內，不忍花被踐踏 
這一天，黛玉正在尋找一個可以埋葬落花的花冢 
花瓣流出沁芳閘去了，也就是流出大觀園外，可能髒汙 

45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為托，曰：「其長損
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可適。」眾皆伏泰之義。
嘗於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洗刷，卻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於義興，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
千。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停舟徒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
於時，睹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翁姑於此，子孫不肖，為他人所有，故
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
維而逝，不復返矣。（《唐摭言》卷四．「節操」）文中可看出孫泰「操守頗有古賢之風」的是： 
購置別墅，花費緡錢二百千 姨卒，泰娶其姊，因其人有廢疾 
命洗刷，卻銀也，泰亟往還之 泰回，停舟徒步，復以餘資授之 
返屋於老嫗，解維而逝，不復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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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佛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人格是在與他人互動中，在彼此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的。依此判斷，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自我是遵循現實原則，在立即滿足與延宕之間尋求平衡 
超我以享樂為追求，受到本能欲力的驅使，展現生物的我 
本我受到道德原則規範，以 高標準約束個人的內在良心 
客我是內化他人觀點與團體規範的結果，以符合社會期待 

2 某國甲、乙二公司聯合供應該國 99%以上的自來水，其費率由主管機關訂定。這樣的現象屬於公平交易

法中何種行為類型？ 
獨占行為 結合行為 聯合行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 

3 小華覺得大學學生會會費太高，故選擇不加入，但他卻享受學生會為該校學生爭取權益後帶來的好處。

就學生會推動公益的立場而言，小華的行為是屬於下列何者？ 
搭便車問題 鄰避效應 誘因不足 共有財悲劇 

4 俗話說：「你不理財，財不理你。」坊間出版各種理財書籍，社會也提供現代人各種理財工具與投資管

道，使得現代人越來越重視個人的理財規畫。上述改變主要屬於下列那一種層次的社會變遷？ 
器物生活 社會風俗 價值觀念 人際互動 

5 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好萊塢電影挾帶優勢，使得我國的本土電影可能面臨生存危機。面對此危機，

應採取下列何種因應措施？ 
設立電影審查機關，以篩檢外國電影 避免文化交流，以保護本土電影發展 
全盤接受並加以學習，以迎合主流文化 肯定認同本土文化，進而文化創新 

6 法國學者杜瓦傑（M. Duverger）認為，不同的選舉制度會影響政黨體制的發展。依據上述杜瓦傑的說法，

下列何者正確？ 
採用一輪投票，政黨將趨向多黨制 採用兩輪投票，政黨將趨向多黨制 
採用政黨比例代表制，政黨將趨向兩黨制 採用複數選區制，政黨將趨向多黨制 

7 依我國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應為 高的行政首長？ 
總統 立法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 總統府秘書長 

8 甲國採民選方式選舉總統，類似南韓；乙國國家領導人由前領導人兒子繼任，類似北韓。依社會學者韋

伯（Max Weber）對統治正當性的分類，下列何者正確？ 
乙國領導人屬於軍事領袖型權威 甲國領導人屬於合法與理性型權威 
兩國領導人同屬傳統型權威 兩國領導人同屬領袖魅力型權威 

9 我國全國性的公民投票經多次提案與投票，迄今均無任何提案通過，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提案方式與規定過於鬆散 辦理全國性選舉經驗不足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把關不嚴 投票及通過的門檻都很高 

10 有關西方古典民主理論的代表人物與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洛克提出剩餘價值說  盧梭主張社會契約論  
孟德斯鳩提出五權分立  熊彼德主張審議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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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我國國籍法規定，國民在何種條件下，經內政部許可後，可喪失國籍？ 
生父為外國人，未經其生父認領者  
為外國人之配偶，並擔任中華民國公職者  
為外國人之養子女，因刑事案件被判刑尚未執行完畢  
年滿 20 歲，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人，自願取得外國國籍者 

12 契約是雙方當事人合意成立之法律行為，屬私法自治的展現，但基於維護權利之社會性與公平正義，契

約內容必須是合法的。下列四種契約行為，依我國民法之規定，何者具法律效力？ 
網路廠商標價錯誤，買家低價下單 個人和公司簽訂月薪 17000 元的僱用契約 
雙方父母替子女決定婚約關係 父親和子女登報約定，拋棄親子關係 

13 小剛上網購買智慧型手機，20 天後向廠商要求退換貨。依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可，屬於智慧財產權的商品拆封後不能退換 不可，已經超過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 7 天鑑賞期 
可以，買東西本來就可以退換 可以，還沒超過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 30 天鑑賞期 

