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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

予計分。

1 如果要寄結婚請帖給業師，下列信封的啟封詞何者錯誤？

道啟 鈞啟 大啟 賜啟

2 下列選項，何者不適合用於對他人稱自己的親屬？

小媳 家嚴 敝姊 舍弟

3 下列選項「」中的詞語，何者運用最不恰當？

「春去秋來」，歲月不待 春天是「鳥語花香」的季節

他心性放蕩，成日「尋花問柳」 下課後，老師如「雨後春筍」般湧出來

4 下列選項中的文句，何者沒有語病？

外婆從小一直把我扶養長大

我們一致考慮決定幫他慶生

既然是這麼久以前的事，我就不再追究

他如果不能記取教訓，過往一定會再犯相同的錯誤

5 下列文句「」中的詞義，可以相互替換的正確選項是：

與昔日同學「剪燭西窗」，真是人生難得樂事！→「以文會友」

高先生腫瘤惡化，已是「病入膏肓」，朝夕不保。→「風中殘燭」

阿忠不喜歡「好行小慧」的朋友，終於選擇疏遠。→「放利而行」

公司處境可說是「鳥覆危巢」，大家應致力於改善現狀。→「池魚籠鳥」

6 下列各項競賽獎牌上的題辭，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作文：錦心繡口 書法：鞭辟入裡 演說：翰苑之光 音樂：含英咀華

7 「這些機器不是阿公以前工廠裡的織布機，但機器運轉的聲音十分相似，那聲音幾乎要讓我以為，

阿公就在這裡，只要我願意等，他就會從樓上走下來。想到這裡，我趕緊走到屋外，深吸一口氣，

緩和情緒，怕自己在不熟識的人面前，忍不住哭了出來。」

上文主要是描述什麼情感？

對不熟識人的害羞 對親人的幻覺想像 對阿公的思念之情 對個人情緒的控制

8 「一國的民族文化能否保持活力，仰賴的無非是與其他文化互動，畢竟專業知能與創造力都奠基於

不同類型的知識與觀點的對話及互補。」依此觀點，下列何種政策對增進民族文化的活力最無效益？

健全發展交換學生制度 加強促進跨國科技研發

立法獎勵國際人才移動 嚴格規定交流學者資格

9 「說胰臟像尺，其實有些勉強。它可是有頭有身，甚至尾巴的器官。這身型別致的臟器，我總覺得

不像尺，而像個逗點，像隻蝌蚪，或像枚水滴。它是跨領域的，擁雙專長：屬消化系，亦屬內分泌

系；能分泌胰液，分解食物，亦能製造多項荷爾蒙，調控血糖平衡。胰臟似乎帶有一種『分泌』的

宿命，終其一生都在榨出。在超音波底下，只要胃腸氣多了，胰臟能見度就差了，這和肝膽脾腎不

太一樣。它習慣深藏，習慣若隱若現，在臟腑中最具隱士情操。」

上文的敘述，沒有從那個角度描寫胰臟？

形狀聯想 臟器功能 養生方法 象徵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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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廣大迷茫的世界裡，人要維持本色，安於本色，保有那一點赤子之真，是何等不易？許多時候，

為了某些荒謬的理由，甚至為了某些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原因，我們便在這浮華匆忙的世界裡迷失了，

被淹沒了，再也找不到以前的自己。精神上的墮落，使我們四顧無依，徬徨迷惑，但在內心深處，

我們依然嚮往一種歸真返璞的清純境界，渴望獲得真正的輕鬆與自由。」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作者意旨？

繁華落盡見真淳才是我們內心的嚮往 在浮華世界迷失的人都應該尋求解脫

保有赤子之心，能讓我們開拓人生視野 歷經人生的徬徨，方可明白生命的出口

11 「我曾是集中營裡的囚犯。我永遠記得，即使在那樣暗無天日的悲慘情況，有人仍是沿著牢房安慰

他人，或是拿出僅剩的麵包分給同伴，也許這些人只是少數，但他們證實了一件事：在某些惡劣的

情況下，人仍有自由選擇自己的處事態度及方式。」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少數人」的態度？

恐懼是人心的惡魔，難以磨滅 奉獻與分享，是人性中的燦爛

冷漠的忽視，即是殘忍的默許 種族雖不同，但非對立的藉口

12 「我們的生活不是完全屬於『動態』的，也不完全是屬於『靜態』的，而靜定二字比活動似乎更為

重要。靜不是停滯，靜不是休止，靜是莊嚴的工作、熱切的活動的前奏，好似音樂演奏會啟幕前，

那寂然無嘩的臺前。只有在最深度的寧靜中，你才可以慢慢的調理弦索，時間一到，它才可發出動

人的節響來。只有在幽獨寧靜之中，你才可以悄然的蓄集生命的力量，如涓滴之歸向大海，如塵沙

之堆積邱山，不知不覺間，形成了你的強力與偉大。

上文內容所呈現的情意感受及其意涵，與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

靜觀皆自得 動靜皆自如 寧靜以致遠 情韻靜中求

13 「她的冷靜聰明之處在於，即使真看穿了甚麼，也不輕易發人生感慨之語，也不動輒就講佛偈談虛

空，因為這些話術實在太做作也太小聰明，太假清高也太荒謬，她寫作或做人是絕不這麼庸俗圖方

便的，更不會任意消費自己或他人的人生苦痛。這了悟又不覺悟的個性構成她小說中特有的疏離敘

述，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的來源。」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文意？

強調人有感情，但應該不執著於情

人活著追求的核心價值是大智若愚

覺悟很難，不該隨意消費自己或他人的苦痛

欣賞冷靜聰明的智慧，認同聰明中的荒謬感

14 「臺北的家老了，真的成了老家。原本家裡的出入口裝的都是木門，很輕，把手是圓形的金屬，握

上去總是冰涼的，門板的配色很老氣，白色與膚橘色，還貼了許多早已倒閉的連鎖餐廳的招牌貼紙：

大頭黃鳥頂著一頭桃色的羽毛。門板表層的角落，因為老舊與濕氣微微翹起，緩慢露出其下的木頭

紋理。然而，這一切從來不曾讓我感到時光流逝，只是自然地隨時間接受它們的樣貌。」請問本文

的寫作重點是：

用細膩的筆觸，委婉地表達家具陳舊的感覺

運用視覺、聽覺與觸覺強調家真的該裝修了

用冷靜的敘述方式表達對於時光流逝的無奈

仔細描寫各樣物件傳達接受家已變老的事實

15 「旗津沙灘流失速度愈來愈快，但旗津是觀光島，民眾來到旗津，多半是要到旗津海岸戲水，如果

沒有沙灘，旗津就失去吸引力，所以工程的建立與成敗都具有指標性意義。但以往保護海岸線的方

式，通常是在海岸線放置消波塊，但如此一來，沙灘將不復存在。」

根據上文判斷，作者認為：

消波塊不會嚴重破壞旗津沙灘的景觀 民眾到旗津戲水的雅興不受消波塊影響

保存沙灘應採放置消波塊之外的新工法 放置消波塊能真正確保海岸沙灘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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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遠處，秧針半吐的水田，如棋盤一樣整齊排列；近處，無心散落的綠色棋子，閒閒地被灑在局外，

