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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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時使用的詞彙不少受到外來語的影響，下列不含外來語的選項是： 
小張穿著打扮十分摩登流行 假日的巴士班次通常比較少 
他懶洋洋地坐在沙發上看書 多看新聞節目未必增廣見聞 

2 下列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她博學又有文采，是大家眼中公認的「繡花枕頭」 
老闆說的那番話，真有「一傅眾咻」之效，大家改善許多 
任何人即使資質平庸如「駑馬鉛刀」，只要肯努力，依然可以成功 
經過老師的解說後，他終於感覺「旋乾轉坤」，能夠解開這類題型 

3 「屈原的忠貞耿介，陶潛的沖虛高遠，李白的徜徉自恣，杜甫的每飯不忘君國，都表現在他們的作品裡面。
他們之所以偉大，就因為他們的一篇一什都不僅為某一時會即景生情、偶然興到的成就，而是整個人格的表
現。」下列選項可以概括上文意旨的是： 
言之不文 不學無文 文如其人 望文生義 

4 下列題辭使用正確的是： 
祝賀結婚，送「湯餅誌喜」 祝賀書店開業，送「名山事業」 
祝賀餐廳開業，送「含英咀華」 祝賀醫院開張，送「杏壇春暖」 

5 下列語詞解釋正確的是： 
金聲玉振：音樂美妙 金針度人：醫術高超 金戈鐵馬：戰士英姿 金匱石室：戒備森嚴 

6 下列楹聯，不適用於自家書房的是： 
雨過琴書潤，風來翰墨香 德大千秋祀，名高百世師 
研洗春波臨禊帖，香添夜雨讀陶詩 好書悟後三更月，良友來時四座春 

7 「一坵田，八百代主人／歷代祖先，守護土地／再交付下一代／看顧，即使擁有／也只是億萬年生命史／匆
匆一瞬／鳥，飛掠天空、借宿樹梢／魚，悠游海洋溪流，棲息水草／獸，覓食森林原野／散居山坡、丘陵、
平原、海濱／每一片土地的子民／也都只是暫住者」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作品主旨？ 
人應守護家園，片刻不離故土 
人應尊重自然倫理，和土地、生態和諧共處 
人為優於鳥獸的萬物之靈，應致力於創造土地的價值 
人生在世，匆匆寒暑，應努力追求土地財富，留予子孫 

8 「一年到頭，牠在極南與極北的『故鄉』大約各只停留六個星期，其餘的九個月中，牠都行色匆匆在過境旅
途中。也許是如此罷？牠對牠的終點站比中途站畏懼、陌生、不安。在一萬兩千哩長的半年遷移行程中，牠
對牠命定要越過的海洋、島嶼與陸塊，有一種隨遇而安的坦然心理。對於終點站的『截留』，卻抱著忐忑難
安的心，隨時準備著再度的漂泊，傍依四方。──牠是一種過境鳥。」請問這一段文字所述及的過境鳥心情，
下列何者可與之呼應？ 
此心安處是吾鄉 啼時露白風淒淒 飛上九天歌一聲 河海無息肩之地 

9 「喜歡過簡單的生活，而冬日的寒冷，正為日子提供了一份簡單與乾淨的感覺。所有的浮華、繽紛、塵囂，
在冬日都安靜下來了；平常藏污納垢的人性死角裡，一切打掃不到的腐敗細菌，此刻也彷彿凍結僵死了。冬
日，其實是一段可愛而不應加以詛咒的年光，因為，那是人比較理智、比較清醒、比較虔誠，也比較充滿愛
心的季節。肅殺的天地，徹骨的凜冽，空曠寂寥的原野，廣漠浩瀚的星空，在在都引人走向深思反省的大道；
大自然的啟示，勝過一切語言文字的雄辯，再怎麼浮誇的人，到了冬日，也不免變得沈默、謙卑起來。」下
列那個選項與上文所述不合？ 
冬日使人冷靜、清醒而沉默、謙卑 冬日象徵死亡，集中了所有的詛咒 
冬日的寒冷，使生活愈發簡單與乾淨 冬日可以充滿愛心，讓人反省肅殺與寂寥 

10 近年來的電視戲劇節目以不同時代的人物穿越古今，因生活背景差異所產生的劇情跌宕，吸引觀眾。編劇家
試圖以兩位人物的相會，營造穿越時空差異的效果。下列各組人物腳色的搭配，何者最不符合所謂的「穿越」？ 
李白與杜甫 項羽與關羽 王安石與康有為 顏真卿與關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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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對於這幾十年來日本漫畫工業的龐大勃興近乎無知，他們對於各種科幻、未來神話、人類體術之競賽、
暴力系、巨大國家機器體系編造身世之機器人、生化人、星球戰史、核戰廢墟景觀、尼采式超人哲學辯證與
救贖傳奇……早已層層積累……讓人眼花撩亂。」本文的大意是： 
日本動漫的龐大勃興深刻而令人目眩 日本所發展之巨大機器工業讓人讚嘆 
日本動漫編造出人類身世與超人哲學 日本動漫衹選擇超人或機器人為主題 

12 「古早味最明顯、基本的意涵是世代相傳的東西，它因為被人們喜好而風行而流傳，那是一種經驗的累積，
復點點滴滴被修飾過，成為普羅大眾接受的作法、滋味。」下列何者不屬於作者所說的「古早味」意涵？ 
對食物的回憶與情感 傳承中再加上了變化 古早味是現存的過去 克勤克儉的飲食文化 

13 「多少次課堂上，當我說某個理論已被另一個新的取代時，學生會停下筆來，憤怒的把前面的筆記劃掉，大
惑不解的望著我，懷疑為什麼要教一段已經被證實為不對的理論。他們完全不了解在科學上沒有絕對的對
錯，一個理論被推翻了並不代表它從此就銷聲匿跡，假如有新的儀器、新的方法出現，它還是有可能借屍還
魂，以另一個姿態出現。最主要的是我想教他們科學家思考的方式，他如何根據他的想法設計關鍵性實驗以
驗證他的想法，因為這才是科學的精神——假說的驗證。」根據本文，作者最想要教導學生的學習態度是： 
好讀書，不求甚解  博觀約取，厚積薄發 
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14 「葉似蒲而短闊，兩旁如鋸齒。其實色黃，瓤如鱗甲，形似甜瓜。味甚甘酸，清芬襲人。」上文所描述的水果
是： 
芒果 鳳梨 火龍果 百香果 

15 《孟子．萬章》：「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依據上文，下列選項與孟子所言相
符的是： 
古代著作只有詩、書二者值得閱讀 古代好的作家要會作詩也要會寫書 
閱讀作品要先了解作者及所處時代背景 閱讀作品的目的是在了解作者成長背景 

16 「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呂不韋《呂氏春秋．貴生》）文中以為世人必笑的
原因是： 
所用者重，所要者輕 所距甚遠，命中甚難 牛刀小試，易如反掌 鳥雀甚小，射中不易 

17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
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下列選項何者契合本文旨意？ 
好行小慧 作之君，作之師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18 「留名青史」是指歷史上留名，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古人常用青色絲繩編綴書籍，故稱「青史」 古書的封面以青色最為常見，故稱「青史」 
丹青是一種顏料，古人用來寫字，故稱「青史」 古史寫在竹簡上，竹皮是青色的，故稱「青史」 

19 袁宗道〈答友人〉：「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脛之長，
憎鳧脛之短也。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根據引文，下列選項所述何者正確？ 
「學未至圓通」指「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以鶴脛之長，憎鳧脛之短也」指「師心自用」 
「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指「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20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意為「禍福相倚」。下列選項中的思維模式，
何者最為貼近？ 
福兮誰造，禍兮孰興  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 
禍福生於喜怒，榮辱由其愛憎 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招 

21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與下列何者涵義相近？ 
眾口鑠金，三人成虎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22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
未盡，餘兩小簏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
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依據上文，分出勝負的原因是： 
祖士少喜好錢財，特為鄙俗貪吝，故阮遙集勝 
訪客喜好錢財，與祖士少同，故認為祖士少勝 
阮遙集掛懷「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太為外物所累，故祖士少勝 
祖士少「傾身障之，意未能平」，阮遙集「神色閑暢」，故阮遙集勝 

23 「寒山吹笛喚春歸，遷客相看淚滿衣。洞庭一夜無窮雁，不待天明盡北飛。」（〈春夜聞笛〉）下列選項，
最符合此詩題旨的是： 
感時傷逝 羈旅思鄉 憂國憂民 聞笛憶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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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

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
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
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
憾矣。…… 
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
諄諄然而告之，……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
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
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方孝孺〈豫讓論〉）根據上文議論，下列何者才能真正表現豫讓之忠義？ 
漆身吞炭，斬衣三躍 
智伯以國士待之，豫讓以國士報之 
讓之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 
智伯縱欲荒棄之時，豫讓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 

25 承上題，根據文意，作者認為豫讓當死的時機是： 
智伯待以國士之時  趙襄子殺智伯之時 
諄切懇告智伯，三諫不從之時 智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 

26 「今夜的月光超載太重／照著我一夜哄不成夢／每根頭髮都失眠」。下列何者最接近這段歌詞描述的情境？ 
月明如素愁不眠 落月搖情滿江樹 長溝流月去無聲 月移花影約重來 

27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世說新語．
言語》）王子敬說這段話時的心情，應該是： 
從容不迫 欣然愉悅 耿耿於懷 驚慌失措 

28 「好一個『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這是多麼通達的看法！遇到可悲之事哭得死去活
來，遇到可喜之事樂得昏頭忘形，這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通古今而觀的話，今人的悲哀，昔人都悲哀過；
今人之喜樂，昔人都喜樂過。太陽底下真的沒有新鮮事兒。有此一念，然後哀樂都可適度，尤其不必為『古
難全』的事悲傷個沒有完。但個人的生命有限，體驗有限，必須像蘇軾那樣熟讀群書，才能通古今而觀，才
能說出如此通達的話來。」下列選項最合於作者解釋「古難全」之深意者是： 
人生的悲歡離合與月之圓缺相同，物極則必反 
人有悲歡離合如同月有陰晴圓缺，當視之如無物 
人生悲歡離合的境遇屬於必然，故哀樂宜恰到好處 
人生悲離的境遇既然不能避免，就應把握相聚時光 

29 昔有一蘇州人曰：「蘇州此時有起火亦無處放，放亦不得上。」眾曰：「何也？」曰：「此時天上被煙火擠
住，無空隙處耳！」人笑其誕。（《陶庵夢境》卷 2）此蘇州人所言究竟何意？ 
蘇州火災頻繁  自誇蘇州煙火之盛  
蘇州對施放煙火管制極嚴 蘇州施放煙火時，煙霧蔽天 

30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在一次宴會上，與一位女士對坐，說了一聲：「您真漂亮！」那位女士卻不領情，高
傲地說：「可惜我無法同樣讚美您！」馬克．吐溫說：「那沒關係，你可以像我一樣，說一句謊話就行了。」
根據上文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馬克．吐溫擅於虛情假意 馬克．吐溫的表現有失風度 
婦人的高傲，最後是自取其辱 馬克．吐溫的讚美本來就是謊言 

31 「黑暗沉落下來／在臺灣的心臟地帶／黑暗沉落下來／於我們憂傷的胸懷／黑暗沉落下來／當屋瓦牆垣找
不到棲腳的所在／黑暗沉落下來／我的同胞陷身斷裂的生死之崖」這首詩最可能書寫什麼事件？ 
1999 年 7 月 29 日，臺灣臺南以北大規模停電 
2015 年 8 月，蘇迪勒颱風造成全臺史上最嚴重的颱風災情 
1999 年 9 月 21 日，南投縣集集鎮發生的「921 集集大地震」 
1995 年 2 月發生在臺中的「衛爾康」西餐廳大火，造成多人傷亡 

32 「現代工商社會的人事管理模式，最凸顯的性格就是——『物化』，也就是將主導生產的『人』也一併產品
化了。『物化式的管理』，最明顯的現象：一是『規格化』，只管人事上的統一法規，從不管人的個別性情
與特殊處境；二是『物質化』，只把『人』當作沒有生命的物質，因此不尊重他們的『人格』與『自由意志』。」
根據引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最佳管理模式是建立在「統一法規」上  
人被「物化」的結果是走向「規格化」 
「人格」與「自由意志」因商業價值而被彰顯 
強調人在現代工商社會的管理模式中可以展現自我 

33 下級機關在上行公文中，需使用附送語時，下列何者正確？ 
附送 附呈 檢陳 檢送 

34 某高中合唱團要向校外文化中心申請活動場地，該校所撰公文，下列用語錯誤的是： 
自稱為「本校合唱團」  稱呼文化中心為「貴中心」 
主旨的期望語用「希辦理見復」 文末蓋校長「職銜簽字章」 

35 有關公文書寫，下列何者正確？ 
「咨」：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時使用  
「函」：民眾與機關間之申請或答復時使用 
「呈」：總統與立法院、監察院公文往復時使用  
「簽」：上級機關首長對下級機關首長有所陳述建議時使用 



代號：1501
頁次：4－4 

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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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下列選項引號中的字，何者前後意義相同？ 

「修」短隨化／茂林「修」竹  方興未「艾」／期期「艾」艾 
「盡」心盡力／鞠躬「盡」瘁  審己「度」人／雍容大「度」 
欺善怕「惡」／好逸「惡」勞 

37 下列題辭，何者用於祝賀女壽？ 
北堂春暖 美輪美奐 壽徵坤德 慈竹風和 椿庭日永 

38 下列書信用語，何者使用不當？ 
子路寫給孔子的提稱語可用「大鑒」  國小女童寫給行政院院長可自稱「小女」 
梁啟超寫給老師的啟封詞可用「惠啟」  諸葛孔明寫給劉備的末啟語可用「謹上」 
曹丕寫給曹操的問候語可用「叩請 金安」 

39 改編自西方奇幻文學的電影如《魔戒》、《哈利波特》……等，十分受到讀者歡迎，下列那些作品也出現了
諸多充滿想像的神怪角色，描繪了虛實交錯的世界？ 
《山海經》 《西遊記》 《世說新語》 《儒林外史》 《聊齋誌異》 

40 下列何者可以用來表達「恆心」的重要？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 

41 下列諺語，旨在提醒「人心難測」的選項是： 
不怕黑李逵，就怕笑劉備 歲寒知松柏，患難見真情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42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於詩於文於賦，皆南北各為家數。長
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
北人為優；駢文之鏤雲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為優。蓋文章根於性靈，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特甚焉。自後
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天下，其界亦寖微矣。」依據上文，下列選項的敘述，何者正確？ 
文學風格的形成與地理環境有關 
南方文學詩、文、賦的表現皆優於北方文學 
北方文學以駢文見長，南方文學以散文為佳 
北方文學多豪壯之氣，南方文學多纖婉之情 
交通的便利，使得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的差異逐漸泯除 

43 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
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此詞所抒發的人生感慨是： 
好景不常 年華易逝 有志難伸 物是人非 歸鄉無期 

44 「齊白石到老還忘不了童年河邊釣魚蝦的情景，晚年給于非闇畫的〈釣蝦圖〉題了一段憶舊的話，說他五、
六歲在老屋星塘岸戲耍，淺水中見到大蝦而不可得，拿了粗麻線繫上綿絮為餌沈入水中，蝦足鉗餌，線一拉
上來，蝦也跟著出水了，比釣魚更有趣。」下列何者適合用來形容晚年齊白石的心情？ 
童年往事，到老堪誇 時移事往，不復盈懷 
往事已矣，對景難排 懷舊憶往，童心依舊 
寶刀未老，壯心猶在 

45 「據說沙丁魚生性懶惰，不愛運動，漁民在海中所捕獲的沙丁魚，往往一運回碼頭就死亡了。有次，一位挪
威漁民在捕撈了沙丁魚之後，將一條鯰魚放入沙丁魚的魚槽中，結果發現沙丁魚直到運回碼頭都還活著。原
來是因為鯰魚在魚槽中到處游動，沙丁魚害怕被吃掉，開始緊張起來，為了保命而加速運動。這就是所謂『鯰
魚效應』的由來。」關於「鯰魚效應」的主要意涵，從組織發展的角度來看，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組織中引入競爭者，激起新的活力 組織若要與時俱進，必須汰舊換新 
在既有的傳統底下，尋求創新領袖 老手負責帶領新人，完成經驗傳承 
為了維持存活發展，不可封閉守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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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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組文句，引號中的古今詞義已有變化的選項是： 
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初刻拍案驚奇》）／他挨罵之後，心裡很「不爽」 
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後漢書．來歙傳》）／習武的他，一下子就打中對方「要害」 
先前讀書，後來看看不濟，卻去改業做「生意」（《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他做「生意」發了大財 
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水滸傳》第十七回）／她年紀輕輕就死了「丈

夫」 
2 下列數字的使用，何者與「二八年華」相同？ 
二三陳編 二三其德 二八佳人 三五成群 

3 下列引號中的語詞，解釋錯誤的是： 
「防微杜漸」：未雨綢繆，防患未然 「器宇軒昂」：神采奕奕，氣度不凡 
「宵衣旰食」：枵腹從公，勤於政事 「釜底抽薪」：釜底枯魚，處境艱困 

4 下列對聯與商家不相應的是： 
德必有鄰邀陸羽，園經涉足學盧仝－茶行 風塵小住計殊得，萍水相逢緣 奇－旅館 
如用之皆自明也，苟合矣不亦善乎－眼鏡行 椿萱並茂交柯樹，日月同輝瑤島春－家具行 

5 下列有關稱謂用語，正確的是： 
「先考」已離世十年，個人目前與家母共住 我與太太情感深厚，夫唱婦隨，可謂「賢伉儷」 
這位同學為本人「授業」，認真向學，表現良好 林先生為我的世交長輩，所以我都尊稱他為「世兄」 

6 下列不適用於賀喬遷的選項是： 
里仁為美 潭第鼎新 良禽擇木 德必有鄰 

7 跨年大會上，記者採訪四位旅客，魯夫稱其年屆「束髮」，喬巴正值「耳順」，索隆剛過「米壽」餐會，香
吉士說他已是「知命」之年。四人之中，年紀 長的是： 
魯夫 喬巴 索隆 香吉士 

8 下列謎語與地名的配對， 不恰當的選項是： 
內人／梧棲 出糗／深坑 開張大吉／新店 陰陽湖泊／日月潭 

9 「讀孔子遺書惟愛春秋一部，存漢家正統豈容吳魏三分。」依據本聯，下列選項描述同一人物的是： 
一張用赤膽染紅的臉／早已流傳成千古的傳奇 
空流了太子的熱淚，一滴滴／隨森冷的易水，辜負了渡頭 
這人一朝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如今行船悄悄／向梁山落草 
他是黑夜中／陡然迸發起來的／一團天火／從江東熊熊焚燒到阿房宮 

10 下列選項中的植物，與女子年齡有關的是： 
荳蔻 木棉 玫瑰 芙蓉 

11 「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依據上文所述， 接近那一家思想？ 
儒家 道家 墨家 農家 

12 君子曰：「□□□□，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左傳．桓公十二年》）
上文空缺處，應填入的選項是： 
袖手旁觀 喋喋不休 唇亡齒寒 苟信不繼 

13 「惠子（施）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
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今子有五石之
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莊子．逍遙遊》）
惠施之所以掊壞大瓠，原因在於： 
大瓠無法順利製作成為容器 大瓠採收後因體積太大而無法使用 
大瓠製作而成的大樽無處能夠容納 大瓠的中心已被蓬草充填而無法使用 

14 承上題，莊子給予惠施的建議， 核心的概念是什麼？ 
同理之心 追根溯源 破除陳見 直覺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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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
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宋．蘇軾〈江
城子〉）關於此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十年生死兩茫茫」的「茫茫」寓含無限空虛惆悵的情感 
「不思量，自難忘」，表現作者的豁達灑脫，縱使舊情深刻難忘，卻也無需思量 
「塵滿面，鬢如霜」，勾勒出自己的外貌，也反映出仕途的困頓使作者容顏過早衰老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此一無聲有淚的描寫，頗有「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藝術效果 

16 承上題，下列文句何者屬於「夢境」的描述？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17 下列選項有涉及「聽覺」的是：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轉斜陽 

18 孔子自衛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譬猶賢
者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本文借物託寓，其主旨為： 
蘭花落難，如人落井下石 蘭花獨開，如人孤芳自賞 
蘭與草木雜生，如人與世浮沉 蘭與群草為伍，如人不用於世 

19 下列辛棄疾詞，何者顯見投閒置散，無法建功立業的慨歎？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20 「下大雨，有人打著傘，有人沒帶傘。沒傘的挨著有傘的，鑽到雨傘底下去躲雨，多少有點掩蔽，可是傘的
邊緣滔滔流下水來，反而比外面的雨更來得凶。擠在傘沿下的人，頭上淋得稀濕。」根據上文，可以引伸出
的意思是： 
世態炎涼，冷暖自知  自私自利，是人性的本能 
窮人攀援富人，未必得到好處 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21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
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耶？」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
劣。（《世說新語．德行》）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華歆不輕諾，前倨後恭  王輕諾寡信，為德不卒 
王見義勇為，善始善終  華遇難救人，始終如一 

22 某次孔子病得很重，子路非常關心孔子的病情，就請求代夫子祈禱於神衹，孔子問說：「有這樣的事嗎？」
子路回答說：「有的，誄詞有云：『為您向天地神衹祈禱。』」孔子聽了就說：「丘之禱久矣。」孔子這句
話表面上的意思是說，他本人已經向上蒼祈禱過很久了，……則是話中有話。其內在深層的涵義是，求人（神
明）不如求己，或者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何需有求於鬼神。依據上文，下列敘述 正確的是： 
作者認為孔子的回答出於內心想法，沒有任何反諷意味 
作者認為孔子反躬自省、禱告已久，鬼神一定善加保祐 
作者指出修養應該反求諸己，問心無愧，不必求人問神 
作者認為修養應敬畏神明、反躬自省，仰不愧而俯不怍 

23 蘇東坡不追求政事，卻為政界所追逐，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王安石當權，他在政界失敗還不為奇，他自
己的黨人得勢，他仍然「不成功」，可就令人吃驚了。蘇東坡向來不是好黨人，因為他做人的格調太高。同
黨當道，他自己又享盛名和高位，連太后都佩服他，他卻一直想放棄這個受人羨妒的官職。他沒有立刻如願，
不過凡是知道蘇東坡脾氣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不會永留政壇。延年術的第一道法則就是避免一切情緒干擾，
而蘇東坡對政壇他所謂的「姦小之境」卻有不少情緒的紛爭。政治遊戲對於愛好此道的人頗有魅力；對於不
想統治別人的人來說，失去人類尊嚴以換取權勢和浮名實在太不值得了。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同黨的王安石失敗，導致蘇東坡無法在政壇成功 蘇東坡自知不是好黨人，所以想放棄盛名和高職 
蘇東坡醉心於延年長壽之術，所以無心躋身公卿 與其爭取權勢與浮名，蘇東坡寧可保有人的尊嚴 

24 「都市裡的植物園，通常作為都市人休憩的所在，往往被過度的控管，樹木枝葉被修剪，樹與樹之間距離被
算計，所有原始的林木裡面該有的熱鬧、紛亂，感覺全然不見。不過當我進入這座植物園時，就立刻被眼前
這些古老的參天巨樹所撼，不自覺出聲驚呼。園外是車水馬龍的柏油路面，可是只要一進到園內，走入一二
十公尺，只見那巨大的樹叢底下，錯綜複雜的植物欣欣向榮；因為沒有人為的干擾，生長得茂密無比，簡直
就像是一座天然的森林。那充滿原始的、自然的、粗曠的氣息，立刻帶我遠離塵囂，進入了充滿原始生態的
環境。」綜觀上文的意旨，與下列何者 相近？ 
主張都市人應遁世離群，回到山林 讚嘆植物園無過多人為斧鑿的痕跡 
植物園規劃應以休憩為主，確保品質 對於原始森林受到開墾破壞，表達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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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很厚的雲層開始滴雨的一個清晨，從東郊入城的叉路口，發生了一起車禍：一輛墨綠的賓字號轎車，像一

頭猛獸撲向小動物，把一部破舊的腳踏車，壓在雙道黃色警戒超車線的另一邊。露出外面來的腳踏車後架，
上面還牢牢地綁著一把十字鎬，原來結在把手上的飯包，和被拋在前頭撒了一地飯粒，唯一當飯包菜的一顆
鹹蛋，撞碎在和平島的沿下。雨越下越大，轎車前的一大灘凝固的血，被沖洗得幾將滅跡。幾個外國和本地
的憲警，在那裏忙著鑑定車禍的現場。」依據上文，下列選項錯誤的是： 
撞人的是外國人，所以鑑定車禍現場有外國憲警 
車禍現場，撞人的是富人，因為開著 Benz 賓士轎車 
撞人的是軍人，因為開著墨綠色轎車，鑑定車禍現場的人裡有憲警 
被撞的是貧窮的工人，因為他帶著十字鎬，跟只有一顆鹹蛋當菜的飯包 

26 《紅樓夢．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劉姥姥「聽見『咯當』、『咯當』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籮櫃篩麵的一
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一物，卻不住的亂幌。劉姥
姥心中想著：『這是什麼愛物兒？有甚用呢？』正呆時，只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倒
唬的一展眼。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文中劉姥姥所見，應是西洋的何物？  
吊燈 掛鐘 樂器 鈴鐺 

27 趙翼〈詩論〉：「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下列選項對本
詩的敘述，何者正確？ 
詩歌體式陳舊亟需改進 李杜詩作是容易超越的 李杜詩作令人食之無味 詩歌創作待後人開新局 

28 歐陽修〈蝶戀花〉：「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有層層深入的妙處，淚眼而問花，是無人可告
訴，一層；花不能語，不得花的同情，二層；亂紅飛，花自己也凋謝了，三層；花被風吹過秋千去，秋千是
她和丈夫舊時嬉遊之處，觸動愁恨，不堪回首，四層。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亂紅飛」意近「風行草偃」 「花不語」意指「草木無情」 
「秋千」借指「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淚眼問花」意近「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29 從小，父母親常帶我到市區一家日本料理店用餐，每次去，父親都點大同小異的幾樣料理，外加一點點酒。
和善的老闆親切地用日語和父親交談。坐在窗明几淨的店裡，我常想這寧靜的家庭之餐是人生 大的幸福。
結婚後，我也常帶著妻子、女兒去這家店裡吃，只是現在換成老闆的兒子用臺語和我招呼交談。我也跟父親
一樣點大同小異的幾樣料理，外加一點點酒。坐在熟悉的、安適的店裡，我真希望好景常在。閱讀上文，下
列敘述何者 貼近作者的感受？ 
幸福彈指間過 家常美食迷人 依戀溫情好景 父愛複製有方 

30 下列選項，藉擬人的手法描摹聲音的是： 
站在這座城的制高點上，四下無人，只有風聲疾疾幾乎讓人耳鳴 
我常常坐在床上著魔也似望著那光，想它是多麼虛妄而渺茫，比遠方悠揚的女聲更清透 
每天我近午才懶洋洋睜眼，躺在床上看著窗外無聲的雲，試著喊一聲，確認己身所存，慢慢起床 
我棲身於熟悉的角落，四周與牆等高的書都是熟悉的語文。某個遠處有低語迴響著，回音在某個迴廊踱步著 