14 依中華民國憲法規定，若行政院和監察院之間產生爭執，下列何者有權召集有關院長會商解決其爭議？ 
總統 副總統 立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15 某知名藝人返臺積極參與總統大選活動。除對外表態支持對象，並向影迷訴求共同支持該候選人，選舉

當天更以私章蓋在選票上。依上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違反「普通原則」，因藝人身分與一般人有別  
違反「平等原則」，因身為公眾人物具影響力 
違反「直接原則」，因直接對民眾表達其支持者 
違反「無記名原則」，因選票上明顯有具名之況 

16 志明騎機車不慎撞倒了同樣騎機車的春嬌，春嬌車毀但人並無大礙。因此兩人彼此協議達成約定，由志

明全額支付春嬌修理機車的費用。上述春嬌與志明解決紛爭的方式，應屬下列何者？ 
訴訟外的和解 訴訟上的和解 調解 仲裁 

17 為落實民眾訴訟權，在法庭上協助被告進行辯護，身穿鑲綠邊法袍者，是法庭上的何種司法人員？ 
法官 書記官 檢察官 公設辯護人 

18 美莉離婚後與志雄結婚，志雄十分喜歡美莉與前夫所生的小孩小威，如果志雄希望小威能有遺產繼承權，

除了以遺囑的方式外，還可以透過什麼手續，讓小威能繼承其遺產？ 
準正 認領 認養 收養 

19 在我國實施憲政的過程中，下列何者 能揭示我國開始修憲，重啟憲政體制的開始？ 
解除戒嚴  第一次總統直選 
終止國家統一綱領  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20 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那些案件的審理「不公開」？①保護令事件 ②誹謗案件 ③少年保護事

件 ④過失傷害案件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1 法律的制定必須按照一定的程序，有關我國法律制定的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程序委員會編入議程→一讀→委員會審查→二讀→三讀→公布 
法制委員會編入議程→一讀→二讀→三讀→全院委員會審查→公布 
程序委員會編入議程→一讀→二讀→委員會審查→三讀→公布 
法制委員會編入議程→委員會審查→一讀→二讀→三讀→公布 

22 小剛酒後與好友小強發生口角，回家後傳手機訊息給小強，內容寫著「你死定了」，小強決定對小剛提

出恐嚇告訴。依我國刑事訴訟相關法規，下列何者正確？ 
若證據證實小剛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才提起公訴 
法官審理後認為小剛無明顯犯意，應為不起訴處分 
小強如果對於處分不服，可以再提起上訴 
小強是本案有告訴權人，可請求法官偵查 

23 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下列那些事件之第一審應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負責審理？①通常訴訟程序事件 

②簡易訴訟程序事件 ③交通裁決事件 ④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4 某人因偷 2 塊錢的空寶特瓶被控竊盜，警方依法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該行為者犯後有悔意，又非

慣犯，承辦的檢察官依微罪不舉予以不起訴處分。檢察官以不起訴結案，符合下列何項原則的精神？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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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國家為保障勞動者之基本權利，乃制定勞動基準法，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此種規定主要在落實憲法所保障的何種權利？ 
平等權 社會權 參政權 自由權 

26 某記者跟拍名人夫妻，遭警方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裁罰罰鍰，該記者認為損害其新聞自由， 後依法

向司法院聲請釋憲。大法官為了審理此釋憲案，雙方應透過下列何者來進行言詞辯論？ 
 高法院 憲法法庭 大法官會議  高行政法院 

27 高中畢業的阿國面臨就業或繼續升學的兩難。就業每月薪水 25000 元，生活費每月 6000 元；讀大學 4 年

學費共計 160000 元，生活費每月 6000 元。下列何者是阿國念大學 4 年的機會成本？ 
1360000 元 1488000 元 1648000 元 1936000 元 

28 需求法則是一般人消費行為的慣常模式，此一法則主要在說明何種關係？ 
 需求量隨價格作反方向變化 需求量隨偏好作同方向變化 
需求量隨所得作同方向變化 需求量隨預期作反方向變化 

29 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提供消費者安全、健康、值得信賴的商品，近來大受消費者青睞，成為消費者

購物的新選擇。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倘若市場上消費者對此類商品的需求增加，供需的變動情形與下列

那一現象相同？ 
旅日職棒好手因經典賽表現優異而使其相關周邊商品缺貨 
便當業者在成本增加的情形下仍未調整價格 
政府降低對進口商品課徵的關稅，使民眾對進口商品需求量提高 
速食業者推出優惠活動，造成大排長龍購買餐點 