可是走得更近了，棋子擴大成深碧的卵石，你才猛然醒悟，那成點狀分布的碧綠，竟是臥在沙地上

安恬地曬著太陽的□□， 一刀剖下，碧沈與朱紅，或是碧沈與金黃的鮮活對比，都不是其他一清二

白的遠親所能夠望其項背的。」

根據上文，□□最適合填入的是：

鳳梨 番薯 西瓜 苦瓜

17 「探險應該不是單純地走過很多表面上的距離，而應該是一種深入的研究：一件一閃即逝的小插曲，

一片風景的片面，或是一句偶然旁聽到的話，可能就是了解及解釋整個區域的唯一關鍵所在，如果

缺少那個關鍵，整個區域可能就一直不具任何意義。」

根據上文，最接近文意的選項為：

行萬里路不如讀萬卷書，不可忽視知識

想要瞭解整個區域，必須深入危險之地

區域研究的關鍵在於是否能掌握避險秘訣

探險除外在的移動外，還須用心體察細節

18 「然而生命也許就是這樣的吧，無論是歡喜或悲傷，總值得我們認認真真的走一趟。我有著這麼多

這麼好的朋友陪我一起走這一條路，你說，我怎麼能不希望這一段路途可以更長更久一點呢？」

根據上文，因為有許多好朋友，才使得生命：

值得依戀 更長更久 幸福美滿 多采多姿

19 「不知道走哪條路可抵達想去的地方，可能是阿茲海默氏症的早期徵候，原因在於大腦中最先被這

種疾病破壞的區域之一是內嗅皮質，那是我們感知自身位置的關鍵部位。研究人員讓 45 名有輕度認

知障礙的患者，根據虛擬實境頭盔上所見，找出虛擬的步行路徑。表現最差的受試者，腦脊液中阿

茲海默氏症的生物標記均呈陽性反應。虛擬實境測試或許可成為有效的診斷工具。」

這段文字最適合的標題是：

內嗅皮質與阿茲海默氏症的關係 阿茲海默氏症的典型症狀與治療

檢測阿茲海默氏症的有效新方法 虛擬實境與阿茲海默氏症的治療

20 「職場上，開個玩笑、展現幽默，可收人際潤滑，改善工作氛圍之效，但運用不當，反而弄巧成拙。

身為主管，領導才是最重要的任務，而非調笑。朋友間開玩笑，或無傷大雅，但主管跟部屬開玩笑，

未必是幽默。部屬與長官開玩笑更得審慎，因為玩笑是否幽默，決定權向來在對方。如果對方不覺

幽默，那一番好意倒成惡意。即便開自己玩笑，也不一定幽默，很可能因此傷人而不自知。尤其領

導者代表的並非個人，開自己玩笑時，很可能已經傷害了團隊。鼓動幽默時，我們要覺察自己的動

機，注意表現的時機，留心他人的反應。須避免譏諷性與戲弄性的言語，以免傷害他人。幽默固然

有諸多好處，但若自己個性實在不適合，就不必勉強。」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不符合文意的是：

開玩笑得要注意自己身分 玩笑出於善意則不會傷人

幽默得搭配適當表達時機 自嘲也是幽默的一種方式

21 「『美』，只在瞬間出現，有時候根本不容人靠近，宛如在雲霧掩擁裡汪洋上的孤絕之島，偶一現

身之後，總讓人懷疑剛才是不是真的見過她。譬如泰姬瑪哈。泰姬瑪哈曾經是我自幼心嚮往之的書

上的圖片，十年前，我終於去了，在那裡度過兩個黃昏然後回來，現在，一切又復歸是書上的圖片。

我只能說：『我去過了。』當然，我也還留著一些細節可以向你描述，譬如那向晚的輪廓模糊的平

原，還有從平原上吹過來的微微有點溫熱的風，粉紅與乳黃相併而成的大理石平台上，有幾朵隨風

落下的白色的素馨花。可是，也就只有這麼多了。而手邊所有的關於歷史的追溯，或者關於工程的

浩大與匠心等等都不過是旁白，是敘述用的資料，一如書上的圖片，只供導引與參考，卻絕不是事

件本身。」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旨意？

美感是切身感受，無法複製、保存或轉述

再美的事物，未能親眼目睹，也僅是過眼雲煙

旅行不僅提升眼界且增長人生智慧，終歸看山還是山

在宏偉的歷史遺跡面前，任何文字都難以陳述過往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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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睡眠並非不清醒。睡眠遠勝於不清醒。夜間的睡眠精緻複雜，充滿活躍的代謝過程，而且有一系

列經過特意安排的獨特階段。腦中有無數功能的修復要仰賴睡眠，且並非單靠其中一種形式的睡眠

就能完成。睡眠的每個階段，包括淺度非快速動眼睡眠、深度非快速動眼睡眠、快速動眼睡眠，在

夜晚的不同時段對腦提供不同好處。因此，沒有某種形式的睡眠比另一種更重要。」

依據上文，最符合文意的選項為：

不清醒時與淺度睡眠狀態相似 夜間的睡眠處於極度平靜狀態

深度睡眠遠比淺度睡眠更可貴 適度睡眠可即時修補大腦功能

23 「很懷念小時候過年的感覺，有濃濃的趣味，各種糕點食品的味兒，大人難見的笑容，還有一種似

乎可以為所欲為、放鬆壓抑的興奮。人類學家發現，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慶典。慶典的原始

