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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論題部分：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幸福的獲得，不是你能左右多少而是有多少在你左右」。請以「幸福的獲得」

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其旨。 

二、公文：（20 分） 
情境說明： 
茲有財團法人貝俊文教基金會以 106 年 11 月 30 日貝董字第○○○○號函，致

○○縣政府謂：為協助政府縮短城鄉教育差距及培育人才，本基金會擬捐贈貴

府新臺幣 5,000 萬元整，作為充實國民中小學圖書資訊設備之用。請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前，將補助實施計畫、經費收據及匯款資料函送本會，俾據以匯款。 
縣府慎重其事，乃召開專案會議，決議：擇定補助國民中學 7 校、國民小學 15 校，

每校以新臺幣 250 萬元為上限，由各校自行招標採購，並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前

驗收結案；另組專案小組負責輔導與考核。 
縣府復依上開決議，研擬「○○縣政府 106 學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圖書資訊設

備實施計畫」，據以辦理。 
問題： 
假如你是○○縣政府教育處業務承辦人員，請依上述情境說明，撰擬○○縣政

府復該基金會函。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選項引號中的稱謂，解說正確的是： 
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足下」是下對上或同輩相稱的敬辭 
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寡人」是有德行之人的謙稱 
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先妣」是對去世祖母的尊稱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先君子」是用來稱呼別人的父親 

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謹愿與超脫二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如□□之徒，或是儒冠儒服，
一味做官，如儒家之徒，這是謹愿派。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如□□之徒，或是敝屣仁義，
絕聖棄智，看穿一切如□□之徒，這是超脫派。有了超脫派，幽默自然出現了。引文中共有三
個缺空處，依序填入最適宜的人名是下列那一選項？ 
墨翟／楊朱／老莊 墨翟／商鞅／惠施 屈原／韓非／老莊 屈原／楊朱／惠施 

《莊子．至樂》：「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下列敘述最合乎文意的是： 
奏九韶音樂，致鳥因憂悲而卒 具太牢膳食，致鳥因眩視而亡 
魯侯養于廟，致鳥不敢食、不敢飲 魯侯不解海鳥習性，致鳥三日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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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
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
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
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所獲，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
之事楚。（蘇軾〈張儀欺楚〉）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本文以史為喻，以古諷今 文中翻案新論張儀的功過 
為國家圖存救亡，可採取權宜措施 認為後世謀臣空言侈談，其過大於張儀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
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萬章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去齊，指離開齊國 
遲遲吾行，指不忍離去 
接淅而行，接淅是撈起正在淘洗的米，瀝乾水；形容離去時動作緩慢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認為孔子是最合時宜之人 

下列選項，何者與「載道怨聲」的意義最不相同？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 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故也 
你為何在吾神廟中埋天怨地，怪恨神靈 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 

人踏上仕途，很容易被汙染，會變成為另外一種人，他說話的腔調會變，他臉上的筋肉會變，
他走路的姿勢會變，他的心的顏色有時候也會變。 
上文旨在摹寫： 
人性人情 宦海浮沉 江湖險惡 世態炎涼 
安迪．沃荷被譽為「二十世紀最有名的畫家」。他的大部分畫作取自現實題材，「普普藝術大
師」的稱號於焉誕生。許多人鄙夷他、質疑他，認為他把藝術的層次降低了；然而，人們仍舊
無法忽視他的藝術成就。他的表現，使原本精緻高貴、專屬上流社會的品味，變成了人人可懂、
販夫走卒皆可佇足圍觀的格調。更重要的是，藝術也可以創造大量財富。 
下列關於安迪．沃荷的敘述，何者錯誤？ 
安迪．沃荷使藝術欣賞由小眾的轉變為大眾的 
安迪．沃荷的成功，使人們相信多元價值的可能 
安迪．沃荷生前即以其普普藝術賺進大把鈔票，迥異於許多生前清寒身後榮耀的畫家，顯得
與眾不同 
安迪．沃荷以通俗題材入畫，許多人認為他把藝術的層次降低，不屑買他的畫作，所以他的
畫作有行無市 

讀書貴有新得，作文貴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觸發的功夫。所謂觸發，就是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
的事。你讀書時對於書中某一句話，覺到與平日所讀過的書中某處有關係，是觸發；覺到與自
己的生活有交涉，得到一種印證，是觸發；覺到可以作為將來某種理論說明的例子，是觸發。
這是就讀書說的。對於目前你所經驗著的事物，發現旁的意思，這也是觸發。這種觸發就是作
文的好材料。（夏丏尊〈觸發〉） 

 下列詩句的創作，何者符合上文所說「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的觸發功夫？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泠泠七絃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火葬場的爐門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屜，緩緩往前滑行。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
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雨絲被風吹斜，飄進長廊內。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深深、深深
地凝望，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
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下列敘述，何者不代表作者的心情？ 
作者體會到目送父母的心情，就如同目送孩子的心情 
作者在路口送走小孩，感覺到孩子的背影沉默地表示抗議 
作者在火葬場送走了父親，意識到這是生命中最後一次的目送 
父母子女間的緣分，將會在不斷地目送背影的過程中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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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2401 
頁次： 4－1 

1 A 市訂定「宗教團體管理自治規則」，其中規定宗教團體之聚會場所除已設置者外，所有新設置宗教團
體聚會場所均應申請許可。此規定較無違反下列何種憲法原則之虞？ 
法律明確性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2 臺北市因里界調整而辦理里長的延選，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認其決定違背地方制度法第 83 條第 1 項規
定，經報行政院依同法第 75 條第 2 項予以撤銷。依司法院釋字第 553 號解釋，臺北市可提起之救濟途徑
為何？ 
提起訴願 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直接提起民事訴訟 報請行政院解決之 

3 監察委員對公務人員所提出之彈劾案，至少須經幾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 
3 人 5 人 7 人 9 人 

4 下列關於訴訟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撤銷假釋之決定，非直接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故未賦予受假釋人救濟權利，並未限制其訴訟權 
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 
訴訟權，其核心內容在於人民之權益遭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得及時

有效之救濟 
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與程序，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以及訴訟制度之

功能等因素，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 
5 下列何者非憲法法庭之成員？ 
司法院秘書長 司法院院長 司法院副院長 由法官轉任之大法官 

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之規定，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有關司法院之部分，係由下列何者提出年度概算後
編入？ 
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7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不信任案之提出，至少須有全體立法委員幾分之幾以上連署？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8 假設立法院通過某一客觀上具有重大瑕疵之法律案。依憲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得主張通過之法律案窒礙難行，提出覆議 
總統就行政院提出之覆議案具有核可權 
行政院於適用該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疑義時，得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 
監察院如認立法院此一立法行為顯有違失，得對立法院提出糾正案 

9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戒嚴之宣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 
總統依法宣布戒嚴，須經行政院會議決議 
總統依法宣布戒嚴，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 
立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決議移請總統解嚴 

10 為促進實質平等之實現，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特別規定下列何者之人格尊嚴應予維護，其人身安全並應
予保障？ 
勞工階級  歸化中華民國之外國人士 
軍人  婦女 

11 下列何者與人身自由之干預較無關係？ 
強制經許可合法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出境 
外國人受驅逐前由內政部移民署為暫時收容 
對曾與法定傳染病之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施行強制隔離處置 
令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收容於少年觀護所 

12 下列敘述，何者不符信仰宗教自由之保障？ 
包括信仰或不信仰之自由 包括參加祈禱、禮拜等宗教活動 
禁止某部會首長加入特定宗教 禁止國家對特定宗教團體為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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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於言論自由之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集會自由係人民以行動表現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之保障，能使人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的機會 
要求菸品廣告加註警語，雖無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但仍違背消極表意自由 
美容廣告業者得主張工作權與言論自由之保障 

14 憲法第 155 條規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下
列何者非屬國家為保障人民生存與生活所採取之扶助措施？ 
納稅義務人支付受長期照護者之醫藥費，得列舉扣除 
納稅義務人扶養無謀生能力者，得享有一定之免稅額 
退除役官兵就學所需繳納之學雜費，由國家予以補助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死亡時，遺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15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如何處理？ 
不得少於國防預算  在中央不得少於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 
在縣不得少於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 應優先編列 

16 受僱者下班以後與同事至 KTV 唱歌，因喝酒過多而性騷擾同事，經報警處理後，雇主之責任為何？ 
純屬該受僱者個人行為不檢，與雇主無關，可不予理會 
雇主接獲申訴，即應從事調查，並採取適當之處分 
相信本身員工對事件之陳述，以查無直接證據結案 
立即以有違事業單位聲譽為由而做出革職之處分 

17 根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9 條規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有下列那一項情形時，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普通傷病未超過 1 年者 
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職業災害未超過 3 年者 
因案停職或被羈押，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在職勞工，年逾 70 歲繼續工作者 

18 A 無限公司股東為甲、乙、丙、丁、戊 5 人，章程規定由甲、乙、丙三人執行公司業務，甲代表公司。
甲、乙、丙三人約定，超過 30 萬元交易應經三人過半數同意為之，今甲未獲同意即代表 A 公司向 B 公司
購入公司營業所需材料。下列有關該交易之敘述，何者正確？ 
除非 A 公司事後承認，該交易對 A 公司不生效力 不論 B 公司是否善意，A 公司應對該交易負責 
B 公司如為善意時，A 公司應對該交易負責 B 公司如為善意時，該交易僅由甲自行負責 

19 下列有關職務著作之敘述，何者錯誤？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如無約定時，著作權歸受雇人所有 
職務著作之著作權歸屬，得由當事人以契約約定 
當事人得約定，於著作完成時，由雇用人取得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當事人得約定，於著作完成時，由受雇人取得著作人格權，而由雇用人取得著作財產權 

20 某甲屋前自己所有的空地被陌生人停車占用，車主數日沒有來取車，甲遂將該車加上車輪鎖。車主乙來
取車時發現無法將車開走，向檢察官提出告訴。關於本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構成強制罪  甲可以主張正當防衛，阻卻違法 
甲可以主張自助行為，阻卻違法 甲可以主張業務上正當行為，阻卻違法 

21 關於我國刑罰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禁止對未滿 18 歲之人處死刑 是典型的應報主義刑罰 
褫奪公權與沒收為從刑  少數重大犯罪規定唯一死刑 

22 甲、乙、丙、丁共有的違章建築 H 遭戊無權占用，甲要求歸還遭拒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得單獨起訴戊，請求被告戊返還 H 予原告甲 
甲必須與乙、丙、丁共同起訴戊 
甲、乙、丙、丁須至少三人共同起訴戊，請求返還 H 
甲得單獨起訴戊，請求被告戊返還 H 予全體共有人 

23 下列有關離婚之敘述，何者正確？ 
未成年人結婚時已取得完全行為能力，後來若欲兩願離婚，可自行決定，毋須法定代理人同意 
先生和外遇對象發生性關係，被妻子發現後，妻子表示原諒先生，日後夫妻雙方若因故爭吵，妻子不

能再以先生之前外遇為理由，訴請離婚 
公婆若遭受媳婦虐待，可向法院起訴請求讓兒子與媳婦離婚 
經法院調解離婚成立後，當事人仍須到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方屬合法有效離婚 

24 關於法律優位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下級規範牴觸上級規範者無效 屬於積極依法行政 
確認法規範之位階關係  法律是否牴觸憲法由司法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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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行政執行法第 32 條規定：「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該

條係基於下列那一項原則？ 
必要衡量原則 誠信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26 凡一種法規係根據其他法規所產生者，學說上稱為： 
特別法 子法 例外法 程序法 

27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機關適用法律必須遵循之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不告不理原則 比例原則 

28 無須經立法院之三讀程序者，為下列何者？ 
法律之修正  法律之停止適用 
法律之恢復適用  法律定有施行期限，期滿當然廢止 

29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9 條規定，政府得編列預算設置紓困基金，供經濟困難，無力繳納健保費之人民無息
貸款，旨在實現憲法何項基本國策？ 
經濟應與環境及生態兼籌並顧 維護婦女人格尊嚴、消除性別歧視 
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 獎勵科學技術發展、促進產業升級 

30 就法律效力所及之範圍而言，可分為普通法與特別法，下列何者屬於普通法？ 
民法 公司法 勞動基準法 票據法 

31 She       in climbing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regardless of the heavy fog surrounding the mountain. 
 withdrew  persisted  declined  neglected 

32 The runner is very       after running a non-stop 50 kilometers marathon that was held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worry  weary  wealthy  wordy 

33 Pope Benedict XVI’s resignation       the world’s attention, and rightly. It is the first papal resignation in 
nearly six centuries. 
 adopted  captured  detected  fetched 

34 The officer calmly denied any       in bribery and insisted on his innocence. 
 objection  constitution  involvement  inspection 

35 The company is going to       300 job positions, which is expected to save millions of dollars. 
 add  sort  set  axe 

第 36 題至第 40 題為題組 
  Researchers have already identified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loneliness. The first type of loneliness is   36  . This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It usually   37   quickly and does not require any special attention. The second type, 
situational loneliness, is a natural result of a particular situation—for example, a divorce, the death of a loved one, or 
moving to a new place. Although this type of loneliness can cause   38   problems, such as headaches and 
sleeplessness, it usually does not last for more than a year. Situational loneliness is easy to understand and to predict. 
The third type is the most   39  . Unlike the second type, chronic loneliness usually lasts more than two years and 
has no specific cause. People who experience   40   loneliness have problems socializing and becoming close to 
others. Unfortunately, many chronically lonely people think there is little or no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ir 
condition. 
36  enduring  everlasting  permanent  temporary 
37  displays  discovers  disappears  disconnects 
38  parallel  physical  previous  punctual 
39  severe  worthy  effective  promising 
40  formal  habitual  rational  optional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Forest fires continue to burn in several parts of Indonesia. Luckily, a brief rain storm helped break up smoke from 
some of the fires on Wednesday. The President said rainfall cleared away much of the smoke in Sumatra. He said the 
haze was reduced to a level where commercial airline companies could operate again. But another official told 
reporters that much more rain is needed to help put out the fires. Luhut Panjaitan is Indonesia’s Coordinating Minister 
of Politics, Law and Security. “This week we have rain. If we have intensive rain for four straight days and our water 
bombings continue, I hope we would be back to normal next week. That’s our hope, but again it all depends on how 
much rain we have,” he said. The official added that he has asked government agencies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artificial rain. 
  Indonesia has come under heavy pressure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to put out the 
fires. Every year, some companies set forest fires on purpose. They do this to clear land and make way for palm oil 
plantations.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developed breathing problems because of the smoke. Som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lan to take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ey say Indonesian officials have ignored the 
well-being of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the smoke. The government has deployed more than 22,000 police officers and 
armed forces members to fight the forest fires. There are more than 1,600 fires burning in at least six provinces. 
41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does the word “haze” mean? 

 Rain.  Fire. Mist.  Sm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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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was a result of the fires? 
Many people died in the fires.  Elementary schools were closed. 
 Food prices went up in a fast speed.  Commercial flights were cancelled. 

43 What health problem was caus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Indonesia? 
 Heart.  Blood.  Hearing.  Breathing. 

44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might cause forest fires? 
 Haze.  Smoke.  Bombs.  Plantations. 

4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how many provinces are affected by the fires? 
 Four.   Six. 
 Ninety.   One hundred and sixty-one.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On a breakfast table in a French family,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sh, tasty bread. French families buy 
fresh bread from boulangeries, the French word for bakeries, every morning. That means a typical baking day usually 
starts at 4:00 am and ends at noon. You would also be surprised at the number of independent boulangeries in cities, 
towns, and small villages. 
  Among the dozens of types of French bread, baguette and croissant are what Taiwanese people are most familiar 
with. Baguette, literally meaning “a stick”, has golden-brown crust, with ivory-cream center, cereal aroma, and soft, 
chewy dough. In 1993, the French government enacted a law to protect the quality of “the pride of France.” The law 
states that a real baguette has to be made with wheat flour, water, salt, yeast, and nothing else. No additives or 
preservatives are allowed, which means it goes stale within 24 hours. A standard baguette is 250-300 grams in weight 
and 55 to 65 centimeters in length. Legend has it that it was Napoleon who contributed to the shape of baguette. He 
asked bakers to make a “stick-like” bread to make it easier for soldiers to carry their bread around down their pants. 
  Warm and buttery, croissant is a common French breakfast food at the weekend. Typical ingredients include 
flour, yeast, milk, butter, egg, and salt. An important process is that the butter has to be put between the layers of 
dough but not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ough. There are countless legends about the origin of this pastry. The most 
widespread on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Battle of Vienna. In 1683, Vienna was under siege by Turkish army. The Turks 
were trying to dig underground tunnels. However, bakers work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heard the digging and 
alerted Austrian soldiers, who had enough time to stop the digging and defeat the Turks. To celebrate the victory, 
bakers in Vienna made a pastry in the shape of crescents, a thin, curved shape they saw on Turkish flags, and they 
called the pastry “Kipferl”, the German word for “crescent”. When Austrian princess Marie Antoinette came to France 
and married King Louis XVI in 1770, she introduced to this country her favorite pasty, which came to be known as 
croissant in French. 
46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To discuss the history of French bread.  To teach readers how to make French bread. 
 To show readers how to taste French bread.  To introduce two kinds of French bread. 