30 某知名蛋捲店，家庭號 1 包 22 支賣 135 元，而禮盒 1 盒 25 支賣 230 元。由於每日供應數量固定，有人

排隊花 135 元買家庭號，轉手就以 150 元賣出，花 230 元買禮盒，轉手馬上以 235 元賣出，買的越多，

賺的也越多，以致每天都有黃牛排隊搶買。依上所述，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下列何者正確？ 
應是店家為賺取較多利潤，促銷該產品的手段 排隊花時間雖有成本，但轉手出售即可賺利潤 
排隊的黃牛應是搶買禮盒，因為賣的價格較高 因為有黃牛排隊搶買，會使該店家的利潤增加 

31 王大智發明一種水做的眼鏡，順利申請到專利。有廠商看中他的發明創意，以一百萬元向他購買專利，

準備明年開始量產。該廠商購買的專利權，應屬於下列何種生產要素？ 
資本 勞力 自然資源 企業才能 

32 當某產品市場出現外部效益時，政府通常會採取補貼的方式。當政府採取補貼政策時，對於該產品市場

的均衡數量影響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均衡數量增加 均衡數量減少 沒有影響 無法判定 

33 美國實施寬鬆的貨幣量化政策（QE）執行的時機與目的，與下列何者相同？ 
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買進有價證券 中央銀行調高重貼現率 
政府提高所得稅稅率  政府減少公共支出 

34 經濟學中所謂的公共財同時具有共享與無法排他兩種特性。下列財貨中，何者屬於純公共財？ 
臺北大眾捷運系統 花蓮港的港口燈塔 一票難求的職棒比賽 購票參觀的世貿展覽 

35 曉晴希望透過投資外幣累積財富，時值政府公債利率為 1.5%，她將其原有的 30 萬新臺幣換成美元（匯率

為 30：1），並在 1 個月後（當天匯率為 32：1）轉回新臺幣，在不計其他利息收入的狀況下，曉晴的投

資結果應為下列何者？ 
曉晴投資之報酬率約為 10% 此次投資之風險貼水約為 5% 
曉晴資本利得 30000 元新臺幣 此次投資可視為無風險投資 

36 People in this neighborhood are      . We are moving to a place which is more friendly. 
 desirable  open-minded  kind-hearted   hostile 

37 John was neither intelligent nor diligent. However, to my      , he passed the test. 
 involvement  commitment  engagement  astonishment 

38 Paula and I are       about each other. We fell in love the first day we met online three months ago. 
 sad  crazy  loving  attractive 

39 I will be here for       four years. 
 the other  another  others  one another 

40 While we were waiting for the train, we saw two tourists who seemed lost, so we       to help. 
 offered  cautioned  hesitated  introduced 



代號：2502
頁次：4－4 

There are some old cities in Turkey. Some of the cities are over 2,000 years old. No one lives in these 
cities today, but people still   41   them. Why do tourists want to see them? Because the cities are under 
the ground! 
        The cities had kitchens. They had meeting rooms. They had places to   42   cereal. They had tables. 
They even had air tunnels or chimneys. The air tunnels made it   43   to breathe more than one hundred 
feet under the ground. They kept fresh air flowing through the   44  . 
        The cities had locking stones. The stones could only be opened or closed   45   inside. The locking 
stones were used to keep the people safe inside the cities. 
41  destroy  invent    arrest  visit 
42  harvest  store  grow  search 
43  safe  hard  cruel  tight 
44  Turkey  rooms  cities  stone 
45  from  to   of   with 

Did you know that 7 out of 10 students have cheated at least one in the past year? Did you know that 50 
percent of those students have cheated more than twice? These shocking statistics are from a survey of 9,000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Incredibly, teachers may even be encouraging their students to cheat! Last year at a school in Detroit, 
teachers reportedly provided their students with answers to statewide standard tests. Students at the school 
told investigators that they were promised pizza and money if they cheated on the test as told. Similar charges 
at several schools in San Diego county have prompted investigation. A student at a local high school says she 
sees students cheating on almost every test, and the teachers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The kids claim that they’re tempted to cheat because of peer pressure and intense competition to get top 
grades. Many kids also say that their parents are setting a bad example by “fudging” on income taxes, lying 
about age to pay lower admission prices, or cheating their way out of a speeding ticket. They are sending a 
message to their kids that it is okay to cheat and lie. 

Finding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is difficult. In our school’s math classes, each student has different 
problems on their test papers, so it is useless to look at someone else’s answers. Teachers could also 
randomly mix the problems throughout the page. Another solution is for adults to lower their expectations. 
Chances are that students believe cheating is the only way to meet unreasonably high expectations. Perhaps it 
is time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seriously examine whether higher test results are important enough to 
encourage cheating.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article? 

Working in America  Cheating in America  Students in America  Teachers in America 
47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at did teachers at a school in Detroit ask their students to do? 

