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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1 題至第 5 題：

English is the most popular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t originated in England, but soon spread to other countries.

Today, the countries in which English is spoken can be 1 into three groups. The first group is 2 those

countries where English is the primary language. These are countries like England,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Ireland,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re are more than 380 million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in these countries 3 .

There is a second group of countries that have their own 4 of English. Ind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Kenya are examples of this group. Countries in the third group are China, Russia, Japan, Korea, Brazil, Indonesia, and

many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Some people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speakers in this group to be 5 one

billion, and the number is growing everyday.

1  counted  circulated  divided  merged

2  made of  contained by  set up  involved in

3  as well  all  average  alone

4  applications  varieties  evaluations  predictions

5  as many as  as much as  as soon as  as fast as

6 The squirrel is by nature a very creature, springing about from tree to tree and playing among the leafy

branches almost incessantly.

 agile  crisp  slack  weary

7 Scholars from more than twenty countries will attend an international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to discuss

new clean energy projects.

 conference  emergency  objective  restriction

8 Guided relaxation helps to deeply calm the mind and body, and it directly prevents reactions that increase

distress, and pain.

 delight  leisure  relief  tension

9 All users of the facility are required to all their garbage before leaving.

 insist on  compose  impose  dispose of

10 More than half of diarrhea death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esult from unsafe drinking water, poor of the

environment, and unhygienic practices.

 emergency  ornament  terminal  sanitation

11 I have been trying hard to other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what I really want to achieve in my life.

 compress  defend  sustain  impress

12 It is a pity the T-shirt of my size is out of now.

 stork  stick  stock  strike

13 The coffee stain will on your clothes if you don’t remove it immediately.

 insist  persist  resist  assist

14 The broke into the house, shone his flashlight around, and opened the safe, only to find there was nothing

valuable to steal.

 calendar  magnifier  burglar  skyscr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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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 lasting relationship is built on respect and trust.

 neutral  natural  annual  mutual

16 People need to have to enter that area for it is a private property.

 permission  treatment  infection  enlargement

17 At Christmas, many houses and gardens are glowing and twinkling in seasonal that is made by hand.

 declaration  decoration  definition  destination

18 Encircled by native bush and lake scenes, building materials of the retreat have been carefully chosen to with

nature.

 blend  expand  prompt  split

19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 the park is always beautifully by lights of various colors.

 illustrated  illuminated  contaminated  terminated

20 If you had me about the problem, I you.

 would have helped  would help  might be able to help  could possibly help

請依下文回答第 21 題至第 25 題：

In a remarkable—if likely controversial—feat, scientists announced today that they have created the first

successful human-animal hybrids. The project proves that human cells can be 21 into a non-human organism,

survive, and even grow inside a host animal, in this case, pigs. This biomedical advance has long been a dream for

scientists hoping to address a critical 22 of donor organs.

Every ten minutes, a person is 23 the national waiting list for organ transplants. And every day, 22 people

on that list die without the organ they need. What if, 24 relying on a generous donor, you could grow a custom

organ inside an animal instead?

That’s now one step 25 reality,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researchers led by the Salk Institute reports in the

journal Cell. The team created what’s known scientifically as a chimera: an organism that contains cells from two

different species.

21  plugged  introduced  poured  transformed

22  moment  statement  shortage  engagement

23  addicted to  prevented from  taken from  added to

24  rather than  not only  on account of  in addition to

25  apart from  other than  closer to  further against

請依下文回答第 26 題至第 30 題：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musical training can enhance language skills. However, it was unknown whether

music lessons improve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leading to better language proficiency, or if the effect of music is more

specific to language processing. A new study has found that piano lessons have a very specific effect on kindergartners’

ability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pitches, which translates into an improvement in discriminating between spoken words.

However, the piano lessons did not appear to confer any benefit for overall cognitive ability, as measured by IQ, attention

span, and working memory.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n average, musicians perform better than nonmusicians on tasks such as reading

comprehension, distinguishing speech from background noise, and rapid auditory processing. However, most of these

studies have been done by asking people about their past musical training. The MIT researchers wanted to perform a

more controlled study in which they could randomly assign children to receive music lessons or not, and then measure

the effects. After six months, the researchers tested the children on their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word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vowels, consonants, or tone (many Mandarin words differ only in tone). Better word discrimination usually

corresponds with better phonological awareness — the awareness of the sound structure of words, which is a key

component of learning to read. Children who had piano lessons showed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ver children in the extra

reading group in discriminating between words that differ by one consonant. Children in both the piano group and extra

reading group performed better than children who received neither intervention when it came to discriminating words

based on vowe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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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o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ests were musicians found to perform better?

 IQ tests. Working memory tes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Word discrimination tests.

27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confer"?

 Award.  Enhance.  Decrease.  Refuse.

28 What is the tone of the author?

 Ironic.  Objective.  Emotional.  Pessimistic.

29 Where is this passage most likely to appear?

 A fashion magazine.  A research paper.  A health report.  A speech manual.

3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of this passage?

Music and Cognitive Ability.  Piano Lessons and Language Classes.

 Child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Learning. Music and Language Learning.