目的有二：一是敬神祭祖；一是驅邪趕鬼。敬神包括祈福求平安，妻財子祿；驅邪包括治病求健康；

這病，也涵蓋心理及精神上的病。人類各種族的慶典，也有一共同的特色，就是大多都有一套制度

化的儀式，而儀式包括肅穆的典禮和狂放的歌舞酒食。現在過年不如以前來勁，乃是因為聖誕節、

情人節、中秋節等節慶已分批抒發了壓抑。所以，過年原來紓解情緒壓抑的功能就多餘了。」

下列選項，何者最不符合上文所述？

逢年過節可以盡情地放鬆壓抑、為所欲為

慶典的原始目的是：敬神祭祖、驅邪趕鬼

大多數的民族慶典，都有狂放的歌舞酒食

多了其他節慶，使現在過年不如以前來勁

24 「資訊時代的到來，網路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各行各業經網路系統重新佈局，與世界各國

接軌，網路是個新世界，這個世界的人被稱作網民，這個網愈結愈實，愈張愈大，網民以幾何級數

增長。走進電腦網路，可以遨遊世界，談生意，開會討論。教育工作者一樣感受到電腦的便捷，過

去演講，要請專人製幻燈片，不但要等時間，做好也無法修改。如今自己動手用 Powerpoint 做投影

片，方便迅速，還可隨意更換背景以美化畫面。此外，網路資訊豐富，就像一本百科全書，隨時提

供查閱。」

依據上文，全文的主旨為何？

網路發展拉近了人類的距離 網路發展減少人類溝通問題

網路改變人類的生活和文化 電子郵件使人們聯繫更便捷

25 「我們這兩代，共同照顧農村的新生代，然而，孩子們變成什麼樣子？他們背著很重的書包，在學

校、補習班和家裡三處來回移動；他們鮮少靠近土地、觸摸作物，有空就盯著平板不放、開著電視

節目配晚餐；他們暫時留在鄉下，一上小學或上了國中，就會被帶到都市加入更激烈的求學競爭；

他們踩在田裡就踮腳、沾到泥土就猛拍、看到螞蟻就大叫，也總認為自來水比圳水清澈乾淨。孩子

們生在農村，卻不是在農村活著，他們隨著大人的安排，想盡辦法要離開農村。」

依據上文，作者筆下「農村新生代」離開農村的原因何在？

即使是農村，也難逃升學壓力，補習班的影響力深遠

新生代從小嬌生慣養，家事均由大人代勞，缺乏自我謀生的能力

在功利主義的社會文化之下，孩子以升學為目標，被抽離土地，缺乏認同

在電子媒體的時代，如果留在農村，就容易與外界隔絕，沒有辦法跟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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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這是一個最尖銳的問題。莫里老人自己回答道：『我當然在受罪。但給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

還活著。汽車和房子不能給你這種感覺，鏡子裡照出的模樣也不能給你這種感覺。只有當我奉獻出

了時間，當我使那些悲傷的人又露出笑顏，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樣健康。』這樣，他就道出了生

命的根本意義。」

文中作者所謂的「生命根本意義」是：

善用所有時間 生活無憂無慮 長保青春歡顏 樂於幫助他人

27 「法國前總理有一次視察某地，手中拎著個超級市場的塑膠袋，接受採訪時，這個袋子也一直拎在

手上，看起來非常自然，並沒有誰覺得他寒酸，沒有誰覺得他不夠紳士，人們反而對他投以欽佩的

目光。」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法國前總理的表現？

節能生活，由自我做起 為譁眾取寵而特立獨行

人人平等，並無貴賤之分 有自信的人不受外界眼光影響

28 「波特萊爾的詩：『老巴黎消失了／一座城市的形體，唉，有著比人心還要更快的變化。』所謂比

人心更快的變化，特別指向有限的、必定會消亡的生命。人必有死，相較於以磚石所造的城市，人

壽如此有限，而人的感受與念頭，又是人類經驗中變動最快的。波特萊爾走過巴黎街道時，如同被

電擊般意識到，他所居住的城市已經徹底失去其恆常特性，以讓人無從準備防備的速度，持續變化。

應該提供我們安穩依賴的磚石之物，背叛了我們的期待，翻身比我們念頭的轉換，變得更快更劇烈。」

下列選項，何者不是這段文章所要傳達的意旨？

建造城市所需的磚石之物，有恆常特性，永遠不會消失

有限的、必定會消亡的生命，不只是人，還包括老巴黎

我們以為人心變化很快，實際上城市的變化可能比人心還快

作者最終要傳達的是，人心變動太快，把磚石穩固的城市也改變

29 「凡不肯說謝謝的人，是一個驕傲冷橫的人，他覺得在這世界過的是『銀貨兩訖』的日子。他是工

商業社會的產物，他覺得他不欠誰，不求誰，他所擁有的東西都是他該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向誰說

『謝謝』。但我知道，我並不『該』得什麼，我曾赤手空拳來到這個世界，沒有人『該』愛我，沒

有人『該』養我，沒有人『該』為我廢寢忘食，出入攜抱。我也許繳了學費，但老師那份關懷器重

是我買得到的嗎？我也許付了米錢，但農夫的辛勞豈是我那一點錢報償得了的？」

「我曾赤手空拳來到這個世界」，「赤手空拳」的「赤」非指顏色，而有「空無一物」的意思。下

列選項，非指顏色的是：

「白」手起家 「黃」梅時節 「黑」布馬褂 「綠」煙紅霧

30 承上題，本文意旨為：

凡事應心存感恩 人不可錙銖必較 禮貌使社會溫暖 金錢絕不是萬能

31 「理想的下午，當消使在理想的地方，通常這地方是在城市。幽靜田村，風景美極，空氣水質好極，

卻是清晨夜晚都好，下午難免苦長。理想的下午，有賴理想的下午人。這類人樂意享受外間。樂意

暫且擱下手邊工作，樂意走出舒適的廳房、關掉柔美的音樂、闔上津津有味的書籍，套上鞋往外而

去。也只是漫無目的的走，看看市景，聽聽人聲。穿過馬路，登上台階，時而進入公園，看一眼花

草，瞧一眼池魚。揀一方大石或鐵椅坐下，不時側聽鄰客高談時政，嗅著飄來的香菸味，置之一笑。

有時翻閱小報，悄然睏去。醒來只覺眼前景物的色調略呈灰藍，像套了濾色鏡，不似先前那麼光燦

了，竟如同眾人散場多時只遺自己一個的那股辰光向晚寂寂。然一看錶，只過了十五分鐘。」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符合作者所謂「理想的下午」？