 They asked their students never to cheat on tests. 
 They asked their students to cheat on tests. 
 They asked their students never to have pizzas for lunch. 
 They asked their students to have pizzas for lunch.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is correct about “tempted” in paragraph three? 
 told do the right thing   advised to pay a speeding ticket 
 urged to set a good example  encouraged to do wrong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is correct about “fudging” in paragraph three? 
 to act dishonestly  to act bravely  to act fairly  to act smartly 

50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e problem of cheating among students cannot be easily solved. 
 Intense competi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cheating on exams. 
 Bad examples from parents send a message to their children that it’s okay to laugh at others. 
 It’s time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s performance on ex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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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租稅法適用之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同一事項新舊法規有不同規定時，舊法應優先於新法適用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優先適用 
實體從新，程序從舊 
租稅之行政救濟，實體法之適用優先於程序法 

2 依據稅捐稽徵法規定，財政部與外國政府本於互惠原則商訂互免稅捐之協定，應報經下列那一機關核准

後，以外交換文方式行之？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總統府 

3 依據稅捐稽徵法規定，公司法人解散清算時，未清繳之稅捐，應由下列何者負繳納義務？ 
負責人 債權人 清算人 管理人 

4 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義務人給付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的各類所得，應於何時將所扣稅款向國庫

繳清？ 
當月月底前  次月月底前 
次月 10 日前  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 

5 甲公司 10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但已於接到稽徵機關填具滯報通知書規定

期限內補辦申報，且無故意逃漏稅事實，依據稅捐稽徵法規定，核課期間為多久？ 
自補辦申報日起算 5 年  自補辦申報日起算 7 年 
自申報期限屆滿之翌日起算 5 年 自申報期限屆滿之翌日起算 7 年 

6 納稅義務人如有欠繳稅捐，稅捐稽徵機關得作為之行政處分，依稅捐稽徵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 函請內政部警政署限制其出境 
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財產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 

7 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49 條規定，稽徵機關對於違章的納稅義務人裁處之罰鍰，準用有關稅捐之規定，但不

包括下列何項？ 
加計利息 限制出境 強制執行 核課期間限制 

8 依所得稅法規定，委託人為營利事業之信託契約，信託成立時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者，該信託成立

年度受益人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價值，應以下列何者為納稅義務人申報納稅？ 
受託人 委託人 受益人 契約指定人 

9 依所得稅法規定，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經營下列何種事業，因成本費用分攤困難，得向

財政部申請核准，以其境內營業收入 10%為境內營利事業所得額？ 
承包營建工程 提供技術服務 國際運輸 出租機器設備 

10 現行所得稅法關於固定資產提列折舊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固定資產耐用年數不及兩年者，得以其成本列為取得年度之損失，不必按年折舊 
固定資產之使用年數已達規定年限者，其後年度仍繼續使用而提列之折舊，不予認列為費用 
固定資產因特定事故，未達規定耐用年數而廢棄者，得提出確實證明，以未折減餘額列為年度損失 
固定資產計算折舊時，應預估其殘值，並以減除殘值後之餘額為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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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所得稅法規定，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出售持有期間一年以內之房地交易所得，下列何者不適用

45%稅率課徵所得稅？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 非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營利事業 

12 現行所得稅法明列各項得採之存貨估價方法中，不包括下列何者？ 
先進先出法 後進先出法 個別辨認法 移動平均法 

13 依所得稅法規定，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採列舉申報扣除額之項目，下列何者不受金額限制？ 
購屋借款利息 勞工保險保險費 房屋租金支出 對國立大學之捐款 

14 依現行所得稅法，下列何者不適用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扶養親屬年滿 70 歲之免稅額得增加 50%之規

定？ 
納稅義務人之父母  納稅義務人之祖父母 
納稅義務人配偶之父母  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妹 

15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計算個人之基本所得額，除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所得淨額外，應加計之項

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香港、澳門來源所得 
外國來源所得  申報綜合所得稅減除之非現金捐贈金額 

16 依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予股東，稽徵機關應如何懲處？ 
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並對營利事業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 1 倍以下之罰鍰 
責令股東限期補繳溢抵稅額，並對股東溢抵稅額處 1 倍以下之罰鍰 
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對股東溢抵稅額處 1 倍以下之罰鍰 
責令股東限期補繳溢抵稅額，對營利事業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 1 倍以下之罰鍰 

17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不視為贈與？ 
主債務人宣告破產，保證人因履行保證責任之代償行為 
張三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給李四 
贈與未成年子女不動產，由贈與人繳納之契稅與土地增值稅 
祖孫間財產之買賣，未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 