31 Many fraternities have impossible initiation traditions, such as drinking amount of alcohol in ten minutes.

 enormous  mischievous  humorous  ambiguous

32 John is doing sit-ups to strengthen the six-pack muscles in his .

 abdomen  arms  chest  legs

33 Jenny accidentally her Barbie’s hair into white while trying to remove the stain from its black hair.

 bleached  fractured  kindled  scrambled

34 Great minds set up 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o follow.

 fraud  fragment  patent  paradigm

35 Mr. Morgan strongly of his daughter’s marriage to a divorced man and refused to attend their wedding.

 conceived  disapproved  bewared  consisted

36 Taipei 101 has become a well-known of Taipei, and possibly of the entire Taiwan.

 catastrophe  milestone  phenomenon  landmark

37 If one day there were no oil or electricity anymore, what would human beings?

 stem from  attend to  originate from  become of

38 Nowadays both husband and wife have to share chores, such as cooking and cleaning.

 democratic  automatic  domestic  dynamic

39 The college graduate against his parents and refuses to do the job as they wish.

 retreats  rebels  survives  reduces

40 Mother pinched her nose in when she smelled the rotten fish.

 disaster  disguise  disgust  discovery

41 The projector i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it can be used in different rooms.

 passive  prompt  partial  portabl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2 題至第 46 題：

Because we are living longer than ever, more psychologists and social workers have begun to study ways of

caregiving to improve care of the elderly. They have found that all caregivers share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they all feel

that they can do the job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Social workers interviewed caregivers to find out why they took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ing for an elderly, dependent relative. They discovered three basic reasons. Many caregivers believed

that they had an obligation to help their relatives. Some stated that helping others made them feel more useful. Others

hoped that by helping someone now, they would deserve care when they became old and dependent. When people care

for an elderly relative, they often do not use available community services, such as adult day-care centers. If the careg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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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dult childre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use such services,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often have jobs and other

responsibilities. In contrast, a spouse, usually the wife, is much less likely to use support services or to put the dependent

person in a nursing home. Social workers discovered that the wife normally tries to take care of her husband herself as

long as she can in order not to use up their life saving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caring for the elderly can be a very

positive experience. However, even when caregiving is satisfying, it is hard work. One consideration is to ask parents

what they want before they become sick or dependent. Perhaps they prefer going into a nursing home, so they can select

one in adv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ay want to live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Caregivers must also learn to be

assertive and ask for help from others, especially siblings.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often willing to help, but they may not

know what to do. We can expect to live longer lives than ever before.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being taken care of can

be a mutually satisfying experience for everyone involved.

4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shared feature of all caregivers?

 They feel they have no way but to accept the job.

 They think the elderly will appreciate what they do.

 They feel they can do the job without any difficulty.

 They believe they can do the job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43 Which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caregivers took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ing for an elderly?

 Helping others made them feel more needy and dependent.

 They had been encouraged by social workers to help an elderly.

 They had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when helping their relative.

 By helping someone now, they would deserve care when they became old.

44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are adult children more likely to use services from adult day-care centers?

 Because they often have jobs.  Because they are irresponsible.

 Because they want to save money.  Because community services are better.

45 What does the word siblings refer to in “Caregivers must also learn to be assertive and ask for help from others,

especially siblings?”

 Husband and wife.  Brothers and sisters.

 Spouse and relatives.  Friends and neighbors.

46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Care of the Elderly.  Satisfied Caregivers.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Findings by Psychologists.

47 The painkiller gives you only relief of your toothache; you should go to a dentist for proper treatment.

 persistent  temporary  hospitable  conventional

48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speaking about death on the New Year Day is , because people believe it may

bring bad luck for the entire year.

 concealed  prohibited  rejected  suspended

49 Since job interviews are formal occasion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dress ; for men, for example, suit and tie

is a must.

 accordingly  functionally  eventually  thoroughly

50 After receiving a bomb warning, the security guards checked every corner of the football stadium but did not

find devices.

 dynamic  admirable  permanent  explo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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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下列何者兼籌並顧？
資源與環境保護 教育與文化維護 人文與文化促進 環境及生態保護

2 憲法基本國策之法律性質，需視其規定內容而定。下列何者錯誤？
有些屬於方針條款 得為解釋適用憲法之依據
得為立法裁量之界線 均不具有強制拘束力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有關主管機關得於必要時，對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採行必
要處置之規定，與下列何者無涉？
人身自由 健康權 居住遷徙自由 表意自由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學術自由，下列何者正確？
學術自由之權利主體限於在我國從事相關學術工作之自然人，不包括學術研究機構
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其決定應基於客觀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予以考量，此亦屬學術自由之保障
有關向政府申請研究計畫之補助、研究人員之組成、預算之籌措分配、研究成果之發表等，非屬學術自

由之保障範圍
針對學生選擇科系與課程之自由，以及學生自治等事項，不受學術自由之保障

5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之意旨，關於秘密通訊自由，下列何者錯誤？
秘密通訊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

擾之權利
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受憲法第 12 條之保障
通訊監察書應由客觀、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核發，方符合憲法所要求之合理、正當程序
通訊監察之採行，應嚴格限縮限於通訊監察書上所載受監察人，若同時涉及侵害無辜第三人之秘密通訊

自由，即屬違憲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集會遊行自由，下列何者錯誤？
室外集會、遊行對於他人之生活安寧與安全、交通秩序、居家品質或環境衛生難免有不良影響，故應受

較多限制
集會遊行自由係以集體方式表達意見，國家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行之安全，使其得以

順利進行
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不適用申請許可之規定
法律規定主管機關如認集會、遊行在將來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即得否准，

並不違憲
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憲法所禁止之恣意差別待遇，下列何者錯誤？
監督寺廟條例之規範對象僅限於部分宗教，係考量不同宗教教義與性質之差異，所為之合理差別待遇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採行之連署制度，係立法者為避免耗費社會資源，所為之合理差別待遇
對未成立法律上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侶所為之贈與，需課徵贈與稅之規定，係合理之差別待遇
榮民之女若已結婚，則不可繼承該榮民之農場耕地配耕權，屬恣意之差別待遇

8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違反平等原則之要求？
對科學、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依國民經濟之發展，提高其待遇
給予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相同之政治參與機會與資源
規定立法委員選舉中，政黨選舉票之當選名單，婦女當選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總統依據憲法第 52 條享有刑事豁免權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原稅捐稽徵法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稅捐處分，對公同共有人
之其中一人為送達者，即對全體公同共有人發生送達效力，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租稅法定主義 租稅平等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程序公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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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收養自由，下列何者正確？
法人得為收養自由之權利主體
收養自由係為保障被收養人而非收養人之人格自由發展
收養為我國家庭制度之一環
禁止已有子女或養子女者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規定一律違憲