請假半天，在幽靜的山間園林尋幽訪勝

暫時放下工作，帶一本小書到公園長椅上閒坐閱讀

坐在城市的小咖啡廳，欣賞音樂與窗外風景，嗅著鄰座飄來的菸味

帶著一顆悠閒的心，在城市中漫步閒坐，隨意地體驗城市中的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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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承上題，作者認為「理想的下午」應該發生在城市中，依引文推測，最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身處在熱鬧塵俗之中，正可以靜觀世間多種趣味

偷得浮生半日閒，時間所限，難以探訪鄉間美景

交通方便，商業活動頻繁，可以調劑無聊的午後

城市中人來人往，個人做什麼都不至於感到孤寂

33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為辦理「國家文藝獎」，請全國文教機構與相關單位，推薦適當

人選，其使用之公文為：

簽 呈 咨 函

34 下列公文中稱謂用語，何者正確？

對於上級機關，為表尊敬，應以「貴」稱之

對於機關首長，為表尊敬，應以「臺端」稱之

無論與其他機構有無隸屬關係，皆可用「本」自稱

為尊重性別平權，不宜使用「先生」、「女士」，應一律稱「君」

35 下列有關公文傳真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公文傳真應以原件為之，不宜用影印本傳真

各機關因處理傳真公文需要之章戳，得自行刻用之

完成陳核、繕校，未蓋用印信或簽署前，為爭取時效，得先行傳真

傳真發文時，應先登錄傳真公文登記表（簿），記載相關事項、加蓋傳真作業人員名章及確認受

方電話、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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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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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下列選項用語使用正確的是：

謝謝您惠賜大作，敝刊倍增光彩 小犬身體不適，我代他向您請假

國家政通人和，百姓應居安思危 在下仁民愛物，是難能可貴之才

杯水車薪的物價，令人喘不過氣

37 下列各選項「 」內的詞語，使用正確的是：

近日的芬普尼毒蛋事件，使食安問題再度「引人遐思」

世大運慶功遊行，所到之處「萬人空巷」，高舉旗幟夾道歡迎

強颱直撲的新聞發布後，民眾不敢「掉以輕心」，均謹慎防颱

企業投下鉅資邀請知名影星為產品代言，希望能讓銷售量「推陳出新」

舉重選手於世大運奪得金牌並破世界紀錄的一刻，全場觀眾「破涕為笑」



代號：1501
頁次：8－7

38 「柏克萊使我睜開眼睛，更迫切地觀察社會體認社會；在觀察和體認之餘，我並沒有感覺知識無能，

我反而更信仰知識的力量。知識是力量，但知識不可以禁閉在學院裡，知識必須釋放，放到現實社

會裡，方才是力量。學院要提供博大開放的文理科教育，所謂 liberal arts 的教育，這種教育雖然可

能賦予學生日後謀生的技能，但那並不是最重要的目的；這種教育要使學生在潛默中體會到知識份

子的責任，介入社會而不為社會所埋葬──而我相信這是絕對可能的。我樂觀，因為樂觀乃是柏克萊

精神的真諦。」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柏克萊精神，是充滿樂觀與現實關懷

知識是力量，但必須釋放到現實社會

文理科教育主要目的是訓練謀生技能

知識份子的責任是介入社會並保持獨立自主的判斷

學院教育與社會關懷雖有衝突，但仍必須積極調合

39 「時間是善良的，還是邪惡的魔術師呢？不是，時間只是一種簡單的乘法，另把原來的數值倍增而

已。開始變壞的米飯，每一天都不斷變得更腐臭。而開始變醇的美酒，每一分鐘，都在繼續增加它

的芬芳。在人世間，我們也曾經看過天真的少年一旦開始墮落，便不免愈陷愈深，終於變得滿臉風

塵，面目可憎。但是相反的，時間卻把溫和的笑痕，體諒的眼神，成熟的風采，智慧的神韻添加在

那些追尋善良的人身上。同樣是煮熟的米，壞飯與美酒的差別在哪裡呢？就在那一點點酒麴。同樣

是父母所生，誰墮落如禽獸，而誰又能提升成完美的人呢？是內心深處，緊緊環抱不放的，求真求

善的渴望。」

依據上文，符合文意的是：

時間非善非惡，只會增加原本數值 掌握利用時間，是處世智慧的關鍵

自我如何期許，時間也會如何對待 透過時間積累，自能達到偉大成就

時間力量強大，人類永遠無法對抗

40 「幾年來，每見媒體報導校長或企業負責人在畢業典禮或尾牙時節，扮裝成天鵝、超人娛樂學生、

同仁，我總覺得痛苦不堪。痛苦的原因，並不是我反對扮裝娛人，而是我無法忍受不美的扮裝！試

想，身材已屆中年的校長與企業負責人，扮起天鵝、超人，不得不露出鬆弛的肌肉加上突出的腹部，

如何能登大雅？」

根據上文，作者認為：

自娛娛人難登大雅之堂

扮裝需要兼具美感與創意

身材不好的校長與企業負責人不當的扮裝，令人無法忍受

畢業典禮或尾牙時，校長與企業負責人不一定要扮裝娛人

選擇天鵝與超人作為扮裝，有損校長與企業負責人的形象

41 「我一直都在尋求挫敗，尋求被征服被震懾被併吞的喜悅。有人出發去『征山』，我從來不是，而

是剛好相反，我爬山，是為了被山征服。有人飛舟，是為了『凌駕』水，而我不是，如果我去親炙

水，我需要的是涓水歸川的感覺，是自身的消失，是形體的渙釋，精神的冰泮，是自我復歸位於零

的一次冒險。」

下列選項，何者符合作者所尋求的「挫敗」？

錯失穩操勝券的機會 仰望浩瀚無垠的星空

追求真摯醇美的愛情 懾於曠世罕匹的名作

享受珍饈美饌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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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我常向植物學習，覺得他們是最能接受命運，也最不向命運屈服的。他們不會動，種子落在哪兒，