18 某甲於 104 年年初死亡，遺有配偶及 2 個已成年子女，父母均健在，並有各自生活之兄、姊各 1 人。就

甲之親屬狀況，計算遺產稅稅基時，不含喪葬費可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金額為多少元？ 
 600 萬  680 萬  760 萬  880 萬 

19 威廉是一美國人，娶我國國民美美為妻，104 年 10 月間不幸意外去世，試問：美美辦理威廉的遺產稅申

報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不得減除下列何項金額？ 
免稅額 配偶扣除額 國內喪葬費用 國內銀行借款 

20 依土地稅法規定，關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申報人於訂定契約之日起 30 日內申報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現值為準 
經法院拍賣之土地，拍定價額低於拍定日期當期之公告現值者，以拍定日當期之公告現值為準 
遺贈之土地，以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現值為準 
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申報人向法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現值為準 

21 有關納稅義務人申請土地增值稅重購退稅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或土地被徵收後 2 年內重購 
應另行購買他處符合用途規定之土地 
自用住宅用地、自營工廠用地、自耕農業用地均得申請適用 
新購土地地價應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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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土地稅法規定，下列何種土地之移轉方式，其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取得土地所有權之人？ 

贈與 買賣 交換 政府徵收 
23 依土地稅法，下列何種土地移轉時之增值，無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 

贈與地方政府之私有土地 配偶間相互贈與之土地 
私人捐贈興建寺廟之土地 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 

24 依現行土地稅法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將自有土地交付信託，信託契約明定受益人為委託人並享有全部信

託利益，受益人如在信託關係存續期間死亡，受託人出售該信託土地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原規定地

價係指下列何者？ 
前次取得之實際交易價格 前次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移轉現值 
信託契約訂約日當期之公告現值 受益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現值 

25 某甲於 A 市、B 縣各有一筆課稅地價總額為 300 萬元之一般用途土地，假設 A 市、B 縣累進起點地價分

別為 500 萬元及 100 萬元，依土地稅法規定，某甲於 A 市、B 縣應分別繳納地價稅稅額多少？ 
 A 市 30,000 元；B 縣 30,000 元  A 市 30,000 元；B 縣 40,000 元 
 A 市 30,000 元；B 縣 45,000 元  A 市 0 元；B 縣 45,000 元 

26 依契稅條例規定，下列那些不動產交易類別之契稅稅率為契價的 6%？ 
買賣、典權、交換 買賣、交換、贈與 買賣、贈與、占有 典權、分割、占有 

27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何項貨物或勞務應課徵營業稅？ 
醫院病房之膳食  工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 
銀行業總、分行往來之利息 網購自國外進口之貨物 

28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營業稅法所稱之銷售貨物或勞務？ 
律師代理訴訟服務  公司以其產製供銷售之貨物轉供自用 
公司委託他人代銷貨物  公司以其進口貨物贈與員工 

29 張父贈與一處房地予其子張三，為申請物權登記，由張三估價立契執收正本。依現行稅法規定，張三應

繳納那些稅捐？①贈與稅 ②土地增值稅 ③契稅 ④印花稅 ⑤所得稅 
①②③  ②③④  ③④⑤  ①③④  

30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進口應徵貨物稅之貨物，其應徵營業稅之銷售額如何認定？ 
關稅完稅價格加進口稅  關稅完稅價格加進口稅加貨物稅 
關稅完稅價格加貨物稅  關稅完稅價格 

31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貨物，何者於進口及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時均得免徵營業稅？ 
小麥、麵粉 肥料、農業用藥 金條、飾金 報紙、節目播映帶 

32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營業人以貨物與他人交換貨物者，其銷售額應如何認定？ 
換出貨物之時價  換入貨物之時價 
換出或換入貨物之時價從高認定 換出或換入貨物之時價從低認定 

33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交易何者應以時價認定其視為銷售貨物之銷售額？ 
受託代購  委託代銷 
受託代銷  營業人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 

34 進口依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規定應稅貨物之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申報致逃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者，

除補徵稅款外，應處以所漏稅額幾倍之罰鍰？ 
 1 倍  3 倍以下  2 倍至 5 倍  5 倍至 10 倍 

35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自國外進入科學工業園區之保稅貨物，應如何課徵營業稅？ 
適用零稅率  適用免徵營業稅 
不屬於營業稅課稅範圍  屬進口貨物，由海關代徵一般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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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貨物稅條例規定，使用汽油為燃料之各類車輛之貨物稅稅率，基於節約能源考量，以下列何者最低？ 
機車  汽缸排氣量 2,000 立方公分以下之小客車 
汽缸排氣量 2,001 立方公分以上之小客車 大客車 