11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已經承認之非明文憲法權利，不包括下列何者？
隱私權 環境權 名譽權 性行為自由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民法規定人民名譽受侵害時，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下列何者正確？
名譽權為民法上之權利，但並非憲法上之權利
國家為保障人民名譽權，得對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進行限制
法院令加害人負擔刊載被害人勝訴判決啟事之費用，侵害加害人之人性尊嚴，違憲
法院令加害人公開道歉，並不違憲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性行為自由之限制，下列何者錯誤？
性行為自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
國家得基於保護婚姻與家庭制度之目的，對人民之性行為自由加以限制
國家對於性行為自由之限制，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性交易行為係性行為自由之一種，國家對性交易行為加以處罰係違憲

14 下列何一官員之產生不適用「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程序？
行政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監察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15 立法院 106 年制定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於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已退休公務員甲於接獲新退休金
核定函後，逕向大法官聲請釋憲，案經大法官決議不受理。大法官不受理決議之最可能理由為何？
甲並無權利受不法侵害
甲為公務人員，並非適格之當事人
法規並未溯及既往
甲未窮盡審級救濟程序

1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行政院院長之任命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由總統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總統咨請立法院提出行政院院長人選後，由總統任命之
由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之任免命令，並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我國立法委員選舉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直轄市、縣市劃分選舉區，每一選舉區僅選出一名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政黨選票得票率決定各政黨在立法院之總席次比例

18 依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關於立法院職權之行使，下列何者錯誤？
每年有兩個會期，必要時得延長
除法律案、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決外，其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
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尚未議決之法律案，下屆繼續審議
為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黨團協商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 67 條第 2 項規定邀請到會備詢時，下列何者無應邀說
明之義務？
考試院院長 參謀總長 司法院秘書長 交通部參事

20 憲法第 23 條關於基本權利限制規定中的「法律」概念，經由大法官之歷次釋憲結果，概念內涵已逐漸擴
張，惟其仍不包含下列何者在內？
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法規命令
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條例 行政規則

21 依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於狹義司法權之範圍？
檢察官傳喚被告 法官命限制住居
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為減俸處分

22 下列涉及結社自由之行為，何者受到憲法保障之程度最低？
公務人員之成立協會 違憲政黨之組成
主張共產主義社團之成立 執業律師強制加入律師公會

2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司法院之規則制定權，下列何者錯誤？
本於司法自主性，最高司法機關得就審理程序有關技術性、細節性事項訂定規則
於司法行政監督之範圍內，最高司法機關得就司法行政事務發布命令
為維護審判獨立，最高司法機關所發布之命令不得涉及審判上之法律見解
司法行政機關得發布命令，就法官之辦案績效予以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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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大法官解釋對於原因案件之救濟效力，下列何者錯誤？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與憲法意旨不符者，聲請人得以該解釋為理由請求聲請案件再審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與憲法意旨不符，但定期失效者，於修法前，聲請人仍得以該解釋為理由請

求聲請案件再審
違憲法令定期失效的宣告，並不影響法令違憲的本質認定，故所有在系爭解釋作成時尚未逾越再審期間

的確定案件，皆得以該解釋為由提起再審
法規經大法官宣告違憲者，其他聲請主張同一法規違憲，經大法官決議受理但未被系爭解釋併案審理

者，該其他聲請人亦得提起再審
25 關於財產權保障之主體，下列何者錯誤？

保障財產權代表保障人格的自由發展，故自然人為財產權保障之主體
財團法人以一定財產為基礎而得獨立行為，故財團法人為財產權保障之主體
非法人團體不具有法人資格，無權利能力，故非法人團體並非財產權保障之主體
國家為行使公權力之主體，故國家非財產權保障之主體

26 下列有關著作權侵害之敘述，何者錯誤？
著作人死亡後，其著作人格權受侵害時，配偶得請求損害賠償
對於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著作人格權者，著作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被害人得主張以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為損害賠償額
於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酌定 1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之賠償額

27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失蹤滿 6 個月者，保險效力為何？
得繼續參加保險，但保險效力暫時停止
得繼續參加保險，但失蹤期間內之保險費不予計收
得繼續參加保險，但失蹤期間內之保險費應予計收
應予退保

28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4 條之規定，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得請生理假，下列何者正確？
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全年請假 12 日，併入病假計算
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全年請假數未逾 3 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得不給予薪資
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仍應發給全薪

29 A 女任職於員工 20 人之電腦公司已 2 年，近日因懷孕即將生產，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
屬於 A 女得向雇主請求之事項？
分娩前後給予產假 8 星期
於子女滿 3 歲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1 年
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1 小時
子女未滿 1 歲需親自哺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每日另給哺乳時間 2 次

30 關於公法與私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二者適用不同之損害賠償規定 二者適用不同之強制執行規定
二者之救濟管道原則上不同 二者對於自然人行為能力之規定不同

31 依民法第 1 條規定，法律、習慣及法理三者，其適用順序依序為下列何者？
法律、習慣、法理 法律、法理、習慣 習慣、法律、法理 法理、法律、習慣

32 命令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如何處理？
於期限屆滿前送法務部同意後發布之 於期限屆滿前送行政院同意後發布之
於期限屆滿 1 個月前送立法院審議 於期限屆滿 1 個月前由原發布機關發布之

33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下列何者為修憲提案者？
一定數量之人民 總統 立法院 行政院

34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地方自治規則之無效事由？
牴觸中央法律 牴觸中央行政規則
牴觸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 牴觸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