31 在柏克萊大學，我度過了四年的學生生涯。柏克萊使我睜開眼睛，更迫切地觀察社會體認社會；在觀察和體
認之餘，我並沒有感覺知識無能，我反而更信仰知識的力量。知識是力量，但知識不可以禁閉在學院裡，知
識必須釋放，放到現實社會裡，方才是力量。依據上文，柏克萊大學的教育給了作者什麼樣的啟發？ 
透過信仰宗教，調整處世態度 將知識從學院釋放，提供社會運用 
越過學院體制，建構系統性的知識 將知識釋放到下層階級，拓寬世人眼界 

32 「專業倫理是個人適當扮演其分工角色的行為指引，輕視或違反專業倫理的人，等於缺乏社會合作的意願，
人際關係就會失去應有的秩序，而完全以利害相對應，回到無道德的自然狀態。」本文旨在強調何者的重要
性？ 
專業倫理 合作意願 人際關係 道德規範 

33 「文學讓你看見水裡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你在思想的迷宮裡認識星座，從而有了走出迷宮的可能；那麼歷
史就是讓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特定的起點，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這些人文『學』到 後都有
一個終極的關懷，對『人』的關懷。脫離了對『人』的關懷，你只能有人文知識，不能有人文素養。」下列
選項，何者符合上文旨意？ 
人文素養就是文學、哲學和史學 有人文知識就能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文學家、哲學家、史學家人文素養高於一般人 人文素養是在人文知識的基礎上表現對人的關懷 

34 國立臺灣大學函教育部的公文用語，下列選項，錯誤的是： 
奉悉 檢陳 是否可行 請辦理見復 

35 下列選項，與行政機關實施分層負責之目的 無關係者為： 
免除首長責任 加速文書處理 貫徹權責劃分 落實專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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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喜歡詠月，下列那些詩句與「月」有關？ 
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鈎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 
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 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 
離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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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語詞中常有與服裝相關的習慣用法，如「拂袖」，本意為振動衣袖，但通常用來表示不悅或憤怒。下列用法，
何者正確？ 
她因與主管理念不合，恥於屈就，「彈冠」求去 
聽到有捐血的活動，他二話不說，「奮袂」前往 
你們兩位都是貴賓，若能「連襟」出席再好不過 
他信任下屬，對於公司管理簡直是「垂衣」而治 
我本是個「披褐」之人，何必不顧身分高攀權貴 

38 下列對聯與行業可相搭配的是： 
還我廬山真面目／愛他秋水舊丰神：相館 
能解丈夫燃眉急／善濟君子束手難：當鋪 
往來盡是甜言客／談笑應無苦口人：糖果店 
毫末技藝雖然不足為奇／頂上功夫卻能成人之美：理髮店 
六禮未成轉眼洞房花燭／五經不讀霎時金榜題名：婚宴會館 

39 下列書籍，何者為小說體裁？ 
三國演義 資治通鑑 文心雕龍 儒林外史 聊齋誌異 

40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
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下列選項，何者可用來描述
諸客與孟嘗君（田文）的關係？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 

41 史洛維克從這些觀察中歸納出，老百姓對風險的概念比專家豐富，因此，他強烈抵抗應該由專家來做決定的
看法。當專家意見跟老百姓的意見有衝突時，他不認為應該無條件接受專家的意見。當專家與老百姓的優先
順序不同時，他認為：「雙方都應該尊重對方的洞見和智慧。」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無條件接受專家意見，並不可取 
專家與老百姓都可能有聰明的見解 
一旦遇到意見不合， 好擱置不論，避免衝突 
專家對風險的概念比不上老百姓，決策總是錯的 
當專家與老百姓有意見衝突時，應該由老百姓來做決定 

42 下列各項，何者語意連貫、敘述符合情理？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勉人為善，諫人為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 
穴壁而窺，洞視八極；我登泰山，見不盈尺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43 「二○一四年十月住進池上之後，慢慢聽到更多的聲音，樹葉生長的聲音，水滲透泥土的聲音，昆蟲在不同
角落對話的聲音，不同鳥類的啁啾，求偶或者爭吵，清晨對著旭日的歌唱，或黃昏歸巢時吱吱喳喳的吵嚷，
聲音是如此不同。」下列關於此文的解說，何者正確？ 
自然奧妙甚多，靜心體察自有發現 強調遠離名利，甘於平淡的價值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描述用心聆聽，領會天籟的特別體驗 
疾風知勁草，現實考驗方能顯現人品 

44 「他說，自己不喜歡離家，偏好定居在同一片土地。將親手栽植的樹木分贈到各地的他，卻教人想起翅果。
風來時，翅果展開薄薄雙翼，乘風離開母樹。風歇止，它飄然降落於塵土，在天地人的滋養下，茁壯為雄渾
的大樹。」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本文有樹欲靜而風不止之意 
文中的「他」以種植經濟樹種為職業 
文中的「他」應該是一位安土重遷之人 
作者以翅果為喻，是說翅果可代替主人雲遊天下 
作者想像分贈樹木，好像翅果可以遍布他方，落地生根 

45 「只有一個人生是令人不滿足的，但我們誕生之際時空已定，這個人生也就跟著『註定』，還有什麼方式能
讓我們擴大實體世界與抽象世界的參與，在我看起來，也許只有『旅行』與『讀書』能讓我們擁有超過一個
『人生』。讀書時，你固然要融入情景，因而有了另種人生的感受；旅行時，我們也要想盡辦法糾纏地，假
裝另一種文化與生活的短暫化身。」下列選項，何者可與上文主旨相呼應？ 
書中自有黃金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人生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麼讀書、要麼旅行，讓靈魂和身體擁有更寬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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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堡宣言」（Blacksburg Manifesto）強調以何種主義取向來詮釋公共行政人員的角色內涵？ 
辯證主義 專業主義 新管理主義 新保守主義 

2 「霍桑實驗」（Hawthorne Experiments）係屬下列那項理論學派的先導？ 
人群關係學派 科學管理學派 管理科學學派 系統理論學派 

3 行政學定位在政府的組織體制研究，其研究定向為何？ 
行政中立 行政績效 行政倫理 行政原則 

4 行政學術之肇始，受行政與政治分立觀念之影響，約為 1900 年至 1926 年間，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學術主張價值與事實二分的概念 學科研究強調科學性與事實性 
以「公平正義」一以貫之 確立公共行政學術的正當性地位 

5 從管理途徑研究公共行政，下列何者錯誤？ 
「代表性官僚組織」是此途徑的重要理念 
非人文化的傾向，導致處理問題容易形成「物化」的現象 
主張公共組織非政治化，即「政治與行政」二分的理念 
是公共行政研究早期的途徑 

6 關於哈蒙（M. Harmon）所提出的行動典範（Action Paradigm）之內涵，下列何者錯誤？ 
詮釋社會學是其代表的思想學派之一 描述的重點是社會行動者的主觀意義 
動機來源是自利與系統的生存 基本分析單元為面對面的境遇 

7 關於新公共行政的主要論點，下列何者錯誤？ 
追求企業型政府，行政績效建構在顧客滿意上 
行政人員應主動倡議社會公平 
公共哲學的建構，提升民主行政的責任倫理 
強調公民參與，提升人際間信任感以累積社會資本 

8 下列何者不屬於系統組織理論的觀點？ 
組織是個開放系統  組織與環境之間不具有界限性 
組織是個回饋系統  組織具有適應與維持的機制 

9 現代民主政府推動行政革新，無法達成下列那項目的？ 
提高民意代表的問政能力 履行推動國家發展的責任 
有效履行現代政府的角色 增強行政系統的生存發展 

10 「國營的中華郵政轉為中華郵政公司」是屬於那一類型的民營化？ 
組織民營化 任務民營化 功能民營化 財產民營化 

11 從全球化的觀點來看，行政改革的主要影響因素中，下列何者 弱？ 
經濟競爭 資訊革命 績效控制 回應民意  

12 下列何者不是非營利組織的角色？ 
服務擁有者 改革倡導者 價值守護者 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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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何者主張「組織」是人類為了達成某些共同的目標而刻意創造的社會單元？ 
史賓賽（H. Spencer）  巴納德（C. I. Barnard） 
葛羅斯和愛尊尼（E. Gross & A. Etzioni） 彼得．杜拉克（P. Drucker） 

14 下列何者非「公共（眾）關係」（Public Relations）的正確理念？ 
是機關首長的基本責任，不可隨意付託他人 對象為機關內的員工、服務對象與大眾 
以宣傳能量做為衡量成效之主要標準 手段為有效的溝通 

15 帕深思（T. Parsons）認為，任何組織都是具有四種功能的社會系統。各國政府因社會環境的變化，成立

虛擬的彈性化政府組織，這是那一種社會系統功能的展現？ 
適應 達成目標 模式維持 整合 

16 有關政策合法化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策合法化意指政策方案能否經由法定程序取得合法地位 
政策合法化過程必然包含眾多的協商與妥協 
政策合法化主要以立法機關與其決策為範圍，不包含行政機關 
政策合法化也意謂著統治者的正當性 

17 有關政策評估標準的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效率性與效能性不可能兼顧 
公正性包括個人福利與再分配福利的 大化 
效率性與回應性可能相互衝突 
學者波依斯特（T. Poister）認為適當性比效能性更重要 

18 有關政策順服（policy compliance）的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指標的團體態度與行為配合政策執行的程度 
標的團體可能為避免懲罰而配合政策推動 
標的團體可能受大眾媒體影響而不配合政策方案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不會影響標的團體是否配合政策方案 

19 有關政策德菲法（Policy Delphi）在公共政策過程的應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企圖消除面對面討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團體盲思（groupthink） 
採取多個回合的具名問卷以蒐集多元政策領域專家的意見 
將每個回合的問卷調查結果，回饋參與的多元政策領域專家 
期待多個回合的問卷調查可逐漸收斂並形成共識 

20 下列何者不是政策預測的主要工作？ 
檢視政策議程的合法性  預估擬採行政策的可能結果 
考慮各種政策選擇的政治可行性 敘述達成目標的可能限制 

21 政策行銷模式中以何種概念代替傳統行銷模式中「產品」的概念？ 
網絡 治理 服務 溝通 

22 我國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如老農津貼等是屬於下列何種政策政治類型？ 
多數人型 企業家型 顧客型 利益團體型 

23 下列那一項模式認為組織決策並無次序性，各決策要素間，包括問題、參與者、解決方案、選擇機會等，

彼此間並無一致的邏輯演繹關係，決策的形成只是機會所造成的？ 
滿意決策模式  垃圾桶決策模式 
漸進決策模式  混合掃瞄決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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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某位市民發現某市議員對該市長的影響力 大，於是他向該議員進行遊說，希望透過該議員去影響市長

的決定，此種遊說方式 接近下列何者？ 
直接遊說 半直接遊說 半間接遊說 草根遊說 

25 有關「科層體制」（bureaucratic model）組織的敘述中，下列何者錯誤？ 
是韋伯（Max Weber）認為 理想的組織形式 
組織特色是專業分工 
是由於霍桑研究（Hawthorne Studies）而導致的組織新概念 
為今日大型組織結構設計的現代意涵 

26 下列何者不是聖吉（P. Senge）在其「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一書中所提到的修練？ 
系統思考 改善心智模式 建立共享願景 追求組織績效 

27 在感應訓練（Sensitivity Training）中，如果參加者來自於同一組織，且具有上下屬的工作關係，係屬何

種實驗法？ 
堂兄弟實驗法（Cousin Laboratories） 管理格道實驗法（Managerial Grid Laboratories） 
家庭實驗法（Family Laboratories） 陌生人實驗法（Stranger Laboratories） 

28 組織各部門及各層級之間所建立的相互關係模式，此稱為： 
組織結構 組織發展 組織溝通 組織適應 

29 關於非正式組織的正功能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具有社會控制作用  會使組織成員盲從團體行為標準 
會反對組織變革  造成角色衝突 

30 中央總機關為服務各地人民，在各地分設業務機關，此被稱之為： 
輔助機關 幕僚機關 服務機關 派出機關 

31 我們常聽到的「職位決定立場」（Where you stand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這句話，係屬何種定律所描

述的組織病象﹖ 
白京生定律（Parkinson's Law） 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墨菲定律（Murphy's Law） 邁爾斯定律（Miles' Law） 

32 下列何者是「矩陣組織」（matrix organization）的優點？ 
增加專案主管與功能主管的和諧 增加員工的心理安定感 
組織所要達成的目標相當多元 可消除各部門之間的本位主義 

33 「分配同一職稱人員所擔任之工作及責任」是公務人員任用法那一項名詞的內涵？ 
職系 職組 職務 職等 

34 艾尊尼（A. Etzioni）認為，為確保組織成員對上級的順從程度，機關首長應該掌握三種權力，下列何者

錯誤？ 
關聯權力 強制權力 獎勵權力 規範權力 

35 行政機關機要人員往往被視為具有權力，這種權力 主要是源於何種權力基礎？ 
關聯 合法 參照 資訊 

36 下列何者可以被歸類為「刪減法規、簡化程序」的改革作法？ 
推動汽機車行照免換  允許陸生加入健保 
廢除鄉（鎮、市）自治選舉 鼓勵政府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 

37 在不經授權的情況下，下列何者有絕對機密的核定權？①總統 ②立法院院長 ③行政院院長 ④國家

安全會議秘書長 
①③  ①②③  ①②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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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有關品位分類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主要透過名分激勵公務人員 類科數目通常較職位分類多 
以資格地位高低為分類基礎 人員晉升幅度與範圍較大 

39 政府預算書項目在反映某個階層、團體或組織的利益與主張是否受到政府重視，這是屬於預算形式的何

種特質？ 
管理特質 政治特質 政策特質 經濟特質 

40 柏恩斯（J. Burns） 早提出「轉換型領導」（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此一理論源自於下列何種理

論的組合？ 
魅力領導與交易領導理論 魅力領導與權變領導理論 
權變領導與途徑目標領導理論 權變領導與僕從領導理論 

41 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係屬何種激勵理論？ 
內容理論（Content Theory） 過程理論（Process Theory） 
增強理論（Reinforcement Theory） 目標設定理論（Goal-setting Theory） 

42 下列敘述何者屬於組織中個人之角色衝突？ 
一位科長既要滿足局長嚴格督促部屬的要求，又要滿足其科員人性化管理的期待 
一位辦事員由於業務調動，而在熟悉業務的過程中出現按時完成工作與準時下班間的抉擇 
一位部長在挑選司長的過程中，出現拔擢年資較深者或是能力較強者之困境 
一位剛考上的科員發現公部門的工作與期待不符，而出現辭職與否的兩難 

43 國人申請護照繳交的費用，係屬政府下列何種收入？ 
 行政規費 入出境關稅 政府營業稅 特許使用稅 

44 「橫向聯繫」強調的是下列那種溝通類型？ 
上行溝通 下行溝通 平行溝通 斜行溝通 

45 下列何者不是提高行政生產力的關鍵因素？ 
獎勵研究發展 職務豐富化 業務外包 面對市場競爭壓力 

46 有關公務倫理實踐意涵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務倫理的發揚大都取決於個人內心的道德承諾感 
公務倫理要打動人心並付諸行動才有意義 
除非將倫理規範給予立法及訂定罰則，否則缺乏制裁力量 
公務倫理常淪為教條口號，故沒必要將倫理規範予以「典則化」 

47 開放性政府被視為民主國家應展現的行政責任之一，這是屬於彼得斯（B. G. Peters）所提出的何種治理模

式？ 
鬆綁模式 參與模式 市場模式 彈性模式 

48 在考試院頒布五項公務倫理核心價值中，有強調公務員要力求符合成本效益要求，用對的方法來做對的

事，以提升決策品質和工作績效。以上所述符合那一項價值？ 
關懷 效能 專業 廉正 

49 下列何者不屬於陽光法的立法要旨？ 
良善治理 透明 忠誠 課責 

50 下列何者不是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強調依法行政理念所欲實現之目標？ 
促進政府行政效率和避免浪費 引導社會轉型向政黨輪替常態化邁進 
保障政治團體有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 保障人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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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公約中涉及性別人權之規定，具有何種法效？ 
國際法 國際習慣法 條約 國內法律 

2 依國際慣例，下列何者於停留我國時，不享有刑事豁免權？ 
無國籍者 
外國元首 
外國之使節 
經我國承認而停泊之外國軍艦及其因公登陸之軍隊 

3 關於法律解釋方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法律適用者可依據自己的偏好，規定各種法律解釋方法的位階關係 
體系解釋可區分法律解釋與法律補充之不同 
應以文義解釋來確定法律解釋的範圍 
如果各種解釋方法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法官一定要採用目的解釋所得之結果 

4 若海關允許旅客攜帶 1 公升之威士忌入關，則當然允許攜帶半公升之威士忌入關，此為： 
類推適用 反面解釋 舉重以明輕之解釋 歷史解釋 

5 解釋法律條文時，不僅考量該條文本身之規定，並進一步從其他相關規定，或與其他法律之關係來解釋

法律，這種解釋是運用何種解釋方法？ 
目的解釋 合憲性解釋 歷史解釋 體系解釋 

6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規命令不因下列何者而廢止？ 
機關裁併，有關法規命令無保留之必要 法規規定事項已執行完畢，無繼續施行之必要 
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發布施行者 法規命令經法官於個案審判中認定為違法者 

7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無須以法律定之？ 
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關於學生助學貸款事項者 
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憲法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8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機關發布之命令？ 
離島建設條例施行細則 地方稅法通則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土地登記規則 

9 屏東縣政府就屏東縣之自治事項訂定自治法規，並發布者，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其性質為何？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自律規則 委辦規則 

10 關於自治條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得於縣規約中規定行政罰 
直轄市法規得規定沒入之行政罰 
自治法規中有關罰鍰之處罰，得規定連續處罰 
直轄市自治條例定有罰則者，應報經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11 針對公務員行政責任，有關免除職務係依下列何項法律之處分？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 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 

12 人民遭行政機關裁處罰鍰，此裁處之行政機關得考量下列何種因素，決定罰鍰數額？ 
受處罰人民之資力  受處罰人民之學歷 
受處罰人民之專長  受處罰人民之工作經歷 

13 行政訴訟之裁判命債務人為一定之給付，經裁判確定後，債務人不為給付者，債權人得以之為執行名義，

向下列何者聲請強制執行？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法院 民事法院 行政執行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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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行政訴訟代理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稅務行政訴訟，僅得由會計師擔任訴訟代理人，律師則不可擔任訴訟代理人 
專利行政訴訟，得由專利師擔任訴訟代理人 
行政訴訟除有其他規定外，原則上應以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臺北市政府為行政訴訟當事人時，得委任臺北市政府法制局專任人員為訴訟代理人 

15 行政機關得為裁量處分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下列何者正確？ 
不可以添加附款，一有添加即構成違法 
依法可以添加附款，但附款種類只能是負擔 
依法可以添加附款，種類無限，但不包括行政處分廢止權之保留 
依法可以添加附款，但附款內容不得違背裁量處分之目的 

16 關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羈押係限制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 
犯罪嫌疑人對於羈押處分得請求權利救濟 
基於偵查不公開，未以適當方式告知犯罪嫌疑人羈押之理由，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羈押處分僅能由法官加以決定 

17 關於聲請解釋憲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刑事訴訟之被告經法院第一審判決有罪後，即得聲請解釋憲法 
立法委員現有總額四分之一以上，得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聲請解釋憲法 
地方法院法官就所受理案件適用之法律，即便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亦不得聲請解釋憲法 
地方行政機關對於同級立法機關議決事項發生執行之爭議時，不得聲請解釋憲法 

18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收養子女之自由 行動自由 契約自由 營業自由 

19 下列何項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之保障？ 
寺廟之不動產非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呈請該管官署許可，不得處分 
職業團體僅能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人民團體之組織不得主張分裂國土，否則不予許可設立 
政黨之行為危害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由憲法法庭解散之 

20 依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下列何者非屬法律保留之適用範圍？ 
給付行政措施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 
課予人民一定內容之行為義務者 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者 

21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關於民主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憲法之民主政治原則下，各種團體內部意見之形成，應遵守多數決原則 
我國憲政體制為代議民主，故立法院就重大政策之爭議不得交付公民投票 
民主多元社會之正常發展，有賴言論自由予以實現 
民意代表任期屆滿，除有不能改選之正當理由外應即改選，為代議民主正當性之展現 

22 下列何者不受憲法平等原則之拘束？ 
台灣電力公司對終端一般用戶之電力供給行為 
直轄市政府對低收入戶之社會扶助金核發行為 
私人房地產公司之土地租售仲介行為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人民大陸文書之認證工作 

23 關於平等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平等原則僅適用於男女、宗教、種族、階級與黨派五個議題當中 
憲法平等原則對於優惠特定人之差別待遇，採絕對禁止之態度，因其追求的是結果的平等 
男性服兵役之義務，與憲法第 7 條之平等原則並無違背 
社會秩序維護法罰娼不罰嫖之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 7 條之平等原則 

24 依司法院之解釋，國防部預備軍士官班招生簡章規定，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此與下列那項原則有
所牴觸？ 
誠信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平等原則 

25 關於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人之權利義務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主管機關得直接命令父母以遺囑指定之叔伯阿姨姑姑等，旁系血親尊親屬，即刻就任法定監護人 
僅有代表國家公權力之檢察官，得為該未成年人向法院聲請指定社會福利機構為法定監護人 
法院為選定監護人時，應依監護人自身之最佳利益，考量其財力是否得以勝任擔任監護職務 
未成年人無民法第 1094 條第 1 項之監護人時，於法院依同條第 3 項為其選定確定前，由當地社會福利
主管機關為其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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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民事訴訟，下列何者非屬經准予訴訟救助者於訴訟終結前應享有之效力？ 
暫免裁判費及其他應預納之訴訟費用 
免供訴訟費用之擔保 
審判長未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代理訴訟時，暫行免負舉證責任 
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代理訴訟時，暫行免付酬金 

27 關於民事訴訟的管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原則上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 
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二審管轄法院 
訴訟，原則上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 
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 

28 下列何者非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甲以共有人乙、丙為被告，請求分割共有物 
甲遭乙、丙共同毆傷，因此以乙、丙為被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 
繼承人甲、乙以丙為被告，請求丙返還其對被繼承人所積欠借款 
甲以乙、丙為被告，請求撤銷乙、丙詐害其債權之行為 

29 提起下列何種訴訟，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 
將來給付之訴  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 
中間確認之訴  反訴 

30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私立大學之敘述，何者錯誤？ 
私立大學係一財團法人  私立大學係追求公益目的 
私立大學得由 1 人單獨捐助成立 私立大學解散清算後之剩餘財產得由捐助人取回 

31 法律有普通法與特別法的區別，下列何者屬於民法的特別法？ 
民事訴訟法 家事事件法 消費者保護法 破產法 

32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分管契約之敘述，何者錯誤？ 
土地分管契約之內容以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得發生對抗第三人之效力 
動產分管契約之內容以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得發生對抗第三人之效力 
分管契約發生之前提為當事人間存在共有關係 
分管契約因情事變更而難以繼續時，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 

33 所有人於房屋設定抵押權後，所為之下列何者行為，抵押權人得請求停止之？ 
於該房屋上再設定抵押權於他人 再將該房屋出租於他人 
將該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 將房屋拆毀 

34 乙以廣告聲明對拍得野生臺灣黑熊的照片者給予報酬。甲因乙的懸賞廣告而完成野生臺灣黑熊的攝影著

作，然丙為最先完成行為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廣告中若未另有聲明，則甲取得攝影著作的著作權 
甲雖非最先完成行為者，仍得與丙共同取得報酬請求權 
若乙惡意給付報酬給最先通知的甲，其給付報酬之義務仍為消滅 
若丙不知有廣告而完成行為，則丙無報酬請求權 

35 贈與人於贈與約定後，其經濟狀況顯有變更，如因贈與致其生計有重大影響，或妨礙其扶養義務之履行

者，得拒絕贈與之履行。此種權利稱為： 
同時履行抗辯權 先訴抗辯權 不安抗辯權 窮困抗辯權 

36 甲男未婚，父母雙亡。其依法立遺囑將其全數財產 1,200 萬元贈與好友乙男。甲男尚有哥哥丙與妹妹丁。

甲男因病去世，關於甲男遺產之繼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獨得遺產 1,200 萬元  乙得 800 萬元，丙、丁各得 200 萬元 
乙得 600 萬元，丙、丁各得 300 萬元 丙、丁各得 600 萬元 

37 依民法之規定，以買受人之承認標的物為停止條件，而訂立之契約，稱為： 
貨樣買賣 買回 分期付價買賣 試驗買賣 

38 關於隱私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個人於公共場域中仍享有依社會通念不受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 
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 
指紋為重要之個人資訊，而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銀行顧客之存款放款資料不受隱私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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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刑法過失犯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過失犯之處罰，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對於行為人涉有重大過失之情形，設有加重處罰之規定 
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 

40 下列何種情形，甲得成立教唆犯？ 
甲以信件唆使乙殺丙，惟信件於寄出後滅失，乙始終未曾收到該信件 
甲以信件唆使乙殺丙，惟信件於寄出後滅失，乙仍出於自己之行為決意而將丙殺死 
甲以信件唆使乙殺丙，惟乙於收到信件前，業已將丙殺死 
甲以信件唆使乙殺丙，乙收到信件後產生犯意，果真殺丙，但丙未死亡 

41 檢察官起訴甲犯竊盜罪，一審法院亦判決甲犯竊盜罪，惟檢察官收到判決書後，認為法院量刑太重，檢

察官得如何處理？ 
檢察官以裁定更正判決內之錯誤 檢察官通知原審法院改正其錯誤 
檢察官可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 法院認定之罪名無誤，檢察官應接受此一判決 

42 依司法院解釋，人民主張信賴保護，除應有信賴基礎、信賴表現之外，尚包括下列何種內涵？ 
信賴保護無預期性 信賴保護必要性 信賴值得保護 信賴程序合法 

43 下列何種情形，不構成刑法第 222 條第 1 項之加重強制性交罪？ 
與 13 歲之人合意發生性行為 以藥劑迷昏被害人後為性交行為 
攜帶槍枝但未使用而犯強制性交罪 隱匿於被害人居住之公寓內而犯強制性交罪 

44 甲將未中獎之刮刮樂彩券，塗改部分號碼後，佯稱為中獎彩券前去領取獎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偽造有價證券罪  甲成立偽造私文書罪 
甲成立變造通用銀行券罪 甲成立變造公文書罪 

45 甲任職於 A 市政府拆除大隊，負責違章建築拆除作業，明知其對於某鐵皮廠房無拆除權限，卻不告知其

所有權人乙，使乙因甲具有拆除大隊公務員之身分，陷於錯誤而給付甲索賄之款項 100 萬元，依實務見

解甲所為應如何處斷？ 
成立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並依同法第 134 條加重處罰 
僅成立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 
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罪 

46 甲趁四下無人之際，放火燒燬某大學供教師研究之研究大樓，甲成立下列何罪名？ 
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建築物罪 
刑法第 174 條第 1 項放火燒燬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罪 
刑法第 175 條第 1 項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物罪 
刑法第 176 條準放火罪 

47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下列何種情形，依刑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併合處罰？ 
得易科罰金之罪與得易科罰金之罪 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48 下列關於刑法第 146 條妨害投票結果正確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人以選務人員為限  詐術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屬本罪行為 
虛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屬本罪行為 變造投票結果屬本罪行為 