37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下列何項租稅屬縣（市）稅而應以其部分徵起之稅收，交中央統籌分配至各縣

（市）？ 
營業稅 土地增值稅 地價稅 使用牌照稅 

38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之稅收不屬於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財源？ 
所得稅 營業稅 貨物稅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9 依現行菸酒稅法規定，未標示加鹽之料理米酒，應按下列何項酒類標準徵收菸酒稅？ 
釀造酒 蒸餾酒 再製酒 料理酒 

40 依印花稅法規定，同一憑證違法情事在兩種以上者，應如何處罰？ 
分別裁定擇一從重處罰 分別裁定合併處罰 分別裁定擇一處罰 擇一裁定處罰 

41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營利事業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就其未給與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應處罰鍰

比例及上限分別為何？ 
 2%，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  3%，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100 萬元 
 5%，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100 萬元  10%，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500 萬元 

42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不能於規定時間繳清稅捐，依法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繳納者，

其延期繳納之期間最長不得逾多久？ 
 6 個月  1 年  2 年  3 年 

43 稽徵機關對於逃漏下列何項稅捐，涉有犯罪嫌疑案件，得聲請司法機關簽發搜索票，實施搜查？ 
貨物稅 證券交易稅 土地增值稅 使用牌照稅 

44 依土地稅法規定，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再行出售者，應如何處罰？ 
處再行出售移轉現值 2%之罰鍰 處再行出售移轉現值 3%之罰鍰 
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1 倍以下之罰鍰 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2 倍以下之罰鍰 

45 下列何種情形，依土地稅法規定，地價稅不是由土地所有權人負納稅義務？ 
設有地上權之土地 設有抵押權之土地 設有租賃權之土地 設有典權之土地 

46 依土地稅法規定，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除追補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

應納稅額幾倍之罰鍰？ 
 1 倍  2 倍  3 倍以下  1-3 倍 

47 依房屋稅條例規定，私有房屋有下列何種情形，免徵房屋稅？ 
政府平價配售之平民住宅 
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 3 成以上之房屋 
不以營利為目的，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 
農會所有之自用倉庫 

48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國際海運事業自我國境內承載旅客出境，其銷售額之計算標準為何？ 
自境內承載旅客出境的全部票價 自境內承載旅客至境外第一站的票價 
自境內承載旅客出境的全部票價之 40% 自境內承載旅客出境的全部票價之 50% 

49 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下列何者不適用其進項稅額 10%在查定稅額內扣減之規定？ 
典當業  小規模營業人 
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 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 

50 營業人申請變更下列何種營業登記事項，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

後為之？ 
營業地址 營業種類 增加資本 減少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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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決定公共財最適提供量的條件通常被稱為： 
佛利得曼（M. Friedman）條件 貝克（G. Becker）條件 
尼斯坎南（W. Niskanen）條件 薩繆爾遜（P. Samuelson）條件 

2 以 MB 表示公共財對各人之邊際效益，並以 MC 表示公共財之邊際生產成本，則公共財最適提供量之條

件為： 
每人 MB 應相等，且大於 MC 所有人 MB 之乘積應等於 MC 
所有人 MB 之加總應等於 MC 每人 MB 應相等，且等於 MC 

3 公共財在人數少時可由彼此協商產生具效率性之市場均衡是為： 
瓦爾拉斯（Walras）均衡 林達爾（Lindahl）均衡 
亞羅（Arrow）均衡  薩繆爾遜（Samuelson）均衡 

4 依據布坎南和杜洛克（Buchanan and Tullock）之最適票決法則（optimal voting rule），下列何種票決的決

策成本最低？ 
絕對一致票決 簡單多數票決  2/3 多數票決  4/5 多數票決 

5 若要以皮古稅（Pigouvian tax）解決污染所造成的不效率，則其單位稅額應為： 
最適污染量下之邊際污染成本 最適污染量下之防污成本 
課稅前產量下之邊際污染成本 課稅前之污染損害 

6 有關資源配置不效率的實質外部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必須是廠商所造成 受害者必須是消費者 受害者至少有二人 未反映於市場價格中 

7 寇斯（Coase）理論須在下列何條件下始可適用？  
有政府介入時  協商之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很高時 
相關人數很多時  財產權可確定時 

8 下列何者非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之可能原因？ 
外部性之存在 資訊不對稱 市場非完全競爭 市場競爭太強 

9 選票互助（logrolling）可能會產生下列何種結果？ 
有可能會提高社會福利  不會改變公共決策之結果 
必然造成投票結果的不效率 必可提高公共決策之效率性 

10 下列何者為一致決（unanimity rule）投票制度的主要問題？ 
不符合巴累托原則（Pareto Principle） 中位選民之要求必可獲得通過 
少數反對者受到傷害  通常無法達到決議 