35 有關自治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錯誤？
地方行政機關就其自治事項，得訂定自治規則
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並應定名為規則
自治規則，除另有規定外，應於發布後函報備查，並函送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查照
自治規則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者，應有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自治條例之授權

36 有關法律之適用，下列何者正確？
憲法位階高於法律，因此應該優先適用
同一事項，普通法與特別法皆有規定時，應優先適用特別法
基於因地制宜之考量，地方自治法規與中央法規不一致時，應優先適用地方自治法規
為了解決法律漏洞的問題，只要附帶理由，法院即可透過類推適用之方法作成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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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何者並非法律漏洞之補充方法？
目的性擴張 類推適用 目的性限縮 反面解釋

38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為總統之職權？
任免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開會時列席陳述意見
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提出覆議 發布緊急命令

39 憲法第 172 條規定，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上述規定係符合下列何項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40 下列有關父母子女關係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為夫妻，乙與丙男生下一子Ｘ，丙不得提起婚生否認訴訟
生父若已死亡，非婚生子女不得提起認領子女之訴
子女成年後，若欲更改姓氏，須得父母雙方之同意
父母就未成年子女的打工收入，有使用收益與處分之權

41 A 向 B 購買違章建築，下列何者正確？
因 B 無法移轉違章建築所有權，屬於法律不能，所以買賣契約無效
因違章建築違反法令，所以 A 不可以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當建管單位拆除該違章建築，A 可向 B 主張權利瑕疵擔保
兩人所買賣者是事實上處分權，所以買賣契約有效

42 下列何種情形，甲原則上須就乙之行為連帶負責？
土地所有人甲委託營建商乙，在自己土地上蓋房屋，甲必須對乙施工所造成之傷害行為
當事人甲對律師乙的執行職務行為所引發的損害
公司甲對其職員乙所為非執行職務之侵害行為
車行甲必須對靠行司機乙所引發的傷害行為

43 關於留置權之敘述，下列何者與民法物權編規定不符合？
債權之發生與該留置物無需有牽連關係 屬於法定之擔保物權
不適用於不動產 不得與債權人債務人間之約定相牴觸

44 甲對乙表示：「現贈與你 A 車一部，做為你明年考上大學代步之用，如果明年你考不上大學，則應返還
A 車與我。」此一贈與契約，附有何種約款？
附停止條件之贈與 附解除條件之贈與 附始期之贈與 附終期之贈與

45 某甲在去年 7 月間，分別竊取了乙、丙、丁三人置放在機車座墊下的財物，經查獲後，檢察官就三案一併
起訴，法院就三個竊盜行為，分別宣告「5 個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竊盜罪之法定刑為「5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 500 元以下罰金」。關於本案，下列何者正確？
三罪屬於累犯
三罪屬於連續犯
法院仍得同時就本案宣告緩刑
如果法院定執行刑為 8 個月有期徒刑，則最終不得易科罰金

46 關於刑法適用領域之各項原則中，不論是外國人或中華民國人民，只要犯罪之行為或結果在中華民國領域
內即適用之，此原則為下列何種原則？
屬地原則 屬人原則 世界原則 保護原則

47 關於驅逐出境處分，下列何者錯誤？
性質上為保安處分
性質上為刑罰之從刑
對於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為之
驅逐出境之處分，於裁判時一併宣告之

48 消費者保護團體以自己名義提起團體訴訟，其標的價額超過多少金額時，超過部分得免繳裁判費？
 60 萬  50 萬  30 萬  20 萬

49 下列何者非屬公司監察人之職權？
列席董事會並表達意見
召集股東臨時會
得委任律師、會計師，調查公司各項財務業務文件
通知董事或董事會停止違反法令、章程之行為，倘董事或董事會不停止，即可將其解任

50 事業單位違反勞動基準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下列何者錯誤？
勞工依法僅得向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於接獲申訴後，應為必要之調查，並於 60 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勞工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應對申訴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不得洩漏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

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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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依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請說明為進行火災調查與鑑定，有關火災

調查鑑定人員之權限與職責。（25 分）

二、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理辦法規定，某一餐廳串接使用 50 公斤液化石油氣鋼瓶 10 支，請

詳述該場所應設置之安全設施及管理相關規定。（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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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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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災害防救組織，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主任委員為行政院院長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副召集人為政務委員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為行政院院長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執行長為行政院秘書長

2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輸入氯酸鉀之業者應運至合格儲存地點放置，並於入庫前多久時間通

知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清點數量後始得入庫？

 1 日  2 日  3 日  5 日

3 依消防法規定，現場各級搶救人員應於救災安全之前提下，衡酌搶救目的與救災風險後，採取適

當之搶救作為，如現場無下列何種危害之虞，得不執行危險性救災行動？

食物中毒 空氣污染 財產 人命

4 依消防法規定，工廠管理權人未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位置平面配置圖及搶救必要資訊，

或提供資訊內容虛偽不實者，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1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  3 萬元以上 60 萬元以下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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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及維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

消防機關得依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

不屬於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 119 火災通報裝置

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理

6 消防主管機關基於救災及緊急救護需要，得調度公、民營事業機構車輛、船舶、航空器及裝備，

受調度者得請求補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補償標準均以政府核定之交通運輸費率標準給付

於調度、運用期間遭受毀損，應予修復

無法修復時，應按時價並參酌已使用時間折舊後，給付毀損補償金

裝備耗損者，應按時價給付

7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那個選項不屬於甲類場所？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精神護理之家

醫院、療養院 啟明、啟智及啟聰等特殊學校

8 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規定，有關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斷其機能

之檢查，屬下列何種檢查方式？

外觀檢查 性能檢查 綜合檢查 機能檢查

9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規定，有關救護人車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每 1 救護隊至少應設置救護車 1 輛及救護人員 7 名