49 甲故意提供他人偽造之新臺幣紙鈔給女友 A 在外花用，而 A 對該新臺幣紙鈔係偽造完全知情。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甲成立詐欺得利罪  甲成立持有偽造通用紙幣罪 
甲成立交付偽造通用紙幣罪 甲成立行使偽造通用紙幣罪 

50 依實務見解，下列有關公務員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立大學教授接受政府機構補助，負責執行科技研究，針對計畫之採購事項，為刑法上公務員 
公立學校校長依法令而經辦該校工程營繕與財物購置事務，就該事務之執行，屬刑法上公務員 
私立大學校長關於承辦該校教師升等評審直接相關之事宜，屬刑法上公務員 
公立大學教授受民間業者委託或補助，負責執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非屬刑法上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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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君的爸媽離婚後，由爸爸取得其監護權，隔年小君爸爸與春嬌再婚。父女兩人與春嬌所組成的家庭型
態是指下列何者？ 
折衷家庭 寄養家庭 重組家庭 新三代家庭 

2 小志撿到一隻拉不拉多犬後，想留下飼養，但經過獸醫師提醒此狗已被植入晶片，為有飼主之犬，如私
自納為己有恐涉及侵占罪。小志便在不甘願的情況下將小狗送至警局，並通知飼主領回。上述小志的行

為若根據佛洛依德的自我形成理論，較屬於下列何者？ 
從本我到超我 從自我到客我 從本我到自我 從主我到客我 

3 2005 年近千名南韓農民為了抗議美國等國家對自家出產的農產品提供補貼，並以低價傾銷到南韓，造成

南韓農民生計受損，因此趁世界貿易組織開會之際至香港進行抗議。該項抗議是屬於下列何種訴求？ 
本土化 反全球化 在地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4 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將哪吒奉為神祇，俗稱為三太子。而電音三太子原是臺灣廟宇慶典活動中興起的表

演文化，2009 年電音三太子表演團在高雄所舉辦的世界運動會開幕式表演，隨後傳統臺灣民間信仰的電
音三太子也逐漸躍上國際舞臺。下列何者最能用來說明上述現象？ 
另類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在地全球化 全球相對化 

5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的文化志工們，用一己之力，為雲林偏遠的小鎮－台西小漁村彩繪 500 多面牆，
讓漁村添加動人的生命色彩，帶動觀光人潮，活絡當地的經濟。上述「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的行動，
若從公民社會的觀點來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透過倡議以發揮輿論的力量，有助於社會立法 屬自主性的公民活動，可以彰顯豐沛的社會力 
活動須有來自於第二部門的經濟力才得以運作 透過由上而下的公民行動，積極推動地方治理 

6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因部分理念相同，而常被一起討論，但實際上兩者間仍有部分差異。下列關於兩者

的比較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主義比較重視經濟平等，共產主義強調個人財富 
社會主義強調剩餘價值論，共產主義則強調福利國家 
共產主義在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無階級社會為理想 
共產主義以階級鬥爭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則主張漸進改革 

7 某學者在課堂中提及：人民都是理性且能積極地參與政治事務，且從參與中養成公民的德行。上述學者

的主張符合下列那一個民主理論的論述？ 
古典民主理論 修正民主理論 經驗民主理論 菁英民主理論 

8 根據我國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之相關規定，下列關於監察院職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針對檢調機關未改善刑求一事可進行彈劾 
對於總統提名考試院院長的任命可行使同意權 
對下屬施壓的官員，可針對其個人行為進行糾正 
針對決算的審核報告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 

9 依據國籍法第 2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 
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三、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依上述法律判斷，下列何者應是我國在國籍的認定上所採用的原則？ 
屬人主義  屬地主義 
屬人主義為主，屬地主義為輔 屬地主義為主，屬人主義為輔 

10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導致東南亞主要貨幣在短期內急劇貶值，各國貨幣體系和股市的崩潰，更因此引發

大批外資撤逃和國內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其中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 1008:1 元。在此窘況下，
韓國政府不得不向某國際組織求援，以控制國內經濟危機。試就上述判斷，該國際組織應為下列何者？ 
世界銀行 亞太經合會 世界貿易組織 國際貨幣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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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我國相關法令判斷，下列有關我國直轄市市長暨市議員，及縣市長暨縣市議員選舉制度之配對，何
者正確？ 
直轄市市長：複數選舉區相對多數制 直轄市議員：單一選舉區絕對多數制 
縣市長：比例代表制  縣市議員：複數選區單記制 

12 現年 45 歲設籍在南投的大新，某天與剛滿 20 歲的兒子小新談論我國的選舉。依據我國相關法令判斷，
下列何者的說法是正確的？ 
小新：等到我和爸爸一樣年紀時，我也可以參選總統 
小新：明年的立委大選，我才符合法定年齡可以投票 
大新：再過 5 年後，小新你才可以參選區域立委選舉 
大新：我們搬到臺北市 3 個月後，就可投票選舉理想的市長 

13 民國 92 年制定的公民投票法，目的在讓人民以直接投票的方式，對法律或公共政策表達意見。就其性質
而言，該法屬於我國憲法上所保障的何項人民基本權利？ 
形式受益權 創制複決權 實質平等權 意見自由權 

14 下列那一個國際組織係由成員國家簽訂協定，強化貿易一體化，開放了貨幣和資本帳戶，方便直接投資，
同時還規定了人權、政府治理、犯罪和移民等的政治標準？ 
東南亞國協 ASEAN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歐洲聯盟 EU  世界貿易組織 WTO 

15 為因應鮮奶漲價，國內各大連鎖超商業者同時調漲含乳咖啡的價格。上述業者的行為，可能違反下列何
種法律的規定？ 
商品標示法 公平交易法 消費者保護法 食品衛生管理法 

16 貪污治罪條例中增列「公務員違反不明來源財產的說明義務罪」，規定貪污被告有義務說明其本人、配
偶或未成年子女戶頭內的財產來源，此條文之增訂曾引發法界論戰，其原因是該條文可能違反下列那些
原則？①無罪推定原則 ②罪刑法定主義 ③偵查不公開原則 ④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17 關於非婚生子女、養子女、親生子女，在我國民法親屬編與繼承編的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婚生子女和生母之間的關係，視為婚生子女 
養子女和親生子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同，繼承父母遺產的順位也不同 
生父或生母均可透過遺囑，完全排除特定非婚生子女的繼承權利 
養子女可同時享有養父母與生父生母的遺產繼承權 

18 刑法中的「保安處分」乃是著重特定行為人的社會危險性所採取的社會防衛措施。依上所述，下列何者
屬之？ 
13 歲的丁丁持刀將情敵殺成重傷，被處以「感化教育」 
大學畢業的阿中偽造新臺幣，被處以「5 年有期徒刑」 
阿華用來擄人勒贖的土製手槍與子彈，被依法「沒收」 
安安因在家裡開設賭場，被處以「新臺幣 3 千元罰金」 

19 大法官解釋案件的審理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司法院受理聲請解釋憲法案件，應先推定大法官三人進行審查 
解釋憲法案件，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 
大法官若發現法律有違憲疑義，主動以會議方式，進行討論作成決議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出席人三分之二之同意 

20 根據民法規定，如果買賣標的物有瑕疵，而解除買賣契約對於出賣人顯然不公平時，買受人僅得請求減
少價金或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而不能解除契約。上述規定，乃基於契約訂定的何種基本原則？ 
過失責任 禁止恣意 誠實信用 公序良俗 

21 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關於人身自由的保障，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犯罪嫌疑人，警方皆可直接搜索住居帶回證物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人民 
檢察官偵查犯罪，如有必要可以逕行羈押 
人民的人身自由權，任何情況都不受他人侵犯 

22 桂花巷餐廳爆發殺人命案，檢方懷疑店長夥同兩名友人，欲勒索顧客黃先生，但卻演變成殺人棄屍案。
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偵訊時三人可保持緘默，並禁止檢方隔夜偵訊、錄影以維護正當程序 
檢方基於偵查公開原則，須定時向社會大眾報告案情發展 
殺人罪屬於重罪，檢察官為避免店長有逃亡串供之虞，可逕行裁定羈押 
偵查期間，警察可持法官開立之搜索票進入嫌疑犯住家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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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國為保護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而制定了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根據該法規定，被害人或其家屬，依法應向那一單位申請補償？ 
司法院犯罪被害人補償小組 法律扶助基金會 
地方法院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 地方法院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 

24 和解是由雙方當事人，在不違反其自由意志的情形下，就爭議進行溝通，使雙方達到共識，自行解決爭
議的方式。關於和解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訴訟外的和解和訴訟上的和解效力相同 訴訟上的和解與確定判決有相同效力 
任何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都可申請和解 和解迅速簡便其效力大於調解與仲裁 

25 日前國稅局來函要求阿益補納稅款，若阿益對此行政處分不服，試問他應當採行何種權利救濟途徑以資
因應？ 
請願、訴願 民事訴訟、訴願 民事訴訟、行政訴訟 復查、訴願、行政訴訟 

26 某高中生認為教育應去政治化，於是針對校園中以政治人物命名的建築物噴漆抗議，被學校記過並要求
勞動服務，該生不服此處分，認為學校限制其言論自由權。上述高中生收到處分通知書後，依法得採取
下列何種救濟途徑？ 
逕向主管機關提出訴願  逕至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聲請釋憲 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27 東北季風盛行時，臺灣會出現沙塵暴，主要是因為蒙古地區的草原被游牧民族過度使用的結果。草原因
具有下列那一種特性，而導致游牧民族過度使用？ 
公共財 私有財 劣等財 共有財 

28 下列何者會納入我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①本國勞工在美國工作所獲得的工資 ②外籍勞工在臺
灣工作所獲得的工資 ③本國勞工在臺灣工作所獲得的工資 ④本國廠商在美國生產所獲得的利潤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9 廠商提供一定數量商品到市場後，其所收到的全部貨款超過他願意供給的最低要求價格，這個部分的差
額在經濟學上稱為： 
生產成本 供給法則 供給價格 生產者剩餘 

30 爭議多時的淡北快速道路通過環評，引發支持開發以避免塞車的居民與反對開發擔心對紅樹林造成危害
的環保人士間的爭議。前述支持者和反對者所重視的各是何種經濟發展要素？ 
人力資本、自然資本 社會資本、政府效能 社會資本、人力資本 人造資本、自然資本 

31 小華目前的工作月薪 4 萬元，除每月生活費須 3 千元外，因公司離家較遠，故另須支出交通費每月 5 千
元；若小華「跳槽」到離家較近的公司，不只省下交通費，連每月生活費也可降低為 2 千元，但月薪較
低，僅有 3 萬 5 千元。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小華若選擇跳槽，則每個月承擔的「機會成本」為多少？ 
4 萬 2 千元 4 萬元 3 萬 4 千元 3 萬元 

32 對菸商來說，香菸成本低廉而利潤可觀，但消費者花錢抽菸不但會危害自己健康，甚至連帶增加健保醫
療給付。政府不能禁止國人抽菸，也無法禁止外國香菸進口，乃要求菸商須在香菸盒上標示「吸菸有害
健康」，以善盡告知的義務。依上所述，政府針對香菸所造成的市場失靈，是採用下列何種方式來處理？ 
界定財產權 提供公共財 提供完整資訊 直接進行管制 

33 一般家庭購買供洗澡、煮飯的桶裝瓦斯，依照經濟循環的市場供需觀點來看，應該屬於那一種市場的供
需概念？ 
商品市場的供給 商品市場的需求 要素市場的供給 要素市場的需求 

34 當政府發布上個月的景氣對策訊號燈為紅燈時，中央銀行通常會透過下列那一種政策來解決當前的景氣
問題？ 
提高政府支出 提高稅率 在公開市場賣出債券 調降重貼率 

35 假設某人連續喝了 5 杯相同的飲料，喝到第 3 杯的飲料時，其邊際效用為 15，試問：此人喝第 5 杯飲料
的邊際效用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25 10 15 20 

36 The emergence of the fatal    , SARS, in late 2002 greatly endangered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decay  disaster  disease  destruction  

37 The soft wind and the bright moon     the poet to write a beautiful poem. 
despised  inspired  depicted inquired  

38 Jason Wu has become a     fashion designer after he designed many dresses for Michelle Obama. 
false  funny  famous  frank  

39 Because of global warming, the world is likely to keep on breaking high     marks.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universe  waterfall  

40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students     the teacher’s hard work by giving her a thank-you card. 
assumed  accounted  approached  appre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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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題至第 45 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合適者 
  Starting in the 1930s, LEGO’s founder Ole Kirk Christiansen had created toys using wood and other materials. 
When a fire in 1960  41  the company’s warehouse containing wooden toys, Christiansen decided to concentrate 
all efforts on one single product: the plastic LEGO brick. LEGO bricks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42 , sex, political 
viewpoints, or controversial topics, and the company has deliberately sought to develop a “safe” image.  43 ,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this image of LEGO has also come to present a problem, because children increasingly  44  more 
teenage-like leisure activities, influenced by adult topics circulating in the media. For the growing generation of 
“tween”-agers, this safe image could easily be synonymous with “ 45 .” 
41 offered  enriched  destroyed  remodeled  
42 care  flattery  patience  violence  
43 Rarely  Hopefully  Absolutely  Nevertheless  
44 run away  engage in  get rid of  take advantage of  
45 heroic  childish  anxious  progressiv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In general, the influence of Anglo patrons has been much less pronounced on Hispanic arts than on American 
Indian arts. The art forms practiced by the early Hispanics were shaped largely from resources they found in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Using native woods such as aspen or pine, paints derived from natural pigments, and other local 
materials, they created utilitarian goods and religious objects to adorn their homes and churches. The Hispanic crafts 
revival was confined to a much shorter period of time: beginning in the early 1920’s, reaching its peak in the late 
1930’s, and dying down by World War II, less than 2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in spite of the enthusiasm of the 
wealthy Anglo patrons in northern New Mexico, Hispanic crafts never “caught on” nationally in the way American 
Indian crafts did. Interest was fairly well limited to the Southwest and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areas in which the 
Adobe hacienda revival was taking place. The major interest in Hispanic crafts was as furnishing for these comfortable 
Southwestern-style adobe homes. These crafts were not, as were American Indian crafts, viewed as valuable art objects 
in themselves purchased with an eye for speculation. Hispanic arts to a great degree have been ignored by the 
speculative Anglo art market. 
  A beneficial consequence of this oversight is that the artisans have been freer to work according to their own 
standards and within their own traditions. Ranging from carved images of saints, furniture and textiles, to works in tin, 
iron, silver and straw, the art of the Spanish colonial era remains the art of many families who have practiced 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s for generations. Meanwhile, other contemporary Hispanic artists have carried the artistic legacy 
of their ancestors to new levels of excellence by working in more modern media including sculpture, photography, 
painting, jewelry, literature and more that reflect the ongoing evolution of Hispanic arts and culture. Though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heir work has not been “emptied of previous vital meanings” and become a meaningless revival, as 
has so much ethnic art of this day. Rather it has remained as an object of cultural pride and identity and not simply the 
product of the tastes and demands of art market. 
46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during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eriods were Hispanic crafts most popular? 

The early 1920’s.   The late 1930’s.  
In the middle of World War II.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47 What does it mean when the author says that Hispanic crafts never “caught on”? 
It was difficult  to hang the crafts on walls. The  crafts failed to become fashionable. 
The crafts seldom stayed glued together.  It wa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crafts. 

48 What does “it” in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passage refer to? 
The clay.  Eth nic art. Their work.  The  revival.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laces is NOT mentioned as a place in which Hispanic crafts were popular? 
New England.  The Southwest.  Southern California.  Northern New Mexico.  

50 What does this passage mainly discuss? 
Evolution of Hispanic arts.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Hispanic artists.  
Influence  of Hispanic arts on Anglo artists. American Indian influence on Hispanic cra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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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選項的各組成語，前後語義相反的是： 
一葉知秋／見微知著 尸位素餐／枵腹從公 兔死狗烹／過河拆橋 沐猴而冠／虛有其表 

2 下列各組選項「」中的詞彙，前後語義相同的是：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了一驚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3 下列選項「」中數字用法，意義與真實數量無關的是： 
他們因為「兩情相悅」，很快便結婚了 「四體不勤」，是城市居民常見的問題 
考生在放榜之前，心情不免「七上八下」 「數以千計」的影迷，蜂擁而至，迎接明星 

4 小謝在某處看到一副對聯：「願世人皆能容忍，惟此地必較短長。」「此地」可能是： 
書店 鞋店 餐廳 花店 

5 下列題辭使用場合完全正確的是： 
祝賀結婚時可用「花開並蒂」、「棠棣聯輝」 祝賀新居落成可用「華堂集瑞」、「宜室宜家」 
祝賀醫院開業可用「博愛濟眾」、「杏壇春滿」 祝賀歌唱比賽優勝可用「繞樑韻永」、「高山流水」 

6 參照各組人物的關係，選出使用錯誤的問候語： 
父親寫信給兒子，可使用「順問 近祺」 學生寫信給老師，可使用「敬請 台安」 
朋友寫信給朋友，可使用「順頌 時綏」 兒子寫信給父親，可使用「叩請 金安」 

7 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
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顏氏家訓・風操》）根據上文，描述的是何種習俗？ 
慶生 抓周 收涎 乞巧 

8 荀子思想中，「天」是指純粹的自然現象。下列選項，何者符合荀子「天」的意義？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9 《論語．泰伯》：「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及人才的核心品格，與引文最相
近的選項是： 
無伐善，無施勞  其身正，不令而行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10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沒有一部歷史像《史記》這樣去寫遊俠、刺客、酷吏，寫得這樣好看而具有
文學性。從來我不相信仇憤或壓迫的情緒可以寫出好文章，便連若干人喜歡講的『救贖感』或『憂患意識』，
恐怕都嫌造作。對生命的喜悅，以及對物質世界的喜悅，正是這樣的赤子之心，它不但在創作上成為不竭的
泉源，也使人在人生的驚濤駭浪中亦能不憂、不懼。」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赤子之心是作者消除憂患意識或造作虛假的原動力 
司馬遷因為不失赤子之心，方有《史記》這部鉅作 
《史記》中遊俠、刺客，都具備赤子之心的救贖感 
不去掩飾或壓抑心中的物欲，才真能尋回赤子之心 

11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論
語．泰伯》）引文強調的人格特質是： 
不忮不求 嚴以律己 好學不輟 謙沖為懷 

12 承上題，曾子所論之人應為： 
季路 顏淵 子夏 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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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下列選項，何者與引文旨意最為接近？ 
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14 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塗，以擴其識，
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根據上文，下列選
項正確的是： 
擇師問學須專誠，才能深受其益 交友從遊須博愛，不應過於親暱 
心志必須專一，不適宜廣泛閱讀 博觀擴識者，易眩奪而難成大事 

15 （羊祜）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每會眾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
公。……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
曰：「羊祜豈鴆人者！」（《晉書‧羊祜傳》）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羊祜愛惜陸抗之材，表面為敵實則為友 羊祜認為百姓無辜，故友善待吳國軍民 
羊祜採取以德服人，希望藉此戰勝吳國 羊祜採主和不主戰，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16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
「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茍無歲，何以有民？
茍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戰國策．齊策》）下列選項，最符合引文意旨的是：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 
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17 古人常以「夢」來抒懷，如謂：「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
成一夢。」（張岱〈陶庵夢憶自序〉）下列選項，最接近作者之意的是： 
同床異夢 癡人說夢 飛熊入夢 黃粱一夢 

18 「為了他人而忘卻自我，他們便會記得你。」下列選項與此句文意最相近的是：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19 「藝術追求完美，但是如果藝術家『除非完美，絕不創作』，可能終身一事無成。科學家也在追求一種完美，
但是有的科學發明，第一次研發有成時，可能太龐大，也可能太簡單，不是效率太低，就是不夠安全。有些
發明甚至集各種缺點於一身，簡直一無是處，但是科學家還是把它先做出來，然後再慢慢想辦法改進。」引
文主旨在說明： 
十年磨一劍，若非完美無瑕，絕不輕言出手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堅持不懈以臻完美 
完美非一蹴可幾，是在不斷嘗試改進中成就 缺點是邁向完美成功的起點，不可輕易忽略 

20 「據說愛因斯坦穿著舊西裝出席諾貝爾獎得主的演講會議，並回絕了人家遞給他的全新西裝；德國總理派官
員來訪，愛因斯坦的夫人催促他換上正式的衣服會面，愛因斯坦卻說：『若要見我，人在這裡；若要看我的
衣服，則在衣櫃裡。』」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能展現愛因斯坦的人格特質？ 
放蕩不羈 率真樸實 耿介不屈 倨傲鮮腆 

21 一人貧苦特甚，生平虔奉呂祖。祖感其誠，一日忽降至其家，見其家徒四壁，不勝憫之，因伸一指，指其庭
中磐石。俄頃，粲然化為黃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呂祖大喜，謂：「子誠能如
此，無私心也，可授以大道。」其人曰：「不然，吾心欲汝此指頭也。」如就貶抑角度評論文中此人，下列
何者最適宜？ 
得寸進尺 得魚忘筌 朝三暮四 見異思遷 

22 承上題，如從勸誡角度評論本文意旨，下列文句何者最適合？ 
神仙難措手 人心不足蛇吞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補漏趁天晴，未渴先掘井 

23 「告訴你『結論』或『答案』和教導你如何『思維』與『創造』，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但卻都是可以同時
在一本書中，同一個作品中發生。從前者而言，所有的經典著作，都不免是已成『明日黃花』的『資訊』；
從後者而言，則經典性著作之所以為經典性著作，正因為它『萬古常新』的、開啟未來無限的心靈提升與思
維，刺激預示了未來無盡的精神創造……不論在文化上、人格上，或者日常生活上。」依據上文，下列敘述
最正確的是： 
具啟發性的作品沒有明確的結論 經典的閱讀可提升思維與創造力 
經典之為經典貴在資訊不斷翻新 經典著作所記載的訊息永不過時 

24 《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說明「音樂感人至深」，
下列選項中的文句，何者有此意涵？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若奏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為娛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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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岑參〈山房春事〉）本詩表達的
情感是： 
嗟嘆冬去春來，韶光易逝 悵惋地老天荒，一往情深 
痛心門庭冷落，世態炎涼 感慨物是人非，盛衰無常 

26 某電影中有句臺詞：「曾經牽掛，才能了無牽掛。」下列選項所表達的情感與此最接近的是：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個不多情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 

27 「太陽就是我們的本來面目，烏雲則是人類特有的各種心理活動。所以，唯有在定靜、沉寂之中，當心裡的
各種噪音平靜下來，也就是烏雲散開的時候，你就會看到自己的真實本性。」這段話所要闡述的意義是： 
情緒如烏雲一般干擾我們，讓我們無法安寧，所以我們不可以有情緒 
只要我們願意安靜沉澱自己，讓自己安定下來，就會回歸本性應有的寧靜 
我們的本性乃是太陽與烏雲的結合體，所以情緒時好時壞，可以不必在乎 
我們的本性如太陽般光明，雖有種種心理活動，只要不受情緒干擾，可以不必管它 

28 「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生經驗越來越豐富，人類的情緒越來越多元、越複雜，如何準確傳達自己的情感，就
成了生活的重要課題。抒情力是指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能體察他人的情感，熟悉人與人的巧妙互動；以及知
道如何抒發自己的感情，才能產生同理心去理解別人的感受。文學家擅長探究事情的意義，以及發覺微細的
心靈境界，人與自然萬物，人與人之間的巧妙互動，透過文學家的描繪，那似有若無的感情便具體起來。」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抒情力是指在細微事物間發覺意義與目的的能力 
人類情緒越來越多元複雜，傳達情感很困難，所以需要文學家 
知道如何抒發自己的感情，也才能產生同理心去理解別人的感受 
文學家擅長探究事情的意義，透過文學家的描繪，感情便具體起來 

29 《論語．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文中的君子，表現出何種人格特質？ 
圓融而不偏私 待人面面俱到 不願爭勝比較 行事慷慨寬容 

30 「傾聽是需要學習的，而有效的傾聽則需要用心、欣賞及肯定。要成為一位好的傾聽者，你必須懂得適時擱
置自己的需求，讓說話者充分地將想表達的想法或情緒抒發出來；全神貫注在傾聽這件事上，表示好奇及關
心；要有同理心，也就是對他人的感受採取一種開放的態度，欣賞他的觀點、肯定他的情緒，而不加入自己
的批判。」本文主旨在論述： 
傾聽的態度 傾聽的魅力 傾聽的好處 傾聽的力量 

31 「太初的時候，意象與心智之間沒有白翳。心智不用費力，一切都是清明的。人慢慢有了知識，便有了偏見、
好惡、恐懼、希求，晴朗的宇宙才變成渾沌，心智才不得不無休無盡地辛勞！」下列選項，何者與本文意旨
不符？ 
太初與心智之間原本沒有隔閡 心智原本是清明、不用費力的狀態 
渾沌在太初時期即層層包裹住心智 偏見、好惡、恐懼、希求造成心智障蔽 

32 「銀髮族有特殊的心理及生理需求，如何運用高科技來協助解決其面臨的問題，產政學研應攜手努力。基本
上，老人的生理需求在於維持或輔助生活的自立；心理需要在於排遣寂寞、追求年輕活力及把握生命剩餘的
時間。如何尋求創新前瞻的銀髮生理及心理的解決方案或服務，無論是從產業效益或社會價值而言，政府都
應積極投入。」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所述「銀髮族需求」的是： 
銀髮族之生理需求，在於追求延年益壽的健康偏方 
銀髮族之心理需求，在於維持及輔助經濟的安全感 
產政學研應聯手解決銀髮族生理、心理需求之問題 
政府應該積極投入銀髮族商機之開發、研究與應用 

33 下列關於公文格式的敘述，何者錯誤？ 
根據不同層級的發文與受文單位，發文字號有時亦可不填寫 
公文如有附件時，應於「附件」欄註明內容名稱及其他有關字樣 
密等與解密條件，分為「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密」 
速別是指希望受文機關辦理的速度，如「最速件」、「速件」或「普通件」 

34 會稿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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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主辦單位自行修改後，不必再送 
各單位於其他單位送會之簽稿，如有意見應即提出，一經會簽，應共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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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再送會 

35 下列何者並非「公告」該有的結構？ 
主旨 依據 擬辦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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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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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某甲升遷新職，寫簡訊告知好友。下列選項用語正確的是： 
本人於五月一日高升，至某某單位擔任課長一職 
本人於五月一日赴某某單位履新，擔任課長一職 
本人於五月一日調任至某某單位，擔任課長一職 
本人於五月一日左遷，至某某單位擔任課長一職 
本人於五月一日榮膺新職，至某某單位擔任課長 

37 阿里山上可以賞月、看日出的民宿即將開幕，下列對聯何者適合張貼在民宿門口？ 
輔世匡時須博學，仁民愛物自修身 更上一層看日出，高懸百尺與雲浮 
波寬好看魚龍化，天遠空憐雁鶩群 最喜座中先得月，不妨睡處也看山 
全以山林為眼界，別有天地非人間 

38 下列成語，何者和「奮發有為、努力向上」之意有關？ 
好高騖遠 乘風破浪 奮翅鼓翼 青雲之志 飛黃騰達 

39 《三國演義》中，南蠻王孟獲屢次侵略蜀地，諸葛亮親征，數敗孟獲，七擒七縱。諸葛亮的用意何在？ 
拋磚引玉 欲擒故縱 以德服人 攻心為上 耀武揚威 

40 支公好鶴，住剡東山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
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世說
新語．言語》）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文意？ 
不可玩物喪志 強調天道無親 反對揠苗助長 順應自然天性 踐行推己及物 