47 Which is the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word “stale”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Spicy.  Unfresh.  Ancient.  Straight. 

48 Where did the bakers get the idea for the crescent-shaped pastry? 
 From the Turkish flag.   From the palace of King Louis XVI. 
 From Marie Antoinette’s wedding.  From the underground tunnels in Vienna. 

49 Which is one of the criteria for a standard baguette? 
 It is at most 55 centimeters long. 
 It has ivory-cream center and cereal aroma. 
 It has to be made at four o’clock in the morning. 
Wheat flour, yeast, salt, and egg are the only ingredients.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correct? 
 In Vienna, the croissant is called Kipferl. 
 Croissant was introduced from Vienna to France in the 18th century. 
 To make a real croissant, butter ha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ough. 
 It is said that Napoleon’s soldiers carried stick-like bread around down their 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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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資訊處理 
科 目： 資料處理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關於資料庫，請回答下列問題： 
請分別說明關聯式資料庫與 NoSQL 資料庫。（10 分） 
請說明某些特定的應用不採用關聯式資料庫，而採用 NoSQL 資料庫的原因。（10 分） 

二、在資料庫系統執行交易（Transaction）的過程中，有三種情況會停止交易的執行。請

說明交易停止的原因。（20 分） 

三、運算式（Expression）有三種表示方式：中序式（Infix）、前序式（Prefix）、後序式

（Postfix）。 
請將中序式 A+B*(C+D)+E/F 轉換為前序式及後序式。（10 分） 
請將前序式++*AB/-CD-EFG 轉換為中序式及後序式。（10 分） 
在堆疊（Stack）的操作中，會使用後序式的觀念，請說明其原理。（10 分） 

四、請說明虛擬迴路網路（Virtual Circuit Network）與資料報網路（Datagram Network）
的差異。（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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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資訊處理 
科 目： 資訊管理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請詳述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的核心模組架構，並舉例說明專家系統的實務應用。

（25 分） 

二、若無部署適當的資通安全機制，使用網路系統將可能面臨那些安全威脅與攻擊？（25分） 

三、請詳述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定義及其應用。（25 分） 

四、數位證據（Digital Evidence）是取之於電腦系統、儲存媒體或行動裝置內，可作為犯

罪偵防及資安事件調查的數位資料。當數位證據保全人員處於開機狀態的標的設備

中擷取揮發性與邏輯性資料完畢後，應如何保全這些數位證據？（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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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資訊處理 
科 目： 程式設計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試問以下 C++程式若輸入 believe，則輸出結果各為多少？（25 分）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har* POP_A(char*d){ 
  char*p=d; 
  for(;*p;p++) *p=*(p+1); 
  return d; 
} 
char* POP_B(char*d){ 
  char*p=d; 
  while(*p) p++; 
  *(p-1)=0; 
  return d; 
} 
int main(){  
  char d[1024]; 
  cin>>d; 
  POP_A(d); 
  cout<<d<<endl; 
  POP_A(d); 
  cout<<d<<endl; 
  POP_B(d); 
  cout<<d<<endl; 
  POP_B(d); 
  cout<<d<<endl; 
  return 0; 
} 

二、試問下列 C++程式碼的輸出為何？（25 分）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t main() 
{ 
    int a[10][20][30][40]; 
    cout<<"a="<<a[5][5]-a[0][0]<<endl; 
    cout<<"b="<<&a[5][5]-&a[0][0]<<endl; 
    cout<<"c="<<a[5]-a[0]<<end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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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列 C++程式執行後，試問 A、B、C 值分別為多少？（25 分） 
int F2(int &f, int f1) { 
  int sum = (f1 + f++); 
  return sum; 
} 
void F1(int &a, int b, int* c) { 
  for (int i = a, j = b; j >= 0; i++, j--) { 
  if (c[j] % 2 == 0) 
   c[j] = F2(a, b); 
  else 
   c[j] = F2(b, a); 
  } 
} 
void main() { 
  int A = 5, B = 3, C[4] = { 1,4,7,6 }; 
  F1(A, B, C); 
  system("pause"); 
} 

四、試問下列 C++程式碼逐一執行後，Value 與 list 輸出結果各為多少？（25 分） 
void swap_ref(int &a, int &b) { 
  int temp; 
  temp = a; 
  a = b; 
  b = temp; 
} 
void swap(int a, int b) { 
  int temp; 
  swap_ref(a, b); 
  temp = a; 
  a = b; 
  b = temp; 
} 
void main() { 
  int Value = 5, list[3] = { 1,2,3 }; 
  swap(Value + list[2]++, ++list[0]); 
  swap_ref(list[0], ++list[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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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進位數 26.75 相當於： 

二進位數 11010.11 八進位數 32.3 十六進位數 1A.6 三進位數 222.21 

2 啟動個人電腦的程式稱為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BIOS 存放在那裡？ 

硬碟  MBR （Master Boot Record） 

CPU   ROM （Read Only Memory） 

3 第三方支付在電子商務的主要功能是： 

保障買方 保障賣方 保障資方 保障買賣雙方 

4 製作網頁時，通常伺服器端最常見的首頁設定為下列那一種名稱？ 

index.htm  begin.htm  good.htm  start.htm  

5 在計算機基本架構的五大單元中，RAM 是屬於那一個單元？ 

算術邏輯單元 輸出單元 控制單元 記憶單元 

6 下列何者不是屬於作業系統之軟體類別？ 

Linux  DOS  OS/2  Photoimpac t 

7 下列那種技術可以用來壓縮聲音？ 

GIF  MP 3 Block Chain  APPLE P AY 

8 數位影像依資料儲存及處理方式不同，可以分為點陣圖及向量圖。點陣圖適用於相片，向量圖適用於美

工圖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點陣圖是由一個一個像素排列組合而成 .bmp 及.gif 檔都是點陣圖格式 

.ai 及.cdr 檔是向量圖格式 點陣圖放大後，品質不會失真 

9 下列那一種傳輸媒體的有效傳輸距離最短，且易受地形地物之干擾？ 

紅外線 光纖 雙絞線 同軸電纜 

10 （a*（b＋c）－d）中序表示法轉換成後序表示法的結果為何？ 

abc ＋*d－ bc* ＋－d ab ＋c*－d ab ＋c*d－ 

11 在資料通訊過程中，下列何種方法不能有效增進通訊過程中資料傳輸之安全性？ 

使用 TCP／IP 作為資料傳輸之通訊協定 將傳輸資料加密處理 

將私密性之資料隔離於 Intranet 內 架設網路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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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者不是作業系統的主要功能？ 

管理記憶體 編譯程式 管理輸入／輸出 分配資源 

13 下列那一種邏輯閘是通用邏輯閘，可以組合成所有其它邏輯閘的功能？ 

及閘 或閘 互斥閘 反及閘 

14 某電腦有 8192 bytes 的記憶體。此電腦的每個 word 占 2 bytes。請問其位址需要使用多少個 bits 才能存取

記憶體中的每個 word？ 

10  11  12  13  

15 11101110 和 01101101 的漢明（Hamming）距離為： 

2  3  4  5  

16 1 GB 等於多少個位元組？ 

2 的 10 次方 2 的 20 次方 2 的 30 次方 2 的 40 次方 

17 在布林代數中，NOT(A‧B)＝？ 

NOT (A) + NOT(B) NOT (A) + B A  + NOT(B) A XOR B  

18 利用輔助記憶體（例如硬碟）模擬主記憶體之功能，使得 CPU 的記憶體空間變大，稱之為： 

隨機記憶體 唯讀記憶體 虛擬記憶體 快取記憶體 

19 商品包裝上所貼的條碼（Bar code）是協助結帳及庫存盤點之用，該條碼在此資料處理作業上是屬於： 

輸出設備 輸出媒體 輸入設備 輸入媒體 

20 中央處理器包含那兩個單元？ 

輸出單元和輸入單元  算數邏輯運算單元和控制單元 

算數邏輯運算單元和輸出單元 記憶單元和輸入單元 

21 在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中允許多個函式使用相同函式名稱，但各自使用不同的參數（包含不同的參數個數、

順序或資料型態），這樣的概念稱之為： 

封裝（Encapsulation）  繼承（Inheritance） 

虛擬（Virtual）  多載（Overloading） 

22 當 CPU 與 I/O 模組在進行資料傳遞時，使用下列那種 I/O 技術，資料能直接由主記憶體傳送到 I/O 模組

或由 I/O 模組送到主記憶體而不需要透過 CPU 來處理？ 

程序化 I/O（Programmed I/O） 中斷趨動的 I/O（Interrupt-Driven I/O） 

I/O 處理器（I/O Processor） 直接記憶體存取（Direct Memory Access, (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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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當多個 Processes 對有限資源進行競爭，而這些被請求（Requested）的資源可能已經被其他也在等待的

Processes 占用著，此時在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中有可能發生死結（Deadlock）。請問死結發生

的條件不包含下列那項？ 

不可占先（No preemption） 循環等待（Circular waiting） 

相互包含（Mutual inclusive） 資源占用（Resource holding） 

24 那種整數表示法是最常在電腦記憶體中使用於儲存整數？ 

無符號表示法（Unsigned integer） 1 的補數（One's complement） 

2 的補數（Two's complement） 符號大小表示法（Sign-and-magnitude） 

25 某種資料壓縮法在進行壓縮時，其基本的原理是將原始影像資料中重複的字串編成一個表，然後再利用

表上的索引值來取代原始影像資料中的字串；請問這是那一種資料壓縮方法？ 

霍夫曼編碼（Huffman encoding） 藍波－立夫編碼法（Lempel Ziv encoding） 

摩斯編碼（Morse coding） 失真編碼（Lossy coding） 

26 一台杜林機（Turing machine）應該包含那些元件？ 

磁帶（Tape），記憶體（Memory）和讀寫頭（Read/Write head） 

磁碟（Disk），控制器（Controller）和讀寫頭（Read/Write head） 

磁帶（Tape），控制器（Controller）和讀寫頭（Read/Write head） 

磁碟（Disk），記憶體（Memory）和控制器（Controller） 

27 下列那一種圖檔格式最浪費儲存空間，因此比較不適合使用於網際網路中？ 

GIF（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 PNG（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JPEG（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BMP（Bitmap） 

28 黑箱測試（Black-box testing）也稱黑盒測試，是一種軟體測試方法，測試應用程式的功能，而不是其內

部結構或運作。下列何者不屬於黑箱測試？ 

主要是在系統測試階段時採用 

測試人員完全不考慮程式內部的邏輯結構和內部特性 

依據程式的需求規格說明書，檢查程式的功能是否符合它的功能性說明的測試方法 

允許測試人員對程式內部邏輯結構及有關資訊來設計和選擇測試案例 

29 雲端運算架構的 IaaS 代表下列何者？ 

基礎設施即服務 平台即服務 軟體即服務 APP 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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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作業系統中要被執行的程式可以被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單位，並且在有需要的時候才被載入記憶體之

中，此概念為何？ 

分段（Segmentation）  分頁（Paging） 

需求分段（Demand segmentation） 需求分頁（Demand paging） 

31 有一布林代數恆等式 X + (X Y‧ ) = X，利用對偶性（Duality），可以改成下列何式？ 

Y + (Y X‧ ) = Y X‧(X + Y) = X 1‧(1 + 0) = 1 1 + (1．0) = 1 

32 十六進位數值(5D)16，與下列何者不相等？ 

(01011101)2 (135)8 (1022)3 (1131)4 

33 下列那一個數字是使用 2 的補數法表示-6？ 

00011001  11111010  00000101  11110110  

34 可以將一部電腦的硬碟、記憶體和 CPU 設定成多部虛擬機器，而每部虛擬機器都會有自己的硬碟、記憶

體和 CPU 的技術是下列何者？ 

平行運算（Parallel computing） 多工（Multitasking） 

多核（Multicore）  虛擬化（Virtualization） 

35 計算機的 MTBF（平均無故障時間）與 MTTR（平均修復時間）應如何比較好？ 

MTBF 愈長，MTTR 愈短 MTBF 愈短，MTTR 愈長 

MTBF 愈短，MTTR 愈短 MTBF 愈長，MTTR 愈長 

36 CPI 代表平均每個指令執行所需的時脈週期數，若有一程式共有 PCount 個指令，且 CPU 的工作頻率為

T (Hz)，請問 CPU 執行此程式需要多少時間（秒）？ 

CPI × PCount / T  (CPI + PCount) × T CPI × PCount × T  (CPI + PCount) /T 

37 中央處理器（CPU）根據其指令與運算的特性，可以區分為不同的種類。請問常用於智慧型手機中的 ARM

處理器，是屬於下列那一類 CPU？ 

CISC 複雜指令集  RISC 精簡指令集 

DSP 數位訊號處理器  ASIC 特定功能積體電路 

38 有 A，B，C 三個數字，A 為(A.4)16，B 為(10.27)10，C 為(1011.1)2。請問此三個數字的大小關係為何？ 

A>B>C  B>A>C  A>C>B  C>B>A  

39 在作業系統中，有四個工作項目 A、B、C、D 分別需要花費 8、5、6、3 個時間單位，若以最短工作優先

法（Shortest job first）去執行這四件工作，它們分別會在什麼時間結束？ 

A :8 B:5 C:6 D:3 A :22 B:8 C:14 D:3 A :8 B:13 C:19 D:22 A :22 B:14 C:9 D:3 

40 使用三個部分來表示浮點數，請問下列那一項並不包含在內？ 

小數（Mantissa）  正負號位元（Signed bit） 

最高有效位元（Most significant bit） 偏移指數（Biased ex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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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部分：（60分）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法國文學家紀德說：「不願長時間告別海岸，就不會發現新大陸」。

長時間離開熟悉的舒適圈，其實需要不小的勇氣；即使最終沒有發

現新大陸，這趟航程也將為生命帶來不同的成長。 

請以「敢於冒險，增長歷練」為題，寫一篇文章，結合你的經驗

或見聞予以闡述。 

二、公文：（20 分） 
情境說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致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衛生局函略以： 

子宮頸癌是國內女性癌症死亡之第 7 位，經證實：感染人類乳突病毒

（HPV）是得該癌症之主因。為增進女性同胞身體健康，自本（107）

年 12 月下旬起，將免費為現就讀國民中學七年級女生，施打人類乳

突疫苗，惟採自願方式為之，故施打前應先徵得學生家長及學生之同

意。至施打時間、地點，由貴局逕與當地醫療院所及學校洽定。為達

成預期目標，請多宣導並鼓勵施打，相關資訊請上本署網站查詢

（https://www.hpa.gov.tw/Home/Index.aspx） 

問題： 

試擬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致市內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高級中學附設

國中部）函。 



代號：40110
| 

44310
頁次：3－2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下列何者正確？ 
他接近志學之年才申請退休，堅守工作崗位，實在令人佩服 
這所高中今日舉行畢業典禮，出席的花甲少年個個青春洋溢 
董事長老來得子，非常開心，小孩周晬時，特別準備盛宴招待大家 
即便是昔日紅顏，如今年逾齠齔，也早已牙齒鬆脫，白髮蒼蒼，只能說歲月不饒人 

2 作史果難乎？據事直書，吾未見其難也；作史果易乎？               ，筆則筆，削則削，

游、夏不能措一辭。然則，謂之易，不可也，蓋據事直書，可能也，考訂史籍之訛，

曲盡事物之變，使往古之迹，洞見於筆削之間，是非之實，不謬於予奪之際，則

非        ，       者，不可能也，是固不易矣！ 
閱讀上文，下列選項依序最適合填入空缺處的是： 
孔子作《春秋》／憂樂天下，洞燭機先  
孔子作《春秋》／學問精博，識見平正 
左丘明作《左傳》／學問精博，識見平正 
左丘明作《左傳》／憂樂天下，洞燭機先 