11 選民針對單一議題採多數決投票時，下列那一條件的成立可避免產生循環性票決？  
所有選民之偏好均為水平 所有選民之偏好均為單峰偏好 
選民人數為偶數  選民人數為奇數 

12 公共選擇理論中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是由下列何者提出？ 
亞羅（K. Arrow）  貝羅（R. Barro） 
布坎南（J. Buchanan）  貝克（G. B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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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投票理論中「無關選項之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選項 A 之參選不會影響選項 B 之當選與否 
選項 A 之參選不會影響選項 B 與選項 C 之間誰會參選 
選項 A 之參選不會影響選項 B 是否會參選 
選項 A 之參選與否不會影響選項 B 與選項 C 間之集體排序 

14 下列何者不是公共選擇理論所指政治「鐵三角」（iron triangle）的成員？ 
民意代表 政府官員 總統 利益團體 

15 有關投票制度中巴累托原則（Pareto Principle）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當選者應要提高所有選民的福利，造成巴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 
若過半選民不支持之候選人便不得當選 
若過半選民皆偏好方案 A 勝過方案 B，則結果便不應該是方案 B 獲選 
若所有選民皆偏好方案 A 勝過方案 B，則結果便不應該是方案 B 獲選 

16 在尼斯坎南（W. Niskanen）的官僚模型中，政府官僚的目的是在追求下列何者極大化？ 
社會福利 政黨利益 政府預算 經濟發展 

17 公共財數量若是由眾人用簡單多數決（simple majority voting）的方式決定，則下列何者正確？ 
其結果必會超過社會最適量 其結果必會符合社會最適量 
其結果必會低於社會最適量 其結果可能高於也可能低於社會最適量 

18 多期之「成本效益分析」常須計算「現值」（present value, PV），下列有關現值之敘述何者正確？ 
現值不受回收期間長短之影響 現值與折現率無關 
回收期愈長，則未來回收之現值愈高 折現率愈高，則未來回收之現值愈低 

19 成本效益分析中之內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是指： 
使得一計畫的淨現值為正之市場利率 使得一計畫的淨現值為零之折現率 
使得一計畫的淨現值為負之市場利率 公司股東之時間偏好率 

20 成本效益分析中之效益成本比是指： 
效益現值除以成本現值  效益現值扣除成本現值 
成本現值除以效益現值  成本現值扣除效益現值 

21 政府與民間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時所用的折現率（discount rate）之所以不同，是因為： 
政府會考慮計畫之期間長度 政府會考慮計畫之外部性 
政府會考慮計畫之回收時間 政府會考慮計畫之適法性 

22 若政府比民間企業更重視未來世代，則其進行公共投資成本效益分析所採的折現率與民間的折現率相比

應會： 
較低 較高 相同 為零 

23 下列何者常被用以衡量所得分配的不均度？ 
恩格爾曲線（Engel Curve） 效用可能曲線（Utility Possibility Curve） 
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ve） 拉佛曲線（Laffer Curve） 

24 關於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其值愈小表示所得分配愈平均 其值位於 1 與-1 之間 
以個人所得為計算單位  可用以計算稅制之累進性 

25 有關國民年金保險所採用的「隨收隨付」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必採確定給付  由目前工作人口之所得提撥目前退休者之退休金 
個人終生所提撥之退休金全為個人使用 同世代人間彼此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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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其他情況不變下，下列何種稅制設計最具有所得重分配效果？  

累進制 比例制 累退制 單一制 

27 比較單一稅率的廣基消費稅（TC）與累進稅率的所得稅（TI），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TC 符合普遍課徵的性質  TC 易產生稅負累退性 

 TI 之稅務行政成本較高   TI 較不影響勞動供給誘因 

28 稅式支出是指下列何者？ 

政府提供租稅優惠而減少之稅收 納稅人為避稅而引發之額外成本 

政府徵稅之行政成本  納稅人為報稅所負擔之成本 

29 政府課稅經轉嫁後之稅負的最終承擔者稱為： 

法定歸宿 經濟歸宿 交易歸宿 政治歸宿 

30 政府課稅所導致「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是指： 

民眾的福利損失超過政府課取的稅收 政府之稅收短缺 

民眾之納稅負擔  政府之課稅成本 

31 「有條件補助款」（conditional grants）是指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之補助： 