41 「很少有食物像月餅一樣，既浪漫美麗又俗儈不堪，它不僅是應節食品，更是人際儀式的祭品，餡內包藏著
複雜的社交權力關係。一般人買年糕、湯圓、粽子和紅龜糕粿等過節食品，總是帶回家吃，但月餅卻買來送
人或被送，甚或多次轉送，形成一種流動的再分配，而不管最後失蹤或留下，月餅都因而衍生出複雜的交換
價值。而且湯圓、粽子一年到頭有得買，儀式意義逐漸流失，月餅卻是人情世故的特殊期貨，必須掌握契機，
及時交易。一俟農曆八月十六就全面崩盤，充滿時令的儀式性。」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月餅形式不斷推陳出新，顯得俗儈不堪 
月餅聯繫人情世故，是與市場價格有關 
隨時可買的湯圓、粽子逐漸流失時令的儀式性 
由於人情世故，月餅衍生出了社交權力關係的涵義 
由於民間傳說，月餅在應節食品中成為人際儀式的祭品 

42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
時。」下列選項的敘述，何者符合此詩的情境？ 
如膠似漆，濃情蜜意 深衷淺貌，語短情長 
羈旅愁懷，憫亂思歸 折花寄思，情感溫厚 
人生苦短，及時為樂 

43 「四年前一回旅居，結交了這些在地朋友後，遂常有連絡。難得路過，一定去拜訪，或者寄一二本自己允當
的創作，請其指教。他們也常寄送地方物產，跟我分享時令收成。我藉著一物一產的悉心食用，懷念小鎮的
豐饒；他們則以物產的各方遞送，繼續告知小鎮的美好韶光。」下列選項符合文意的是： 
禮尚往來  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  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見 

44 公務人員對於長官應有的態度，下列選項何者合適？ 
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 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 
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 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 
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上 

45 「人人不愛管閒事，閒事沒有人管，大家就都不講求公德心和責任感了。例如有人在公車上抽煙，有人在公
園裡採花折樹，有人在大街上亂丟垃圾，甚至有人在光天化日下追殺，在蒼茫暮色裡施暴……，這一切都被
當作是閒事。因為是閒事，大家都袖手旁觀，不願管，不肯管，也不敢管，就任這些閒事污染環境，為害社
會。」根據上文，下列敘述符合本文觀點的是： 
所謂「管閒事」乃指沒事找事，干預他人的事情與生活 
現代人應熱心關懷公益，多與他人溝通，增進彼此感情 
現代人應秉持勇氣與良知，發揚公德心，負起社會責任 
歹徒敢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乃因大眾不懂法律、怕惹事 
感嘆社會人心冷漠，只顧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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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學理論從傳統到當代的演變過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傳統理論重視理性分析與科學決策 當代理論漸漸重視團隊與群眾智慧 

人是理性動物，僅在追求金錢與名望 許多公務員想在奉獻與參與中找到生命的意義 

2 比較而言，下列那位學者最早有系統且深入地研究組織中有關人的問題？ 

馬師婁（A. Maslow）  傅麗德（M. Follett） 

麥克葛瑞格（D. McGregor） 何茲柏格（F. Herzberg） 

3 關於詮釋研究的特點，下列何者最正確？ 

以感官經驗為知識的基礎 追求社會的通則性規律 

價值中立取向的分析觀點 強調語言在社會互動過程的重要性 

4 下列何者為公共行政政治研究途徑所強調的價值？ 

效率性 超越理性 代表性 顧客導向 

5 關於典範（Paradigm）的主要意義，下列何者錯誤？ 

是一種信念或信念系統  為一群人所共同持有，具有共識單位的高度性 

是一種獨特信念，超越時效性 是一種世界觀，乃分析複雜世界的一種方式 

6 下列何者最符合費堯（H. Fayol）對行政學的主要觀點： 

研究組織中的動態團體管理，主張主管與部屬應以職能合作為基礎 

研究基層工作的改善之道，提出管理原則 

研究組織決策行為，提出有限理性觀念 

研究組織中上層的工作，提出管理原則 

7 關於新公共管理的主張，下列何者錯誤？ 

市場導向的公共行政 新右派 新公共服務 企業型政府 

8 下列何種行政革新的類型，較能突顯公、私組織差異？ 

推動民營化  減少繁文縟節 

設置美國高級文官制度  進行組織精簡 

9 下列關於生產力意義與特性的敘述，何者正確？ 

生產力觀念無法同時適用於企業和政府部門 

生產力可視為效率、效能、資源分配等面向的綜合性觀念 

行政機關生產力要素以效率和效能為主，不包括滿意和時效性 

生產力衡量指標以量化指標為主，不涉及質性指標 

10 「有情似無情，有意似無意，淡然處之」此句話可形容政府推展公共（眾）關係的那一項工作原則？ 

雙向溝通 誠信為本 公開透明 平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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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從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角度界定，非營利組織必須符合下列那些前提？①公有性 ②自主行政 ③自願性 

④正式組織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12 政府機關將某一標的人口的利益或成本轉移給另一標的人口享受或承擔的政策，被稱之為何種政策？ 

自我管制性政策 分配性政策 重分配性政策 管制性政策 

13 行政機關在政策產出過程的政策影響力可以彌補政治制度的權力漏洞，此一權力漏洞不包含下列何者？ 

官僚體系專業知能不足的問題 立法機關提案能力不足 

議會幕僚作業能力不足  政務官任期有限、職位有限 

14 有關全球化下公共行政系統本質的轉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能掌握並善用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的連結 

須區隔國際環境與本國內部的經濟社會環境 

須透過文官訓練加強個別公務人員的危機管理能力 

須建立快速適應與學習創新的行政體系 

15 有關政策評估類型的闡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形成評估（formative evaluation）是針對執行中的政策方案衡量其實際成果 

總合評估（summative evaluation）是針對執行結束後的政策予以整體評估 

可評估性評估（evaluability assessment）主要在衡量政策方案的實際執行成果是否符合預期 

虛擬評估（pseudo-evaluation）是應用描述性方法產出具有信效度的政策品質資訊 

16 有關「高架式」（tall organization）組織結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組織溝通困難 回應環境需求慢 組織層級少 增加單位經費 

17 下列有關可能影響政策執行的官僚機構特性，何者錯誤？ 

官僚機構可能在政策執行中影響公共政策的成敗 

官僚機構不可能倚賴民間組織執行公共政策 

官僚機構本身也有自己的政策偏好 

部分官僚機構可能透過管制民間企業的手段以執行公共政策 

18 有關政策規劃（policy formulation）的概念與意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策規劃必須以經過認定的公共問題為標的 

政策規劃以選擇為主要取向，包括問題、資料、方案等 

政策形成（policy formation）可作為政策規劃的同義詞 

政策規劃採變革取向，強調改善或解決公共問題 

19 下列何者不是政策監測的主要功能？ 

順服功能 授權功能 查核功能 解釋功能 

20 政府推動政策行銷過程中，下列何者為首要步驟？ 

進行市場區隔化 建立公共市場定位 認定行銷標的顧客 選擇適當的促銷手段 

21 下列何者不是理性決策的方法？ 

常識判斷 科學方法 邏輯推理 訴諸權威 

22 在一定條件下，尋求有限人力物力等資源做最佳分配的技術，係屬何種決策方法？ 

線性規劃 模擬 博弈理論 機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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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何者不是審議式民調的特色？ 

要求受訪者必須在充分討論基礎下進行調查 在受訪者資訊充分情況下所做的民調 

是「重質不重量」的調查 是目前政府最主要的民意調查工具 

24 「同心圓型」（concentric circle）的組織結構，主要強調組織的何種特質？ 

專業分工 專家擴增 結構彈性 溝通民主 

25 學者哈理生（Albert Harrison）將組織文化分為四類，下列那一種類型最重視關懷、互助與體恤等價值？ 

工作取向的組織文化 角色取向的組織文化 人員取向的組織文化 權力取向的組織文化 

26 有關組織結構「垂直分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垂直分化是以層級節制體系為代表 強調專業分工 

涉及組織活動所具權力的大小 和控制幅度有相關性 

27 一般而言，下列何者不屬於非正式組織的特性？ 

多為自願結合的團體 擴大社會距離 組織成員的重疊性 會產生從眾壓力 

28 關於組織的「控制幅度」（Span of Control），下列何者正確？ 

主管的權力大小與控制幅度有絕對關係 

組織內主管與部屬間只存在單純上下關係，無平行關係 

工作的內容越複雜，主管的控制幅度越大 

部屬人數呈倍數成長，主管與部屬的關係就呈幾何級數成長 

29 「機關出現僵化、無法隨機應變及因時、因地、因事制宜的病象」最有可能是由於下列何種原因引起？ 

法規森嚴 權力集中 規模龐大 缺乏民主 

30 各政府機關中的總務單位，最屬於下列那一種性質的幕僚單位？ 

一般性幕僚 諮議性幕僚 輔助性幕僚 技術性幕僚 

31 所謂「時勢造英雄」是用來描述下列何種領導的研究方法？ 

功能研究法 互動研究法 人格特質研究法 環境決定研究法 

32 下列何者不屬於政府人事行政體制部外制的主要優點？ 

採用集中式的公開競爭考試，避免徇私舞弊 人事工作毋須往來協調，較能解決機關問題 

政治與首長不當干預較少，能客觀公正選才 主管機關能集中資源，對人事政策做全盤規劃 

33 考試院考試委員之法定任期為多少年？ 

 6 年  5 年  4 年  3 年 

34 下列何者屬於強調過程的激勵理論範疇？ 

增強理論 期望理論  ERG 理論 需求層次理論 

35 下列何者最不屬於建立良好績效評估制度必須掌握的要素？ 

信度（Reliability） 時間（Timing） 民主（Democracy） 效度（Validity） 

36 下列何者透過財務、顧客、學習成長與內部流程等四個構面，將組織的使命和策略轉化為一套全方位的

績效量度，做為策略量度與管理體系的架構？ 

平衡計分卡 全面品質管理 學習型組織 目標管理 

37 公務機關公文文稿經主管長官或機關首長判行後的處理過程，稱之為： 

保密處理 收文處理 核擬文稿 發文處理 

38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列為下列那一種機密等級？ 

極機密 機密 密 普通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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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有關馬斯婁（A. Maslow）需求層級理論（Hierarchy of Needs）的敘述，何者不在其中？ 

滿足 - 前進的過程 

需求大致滿足後，其激勵作用不大 

挫折 - 退縮的過程 

較低層次需求獲得滿足後，較高層次需求會變得比較重要 

40 根據災害防救法的規定，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的指揮官應由何者擔任？ 

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 直轄市、縣（市）政府副首長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機關首長 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機關或單位首長 

41 下列何者是政府得動支第二預備金的條件？ 

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依命令增加業務致經費增加時 

機關新設內部單位時  因應民意機關需求臨時增加計畫時 

42 下列何種稅的稅基最為廣泛？ 

關稅 營業稅 遺產稅 不動產稅 

43 「隔行如隔山」的情況較屬於那一種溝通上的障礙？ 

心理上的障礙 地位上的障礙 地理上的障礙 語意上的障礙 

44 根據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觀點，正義的行政原則包含下列何種觀點？ 

行政決定應追求最大多數人的幸福 行政決定應對社會的劣勢者較有利 

行政決定應考量誰是最終的受益者 行政決定應避免造成預算排擠效應 

45 學者哈特（David K. Hart）認為公務人員有義務以「信任」而非以「強制力」做為公共事務運作的基礎，

強調與公民大眾之間夥伴關係的建立，期許公務人員能成為下列何種角色？ 

公共關係專家 社會企業家 公益行銷專家 道德企業家 

46 針對非營利組織的志工運用計畫，下列何者非強調的重點？ 

安置 訓練 監督 導引 

47 下列何者不是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的基本要求？ 

忠實推行政府政策 

不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不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差別待遇 

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介入黨派紛爭 

48 當代公務人員應展現高度的專業倫理，這是何種類型的行政機關責任確保途徑？ 

內部非正式途徑 外部非正式途徑 內部正式途徑 外部正式途徑 

49 依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32 條規定，在地方立法機關擬訂組織自治條例報權責機關核定時，其編制員

額，應依相關因素決定之，下列何者錯誤？ 

業務職掌、功能及各部門工作量 地方行政首長的用人權 

人力配置及運用狀況  員額管制政策及規定 

50 關於公共行政修正理論時期的管理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運用激勵原則提高員工績效 人格尊嚴應加以維護 

人類個別差異應予考慮  採取權變法則設計工作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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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現代社會中，有關道德與法律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道德只規範人的內在思想或意念，法律只規範外在行為 
法律以國家公權力為後盾，道德非以國家公權力為後盾 
違反道德的行為未必會受法律制裁 
有些法律規定的內涵與道德有關 

2 有關習慣法之要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必須社會上一般人就同一事項長期反覆為同一行為 
必須一般人對此習慣有法之確信 
必須先經過法院裁判承認 
民事習慣不得違反公序良俗 

3 下列何者並非法院進行訴訟時，應適用之原則？ 
不得為訴外裁判 一事不再理 不告不理 發現絕對真實 

4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有關法律之生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規應規定施行日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日期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發生效力 
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 
以命令特定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 

5 有關法律解釋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比較法解釋乃參酌外國判決學說，於我國法的解釋無涉 
論理解釋又稱體系解釋 
歷史解釋主要是由立法資料和法律史去探討條文真意 
目的解釋乃探討法條的原意與目的 

6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各機關發布命令得使用之名稱，下列何者不屬之？ 
規程 綱領 細則 準則 

7 下列關於憲法人權保障之敘述，何者錯誤？ 
人權最初主要功能在於作為防禦權，抵抗國家不法之侵害 
採取窮盡式之人權清單立法例，若欲新增人權，須透過修憲始得為之 
基於公益事由，不排除國家得依法限制人權 
外國人亦得作為人權保障之權利主體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不屬於隱私權保障之範圍？ 
免於國家無特定目的而強制蒐集人民指紋之權利 私人信件免於國家任意閱覽之權利 
於公共場所免於受到他人短暫注視之權利 於公共場所免於警察任意盤查之權利 

9 依民國 92 年 10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關於暫予收容之期限未設有規定，

不符合「迅速將受收容人強制出境」之目的，並有導致受收容人身體自由遭受過度剝奪之虞，有違下列

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平等原則 

10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基本權利之主體？ 
未成年人 外國人 人民團體 地方自治團體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秘密通訊自由並非憲法明文列舉保障之基本權利 
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範圍，除及於通訊內容之事項，亦包括通訊方式之事項 
檢察官欲對人民採取監聽措施，原則上應向監察院申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檢察官欲對人民採取監聽措施，原則上應向檢察總長申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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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授權明確性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規範事項即便涉及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只要授權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立法者亦得以

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 
授權條款所應具備之明確程度，應與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相稱 
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毋須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字，而應由法律整體解釋認定，或依其整體規定所表

明之關聯意義為判斷 
若立法機關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之內容、目的、範圍應具體明確，命

令之內容並應符合母法授權意旨 
1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修憲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出修憲案，經立法院議決 
由總統提出修憲案，提請立法院複決 
由立法院提出修憲案，經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由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連署提出修憲案，經立法院議決 

14 下列何者應以法律定之，不得授權以命令規定？ 
工廠排放污水之標準  集會遊行之禁制區 
限制人民攜帶外幣入境之數量 對稅捐債務未清償之義務人予以管收之要件 

15 關於行政法上之平等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履行行政任務，一律不得為差別待遇 
強調立足點平等，保障人民在事實上地位之平等 
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私法契約時，不受平等原則之拘束 
行政機關審理人民申請社會救助案件，應遵守平等原則 

16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係屬下列何原則之展現？ 
法律優位原則 法明確性原則 管轄法定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7 下列何者並非行政處分？ 
市區道路開放通車 
十字路口之紅綠燈依序顯示 
警察命令違法集會之人群解散 
行政機關針對人民所申請之案件，發函限期命申請人補充相關資料 

18 行政罰法規定之行政罰，下列何者不屬之？ 
罰鍰 沒入 停止營業 停止供水供電 

19 公務人員甲因違法失職行為，經服務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記大過一次處分。甲得依下列何者尋

求救濟？ 
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懲戒法 訴願法 

20 依實務見解，甲受服務機關記一大過處分，其得尋求下列何種管道救濟？ 
向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提起再審議 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  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21 公務員甲收到休職處分書，該處分機關應為下列何者？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監察院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公務員之服務機關 

22 不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為之行政處分，應向下列何者提起訴願？ 
行政院 監察院 立法院 司法院 

23 甲申請營業執照遭主管機關否准，在訴願未獲救濟後，應提起何種行政訴訟？ 
撤銷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確認處分無效之訴 課予義務訴訟 

24 下列何種爭議，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律師懲戒事件  公職人員選舉無效訴訟事件 
公務員懲戒事件  會計師懲戒事件 

25 甲收到國稅局所核定之遺產稅繳納通知書，其應納稅額為新臺幣 30 萬元整。甲不服，下列何者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地方法院民事庭 地方法院簡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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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民事訴訟法上關於當事人能力與訴訟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 
母已懷孕超過 12 週以上之胎兒，推定該胎兒有當事人能力 
非法人團體，有固定名稱者，有當事人能力 
未成年人訂婚後，視為有訴訟能力 

27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管轄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訴訟由原告寄寓地之法院管轄 
被告在臺灣住所不明者，由被告之雇主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因不動產分割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專屬侵權結果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28 有關民事訴訟中之人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雖然國民有作證之義務，但收到作證通知後，不去作證，亦無任何制裁 
法院得前往證人所在地，訊問證人 
當事人配偶為證人之證言，不具證據能力 
證人聽聞而來的證言，均無證據能力 

29 甲將其駕駛的 A 車借給乙使用，經多次催討，乙遲不返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得向法院聲請對乙發支付命令，請求乙返還 A 車 
甲得向法院聲請調解，請求乙返還 A 車 
甲得向法院提起形成訴訟，請求乙返還 A 車 
乙因發生車禍致 A 車全部遭撞毀，甲無法提起訴訟尋求救濟 

30 甲授權其已滿 20 歲之子乙，向丙洽購機器一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須取得甲授權的書面，才能代理甲與丙簽約 
甲事先私下告知乙，買價不得超過 10 萬元。洽商時，善意且無過失的丙要求 11 萬元才肯出售，乙答

應之，該價金的約定不能拘束甲 
丙不知乙係甲之代理人，乙亦以自己名義訂立買賣契約，該買賣契約不生效力 
乙得向丙表示，其係代理甲來洽商簽約，其所簽買賣契約縱使未經甲之同意，該買賣契約仍然成立 

31 甲受乙詐欺，將其所有之 A 屋低價賣給乙，並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甲、乙間 A 屋買賣契約之效力如何？ 
有效，不得撤銷 無效 效力未定 有效，得撤銷 

32 甲、乙為夫妻，生有一子丙，懷有胎兒丁，一日甲騎摩托車出門，不幸遭遇車禍，被戊撞傷，數日後傷

重死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丙得向戊請求慰撫金，丁無權利能力，不得請求 
乙、丙、丁得向戊請求慰撫金，若將來丁死產，再將丁之部分返還給戊 
乙、丙得向戊請求慰撫金，丁待出生後具有權利能力，亦得請求 
乙、丙須待丁出生後，視其是否具有權利能力，方能確定如何請求 

33 下列關於無因管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無因管理之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 
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得請求本人賠償其損害 
管理人未盡其管理義務，對於因此所支付之費用與所受之損害，均由管理人自行承擔 
管理人為免除本人生命之急迫危險而為事務之管理，對於因此所生之損害，僅就惡意或重大過失負賠

償之責 
34 甲想在自己的土地上蓋一棟別墅，由乙建商承包興建工程。該別墅交屋時適逢雨季，甲受領後旋即發現

頂樓書房的天花板有漏水情事。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得定相當期限，請求乙修補漏水的問題 
若乙不於甲所定期限內修補者，甲得自行修補，並得向乙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 
乙不得以修補所需費用過鉅為由拒絕修補 
若漏水不能修補，甲得請求減少報酬 

35 下列關於物權法定主義之敘述，何者正確？ 
得依最高法院判決創設物權 得依法理創設物權 
得依行政命令創設物權  得依習慣法創設物權 

36 關於普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遲延利息 違約金 設定抵押權之費用 實行抵押權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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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何者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 
因無主物先占而取得先占物之所有權 因拾得遺失物而取得之報酬 
因受遺贈而取得之財產  因侵權行為而取得之財產上損害賠償 

38 下列何者得為代位繼承人？ 
直系血親卑親屬 直系血親尊親屬 旁系血親卑親屬 旁系姻親卑親屬 

39 依實務見解，公務員違反下列何程序所取得之證據，絕對不得作為證據？ 
警員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未全程錄音 警員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未告知可以保持緘默 
警員詢問犯罪嫌疑人時，對之加以恐嚇威脅 警員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未告知可以選任辯護人 

40 共同被告與本案被告的利害關係相反，共同被告之陳述，審判中應進行如何的程序，始得作為認定本案

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 
於偵查中，共同被告經檢察官訊問 
於審判中，共同被告經法官訊問 
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由本案被告對其行詰問程序 
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由本案被告對其行詰問程序 

41 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學說

謂之為「嚴格證明法則」。但依實務見解，法院為下列何項判斷時，並不適用上述法則？ 
起訴之犯罪事實 犯罪所得之沒收事實 加重結果犯之事實 有罪之犯罪事實 

42 下列有關偵查中押票之記載，何者錯誤？ 
應記載案由及所觸犯之法條 應記載被告如不服羈押處分之救濟方法 
應由檢察官簽發  應由法官簽發 

43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所稱之公務員？ 
法官 警察 台電修繕人員 鄉長 

44 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12 條規定，公務員犯收賄罪，情節輕微，而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下

者，法院應減輕其刑？ 
5 萬元 10 萬元 15 萬元 20 萬元 

45 甲之子乙與朋友丙共同殺害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犯刑法第 272 條第 1 項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丙不構成犯罪 
乙與丙均犯刑法第 272 條第 1 項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乙犯刑法第 272 條第 1 項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丙犯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殺人罪 
乙及丙均犯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殺人罪 

46 甲因心肌梗塞送公立醫院急救，經醫師乙急救後脫離險境，甲為酬謝乙，致贈價值數萬元之金牌一面給

乙，乙亦予以收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對於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行賄罪 甲成立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上之行為行賄罪 
乙不具公務員身分，所以不成立公務員受賄罪 乙屬於業務上之正當行為，所以不罰 

47 甲持偽造之汽車買賣契約，至監理所辦理過戶登記，利用不知情之承辦人乙在其職掌之電腦系統內將丙

名下的汽車辦理過戶登記至甲名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依想像競合犯處斷 
甲與乙成立偽造公文書罪之共同正犯 
甲與乙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共同正犯 
甲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間接正犯 

48 甲至銀行提款，適該銀行進行防搶演練，甲將參與演練之乙誤認為搶匪，於是當場把乙摔倒並制服於地，

過程中乙受有手腳擦傷，並提出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之行為屬於正當防衛  甲之行為屬於緊急避難 
甲之行為屬於避難過當  甲之行為屬於誤想防衛 

49 甲欲射殺乙，對乙開槍射擊，卻誤中一旁的丙，丙因傷重而死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不成立犯罪  甲對乙成立殺人未遂罪 
甲對丙成立過失傷害致死罪 甲對丙成立傷害致死罪 

50 調查員甲收受販毒之犯罪嫌疑人賄款，而未以販賣毒品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違背職務之收賄罪 
甲成立違背職務之收賄罪，並應依刑法第 134 條規定加重其刑 
甲成立職務上之行為收賄罪 
甲成立利用職務機會收賄罪，並應依刑法第 134 條規定加重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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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心理學家米德（G. Mead）所談到的「我」當中，屬於個人本能的、獨特的自然特性，是主動的、自
發創造的部分，稱為什麼？ 
主我 客我 本我 超我 

2 德國嘻哈學院（HipHop Academy Hamburg）每年舉辦嘻哈文化免費培訓計畫，鼓勵年輕人透過肢體表達
意念，透過上百場活動與社會互動，將青少年街舞結合古典音樂製作舞台劇，讓嘻哈文化成為在地特色。
下列敘述何者最能說明此一現象？ 
主流文化是由精緻文化所主導 官方文化主導流行文化的發展 
精緻文化轉變為流行文化符號 邊緣文化結合精緻文化的創新 

3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針對少子化問題，向政府提出托育三隻箭：包括加碼托育補助、建立褓姆遴選制、推
廣公共褓姆。下列關於「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透過倡議以發揮輿論的力量，有助於社會立法 
屬自主性的活動，參與者擁有豐沛的政治力 
活動須有來自於第二部門的經濟力才得以運作 
表達對政府施政不滿，展現由上而下的社會力 

4 據報載：日本一名 7 歲男童隨父母到山上遊玩，父母為處罰不聽話的孩子，把他獨留在野熊棲息地的路
邊，男童躲避至避難小屋，並堅信父母會回來找他，最後在搜救人員連日搜索後總算獲救。依心理學家
安斯渥（Mary Ainsworth）對依附型態的分類，上述男童與家人的依附關係，應屬於下列何種類型？ 
安全型 逃避型 混亂型 焦慮矛盾型 

5 艾瑞克森（E.Erikson）提出「心理社會發展階段」，是自我發展與成長的重要理論。下列有關該理論的
敘述，何者正確？ 
不同發展階段中，「父母親」始終扮演關鍵重要他人角色 
各階段皆有其發展任務，完成自我實現是該理論的最後階段 
若某一階段遭遇發展障礙，將無法進行下一個階段的發展 
青少年期偏差行為的出現，可能因自我認同不順利所導致 

6 豆腐乳是具有華人特色的食物，但不少外國人品嘗形容其「噁心、恐怖」，其實豆腐乳與歐洲飲食文化
中常見的起士同屬麴菌的發酵食物，上述外國人對豆腐乳負面評價的說法，凸顯下列何種觀點？ 
文明進化論 文化相對論 多元文化主義 我族中心主義 

7 某男警員因為蓄長髮被免職，某政府機關曾發函其服務的機關，認免職處分已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該
政府機關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立法院 勞動部 監察院  司法院 

8 司法院釋字第 472 號解釋：「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有關強制納保、繳納保費，係基於社會互助、
危險分攤及公共利益之考量，符合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之意旨；…有關加徵滯納金之規定，則係促使
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履行其繳納保費義務之必要手段。」若僅根據上述大法官解釋的內容判斷，較符合
下列何者的精神？ 
效益論 正義論 理性自利 社群主義 

9 人權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意義與發展，人們在討論廢除死刑的議題時，主要是受到下列
何種人權文件的影響？ 
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  英國 1689 年的權利法案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 2 條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10 下列關於內閣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內閣制中的總理對外代表國家，有維繫國家認同與地位安定的作用 
國會議員選舉後出現聯合政府，能增加人事穩定性及責任確定性 
實權內閣能夠控制國會多數席位，可有效執行國會所制定的法律 
內閣與國會若產生意見上衝突，總理可以透過覆議否決權解決之 