救護區人口在 20 萬人以上，每滿 5 萬人，救護隊得增加 1 名救護人力

救護人力每增加 7 人，得增加 1 輛救護車

山地、離島、人口密集、工廠密集或醫療資源缺乏區，得視實際需要增設救護隊

10 有關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執行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督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推動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11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來執行

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來執行

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來執行

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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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因災害失蹤之人，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死亡而未發現其屍體者，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失蹤人以法院裁定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法院得依檢察官之聲請，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時間

確定死亡與死亡時間之裁定，災害防救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宣告死亡事件之規定

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時間

13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散播不實災害訊息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足生損害於公眾者，處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於死者，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罰金

致人於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14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各級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鄉公所無法因應時，縣政府主動派員協助

國防部於發生重大災害時，應主動協助救災

直轄市政府無法因應時，得申請國軍支援

國防部未收到請求支援，不得應召後備軍人

15 依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有關徵調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協助救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供給膳宿 應供給交通工具 應供給無線電 可改發代金

16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規定，有關爆竹煙火之沒入及銷毀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沒入之專供製造爆竹煙火機具、施放器具、原料，得變賣、拍賣

沒入之爆竹煙火成品及半成品，均得變賣、拍賣

沒入之成品、半成品、原料，應先確認所有人後，始得予以沒入

銷毀時間應於上午 9 時後，下午 5 時前為之

17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原料倉庫與廠區外鄰近之集合住宅之安全距離，應在幾公尺以上？

 50 公尺  30 公尺  20 公尺  10 公尺

18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有關公共危

險物製造場所之構造，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僅處理高閃火點物品且其操作溫度未滿 100℃，得免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

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牆壁開口有延燒之虞者，應設置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設於室外之製造或處理液體之設備，應在周圍設置距地面高度在 15 公分以上之圍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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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消防栓設置、費用、保養及維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消防需要，應會同自來水事業機構選定適當地點，設置消防栓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負責全面測試其性能

設置消防栓所需費用由自來水事業機構全額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負責消防栓之保養維護

20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有關瓦斯行設置

容器保管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瓦斯行專用

位於販賣場所同一建築基地之地面一層建築物

容器保管室之外牆與第一類保護物及第二類保護物之安全距離在 8 公尺以上

屋頂應距離地面 4 公尺以上

21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有關救護技術員執行救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救護技術員應依緊急傷病患救護作業程序施行救護

非救護技術員不得使用救護技術員名稱

依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送至就近適當醫療機構

救護技術員應依傷病患意願送至其指定醫院

22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有關救護車裝置及執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車身兩側漆紅色十字及機關（構）名稱

車身後部應漆許可字號

未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不得為其他標識

救護車於送醫及返隊途中應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

23 依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規定，救護車使用範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救護及運送傷病患

緊急運送醫療救護器材、藥品、血液或供移植之器官

運送執行救護專業訓練之救護師資

支援防疫措施

24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救護車應定期施行消毒，並維持清潔

救護車於運送疑似傳染病之病人後，應依其情況，施行必要之消毒或去汙處理

醫院收治疑似傳染病之病人，經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報告該管主管機關並經其證實後，應通知

運送救護車所屬之機關（構），採行必要措施

醫院收治疑似傳染病之病人，經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報告該管主管機關並經其證實後，應於 3

日內將結果及應採行必要措施，通知運送救護車所屬之機關（構）

25 依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規定，初級救護技術員不得施行下列何種救護項目？

骨折固定 急產接生 使用自動心臟電擊器 灌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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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影響可燃性物質最小發火能量的因子，除了物質本身結構之外，尚且包

括外在環境等因素。請詳述物質的最小發火能量如何受溫度、壓力及氧

氣濃度等三種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25 分）

二、試說明火災過程中形成熱氣流的原因，並請詳述火羽流（Fire Plume）與

天花板噴射流（Ceiling Jet Flow）的現象。（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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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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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種顏色吸收輻射熱效果最佳？

白色 藍色 黃色 黑色

2 氫氣在常溫常壓的空氣中，其燃燒範圍為 4~75%，若在一個氫氣濃度 95%（其餘均為常溫常壓的

空氣）的環境下點火，可能發生下列何種現象？

不會燃燒 會燃燒，而且比氫氣濃度 50%燃燒更劇烈

會燃燒，但比氫氣濃度 50%燃燒較微弱 瞬間爆炸

3 大型倉庫流入空氣量，可充分供給室內火災燃燒時，一般屬於下列何種燃燒？

分解燃燒 燃料控制燃燒 閃燃 通風控制燃燒

4 火柴、蠟燭燃燒，屬於下列何種燃燒型態？

擴散燃燒 混合燃燒 無焰燃燒 表面燃燒

5 建築物房間開口部之尺寸大小與閃燃發生時間有關，如發生閃燃時，當其開口率愈小，則閃燃發

生的時間會如何變化？

愈短 愈長 不變 不一定

6 建築物之室內起火後，依火災發展過程，最盛期之後續的階段為何？

起火期 成長期 閃燃期 衰退期

7 當人體處於一氧化碳濃度 10000 ppm 環境下，一般會產生下列何種症狀？

 8 小時內尚無感覺  2 小時內呼吸困難、昏迷

 1 小時內感覺頭痛、噁心、呼吸不順  1 分鐘內即死亡

8 油脂類產生自然發火時，其發熱原因屬於下列何者？

分解熱 氧化熱 吸著熱 發酵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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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消防人員為進入火場搶救，有時必須破壞門窗，然而讓新鮮空氣湧入蓄滿可燃氣體的火災居室內，
可能引起瞬間劇烈燃燒而造成人員危險，此現象稱為：
閃燃（flashover） 自燃（autoignition）複燃（backdraft） 爆轟（detonation）

10 有關爆炸性物質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能以極快速度產生大量氣體和熱量 有些炸藥不需外界供給能量，即可爆炸
有些爆炸性物質與酸、鹼、鹽會起化學反應 有些炸藥具有吸濕性，受潮後會降低爆炸力