3 《周易‧乾‧上九》：「亢龍有悔。」下列何者較符合此爻辭的意義？ 
為人不可剛愎自用 處世不可知進忘退 
行事不能虎頭蛇尾 與人交往以和為貴 

4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

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

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

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

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

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 
依據上文，下列何者正確？ 
諸子十家的思想，是蠭出並作於兩漢 九家學術的精華大多散佚於鄉野江湖 
九家學問殊途同歸，本源可歸諸六經 股肱之材養成不易，須精通九家思想 

5 「其實，嚴格地說，常被人踐踏觀賞的山已經算不得什麼山了。如果不幸成為名山，

被些無聊的人蓋了些亭閣樓臺、題了些詩文字畫，甚至起了觀光旅社，那不但不成

其為山，也不能成其為地了。」 
下列選項何者符合上文旨意？ 
山林隱逸 山貴自然 登山小魯 智者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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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翻開旅行手記，在每一個陌生的異國城市，記載每一次的旅行經歷，從扉頁寫到

末頁，而後回到生長的島國，手記不再像撕開包裝紙時那般的新，甚至沾染到咖啡

或紅茶的汁液，一如旅行人的心也帶回些許生命的滄桑與疲倦。打開書桌上的燈，

靜靜翻看手記裡走過的旅程，除了匆忙、潦草的文字還貼著某個美術館的門票，某

個城市機場稅，一場歌劇的入場券等等……。好像長長的夢，卻是真正走過。」根

據本文，下列選項何者不屬於作者「手記」收藏的範圍？ 

咖啡的汁液 美好的記憶 美術館門票 奧妙的夢境 

7 「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

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元‧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

根據上文意涵，下列何者正確？ 

作者感嘆楚漢相爭，項羽落敗  

作者為水災過後，百姓受苦，感到不忍 

作者弔古傷今，感嘆政權交替，戰火蹂躪 

作者面臨國破家亡，報效無門，感到傷心 

8 劉卲《人物志．體別》：「夫學，所以成才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才之性，不可

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才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

詐者逆詐，故學不入道，恕不周物，此偏才之益失也。」 
根據本文，下列選項何者為作者論「偏才」的特性： 

怠而不學 不知變通 內圓外方 不守正道 

9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

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劉向《說苑‧政理》）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本文旨意？ 

劫富濟貧 富國強兵 安富恤貧 藏富於民 

10 為了體驗自然，閱讀許多生態環保的書，對大地多了一些新的體認，大自然的一景

一物，不是用來私有，而是瀏覽的。童年養貓、養狗、養鳥、養野兔、養野猴子、

養山豬的我，再也不喜歡這些玩意兒，在生態專家的眼中，所有以「籠」伺候的養

育法，都是非人道的。 

本文與《莊子．養生主》那句話的意思最為相近？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澤雉）神雖王，不善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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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憲法本文基本國策章關於國防與外交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 
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 
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 
國防與外交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2 依司法院釋字第 744 號解釋意旨，關於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則上應為違憲 原則上應為合憲 個案決定其合憲與否 原則上應定期失效 

3 關於政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政黨不得在大學、法院或軍隊設置黨團組織 
得成立區域性政黨 
政黨依法令有平等使用公共場地及公營大眾傳播媒體之權利 
政治團體不得收受外國團體之捐助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訴訟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權利必有救濟  一審終結，而無上訴救濟制度，必然違憲 
人民享有及時救濟之權利 學生不服退學處分，得提起司法救濟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集會遊行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集會遊行法對禁制區之規定合憲 
集會遊行法對於不遵從解散命令之首謀者科以刑責之規定合憲 
緊急性、偶發性集會需要事前申請許可之規定違憲 
室外集會遊行需經事前許可之規定違憲 

6 憲法有關選舉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憲法規定各種選舉之候選人，一律公開競選 
選舉訴訟，由法院審判 
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除憲法別有規定外，以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除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有依法被選舉之權 

7 關於憲法所定各種選舉之投票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開 無記名 普通 平等 

8 有關總統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發布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無須提交立法院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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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9 有關行政院之組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設院長一人、副院長二人，各部會首長若干人 
行政院副院長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行政院政務委員不得兼任國家發展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行政院設國立故宮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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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何者不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立法委員 行政院 總統 監察院 

11 關於中央政府預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預算案由行政院提出 
立法院議決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考試院年度考試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但得加註意見，編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立法院對各機關編列之預算，不得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 

12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所為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 
解釋公布前就同一法令合法提請解釋而未併案之不同聲請人，應同為解釋效力所及 
大法官解釋認為確定終局判決所依據之法律違憲，聲請人若要提起再審之訴，仍需受到民事訴訟法所

定 5 年不變期間的限制 
遭大法官解釋宣告定期失效之法令，各該解釋之聲請人須待其失效後，方得依據公布、發布生效後之

新法令提請救濟 
13 下列何者非憲法第 80 條所稱之法官？ 

大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最高法院庭長 

14 考試院之職掌不包含下列何者？ 
監督各機關執行考銓業務 關於考試院所掌事項，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公務人員任免、考績之法制事項 大學入學考試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738 號解釋意旨，下列有關自治條例之敘述，何者錯誤？ 
得放寬中央法律所設定之最低標準 
於不牴觸中央法規範圍內，得就相關工商輔導及管理之自治事項，為因地制宜之規範 
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於合理範圍內，得以自治條例限制居民之基本權 
就其自治事項，於合理範圍內，得以自治條例限制居民之基本權 

16 關於立法院審議通過並經總統公布之條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條約之效力低於憲法  條約生效應經法定程序 
條約之效力等同於法律  條約之效力等同於命令 

17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規定，下列何者並非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憲法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法律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國際公約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18 有關委辦規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政府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 
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委辦規則之名稱準用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 
委辦規則牴觸憲法、法律、中央法令時，由委辦機關予以函告無效 

19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機關適用法律之原則？ 
適用法律不待人民請求  在法律授權範圍內，得享有裁量權 
適用法律時，受上級機關指揮監督 適用法律時，得依職權發布法規命令 

20 下列何者非屬比例原則之內涵？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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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規定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處分機關，其意旨在於貫徹下列何者？ 
行政效率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2 依民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懸賞廣告之敘述，何者正確？ 
數人先後分別完成懸賞廣告之行為時，由最先通知者，取得報酬請求權 
數人同時分別完成行為時，由最先為該行為者，取得報酬請求權 
於不知有廣告而完成廣告所定行為之人，因其不知有廣告，無從成立懸賞廣告 
廣告人善意給付報酬於最先通知之人時，其給付報酬之義務，即為消滅 

23 民法第 208 條前段規定：「於數宗給付中，得選定其一者，其選擇權屬於債務人。」此選擇權之性質為： 
請求權 支配權 抗辯權 形成權 

24 甲受僱乙遊覽車公司，負責每天出車 4 次，來往宜蘭與臺北間，月薪 5 萬元。詎料遭逢景氣寒冬，甲雖

每日按時上班，卻無車可出，長達半月之久。如乙公司以甲半月未出車為由，欲扣半月薪資，是否有理？ 
有理由，因甲確實未為勞務給付達半月之久 
有理由，因甲之報酬為後付，應補服勞務後始得請求報酬 
無理由，因乙受領遲延，甲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 
無理由，因景氣寒冬非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 

25 甲重金教唆乙去殺人，乙為執行殺人計畫，準備殺人工具後，即被警方逮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殺人未遂 乙成立殺人未遂 甲不成立犯罪 乙不成立犯罪 

26 中華民國公務員小張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何種犯罪，不適用中華民國刑法？ 
刑法第 213 條，在其掌管公文書登載不實內容罪 
刑法第 336 條，其所持有的公務物品予以侵占罪 
刑法第 131 條，其所主管事務違背法令而圖利罪 
刑法第 318 條，因職務知悉工商秘密無故洩漏罪 

27 以投影機將受著作權保護之攝影作品投影至布幕上觀看之行為，屬於下列何種著作財產權之利用方式？ 
公開上映 公開展示 公開播送 公開演出 

28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得向下列何機構申訴？ 
消費者保護團體 職業公會 法院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 

29 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被保險人逾六十歲繼續工作者，其逾六十歲以後之保險年資，最多以五年計，合

併六十歲以前之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最高以幾個月為限？ 
40 個月 50 個月 55 個月 60 個月 

30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之規定，僱用受僱者多少人以上之雇主，應提供哺（集）乳室及托兒設施或適

當之托兒措施？ 
100 人 150 人 200 人 250 人 

31 James was arrested at the airport for attempting to     the artifacts that he illegally took from a foreign 
museum. 

snuggle  snuffle  smuggle  smother  
32 We need to establish prices that are high enough to     demand but low enough to prevent the continuation 

of a black market. 
curb  endorse  invest  promote  

33 It takes patience and courage to     alcohol and drug problems. 
call up  put off  cope with  turn over  

34 Cathy’s     went well and she is fairly hopeful about getting a role in the musical. 
reference  audition  vision  interference  

35 In general, the single house in the countryside is cheap whereas the house in the urban area is     expensive 
in Taiwan. 

con fidentially comparatively  compassionately  comfort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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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題至第 40 題為題組： 
  Fidget spinners are driving many adults crazy, but one Texas woman is warning about her daughter’s dangerous 
experience. The mother is sharing her experience in hopes it will  36  a warning to other parents about the choking 
hazards of the latest toy craze. A fidget spinner has a stable middle and a disc with two or three paddles that can be 
spun,  37  a ceiling fan, to relax the user. Kelly Rose Joniec of Houston wrote in a Facebook post that she was 
on her way home Saturday afternoon when she heard Britton, her 10-year-old daughter, choking in the back seat. She  
 38  and discovered that her daughter had swallowed one of the bearings from her fidget spinner.  39  trying to 
dislodge the small piece of metal with the Heimlich maneuver, Joniec took Britton to the nearest urgent care center. 
Doctors were unable to tell where the object  40 . It wasn’t until after an ambulance ride to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that an X-ray revealed the round metal bearing in the girl’s esophagus. 
36 serve  as take after  make up  look into  
37 familiar with  identified  with much like  contrary to  
38 pulled in  pulled over  pulled up  pulled out  
39 If Beyond  After  Since 
40 stuck  is stuck  has gotten stuck  had gotten stuck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There are books, e-books, and then there are audio book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ooks you can interact 
with? Or a Human Library? Human Library is a library of people. The concept is similar to that of a traditional library, 
but it  41  paper books with human beings. In this library, you can  42  humans as a living book, listen to their 
stories, and interact with them. One can borrow each book for 30 minutes and have a one-on-one conversation and 
learn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Human Library is a platform that gives people,  43  are human books, an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the issues they represent with the readers.  44 , it also gives the reader an opportunity to 
be more accepting and understanding. Both the books and the readers have  45  new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While the human books find it as a way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readers get to look at society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41 replaces  introduces  places  offers  
42 provide  loan  lend  borrow  
43 they  that  who  which  
44 Meanwhile  However  Therefore  Otherwise  
45 anything  something  everything  nothing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Urban legends are popular stories alleged to be true and passed from individual to individual via oral or written 
(e.g., forwarded email) communication.  46 , said stories concern outlandish, humiliating, humorous, terrifying, or 
supernatural events--events which, in the telling, always seem to happen to someone other than the teller. 
  In lieu of evidence, the conveyor of an urban legend relies on narrative flourishes and/or reference to 
supposedly  47  sources (e.g., “I heard this from a friend of a friend,” or “This really happened to my sister’s 
co-worker’s hairdresser”) to  48  its credibility. 
  Urban legends are a type of folklore--defined as the beliefs, stories and traditions of ordinary people (“the 
folk”)--so one way of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urban legends and other kinds of narrative (popular fiction, for 
example) is by examining where they come from and how they are disseminated. Legends arise spontaneously and are 
rarely  49  to a single point of origin. 
  Because they end up being repeated by many different people in many different places, the stories tend to change 
over time. Hence, no two  50  of an urban legend are ever exactly alike; there can be as many variants as there are 
tellers of the tale. 
46 Eventually  Surprisingly  Typically  Accidentally  
47 wealthy  trustworthy  fantastic  distractive  
48 strengthen  tighten  explore  soften  
49 disposable portable reliable traceable 
50 visions editions versions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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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佇列（queue）和堆疊（stack）是二種常用的資料結構。請回答下列問題。 
若要用深度優先的方式（depth-first search）走訪一樹狀結構（tree 

structure）的所有節點（node），請問佇列和堆疊，何者較適合？並說

明原因。（10 分） 
若要用廣度優先的方式（breadth-first search）走訪一樹狀結構（tree 

structure）的所有節點（node），請問佇列和堆疊，何者較適合？並說

明原因。（10 分） 

二、有一資料表如下圖，共有八筆資料，第一欄是鍵值（key value）的二進

位表示法（Binary representation），第二欄是姓氏資料。今要用雜湊（hash）
的方式來將資料分成若干籃子（bucket），請回答下列有關雜湊的問題。 

鍵值（二進位表示法） 姓 
1000 Lee 
0000 Chen 
0010 Wang 
1001 Hwang 
1011 Lu 
0100 Chao 
1110 Liao 
0111 Chang 

假設雜湊函數（hashing function）是 key mod 4，亦即將 key 的值除以

4 之餘數值，即為雜湊函數值。假設每個籃子的容量最多可存三筆資

料，請以上表之資料為例，將鍵值之二進位值轉換為十進位值，並將

這些資料按所給的雜湊函數，區分為應有的籃子，並以此例說明什麼

是靜態雜湊（static hashing）。（10 分） 
假設每個籃子的容量最多可存二筆資料，請以上表鍵值之二進位表示

法為例，用動態雜湊（dynamic hashing）的方法，將這八筆資料做 hash。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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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說明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網際網路（Internet）、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這三者不同之處。（10 分） 

四、有一資料庫其中一個關連（relation）裡有 A, B, C, D, E 這些欄位

（attribute），且他們之間存在一些功能相依（functional dependency）的

關係：{CE→ABD, A→D, E→B }。此關連已滿足第一正規化。 
請將此關連作第二正規化處理，說明理由，並指出何者為關鍵欄位（key 

attribute）。（10 分） 
請將此關連作第三正規化處理，說明理由，並指出何者為關鍵欄位。

（10 分） 

五、有一資料庫記載一些客戶資料，和他們下訂單訂購貨物的資訊如下： 
客戶（身分證字號，姓名，電話，地址，年齡） 
貨品（貨品編號，貨名，價格，庫存量） 
訂單（貨品編號，身分證字號，訂貨日期，訂購數量） 

請用 SQL 回答下列查詢。 
找出所有年齡大於 60 歲（年齡>60），所下訂單之訂貨日期為 20180101

的客戶，列出他們的姓名和地址。（10 分） 
找出年齡低於 20 歲（年齡<20）的客戶，列出他們的姓名，電話和在 2017

年（20170101<=訂貨日期<=20171231）裡下訂單的次數。（10 分） 

六、說明什麼是「區塊鏈」（Block Chain）。列舉四個區塊鏈最重要的特色，

並說明之。（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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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那些特性的工作較不容易被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所取代？

（10 分） 

二、請從組織、科技、環境等三個面向，提出影響組織是否採用創新資訊通

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之重要因素，

並說明之。（15 分） 

三、具有那些特性的資訊系統較不適合委外（Outsourcing）？並請從組織、

供應商、雙方面等三個面向，提出資訊系統委外之關鍵成功因素？（15 分） 

四、請列出影響資訊系統成敗之重要因素，並說明之。（20 分） 

五、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經營模式之關鍵成功因素有那些？（20 分） 

六、新資訊系統上線轉換（System Conversion）有那些作法，並說明之。（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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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列程式皆以 C 語言語法呈現，請依據所給程式片段回答問題。 
請說明下列程式片段執行結果為何。（5 分） 

for (i=0;  i<=10;  i++) { i = i+2; } 

printf (“％d\n”, i); 

給定下列函式，請說明 fun(123456)執行結果為何。（5 分） 
int fun (int x) { 

   if (x > 0) return (x ％ 10) + fun (x / 10); 

   else return 0; 