11 願景工作坊（scenario workshop）是由丹麥所發展出來的公民參與模式，此種參與模式通常會邀請 15 至
30 位的利害關係人，面對面共同討論公共議題，透過交互對話的過程，發展對未來的願景想像，並提出
相對應的行動方案。關於上述願景工作坊的運作方式，最符合下列何種民主理論的理念？ 
古典民主理論 經驗民主理論 多元民主理論 審議民主理論 

12 每逢連續假期，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會呼籲駕駛，避免尖峰時段開上國道。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的
作為，屬於下列何者？ 
行政指導 行政契約 行政命令 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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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居住在新北市的賴先生，日前收到新店區公所來電，提醒應儘快帶入學前幼兒至健康服務中心接種疫苗。

下列關於「新店區公所」的敘述，何者正確？ 
為地方行政機關  受區民代表監督 
區長有連任限制  為最低層級的地方自治單位 

14 某國國會選舉採取混合制，區域議員席次 100 席，採單一選區多數決制產生；政黨比例代表席次 100 席，

下表為該國採取並立制計算的國會選舉結果及席次分配表，針對該國國會選舉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政黨 區域席次 政黨得票比例 不分區席次 總席次 
甲 45 20% 20 65 
乙 35 40% 40 75 
丙 15 30% 30 45 
丁 5 10% 10 15 

該國政黨政治型態為兩黨制 
該國依並立制計算總席次，較聯立制有利於小黨 
如該國調整為以聯立制計算席次，當選總席次可能會超過應選席次 
該國以並立制計算與聯立制計算席次，產生的國會最大黨可能會不相同 

15 我國現行的公民投票因門檻偏高，過去數次全國性公投無法通過；民間團體與政黨紛紛提出由原本的「雙

二一制」改採「簡單多數」，降低提案與連署的過關門檻之難度。依上所述判斷，其所指過關門檻應是

下列何者？①投票人數達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②投票人數中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 

③提案人數應達最近一次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 ④連署人數應達最近一次總統選舉選舉人

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16 下列那些地方屬於地方制度法規定之自治團體？①臺中市南屯區 ②桃園市觀音區 ③新竹縣尖石鄉 

④苗栗縣南庄鄉 ⑤高雄市那瑪夏區 
①②③ ③④⑤ ②③④ ①②⑤ 

17 在某市立圖書館擔任館員的小可，除了參加員工組成的「野營社」外，還常利用閒暇擔任「家扶中心」志

工，義務幫弱勢家庭小朋友講故事和課輔，也會陪媽媽逛百貨公司。下列針對上文的分析敘述，何者正確？ 
小可工作的機構屬第一部門 野營社是屬民間的營利團體  
家扶中心不可以有營利行為 百貨公司屬非營利性的組織 

18 2015 年 10 月，中華航空一架由桃園飛往美國洛杉磯的班機，在飛行至美國領空但尚未降落前，一名具有

我國國籍的婦人便已在機上產下一名女嬰，依我國與美國國籍法的相關規定，下列有關文中女嬰國籍的

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無論該女嬰在何處出生，都可以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中華航空為我國領土延伸，故女嬰不能取得美國國籍 
中華航空已飛行至美國領空，故女嬰無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女嬰在飛行途中出生，難判斷國籍，可能變成無國籍人士 

19 阿明與阿嬌結婚多年，育有一雙兒女，阿嬌過世後，妹妹阿芳經常探視姊夫阿明與外甥，漸漸與阿明日

久生情，兩人萌生結婚之意。下列針對「阿明與阿芳是否具有姻親關係、兩人是否可以結婚」的敘述，

何者正確？ 
阿明與阿芳已無姻親關係，可以結婚 阿明與阿芳仍具姻親關係，不可結婚 
阿明與阿芳雖具姻親關係，可以結婚 阿明與阿芳曾具姻親關係，不可結婚 

20 報載：「臺南市某量販店店長，因陳姓顧客時常到店裡買酒，但酒後又經常在店裡喧嘩鬧事，或隨意要

求退換貨品，因此店長下令拒賣酒品給陳姓顧客，陳姓顧客因此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投訴…」。若依我國

法令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酒類屬民生必需品，為「強制締約」事項，店家不得拒絕販售  
縱使顧客隨意要求退貨，但該店仍應遵守「猶豫期」之規定，配合退貨 
店家可決定是否要與特定顧客交易，屬於契約自由 
店家須有法定事由，始可拒絕服務消費者 

21 刑法中對於刑法的種類包含主刑與從刑，依據現行刑法，下列何者屬於從刑？ 
褫奪公權  沒收 拘役 罰金 

22 國家給予犯罪被害人刑事補償是基於憲法保障人民何種權益而有的制度？ 
平等權   自由權 受益權 參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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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下列關於法律制定與修正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除政府機關，立法委員及民間團體也能提出法律案 
提案後應送程序委員會排議程，提報院會朗讀標題 
二讀會後，議案若仍有爭議，則交由黨團進行協商 
法律案、預算案經三讀會後，即由立法院公布施行 

24 刑事訴訟過程中，強調偵查機關應持搜索票才能進行搜索，若偵查機關違法搜索，則得到的證據，以及
藉此證據尋獲的其他證據，都不能用來證明被告有罪。依上所述判斷，主要說明下列何者法理原則？ 
偵查不公開原則 毒樹果實理論 無罪推定原則 禁止恣意原則 

25 阿財經國家考試、實習及格後取得律師證書，此證書的核發屬於下列何種行政行為？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行政計畫 行政指導 

26 我國政府於 2014 年起施行 12 年國民教育政策，將 9 年國教延長至 12 年。關於教育支出屬於政府支出中
的那一類？ 
投資性支出 消費性支出 移轉性支出 債務性支出 

27 老師教完犯罪行為的構成要件後，同學紛紛表示自己的看法。若依刑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判斷，下列何
者說法是錯誤的？ 
甲對他人造成傷害，如不是出於故意或過失，無須負刑責 
乙把潛入家裡的竊盜者，抓到後毆打致死，仍構成犯罪 
 15 歲的丙因涉世未深，毆打霸凌同學只須記大過，不須負刑責 
修訂刑法加重處罰酒駕者，但修法前之酒駕者無法以此法重罰，符合罪刑法定原則 

28 某實驗研究指出，PC 塑膠瓶盛裝熱飲，可能會干擾人體荷爾蒙平衡，造成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因此我
國政府透過立法強制規範製造廠商，必須在相關產品標示材質和耐熱溫度等資訊。依上所述判斷，政府
強制商品須標示的作法，是為解決下述何種問題？ 
供需不均衡 公共財悲歌 資訊不對稱 財產權不明 

29 在外匯需求不變的情形下，何種因素會使得我國的匯率下跌？ 
外國的經濟景氣衰退  我國利率高於外國利率 
我國的物價水準上升  外國限制我國貨品輸入 

30 近年來空氣品質的細懸浮微粒（PM2.5）指標常出現紫爆的警示，民眾對於口罩的需求增加，若此時工廠
也增加生產口罩。依上所述判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口罩市場的變動情形應為下列何者？ 
均衡價格上漲，均衡數量增加 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減少 
均衡價格不確定，均衡數量增加 均衡價格上漲，均衡數量不確定 

31 下表是四個國家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若都以 2013 年為基期，則 2015 年時那一國的物價膨脹率最低？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甲國 100 125 155 
乙國 100 160 200 
丙國 100 175 229 
丁國 100 110 143 

甲國 乙國 丙國 丁國 
32 若以農業產品數量為橫軸，工業產品數量為縱軸，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工人罷工可能造成「生產

可能曲線」如何變動？ 
整條生產可能曲線往外移動 整條生產可能曲線往內移動 
生產組合點沿著原來的生產可能曲線往右移動 生產組合點沿著原來的生產可能曲線往左移動 

33 高雄市政府與高雄捷運公司合作，於捷運站設置「ARM 自動資源回收機」（Automatic Recycling Machine）。
民眾將可回收之鐵鋁罐及寶特瓶容器投入自動回收機，每一支可立即在一卡通上儲值一元。從經濟學的
角度判斷，下列何者為高雄市政府推動此舉的主要目的？ 
使資訊公開與透明以降低交易成本 透過使用者的付費使外部性內部化 
以補貼來增加民眾資源回收的誘因 以市場的機能克服政府失靈的困境 

34 網路部落客在社群媒體上發表他的創作繪圖，媒體未經同意即轉載於電視節目中，雖然節目播映時有打出
「翻攝自網路」的字樣，但網路部落客仍憤而對該媒體提告。依相關法令來看，網路部落客應是認為該媒
體之作法侵害其何項權利？ 
著作權 商標權 專利權 隱私權 

35 由於寒害及連續大雨，導致蓮霧減產，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蓮霧的均衡價格上升  蓮霧供給減少，並導致其需求降低 
因奇貨可居，消費者對蓮霧的需求增加 蓮霧的價格上漲，導致其供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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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Nowadays a lot of young people       TV programs via cellphones. 
attach receive afford relieve 

37 It is considered the basis of decent etiquette to       eye contact when speaking to others. 
deliver maintain remain promote 

38 While people shop in Toronto, it is generally not a custom to       for a lower price. 
bargain purchase cheat trade 

39 The teacher       the students of bringing their own lunch for the next day's field trip. 
recalled reminded reviewed returned 

40 Amy       the scholarship because of her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over the years. 
awards awarded was awarded is to awar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Christmas is full of old traditions, like having a turkey feast. But how did this begin？ First turkeys   41   into 

Britain in 1526.   42   this time, people used to eat geese and even peacocks for Christmas meals.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eat turkey on Christmas, but it wasn't until the 1950s that the turkey 
became a   43   popular choice than the goose. Cows and chickens were not eaten for Christmas because 
people needed milk and eggs. People would have turkey as it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they could also   44   their 
cows and chickens. The good thing about this tradition is that turkeys are big   45   to feed the whole family. Today, 
87% of people believe that Christmas would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a traditional roast turkey.  
41 are brought  were brought brought were bringing 
42 Before After When While 
43 better more less least 
44 bake take leave save 
45 too  least enough a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Lagom is a new lifestyle that comes out of Sweden into our homes and our lives in the hope of helping us become 
healthy and live a sustainable life. The Swedish word is defined as “not too much, and not too little—just right.” This 
ethos of moderation has a great impact on Swedish people, who believe there should be a balance in everything they 
do, from working hours to how many slices of cake they eat, from how much sugar to take in one coffee to the portion 
sizes of dinner. Now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interested in this living philosophy.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the 
BBC reports that search engine Google has seen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earches for the term Lagom and in 
the last three months, the word has been tweeted over 13,500 times. 

My Swedish friend told me “asking a Swede about lagom is like asking a fish what water is. It’s part of our way 
of life. There’s an inner voice saying, ‘Don’t be too talkative, but don’t be too quiet or shy. Don’t build the biggest 
house in town and buy luxurious stuff, but don’t be poor.’” 

Lagom has inspired several companies to manufacture skin collections, clothing, and furniture based on this notion 
of making life easier, more enjoyable and inexpensive. Swedish furniture store IKEA, for example, has created a 
project called “Live Lagom” to teach people how to reduce waste, save water, and live a healthier life. The famous 
H&M also sells Lagom around the world. Everybody can afford to buy their products, which are functional, stylish, 
and nice, but not too nice. Sam and Elliott Stocks, from England, published the lifestyle magazine Lagom. “Although 
neither of us are Swedes, we admire Swedish culture,” says Elliott. “The philosophy of Lagom is beautifully simple; it 
encourages everything in moderation.” 
46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An Urgent Global Issue.  A Beautiful Life Journey. 
A New Trend to Keep Up With. An Ancient Culture to Be Preserved.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is NOT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M's clothing？ 
Affordable. Expensive. Fashionable. Functional. 

48 Which word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word “ethos” in the first paragraph？ 
Process. Spirit. Failure. Memory. 

49 What does “asking a fish what water is”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imply？ 
Swedes cannot live without lagom. Lagom ha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Swedes. 
A large part of Sweden is surrounded by the sea. Swedes don't spend money on unnecessary things.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Lagom？ 
It was created by the furniture store IKEA.  
The word has not appeared on tweets until the last three months. 
It encourages people to pursue both simplicity and quality. 
It means that everyone should enjoy life without concern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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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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語病？
請大家看稍早之前的畫面 這棟房子市價超過六千萬以上
他是眾人眼中未來的明日之星 我保證這種狀況下次不會再出現

2 下列各組「」中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短「褐」穿結／深「褐」色系 不恥相「師」／出「師」不利
高手雲「集」／寒雪日內「集」 「從」數騎出／客「從」遠方來

3 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
耳。（《晉書．庾亮傳》）
文中空格應填入的成語是：
選賢任能 平步青雲 推心置腹 束之高閣

4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何者運用最恰當？
小張說的笑話很好笑，真是「貽笑大方」 如此尶尬場面，主持人只能「爾虞我詐」帶過 
他們上山看流星雨，感受「披星戴月」的氣氛 銷售人員游說成功，媽媽開始「心猿意馬」起來

5 老張的新居落成，朋友紛紛致贈對聯道賀，下列何者最適合掛在書房？
桃李成蹊徑，江山入畫圖 琴瑟春常在，芝蘭德自馨
居無俗客人疑古，架有奇書手自刪 天地間詩書最貴，家庭內孝悌為先

6 下列題辭，何者使用正確？
好友結婚：鸞鳳和鳴 長輩生日：福壽全歸 醫師開業：高賢蒞止 議員連任：桑梓流光

7 若曦新出論著，要送給自己的師長，下列用語何者正確？
賜正 惠正 指正 郢正

8 《莊子》善用寓言說理，關於寓言旨意，下列敘述錯誤的是：
御風而行：藉列子御風而行，說明有待與無待的逍遙境界
心齋坐忘：藉孔子與顏淵的對話，諷刺儒家傲岸不群的處世之道
鼴鼠飲河：鼴鼠飲河所需不多，表現道家知足自在，不為功名束縛的逍遙精神
庖丁解牛：以牛的筋骨脈絡，比喻複雜的社會，藉庖丁口吻說明順其自然的處世之道

9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呂氏春秋．貴公》）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意涵的是：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義以生利，利以豐民 四時代御，陰陽大化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10 「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者則斷在勿行」一語，是說明下列何種德性？
仁愛 剛毅 謙和 誠實

11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
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
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正始》）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亡天下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崩壞 亡國乃是不同姓氏政權的轉移
保國為國君大臣執政者的責任 匹夫卑賤無能參與保天下之事

12 「杖屨逍遙五柳莊，一辭獨擅晉文章。黃花本是無情物，也共先生晚節香。」詩中所云的「先生」是：
屈原 陶潛 柳宗元 蘇軾

13 醉翁亭在瑯琊山寺側，記成刻石，遠近爭傳，疲於模打。山僧云：寺庫有氊，打碑用盡，至取僧堂卧氊給
用。凡商賈來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問作何用，皆云所過關征，以贈監官，可以免稅。（朱熹《晦庵先
生朱文公文集．考歐陽文忠公事蹟》）
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想要拓片的人多，但都不願自己動手拓製 由於拓片供不應求，故官方請託僧人拓製
求拓片者眾，可見〈醉翁亭記〉頗受歡迎 商賈求取拓片，其意在流傳〈醉翁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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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
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
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
故，父子相保。（《淮南子．人間》）
最符合上文意旨的選項是：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15 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
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蘇軾〈答謝民師書〉）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切合文意？
捕風捉影的言辭不可能為真 以言辭具現物之妙實非易事
言辭通達的人未必能寫文章 能言善道之人有理走遍天下

16 眾盲摸象，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菔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
觸腳者言象如木臼，其觸脊者言象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大般涅槃經》）
下列選項，何者與上文主旨最接近？
牝牡驪黃 狗尾續貂 扣槃捫燭 濫竽充數

17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鐘，削木為莛，以莛叩鐘，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莛
叩垣牆則不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莛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
鐘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為鐘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始終對聲音來源感到疑惑 乙堅持聲音來自於虛器之中
乙以積錢不鳴證明銅不發聲 甲乙都一致認為物各有其聲

18 「過去的我，嫉醜惡如仇，容不得一點卑劣、不義，總想徹底除之而後快，不能除之，便想隱身、閃逃，
避到無可避為止。這疾病讓我明白，天地廣袤，萬物並容，黑白美醜，大化眼中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來說明作者的心態轉變？
由潔身自好轉為圓融處世 由褊急狹隘轉為心寬氣和
由正義凜然轉為作壁上觀 由憤怒逃避轉為委靡頹唐

19 「楊小妹在楊媽媽無微不至的呵護下，長得活潑可愛。育幼院除了身障的楊小妹，還有幾個智能不足的孩
子，楊媽媽對他們的愛特別彰顯。她說：『任何一個孩子生下來都應該有人愛他們。』」
依據上文，最適合形容楊媽媽的選項是：
物傷其類 春風化雨 仁民愛物 樂善好施

20 「我掛起了個小小招牌：『東海農園』，又蓋了一所小小的山房，以避風雨。用最原始的農具，一坪一坪
地把荒地開闢，再一坪一坪地種下了花木蔬菜。『東海農園』在這滿是石頭的荒山上開創之時，連附近的
農民都笑我們是傻瓜。但事實證明，只要設計得法而有恆心，荒蕪之地都可以變成美好的花園。」
下列選項最能說明作者開墾荒地精神的是：
順其自然，隨遇而安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開疆闢土，功在社稷 露宿風餐，擇善固執

21 〈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首詩是柳宗元在朝政改革失敗，
連遭貶謫，居永州時所作。就此觀之，下列最接近詩旨的選項是：
清高脫俗，守貞不渝 怡然恬淡，閑適自在 縱情山水，遊戲人間 遺世獨立，超然遠舉

22 「有人說：『時間即生命。』也有人說：『時間即金錢。』二說均是。不過細想一下，有命斯有財，命之
不存，於財何有？淮南子說：『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可是誰又能趁早體會到
時間之『難得而易失』？時光不斷的在流轉，任誰也不能攀住它停留片刻。我們每天撕一張日曆，日曆越
來越薄，快要撕完的時候，便不免矍然以驚，驚的是又臨歲晚。」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本文意旨？
不可因貪財而浪費時間 應珍惜寶貴而易逝的光陰
時光流轉須知有捨才有得 時間是用生命與金錢換來

23 承上題，依作者之意，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總在歲末才知時間不待人 捨命不捨財是徒然浪費時間
時間有如徑尺的璧玉一般珍貴 把握時間勤奮工作才能留住錢財

24 孫中山先生：「什麼事叫做大事呢？大概地說，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能體現「做大事」的旨意？
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
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25 下列詩詞所表現的心境，那一選項與其他不同？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記得少年曾學劍，壯心猶自憶廉頗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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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春耕朗誦詩時，大雨滂沱。觀眾都穿著雨衣，站在雨中聽。詩句聲在大雨嘩嘩的節奏裡，也變成雨聲的
一部分。朗讀者聽著自己的詩句，又好像更多時間是聽著雨聲、風聲。那樣的朗讀經驗很好，也許詩句本
就應該在風聲、雨聲裡散去。山水自然的聲音才是永遠讀不完的詩句吧。」

依據上文，何以作者會覺得那樣的朗讀經驗很好？
觀眾在雨中聆聽的熱情，令人感動 朗誦時巧遇大雨，符合作品的內涵
自然的聲音飽含詩意，讀之不盡 詩句在風聲裡散去，讓人備覺空靈

27 「我不要求你成為我的眷屬如同我厭煩成為你的局部，你不必放棄什麼即能獲得我的情誼，我亦有難言的
頑固卻能被你呵護，我們積極相聚也毫不掙扎地品嘗捨離，遂把所能擁有的辰光化成分分秒秒的驚歎。」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接近作者對愛情的態度？

能夠保有自我 努力融入對方 彼此包容寬恕 相互扶持提攜
28 「我浪費大半生的時間在他人身上。這回飛蛾不撲火了，飛蛾成了標本。母親轉成釘在我骨上的肉，稍一

撕扯就痛徹心扉。母親是老小孩，女兒是小孩老。母親變女兒，輪迴就在眼前，不必等下一世。」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母親變女兒」是說母親仍保有童心 「女兒是小孩老」是指女兒少年老成
「我」認為照顧母親浪費許多的時間 「輪迴」指母親已衰老，需要女兒照顧

29 現今職場上，必須具備多方技能。下列孔、孟言論，何者最符合這種精神？
君子不器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30 下列文句，具有鼓勵「終身學習」觀點的是：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31 「『落葉歸根』，來源可能是老子的『各歸其根』。從老子的觀點看，個體的死亡原是萬事萬物自然生滅
循環的現象，是自然不過的。如果刻意抵制，只會增加死亡的恐懼與自我的痛苦；但如體悟自我的死亡乃
如落葉歸根，是回歸天道的自然過程，也就自然能夠克服自我自私，安然接受死亡。」
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旨意的是：
面對生命終結的生滅循環，無須畏懼 如果生命是一段旅程，死亡就是它的終點
自私自我之人將死之前，面對死亡不免恐懼 人不應恐懼死亡，應該恐懼的是從未真正活過

32 「出航前，他知道自己會暈船，早自備好黑色塑膠袋。他特別選購黑色的，是因為這樣比較不會影響其他
船客，避免大家看到嘔吐穢物，本來想吐的，會覺得更想吐；本來不想吐的，看到都想吐了。」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文中「他」的想法？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不見可欲，則心不亂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33 中央政府主管機關為使當年全國已屆徵兵年齡之國民接受徵兵處理，會使用下列何種公文？

函 令 公告 書函
34 機關內部職員因育嬰需要，擬陳請機關首長同意其留職停薪時，應以下列那一種公文提出最適當？

簽 報告 便箋 申請函
35 下列有關公文的敘述，正確的是：

紙本開會通知單發文時，應蓋機關大印及首長簽字章，始生效力
公告之格式為主旨、依據、公告事項，惟必要時，可加註機密等級

凡屬工作計畫、專題報告、各種報表之標題用語，不可加註標點符號
公文主旨段為全文摘要，說明行文目的與期望，應簡明扼要，字數多時可分項敘寫

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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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下列文句「」內的成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某明星夫妻「琴瑟不調」，打算離婚分產 同學們畢業後「雁行折翼」，各奔東西
東京「克紹箕裘」，繼里約之後承辦奧運 張家後代「蘭桂騰芳」，子孫都有好成就
王醫師為雙親賀壽，因「椿萱並茂」而感激上蒼

37 下列對聯與場合的搭配，正確的選項是：
匠心獨運，著手成春／花坊 一言九鼎，允諾千金／冶金業
隨時而動，不叩自鳴／鐘錶店 繼杜康事業，承太白遺風／酒館
平心觀世界，放手寫春秋／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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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中詞語，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她面試時表現得落落「大方」
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請容我跟家「大人」商量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這種過河拆橋的「小人」，最好保持距離
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領袖人物待人不宜太「小器」

39 「孔子在較遠的樹下，歪斜著睡了。他剛編纂完《春秋》，這個工作使他頭髮幾乎全白了，背也有點傴僂。
他原來是壯碩的。在周遊列國的時候，僕僕風塵於旅途中，吃非常粗糙的乾糧，甚至斷過糧，也沒有舒適的
地方歇息睡覺。在戰亂頻繁的時候，甚至要送掉性命。而此刻，他在睡夢中。有幾個孩子在遠處追逐。他夢
到春天的沂水，兩岸都是青綠的銀杏樹。沂水裡泅泳的是子路，岸上彈琴的是曾晳。樹下有幾個無事的少年。
『我能夠做什麼呢？』他在夢中深深的喟歎了。」
下列選項，何者是作者所據以闡發的材料？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陳蔡大夫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

40 「家貧出孝子」，諺語甚確。然孝子而家貧，其孝行必不能達于有司，并不能聞于里黨。予嘗留心博採，而
樂道其事者絕少。表兄葛韶九曾述一市人，其父好飲，而憐其子貧，輒令減省。其子陰益之，不使父知。父
臨飲陶然，亦遂不自覺其多少。事雖微，而充此即可以言孝。（《巢林筆談》）
根據本文文意，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家貧之人若經常飲酒作樂即為不孝 真正的孝順是使父親覺得快意滿足
作者認為勸止父親飲酒是孝順的行為 「家貧出孝子」的諺語符合於現實情況
鄰里之間總會流傳許多貧家孝子的事蹟

41 「我有時會想，寫作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職業，社會如何容許一群人使用人類自造的一種符號體系，去編寫
故事，並且從中牟利？而這個職業的人又是如何扭曲、打造、鎔鑄字詞的意義，得以讓另一個人閱讀到的那
一刻，感到激盪、低迴，乃至於像是受刑？」
關於本文意涵，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少數作家會顛倒是非，而從中獲利 閱讀過程中，可體驗各種複雜的感受
讀者須有責任感，方能維護社會秩序 作家必須自我警惕，不受商業市場的影響
作家會運用各種組合、詮釋文字的方式，豐富作品意蘊

42 王寂〈日暮倚杖水邊〉:「水國西風小搖落，撩人羈緒亂如絲。大夫澤畔行吟處，司馬江頭送別時。爾輩何
傷吾道在，此心惟有彼蒼知。蒼顏華髮今如許，便掛衣冠已是遲。」
詩中作者所抒發的感懷是：
韶光的流逝 守道的執著 不遇的感慨 相思的愁苦 隱逸的恬適

43 「請讓我生活在這一刻，讓我好好享用我的今天。在這一切之外，請讓我領略生命的卑微與尊貴。讓我知道，
整個人類的生命就有如一件一直在琢磨著的藝術創作，在我之前早已有了開始，在我之後也不會停頓不會結
束，而我的來臨我的存在卻是這漫長琢磨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點，我的每一種努力都會留下印記。」
下列敘述，何者貼近作者對生命的體會？
唯有享用今天的生命，才能領略生命的卑微
人類的生命是集體創作的藝術品，彌足珍貴
生命的尊貴，在於每一個體的努力都可以留下印記
個體生命短暫渺小，無法和整個人類生命相提並論
個體生命屬於人類全體，不可自專自決，而須全心奉獻社會

44 下列詩歌，表達出同情生產者辛苦勞動，所得待遇卻不公的選項是：
昨日到城廓，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45 「食品的出產過程，有待我們更多研判，以及提供可能的想像。看到喜歡的蔬果擺在眼前，我常驚喜如見翠
玉珠寶，也常保持這種探險的狀態。從這一頭順藤摸瓜，回溯源頭，看到它最初的環境。我定調菜市場為地
方生活資訊中心，但更視為展現生機和危機的生態環境現場。一處測試你生活價值的場域。時而歪頭沉思，
皺眉蹙頭，恐怕是現代人往返菜市場必須擁有的積極質疑，不容打折。」
根據文意，下列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臺灣食安問題嚴重，政府與民眾均應嚴格把關
菜市場富有濃厚人情味，為街頭鄰里訊息交換中心
上菜市場不只是單純採買行為，還可引發多種生活省思
只要多留意價格與衛生，菜市場往往可提供生活探險的趣味
菜市場所販售的蔬果，以不同形式透露了相關的生態與環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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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是從霍桑實驗結果所得到對組織員工效率提升所強調的重點？

金錢報酬 機器設備 權力控制 人格尊重

2 關於費堯（H. Fayol）的十四項管理原則，下列何者不屬之？

專業分工 指揮統一 權責相當 個人主義

3 傅麗德（M. P. Follett）提出「額外價值論（plus value）」，其所謂的額外價值為何？

對團體的歸屬感 對工作的責任感 對工作的成就感 對他人的服務熱忱

4 關於行為科學的特徵，下列何者錯誤？

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行為 秉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來進行研究