11 下列何種高壓氣體最危險？
爆炸範圍 1.6% ~ 10% 爆炸範圍 1.8% ~ 8.5%
爆炸範圍 2.5% ~ 80.5% 爆炸範圍 10.7% ~ 17.4%

12 傅立葉熱傳公式中，熱傳量與溫度差的關係為：
與溫度差的 1/2 次方成正比 與溫度差的 1 次方成正比
與溫度差的 4 次方成正比 與溫度差無關

13 鐵板厚度為 2 公分，截面積為 0.5 平方公尺，熱傳導係數為 70W / (m·K)，兩面溫度分別為 20℃、
60℃，通過鐵板傳導之熱量為：
 70 KW  140 KW  0.7 KW  1.4 KW

14 熱對流係數範圍為下列何者時，屬於自然對流？
 10 ~ 500 W / (m2·K)  5 ~ 25 W / (m2·K)
 1 ~ 5 W / (m2·K)  0.1 ~ 2.5 W / (m2·K)

15 輻射熱因輻射物體與受輻射物體之距離而有影響，若距離火源 3 m 的輻射熱為 20 KW / m2，則靠
近火源 1 m 的距離處，其輻射熱為多少？
 6.7 KW / m2  20 KW / m2  60 KW / m2  180 KW / m2

16 一般來說，對於大多數物質燃燒，當空氣中氧氣濃度降至多少以下，燃燒甚難持續？
 30%  23%  21%  15%

17 下列何物質之燃燒，屬均一系燃燒？
氫氣之燃燒 石油之燃燒 木炭之燃燒 鐵粉之燃燒

18 臨界熱通量（Critical Heat Flux）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冷卻材料所需之最小熱通量 點燃材料所需之最小熱通量
加熱材料所需之最小熱通量 抑制材料分解之最小熱通量

19 對於防煙對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儘量減少發煙源 阻止煙的流動
利用排煙設備，積極向內排煙 採用防火閘門，遮斷煙的擴散

20 建築物發生火災時，由開口向外竄出的火焰將增加其向上延燒的風險。在通風控制燃燒情形下，
有關開口部火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開口面積愈大，其噴出的火焰強度愈高
開口面積相同時，其高度愈小，則火焰愈貼近牆面
開口面積相同時火焰強度大致相當，其向上延燒風險則不受開口高度的影響
若欲使火焰尾端遠離牆面，則縱形窗的效果優於橫形窗

21 有關地下建築物之防火計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實施嚴密之火源管理，設置適當之防火區劃 居室與通路構造簡明，不致發生迷路
應採多元化管理體制，落實執行力 有充裕之空間，以防災害發生時產生混亂

22 為避免窗口噴出的火焰向大樓上層延燒，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加大窗戶開口部面積 降低屋內火載量
窗戶上下加設向外突出之平臺 增加上下樓層窗戶間的側壁長度

23 關於粉塵爆炸之影響因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粉塵的化學組成，已氧化者，其反應性較小 粉塵含有較高灰分者，較易爆炸
粉塵含較高水分者，較難爆炸 粉塵含微小粒子越多者，越容易爆炸

24 有關分解爆炸，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通常吸熱化合物分解時，必行發熱，甚至發生爆炸
為防止高壓乙炔分解爆炸，通常可用其他氣體稀釋之
分解爆炸多發生在高壓情況下
分解爆炸之壓力在界限壓力以上時，分解反應將趨於停止

25 常有粉塵存在之工廠中，安裝爆炸氣道或洩爆孔，以減低爆炸初期的爆炸壓力時，下列何者不是
需要考慮的條件？
最大壓力上升速度 容器體積 地板材質 氣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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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一銅導線，其截面積為 1.00 平方公分，若 1 分鐘內有 7.5×1019個電子通過其截面，則電流為多少安培？
 0.2  2.0  6.0  12.0

2 甲、乙、丙三個半徑相同的金屬小球，其中僅甲球帶電，其電量為+Q。若將甲、乙兩球接觸後分開，再
將乙、丙兩球接觸後分開，取甲、乙兩球相隔一距離 R（已知 R 遠比小球半徑為大），則甲、乙兩球間的
靜電力為多少？


2

2

kQ

R


2

22

kQ

R


2

24

kQ

R


2

28

kQ

R
3 一質量為 M、帶電量為 Q 的點電荷放置在均勻靜電場 E 中，由靜止釋放後，電荷將受電場作用而行進。

若只考慮靜電力，當該點電荷行進距離為 L 時，則其速率 V 為何？


2QE

V
M

 
QEL

V
M

 
2

QE
V

M
 

2QEL
V

M


4 由五個電阻組成的電路如圖所示，由 24 伏特的電池組供電，此電池組供電的功率為多少瓦特？

 120  160  208  216
5 當電路上的燈泡不亮，有可能是燈泡損壞，也可能是供電的電路故障。若以三用電表檢測燈泡不亮的原

因，下列何者正確？
將三用電表與電路中的燈泡並聯，測量是否有電流流經燈泡
將三用電表與電路中的燈泡並聯，測量燈泡的電阻
將燈泡由電路上拆下，以三用電表測量燈泡的電阻
將燈泡由電路上拆下，以三用電表測量燈泡上是否有電壓

6 某直流電路中有兩個電容，電容 A 的電容值為 1 pF、電容 B 的電容值為 3 pF，電容 A 兩端的電壓為 3 V，電
容 B 兩端的電壓為 1 V。若電容 A 所儲存的電位能為 UA，電容 B 所儲存之電位能為 UB，UA / UB的值為何？
 1/3  1  3  9

7 由電阻及電感組成的電路，如圖所示，若將電路中的開關 S 接通電路，則在剛接通電路的瞬間，通過電感
L 的電流為何？（假設電路中 V = 3.0 伏特、R1 = 10.0 Ω、R2 = 1.0 Ω、L = 2.0 mH）