} 

若 int 變數是以 4 位元（bytes）來儲存，請問最大及最小整數分別為

何？（5 分） 
若下列程式片段目的是要判斷 x 是否能被 2，3，4，5 整除，若可被

整除就輸出可被整除之訊息。請問程式有何錯誤？請說明該如何修正

方能符合預期目的。（10 分） 
if (x/2 == 0) printf (“％d被 2整除\n”, x); 

else if (x/3 == 0) printf (“％d被 3整除\n”, x); 

else if (x/4 == 0) printf (“％d被 4整除\n”, x); 

else if (x/5 == 0) printf (“％d被 5整除\n”, x); 

二、給定 X()函數的數學定義如下：（每小題 10 分，共 30 分）  
X(0)=1, X(1)=1, X(2)=1, X(k+1)=X(k-2)+X(k-1)+X(k) 
請完成下列的遞迴函式，用以計算並回傳 X(i)的值。 

int X1 (int k) { 

   if (________)  

       return __________;  

   else 

       return (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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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六行以內的程式碼完成下列的 for-迴圈函式，用以計算並回傳X(i)
的值。 

int X2 (int k) { 
   int S1=1, S2=1, S3=1, sum = 0; // sum為需要回傳的值 
   if (k > 3) 
      for (        ) { … } 
   return sum; 
} 

上述兩個不同函式，請說明何者執行上會比較有效率。 

三、請用下列程式回答下列問題。（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num[]一維陣列最多可儲存幾個正整數？ 
若依序輸入 1, 2, 3, …, 99, 0，請說明 num[0]值為何。 
若依序輸入 99, 98, …, 2, 1, 0，請說明 num[0]值為何。 
輸入 99 個亂數產生的正整數後再輸入 0，請說明 num[0]值為何。 
請說明 reorder()遞迴函數的功用為何。 

int  num[100]={0}; 
int  n=0;  
 
void reorder (int k) { 
   int temp; 
   if ( (k != 0) && (books[k] > books[k/2]) ) { 
      temp = books[k]; books[k] = books[k/2]; 
books[k/2]=temp; 
      reorder (k/2); 
   } 
} 
int main () { 
   int i=0;  
 scanf (“％d”, &num[i]); 

   while (i != 0) { 
    reorder (i); 

      i = i + 1; 
    scanf (“％d”, &num[i]); 
 } 

} 

四、請說明在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中：（每小題 10 分，共 20 分） 
 public 變數與 private 變數的差別。 
物件與類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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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數值資料（Numeric Data）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用 n 位元表示一個整數，則利用符號帶大小（Sign-magnitude）表達後的正數範圍是 0~2n-1-1  

表示一個整數，基本上有四種表示方法，分別是符號帶大小（Sign-magnitude）、1 補數（1’s Complement）、

2 補數（2’s Complement）以及文數資料（Alphanumeric Data）  

+6 的 2 補數表示結果是 1010  

+6 的符號帶大小表示結果是 1110 

2 關於階層式記憶體（Hierarchical Memory）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因為無法做出單一記憶體讓記憶體同時具備既快、大又便宜，就可以利用四階層式記憶體系統（4-level 

Hierarchical Memory System）  

階層式記憶體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程式具有區域存取性（Locality of Reference）  

在階層式記憶體中，兩個相連的記憶體裝置一定存在以下關聯：速度快的記憶體裝置它的容量要跟另

一個與它相連的記憶體裝置一樣大  

在階層式記憶體中，前後兩層的記憶體速度差距越大，對整個記憶體系統的效能提升越有幫助 

3 影像的品質取決於影像的解析度以及所使用的色彩模式，下列何者是影像的色彩模式？ 

TIFF  PNG JPG CMYK 

4 將聲音透過電子設備數位化後稱之為數位聲音，對於數位聲音儲存格式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波形音訊的建構基礎在於將類比聲音的震動波形數位化，常見的是 WAV 檔案  

CDA 格式檔案是微軟公司針對網路需求所開發的音訊壓縮格式  

RealAudio 音訊格式的建構基礎在於不同音質的樂器  

WAV 檔案可以允許使用者直接錄製為 8 位元、16 位元以及 32 位元的 WAV 檔案，所以占用儲存空間

相當大 

5 將兩個 2 進位數字進行運算：(1101010)2÷(1001)2，試問運算結果為下列何者？ 

商為(1011)2餘數是(111)2 商為(1010)2餘數是(111)2  

商為(1001)2餘數是(100)2 商為(1011)2餘數是(110)2 

6 對於資料壓縮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資料壓縮方法中，無失真壓縮主要是針對文字或是程式  

資料壓縮方法可分為無失真壓縮、失真壓縮以及半失真壓縮  

MP3 是一種針對 video 壓縮的方法  

JPEG 是一種可以用來壓縮影像、語音的方法 

7 關於資料壓縮方法，下列何者屬於無失真壓縮（Lossless compression）？ 

Huffman coding  JPEG MPEG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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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公開金鑰密碼系統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SHA 是其中一個代表演算法  

鑰，即便 何人知道  

鑰對傳送資料加密後再把加密資料送給 Simon，

9 關於各類 ，下列何者正確？ 

協定  

方便 

況 

10 

translation）是指當程式執行時，不需要先建一個分頁表，每個記憶體

 ，但是當程式分配的頁框數增加時分頁

 ，若知道未來分頁的使用情況，就把 常被使用的頁面提到 前面 

11 關於作業 ，下列何者正確？ 

成若干個固定大小的頁，然後以頁為單位載入記憶體  

部分一部分地

12 關於計算 述，下列何者錯誤？ 

、網路應用程式、通訊處理程式、通訊設備以及傳輸媒體 

府

 Internet）  

13 

（unicast）、群組傳送（multicast）以及廣播傳送

 協定包含 telnet、FTP、BBS 以及 SMTP 等  

含應用層

、傳 （  



公開金鑰密碼系統又叫做非對稱式金鑰密碼系統，

在公開金鑰密碼系統中，有一把私密金鑰有一把公開金 是公開金鑰也不能讓任

數位簽章是公開金鑰密碼系統的其中一個應用  

當 Alice 要傳送資料給 Simon 時，需要用 Alice 的私密金

以達到保障傳送資料的安全性 

線上資料交換軟體的描述

FTP 全名是 File Transmission Protocol，是一種檔案傳輸

P2P 又稱為點對點技術，可以讓兩台電腦直接進行檔案傳送，使得資源在網路分享上變得更加容易與

網路電話全名是 Voice over IP，結合了網路與影像傳輸技術  

一般 FTP 伺服器的預設連線埠（port）是 20 以及 21，當連線埠設為 20 時就可以用來控制目前的連線狀

有關記憶體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所謂動態位置轉址（Dynamic address 

存取時只需要將虛擬位置轉換成實際位置即可  

先進先出的分頁替換（FIFO replacement）是指替換 新載入的分頁

失誤率也會增加  

佳頁面替換法又叫做 OPT 或是 MIN

 久未用替換法又叫做 LU，是把每一個分頁的前一次被使用的時間記錄下來，若需要替換時就將 久未用

的分頁替換掉 

系統的描述

所謂分頁（paging）就是把程式執行檔分

所謂分區（blocking）就是把程式執行檔分成若干執行區，然後以區為單位載入記憶體  

CPU 內的記憶體管理單元分為分頁（page）、分區（block）以及分段（segment）  

透過轉址功能以及分頁（page）、分區（block）、分段（segment）的設計，程式可以一

載入記憶體執行 

機網路的描

電腦網路的構成元素包含了終端處理設備

都會域網路（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 MAN）主要是以單一都會為涵蓋範圍，整合都會區內的政

組織以及商業組織區域網路系統 

目前 大的廣域網路系統就是網際網路（

個人域網路（Personal Area Network, PAN）涵蓋範圍約數公里，僅能利用藍芽技術進行連結 

有關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IPv4 通訊協定提供三種訊息傳輸模式，包括單點傳送

（broadcast） 

應用層常見的通訊

網際網路所使用的 TCP/IP 通訊協定群組是依照 TCP/IP 參考模式所定義，該參考模式包

（Application layer） 輸層 Transmission layer）、網際網路層（Internet layer）以及鏈結層（Link layer）

ICMP 通訊協定是負責動態管理一個區域網路系統中的群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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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6 轉成 16 進位的結果為何？ 
7B 

錯誤？ 
運算包含基礎設施即 （IaaS）、平台即服 aS）以及軟體即服務 ）  

方式  

16 
盡測試（Exhaustive Testing）  

隨機測試（Random Testing） 
17 

ing Language，是一 統分析與測試 
用者觀點（User View）、結構觀點（Structural View）、行為觀點

18 
 前提是資料要先建一個二元樹  

資

 間複雜度是 O(log2N)-1 
19 

使用量付費  
 

20 
1B 6E 

7D  7E 7C 
15 有關雲端運算的說明，下列何者

雲端 服務 務（Pa （SaaS
雲端運算是一種動態、擴展的資源運算

使用者即便使用雲端運算，使用者不需要了解雲端內部的基礎設施  
網格運算以及雲端運算兩者多是為了通用應用而設計 
下列何者不屬於軟體測試中的黑箱測試？ 
邊界值分析（Boundary Value Analysis, BVA） 窮

結構測試（Structural Testing） 
有關 UML 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UML 的全名叫做 Unified Model 種圖形化的語言可以用來進行系

UML 包含的四種觀點（View）為使

（Behavioral View）以及實作觀點（Implementation View）  
UML 在使用者觀點（User View）提供使用者案例圖（Use Case Diagram）讓使用者可以描述一個系統

的軟體元件 
UML 在行為觀點（Behavioral View）提供佈署圖（Component Diagram）讓使用者可以描述元件之間的

互動關係 
假設在 N 個資料中要搜尋資料 X，則對於二分搜尋（Binary search）演算法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二分搜尋的

二分搜尋法是每比對一次後就把搜尋範圍縮小一半，在（Log2N）次比對內就可以判斷出所要尋找的

料 X 是否在資料中  
二分搜尋在 好情況下，時間複雜度是 O(1)  

二分搜尋在 壞的情況下，時

關於分散系統當初設計的主要目的，下列何者錯誤？ 
讓工作分散到不同的處理器，希望藉此可以讓使用者按

讓工作分散到不同的處理器，希望提高資源共享率 
讓工作分散到不同的處理器，希望可以提高系統的可靠度  
讓工作分散到不同的處理器，希望可以加速計算 
下列選項中的 16 進位表示，何者的 低有效位（least significant bit）與其他數字不同？ 

9A  90 
21 下列何者為

8
56 的位元表示式？ 

110. 10.0 110. 100.11 11 101 101 
在 作？ 

 運算  的資料搬動 
 Region）中控制存取？ 

 

 idge us 

22 下列何者不是 CPU 內執行的動

捉取指令 布林邏輯 算數運算 暫存器間

23 電腦是用何種方法在臨界區域（Critical
Spooling  Time Sharing Semaphore Booting 

24 下列何者不是區分不同網路架構的方式？ 
WAN 與 LAN Closed 與 open Router 與 br Star 與 B

25 下列何者不是在伺服器端執行？ 
CGI  PHP ASP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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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何者不是 email 相關通訊協定？ 
   

？ 
制 料穩定性 的適用性 率 

接近以下何種資料結構運作方式？ 

t (X) 

: 
X) 

56753 567753 5677531 
30 檔案有 200 GB 的大小，若從網路用 15 Mbps 的速度下載此檔案，請問要花多少時間才能下

（Pareto principle），俗稱 80-20 法則，傳統用在下列軟體開發上的那一階段？ 
s Analysis ion 

1 1 
）四筆資料，當此堆疊經過兩次 pop 與 push 一

，目前堆疊應 料？ 

數為 4，則這個二元樹可能包含 大的節點個數為多少？ 

需要兩個記憶體單元（cell），請問第五列第 的資料在記憶體的位 ？ 

ECT N ERT JECT 

 

 AL 
程式時，下列何者對於效能影響 大？ 

憶體 寬 憶體容量 
個 Bit 即可表達？ 

HTTP POP3 SMTP IMAP 
27 比起 UDP，下列何者不是 TCP 的優點

流量控 傳輸資 應用層 傳輸效

28 遞迴程式在電腦執行時，程序的執行關係

Queue  Tree Array Stack 
29 下列程式執行後的輸出序列為何？ 

X = 5 
while  (X < 7) : 
      prin
      X = X + 1 
print (X) 
while  (X > 2)
      print (
      X = X - 2 

5667753  
假設一個影音

載完畢？ 
約 2.9 小時 約 3.7 小時 約 29 小時 約 37 小時 

31 帕累托法則

Requirement Design Implementat Testing 
32 下列何者為-9 的 2 補數（2’s Complement）表示法？ 

00011010  1111011 10001001 1111101
33 如果一個堆疊（Stack）目前有 w, x, y, z（從 top 到 bottom

筆新資料 r 後 包含那些資

w, x, r  y, z, r r, y, z y, w, x 
34 如果一個二元搜尋樹 長的搜尋路徑包含節點

4  7 15 31 
35 假設一個 row-major order 陣列有六列（row）與八行（column），記憶體起始位置在-40，並且假設陣列

每筆數值 六行 置為何

74  18 -3 34 
36 關於關聯運算，下列何者可用來合併一個或多個關聯（relation）的資料？ 

SEL JOI INS PRO
37 關於網路協定，下列何者不是應用層協定？ 

TCP  LDAP IMAP SSH 
38 下列程式語言，何者執行效率比較慢？ 

JAVA C++ Perl PASC
39 當電腦同時執行數個高運算數值分析應用

唯讀記 網路頻 主記 硬碟容量 
40 若人與電腦間的資料溝通只用 26 個大寫與 26 個小寫英文字母，則電腦每個字元 多只需幾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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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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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40110-44310
頁次：3－1

甲、申論部分：（60分）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座號。 

一、作文：（60 分）

人生難能可貴的是能夠從事自己很快樂很享受的事。孔子曾說：「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一

個人不論是在求學、工作或是終身學習上，若能達到此種樂以忘憂

的境界，則早已超越成功了。請以「樂在其中」為題，寫一篇作文，

仔細描述你自己從事某項工作或學習時樂在其中的心境感受，並具

體說明公務人員工作時如何養成樂在其中的心境。

二、公文：（20 分）

交通部觀光局為行銷臺灣觀光並為 2020 脊梁山脈旅遊年提前暖身，

將於 108 年○月○日在該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客中心前廣場

舉辦活動，以結合行銷山脈漫遊、山脈安全教育有獎徵答、集章摸

彩及互動遊戲等。為使活動現場增加熱鬧氣氛，擬邀請客家委員會

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參與展攤，共同行銷、推廣客庄及部落深度旅遊。

試擬該函。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選項「」中的字義，前後相同的是：

臣「向」蒙國恩，刻思圖報／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

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2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孔子的意旨，下

列選項何者最正確？

德政可以使人民彼此和善沒有仇恨 歷時長久的德化教育可以取代刑罰

好的統治者可以得到立竿見影之效 國家完善的福利政策可以消除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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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也。關中民狃烏黠，以為物

無不以其黠見得，則之野，設餅食楮錢哭塚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

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塚，裂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

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益狎。迫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

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晁補之〈烏戒〉）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寓意的是：

禍福相倚 聰明自誤 殷憂啟聖 藏巧於拙

4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

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

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莊子．大宗師》）

根據文意，子輿前去探訪子桑的主要原因是：

因久雨不停，擔心子桑住處淹水 聽聞子桑罹患重病，故前往探視

深知子桑的處境，憂心因雨困乏 已訂下十日之會，依約至子桑家

5 承上題，子桑認為造成自己人生現況的原因是：

一飲一啄，莫非天意 才疏學淺，為而不得

父母貧困，無法給予庇蔭 蒼天無眼，不能護佑善人

6 「同樣二十四小時，對於時間的感知每個人卻不相當：小鎮的老人用十分鐘過一條

窄街，同時間，都市的運將開著火戰車似的計程車衝到天那一方；紐約華爾街股市

幾分鐘一個人生，而湄南河沿岸的人們用手肘撐著下巴，就這樣盯著長舢舨來來去

去過一天。時間果然能屈能伸─不然為什麼快樂總是像放煙火，而老人家總抱怨『一

暝落落長』。」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旨意？

等待的時間中，讓人感覺游移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寒暑有代謝，時間卻永恆持續 主觀情境讓時間長短形成相對

7 文學之美有陰柔與陽剛，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屬於陽剛美。

下列選項具有陽剛美的是：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微陽下喬木，遠色隱秋山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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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炎夏之時，父親一身休閒短褲、汗衫，凌亂的髮際、衣領、褲腰、鞋面沾滿了刺