就注定一輩子，在那裡生根、成長、死亡。如果是人，遇到這樣不平的遭遇，一定會反抗。但植物

無語，他們以另一種方式發言。在熱帶莽林中，上面是遮天的濃蔭，白天黑得像夜晚一樣，許多小

樹只能長到一呎多，就再也無法發育。他們卑微地活著，直到有一天，上面的大樹因為雷雨折斷，

他們就立刻竄上去，成為大樹。在沙漠裡，白天熱得可以烤蛋，許多種子伏在炙人的砂土下，乾得

像是砂的一部分，但是只要有一陣雨，他們就快速萌發、成長、開花。」

下列敘述，符合上文旨意的選項是：

人會反抗，植物不會反抗

只要努力，不可妥協，才能成功

植物的生長，展現出「掌握時機」的智慧

植物雖然看似脆弱，卻具有強韌的生命力

「聽天由命」和「隨波逐流」不足以說明植物長成的道理

43 「百年前，祖輩渡海來臺。彼時地景枯黃無綠，他們不分冬夏，將幾千幾百斤的汗水灑進地裡，但

乾渴的砂土仍張著龜裂大口張狂索求。被日光曬得刺燙燙的砂地如一塊烙鐵，驅趕著踩踏其上的農

人。但有人始終不走，他們直立旱地等待。日日夜夜，季季年年，終於等到灣寶庄農地重劃，興圳

建渠。可惜砂地如漏，水還未浸透，即迅速流逝。幸賴神明指引，庄民徒手徒腳、齊心齊力，共同

鏟挖庄內的紅色黏土丘，將其厚鋪於砂壤，仔細翻攪，此後，再灑下的幾千幾百斤汗水，才開始值

得。一直以來，灣寶的農民習於不著鞋履走入田地。早期因為窮困，如今則因田壟有水。泥糊糊，

溫潤潤，一踏進，就像裹上一層新生的肌膚。農人的掌有老繭，腰背僵硬，往往帶病在身。但他們

仍堅持走進農田，將鋤頭一次一次地劈進地裡。」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早期灣寶的地質惡劣，不利耕作

灣寶農民以前習慣不穿鞋是因為生活貧困

因為居住條件不佳，灣寶早已人去樓空，成為廢墟

灣寶農民劈進地裡的不只是鋤頭，還有一股有志竟成的精神

灣寶土地改良的方式是將砂土與黏土和在一起，如此可避免砂壤大量流失

44 「面對電腦的運算能力每兩年就會倍增的飆速發展，我們的社會結構一直處於落後科技發展的狀

態，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社會的適應力，也就是要使學習的效益達到最佳化，並將創新特質運用到

文化與社會結構上，破除因循僵化、講求靈活應變，以縮短從錯誤學習的時間。大學課程的推陳出

新也日益加快，有些課程甚至已標上時效。而隨著創新週期愈來愈短，學習適應的時間愈來愈少，

我們所面對的穩定狀態也有了變化，只有不穩定的固定狀態以及偶爾不穩定狀態的差異，新的穩定

狀態必定是動態穩定，就像騎腳踏車一樣，必須在雙腳不停地踩動下一直前進。」

根據上文，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人類社會的結構總是無法跟上電腦運算能力的迅速發展

提高學習效益可增加社會的整體適應力，維持靜態穩定

行政機關以穩定為要，避免因創新融入而帶來擾動不安

為了符應社會變動的需求，大學開設時效課程將成為一種趨勢

最佳適應力表現在失敗後能快速修正，並維持動態平衡的前進

45 下列選項，適合平行機關間使用的是：

「檢陳」、「附送」 「希查照」、「附送」

「請查照」、「附送」 「請查照」、「希查照」

「請查照」、「敬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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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何種權利屬於智慧財產權？
債權 抵押權 商標權 姓名權

2 甲基金會自創辦以來，致力於雛妓救援與家暴受害者庇護，近年尤努力消彌社會中所有性/性別暴力行為
與壓迫，以建立性別公義的社會。有關甲基金會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和政黨一樣都是屬於非營利組織 從民法的屬性分類屬於社團法人
關心社會議題的層面較政黨多元 常藉由政治參選達成該組織宗旨

3 柔柔生長在一個小康的家庭，父母親從小就栽培她學習各項才藝，塑造了柔柔高雅的氣質和談吐。上述
現象最適合用下列那一種概念加以說明？
經濟資本 社會資本 象徵資本 文化資本

4 據環保團體估計，每年約有一千多萬噸的塑膠垃圾流入海中，超過 700 種海洋物種受到海洋塑膠污染的
影響，海洋垃圾也造成對船舶航行的阻礙、生態系惡化等不良影響，前述現象最適合用下列何種概念
說明？
外部成本內部化 共有財的悲歌 搭便車心態 鄰避效應

5 某甲認為年輕人自己不夠努力因此才買不起房子，某乙反駁認為，許多財團手握大筆資金投入房地產市
場，成為炒房元兇，年輕人靠著微薄的薪水，不論如何努力也永遠追不上高漲的房價。某乙的說法最接
近下列何項觀點？
功能論 衝突論 成就地位論 人力資本論

6 美國大選常見各族群文化與價值之間的激辯，但似乎都不影響美國民眾對國家的支持。請問美國人民對
國家的齊心支持，最可能基於下列何項理由？
公民身分的保障形成對國家的認同 國家透過嚴密監控形成公民意識
透過種族通婚大幅減少社會分歧 所得平均形成強大的社會凝聚力

7 隨著永續發展思潮的風起雲湧，消費者願意以合理價格，購買以友善耕作方式所生產的蔬果，此種購買
行為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綠色廠房 企業社會責任 比較利益 綠色消費

8 阮氏是從東南亞來臺灣從事家庭看護的移工，工作已經一年多，非常細心負責，深受被照顧者李伯伯家
人的喜愛，彼此感情非常好。某日她推著坐在輪椅上的李伯伯要去投票，遭到一輛闖紅燈的機車撞上，
讓她腿部扭傷，醫生評估必須休養兩週。關於阮氏在臺灣享有的權利，下列何者正確？
阮氏在臺灣居住已超過四個月，故具有市長投票權
因阮氏是外國人，故無法獲得肇事者的醫療賠償費
阮氏在休養期間享有國民年金保險給付的權利
在臺灣工作期間，雇主可以為阮氏投保勞工保險

9 一名 15 歲的國中生，下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情形查詢網頁的原始檔案，將其
改成今日起停班、停課一年等內容。這名國中生被依偽造公文書罪函送法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行為已影響社會至鉅具該當性，所以由檢察官調查起訴
國中生缺乏對刑法的完整了解，所以其行為不具有違法性
他只是國中生的年齡，所以他的行為不具備完全的有責性
該國中生出於好玩，並非故意犯罪，因此他不須負有責性