 0 安培  1.0 安培  3.0 安培  4.0 安培
8 將電阻值為 R 的一條金屬導線切成三等分，再將各段導線的兩端對齊，並聯成一條粗導線，則此粗導線

的電阻為何？

 R 
1

3
R 

1

6
R 

1

9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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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圖所示的電路中，電池的電壓 ε為 90 V，電阻 R1與 R2分別為 10 Ω 與 20 Ω，電容 C 為 4.0 μF。當電路
中電流穩定後，電容器所儲存之電荷為多少庫侖？

 3.6×10-10  2.4×10-8  3.6×10-6  2.4×10-4

10 有關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兩溫度不同的物體相接觸時，熱從低溫處流向高溫處
將熱從低溫處送到高溫處，可自然發生，外界無需作功
沒有任何熱機，能將熱完全轉換成功
熱力學第二定律違反能量守恆定律

11 質量為 50 克、溫度為 25℃的未知物質，於密閉容器中和質量為 20 克、溫度為-10℃相同的未知物質混
合，達到熱平衡後的溫度為 5℃。已知該未知物質的熔點為 0℃，固態時其比熱為 1.0 卡/克℃，液態時其
比熱為 0.5 卡/克℃。假設混合過程中無熱量損失，則此物質的熔化熱為何？
 5.0 卡/克  7.5 卡/克  12.5 卡/克  15.0 卡/克

12 均勻加熱一根長 2.0 m 的金屬棒，當溫度上升了 50℃時，金屬棒的伸長量為 0.082 cm，則金屬棒的線膨
脹係數為下列何者？（單位為 ℃-1）
 1.64×10-4  8.2×10-5  8.2×10-6  1.64×10-7

13 一定量的理想氣體，其壓力（P）與絕對溫度（T）的關係如圖所示。圖中狀態 a 經狀態 b→ c→ d，再回

到原狀態 a，其中 ab平行 cd，且 ab之延長線通過原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b 到 c 之過程為等溫膨脹  b 到 c 之過程為等溫壓縮
 c 到 d 之過程中氣體總內能不變  c 到 d 之過程中氣體總內能減少

14 兩個密閉容器內充填著同一種氣體，若容器內氣體溫度等於容器溫度，關於內能、熱量與動能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溫度高的容器內氣體的分子平均動能大於溫度低的容器內氣體的分子平均動能
溫度高的容器內氣體所具有的熱量必大於溫度低的容器內氣體所具有熱量
溫度高的容器內氣體所具有的內能較溫度低的容器內氣體所具有的內能低
溫度高的容器內每個氣體分子的動能必大於溫度低容器內每個氣體分子的動能

15 一棟 4 層透天樓房在 2 樓起火，火勢向上延燒，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 1 樓處的金屬扶梯溫度會升高，主要是由於熱對流所致
在屋外沿著鋁梯爬上 2 樓，發現起火點在面前的房間，破窗前迎面感覺窗內溫度很高，主要是由於熱輻

射所致
被困在 3 樓的人員感覺陣陣高溫濃煙，主要是由於熱傳導所致
爬上 4 樓去關天窗，腳底感覺到水泥地板很燙，主要是由於熱輻射所致

16 裝填水的液壓機，如圖所示，其左右兩活塞截面積各為 0.02 m2與 0.04 m2，在兩活塞上均放置質量為 10 kg
的物體，最後達到平衡時，兩活塞之高度差為多少公分？（已知重力加速度 g = 10 m/s2，且活塞重量與摩擦
力均可忽略。）

 2.5  25  40  50
17 一穩定連續的水流，從半徑 R 的水龍頭出口處以 V0的速率流出，離水龍頭越遠水流的截面積越小，當水

流半徑減小為 0.5R 時，該處的水流流速為多少？
 0.5V0  V0  2V0  4V0

ε

C

R1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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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千斤頂為一種推頂或舉高重物的工具，可應用於災害現場支撐倒塌物或破壞障礙以作緊急救護。當施力於
液壓千斤頂的小活塞時，施力藉由液體傳遞到大活塞上推舉物體，若大活塞的直徑為小活塞的 15 倍，則
下列何者正確？
液壓千斤頂運用白努力原理，將施力傳遞而推舉物體
液壓千斤頂大活塞端的液壓大於小活塞端的液壓
於小活塞施力 20 公斤重，則在大活塞產生 4.5 噸重的作用力
於大活塞施力 20 公斤重，則在小活塞產生 4.5 噸重的作用力

19 半徑 R 之均勻球體以輕繩懸掛沒入密度 ρ之液體中，其質心距液面深度 2R，如圖所示。若重力加速度為
g，則在平衡時，球所受的浮力量值為何？

 32

3
R g   34

3
R g   32 R g   38

3
R g 

20 有關帶電質點在電場中的運動軌跡，下列何者正確？
若電場均勻，軌跡必為直線
僅當運動方向與均勻電場方向相同時，軌跡方為直線
若運動方向與均勻電場方向垂直時，則軌跡為拋物線
若運動方向與均勻電場方向成 45 度時，則軌跡為雙曲線

21 丙烯為需要謹慎運輸以免爆炸的氣體，關於丙烯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平面分子 分子結構中三個碳原子排列呈一直線
與環丙烷為同分異構物 具有順反異構物

22 下列何者是過渡金屬？
 Na  K  Ca  Cu

23 有關鹼金屬元素所形成之化合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氫氧化鈉（NaOH）可於電解濃氯化鈉水溶液時在陽極收集
鹼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均呈酸性
碳酸鈉（Na2CO3）可以軟化硬水
電解氯化鉀所得之氧化鉀可與二氧化碳作用形成碳酸氫鉀