鼻辛香的木屑，滿面油光顯現疲倦和狼狽，然而他只是大汗涔涔地思考著，面對形

色各異的空間樣貌，籌想更為華麗、優雅、舒適的可能。他替它們一一上妝、打理

門面，賦予煥然一新的膚質。每次填寫個人資料中的父親職業一欄，我總天人交戰，

巴不得替他虛擬一個假的身份，轉念察覺身為知識份子的傲慢，感到可笑又可悲，

只好誠實地寫下『木工』二字。面對其他同學的父親職稱，或教授或律師或醫師或

公務員云云，我是否對於自己矮人一截的父親，感到隱然的羞赧？我竟然那麼樣的

可恥。……我決定，今後在父親的職業欄填上『藝術家』。父親不是普通的木工，

他是個了不起的一流藝術家，光憑他那替房子脫胎換骨的一身本領，便已足夠在光

陰的皺褶裡，駐留晴朗的刻痕。我深信。」

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作者對父親情感的轉變？

捏造父親的職稱以掩飾自卑 無法擺脫職業有貴賤的迷思

最終發現父親職業值得敬重 對父親敬重來自職稱的改變

9 鍾馗專好吃鬼。其妹與他做生日，寫禮帖云：「酒一尊，鬼兩個，送與哥哥做點剁。

哥哥若嫌禮物少，連挑擔的是三個。」鍾馗看畢，命人將三個鬼俱送庖人烹之。擔

上鬼看挑擔者曰：「我們死是本等，你如何挑這個擔子？」（《笑贊》）

根據上文，若給挑擔者一句忠告，下列選項的敘述，何者最為貼切？

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福相依，焉知非福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必為人作嫁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10 「有人稱譽費曼這位諾貝爾獎得主是『另一種鼓聲』。費曼特別強調多元化思考的

意義，他說：『如果每個學生只會跟從同一個風潮的角度去看待電動力學或場論，

那麼為了理解強交互作用而提出的假設，其種類就受到限制。』他們都願意去聽一

聽另一種鼓聲。」

根據上文，「聽見另一種鼓聲」就一個科學家而言代表什麼意義？

不跟追風潮而勇於提出不同假設 不屈服他人觀點而勇於捍衛己見

從不同立場證明前人提出的理論 堅守自己的內心鼓聲不盲從新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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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各類科

科 目：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考試時間：1 小時 座號：

※注意：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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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立法院審議法律案之程序與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除法律案、預算案應經三讀程序議決外，其餘議案僅須經二讀會議決

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尚未議決之議案由下屆立法委員繼續審議

立法委員在討論法律案時之發言，有言論免責權

立法者不得立法針對個案之特定人給予利益

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關於憲政慣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參謀總長負責國防之重要事項，既包括預算之擬編及執行，亦應到立法院院會備詢

在成文憲法之下，雖亦有憲政慣例之概念，但僅具補充成文憲法之作用，其地位不若於不成文憲法國

家重要

按憲法慣例或憲政上之習慣法，其成立應有反覆發生之先例，並對一般人產生法之確信，始足當之

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院長，本於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場，得不受立法院邀請備詢

3 憲法第 137 條規定國防之組織，以法律定之。依國防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防法勵行軍政、軍令一元化，由國防部主管軍政、軍令與軍備

參謀總長為總統之幕僚長

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為三軍統帥，行使統帥權

國防部應定期向立法院提出軍事政策、建軍備戰及軍備整備之報告

4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明定之內容？

中小型經濟事業之扶助 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國民體育健康活動之促進 保障軍人退役後之就學

5 關於憲法之修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立法院提案並議決通過 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經公民投票複決

由總統提出憲法修正案，經公民投票複決 由總統提出憲法修正案，經立法院議決

6 下列何者並非保障言論自由的主要目的？

追求真理 維持社會秩序 健全民主程序 促進自我實現

7 關於秘密通訊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不得任意侵擾人民之通訊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係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不受干擾之權利

國家基於公益目的，得由檢察官或法官核發通訊監察書為監聽

核發通訊監察書必須遵守正當法律程序

8 下列關於不分區立法委員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分區立法委員名單由政黨提出

不分區立法委員之當選名單，其婦女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不分區立法委員同時代表人民及政黨行使立法權

不分區立法委員會因為失去黨籍而喪失資格

9 下列關於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事項，何者憲法並未明文授權以法律定之？

各種選舉婦女應當選之名額 人民被選舉之資格

選舉訴訟審判之程序 創制、複決之行使

10 有關總統、副總統資格與產生方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均須年滿 40 歲

二個以上政黨，不得共同推薦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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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520 號解釋，行政院因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院長應向立法院提出報告

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應至立法院備質詢

立法院反對行政院停止執行預算之決議，具有確認法定預算之作用

行政院如不願接受立法院之反對決議，行政院院長應即辭職

12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之選任資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曾任實任法官或檢察官 15 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25 年以上而聲譽卓著者

曾在學術機關從事公法學或比較法學之研究 8 年以上而有權威著作者

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法官聲請釋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故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先行聲

請解釋憲法

為避免法官濫用聲請解釋憲法權限，故僅限於終審法院之法官方得聲請之

欲聲請大法官解釋時，須以其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

體理由

14 下列有關監察院職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院享有調查權 監察院不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監察院不得向立法院提出預算案 監察院受理特定公職人員之財產申報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550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立法院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此類立法程序表示意見之機會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7 條所定之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之比例，屬於立法裁量事項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7 條規定由地方自治團體補助之保險費，係指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法之執行費用

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全民健康保險事項，中央得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

16 下列有關國際法與國內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聯合國憲章為國際法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為國內法

國際法效力優於國內法

國際條約經國內立法機關同意後直接拘束國內各機關

17 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係屬法律之何種效力限制？

人的效力 物的效力 地的效力 時的效力

18 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中所訂「育嬰留職停薪」制度之適用人數門檻是：

僱用員工 5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 僱用員工 3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

沒有僱用員工人數之上限 僱用員工 15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

19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應廢止法規之情形？

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

同一事項有數法規規定者

法規規定之事項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

20 地方自治法規與其他法令牴觸時，關於其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自治條例與法律牴觸者，自始、當然、確定無效

自律規則與法律牴觸者，無效

自治法規與法位階較高之法令牴觸時，一律由行政院函告無效

自治法規與法位階較高之法令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函請行政院解釋之

21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法律明定自公布日施行者，何時起發生效力？

公布日即時生效 公布日翌日

公布日起算至第 3 日 公布日翌日起算至第 3 日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偵查中之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僅受告知羈押事由所據之事實，最可能違反

下列何種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23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此與下列何項憲法原則關係最為密切？

權力分立原則 法治國原則 社會國原則 共和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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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民法規定，下列何者有受限制的行為能力？

已結婚之 18 歲甲男 受監護宣告之 40 歲乙女 受輔助宣告之 60 歲丙男 30 歲之植物人丁男

25 依民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貸與人得終止使用借貸契約之事由？

借用人受監護宣告者

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

借用人未經貸與人同意允許第三人使用借用物者

因借用人怠於善良管理人注意，致借用物毀損或有毀損之虞者

26 甲、乙夫妻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甲積欠銀行卡債新臺幣 500 萬元，尚積欠地下錢莊新臺幣 20 萬元。下列

何種狀況，不能向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甲名下的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乙欲向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銀行法務得知乙婚後購得房屋一棟，欲聲請法院宣告甲、乙改採分別財產制，再進一步代位甲行使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甲每月花新臺幣 20 萬元包養外遇對象，對乙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乙欲向法院聲請宣

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甲四處躲債，且時常有黑道上門恐嚇討債，導致甲、乙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 1 年，乙欲向

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27 甲、乙、丙共有 L 地，分割為 L1、L2 及 L3 三地，分別由甲、乙及丙取得單獨所有。丙的 L3 與公路無

適宜的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得通行 L1 或 L2 而不須支付費用 甲、乙均得拒絕丙的通行

丙須支付費用始得要求通行 L1 或 L2 當事人就通行費用不能合意時，得聲請法院定之

28 甲欲持槍殺人，但在行兇前，同居人將該槍換成玩具槍，甲開槍後，始發現該槍為玩具槍。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甲之行為係障礙未遂 甲之行為係不能未遂 甲之行為係中止未遂 甲之行為係準中止犯

29 A 公司董事長為甲，另有董事乙、丙，監察人丁。某次董事會議案有二，議案一：公司向甲之妻戊購買

土地一筆。議案二：公司賣給董事乙土地一筆。依公司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就議案一，甲無須迴避，但應由丁代表公司為交易 就議案一，甲應迴避，且應由丁代表公司為交易

就議案二，乙應迴避，且應由丁代表公司為交易 就議案二，乙無須迴避，但應由丁代表公司為交易

30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該法將被保險人區分為六類。則參加高雄市屠宰工會之肉販甲，係屬何種類別？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31 In the US, it is considered rude to stare; , the polite Englishman is taught to pay strict attention to a

speaker.

in consequence in hindsight in retrospect in contrast

32 Although wearable devices like smart watches and fitness wristbands are cool, they may be hacked

and information of users’ ATM passwords or PIN.

flee kick leak tick

33 John got rid of some old furniture so as to the space of his small apartment for accommodating his

family of five.

capitalize maximize reinforce strengthen

34 Because of this report, the abuse of child labor at factories in India was to the world.

contributed devoted exposed flocked

35 Mount Ali is a spectacular tourist in Taiwan. It is crowded with tourists and climbers on holidays.

attraction attribution temptation repulsion

36 Mr. Woodgate, clearly disturbed by the charge, scarcely made an in public.

appointment abundance appearance accommodation

37 Helen was very of her daughter because she got the best grade on the English test today.

conscious jealous proud tired

38 Because the train tickets were not , we had to take the bus instead.

available invisible agreeable inevitable

39 All products should be sold with clear warnings about possible health .

risks benefits doses advantages

40 To develop various skills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colleg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club activities

outside of regular school hours.

abstain from intercede with participate in succumb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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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Cheerleading is an organized sports activity combining dance, gymnastics, and stunt elements to cheer on teams.

It originated in Britain in the 1860s when students began to cheer in unison for their favorite athletes at sports events.

A decade later cheerleading crossed overseas to the United States, 41 it remains the most common.

42 women currently dominate the field, cheerleading was begun by men. In the 1920s women became

involved in cheerleading, but it was not until 1940s that they joined in large numbers, since so many college-aged men

went off to fight in World War II. In 1948, Lawrence Herkimer, the father of modern cheerleading, founded the

National Cheerleaders Association and held the first cheerleading camp. He established the first cheer uniform

company and invented the iconic cheer accessory, pom poms. 43 Herkimer, cheerleading would not be the sport

that we know and love today.

The history of competitive cheerleading dates back to the late 1960s, when the International Cheerleading

Foundation began 44 the top ten college cheerleading squads as well as handing out Cheerleader All America

awards. As the popularity of cheerleading grew, so 45 the stunts, tumbling and skill level of the cheerleaders

participating. Today competitive cheerleading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become

a multi-million-dollar industry that shows no signs of slowing down.

41 which where when how

42 Once Because Unless Although

43 Because of Apart from Like Without

44 charging adapting figuring ranking

45 did that what wer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My wife was one of the many bright and industrious young women of the 1960s who worked their way through

college. Somewhere late in her sophomore year, her funds ran low and she inquired at the university about a small loan

for books and supplies. She was told that her chance of getting a loan was slim, because university funds were scarce,

too, and what resources remained for loans were being given almost exclusively to male students. The only women

getting loans at the moment were seniors who were about to graduate.

She wasn’t surprised—disappointed, but not surprised. The priorities were well known: male students first,

regardless of academic status, and then if there was enough money left, it would go to advanced female students. The

university’s loan policy was not unusual; it was just one more expression of an ancient value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Education for male is practical, but for females, it is luxurious. It is the males, after all, who are destined to hold jobs

that require learning; Females—well, a measure of common sense is sufficient for bringing up children.

46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In the 1960s, university funds were sufficient to meet all students’ needs.

In the 1960s, there were more male students than female students.

In the 1960s, females were considered to be less academically important than males.

In the 1960s, common sense was enough to raise children.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explains why the author’s wife failed to get a loan

from the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performance was poor.

She was married and her husband could support her.

Her loan was for books and supplies.

There wa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best describes the distributing policy of university

student loans in the 1960s?

Male students and female students had equal chances.

Almost all university student loans were granted to male students.

Universities gave equal chances of financial support to senior students.

All students of lower academic status were not given any university loans.

49 In this articl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lim” in the first paragraph?

slender skinny faint small

50 In the passage, what does the word “resources” refer to in the first paragraph?

money jobs banks schools



10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統計、資訊處理

科 目：資料處理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41340
43540

頁次：1－1

一、試寫出此 99 / 9 + 46 * 36 / 6 – 12 * 42 運算式的前序表示法與後序表示

法。（25 分）

二、請利用 SQL 語法列出員工資料表（ Employee ）內之員工編號

（Employee_no），姓名（Employee_name）以及訂單資料表（Order）內

之訂單編號（Order_no），送貨日期（Delivery_date），交貨日期

（Order_date），並將結果使用員工編號遞增排序，其中：（25 分）

員工資料表中包含員工編號，姓名，職稱，性別

訂單資料表中包含訂單編號，員工編號，送貨日期，交貨日期

三、分別說明可搶先排班演算法（Preemptive Scheduling）與不可搶先排班演

算法（Nonpreemptive Scheduling）二者的優缺點。（25 分）

四、封包傳送當中的錯誤控制方式技術有兩種，分別為回退 N 重傳

（Go-back-N, GBN）和選擇性重複（Selective Repeat, SR），請比較兩種

方式的差異以及各自的優點。（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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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線上付款與線上銀行使用普及。若組織有提供客

戶這類的服務，說明組織如何保護客戶資訊，避免個資外洩。（25 分）

二、供應鏈攻擊是一種新興的威脅，一種以軟體開發人員和供應商（委外廠

商）為目標，目的在於存取企業資訊系統或是內部資料。針對供應鏈攻

擊之威脅，說明企業如何控管供應商（委外廠商）之資安風險。（25 分）

三、企業新開發的資訊系統上線後，可能才發現問題，例如客戶資料格式不

符、與某些舊系統無法相容等。說明組織在開發新資訊系統時，如何避

免上線後可能面臨到維運與使用上的問題。（25 分）

四、假新聞對民眾與組織造成許多困擾，影響社會安定與企業形象等。說明

如何辨別假新聞。（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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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 Java 程式執行後，螢幕會顯示什麼？（15 分）
public class Problem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for(int i = 1; i <= 5; i++) {

for(int j = 1; j <= i; j++)
System.out.print(' ');

for(int j = 1; j <= 6-i; j++)
System.out.print("**");

System.out.println();
}

}
}

二、質數（prime number）是大於 1 的自然數中，只能被 1 和自身整除的數。
例如，2, 3, 5, 7, …。試在不使用 Java 中質數相關 API 的情況下，撰寫
Java main()程式（不要另訂 class, method 或 function），來找出小於 500
的所有質數，其結果列印必須如下：（25 分）
2 is prime.
3 is prime.
5 is prime.
7 is prime.
11 is prime.
13 is prime.
17 is prime.
19 is prime.
23 is prime.

.

.

.
491 is prime.
499 is prime.