目的為建立社會現象關係的普遍律則 研究者僅需具備一項專業學科的知識

5 行政法人為那一種法人形式？

地方自治團體 社團法人 私法人 公法人

6 基於新公共管理理論所主張的行政革新策略，下列何者不屬之？

落實中央集權 推動民營化 簡化行政流程 重視市場機制

7 官僚體系最受詬病之處是繁複的行政作業程序與規定，造成政府為遵守規定，而花費更高的交易成本，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可以採行下列何項作法？

法令鬆綁、去管制化 重視消費者選擇 強化危機管理 零基預算、去任務化

8 所謂「結果導向」的政府，最重要的特徵為何？

鼓勵公共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 以施政成果為績效衡量重點

授權公民參與監督政府 具有防範未然的能力

9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倫理實務上值得關注的議題？

執法者的行政裁量 政府採購的執行程序

機關成員個人的政治理念 部屬與長官之間的互動關係

10 甲為某電信公司的官股董事，該公司總經理乙決定參選立法委員。下列甲的那一項行為較無違反公務人

員行政中立法之虞？

在個人臉書上發起「支持乙挺進立法院」的公司員工連署活動

只要到公司上班時，便穿著印有「立委參選人乙」字樣的背心到處走動，為其宣傳

私下透過個人人脈，推薦乙至某電子媒體的政論節目中擔任來賓，爭取媒體曝光率

受邀在乙的電視競選廣告影片中，闡述乙的優點及其為民服務理念，呼籲選民把票投給乙

11 為了避免和預防公務人員利用職權牟取私利，目前政府已經制定有關這些利益衝突與迴避的相關法律，

下列何者不在此列？

行政程序法 政府採購法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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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者不是社會公正（social equity）（或譯社會衡平）的具體展現？

政府舉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政府制定性別工作平等法令，雇主應予女性勞工請生理假之權利

政府依憲法規定，不論性別或階級只要年滿 65 歲者皆發放三節敬老金

政府制定社會救助法對中低收入戶給予健保費之補助

13 為求問題能夠就地解決，行政組織可採取下列何種分部化的方式？

功能分部化 程序分部化 地區分部化 設備分部化

14 一般而言，關於控制幅度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控制幅度越小、組織層級由上而下的溝通成本愈低

控制幅度越大、組織架構中的層級數愈少

監督工作所花費時間愈多、控制幅度愈大

工作反覆程度愈高、控制幅度愈小

15 下列對於矩陣型組織結構的描述，何者錯誤？

組織得以同時關注兩種以上重要面向 有利成立暫時性專案團隊

教育部法定組織架構為矩陣型組織 仰賴專案管理者進行協調

16 下列何者屬於政府組織中的業務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 新竹縣政府政風處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行政院法規委員會

17 下列對於我國地方政府的描述，何者錯誤？

桃園市為最新改制的直轄市 高雄市為最早成立的直轄市

鄉（鎮、市）為我國最基層的地方自治團體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可辦理區長及區民代表選舉

18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院組織改造五法？

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法

19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列入機關組織法規定事項？

機關權限及職掌 機關隸屬關係 內部單位 幕僚長之職稱、官職等

20 一般而言，下列何者不是非正式組織的反功能？

循私不公 傳播謠言 層級僵化 反對改變

21 關於組織文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代表組織的特性 有些面向外顯但不易深入瞭解

等同於「組織氣候」概念 透過組織社會化過程學得

22 「政府機關透過檢討調整權責劃分，力求逐級授權，以更經濟、有效的工作方法與程序來達成工作目標」，

係屬下列何種管理作為？

實施分層負責 進行職務輪調 增加在職訓練 引進工作分享

23 與品位制相較，職位分類制具有那一項特色？

因人設事 重視績效薪俸，而非同工同酬

必須配合職位的需求，才能彰顯員工個人的價值 個人升遷較為快速

24 有關我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負責辦理行政院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執行及發展業務

在行政院各部會下設人事行政分處

屬獨立機關，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首長兼任總統幕僚長



代號：4501
頁次：4－3

25 依據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法的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舉行特種考試的原因？

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 因應性別主流化政策之需要

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權益 保障原住民族之就業權益

26 下列那個政府職位的官階與部會首長同級，並負責行政院之跨部會協調，以及特定任務的推動？

專門委員 考試委員 政務委員 中央銀行總裁

27 一般而言，各國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為何？

賦稅收入 財產收入 公債收入 補助收入

28 複式預算通常是指政府將其財政收支分別編成那兩個預算？

年度預算、中長期預算 年度預算、特別預算

經常預算、資本預算 基金預算、公務預算

29 下列何者為立法院審議預算流程的正確順序？①財政委員會彙整審查總報告 ②立法院院會聽取行政院

院長報告 ③委員會分組審查

①②③ ②③① ③②① ②①③

30 根據預算法第 2 條，預算案經立法程序而公布者，稱之為：

行政預算 立法預算 程序預算 法定預算

31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政府採購法對採購相關人員的規範？

請託或關說宜以書面為之或作成紀錄

政風機構得調閱請託或關說之書面紀錄

採購人員若與廠商為二親等以內親屬，應行迴避

採購人員離職後 10 年內不得向原任職機構接洽處理與其離職前職務相關之事務

32 有關「策略規劃」的概念，下列何者錯誤？

策略規劃涉及分析組織所面臨的內、外在環境

策略規劃是策略管理的結果

策略規劃強調規劃力

策略規劃階段首先必須先瞭解組織目前的使命

33 以即時通訊軟體作為行政溝通工具應有所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針對軟體安裝與設定，應先進行密碼設定及管理，並就裝置進行相關安全環境設定

依據不同公務需求成立各類群組，由群組管理者本於管理權限進行群組加入或退出之審核

如涉及機密性、資訊安全、隱私、敏感性事項，因有群組管理，仍可以即時通訊軟體傳輸

針對非屬機敏性之公文檔案傳遞，應同時注意符合公文公開作業原則等規定

34 阿特福（C. Alderfer）提出的激勵理論，將人類需要的層級由低而高分成下列那三類？

生存需要（E）－關係需要（R）－成長需要（G）

生存需要（E）－成長需要（G）－關係需要（R）

關係需要（R）－生存需要（E）－成長需要（G）

成長需要（G）－關係需要（R）－生存需要（E）

35 政府透過拍攝影片來進行政令宣導或政策行銷，屬於下列那一種溝通方式？

書面溝通 視聽溝通 內部溝通 雙向溝通

36 當代災害治理的過程相當強調網絡治理與協力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者網絡具多樣性 行為者間講究權威集中以求效率

行為者間重視合作關係與信任 行為者間重視資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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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關危機管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專指危機發生時的因應與處置措施 應整合公私部門的資源與力量

是一個有計畫、連續的管理過程 必須藉由資訊回饋，不斷進行修正與調整

38 在資訊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社會產生了不同群體間存在著資訊能力與資訊近用權不平等的現象，稱之

為：

網路霸凌 資訊超載 數位落差 網路隱私

39 政府規定每家廠商必須購置污染清除設備以減少污染排放量，這種政策係指：

自我管制 技術標準管制 污染權 誘因管理

40 有關「公共問題」特徵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係被察覺到的一種社會情境

社會情境的不滿或需要，已達某種緊張程度

當不滿的民眾增加時，常會要求政府採取行動以解決問題

公共問題即政策問題，故政府必須加以處理

41 政府推動網路報稅政策，執行結果以有多少民眾下載並使用網路報稅軟體來呈現，屬於下列何種政策評

估？

規劃評估 影響評估 產出評估 可評估性評估

42 根據倡導聯盟架構的主張，政策次級系統的行動者擁有三個層次的信念，屬於某一個政策次級系統成員

對問題成因擁有的共同想法，稱之為：

品德核心信念 倫理核心信念 政策核心信念 次級核心信念

43 下列對於利益團體的描述，何者正確？

其追求的目標未必符合公共利益 人數須超過 30 人

必須向政府登記立案 所獲利益必須平均分配給所有成員

44 下列那一項支出比較適合中央政府統籌辦理？

節慶活動 社區營造 經濟穩定 國民教育

45 下列何者是我國災害防救法的中央主管機關？

經濟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 內政部

46 下列那部法律的內容，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來源無關？

財政收支劃分法 地方稅法通則 地方制度法 決算法

47 有關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和行政法人的相同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均為公法人 組織成員均不需具備公務人員身分

營運經費均來自政府年度公務預算 年度決算報告均需經審計部審核後向立法院提出

48 下列何者不是非營利組織興起的背景？

行為科學的啟發 第三者（third party）政府的倡導

政府失靈的現象 志願主義的興起

49 某地方政府提供飢餓學童至便利超商填寫基本資料後，可選擇主食餐點及飲料一份，超商再將基本資料

傳給相關單位啟動後續關懷系統，此種措施最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自願服務 公私協力 走動管理 金錢幻象

50 下列何者不合乎廣義的民營化精神？

管制 簽約外包  ROT 特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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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並非依公務員懲戒法，得對公務員實施的懲戒處分？

撤職 休職 申誡 命公開道歉

2 有關普通法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主要以判例作為法源 區別民事法院及行政法院

區分普通法院與衡平法院 通常無契約法之成文法典

3 民間常見以他人名義進行財產登記，但約定由本人保有對該財產之事實上管理、使用、收益、處分等權

限，民法對此種「借名登記」契約並無明文規定。法院認為此種契約與民法規定之「委任」契約相近，

因此適用民法有關委任的規定。這是運用何種解釋方法？

類推適用 反面推論 舉輕明重 體系解釋

4 職業軍人公然侮辱長官時，可能同時構成刑法的公然侮辱罪和陸海空軍刑法的公然侮辱長官罪，如認應

優先適用陸海空軍刑法之規定，此種法律適用原則稱為：

類推適用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後法優於前法 從新從輕原則

5 關於我國法律之制定與施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所稱之法律，指立法院三讀通過，經總統公布者

司法院掌理具體案件之裁判，無法律案之提案權

法律之公布，須經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

考試院職司考試事項，就執掌內之事項，有法律案之提案權

6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法規應規定其施行日期。關於施行日期及生效日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施行日期若於該法規中規定者，通常是法規的最後一條

施行日期可以在該法規中規定，也可以授權以命令規定之

法規中明定自公布日起施行者，其生效日即為公布日

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

7 有關地方自治團體就委辦事項與自治事項之立法權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團體就自治事項得制定自治條例，由地方立法機關通過，各該行政機關公布

就自治事項之規定，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為自治規則

地方行政機關得就委辦事項訂定委辦規則，或由地方立法機關通過委辦條例

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之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言論自由之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言論自由之限制，乃是憲法保留事項，立法機關不得制定法律予以規定

言論自由之限制，應由立法機關以法律規定，不得授權行政機關訂定行政命令為補充規定

言論自由之限制，得由立法機關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行政命令為補充規定

言論自由之限制，無待法律規定，即得由行政機關逕行訂定行政命令予以規定

9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總統、副總統之罷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後，即為通過

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後提出，並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即

為通過

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後提出，並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

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經監察委員二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並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即為通過

10 下列何者事項，司法院大法官應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

總統、副總統之彈劾事項 關於統一解釋法律或命令之事項

關於縣自治法規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 關於立法委員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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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憲法部分條文之規範內容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

存立之基礎」者？

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之規定 有關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規定

有關國民主權原則之規定 有關國旗之規定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立法院如於特殊例外情形，授權立法委員以外之人員代為行使調查權，仍負

有監督受委任人員履行職務之義務，此係下列何種原則之展現？

授權明確性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憲法機關忠誠原則 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原則

13 憲法第 13 條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關於信仰宗教自由之敘述，何

者錯誤？

人民不信仰任何宗教，此一信念亦受信仰宗教自由之保障

人民對國家應盡之基本義務，不得僅因信仰宗教之關係而免除

信仰宗教自由僅自然人能享有，故國家對宗教團體之財產處分行為予以管制，不涉及信仰宗教自由之

限制

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

14 行政機關對人民作成違法授益行政處分後，若不得撤銷該處分，係基於下列何種原則之考量？

信賴保護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15 有關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民法、刑法之基本法律原則，對行政法亦應一體適用

行政法領域中，公共利益必然優先於私人利益

行政程序法施行前，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行政行為應權衡所欲保護之公益及可能侵害之人民權益

16 關於比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有多種方法可以達成行政目的時，得依職權採取其中任一方法

行政機關必須採取有助於達成目的之方法

行政機關應衡量採取之方法，對於人民權益是否侵害過大

行政機關採取之方法，對人民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17 地方自治團體制定之自治法規，不得牴觸國家法律，係基於下列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國家主權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中央與地方均權原則

18 甲公司申請外籍勞工，主管機關予以許可，但要求須贊助特定道路拓寬工程經費，可能違反下列何者？

信賴保護原則 明確性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比例原則

19 下列何者非屬公務員懲戒之事由？

違法執行職務 取得雙重國籍 怠為執行職務 其他失職行為

20 依法任用之公務人員為違法行為可能負擔之責任，不包括下列何者？

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刑事責任 行政懲戒責任 政治辭職責任

21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關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於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敘述，下列何

者錯誤？

該個人行使公權力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始負國家賠償責任

以委託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該個人行使公權力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

該個人行使公權力有故意時，賠償義務機關對其有求償權

22 我國目前行政訴訟採取何種審級救濟制度？

三級二審 三級三審 二級二審 四級三審

23 甲接到國稅局核發補繳新臺幣 35 萬元之營業稅核課通知書，甲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其第一審法院

為何？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地方法院民事訴訟庭

24 依行政訴訟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法院得審判之事項？

不服交通裁決書之爭議 不服公務員懲戒處分之爭議

公法契約之爭議 公務員不服考績丙等評定之爭議

25 甲向主管機關申請建造執照遭否准，得向行政法院提起何種訴訟？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確認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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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關於民事裁判之敘述，何者正確？
判決，除別有規定外，應本於當事人之言詞辯論為之
於普通財產事件，法院為判決時，應依職權囑託財政或稅捐相關機關調查後，並依該行政機關之調查

結果為之
法院為判決時，應與司法事務官召開評議，並共同以自由心證判斷專家鑑定內容之真偽及其是否具證

據力
於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當事人已受有損害但無法證明其數額時，法院應依職權囑託民間徵信

社調查正確賠償金額；調查費用由加害人負擔之
27 民事訴訟法第 221 條第 2 項規定，法官非參與為判決基礎之辯論者，不得參與判決。此規定採行何種訴

訟法上之主義或原則？
辯論主義 處分權主義 法定法官原則 直接審理原則

28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代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訴訟代理人事實上之陳述，到場之當事人不得即時更正或撤銷
訴訟代理權因本人訴訟能力喪失而消滅
當事人就特定訴訟得於委任書表明不受審級限制，並經公證

訴訟代理人得提起反訴，無須受特別委任
29 有關民事訴訟之訴訟上和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在訴訟開始時，法院始得試行和解
非當事人之第三人不論何種情形，均不得參加和解
法院試行和解成立，應作成勘驗筆錄
財產上之請求成立和解，得作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30 下列關於法人性質之敘述，何者錯誤？
社團法人均是公益法人
財團法人均是公益法人
除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外，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權利能力
法人經向該法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登記後成立

31 甲 19 歲，偽造父母同意書，承租乙之 A 屋，乙信以為真，與甲訂立租賃契約，該租賃契約之效力如何？

有效，不得撤銷 無效 效力未定 有效，得撤銷
32 甲被乙詐欺而成立買賣契約，日後發現被騙，遂依民法規定要求乙返還甲已支付的價金，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甲因被詐欺而成立買賣契約，故乙受有買賣價金，無法律上原因，甲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
甲因不法原因而為給付，依不當得利規定，甲不得請求返還
甲因不法原因而為給付，但不法原因僅存在於乙，故依不當得利規定，甲仍得請求返還

乙依民法規定得受領買賣價金，而甲得依被詐欺規定撤銷買賣契約
33 下列何種情形，贈與人不得撤銷其贈與？

履行道德上義務而為之贈與
受贈人對於贈與人之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有故意侵害行為，依刑法有處罰之明文
受贈人對於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
附負擔之贈與，如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其負擔

34 下列關於公同共有之敘述，何者正確？
公同共有人依應有部分，享有公同共有物之所有權
公同共有人在公同關係存續中，得隨時請求分割公同共有物
公同共有人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始得處分公同共有之動產
公同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

35 下列關於農育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農育權之一般期限，最長為 20 年 農育權人原則上得將權利讓與他人
農育權人原則上得將土地出租他人 農育權消滅時，農育權人得取回其土地上之出產物

36 關於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之單獨行為，應經其法定代理人以書面為允許者，始生效力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僱傭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出具書面表示承認，並

經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之核可，始生效力

限制行為能力人使用詐術，使知情之第三人認可其締約能力與營業獲利能力者，其法律行為有效
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處分之財產，限制行為能力人，就該財產有處分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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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甲男、乙女有二子丙、丁。丁與戊女婚後育有一子己。若甲死亡後，丁依法拋棄繼承，甲之繼承人之法
定應繼分為何？
乙二分之一，丙二分之一

乙三分之一，丙三分之一，己三分之一
乙三分之一，丙三分之一，戊六分之一，己六分之一
乙三分之一，丙三分之二

38 下列關於遺囑方式之敘述，何者錯誤？
口授遺囑應由見證人全體筆記 公證遺囑應由公證人筆記
自書遺囑應親自簽名 密封遺囑得由他人繕寫

39 依民法規定，典權存續中，典物因不可抗力致全部毀損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典權與回贖權依然存續 典權歸於消滅，回贖權存續
典權存續，回贖權消滅 典權與回贖權均歸於消滅

40 被告於下列何種情形下所為之自白，得為證據？
親友規勸 疲勞訊問 施用詐術 違法羈押

41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羈押的原因？

逃亡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證據之虞
只要是所犯為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
有事實足認為有勾串證人之虞

42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關於羈押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逃亡構成羈押的原因

法官為羈押之訊問時，檢察官應到場敘明理由
被告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得以適當方式獲知卷證資訊
辯護人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原則上得檢閱卷宗及證物

43 下列何者屬刑法上之公務員？
公立醫院的工友 台灣電力公司辦理政府採購業務人員
私立大學教授 法院聘僱之保全人員

44 下列關於論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意圖侮辱法院，除去張貼於法院之文告者，成立犯罪
對於法院公然侮辱者，成立犯罪
於全民英檢考試中，以詐術使其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成立犯罪
撕毀員警依規定製作之談話筆錄者，成立犯罪

45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下列何項罪名，應依刑法第 134 條之規定加重其刑？

貪污治罪條例之收賄罪 刑法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
刑法凌虐人犯罪 刑法傷害罪

46 關於貪污治罪條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財物在新臺幣 5 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
犯貪污治罪條例行賄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47 下列關於自首與自白之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坦承犯罪事實為自白 對於已發覺之犯罪坦承犯罪事實為自首
自首得請託他人代向有偵查權之人為之 自白僅得於法院審判時為之

48 下列何者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之 1 第 1 項所列之罪？
刑法第 176 條準放火罪 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

刑法第 339 條之 3 詐欺罪 刑法第 266 條普通賭博罪
49 下列何者非屬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圖利罪所違背之法令？

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 風俗習慣 職權命令
50 下列關於刑事證據法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有關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須經嚴格證明
證據證明力之判斷，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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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民法規定，私法人可分為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兩種，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財團法人是以財產為基礎的營利團體 社團法人是以人的參與為基礎的志願團體
 A 企業是大財團，所以是財團法人的代表 社團法人的社員，皆是以營利為目的而參與

2 《魚線的盡頭》是一部剖析人類因過度捕撈對海洋造成衝擊及影響的紀錄片，主要目的在提醒我們，如果漁民
只想到增加短期的近利，消費者只要求價廉味美的海鮮，但卻未想到海洋生態及海洋生物多樣性已在快速衰
退，則我們的下一代將會面臨無魚可捕、無魚可吃的窘境。此片的宗旨在指出海洋永續發展所面臨的何種難題？
鄰避效應 誘因不足 搭便車心態 共有財悲歌

3 下列有關大學生權利救濟的流程，何者錯誤？
得依學校的申訴制度提出申訴 不服學校申訴決定得向上級主管機關提起訴願
不服訴願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不服行政法院判決，得向監察院聲請憲法解釋

4 公民老師在課堂上請同學針對美國、德國、法國與我國總統的職權進行比較，下列說法何者正確？
除德國外，其他三國總統均為實權元首
美國及德國總統均可用否決權反制國會通過的法案
美國及法國總統須至國會接受議員質詢
法國及我國總統均可主動解散國會（立法院）

5 出身不同階層的子女在選詞、用字及句法等各方面有顯著不同；而學校的課程、教學、考試測驗工具，其本質
都是語文，偏向中上階層的「精緻的語言法則」，將影響這些人的學業成就。以上所述應在討論下列何者對學
生學習的影響？
文化資本 社會資本 物質資本 人力資本

6 近年歐洲某些反移民團體組織不滿歐洲逐漸「伊斯蘭化」，開始號召群眾上街反移民和反穆斯林。這些反移民
組織的行動，展現出何種想法？
文明進化論 種族中心主義 全球公民意識 多元文化主義

7 芒草心慈善協會有鑑於街友長期受到社會隔離，總是被視為地區的毒瘤而失去尊嚴，因此提出「街遊 Hidden
Taipei」計畫，一方面希望街友能透過街頭導覽工作，重拾尊嚴和生活目標，另一方面也讓社會重新認識街友，
增加彼此的信任，使社會更和諧。依上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透過「街遊 Hidden Taipei」計畫，有助於社會資本的累積
訓練街友成為社區導覽員，將有助於文化位階的形成
該協會是民間團體，無法補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不足
透過導覽收入改善街友生活，因此該協會屬營利團體

8 全美多地均有「同志驕傲月」慶祝活動，但發生了史上最慘重的槍擊案，槍手持步槍闖入同志夜店內進行屠殺。
依以上所述，兇嫌針對特定族群的屠殺行為，顯示其可能缺乏下列何者？
異性戀霸權 性別主流化 性別多元化 性別社會化

9 民主國家的政黨透過演講、宣傳的方式向人民表達政治主張，增進民眾的政治知識，使民眾對政治產生興趣，
並了解政治運作的方式。以上敘述說明政黨的何種功能？
培植政治生力軍 組織或監督政府 回應與匯聚民意 促進政治社會化

10 我國正式承認兩岸分裂分治的事實，不再將中共視為叛亂團體，是始於下列何者？
解除戒嚴 舉行辜汪會談 我國退出聯合國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11 2015 年法國國會通過立法，強制大型超市捐贈未售出但還能食用的食品給慈善機構。而我國亦規劃社會救助
法修正草案，新增實物給付專章，將設置「實物銀行」規定納入法源。若以我國現行社會政策來看，下列敘述
何者最能說明上述兩者的作法？
放寬貧窮線，將實物救濟納入救助方式之一 活絡社會資源，擴大社會安全制度照顧層面
廢除現金給付，提供弱勢家庭實際所需物資 公私協力模式，已成社會安全推動主要途徑

12 2015 年委內瑞拉國內經濟急速衰退，180 萬民眾連署要求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下台，反對黨也打算
提出罷免總統的公投案；馬杜羅宣布委內瑞拉進入緊急狀態，同時進行大規模鎮壓。依據前文推判，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進入緊急狀態的委內瑞拉屬於君主獨裁國型態
 180 萬民眾連署要求總統下台彰顯政黨政治特色
經濟秩序失控顯示委內瑞拉的「安全」功能並未發揮
若公投罷免總統成功，則馬杜羅不具統治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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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08 年雲林縣台西鄉五港村，由當地學生團體、社區發展協會、環保團體等自發舉辦「社區公民會議」，關
注觀光發展、產業升級和淹水三個議題，歷經五天討論後，摒除多數決模式，居民形成的共識為反對工業進駐
當地，並認為產業與信仰都是當地可發展的觀光優勢。以上所述最接近下列何種民主理論？
審議民主理論 經驗民主理論 古典民主理論 直接民主理論

14 我國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辦理第 14 屆正副總統選舉，順利選出正副總統並於 5 月 20 日就職。依上所述判斷，
下列何者正確？
依據憲法規定，總統必須兼任該黨的黨主席
總統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都須由副總統副署
選民最遲需於 2015 年 9 月 15 日起連續居住我國境內才符合投票條件
總統任命之行政院院長，可不具黨員身分，亦不需具有公務人員資格

15 依我國現行選舉制度，下列何者所採取的選舉制度與其他三者不同？
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直轄市議員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16 依我國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下列何者須經由行政院院長副署之程序？
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司法院大法官任免令
行政院院長任免命令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法律案

17 法國第五共和採行「雙首長制」，而我國與法國政府體制接近但有差異。下列有關兩國政府體制之比較，何者
正確？
總統任命閣揆皆須國會同意 總統皆具有主動解散國會權
兩國皆有「左右共治」憲政慣例 兩國總統及閣揆皆具有行政權

18 志明與好友阿欽之妻春嬌通姦，春嬌懷孕產下一子，志明感到愧疚而自殺身亡，春嬌向丈夫坦承孩子的生父是
志明，但阿欽選擇原諒，並視如己出。依民法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孩子於出生前即已享有志明遺產之繼承權 孩子為阿欽的婚生子女，阿欽有扶養義務
若欲使孩子認祖歸宗，春嬌必須與阿欽離婚 阿欽須辦理收養，孩子才能取得遺產繼承權

19 若我國總統選舉之當選人涉嫌以違法不當方法當選，其他候選人提出當選無效之訴，依法應由何者審判？
憲法法庭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臺北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20 貨車司機小智，某日將貨車停在停車場並在車上休息，未料中華客運公車司機阿明竟因酒駕，公車失控衝入停
車場撞上小智，導致小智身亡。依法律規定，下列關於本案之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客運公司非行為人，應由阿明個人負賠償責任
阿明與中華客運公司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因阿明酒駕，將被依刑法故意殺人罪起訴
因阿明涉及殺人罪，故所涉之民刑事案件都不能和解

21 某立法委員至地方檢察署按鈴申告，指稱某政務官貪污與瀆職，要求檢察官調查。該立法委員作為屬於下列何
者？
告發 告訴 自訴 自首

22 某竊盜犯行竊時恰遇警察巡邏，警察將該嫌犯壓制在地，造成其輕微擦傷，嫌犯反抗咬了警察一口，最後仍被
隨後趕來支援的警察逮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追捕過程中造成嫌犯擦傷，對此警察可主張緊急避難
嫌犯抗拒警察逮捕而攻擊警察，對此嫌犯可主張正當防衛
警察追捕過程中造成嫌犯擦傷，對此警察可主張依法令的行為
嫌犯抗拒警察逮捕而攻擊警察，對此嫌犯可主張業務正當行為

23 大雄與靜香婚後育有一子小雄，然靜香卻發現大雄與阿珠婚外情，並生下一女小花。靜香於是與大雄離婚，獨
自扶養小雄，並讓小雄改從母姓。大雄後因意外過世，留下遺產 1200 萬元，既無負債也無遺囑。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靜香與阿珠皆非大雄的配偶，兩人都無法分得遺產
小花在法律上非大雄子女，無法繼承大雄遺產
靜香、阿珠、小雄與小花可各得大雄遺產 300 萬元
小花在繼承權利上不如小雄，分得的遺產較小雄少