24 二氧化碳的三相圖如下，關於二氧化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二氧化碳的臨界點在 100 bar，300 K 附近
在一大氣壓下，二氧化碳的熔點低於 200 K
在 100 bar，250 K 的條件下，二氧化碳為液體
在 10 bar，300 K 的條件下，二氧化碳為氣體

25 關於理想氣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理想氣體方程式 PV = nRT；其中 P、V、n 與Ｔ，分別為壓力、
體積、莫耳數與溫度，R 是理想氣體常數）
固定體積與莫耳數條件下，理想氣體壓力隨溫度升高而增加
固定體積與莫耳數條件下，理想氣體壓力隨溫度升高而減少
固定體積與溫度條件下，理想氣體壓力隨莫耳數升高而增加
固定莫耳數與溫度條件下，理想氣體壓力隨體積壓縮減少而增加

26 下列化合物之 0.1M 水溶液，何者之導電度最低？
 HClO  HClO2  NaClO  NaClO2

27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緊張，漂白水成為家居防疫的重點清潔用品。市售漂白水的成分多為含次氯酸鈉的
鹼性溶液，有關次氯酸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次氯酸屬於強力的氧化劑 可以氧化微生物之蛋白質並破壞其活性
次氯酸為弱酸，照光易分解 將二氧化氯通入水中，次氯酸即可伴隨氯酸而產生

氣相

液相

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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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何種金屬投入 25℃的純水中，不會劇烈反應產生氫氣？
鈉（Na） 鎂（Mg） 鋰（Li） 鉀（K）

29 有關金屬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金屬鍵不具方向性 在鐵金屬中加入少量碳可增加其剛性
氣態金屬原子間不存在金屬鍵 金屬性越強，延展性越弱

30 有關甲醇與乙醇性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醇與乙醇皆屬醇類，相差一個碳數，兩者皆可以任意比例與水互溶
甲醇與乙醇的物理化學性質非常類似，可以利用簡單蒸餾法將之分離
甲醇與乙醇皆可被人體代謝，故毒性皆低
甲醇具有惡臭，因此可被加入工業酒精中，以避免民眾誤飲工業酒精中毒

31 大理石的主要成分為碳酸鈣，若將大理石浸泡在 6.0 M 的鹽酸中，會有氣泡產生，該氣泡主要的化學成分
為何？
氮氣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氯氣

32 天然氣是一種主要由甲烷組成的氣態石化燃料，甲烷燃燒可以下列反應表示：CH4(g)+2O2(g)→CO2(g)+2H2O(g)，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原子量：C = 12、H = 1、O = 16）
燃燒 1 克的甲烷，需要 2 克的氧氣
甲烷燃燒是氧化還原反應
 O2是氧化劑，CH4是還原劑
甲烷燃燒時，若遇氧氣供應不足，會產生無色無味的一氧化碳氣體

33 下列配製的溶液中，總體積相同時，何者對於加入強酸的緩衝能力最高？
 0.3 M HCl＋0.5M NaOH  0.1 M CH3COOH＋0.1M NaOH
 0.2 M CH3COOH＋0.1M NaOH  0.1 M CH3COOH＋0.2M NaOH

34 平衡常數 K 值大表示：
正向反應速率很大 正向反應放熱
平衡時正向反應程度較完全 正向反應活化能小

35 關於電石的化學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主要成分是碳酸鈣 與水反應的產物溶於水呈酸性
與水反應可產生一種可燃氣體 照明用的電石燈是利用電石來產生電力點亮燈泡

36 鋅銅電池可以右列簡式表示：Zn(s)| Zn2+(aq) || Cu2+(aq) | Cu(s)，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代表鹽橋，鹽橋的右側為陽極
此電池的全反應為 Zn(s)+Cu2+(aq)→Zn2+(aq)+Cu(s)
電池放電時，電子由鋅極經過外電路流向銅極
此電池的電壓可以直接用銅的還原電位減去鋅的還原電位而得

37 H2O、HCl、CH3COOH 及 NH3四種化合物提供質子的能力順序為 HCl＞CH3COOH＞H2O＞NH3，下列何
者之共軛鹼的鹼性最強？
 HCl  H2O  CH3COOH  NH3

38 若在 0.01M NaOH 及 0.01M HCl 水溶液中，各自滴入 2 滴溴瑞香草酚藍，溶液分別呈 X 色與 Y 色；此二
水溶液等體積混合後，溶液呈 Z 色。X、Y、Z 顏色的組合為何？（溴瑞香草酚藍在酸性、中性、鹼性中
分別呈黃、綠、藍色）
藍色、黃色、綠色 藍色、黃色、黃色 藍色、黃色、藍色 藍色、藍色、黃色

39 考古學家以測量碳同位素中碳十四放射性來鑑定出土古物的年代，測得年代為約 6,000 年前的古物甲的放
射性強度為 A，當另一件古物乙的放射性強度為 A/2 時，古物乙的年代可能為：
 3,000 年  6,000 年  12,000 年  60,000 年

40 對於反應 2MnO4
–＋5H2C2O4＋6H+→2Mn2+＋10CO2＋8H2O 進行化學動力學測量，記錄各反應物之起始濃

度與反應速率如下：

[MnO4
–]0 [H2C2O4]0 [H+]0 起始反應速率

1 × 10–3 1 × 10–3 1.0 2 × 10–4

2 × 10–3 1 × 10–3 1.0 8 × 10–4

2 × 10–3 2 × 10–3 1.0 1.6 × 10–3

2 × 10–3 2 × 10–3 2.0 1.6 × 10–3

關於此反應速率定律式，下列何者正確？
 Rate = k[MnO4

–][H2C2O4][H+]  Rate = k[MnO4
–]2[H2C2O4]

 Rate = k[MnO4
–]  Rate = k[MnO4

–]2[H2C2O4]5[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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