95 prime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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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以遞迴（ recursive）的方式撰寫下列 Java 程式片斷中的 method
sumOfEvens()。sumOfEvens(n)會回傳小於或等於 n 的所有正偶數的總
和，例如 sumOfEvens(6)會回傳 12，因為 12 = 2+4+6。sumOfEvens()完
成後，必須確保 main()執行後會印出正確結果，不需檢查 n 是否為含零
的正整數。（20 分）
public class Problem3
{

public static int sumOfEvens(int x)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ystem.out.printf("sumOfEvens(0) = %d\n", sumOfEvens(0));
System.out.printf("sumOfEvens(1) = %d\n", sumOfEvens(1));
System.out.printf("sumOfEvens(2) = %d\n", sumOfEvens(2));
System.out.printf("sumOfEvens(10) = %d\n", sumOfEvens(10));
System.out.printf("sumOfEvens(15) = %d\n", sumOfEvens(15));

}
}

執行結果：
sumOfEvens(0) = 0
sumOfEvens(1) = 0
sumOfEvens(2) = 2
sumOfEvens(10) = 30
sumOfEvens(15) = 56

四、請寫出以下 Python 程式的執行結果。（15 分）
def secret(nums, target):

seen = []
for index, num in enumerate(nums):

other = target - num
if other in seen:

return [seen[other], index]
else:

seen[num] = index
return []

print(secret([1,3,5], 4))
print(secret([2,3,6,8,10], 16))
print(secret([1,3,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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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列 Java 程式有三個類別（class）: TeeShirt, CustomTee and DemoTees，
其中 CustomTee 繼承 TeeShirt，而 DemoTees 為測試類別。
試回答以下問題：（25 分）
請撰寫 TeeShirt 類別中的

public String toString()
格式請參考執行後結果。

請撰寫 CustomTee 類別中的
public String toString()

格式請參考執行後結果。
在 main()中，以 array 的方式和兩個 for 迴圈，產生 5 件 T 恤，依序

印出每件 T 恤屬性，最後加總 5 件的總價，結果顯示如後。

public class TeeShirt
{

private int orderNumber;
private String size;
private String color;
private double price;

public void setOrderNumber(int num)
{ orderNumber = num; }
public void setSize(String sz)
{

size = sz;
if(size == "XXL" || size == "XXXL")

price = 22.99;
else

price = 19.99;
}
public void setColor(String color)
{ this.color = color; }
public int getOrderNumber()
{ return orderNumber; }
public String getSize()
{ return size; }
public String getColor()
{ return color; }
public double getPrice()
{ return price; }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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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CustomTee extends TeeShirt
{

private String slogan;

public void setSlogan(String slgn)
{ slogan = slgn; }
public String getSlogan()
{ return slogan; }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 }

}

public class DemoTees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

}

執行結果：

Order # 100
Description: S red
Slogan: Cute Girl
Price: $19.99

Order # 101
Description: S red
Slogan: Cute Girl
Price: $19.99

Order # 102
Description: XXL blue
Slogan: Happy Boy
Price: $22.99

Order # 103
Description: XXL blue
Slogan: Happy Boy
Price: $22.99

Order # 104
Description: XXL blue
Slogan: Happy Boy
Price: $22.99

-----------------------------
Total: $1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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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位元二的補數（2's complement）能夠表示之負整數中，下列何者是能代表的最小負整數？

-2N -2N-1 -2N-1 -2N-1-1

2 下列存放資料的裝置中，何者具有非揮發性（nonvolatility）？

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static random-access memory，SRAM）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DRAM）

處理器暫存器（register）

3 有關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與圖形處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的比較，下

列何者錯誤？

 GPU 是用來增強特定運算的加速器，因此它不需要具備執行所有 CPU 工作的能力

 CPU 強調利用多緒處理來隱藏記憶體延遲，GPU 則強調利用多層的快取來克服記憶體存取時的延遲時間

 GPU 記憶體的設計著重提高頻寬

 GPU 比 CPU 可容納更多的執行緒（threads）

4 在雲端計算的環境中，虛擬化技術扮演重要角色，有關虛擬機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多個使用者共用同一個實體伺服器時，可以利用虛擬機器來隔離執行環境，以保護使用者間互相不受

干擾

可以使用虛擬機器來控制使用者在實體伺服器硬體資源使用，如：可使用處理器個數與記憶體容量

一台實體伺服器上的每個虛擬機器所執行的作業系統，皆可自由使用實體伺服器上所有的硬體資源

在虛擬機器上執行的作業系統，可以和實體伺服器的作業系統不同

5 在管道化處理（Pipelining）機制下，可能會出現三種主要的不同類型的危障（Hazards），下列那一個敘

述指的是數據危障（Data Hazard）？

預測分支（Branch）指令的結果，讓後續指令繼續執行

當安排好的指令由於硬體無法支援當時應予執行的一組指令，而無法在適當時脈週期內執行的情況

當所擷取的指令並非所需的指令，而造成適當的指令無法在恰當的時脈中執行

當指令應該被執行時由於其執行所需之數據尚未備妥，而無法在適當時脈週期內執行的情況

6 不同的計算機系列使用不同的指令集（Instruction Sets）。指令集設計有複雜指令集計算機（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CISC）與精簡指令集計算機（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RISC）兩大主

要趨勢。針對兩者的比較，一般而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CISC 的指令格式較多

 CISC 的指令執行速度較慢，且不易於提升運作時脈

 RISC 的指令長度固定，方便解碼

 CISC 可以以較少指令完成相同目的的計算，因此完成運算的時間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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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假設單一磁碟的故障前平均時間（Mean Time to Failure，MTTF）為 120,000 小時，且硬碟發生故障的機

率是彼此獨立的，而更換一顆故障的硬碟，並將裡面的資料還原所需的時間為 10 小時。若我們用 2 顆這

樣的硬碟組成 RAID 1，則此系統的資料遺失前平均時間（Mean Time to Data Loss，MTTDL）為多少小時？

 120,010  240,000  720,000,000  1,440,000,000

8 關於記憶體管理中的碎片（fragmentation）問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部碎片（external fragmentation）指的是系統雖然有足夠的可用記憶體空間足以滿足需求，但目前可

用空間是以不連續的區域散處各地，而且任一區域均無法單獨滿足該需求

內部碎片（internal fragmentation）是指某塊記憶體分割空間（partition）內部有不會被使用的部分

解決內部碎片的其中一種方法是透過壓實（compaction）

壓實只有在重定址（relocation）是動態的（dynamic）且可在該應用程式執行期間（execution period）

內進行才能達成

9 有關資料區域性（data locality）原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時間區域性（temporal locality）是指一筆剛被存取過的資料，短期內不會再被存取

正確地分析與運用程式存取資料時的區域性，將有助於減少分頁錯失（page fault）的數量

空間區域性（spatial locality）是指一筆資料若被存取，則附近的資料也很有可能在近期內被存取

正確地分析與運用程式存取資料時的區域性，將有助於提升快取命中（cache hit）的機率

10 下列何種邏輯閘，可以用來建構出其他所有的邏輯閘？

 AND  OR  NAND  XOR

11 計算機的儲存容量單位通常為 GB、KB、MB、或是 TB 表示，將這四種單位從小到大排序，下列何者正

確？

 TB<KB<MB<GB  GB<TB<KB<MB MB<GB<TB<KB  KB<MB<GB<TB

12 下列時間數值中，何者最小？

 1,000,000 ps  0.0025 ms  500 ns  0.1 μs 

13 在布林運算中有關於二的補數（2's complement）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二的補數是一種用二進制表示有號數的方法

減法能用加法的運算來處理

一個數字的二的補數就是將該數字作位元反相運算，再將結果加 1

二的補數中 0 有兩個表示方式

14 下列有關十進制數字 592 的進制轉換，何者正確？

(1001110000)2 (21100)4 (1110)8 (230)16

15 兩個二進位元串 10110010 與 01010110 做 OR 運算後再與 11110110 做 XOR 的結果為何？

 00000000  00010010  11100100  11110110

16 以 4 個 D 型正反器 (D flip-flops) 實現的移位器 (Shifter)，在重置（Reset）後若串列輸入依序為 1001，

同一時間串列輸出端依序所看到的數字輸出，由左至右排列為何？

 1001  0100  1000  0001

17 二的補數運算中，11110000 減 00011000 的結果為何？

 00101000  00001000  11111000  11011000

18 設計一個 1 對 15 的解多工器（Demultiplexer），則該解多工器至少需要幾條選擇線？

 4  5  6  7

19 布林代數（xy）' 與下列那一項相等？

 x+y  x'+y'  x'y'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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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早期盛行於臺灣的正體 (繁體) 中文字編碼方式為何？

萬國碼（Unicode） 大五碼（Big 5）

漢明碼 (Hamming Code) 格雷碼（Gray Code）

21 下列那一項不是作業系統核心中，虛擬記憶體管理單元（virtual memory manager）的功能？

方便動態連結程式庫的實作 讓電腦系統可以執行超過實體記憶體大小的程式

決定不同程序（processes）之間的處理順序 設定記憶體存取權限

22 有關良好的軟體設計中，以軟體模組的內聚力（cohesion）與耦合力（coupling）作為設計目標，下列何

者正確？

低內聚力且低耦合力 低內聚力且高耦合力 高內聚力且低耦合力 高內聚力且高耦合力

23 在電腦系統中，分頁（page）是配置主記憶體給程序使用的一個單位，如果採用較大的分頁，將會有何優

點？

減少內部碎片（internal fragmentation）

減少外部碎片（external fragmentation）

降低處理一次分頁錯失（page fault）所需的時間

分頁表（page table）使用的記憶體空間較小

24 對於磁碟的毀損磁區（Bad Block）問題，可以採用低階磁碟控制，以額外磁區取代毀損磁區的方式來解

決。下列何者不屬於這樣的解決方法？

磁區備份（Sector Sparing） 磁區組合（Sector Combination）

磁區順延（Sector Slipping） 磁區取代（Sector Forwarding）

25 文字編輯器（如 Microsoft Word、記事本等）通常都提供復原（Undo）功能，供使用者取消當前的編輯

操作，並復原至上一次的文字狀態。下列各種資料結構中，何者最適於儲存文字狀態的改變歷程，以實

現文字編輯器的復原功能？

雜湊表（Hash Table） 佇列（Queue） 堆疊（Stack） 樹（Tree）

26 若使用陣列實作最大堆積（max-heap），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尋找一個節點的子節點的時間複雜度為 O(1)

尋找一個節點的父節點的時間複雜度為 O(1)

節點的分支度（degree）為 0 或 2

新增一個數值至一個具有 n 個節點的最大堆積的時間複雜度為 O(log n)

27 過去多年網際網路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而隨著各種感測器和嵌入式技術的快速發展，內建各式

感測器的連網型裝置可以整合虛擬世界和實體世界，提供更多、更廣泛的自動化控制及應用。下列那一

個名詞代表了這項新的技術趨勢？

網際網路 2.0 (Web 2.0)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28 關於加密演算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了避免訊息被其他人看到，非對稱加密演算法（asymmetric encryption algorithm）在傳送端利用接收

端的公鑰（public key）加密訊息，接收端則利用自己的私鑰（private key）解密以取得訊息

 RSA 是一種對稱加密演算法（symmetric encryption algorithm）

 DES（Data Encryption Standard）是一種區塊加密（block cipher）方式

 RC4 是一種串流加密（stream cipher）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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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關於作業系統中程序間通訊（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IPC）機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訊息傳送（Message Passing）機制可以跨越不同機器的程序間傳遞資料

通訊資料量較大時，採用共用記憶體（Shared Memory）機制較訊息傳送機制為佳

信號（Signal）機制是透過中斷處理的方式來完成對應的處理工作

 UNIX PIPE 是一種訊息傳送機制

30 關於使用者層次執行緒（User-level Thread）對應到核心執行緒（Kernel Thread）的關聯性模式之比較，

下列那一種模式適用於即時系統，也能利用多處理核心（Multiple Processing Core）的優點，又能支援使

用者足夠的執行緒數量需求？

多對多（Many-to-Many）模式  1 對 1（One-to-One）模式

多對 1（Many-to-One）模式 二層（Two-level）模式

31 使用多核心處理器（Multicore Processor）的電腦已經相當普遍，因此如何撰寫能發揮多核心處理器效能

的多核心程式（Multicore Programming）是程式設計師需面臨的挑戰。下列何者不是一般在設計多核心程

式時最主要考慮的議題？

確保平行任務可以執行對等價值的相當工作（Balance）

節能（Power Saving）

資料相依性（Data Dependency）

資料分割（Data Splitting）

32 垃圾回收（Garbage collection）是一種用來回收所有程序不會再使用的實體記憶區塊、以供未來使用的機

制。下列那一種演算法不是常用的垃圾回收演算法？

複製回收演算法 （Copying algorithm） 標記清除演算法（Mark-and-sweep algorithm）

分代回收演算法（Generational algorithm） 最佳配適算法（Best-fit algorithm）

33 使用者希望能夠隨時依據當下的需求，使用適當形式以及適量的計算機軟硬體資源，就像我們使用自來

水與電力的情形一樣。下列那一個名詞敘述這個方向的技術發展？

無所不在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 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

叢集計算（cluster computing） 普及計算（pervasive computing）

34 在 UNIX 或 Linux 作業系統中，下列何者是刪除檔案的指令？

 del  kill  rm  exit

35 對於傳統電話而言，一般只考慮最高到 4kHz 的音訊。因此，最低的取樣頻率，應為下列何者？

 2 kHz  4 kHz  8 kHz  16 kHz

36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具有三個基本特徵，亦即三個「I」， 它強調在虛擬實境中「人」的主導作用，

但不包括下列何者？

 Important（重要）  Imagination （想像）  Interaction（互動）  Immersion（沉浸）

37 下列壓縮格式中，何者一定為無損壓縮（lossless compression）？

 PNG MPEG-2  H.264  VC-1

38 下列何種影像類型，屬於索引式色彩？

灰階影像 全彩影像  16 色影像 高彩影像

39 一張 20×20 的「16 色」彩色影像，在完全不經壓縮時，至少需要多少位元組（byte）的空間？

 200  400  1600  6400

40 下列那一種影像格式使用 LZW（Lempel-Ziv-Welch）編碼法？

 GIF  PNG  JPEG  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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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製圖、會計、一般行政、戶政、畜牧技術、環保技術、水土保持工程、環境檢驗、交通技術、水利工程、勞工行政、圖書資訊管理、環保行政、人事
行政、教育行政、社會工作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D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B C A D C C C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類科名稱：

10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試題代號：2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園藝、都市計畫技術、社會工作、衛生行政、交通技術、交通行政、環保行政、戶政、一般民政、財稅行政、水土保持工程、測量製圖、人事行政、電力
工程、環境檢驗、經建行政、農業行政、統計、林業技術、新聞廣播、電子工程、畜牧技術、水利工程、機械工程、勞工行政、農業技術、社會行政、土
木工程、環保技術、一般行政、商業行政、衛生技術、工業安全、新聞(選試英文)、文化行政、建築工程、會計、地政、資訊處理、教育行政、漁業技術
、圖書資訊管理、法律廉政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B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A B C B B C C C B

D C B C C D C B B

C A B C A B A A C B

D C C A C C A A C

B D D D A C D B D A

C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類科名稱：

10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計算機概要（試題代號：5435)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資訊處理

單選題數：40題 單選每題配分：2.5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A B C D D C C A C

D D B A D D A B B

C C D B C C B B D D

B D C C A A C A A

D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9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40110-44110
頁次：3－1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甲、申論題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座號。 

一、作文：（60 分）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前衛藝術家安迪．沃荷曾說：「在未來，每個

人都可以成名十五分鐘。」環視今日網路發達、通訊便捷的時代，這

個預言顯然成真了。任何人都可以藉由網路的「自媒體」輕易發表言

論，製作影像，散播訊息，博取眾人的眼球，衝高網路聲量，登上新

聞版面，暴得極大的知名度。但是古人告誡我們：「上士忘名，中士

立名，下士竊名。」讀書人立身行事，成「名」有道，各有不同，可

以辨別其「實」的高下境界。請以「如何看待成名這件事」為題，

舉所見實例，作文一篇，申述其中的道理。

二、公文：（20 分）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適合發展海洋文化。行政院於民國 107

年 4 月設置海洋委員會，積極推廣海洋事務及海洋教育活動，提升國

人知海、親海、愛海等意識。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規劃於明（110）年

7 至 8 月間辦理「青春啟航，縱情海洋」學生體驗營共 6 梯次（分 3

天 2 夜、2 天 1 夜各 3 梯次），提供國內大專院校、高級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之學校學生參加，以培養青年學子海洋思維，促進向海發展

興趣與熱誠。本項活動已於今（109）年 00 月 00 日函報海洋委員會

核定同意辦理。相關活動內容及報名網址，須請教育部協助發布訊

息，周知有關學校鼓勵學生踴躍參加。請依照上述內容，試擬海洋委

員會致教育部函。



代號：40110-44110
頁次：3－2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選項，最能表達「學習不求甚解」的是：

忍氣吞聲 生吞活剝 半吞半吐 巴蛇吞象

2 下列各文句的解說，何者錯誤？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比喻賢才不受重用，小人竊據高位

「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比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榮寵旁邊辱等待，困窮背後福相隨」：意謂物極必反、禍福相倚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諷刺人們行事多虎頭蛇尾，無法有始有終