24 人民為抗議政府未遵循正當程序通過與鄰國的貿易協定，嚴重衝擊本國產業並影響人民生計，乃糾眾到國會表
達訴求。上述行為是在行使何種憲法基本權利？
結社自由 遷徙自由 言論自由 人身自由

25 某婦人在公園內辱罵老榮民的影片，經網路瘋傳與媒體報導後，引發社會的關注與討論。若該婦人辱罵老榮民
而觸犯公然侮辱罪，應是直接侵害了下列何種法益？
個人法益 族群法益 社會法益 國家法益

26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指出，由於政治紛爭，許多地區爆發衝突事件，約有 50 萬兒童逃離家園，其中約有 12
萬兒童未得到基本醫療照顧，超過 8 萬名缺乏安全飲用水，20 多萬名失學。上述兒童處境，涉及下列何種權
利？
政治權 社會權 環境權 自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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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近來石油價格下跌，汽車的銷售量因而增加，而電動機車的銷售量則下滑。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消費者對汽車的需求量增加 消費者對電動機車的需求增加

消費者對汽車的需求增加 消費者對汽油的需求增加

28 某研究報告指出，每天喝 2 杯咖啡，可降低肝硬化的機率高達 44%，國內民眾因為該項研究報告而願意多喝

咖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以咖啡價格為縱軸，咖啡數量為橫軸，下列關於國內咖啡市場變動的敘述，何

者正確？

咖啡需求量增加 咖啡需求量減少 咖啡需求線左移 咖啡需求線右移

29 當我國景氣持續低迷時，則中央銀行可採取下列何種因應措施？

發放消費券給全體國民 在金融市場上賣出債券 降低銀行的存款準備率 增加失業補助金的發放

30 工業革命後，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因長期經濟與資源的差距而形成南北衝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南方國家向北方國家出口廉價且低科技產品 北方國家經濟開發較晚，國民平均所得較低

不平等的貿易關係形成南北國家間貧富差距 政府腐敗造成經濟環境惡劣才無法改變衝突

31 歐洲、日本面對通貨緊縮時，相繼推出負利率政策來因應。就短期而言，通貨緊縮最可能為其國內帶來下列何

種影響？

對債務人有利，但是對債權人較不利 貿易上對出口不利，但對進口較有利

對於公務員此類的固定收入者較有利 實際購買力上升，可拉抬生產與就業

32 阿財是個上班族，工作時薪 150 元且每餐固定支出 80 元，某日因家裡有事請假三小時並花費 100 元搭計程車

趕回家，工作則由同事阿富代班，事後阿財請阿富吃 200 元的商業午餐作為答謝，自己也吃了一份。根據以上

敘述，阿財這次請假的機會成本為多少？

 420 元  500 元  870 元  950 元

33 由於民眾申請發明專利案件日益增多，造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積案日益嚴重。該局為快速消化積案，訂定「發

明專利加速審查作業方案」，以縮短發明專利申請案等待審查時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作法，在經濟發展上

具有下列何種意義？

累積社會資本，降低交易的成本 改進人造資本，提升經濟的效率

改善政府效能，保障無體財產權 提升人力資本，以創造知識經濟

34 在下列何種條件下，市場機能可以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率？

政府實施數量管制 政府實施價格下限

政府實施價格上限 供需雙方在均衡價格及均衡數量上成交

35 各國政府的支出，除了給人民福利，也會影響總體經濟表現。下列關於政府支出項目的配對，何者錯誤？

移轉性支出：失業救濟金 投資性支出：國防軍事採購

消費性支出：公務人員薪水 債務利息支出：公債利息支出

36 I have heard many different _____ of the same story, and they all have a sad ending.

 tunes  covers  bindings  versions

37 Among the top cell phone makers, their smart phone products have always been known for their quality design

and attention to .

 bill  silence  confidence  detail

38 It’s not difficult to _____ the new printer if you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set up  set in  set off  set out

39 When you are asked to _____ an article, you need to summarize and evaluate the author’s ideas.

 murmur  review  handle  stimulate

40 People are curious where Anita got her hair cut because she looks _____ with her new hair style.

 likely  necessary  terrific  possibl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A trip to the art museum could have turned into a very costly trip for a 12-year-old boy in Taipei when he lost his

balance and put his hand through a painting worth around $1.5 million. The damaged work, “Flowers” by Italian

master Paolo Porpora, was part of a Taipei exhibition of artwork by or influenced by Leonardo da Vinci. Porpora was

a 41 still life artist who produced baroque-style paintings, often of fruit and flowers. The work was 200cm tall,

depicting flowers in a vase. The film 42 by the organizers of the “Face of Leonardo: Images of a Genius”

exhibition shows the boy – in shorts, sneakers, a blue T-shirt and holding a drink – walk past the painting,

catching his foot and stumbling over. He looks up at the painting, shown later to have a fist-sized gash at the

bottom. The boy 43 , looking around at other people in the room. Organizers did not believe that the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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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ally vandalized the oil painting, saying that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boy did not mean to push it.“All 55

paintings in the venue are 44 pieces and they are very rare and precious,” a post on the exhibition’s Facebook

page said. “Once these works are damaged, they are permanently damaged.” Nevertheless, the exhibition organizers

decided not to 45 the boy for the damage and said that the painting could be easily restored. This incident,

however, made them reconsider displaying valuable paintings in the open.

41  led  lead  leads  leading

42  released  relied  replied  replaced

43  sleeps  freezes  fails  scares

44  authentic  fake  unreal  novel

45  chase  choose  change  charg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Maritza, a professional yoga trainer, is one of almost 100,000 users of Bliive－a Brazil-based website that brands

itself as the world’s largest online time-exchange platform. Bliive looks and feels like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Its

users trade services, including guitar lessons, air conditioner repairs and tarot card readings, without any cash or credit

card transactions. For each hour of service provided, the user receives Time Money, with which they can buy another

service. Maritza earned almost 40 hours’ worth of Bliive services. With that much Time Money, she was able to create

her own website about breathing techniques, including her own branding. Each person offers his help in one-hour

chunks, and people who have “exchanged” Time Money can rate and review the quality of the service provided.

Bliive was founded a year and a half ago by Lorrana Scarpioni, a 24-year-old public relations student. She now

employs a team of about a dozen people in Sao Paulo. She came up with the idea after watching documentaries about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alternative currencies. “If people were willing to engage in couch surfing－letting complete

strangers into their houses－surely there was a potential for exchanging something as simple as one hour of a service,”

Lorrana says. “Bliive is a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time exchange. We see this platform as a movement that shows

people the real value of exchanges and how they can develop themselves this way.”

Bliive takes the concept of the sharing economy－popularized by platforms including Uber and Airbnb－a step

further. It creates a new channel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services, and does away with conventional cash

altogether. More than 90,000 services are on offer on the website, making it larger than other barter-based sites. “The

no-money-involved transferences can be a great alternative to keep people developing themselves. We see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graduated with very nice degrees, but they don’t have jobs,” she says. While Bliive aims to become

more profitable, Lorrana is keen to retain its core values. “We use these talents and values to create a world that is

more collaborative and less competitive, more focused on the value of people, not just the value of money,” she says.

46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is true about Bliive?

 Its users trade currencies around the world.

 Its users learn to compete for Time Money.

 Its users do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time exchange.

 Its users find dates from the social media based in Brazil.

47 What do Bliive users receive for their services?

 Face-to-face yoga training.  Free round-trip tickets to Brazil.

 Virtual money to buy anything on the platform.  Other services in exchange for the time they serve.

48 Who is Lorrana Scarpioni?

 The founder of Bliive.  The yoga trainer on Bliive.

 The author of Sharing Economy.  The director of Sharing Economy.

49 What does the figure “90,000” refer to in the last paragraph?

 The total number of users on Bliive.

 The total revenue generated by Bliive.

 The current amount of services available on Bliive.

 The current number of players competing on Bliiv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best describes the core value of Bliive?

 To provide alternative currencies online.

 To cancel all conventional cash transactions.

 To create a new channel of time management.

 To show that people are to be valued more than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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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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青春期訂交結盟的友誼，會使人在年事稍長之後，以互相交換陳舊回憶的方式，撫慰人們各自在生命

中遭遇到的種種創傷或失落；所謂□□□□、相忘於江湖。回憶，使回憶者當下的現實顯得不再那麼沉重，

也使逝去的現實顯得□□許多」，根據前後文意，選出□最適當者：

遺世獨立／悲戚 相濡以沫／輕盈 惶恐不安／虛幻 劍拔弩張／深刻

2 甲：不惑之年。乙：花甲之年。丙：而立之年。丁：花信之年。

以上詞語皆與年齡有關，依年紀由小到大排列，順序是：

乙丙甲丁 丙甲丁乙 丁甲乙丙 丁丙甲乙

3 下列有關「頭髮」的成語，何者正確？

「童山濯濯」形容頭髮烏黑濃密 「擢髮難數」形容掉落的頭髮不計其數

「櫛風沐雨」形容不顧風雨辛苦奔波 「吐哺握髮」形容生重病的樣子

4 下列與「桃」有關成語的解釋，何者正確？

桃夭及時－祝賀女子出嫁 桃李滿門－比喻禮尚往來

桃李不言－喻贈人桃李不如贈人以言 桃羞杏讓－比喻互相頂替或代人受過

5 下列有關書函用語的說明，何者最正確？

寫給老師的信自稱「晚生」 信中提到自己過世的親人應加「前」字

信中提到他人父親，應稱「令尊」 寫給長官的信，信封收信人名下應寫「敬啟」

6 下列關於應用文書的敘述，何者錯誤？

啟事是用於各機關間的非公開文書

對長輩或是不熟的人，不宜使用便條

訃聞是將人死亡的消息，通知親友的應用文書

喜帖常見「闔第光臨」，是請賓客全家參加婚宴的敬辭

7 下列應用文字使用正確的是：

寫信給師長的提稱語：函丈 謙稱自己過世的父親：家父

堂兄結婚的祝福語：于歸誌喜 朋友榮升的祝賀詞：儀型足式

8 「四角尖尖草縛腰，浪蕩鍋中走一遭」是某個傳統節日的習俗，下列選項何者與題目所吟詠的節日不同？

競渡岸傍人挂錦，採芳城上女遺簪 不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昇平

錢浮蓮沼形猶小，日映花磚影最長 包中香黍分邊角，綵線剪就交絨索

9 朱熹編纂之「四子書」內容為何？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孫子、荀子、老子、孟子

荀子、孟子、孝經、詩經 易經、尚書、詩經、莊子

10 《荀子．勸學》：「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下列選項，與上文旨意不同的是：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輟行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11 下列選項，何者不是歌詠諸葛亮的詩句？

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胸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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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孝子何珍，字嵩山，高明人。幼喜讀書，以父母不見為恨，遂絕意功名。每日必慟，不兼味，人稱一味孝子

（《廣東新語》）。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他怕做官後無法常見到父母，所以不願去應考 他因擔心每天見不到父母，所以無心享受美食

他每天只吃一道菜，想省下錢來好好孝敬父母 他因思念父母而十分悲痛，無心追求飲食豐美

13 《荀子．勸學》：「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引文意旨？

天生我材，必有所用 用心專一，必能成功 教育長養，適才適性 鯉躍龍門，一朝飛天

14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

俄而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列子．說符》）。根據文意，下列何

者正確？

竊賊不是鄰人之子 竊賊心虛，易形於色

竊賊將竊物埋藏於谷中 被竊者自導自演，以考驗人性

15 《封神演義》：「旛幢招展，三春楊柳交加；號帶飄揚，七夕彩雲蔽日。刀鎗閃灼，三冬瑞雪重鋪；劍戟森

嚴，九月秋霜蓋地。」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所描述的場景？

歲時節慶 兩軍對陣 四時風光 萬里江山

16 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

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呂氏春秋．貴公》）。根據文意，下列何者正

確？

天下之物，本無得失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名正言順，天下乃安 君子不器，各適其用

17 《荀子．勸學》：「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意旨的是：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18 「這期間我看到了一些怵目驚心的文字，譬如說一位經營文藝出版社的朋友這樣寫：『賣書和賣鑽石一

樣……。』我不懂意思，不禁在心中犯嘀咕：『鑽石和書怎麼做比較？』繼續讀下去，才知道他的意思是：

『鑽石價錢昂貴，一個月有那麼幾筆生意就很不錯了。現在賣書也那樣，一個月就只有那麼幾筆。』」下列

何者最符合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

讚嘆文藝的可貴 驚奇書價的昂貴 感嘆文藝出版的蕭條 不解讀書風氣的敗壞

19 「魚類與鯨豚這兩樣海洋生物資源之豐寡，與背後支撐整個海洋生態系統的海洋環境密切相關。然而，臺灣

社會與海洋生物資源的關係，長期停滯在低層次的腸胃等級。我們過度漁撈，我們隨手將污染擴及海域，造

成東部沿海的魚源處於近臨枯竭的狀態。鯨豚失去食物基礎支撐，快速且大幅減少，因其生態位階高，跌落

更快、更慘。」下列選項何者不是鯨豚數量減少的原因？

人類的污染擴大 鯨豚繁衍能力差 漁民過度的捕撈 失去食物鏈基礎

20 「我靜坐水湄一隅，瞧！蘆葦□□著身子，頂著一頭□□般的髮。是由於負荷了過重的鄉思而壓彎了脊樑？

是因著朝夕守望而愁白了頭嚒？」根據文意，文中的□□依序應是：

挺立／青絲 傾斜／蓬草 佝僂／銀絲 搖曳／枯柳

21 下列題辭用語，何者適當？

「于歸之喜」：慶賀遷居 「瓜瓞延祥」：慶賀生孫

「母儀足式」：慶賀女壽 「弄璋誌喜」：慶賀生女

22 「來自日本東京的鐵道迷藤井英樹，熱愛蒸汽火車。四年前來臺，發現臺灣的蒸汽火車竟然跟日本的一樣，

讓他因此著迷，四年來已造訪臺灣五十次！藤井說，臺鐵修復很多蒸汽火車，因此特別喜歡臺鐵。今年六月

起，連續三個週六，『仲夏寶島號』由玉里開到臺東，藤井英樹特別安排三天來臺灣搭乘。」依據上文，下

列敘述何者最符合文意？

臺灣的蒸汽火車吸引日本鐵道迷 藤井英樹因為喜歡臺灣，特別來臺五十次

自六月起臺鐵每週六皆開出「仲夏寶島號」 藤井英樹因為「仲夏寶島號」而熱愛蒸汽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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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選項的情感「對象」，並非「朋友」的是：

布衣之交不可忘，金蘭之誼常在心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若知四海皆兄弟，何處相逢非故人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24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

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李煜〈浪淘沙〉）。其中「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指的是：

只有夜夜笙歌，醉生夢死方能排遣苦悶 貶謫他鄉無可奈何，只好貪圖片刻歡愉

羈旅漂泊生涯，把人生當作虛幻的夢境 現實生活苦悶難捱，貪戀夢中短暫歡樂

25 「鳥飛到雲中去／鳥群中少了你／太陽落到山稜後／山群中少了你／是的，少了你這風景又怎能印得成記

憶」，下列何者最接近本詩旨意？

繁華落盡見真淳 鳥盡良弓勢必藏

有了你，生命才有意義 有遺憾，也是一種美麗

26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

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群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

肅，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

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沈括《夢溪筆談》）。文中「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

的主要用意為何？

假借鬼神之說，使人心生畏懼 善用辦案工具，期能事半功倍

官府例行公事，以求辦案順利 藉由虔誠敬拜，祈求鬼神助佑

27 「我的朋友是一位肖像畫家，生活不好過，朋友紛紛給她忠告。大多數人的建議歸結來講就是：『找份正職

吧。』她對我說：『我本來就有正職啊！我是個畫家，他們難道不明白嗎？』……三年過去了，到目前為止，

我的朋友證明了自己是對的。」下列何者，最符合文意？

藝術家可以將個人創作視為正職 創作與謀生彼此衝突而不能兼顧

藝術無價不必討論現實薪資問題 有固定收入才是藝術家謀生之道

28 「古人有詩云：『但願此心春長在，須知世上苦人多。』若能時時想到世間多少不如我們、需要我們幫助的

人，那麼成敗得失之念，就容納不下，此心就充滿歡樂了。」下列選項，最接近意旨的是：

知足常樂 簡單就是快樂 寬容是快樂的來源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29 「身為埔里農家小子，年輕的洪健智不想待在故鄉務農，高中畢業後便毅然前往臺北晶華飯店學習和式料

理。在緊湊的都會生活裡，他圓了夢，卻也因此錯失了孩子部分的成長時光。『週遭長輩都會說，要讓孩子

在都市成長，才會有競爭力。結果卻是讓孩子的童年只剩學校和安親班。』洪健智談起孩子，回想自己，『我

們小時候在田野裡跑啊跑啊，在溪邊釣魚、原野上焢窯，那才是真的快樂的小時候！』」根據上文，下列選

項何者最符合本文意旨？

相較城市生活，家鄉生活步調更適合自己 競爭力並非一定要在城市才可以培養出來

童年的時光很重要，希望將快樂還給孩子 對於年少時期的錯誤選擇，感到後悔不已

30 「如膠似漆」與「水乳交融」語意對應關係，與下列何組最不相同？

「宵衣旰食」與「廢寢忘餐」 「推心置腹」與「披肝瀝膽」

「弊絕風清」與「政以賄成」 「巾幗鬚眉」與「女中豪傑」

31 「素養跟知識有沒有差別？當然有，而且有著極其關鍵的差別。我們不要忘記，納粹頭子很多會彈鋼琴、有

哲學博士學位。」下列選項，最接近意旨的是：

知識易使人傲慢 讀書越多，精神就越健康而勇敢

才能只是天分，善良卻是一種選擇 不要用華麗外衣裝飾，而是以知識武裝自己

32 下列選項，何者表達出「壯志猶存」的懷抱？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33 在公文中稱受文者為「鈞部」，可知發文者為：

有隸屬關係的上級機關 有隸屬關係的下級機關 無隸屬關係的上級機關 無隸屬關係的下級機關

34 有關公文稱謂用語，下列正確的選項是：

大學發函給校友，自稱本校，稱對方為臺端

教育部發函各大學，自稱鈞部，稱對方為貴校

小華旅日請外交部提供協助，自稱本人，稱對方為大部

臺中市中小學發函給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自稱職，稱對方為鈞府

35 各機關就主管業務，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應使用何種公文？

令 函 呈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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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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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下列題辭，最適合用於祝賀「演唱比賽冠軍」的選項是：

妙語如珠 金聲玉振 弦歌不輟 響遏行雲 玉潤珠圓

37 下列「」中有關顏色的詞語，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他在家的門口上「張貼紅榜」：指獲得榮譽

他無處謀生，打算「投入綠林」：指隱居不仕

眼前美景就像「明日黃花」，千萬要把握：指花團錦簇

對於「懷黃佩紫」的人來說，名譽勝於一切：指達官顯貴

「陽春白雪」的人，總是人群中的少數：絕美景色

38 下列常用成語「」內的字，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甘之如「飴」：甜餅 室如懸「磬」：石鼓

揚「湯」止沸：熱水 感激「涕」零：眼淚

短「兵」相接：士兵

39 張貼理髮店大門的對聯，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雖云毫末技藝，卻是頂上功夫 現出廬山真面目，留住秋水舊丰神

創人間頭等事業，理世上不平東西 雖無劉阮逢仙術，只效岐黃救世心

技術革新頭頭是道，容光煥發面面皆春

40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論語．憲問》）。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成人」旨意？

臧武仲的知足 孟公綽的廉潔 卞莊子的勇敢 冉求的新文藝 禮樂文化薰陶

41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

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

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世說新語．方正》）。

根據上文內容判斷，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陳元方表現出天真頑皮的個性 「尊君」一詞可用「令堂」替換

陳太丘的朋友是位推諉塞責的人 本文從反面說明「信」與「禮」的重要性

陳元方年紀雖小，卻能明白「言而有信」的道理

42 詩人馬佛：「當青春在你的容顏留駐如朝露」、「以歡樂衝決生命一扇扇的鐵門」，所以人生應及時行樂。

下列詩句，何者符合馬佛所說的意思？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枝在牆東花在西，自從落地任風吹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43 「四大讀書信念：第一條，要讀喜歡的書；第二條，要讀不喜歡的書；第三條，要在書中讀到自己，反思自

我；第四條，讀書不能替代行動，書裡是二手的人生，去工作、去戀愛、去旅行，真實認真活著，永遠活在

live 現場轉播狀態，那才是一手的人生。」下列選項符合上文意旨的是：

讀書忌死讀 讀書貴多不貴精

盡信書不如無書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44 下列「」內的動物，何者在成語中含有「人品性格」的象徵意義？

塞翁失「馬」 驚弓之「鳥」 「鶴」立雞群 「狐」群狗黨 引「狼」入室

45 「繁華擾攘的羅東鎮，藏著一條名為『浮崙巷』的小徑，巷名充滿文藝感。名稱取自於當地舊名『浮崙仔』，

由於該區地勢高，水患淹不到，遠看像是浮出水面的車輪而得名。隨著街區發展更迭，周邊發展出夜市和商

圈，浮崙巷『鬧中取靜』，只有在地人知道的捷徑，獨樹一格成為文藝風小巷。在地文史工作者說，浮崙巷

正是在地鄉土作家黃春明出生地，早期著作《鑼》便是起源於此。」

這則報導從那幾個面向介紹「浮崙巷」？

地名由來 特產小吃 街巷特色 著名地標 在地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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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害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

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該法條旨在說明那些重要原理原則？①

比例原則 ②法律保留原則 ③誠實信用原則 ④信賴保護原則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 1989 年國小老師李幸長發起「無殼蝸牛運動」，夜宿臺北市忠孝東路，抗議政府漠視人民的居住權益。

後來，無住屋運動轉型為「崔媽媽基金會」，透過協助弱勢族群解決租屋問題，落實「居者適其屋」的

理念。關於「無殼蝸牛運動」發展到「崔媽媽基金會」之成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營利組織 原強調利他主義後轉為主張利己導向

原以公益為使命後轉為重視成本效益 從倡議的社會運動轉為成立服務性的社團

3 近年來雙薪家庭比例上升，由於父母忙於工作，因此托兒所、安親班等機構成為安置孩童的重要處所。

根據統計，臺灣目前有政府立案的各種安親班、補習班、才藝班數量遠遠超過全臺超商數量。此現象說

明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的何種功能正在轉變？

生育功能 經濟功能 社會化功能 傳遞社會地位

4 所謂「友善職場」，就是無歧視、重平等的職場。在職場中，勞工與雇主彼此尊重、合作，共同打造一

個性別平權的工作環境。下列何種作法，最有助於促進「友善職場」？

開放同志勞工因伴侶生病時可請家庭照顧假 營造玻璃天花板環境以便落實性別實質平等

健全性別職業隔離制度以保障女性就業機會 降低女性勞動參與率以避免蠟燭兩頭燒現象

5 有關法律分類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民法：不成文法、私法、普通法、實體法

民事訴訟法：成文法、私法、特別法、程序法

刑事訴訟法：成文法、公法、普通法、程序法

勞動基準法：不成文法、社會法、特別法、實體法

6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國際移工的身影已深入臺灣家庭，然而媒體總以「口音怪異、膚色黝黑、吵雜

或是忠誠度不足、常常逃跑」來形容移工的樣貌。由此可知，媒體主要是透過下列何種方式來影響閱聽

人的認知？

總白癡化 置入性行銷 暴力行為的複製 形塑刻板印象與歧視

7 根據公民投票法之規定：「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甲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

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關於甲的法定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向立法院提出覆議 享有被動解散國會權 可以提出憲法修正案 掌理公務員懲戒事宜

8 甲香雞排店位於社區中，炸雞排時排放的油煙與味道往往導致附近居民抗議，因此環保局對甲香雞排店

開罰並要求加裝符合環保標準的靜電油煙處理設備。若以香雞排價格為縱軸，香雞排數量為橫軸，針對

上述的分析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環保局對雞排店的開罰是屬於確立財產權的作法 處罰與要求加裝過濾設備會導致市場供給線左移

環保局可以對居民補貼來減少店家產生外部成本 雞排店被勒令加裝環保設備即是體現了市場機能

9 我國現行的立法委員選舉，其選舉制度如下：區域立委選舉採（甲）選舉制度，原住民立委選舉採（乙）

選舉制度，全國不分區立委選舉採（丙）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選舉制度皆有利於大黨 （丙）以區域候選人所得票數比例換算政黨席位

（乙）（丙）皆有婦女保障名額的限制 （甲）為一個選區只有一人當選的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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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若我國總統選舉在某次的票數統計，1 號候選人得票率 30.6%，2 號候選人得票率 38.5%，3 號候選人得票

率 0.7%，4 號候選人得票率 30.2%，依政治學理及相關法律來看，下列何者是 2 號候選人在選舉結束後，

最可能面臨的挑戰？

得票數未過半，無法當選，須於第二輪投票繼續努力

得票數未過半，其他候選人可能會提出選舉無效之訴

得票數未過半，其他候選人可能會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得票數未過半，可能讓國民認為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11 小楊時薪 400 元，為了省錢每餐固定支出 60 元，某日小楊花了 1,500 元搭乘高鐵參加兒子的大學畢業典

禮，請同事小許代班 6 小時，事後小楊請小許吃一客 350 元的豪華晚餐作為答謝，自己則點了一客 250

元的精緻晚餐。依上所述判斷，小楊這次參加兒子大學畢業典禮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3,900 元  4,250 元  4,440 元  4,560 元

12 民國 103 年啟動的「十二年國教」政策，人數最多的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過去採用「會考總積點」

制度產生爭議；104 年承辦免試入學的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7 級總積分」新方案的構想；認為如果 104 年

放榜未產生爭議，則沿用「會考總積點」的舊方案，若有疑慮，則考慮採用「7 級總積分」的新方案。關

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作法，是否符合公共政策決定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符合，因為行政機關提出新方案就已屬於政策合法化的過程

符合，行政機關可以評估政策的效果來作為修正的判斷依據

不符合，因為政策評估必須在公共政策規劃之前就必須實施

不符合，因為若不繼續沿用舊方案，將會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13 某輪胎公司與高中汽車修理科進行合作，由該公司提供機械器具作為教學練習使用，讓學生學習時，能

夠將理論與實務結合。該輪胎公司所提供的機械器具，是屬於經濟發展要素中的那一項？

自然資本 人造資本 企業才能 人力資本

14 高二的阿文參加學校舉辦的法律營活動，前往各級法院及檢察署參訪。以下為他的參訪心得，依相關法

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①檢察官當庭訓斥被告，並裁定羈押 ②在簡易庭中，由五位法官同時開庭 

③前往高等法院民事執行處參訪 ④檢察官對涉及告訴乃論案件的被告提起公訴 ⑤性侵案件開庭前，

法官將同學請出法庭

①②④ ①②③ ③④⑤ ②③⑤

15 小智今年 12 歲，他所從事的下列何項行為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

接受小華母親贈送的生日禮物 用母親給的零用錢購買早餐

和鄰居協議賠償打破鄰居玻璃的費用 用自己存款繳交班級活動費

16 對於死刑定讞之案件，其執行命令經法務部部長簽署後，依法應由下列何者執行？

受命法官 檢察官 檢察總長 檢察長

17 阿強涉嫌綁架撕票案，被法院判處死刑定讞，但辯護律師認為證據不足、法官拒絕被告到庭詰問，且經

專家鑑定發現有新事證足以推翻原判決。該案依相關法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律師可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訴 阿強可委託律師向最高法院聲請再審