10 近年來，臺灣多起隨機殺人案件引發社會關注，而部分加害者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而獲判無罪，判決或辯
護理由常引發媒體與大眾的議論。但法治國家就是要在正當法律程序下仔細分析罪犯的動機和成因，律
師的角色是在維護被告基本訴訟權利不被侵犯，而法官則是依法公正審判。若從人權的角度出發，上述
內容是在強調何種權利保障的重要性？
行動自由 公民參政 社會安全 公正審判

11 我國「彈劾權」的設計，與三權分立的國家略有不同。關於我國彈劾權的行使，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院可以對行政院院長提出彈劾案 立法院可調查且彈劾違法的公務人員
監察院可對違法失職的總統或副總統進行彈劾 監察院可彈劾縣、市首長並移送司法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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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國自 1991 年至 2005 年共經歷七次憲法增修，下列何者為修憲的成果？

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須經人民連署提案 命令或法律有違憲之虞者由大法官進行解釋

正副總統彈劾案由立法院提案，憲法法庭審理 各縣市的縣市長及縣市議員，皆改由人民直選

13 關於我國近年來憲法的變遷與成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憲法修正案經公民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

憲法修正案經公民複決程序，通過門檻與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相同

除立法院外，公民亦可經全國性公民投票程序，提出憲法修正案

司法院大法官以憲法解釋的方式，來推翻不合時宜的憲法條文

14 公民投票指全體公民透過行使投票的權利，對國家或社會的重大或特定問題進行表決的制度。關於我國

公民投票的制度與實施，下列何者最為適切？

每一年皆可舉行一次公民投票 投票資格與正副總統選舉相同

展現國民主權 保護社會上少數人的權益

15 基於民主政治的理念，為確保人民意見得以有效影響國家權力，成為政府決策時考量的重要因素，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人民發表任何政治性言論，均得免除刑事責任

政府機關制定政策時，須舉辦全國性民意調查為參考依據

外國籍人士一旦獲得永久居留權，依法應賦予選舉權利

政府應依法保障人民合法的集會遊行活動

16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行政院院長之任命，已無須再經立法院同意，惟立法院得以下述何種法定程序

使行政院院長去職？

立法委員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後通過

立法委員號召選民連署通過後，以相對多數投票罷免行政院院長

立法委員連署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召開憲法法庭，宣告行政院院長解職

立法委員以三分之二多數對行政院院長行使彈劾權，使行政院院長去職

17 A 候選人在某次立法委員選舉中獲取該選區最高票數，並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當選。惟同選區競爭對

手 B 候選人指控，A 候選人委託各里長以現金行賄選民，已掌握確切證據。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

規定，B 候選人應提起何種類型之訴訟？

撤銷當選公告訴訟 選舉無效之訴

當選無效之訴 課予中央選舉委員會重新辦理選舉義務之訴

18 刑罰的目的在追求「刑期無刑」，符合以下何種刑罰目的之理論？

應報理論 綜合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19 各國政府體制之間存在差異的程度不一，下列何者足以代表總統制國家與內閣制國家最顯著的差異？

對於文官體制與其中立地位的尊重 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與制衡的程度

其國家元首為總統或是國王 國會機構是一院制或是兩院制

20 甲積欠乙 20 萬元的房屋租金遲遲不還，歷經 10 年後，乙才向甲請求給付租金，甲是否可拒絕給付？

可以，因租金請求權的消滅時效只有 5 年 可以，因雙方債權債務關係逾 2 年已消滅

不可以，因租金請求權的消滅時效有 15 年 不可以，因出租人未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21 行政機關基於法律授權，對多數不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律效果之規定，係指下列

何種行政行為？

行政處分 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 行政指導

22 政府近年來陸續提高基本工資，是為了直接保障下列那一市場的那一方權益？

商品市場的需求方 商品市場的供給方 要素市場的需求方 要素市場的供給方

23 個人對其財產之所有權有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上述內容主要係民法何種原則

的內涵？

物權法定原則 契約自由原則 所有權絕對原則 所有權社會化原則

24 下列何者屬於行政法院所審理之案件？

馬路施工未設警示標誌，導致人民甲騎車路經該地失速滑倒受傷，因而提出國家賠償訴訟

乙本為軍校公費生，於軍校畢業後拒絕服役，遭國防部追討就學四年期間之學雜費全額

市政府公務人員丙，遭檢舉利用工程採購職權收受廠商回扣，被以貪污治罪條例起訴

人民丁向縣政府承購之國宅，因施工瑕疵導致嚴重漏水，丁請求縣政府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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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表是大雄上公民與社會課時，所寫下黑板上老師整理關於我國各項選舉所採用的選舉制度表格，但因

為漏列了實施該選制的實例，請幫大雄依甲乙丙的順序選出相對應的選舉：

實例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複數選區制 政黨比例代表制

甲 ν ν

乙 ν

丙 ν

總統 ν

縣市議員、區域立委、縣市長 立法委員、縣市議員、縣市長

山地原住民立委、縣市議員、立法委員 區域立委、山地原住民立委、縣市議員

26 甲某日於道路上駕車，驚見酒後駕車的乙逆向朝自己急速駛來，甲為閃避乙車，僅能選擇往路邊圍牆撞

去，最後導致丙宅圍牆傾倒毀損。試問，甲面對丙所提出的毀損罪告訴，得依下列何種規定阻卻違法？

緊急避難 正當防衛 依法令之行為 得被害人同意

27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交流愈來愈頻繁，關於國際交流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國民外交係指國民受政府囑託進行跨國交流

各國政府之交流仍以中央政府外交機關為限

國際組織下建立的國際協定要求所有成員國皆須加入

聯合國無法直接管轄各成員國之國際關係與國內治理

28 甲民族數千年居住於某地區，目前為乙民族國家的一個自治區，藉由其傳統統治機制行使自治，甲希望

依民族自決原則獨立為一國。甲欲成立國家尚缺下列那一項國家成立要件？

領土 政府 人民 主權

29 下列關於國家、統治者與人民關係的說法，何者最符合當今對民主政治的想像？

元首為國家主權之象徵，行使所有統治權力

人民為國家構成要件之一，須服從國家之各種規範

國家主權應為人民所掌有，一國元首須由人民選舉產生

國家應是實現人民權益保障的機制，而非人民之支配者

30 假設某一封閉的市場經濟體系只生產手機與腳踏車兩種商品且機會成本遞增。考慮兩種商品之生產可能

選擇，如果人們變得熱愛騎腳踏車，則與原生產點比較起來，新的生產點其：

生產手機與腳踏車的機會成本都會增加

生產手機與腳踏車的機會成本都會減少

生產手機的機會成本會增加，且生產腳踏車的機會成本會減少

生產手機的機會成本會減少，且生產腳踏車的機會成本會增加

31 2019 年政府修法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3 條規定「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