3 下列楹聯，何者適用於武聖關公廟？

若不回頭，誰替你救苦救難；如能轉念，何須我大慈大悲

善報惡報遲報速報終須有應報；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人知

清夜讀春秋，一點燭光燦今古；孤州伐吳魏，千秋浩氣貫乾坤

集群聖之大成，振玉聲金，道通中外；立萬世之師表，存神過化，德合乾坤

4 《列子．天瑞》：「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

聖職教化，物職所宜。」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意旨的是：

恪守本分，各盡其職 天賦性命，雨露均霑

命受於天，順乎自然 上天下地，無所不能

5 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

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

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史記．張

儀列傳》）

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意旨的是：

借花獻佛，一舉兩得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6 《淮南子．說山》：「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

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切近旨意的是：

為所當為，不求顯名 急功近利，禍害必至

多行不義，自取其辱 因材施教，長善救失



代號：40110-44110
頁次：3－3

7 臨皐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與「」內文句意義最相近？

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

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8 「成功的藝術品不僅具有歷史性，同時也具有開放性。它隨著時代，隨著讀者觀眾而

不斷更新，不斷展示出新的意味。」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本文意旨？

放寬觀眾詮釋空間的限制能提高藝術品的水準

年代久遠的藝術品價高的原因在於累積新意味

成功的藝術品不斷在觀眾的閱讀中展現新生命

開放性與歷史性對藝術品的成功與否缺一不可

9 「張潮說『胸懷丘壑，城市無異山林；興寄煙霞，閻浮有如蓬島』時，他所強調的，

也無非就是一份生活上的藝術與閒情。閻浮為佛家語，指的是塵世、人間的意思。

語云：『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在種種惱人與充滿誘惑的環境中，猶能不受

影響，甘之如飴，恬淡自持的人，非『大』而何？至於山林軼居之輩，潛隱避世，

當然只好以『小』稱之了。」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本段文字的主旨？

說明軼居山林、潛隱避世只是小隱 能恬淡自持的人，才是真正的大隱

隱居山林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閒情 人應超越環境之上，作自我的主宰

10 「故宮啟動了網路通路，原來塵封在故宮庫房內的文物，可以透過數位典藏方式成為

你我的收藏，2006年開張的『故宮線上精品』，成為故宮六十五萬件收藏文物展開長

尾行銷的新路徑，『Old is New』計畫則是鼓勵年輕設計師結合故宮文物元素，開發

具當代美感的新商品。」

本文的要旨在於：

營造古物新品味能拓展行銷 故宮應負起提升美學的責任

提供年輕設計師的工作機會 鼓勵網路銷售取代實體店面



109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各類科
科 目：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考試時間： 1小時 座號：

※注意：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2401
頁次：4－1

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第8條第1項所規定之「司法機關」，係指下列何者而言？

與憲法第77條規定之司法機關相同

指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及所屬各級法院

除憲法第77條規定之司法機關以外、尚包括檢察機關在內

憲法第77條規定之司法機關及司法院大法官

2 監察院對於下列何者得提出糾正案，促其改善？

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 考試院 司法院 立法院

3 依司法院釋字第627號解釋，關於總統之刑事豁免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之刑事豁免權為一種暫時性之程序障礙

總統任職期間，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不得開始以其為犯罪嫌疑人之偵查程序

檢察官因他人刑事案件而發現總統有犯罪嫌疑時，得為必要之證據保全

副總統亦享有此豁免權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大學生因行為不檢被學校記小過一次，學生有何救濟管道？

僅能向學校申訴 向學校申訴後，提起訴願，但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得提起行政爭訟

5 下列何者不屬於參政權之保障範圍？

擔任國立大學教師 擔任村里長 擔任直轄市議會議員 擔任政務官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不屬於課予人民財產權負擔一定社會義務的情形？

祭祀公業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縱其規約禁止女性子孫為派下員，規約仍有效力

人民攜帶一定數額以上外幣出入國境須申報登記，違反者應予沒入

禁止建築物所有人在自家騎樓設攤

要求菸商應於菸品外包裝以中文標示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

7 依司法院釋字第557號解釋，關於行政機關提供宿舍予所屬人員任職期間居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居住係公務人員俸給支付之一部分，受財產權保障

為安定現職人員生活屬行政機關管理財務之權限行為

居住之公務人員調職或退休後，基於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機關仍不得回收

行政機關要求居住之公務人員或其眷屬搬出，基於居住及遷徙自由保障，須有法院判決始可執行之

8 下列何者未違反憲法保障之宗教自由?

政府機關撥款補助特定宗教團體之祭拜典禮

土地稅法規定，各種不同宗教信仰之宗教用地，一律減免土地稅

要求公務員履歷上須填具宗教信仰

立法院決議將特定宗教之慶典日列為國定假日

9 依憲法本文規定，下列何者事項並未規定？

國歌 國民 疆域 國旗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不得連任？

考試委員 總統 監察委員 大法官

1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據政黨比例代表制所選出的當選名單，婦女名額不得低於1∕2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3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7日內追認之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74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1∕4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3∕4之出席，及出席委員3∕4

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1年內，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

人總額之半數，不得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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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關於此一規定之

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一規定為方針性條款 得做為國家立法對高汙染行為課以特別公課之依據

得做為憲法解釋之依據 得直接做為人民主張環境權之依據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思想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

思想自由得由國家機關發布緊急命令而予以必要之限制

思想自由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

思想自由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

14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有應邀赴立法院備詢之義務？

監察院院長 檢察官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參謀總長

15 下列何者並非地方立法機關之成員？

縣議員 市議員 鎮民代表會代表 原住民族部落會議代表

16 如法律規定欠繳路邊停車費之車主，其健保卡將被鎖卡，係違反那一行政法原則？

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17 巡邏員警乙見駕駛人甲行跡可疑，趨前臨檢並要求甲打開後車廂受檢。試問下列何者非員警行為所干預的

基本權利？

行動自由 隱私權 財產權 表意自由

18 下列何者不受行政程序法之規範？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行政機關締結行政契約

行政機關處理人民請願 行政機關處理人民陳情

19 民法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下列何者

不是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宣告其違憲之原因？

與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消除性別歧視之意旨有違

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之意旨有違

與憲法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

與憲法第22條維護人性尊嚴之意旨有違

20 依憲法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有關聲請憲法法庭裁判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採行強制代理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不徵收裁判費

聲請人於裁判宣示或公告前原則上得撤回其聲請 憲法法庭得合併審理分別提起的數件聲請案

21 關於法規的準用、擬制與推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某一事項規定準用其他法規者，該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準用其修正前之規定

推定屬於一種立法技術

準用係以事件性質具有類似性為前提

擬制於立法技術上，常使用「視為」之文字

22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有關法規之施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規可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規定施行區域，對該施行區域外則不生效力

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

法規如未規定施行日期，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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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布或發布之日發生效力

23 下列何者不是法律「施行日期」的規定方式？

法律自訂施行日期 法律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日期

法律授權主管機關首長決定施行日期 法律明定自公布日施行

24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所訂定的命令，稱為：

授權命令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職權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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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民法第6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第7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

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此二規定彼此間的關係為：

強行法與任意法 母法與子法 實體法與程序法 原則法與例外法

26 30歲甲在下班途中，因乙駕車不慎而被撞成重傷，致甲右腿粉碎性骨折成為殘廢，住院期間由甲之配偶丙

全責照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不得依侵權行為向乙主張給付復健費 甲得依侵權行為向乙主張給付住院治療而支出之膳食費

甲不得依侵權行為向乙主張給付看護費用 丙得依侵權行為向乙主張給付贍養費

27 行政機關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交由所屬下級機關行使，稱為：

委任 委託 委辦 委託行使公權力

28 下列關於法人之侵權行為能力敘述，何者正確？

法人有侵權行為能力，並由法人單獨負責

法人無侵權行為能力，因法人無識別能力

法人有侵權行為能力，由法人與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連帶負責

法人有限制的侵權行為能力，由法人之董事決定是否負責

29 甲以自己之名義，將其向丙所借之 C 數位單眼相機，以新臺幣5萬元出售予丁，當場銀貨兩訖。經查丁為

善意並無重大過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買賣契約經丙之承認始生效力 丁基於與甲的買賣契約而取得 C 相機之所有權

丁取得 C 相機之所有權 甲讓與 C 相機給丁，為無權代理

30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6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訂之」，係屬何種法律原則？

法明確性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31 Researchers discover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sodium that people are store-bought food.

consume depart inhabit originate

32 He felt quite under the weather and left his dinner .

untreated untapped untouched untested

33 Creatures, such as ants, mice, or cockroaches, are common .

pets pests baits bets

34 Before a broken machine, make sure to disconnect it from the electricity supply.

melting messing mending mugging

35 The size of the shopping mall is more than huge.

gracious gigantic glorious gorgeous

36 The pollutant has been found to be to human health.

honorable humorous hazardous hospitable

37 Many convenience stores are equipped with an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ATM), which enables us to money

anytime, anywhere.

establish earn contribute withdraw

38 Jane her curly hair from her mother, but her dark skin came from her father’s side.

altered inherited prevailed resided

39 The young activist for female education noted in her speech that under no should human rights be violated

or sacrificed.

replacements substitutions circumstances acknowledgements

40 The protester claimed that he was of his basic human rights because his request to see his lawyer had been

denied.

assigned comprised simulated depr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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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41題至第45題：
ASMR stands for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 It 41 reactions you have to soft voices or soothing

sounds such as whispering, tapping, scratching etc. 42 , if a person starts feeling relaxed at the sound of pages in a
book turning, they are experiencing ASMR. The feeling starts in the back of your head, and travels down through your
spine into your limbs.

43 there isn’t any relevant scientific data about ASMR to support medical claims, it is currently being used by many
people to battle anxiety and sleeping disorders.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listening to ASMR videos has a positive 44 on
studying. More relaxed and focused, listeners are able to perform much better in various creative tasks.

ASMR experience is 45 to each person. Different people may prefer different sounds to trigger the feeling
and relax. From the sound of tapping to the sound of cutting hair, there are thousands of possible triggers to choose from.
41 turns down looks after takes over refers to
42 For example In addition As a result On the other hand
43 Unless While If Because
44 legend attitude version impact
45 steady unique mental abstract

請依下文回答第46題至第50題：
Even if you have not been diagnosed with a mental illness, day-to-day stresses can easily drain your life of

fulfillment and contentment. Fortunately, the scientific field of so-called “positive psychology” has provided countless
techniques to boost your mood.

But how do we find the time to apply them to our daily lives? Sandi Mann, a clinical psych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offers one solution. As she outlines in her book, Ten Minutes to Happiness, her program takes the
form of a daily journal, to be completed in five parts: what experiences, however mundane, gave you pleasure, what
praise and feedback did you receive, what were your achievements, what made you feel grateful, and how did you express
kindness.

The program builds on a vast amou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howing that taking a little time to reappraise your day
in these ways can slowly shift your mindset so that you eventually find more happiness in your life. When we feel low,
it can be easy to overlook the things that are going right, and keeping this journal brings them to the forefront of your
attention.

Mann stresses that the benefits do not just come from the immediate lift as you write the entries; re-reading your
previous entries can help you cope with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the future too. Due to our “associative” memory, a dark
mood – caused by one bad event – may lead you to remember other sources of stress and unhappiness. Whenever that
happens, leafing through the pages of your journal may help you to break out of that ruminative spiral.

The last point builds on recent research into the power of kindness. Var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elfless acts not
only increase the well-being of those around you, they consistently boost your own mood too. Spending a bit of money
to help a stranger, for instance, makes you far happier than using the same cash to treat yourself.

A 10-minute review of your day can’t work miracles, of course, and Mann stresses that anyone who suspects they
may suffer from depression should still see doctors for professional medical care. But for those who generally feel low
and stressed, without severe clinical symptoms, this might just help put you back on the right path.
46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Depression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A daily routine can boost your happiness.
Your inner voice leads you to a bright future. No one is perfect and we all make mistakes.

47 According to Man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one of the things people should review?
Their friends ’ achievements. Their kindness to friends.

The praise they received. The source of their pleasure.
48 What does the word “ruminative” in the fourth paragraph mean?

Working hard. Passing quickly. Changing constantly. Thinking deeply.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When we feel low, we tend to forget things.
The effects of a kind act have been confirmed.
Mann’s program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her experiences.
The more money you save, the more achievements you have.

50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last paragraph?
The author of the passage suffers from depression.

Mann’s suggestion may not solve all the emotional problems.
Too many people who feel stressed rely on medical care.
Some doctors questio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n’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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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統計、資訊處理
科 目：資料處理概要
考試時間： 1小時30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數理公式或電腦程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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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1－1

一、給定一個有權重的圖形 G=(V, W)，V 為頂點集合，W 為邊以及該邊上權

重的集合。

假設 V={A,B,C,D,E,F}，

W={{A,B,2},{A,C,6},{B,D,7},{C,D,4},{C,E,5},{D,F,10},{E,F,9}}，

請找出 G 的最小生成樹（Minimum Spanning Tree），並詳細說明執行的

步驟。（25分）

二、假設關聯式資料庫資料表命名為“員工”，內容記錄以下欄位：編號、姓

名、性別、薪資、部門別，若欲查詢各部門的員工平均薪資，應該下達

之 SQL 指令為何？又欲查詢各部門的男性員工人數，應該下達之 SQL

指令為何？（25分）

三、假設關聯式資料庫中有員工資料表，其綱要（Schema）定義如下：

員工（員工編號、姓名、性別、薪資、專長）

專案（專案編號、起始日期、專案金額、專案類別）

專案管理（專案編號、員工編號、工作角色）

若欲查詢參與專案類別為‘大數據分析’的專案編號、員工編號、姓名、專

長及擔任該專案裏的工作角色，應該下達之 SQL 指令為何？（25分）

四、給定某二元樹 T=(V, X)，V 為頂點的集合，且 V={A,B,C,D,E,F,G,H,I}，X

為邊的集合，且 X={{A,B},{A,C},{B,D},{B,E},{E,F},{E,G},{G,H},{G,I}}，

請以節點 A 為樹根，並以中序（In-order）拜訪法依序列出拜訪的節點。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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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資訊處理
科 目：資訊管理概要
考試時間： 1小時30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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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先說明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的意義，然後詳細說明專案管

理有那些組成以及專案管理的利害關係人員（stakeholders）包括那些

人？（25分）

二、隨著人們日益依賴網路服務，開發大型網站時，效能（Performance）需

求也更加受到重視。請先詳細說明網站效能指標，然後說明至少三種

（含）在網站前端提升網站效能的方法。（25分）

三、何謂弱點檢測（Vulnerability testing）？網站安全弱點檢測已列為行政

院頒布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中 A、B 級公務機關每年應辦理的

重要工作，請申論其理由。（15分）

弱點檢測可分為侵入式（Invasive）及非侵入式（non-Invasive）兩種，

請詳細說明其各自的意義並比較其優缺點。（10分）

四、在軟體專案管理中，決定可衡量的組織價值（Measurable Organizational

Value, MOV）是很重要的一個工作，請問何謂 MOV？一個好的 MOV 應

該符合那些原則以及該如何決定這些 MOV？請詳細說明之。（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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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資訊處理

科 目：程式設計概要

考試時間：1小時30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數理公式或程式碼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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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列 C 程式的執行結果為何？（15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X 3
#define Y 4
void funA(int *, int, int), funB(int *, int, int);
int main(void){

int arr[X][Y] = {{1,2,3,4},{5,6,7,8},{9,10,11,12}};
printf("輸出1：\n");
funA(*arr,X,Y);
funB(*arr,X,Y);
printf("輸出2：\n");
funA(*arr,X,Y);
system("pause");
return 0;

}

void funA(int *ptr,int x,int y){
int i,j;
for (i=0;i<x;i++){

for(j=0;j<y;j++)
printf("%3d ", *(ptr+i*y+j));

printf("\n");
}

}

void funB(int *ptr,int x, int y){
int i,j;
int arr[x][y];
for (i=0;i<x;i++)

for(j=0;j<y;j++)
arr[x-i-1][y-j-1] = *(ptr+i*y+j);

for (i=0;i<x;i++)
for(j=0;j<y;j++)

*(ptr+i*y+j) = arr[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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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依行號解說下列 Python 程式碼與說明此程式的功能為何？（15分）

01 while(True):

02 number=input("請輸入至少三位數的整數值或輸入'q'或'Q'結束程式:")

03 if(number.upper()!='Q'):

04 while(len(number)<3):

05 number=input("輸入值至少須為三位數，請重新輸入：")

06 listA = []

07 for x in number:

08 listA.append(int(x))

09

10 var=0

11 for y in listA[0:len(listA)-1]:

12 var+=y

13 if (var%10==listA[-1]):

14 print(var%10, listA[-1], number, ”is acceptable”)

15 else:

16 print(var%10, listA[-1], number, ”is unacceptable”)

17 else:

18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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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使用 C 程式語言撰寫一猜數字遊戲程式，此程式必須滿足下列規

定：（25分）

 撰寫一函式 int Randomize(int n)，可回傳一個隨機產生

介於 1 到 n 間（包含 1 與 n）的正整數，此正整數即為此遊戲

的答案。

 利用上述函式實作一猜數字遊戲，此遊戲開始時先讓使用者輸

入此猜數字遊戲的最大值，程式須確認使用者所輸入的數值必

須大於 20。

 使用者每次猜答時，程式必須顯示出是第幾次的猜答。

 使用者每次輸入後，程式必須顯示結果，如果猜錯時，程式必須

依使用者的輸入值縮小範圍；當猜對時，就顯示『恭喜你猜對

了!』。

 當使用者猜答次數超過 10次仍未猜中答案時，程式就必須結束

使用者的猜答，並顯示出正確答案。

程式執行範例如下：

請輸入答案的可能最大值(至少必須大於20)：15

輸入錯誤！15沒有大於20，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答案的可能最大值(至少必須大於20)：30

第1次猜答：15

結果為：猜錯了，答案介於 15 與 30 之間！

第2次猜答：23

結果為：猜錯了，答案介於 15 與 23 之間！

第3次猜答：19

結果為：猜錯了，答案介於 15 與 19 之間！

第4次猜答：17

結果為：猜錯了，答案介於 17 與 19 之間！

第5次猜答：18

結果為：恭喜你猜對了!