金額有上限 金額有下限 有限制對象 有限制用途 

32 我國現行稅目中，下列何者為縣市稅？ 

所得稅 菸酒稅 關稅 地價稅 

33 下列何者提出以腳投票（voting by foot）的理論？ 

蘭姆西（F. Ramsey） 丁波特（C. Tiebout） 西恩（A. Sen） 托賓（J. Tobin） 

34 為實現相等比例犧牲（equal proportional sacrifice）原則，課稅應符合下列何種條件？       

繳稅犧牲之效用占稅前總效用的比例每個人皆相等 

繳稅犧牲之邊際效用占稅前總效用的比例每個人皆相等 

繳稅之金額占稅後淨所得的比例每個人皆相等 

繳稅之金額占稅前總所得的比例每個人皆相等 

35 在完全競爭市場及無外部性的情況下，下列何者是達成資源最適配置的條件？ 

平均成本（AC）= 平均收益（AR）= 價格（P） 

邊際成本（MC）= 邊際收益（MR） 

邊際成本（MC）= 價格（P） 

平均成本（AC）= 邊際收益（MR） 

36 若社會僅有 A、B 二人，UA、UB 為其各自的效用水準，則功利主義（Utilitarianism）與羅爾斯（Rawls）

的社會福利函數（W），分別為下列何者？①W = UA．UB ②W = UA＋UB ③W = min{UA, UB} 

④W = max{UA, UB}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37 公共財無法由市場提供的主要原因有那些？①非敵對性造成無擁擠成本 ②非敵對性造成坐享其成 

③非排他性造成無擁擠成本 ④非排他性造成坐享其成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38 有關俱樂部財（club goods）最適提供量的決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決定於俱樂部財的建造成本 僅決定於俱樂部財的會員人數 

先決定俱樂部財的規模，再決定會員人數 俱樂部財的規模與會員人數同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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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關共同財產資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財產權不明確  使用者不必付費 
使用者長期可賺取超額利潤 會造成資源過度使用 

40 最適污染稅率的訂定，應使稅後的均衡符合下列那些條件？①污染量達於最小 ②污染稅收入達到最大 

③總福利損失最小化 ④邊際污染成本等於每單位產出的污染稅額 
①② ①②③ ③④ ②③④ 

41 有關成本效益分析之三種評估準則〔益本比準則（B/C）、淨效益現值準則（NPV）、內部報酬率準則（IRR）〕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若將成本增加誤算為效益減少，則 B/C 的值一定會變小 
若社會折現率愈高，則 NPV 的值會愈大 
若 IRR 的值大於 0，則投資計畫是可行的 
內部報酬率的計算與市場利率無關 

42 就效率而言，在評估政府投資計畫的成本效益時，對金融效益、無形效益應分別如何處理？ 
前者須納入評估、後者不須納入評估 前者不須納入評估、後者須納入評估 
兩者均須納入評估  兩者均不須納入評估 

43 若政府對 X 財貨分別採行現金補助（甲）、實物補助（乙），在補助金額相同的前提下，則關於二者均

衡效用（U 甲、U 乙）與數量（X 甲、X 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U 甲≧U 乙；X 甲≦X 乙   U 甲≧U 乙；X 甲≧X 乙 
 U 甲≦U 乙；X 甲≦X 乙   U 甲≦U 乙；X 甲≧X 乙 

44 社會保險具有下列那些特性？①強制性參加 ②具殊價財特性 ③不須繳保費 ④具所得重分配功能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45 全民健康保險的實施，易使民眾疏於自我的健康管理，導致醫療資源過度使用，此種現象稱為： 
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保險不確定性（insurance uncertainty） 
趨避風險（risk aversion） 道德風險（moral hazard） 

46 蘭姆西（Ramsey）的最適商品稅法則所要求的是： 
追求稅收極大化 實現量能課徵原則 實現受益課徵原則 追求福利損失最小化 

47 政府對某財貨課徵消費稅後，買賣雙方負擔稅額的大小，與買賣雙方價格彈性（絕對值）的大小呈何種

關係？ 
同向關係 反向關係 平方倍的同向關係 平方倍的反向關係 

48 我國中央政府預算的編製機關、審議機關，以及決算審定機關，分別為：  
財政部、立法院、審計部 財政部、主計總處、立法院 
主計總處、立法院、審計部 主計總處、審計部、財政部 

49 有關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其財源包括所得稅、貨物稅等，且由主計總處掌管 
其財源包括所得稅、貨物稅等，且由財政部掌管 
其財源包括地價稅、房屋稅等，且由主計總處掌管 
其財源包括所得稅、遺產稅等，且由財政部掌管 

50 有關零基預算（ZBB）與設計計畫預算制度（PPBS）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ZBB 強調以「效能、產出」為評估基礎  ZBB 對以往年度延續之計畫每年均重新評估 
 PPBS 重視長期、總體目標之規劃  PPBS 採由下往上的預算編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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