駛人新臺幣 3 百元罰鍰。｣，倘若此法的修正通過使安全帽市場的交易量增加與均衡價格上漲，下列何者

最能說明安全帽市場變動的情況？

市場需求線向右移動 市場需求線向左移動 市場供給線向右移動 市場供給線向左移動

32 有關國際貿易的思維，下列那一選項是正確的推論順序？

比較利益→生產機會成本的差異→國際貿易 國際貿易→比較利益→生產機會成本的差異

生產機會成本的差異→比較利益→國際貿易 比較利益→國際貿易→生產機會成本的差異

33 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美國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來拯救經濟，加上面臨財政赤字，美元大幅貶值。

關於美元貶值對臺灣影響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出口商品價格變得更便宜，故對臺灣出口業者較有利

美國出口臺灣的商品變便宜，故對臺灣進口業與消費者有利

臺灣出口業者因美元貶值，收到的貨款將可換到更多新臺幣

美國出口臺灣的商品變貴，故對美國出口業不利

34 臺灣進入高齡化社會，近年來自東南亞伊斯蘭信仰的女性看護移工快速增加，但國人對伊斯蘭信仰卻鮮

少認識，引發不少誤會甚至歧視的事件。下列何種做法無助於解決上述的情況？

學校鼓勵學生選修認識多元文化與宗教的課程

電視臺製作並播出與東南亞文化與信仰相關的節目

地方政府定期舉辦東南亞文化慶典活動

為看護移工辦理免費中文課程並鼓勵參加



代號：2501
頁次：4－4

35 近年來若干縣市政府為了便民紛紛建置共享單車系統，若某共享單車系統收費標準為租用時間在 4 小時

以內，每 30 分鐘收費 10 元。則該系統較屬於那種財貨？

具可排他性與獨享性 具可排他性與共享性

具不可排他性與獨享性 具不可排他性與共享性

36 Don’t going to see the doctor, or your illness will get worse.
 put off  put out  put up  put on

37 Police are still looking for o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them find the missing girl.
 beats  waves  clues  plates

38 my mother, washing clothes by hand is better than using a washing machine.

 According to  Looking over  Responding to  Speaking of
39 The government has posted a surprising list of new kinds of animals which may die off soon if we don’t

take .
 option  behavior  deed  action

40 Jeff got an email about the meeting tomorrow and it to his coworkers.
 forced  fostered  forwarded  followed

41 The seemingly ancient India Pavilion is full of marvelous modern .
 technologies  antiques  boutiques  objections

42 In a society where water is , it has to be shared fairly among individuals.
 explicit  replete  precious  sufficient

43 Joseph is very anxious about applying for this job, because there are many ________ for the same position.
 competitors  contributors  composers  conductors

44 The serial murderer his victim to a deserted apartment where he could easily harm her.
 lured  sponsored  glorified  favored

45 David was granted a on his new invention—a device that can detect the sudden change of the water level
in the river.
 progression  patron  prevention  paten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Look a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Reservation Completed!

Your reservation is completed. Please click to pay online. You must complete payment by

12/18, or the reservation will be cancelled automatically.

Reservation Details

Reservation Number 06213156 Identification A123454321

Mobile 0919123456 E-mail georgebrown@gmail.com

Trip Date Train No. From To Departure Arrival Fare Seat

Outbound 12/30 621 Taipei Taichung 09:46 10:46 TWD 700 Car 9-16A

Class: Standard Car Passenger: Adult 1 Total Amount TWD 700

46 What ticket reservation does George make?
 A bus ticket.  A train ticket.  A flight ticket.  A concert ticket.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essages is not shown?
 The seat number.  The special discount.

 The reservation number.  The date to use the ticket.
48 What information does George not have to offer in order to book the ticket?

 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Identification number.  Driver’s licence number.

49 When is the deadline to pay for the reserved ticket?
 December 17.  December 18.  December 29.  December 30.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e ticket is for an adult and a child.  The travel time takes more than an hour.
 The reserved seat is a business class seat.  The arrival time in Taichung is scheduled at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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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法律與命令的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係由立法機關制定，而命令則由各機關訂定
通則為法律，細則為命令
法律與命令，均需經過總統公布後生效
以命令限制人民之權利義務，應有法律授權

2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委辦規則與法律牴觸者無效。此為何種行政法基本原則之展現？
法律明確性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安定性原則

3 下列何者為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權利？
性行為之自主決定 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
姓名權 婚姻自由

4 關於法律優位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命令牴觸憲法時，行政命令無效 行政命令牴觸法律時，行政命令無效
法律牴觸憲法時，法律無效 法律牴觸國際法時，法律無效

5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
友，並至遲於 24 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此為下列那一種憲法原則之內涵？
罪刑法定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6 當法律規範有漏洞時，可以運用法律補充之方法使其完全。下列何者非屬法律補充之方法？
類推適用 文義解釋 目的限縮 法律續造

7 某法律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若總統於民國 110 年 6 月 1 日公布該法，則該法應於何日生效？
 6 月 1 日  6 月 2 日  6 月 3 日  6 月 4 日

8 關於我國現行中央政府體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對行政院院長有人事任免權
修憲後因立法院喪失對行政院院長的同意權，行政院不再對立法院負責
總統享有被動的國會解散權
我國中央政府體制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內閣制

9 關於公法與私法之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救濟之方式不同，公法適用行政爭訟，私法則適用民事訴訟
強制執行之依據不同，公法適用行政執行法與行政訴訟法，私法適用強制執行法
損害賠償管道不同，公法適用國家賠償法，私法適用民法
勞動基準法之規範客體為私法上僱傭關係，故屬純粹的私法

10 下列何者非屬我國憲法或憲法增修條文賦予大法官之職權？
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審理總統、副總統之罷免 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

11 關於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學理上稱之為原因自由行為
本項須行為人在實際實行犯罪時具備完全行為責任能力狀況
現行立法模式，在學理上有稱為例外模式
本項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況