最高檢察署可向最高法院聲請更審 死刑執行檢察官可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訴

18 有些人認為對犯罪者要處以刑罰，是讓民眾知道犯罪的下場，警惕自己不要犯罪。此種思維是屬於下列

何種刑罰理論？

應報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綜合理論

19 根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律規定，甲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得向乙進行國情報告。關於

甲、乙的職權及其運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係由乙直接任命之 甲可對乙提出覆議案 乙可對甲提出彈劾案 乙可對甲提出倒閣案

20 2015 年 8 月我國甲與中國乙本於平等互惠原則，共同簽署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

上述代表雙方簽署協議的機構甲與乙分別為下列何者？

甲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乙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甲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乙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甲為大陸委員會、乙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甲為大陸委員會、乙為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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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國人 A 自中國大陸返臺就醫，引起各界輿論關注。行政院院長赴立法院備詢前受訪表示，是否應限縮健

保使用資格，他在擔任政務委員時，就曾提出限縮在大陸的臺胞與旅居國外僑胞的健保資格。行政院院

長前述表示係屬於政府決策過程的那一階段？

政策規劃 政策合法化 政策執行 政策評估

22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政府官員，那些是經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的方式任命？

①立法院院長 ②大法官 ③行政院院長 ④考試委員 ⑤司法院院長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④⑤ ③④⑤

23 二次大戰後，由於戰後重建及國內發展的需要，各國有別於過去「有限政府」的概念，擴張行政權，追

求大有為的「萬能政府」。下列為某國所實施的政策，何者最能看出上述概念的轉變？①透過軍隊及海

岸巡防維護領海安全 ②全民健保採取強制納保的措施 ③每四年進行民意代表選舉落實普選 ④立法

規範勞工基本工資及職災補償

①② ②③ ①③ ②④

24 關於「君主國」與「共和國」之區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君主國」在政治上採取專制制度 「共和國」在政治上採取民主制度

「君主國」之國家元首採世襲制度 「共和國」之國家元首採多人共任

25 國內某食品集團因為黑心油事件引發眾怒，有網友發起抵制行動，號召民眾拒買該公司相關產品，許多

店家也紛紛響應，拒用該公司產品作為食材。上述抵制行動較屬於下列何種概念？

永續性發展 企業家才能 共有財悲歌 消費者主權

26 若新臺幣兌美元的匯率由三十比一變為三十三比一。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此一匯率的變化，在國際貿易

上顯示出下列何種意義？

進口物品的價格下降 鼓勵民眾去美國旅遊 新臺幣貶值刺激出口 出口業者的損失提高

27 當人工智慧系統 AlphaGo 戰勝人類九段圍棋高手的那一刻，全人類開始惶惑。有專家預言本世紀末，70%

的職業會被自動化技術取代，將有 50%的白領智慧工作者會失業。下列何者最能解決上述的失業問題？

採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提供就業資訊

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職業訓練 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

28 某家超商鼓勵民眾將 200 元的統一發票中獎金額存在會員卡中，再加碼贈送 50 點會員點數，讓民眾可以

把它當現金 5 元使用，藉此吸引更多的來客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上述超商考量的目的應為下

列何者？

降低生產的成本 增加銷貨的收入 減少生產者剩餘 提升生產要素的需求

29 酒駕問題造成無數家破人亡，成為眾所矚目的社會問題，因此政府乃修改「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提高對酒駕的行政上處罰，希望藉此遏止酒駕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這是以政府的法律管制處理市場失靈問題 針對酒駕提高的行政上處罰是一種行政指導

此一處罰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租稅方面的收入 若民眾對此一處罰不服可以向法院提出抗告

30 許多國家都由政府制訂法律，規定雇主給付給勞工的最低薪資，目的是保障工人能以勞力換取足以維持

生存的工資。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此種政策可能會對勞動市場造成下列

何項影響？

造成勞動市場供過於求的現象，而使失業率提升 勞工的工作意願減少，進而導致勞動供給會減少

廠商能夠僱用到更多勞工，因此勞動需求會增加 使勞動市場供需雙方都獲利，整體社會福祉增加

31 歐盟是區域整合的國際組織，關於此組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經濟上對外採取單一關稅 過半數的會員國採取共同貨幣

重經濟整合，缺少司法與政治上合作 申請加入需具備保障人權與市場經濟條件

32 假設天龍國近來財政赤字增加，若該國政府欲增加其收入，以縮小財政赤字，下列何種作法可以達成目的？

收取菸品的健康捐 降低遺產稅的稅率 縮減社會福利支出 增加公共建設經費

33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中央、地方政府等公務人事費用每年編列經費逾新臺幣一兆元，約占中央政

府歲出預算的六成。若以政府支出項目來看，此人事費用支出應為下列何者？

投資支出 債務利息支出 移轉性支出 消費支出

34 近年來東南亞國協逐漸受到重視，該組織也致力促進區域合作與創造和平。關於東南亞國協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我國以「中華臺北」名義加入 該組織為聯合國下的週邊組織

目標為建立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 俗稱東協加一是指日本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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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某家酒商過去將葡萄酒製程的廢料紅麴當作肥料，現在則改製成厚度僅 0.3 公分的紅麴餅乾，為該公司賺

進七億元的商機。上述作法突顯何項生產要素的重要性？

人力資源 人造資本 自然資源 企業才能

36 The great composer showed a(n) interest in music when she was only 3 years old.

 ordinary  particular  responsible  sneaky

37 Nowadays is vital to our living. Without it, we can't run machines and vehicles.

 nutrition  gasoline  diversity  creativity

38 The angry workers marched through the streets after they the policy's command to retreat back to their

factories.

 endorsed  defied  resided  experimented

39 The techniques are being applied almost everywhere by big and small firms .

 across  alike  alone  away

40 Peter and Jim that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rime. And I believe them.

 introduce  depend  insist  desir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According to two recent studies, the annual cost of workplace absence in the U.K. has risen to 10.5 billion pounds,

with 500 people 41 employment every week because of work-related injury or illness. Ill health is now the

main 42 of joblessness in the U.K., with repetitive strain injury, back strain, and stress the three top reasons for

absence. One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s took an average of 7.8 days off work through sickness last year, a 43 from

8.5 days the previous year. “Absence is a huge cost to business—the worst performing firms have twice the absence

rates of the best ones,” said one research unit. Many companies believe 44 to 15% of absences are not genuine.

Overindulging in alcohol is the main reason for pulling a sickie, one survey has found. A third of British 45 would

call in sick after a drunken night. But more than half said they would think again if their pay was cut.

41  leave  left  leaving  to leave

42  cause  care  caution  case

43  break  fall  step  period

44  below  in  up  with

45  workers  owners  robots  stranger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Eat five meals a day, including lots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nutritionists say. It’s important to include different

kinds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in each meal. Try to make your meals colorful. It’s easy. Red fruit and vegetables, like

tomatoes and watermelon, protect you against some types of cancer. Some others, like strawberries and red grapes,

help keep your heart healthy. A lot of oranges and yellow fruit and vegetables, like carrots, are rich in Vitamin A and

help you have healthy eyes. They also protect you against some types of cancer and heart disease. Citrus fruit, like

oranges, aren’t rich in Vitamin A, but they are rich in Vitamin C and a type of Vitamin B. They help keep your heart

healthy. Green fruit and vegetables, like spinach, green peppers and green apples, help keep both your eyes and heart

healthy, and protect you against some types of cancer. Blue and purple fruit and vegetables, like grapes and eggplants,

keep you away from some types of cancer and heart disease. Blueberries also help you have a good memory.

46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is NOT good for eyes?

Carrots. Spinach. Oranges. Tomatoes.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citrus fruit is NOT true?

They are like oranges. They are like strawberries.

They are rich in Vitamin B. They are rich in Vitamin C.

48 If you forget things easily, what fruit/vegetables may help you improve your condition?

Eggplants. Blueberries. Green peppers. Yellow tomatoes.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fruit/vegetables is good for the heart?

Grapes. Tomatoes. Bananas. Wate rmelon.

50 What do nutritionists suggest about our diet?

Colorful meals are good for us. Meat is not good for the heart.

It's better to have three meals a day. 3C products are not good fo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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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屬於歐陸法系的國家不以歐洲國家為限
歐陸法系國家之判決對後案沒有法律拘束力，但有事實上拘束力
歐陸法系法官審判時的主要法源是成文法
英美法系為案例法國家，因此沒有成文法

2 法律與道德有相似及相異之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道德與法律相同，均是一種成文規範
道德的成立或變遷與法律不同，不需經過一定程序修改
法律是以國家公權力作為後盾，道德則無
道德有時會影響法院對於個別法律的解釋

3 關於行政機關之適用法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適用法律須經人民申請，始得為之
行政機關原則上應獨立適用法律，不受上級指揮監督
行政機關於法定範圍內，行使合義務之裁量權
行政機關在執行法律之際，不得發布命令

4 下列判決文字運用了何種解釋方法？
「依其規定之內容乃須有所謂的『治理』……。而所謂『治理』乃指『管理』（趙錫如主編辭海第 576

頁）……」
文義解釋 體系解釋 歷史解釋 目的解釋

5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法規廢止之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
法規違反國際人權公約，而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6 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自治規則得使用之名稱，不包括下列何者？
辦法 規程 標準 要點

7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關於大法官之組成及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憲法本文規定司法院有解釋憲法之權
憲法本文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 15 人，掌理解釋憲法之事項
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規定所有司法院大法官都享有 8 年任期之保障
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規定司法院大法官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人民參加下列何種考試，不在憲法第 18 條應考試權的保障範圍內？
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

9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與民主共和國原則沒有直接關係？
民有民治民享 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國防以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 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授權明確性原則之內涵，不包括下列何者？
授權之目的應具體明確 授權之期間應具體明確
授權之內容應具體明確 授權之範圍應具體明確

11 依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人身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遣送出境前之強制收容屬於人民身體自由之剝奪，收容事由應以法律直接規定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

命令定之
基於防疫目的之強制隔離，已屬人身自由之剝奪
「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規定屬於憲法

保留事項
遣送出境前之暫時收容雖非刑事逮捕拘禁，仍應由法院為之，始符憲法第 8 條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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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言論自由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言論自由在於保障資訊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
商業廣告係利用傳播方法，宣傳商品效能，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不受言論自由之保障
公共場所於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內，亦得供人民之言論表達及意見溝通
言論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之功能

13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總統之地位與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於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法院
總統雖為國家元首，但完全不具最高行政首長地位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無須行政院院

長之副署
14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而駕駛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

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主管機關對於個案中違規駕駛人裁處罰鍰之額度，享有自由行使裁量之權限
主管機關對於是否當場禁止違規駕駛人駕駛，應依法律授權目的行使裁量權
對於初次違規之駕駛人，主管機關皆應裁處最低罰鍰額度，以符合比例原則
對於具有特殊情形之個案，不適用統一裁罰基準表決定罰鍰額度，並未違法

15 下列何者不得依行政執行法規定，移送強制執行？
交通違規罰單 支付命令 怠金 核課稅額通知書

16 關於法明確性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規內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一概違反明確性原則
法律雖以抽象概念表示，不論其為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均須無違明確性之要求
對人民權益影響越大者，授權之明確程度應越高
法律文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者，即不違明確性原則

17 行政機關限制人民財產權，應受下列何者之限制？
行政保留原則 法官保留原則 憲法保留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18 行政機關之行為，必須受到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此為下列何項原則之內涵？
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19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比例原則之內涵？
行政行為應有法律之依據
行政行為應有助於行政目的之達成
若有多種行政行為均同樣能達成行政目的，行政機關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行政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行政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20 有關瑕疵行政處分效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無效行政處分，不發生救濟可能性；得撤銷之行政處分得由人民訴請行政法院撤銷
行政處分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無效
無效行政處分，係自發現無效事由時起，向將來失效；得撤銷行政處分經撤銷後，有溯及失效的效果
行政機關作成瑕疵行政處分，不得本於職權撤銷該處分，僅得由行政法院為之

21 下列何種行政處分之瑕疵，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得以補正？
應經人民申請而未經申請之行政處分 由行政處分書面不能得知處分機關之行政處分
相對人不存在之行政處分 違反專屬管轄之行政處分

22 徵收人民土地應同時給與人民相當於市價之金錢彌補，該金錢給與之法律性質為何？
國家賠償 損失補償 損害賠償 準徵收之侵害

23 下列何者之爭議，不得向行政法院尋求救濟？
甲在市立公園遊玩，因設施鏽蝕導致受傷，請求國家賠償
乙不服市政府對其申請自用房屋適用優惠稅率之否准決定
丙不服市政府對其所為之罰鍰處分
丁不服市政府所為之專案考績免職處分

24 提起下列何種行政訴訟類型，原則上應先踐行訴願程序？
一般給付訴訟 行政處分無效確認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法律關係存否確認訴訟

25 行政訴訟若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告，原則上應由那一個行政法院管轄？
由被告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由原告戶籍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由原告住所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一律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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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甲死亡後留下數筆存款及土地，其子女乙、丙、丁、戊為繼承人。甲遺囑中表示四大房子孫要團結，故
不得分割遺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丙、丁、戊不能分割，要傳給後代變成祭祀公業
乙為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丙、丁、戊不得拒絕
乙、丙、丁、戊不能分割，但繼承開始 10 年後，得請求分割遺產
乙、丙、丁、戊於甲死後，因遺囑禁止分割，依民法規定，遺產於 20 年內均不得分割

27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代理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簡易事件第二審之訴訟代理人，應委任具有教育部認證之法律相關科系獲碩士學位以上者，擔任訴訟

代理人。該訴訟代理人之酬金，由國庫墊之
訴訟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但捨棄、認諾、撤回、和解、提起反訴、上訴

或再審之訴及選任代理人，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
訴訟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應共同代理當事人，不得單獨為之
訴訟代理人為當事人聲請訴之追加、變更或提起反訴時，應先以書面聲請法院得審判長同意後，並為

當事人先墊付訴訟費用
28 關於自治條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法規
自治條例在縣稱縣規章 自治條例在鄉稱鄉規程

29 關於民事支付命令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債權人之請求須證明
債務人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支付命令之效力不受影響
債務人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支付命令不得作為執行名義
支付命令之異議，得不附理由

30 民事訴訟當事人如因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遲誤上訴期間，依法得如何尋求救濟？
逕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 向原法院聲請延長期間
向原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向原法院聲請再審

31 有關親屬之親系與親等之規定，對於自己與繼母之表兄的親系與親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無親屬關係 旁系姻親三親等 旁系姻親四親等 旁系姻親五親等

32 關於民法規定正當防衛、緊急避難與自助行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因避免自己之生命身體受到急迫危險所為之自助行為，致他人財產受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之損害者，不

負賠償責任
因避免自己之配偶、或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親屬，受到身體或自由上之急迫危險所為之家族集體自助

行為，致生他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損害者，不負賠償責任
對於現時或 24 小時內已發生之不法的人身侵害，為防衛自己、配偶或家屬之權利所為的行為，不負損

害賠償之責
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及受

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
33 依現行民法之規定，19 歲之甲因很想購買全新機車，擅自將父親乙贈與之老舊 A 機車拋棄。甲對 A 機車

之拋棄行為效力如何？
有效，不得撤銷 無效 效力未定 有效，得撤銷

34 甲欲購買乙的二手筆記型電腦，交付新臺幣（下同）5,000 元定金予乙，約定 5 日後交貨。關於定金之敘
述，下列何者錯誤？
甲交付定金予乙，依民法規定，乙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
若甲於交付定金後，現場檢視該筆電時，不慎摔毀該筆電，則甲不得請求返還定金
若乙交付筆電前，不慎摔毀該筆電，則乙應返還 1 萬元給甲
若乙交付筆電前，筆電因無名火而燒燬，甲不得請求返還定金

35 關於保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保證人之負擔較主債務人為重者，應縮減至主債務之限度
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且未有喪失先訴抗辯權之事由，保證人對於債權人

得拒絕清償
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均得主張
保證人對於因欠缺行為能力而無效之債務，縱使知其情事而為保證，該保證仍因從屬性而無效

36 關於不動產物權行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要式行為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非經交付標的物，不生效力
債權行為無效、不成立或被撤銷者，不影響不動產物權行為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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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何者非屬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原債權之法定確定事由？
擔保債權之範圍變更或因其他事由，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
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
債務人或抵押人經裁定宣告破產確定者

38 甲男乙女為夫妻，有丙、丁二子。丙有戊、己二子。丙先於甲死亡。甲死亡時，戊依法拋棄繼承。己之
應繼分為何？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39 關於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所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這是證據之證明力的規定 證據能力是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
這是關於嚴格證明的規定 只要經過合法調查的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40 檢察官以被告甲在警詢中自白、購毒者乙在偵查中之證言等證據，起訴甲販賣毒品罪。甲在第一審受命
法官準備程序期日，陳述其在警詢時之自白，是被強暴脅迫所為，下列何人要就甲在警詢中係出於自由
意志之自白，指出證明方法？
甲 檢察官 法官 乙

41 被告經法官訊問後，犯罪嫌疑重大，而有羈押原因，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訴訟。然下列何項原因，不得單
獨成為羈押被告原因？
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42 下列何項供述，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證據能力？

被告在警察詢問時，依自由意志所為供述
檢察官未為權利告知，訊問後被告所為供述
檢察官不待被告通知之律師到場，訊問後被告所為供述
被告於警詢被刑求取供後，隨即被移送檢察官，檢察官立刻訊問後被告所為供述

43 下列何者不屬刑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依法令之行為？
司法警察逮捕通緝犯 路人甲逮捕現行犯
父母管教滿 20 歲之子女 檢察官執行死刑

44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 22 條規定之業務上正當行為？
醫生為病人開刀 拳擊手依比賽規則打傷對方
棒球投手故意投觸身球傷害打擊者 護士為病人打針

45 有關刑法第 23 條正當防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侵害已經結束，仍得主張正當防衛 互毆可以主張正當防衛
對警察依法逮捕之行為可以主張正當防衛 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46 下列何者非屬於刑法第 24 條（緊急避難）明文列出之利益？
生命 財產 名譽 自由

47 有關刑法第 62 條自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自首必減輕其刑 自首可以言詞或書面為之
自首可請人代理向警察機關為之 通緝犯自行投案，不是自首

48 公務員甲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則關於其自首或自白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於犯罪後自首，即應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49 依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公務員定義，執行職務中之警察人員屬於下列何者？
身分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派遣公務員 委託公務員

50 甲、乙二人遊手好閒，某日謀議如何殺害甲之父親，以早日繼承財產，甲即帶乙返家，甲在外把風，由
乙進入實施殺害行為，其二人係犯何罪？
共犯殺人罪 甲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乙犯殺人罪
共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甲犯幫助殺人罪，乙犯殺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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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部門為了提升效率，放寬政府經費流用的限制。此一作法，最符合下列那一項公共行政理論的主張？

彈性薪資之誘因理論 黑堡宣言理論 行為學派理論 新公共管理理論

2 最強調行政學的研究宜由「應然面」轉為「實然面」的研究，是那一個學派？

行為科學學派 新公共行政學派 行政中立學派 新公共管理學派

3 關於組織的分工方式，古力克（L. H. Gulick）曾提出分部化原則，下列何者不屬之？

依目的而分工 依地點而分工 依服務對象而分工 依員工興趣而分工

4 關於麥克葛瑞格（D. M. McGregor）的 X 理論與 Y 理論，下列何者正確？

主管對人性的假設差異，會對管理方式造成影響  X 理論認為員工會自我要求與控制

 Y 理論認為員工是好逸惡勞的 多數學者認為，X 理論的管理效果較佳

5 下列何者非屬我國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案例？

中華電信公司 台灣高鐵公司 中國鋼鐵公司 台鹽公司

6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法人法規定之行政法人績效評鑑內容？

人員進用之達成率 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營運（業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7 1999 專線由臺北市開始，許多縣市目前也都跟進設置，此一擴散現象是那一種概念的具體表現？

顧客選擇 品質保證 績效責任 標竿學習

8 聯合國強調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依歸，下

列何者不在 SDGs 指標範圍之內？

普及基礎教育 消除通貨膨脹 消滅貧窮飢餓 促進兩性平等

9 某公務人員奉派出國參加與其業務相關的研討會。他覺得某日會議議程與其業務較無直接關聯，於是趁

便在鄰近名勝遊覽。請問其行為與下列何者不屬於同一個法律的規範範疇？

某國軍上校為了接送女友上下班，經常混水摸魚、遲到早退

某市區公所區長向其轄下經建課長要求，為自己的表哥在經建課安插一個職位

某行政機關事務組長，請他管轄的司機開公務車幫忙搬家

某縣政府科員一再向科長反映，其辦公用電腦已老舊不堪，但科長不肯予以更新，使其苦不堪言

10 甲是某國立大學校長，受邀至某市議員候選人競選服務處開幕典禮上台演講，甲以有牴觸法規之虞而婉

拒之。下列何者是某甲認為可能牴觸的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11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組織基於業務分工，於內部設立之組織，稱為：

機構 分部 單位 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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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性別工作平等會，其中女性委員的人數應占全體委員人

數多少比例以上？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13 關於行政組織特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是一群人的組合 一定要有目標 是一個合作體系 不具制式的結構

14 有關組織發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強調固定性的組織結構 同時著重治標與治本

強調權變理論 同時結合理論與實務

15 組織為解決特定問題而結合各功能部門、各層級人士，所組成的專案工作臨時團隊稱為：

金字塔型組織 層級節制型組織 矩陣式組織 中央集權式組織

16 有關我國財務行政組織與職掌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部分由財政部綜合編送 各級政府的主計單位負責會計事務

審計部負責決算之審定 地方政府主計單位直接受地方首長指揮監督

17 有關下列各個組織屬性的敘述，何者正確？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是輔助單位 台灣高鐵公司是財團法人

中華郵政公司是公營事業 中華電信公司是行政機構

18 下列何者屬於行政機關內部主要負責廉政業務的單位？

人事部門 統計部門 政風部門 參事部門

19 下列何者是我國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的名稱？

局 所 大隊 中心

20 下列何種我國法令規範須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地方政府公布後施行？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自律規則 委辦規則

21 下列那一種主義較符合新公共管理的主張？

生產者主義 福利國主義 消費者主義 非營利主義

22 公務人員之升遷甄補有內補制和外補制兩種不同的模式，相對於內補制，外補制有何優勢？

蒐尋、瞭解候選人的時間成本較低 受雇者的組織調適成本較低

對於組織原有員工的激勵誘因較大 較易引進變革創新的活力

23 對於工作具有危險性而加發之給與，屬於那一種俸給？

年功俸 績效津貼 地域加給 職務加給

24 有關我國公務人員之任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官等及職等任用之 官等分特任、簡任、薦任、初任

機要人員應具備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始得任用之 一職務限列一個職等

25 依據特別權力關係理論，有關公務員和國家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公務員如受懲罰，有權尋求司法救濟 公務員須服從國家機關所頒布的各項法令和內規

國家特別保障公務員的結社自由權 公務員與國家共同界定勞動條件

26 下列機關何者負責辦理我國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審定？

考選部 銓敘部 懲戒法院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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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負責政府預算編製、執行及決算的主要權責機關？

財政部 行政院主計總處 立法院預算中心 審計部

28 有關近年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政事別歲出規模之普遍狀況比較，下列何者最錯誤？

社會福利支出大於國防支出 教科文支出大於一般政務支出

退休撫卹支出大於經濟發展支出 國防支出大於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29 依據預算法的規定，遇到下列何種情形時，行政院得提出特別預算？

發生戰爭時 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

經立法院審議全額刪除之支出項目 執行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有不足時

30 有關美國零基預算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970 年代德州儀器公司開始試行

 1997 年卡特總統上台，聯邦政府零基預算之實施宣告終止

每一年度的預算審核都要從零開始重新評估

決策制訂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決策制訂同時開始

31 政府採購法中所稱之「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係指下列那一種招標方式？

邀請招標 主動性招標 公開招標 限制性招標

32 在策略規劃的工具之中，有一種能夠訴說策略的故事，以達成特定價值主張之行政方針路徑圖，來清楚

說明策略因果關係之分析工具，稱之為：

甘特圖 心智圖 策略地圖 時程路網圖

33 下列何種活動最偏向地方政府行銷？

孩子是我們的傳家寶 酒後不開車 限用塑膠吸管 觀光古城行銷

34 領導者相信部屬會負責盡職完成分內的工作，因此非常尊重部屬意見，幾乎給予同等的權力參與決策制

定，此種領導者較傾向下列何種類型？

壓榨權威式領導 諮商式領導 參與式領導 仁慈權威式領導

35 行政機關的領導者在危機發生時，適當的溝通技巧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注意傾聽 禁止媒體採訪 誠實以對 溝通未來願景

36 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下列何者不為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減災事項？

災害保險之提供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之訂定

37 有人認為未來的民主政治將是「按鈕式」的民主政治（push-button democracy），此乃形容下列那一種時

代的來臨？

菁英式民主 協和式民主 電子民主 間接民主

38 下列何者最不屬於政府利用資訊科技來促進公民參與的途徑？

電子公聽會 首長電子信箱 電子投票 電子布告欄

39 政府准許需要污染物排放量多的廠商，可購買其他廠商多餘的污染排放權，這種政策稱為：

可轉讓污染權 污染稅 管制 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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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公共政策的制訂要考量的價值包含效率、效能、公平與回應等，下列那項政策主要是追求「效率」的價值？

性交易合法化 維持死刑的存在 同性婚姻合法化 國營事業民營化

41 有關政策設計（policy design）的闡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涉及公共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發展與應用

政策預期成果必須與實際執行成果一致

法令（statute）意指執行政策方案所需的法規基礎

政策設計也需連結至適當的政策工具以產生預期執行成果

42 下列何者與成本效能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的內涵無關？

可分析外在無法貨幣化的效能 計算成本時可以貨幣價值衡量

係從許多替代方案中抉擇最適計畫的工具 方案取捨標準為「益本比」必須大於一

43 近年出現了網路輿情的民意探詢機制（例如：正負情緒分析），這是用什麼方式來了解民意？

網路問卷調查 網路文字的探勘

透過網路直播進行官民互動 網路公民連署

44 下列何者屬於政府和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

中央政府補助苗栗縣政府執行地區防洪計畫

大安區公所配合臺北市政府進行市政宣導工作

縣政府建立議會聯絡人制度，負責和議員之聯繫事項

鄉公所協助村長規劃守望相助活動

45 下列有關我國地方自治團體開徵地方稅的敘述，何者錯誤？

需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 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

經各該立法機關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 法規公布前應報請監察院審查

46 下列何者不是非營利組織？

公益性社團法人 私立大學 行政法人 財團法人

47 為配合政府「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政策，某公司以其自有土地投資興建一座垃圾焚化

廠，並與政府簽約，協助焚燒垃圾；契約期滿，該公司決定將焚化廠賣給外國廠商。此一作法，符合下

列那一項公私協力模式的特徵？

 BOO  BOT  BTT  ROT

48 下列何者為公私夥伴關係之泛稱？

 APEC  NGO  NPO  PPP

49 針對參與式預算的審議，下列何者不是最重要的？

提案適法性 提案的公共性

提案的預算可行性 提案能照顧對象的普遍性

50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推動「小而美政府」的常見策略？

利用使用者付費 增加市場競爭機制

運用自願性組織的協助 擴大內需達成充分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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