請按任意鍵繼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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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列 C 程式的執行結果為何？（20分）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funA(int x), funB(int y);

int main(void){

printf("funA(5)=%d, funB(5)=%d\n", funA(5), funB(5));

return 0;

}

int funA(int x){

int i, answer=1;

if(x<1)

return -1;

for(i=1;i<=x;i++)

answer*=(i*2);

return answer;

}

int funB(int y){

if(y<1)

return -1;

else if(y==1)

return 3;

else

return 3*y + funB(y-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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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使用 C++,Java 或 Python 程式語言為三角形面積計算公式設計一個

名為 HeronFormula 類別，並撰寫一測試程式驗證此類別程式碼的正

確性。此類別須包含：（25分）

 三邊長的私有資料 a,b,c。

 三邊長 a,b,c的初始化設定或建構元方法。

 inputSide( )公有方法：讓使用者輸入三邊長 a,b,c。此方

法須能確認使用者所輸入的三邊長皆須大於 0，另此方法不須回

傳值。

 getAssessResult( )公有方法：判斷三邊長 a,b,c是否可

以 構 成 三 角 形 。 如 果 可 以 的 話 則 回 傳 布 林 型 別

(Boolean)“真”，如果不可以的話則回傳“假”。

 getPerimeter( )公有方法：回傳三角形的周長。此方法須呼

叫 getAssessResult( )方法，如果回傳值為“真”則回傳三

角形的周長，如果回傳值為“假”則回傳-1。

 getArea( )公有方法：回傳三角形的面積。此方法須呼叫

getAssessResult( )方法，如果回傳值為“真”則回傳三角

形的面積，如果回傳值為“假”則回傳-1。三角形面積的 Heron

計算公式為：

s(s a)(s b)(s c)   ，其中s (a b c) / 2   。

程式執行範例如下：

請輸入大於0的三邊長：-3,6,9

輸入錯誤，請重新輸入大於0的三邊長：3,6,9

所輸入的三個整數無法構成三角形

繼續玩嗎？若想繼續玩，請按'y'或'Y'：y

請輸入大於0的三邊長：3,4,5

周長等於：12

面積等於：6.0

繼續玩嗎？若想繼續玩，請按'y'或'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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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指令集架構（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ISA）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指令集架構為硬體與低階軟體（系統軟體）之間的抽象介面

不同類型或廠牌的處理器，如：Intel 與 ARM 處理器，皆使用相同的指令集架構

指令集架構的內容包括：指令格式、暫存器、記憶體存取、輸出與輸入等

應用二進制介面（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ABI）定義不同電腦間二進制可攜性的標準

2 有關處理器虛擬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處理器虛擬化所造成的額外負擔（overhead）與工作負載所執行的指令類型無關，無論是以運算為主或

是 I/O 密集都相同

當作業系統呼叫（system call）使用的頻率較少時，處理器虛擬化所造成的額外負擔一般也較少

具頻繁輸入輸出的工作，因為需要等待裝置處理資料，其處理器虛擬化的額外負擔非常高

以運算為主（processor-bound）的程式執行時，處理器虛擬化的額外負擔非常高

3 程式設計師編寫的高階語言程式，通常需要先經過特定工具的處理：①組譯器 ②編譯器 ③聯結器，將

高階程式語言轉成計算機可執行的形式，才能在計算機上執行。上述工具的處理順序為何，才能將由多個

檔案組成的高階語言程式轉換成機器執行的二進制形式？

①②③ ③①② ②①③ ③②①

4 提升計算機效率的方法中，有一種叫做管道化處理（pipelining），可以用來改善中央處理單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的效率，其改善效率的方式為何？

增加單位時間的指令完成個數 增加中央處理單元中每個元件的運作速度

減少每一個指令執行所需時間 減少危障（Hazard）的產生

5 關於一個有 n 個節點的紅黑樹（red-black tree），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根節點（root）是黑色

如果一個節點是黑色，它的兩個子節點都會是紅色

葉節點（leaf）是黑色

從根節點到葉節點的每個路徑中，黑色節點的數量必須一樣

6 下列何者是傳統硬碟機（hard disk drive）資料存取的最小單位？

磁盤（platter） 磁柱（cylinder） 磁軌（track） 磁區（sector）

7 冗餘廉價磁碟陣列（redundant arrays of inexpensive disks, RAID）技術可用於提升多項儲存裝置的相關能

力，有關 RAID 1的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RAID 1將資料做條帶化（striping）來提升存取時的平行度，以達到較好的效能

 RAID 1將資料做鏡像（mirroring），以達到較高的可靠度

 RAID 1將資料做日誌登載（journaling）來記錄資料修改的次序，使資料可以恢復到正確的版本

 RAID 1將資料做壓縮（compression），讓相同空間可以存放更多資料

8 有關直接對映（direct mapped）快取記憶體（cache memory）的定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每一個主記憶體（main memory）位址只對映到快取記憶體中的一個位址

存取時只能直接使用實體位址（physical address）

快取記憶體中的一個位址僅可存放一個主記憶體位址中的資料

存取時只能直接使用虛擬位址（virtual address）

9 有關虛擬記憶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使處理大量資料的程式編寫變得更容易 確保運算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

使實體記憶體的使用更有彈性 使程式認為它擁有足夠大且連續可用的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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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相較於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DRAM），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 SRAM）的優點為何？

單位資料的存取速度較快

單位面積所能儲存資料量較小

需要週期性重新恢復（refresh）資料才能確保資料的正確

每單位資料的儲存成本較低

11 根據范紐曼模型（von Neumann Model），計算機包含五大標準要件，包括①輸入（Input） ②輸出（Output）

③控制（Control） ④算術邏輯單元（ALU），亦稱為數據通道（Datapath） ⑤記憶體（Memory）。中央

處理單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是由那些要件組成？

①② ③④ ①③ ④⑤

12 半加器在使用最少個數基本邏輯閘（如 AND、OR、XOR、XNOR、NAND、NOR、Inverter）的前提下，

所使用到的邏輯閘種類包括：

 XNOR  XOR、AND

 Inverter、OR、AND  NAND、XOR、NOR

13 在下列二進制運算中，若採用2的補數（2’s complement）表示法來表示數字，並以一個八位元的暫存器來

儲存運算結果，則下列何者會產生滿溢（overflow）？

00110010+01010000 00100100+00110010 00110010+10110000 11111101+11111000

14 將二進位實數 -0.0010011轉換成正規化（normalized）的科學表示法（scientific notation）後，尾數（mantissa）

部分為何（不含小數點）？

11 0011 10011 0010011

15 將16進制數 1AC.516轉換成8進制數，結果是：

323.248 654.248 323.218 654.218

16 負向邊緣觸發的正反器（negative-edge-triggered Flip-flop）在下列何種情況可觸發輸出狀態改變？

 CLOCK=0的期間  CLOCK 由0→1的瞬間

 CLOCK=1的期間  CLOCK 由1→0的瞬間

17 下列布林函數之運算式中，何者正確？

 A AB B   AB AB A   ( )( )A B A B B    A B AB B  

18 布林函數 F=x+yz'的真值表中，共有幾種輸入組合可以使得 F=1？

3 4 5 6

19 使用4對1多工器（multiplexer）來實現布林函數 A B C A BC ABC ABC   時，則下列何者是正確的電路？

 

 

20 若全加法器（Full Adder）的三個輸入為 X、Y、Z，下列何者為其相加後的和（Sum）？

 X+Y+Z  XYZ  XY+YZ+XZ  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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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列 C 程式執行後的輸出為何？
#include <stdio.h>
int a=3, b=4;
void fun(int a, int c)
{

a++;
b+=c;

}
int main(void)
{

int a;
a = 1;
b = 2;
fun(a, b);
printf("%d, %d", a, b);
return 0;

}
1, 2 1, 4 2, 6 4, 4

22 在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中，下列何者適用於描述「一個方法（Method）將依照呼叫物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
操作」？
抽象（Abstraction） 封裝（Encapsulation）
繼承（Inheritance） 多型（Polymorphism）

23 執行下列 Python 程式，螢幕上輸出的數字依序為何？
list = [0, 1, 2]
result, num = 0, 8
for item in list:

try:
result = num/item
print(result)

except:
print(0)

else:
print(result)

0，0，8.0，4.0 0，0，8.0，8.0，4.0，4.0
0，8.0，4.0 0，8.0，8.0，4.0，4.0

24 最小堆積樹（Min Heap）如圖所示，執行節點刪除後，此最小堆積樹前序走訪（Preorder Traversal）的結果
為何？

6 13 16 18 9 6 13 18 16 9 9 6 13 16 18 18 6 13 16 9
25 一個具有十個空間（Entries）的雜湊表（Hash Table），已知資料的鍵值（Keys）為24、37、54、66、97、

124、224，透過「除以10取餘數」的方法作為雜湊函數，且以分別鏈結法（Separate Chaining）處理碰撞
（Collision），此雜湊表進行上述資料的存放時，將發生幾次碰撞？
3 4 5 6

26 下列排序方法中，何者採用分治法（Divide and Conquer）的概念？
氣泡排序法（Bubble Sort） 插入排序法（Insertion Sort）
快速排序法（Quick Sort） 選擇排序法（Selection Sort）

27 在分時多工（time-sharing multitasking）作業系統核心中，下列何者不是因為時間片段（time slice）用盡時
導致上下文交換（context switch）必定要執行的動作？
儲存目前執行中程序的狀態（process state）
中斷處理
 CPU 暫存器的設定
把目前執行中的程序所修改過的虛擬記憶體分頁（pages）回存到硬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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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計算機記憶體系統之定址空間（Address Space）越來越大，以致於分頁表（Page Table）也越來越大，下列
何者不是解決分頁表太大的適當方法？
反向分頁表（Inverted Page Table） 壓縮分頁表（Compressed Page Table）
雜湊分頁表（Hashed Page Table） 階層式分頁（Hierarchical Page Table）

29 某一個程式在正常運作下並沒有安全漏洞（Security Hole），但是當某些預設參數條件一旦符合，即發生安
全的漏洞。這樣的程式威脅（Program Threat）稱之為：
邏輯炸彈（Logic Bomb） 陷阱門（Trap Door）
木馬（Trojan Horse） 間諜軟體（Spyware）

30 在 UNIX 系統中，檔案系統配置（Layout）不包含下列那一種區塊？
 i-node block  cache block  super block  swap area

31 人工智慧類神經網路是由許多的人工神經元（artificial neurons）所組成的計算模型，每一個神經元會有許
多的輸入連結，連到其它神經元的輸出。每個神經元會先統合所有輸入連結的強度，計算出一個有效輸入

（effective input）值，再經由一個啟動函數（activation function）計算出一個輸出值。人工神經元在統合所
有輸入連結的強度進行有效輸入值的計算時，最常採用那一種數學計算？
三角函數計算 內積計算 指數函數計算 外積計算

32 假設有兩個輸出輸入為主（I/O-bound）的非即時性工作，只會從硬碟讀取資料進行計算，算出結果後再寫
回硬碟。如果在一部單處理器計算機上執行這兩項工作，可以選擇讓計算機使用不同的作業系統排程方式。
下列那一個排程演算法通常會最慢完成這兩件工作？
排程器一旦選定一個工作，就會一直執行直到該工作等待 I/O 時，立即切換到另一個可以執行的工作
排程器把 CPU 的使用權按時間切分成許多固定時間的小等分，每個工作輪流分享 CPU 直到它所屬的時

間等分用完為止
同選項，但是如果一個工作的時間等分還沒用完就進入 I/O 等待，那麼 CPU 就會執行下一個工作
排程器會把一個工作從頭到尾執行完畢，再切換到下一個工作

33 假設一台單 CPU 的電腦採用循環（round-robin）分時多工作業系統，而且每次進行上下文交換（context
switch）所花的時間是500微秒（microseconds）。假設現在所有的工作都是純粹的計算行為，I/O 部分的量
小到可以忽略，而且所有工作的優先權一樣高。如果要讓上下文交換的執行時間占 CPU 總時間的比例不
大於5%，那麼系統的時間片斷（time slice）至少要定為多少毫秒（milliseconds）？
10 9.5 9 8.5

34 電腦開機後，下列何者是負責載入作業系統的程式？
 Assembler  Bootstrap loader  Compiler  Linker

35 若光的三原色 RGB 分別表示為 R＝(255, 0, 0)，G＝(0, 255, 0)，B＝(0, 0, 255)，下列何者正確？
①(255, 255, 0) = 黃色
②(0, 0, 0) = 白色
③(128, 128, 128) = 灰色
④(255, 255, 255) = 黑色
僅①③ 僅②④ ①②③ ②③④

36 有關聲音取樣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取樣頻率為每秒鐘聲音取樣的次數，單位為赫茲（Hz）
取樣的頻率越低，聲音的品質越好
取樣解析度為每個樣本所需要的位元數
取樣樣本的位元數越高，聲音的品質越好

37 二維座標上的2點 P1(1, 3)與 P2(5, 6)，其歐幾里得距離（Euclidean distance）為何？
4 5 6 7

38 有關主開機記錄（master boot record, MBR）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MBR 必須存放於每一個硬碟分割（partition）的第一個磁區（sector）
MBR 中有一個表格記錄著硬碟中每一個分割所在的位置以及這些分割是否可以用於開機
MBR 必須存放於唯讀記憶體（read only memory, ROM）中，以確保不會遭到篡改
MBR 的大小介於512 KB 至4 MB 之間

39 假設我們用霍夫曼編碼法（Huffman Coding）壓縮一個只包含四個符號的序列，下列何種符號分布（每個
符號占的比例）之壓縮比最差？
0.1, 0.2, 0.3, 0.4 0.1, 0.25, 0.25, 0.4
0.001, 0.001, 0.001, 0.997 0.25, 0.25, 0.25, 0.25

40 下列何者係以物件為基礎之編碼方式？
MPEG-1 MPEG-2 MPEG-4  HE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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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C A D A D C D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類科名稱：

109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試題代號：2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衛生技術、動物技術、社會行政、林業技術、環保技術、一般行政、衛生行政、環境工程、測量製圖、交通行政、商業行政、經建行政、電力工程、環保
行政、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技術、機械工程、人事行政、戶政、財稅行政、水利工程、教育行政、一般民政、社會工作、漁業技術、農業技術、法律廉政
、電子工程、新聞(選試英文)、景觀、統計、會計、職業安全衛生、水土保持工程、地政、交通技術、土木工程、文化行政、資訊處理、新聞(選試日文
)、圖書資訊管理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A D D A A B B A D

D B D D D D C A A

A D C B D B A C C B

A C C B C D B C D

D A B D B B A D B B

D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類科名稱：

109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計算機概要（試題代號：5439)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資訊處理

單選題數：40題 單選每題配分：2.5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B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C A B D B A B A

B A B B D D C D D

B D D B B C D B A B

B D B A B B B D C

B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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