12 下列何者是憲法最高性的直接展現？
行政院之施政不得牴觸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法院之判決，不得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立法院通過之法律，不得牴觸憲法
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不得違反其組織法規，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係指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
憲法增修條文如與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之規範相衝突，依後法優於前法之原則，增修條文之效力優先
其內涵包括憲法規定之民主共和國原則與國民主權原則
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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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憲法及公民投票法規定，有關我國公民投票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是憲法上依法行政原則的實現
因為是對事、而非對人的投票，所以普通、平等、直接之投票方法不適用
現行制度不只有全國性，也有地方性之公民投票
為確實監督國家政策之落實，得針對預算與人事事項提案發起公民投票

15 有關比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須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多種同樣達成目的之方法中，須採取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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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為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應採取最輕之處罰規定

16 下列事項，何者不適用我國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外交部與外國之建交行為 撤銷進出口廠商營業登記之行為
廢止土地徵收之行為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電能躉購費率之審定行為

17 下列關於執行上級命令之行為不罰之敘述，何者錯誤？
明知上級公務員之命令為違法而執行之，不得阻卻違法
以下達之命令為下級公務員之職務範圍內，始得主張阻卻違法
下級公務員執行不符法定程式之命令，亦得阻卻違法
命令之形式雖不以書面為限，但仍以具備法定程式為必要

18 人民申請換發汽車行車執照，卻遭公路監理機關以違規罰鍰尚未繳清為由，拒絕換發行車執照。此舉可
能違反下列何種行政上之一般法律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比例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9 有關損失補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因公益而特別犧牲財產上之利益，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補償
損失補償是針對國家的合法行為而干預人民之財產權所生之填補措施
現行法下，行政徵收不以公用之目的為限
基於平等原則，只要國家對財產權有所限制，即應給予補償

20 有關公共設施國家賠償責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須賠償義務機關有故意或過失，始成立國家賠償責任
公共設施委託民間團體管理，因管理欠缺導致人民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有損害，國家亦負賠償責任
於開放山域的自然公物，經管理機關對公物為適當的警告或標示，人民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而

受有損害，國家不負賠償責任
建築中的公共設施未開放公用，即非屬公共設施

21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上當事人能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能力為訴訟成立要件之一，若當事人欠缺當事人能力，法院應逕行以訴不合法裁定駁回其訴
非法人團體因不具權利能力，因此不具有當事人能力
無當事人能力人所為之訴訟行為，其效力得經取得能力之人承認而治癒
當事人於訴訟中死亡時，法院應即以當事人能力有欠缺而裁定駁回其訴

22 下列關於行政罰的敘述，何者錯誤？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以處罰故意為原則，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法律有明文規定為限
滿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23 下列行政訴訟法所定之訴訟種類，何者非以行政處分為程序標的？
撤銷訴訟 申請遭否准之訴訟 怠為處分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24 下列有關訴願要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除行政處分違法外，行政處分不當亦得提起訴願 訴願的對象尚包括消極的不作為
一律以原處分機關為受理訴願機關 須以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為前提

25 下列事件何者為人民不服時可提起訴願的標的？
稅捐稽徵機關對業者實施實地查核之行為
甲機關聘僱臨時人員所生薪資給付不足之爭議
丙所有之土地被乙機關徵收而對徵收價格不服之爭議
丁警員執行勤務不慎駕車撞傷人民戊所生的糾紛

26 甲夫乙妻結婚多年，無子女。甲尚有祖父丙、祖母丁。甲死亡時，丁依法辦理拋棄繼承。乙之應繼分為
多少？
 2/3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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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上和解，何者錯誤？

土地疆界糾紛之訴訟，得成立訴訟上和解

法院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

當事人就未聲明之事項成立和解者，不得為執行名義

當事人於和解之意思已甚接近，得聲請法院於當事人表明之範圍內，定和解方案，於法院將和解方案

送達兩造時，視為和解成立

28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得予行政處罰之法源依據，下列何者錯誤？

財政部函釋 法律明文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

法律 地方自治條例

29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法上公開審理、言詞審理及直接審理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言詞辯論，應由訴訟代理人以言詞聲明當事人與關係人人數，以及相關證據資料為其程序之開始

當事人應就訴訟關係，為事實上之陳述，其訴訟代理人應就訴訟關係，為法律上之陳述。兩者相異者，

以訴訟代理人之陳述為準

法官非參與為判決基礎之辯論者，不得參與判決

原告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涉及被告之營業秘密者，僅得由法院以職權逕行裁定為審理不公開與判

決不公開

30 下列有關訊問刑事被告應告知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被告所犯罪名經告知後，如有變更，不必再告知

被告犯想像競合犯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只要告知重罪罪名即可

告知得選任辯護人

被告得保持緘默，亦得說謊

31 甲將其位於臺中之房屋借給好友乙 1 年，係因乙獲臺中之 A 公司聘用，然而乙須通過試用期 3 個月。甲

與乙約定：若 3 個月後乙未通過試用，該房屋之使用借貸失其效力。若乙 3 個月後不幸未通過試用，關

於該屋之借貸，發生何種效力？

解除條件成就 停止條件成就 終期屆至 始期屆至

32 下列關於民法所規定物之敘述，何者錯誤？

汽車之輪胎，為動產 土地上之行道樹，為獨立不動產

柴犬為動產 臨時敷設之輕便軌道，為動產

33 甲欲開設文創商場，委託乙完成該商場之室內裝潢。甲、乙間訂立何種契約？

承攬契約 買賣契約 委任契約 僱傭契約

34 甲開車闖紅燈，撞死正一邊過馬路一邊滑手機之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得主張乙若專心過馬路，就會看到甲的車，故乙對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甲無須賠償

如果甲受僱於丙公司，負責送貨，甲於送貨途中撞死乙，則乙之配偶丁得向丙求償

乙之配偶丁安葬乙後，得向甲請求賠償喪葬費

乙之配偶丁得向甲請求慰撫金

35 依民法第 758 條第 1 項規定，不動產物權行為以登記為要件。關於不動產物權行為，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不動產物權行為以登記為公示手段 不動產物權行為之登記乃宣示登記

不動產物權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不動產物權行為不以交付不動產為要件

36 稱動產質權者，謂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移轉占有而供其債權擔保之動產，得就該動產賣得價金優

先受償之權。關於質權人之權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質權人得占有質物

質權人得使用質物

質權人得請求無權占有質物者，返還質物於自己

質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拍賣質物

37 關於夫妻共同收養子女，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夫妻不得收養其直系血親為養子女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無須夫妻共同為之

夫妻之一方於婚前有收養子女者，婚後，他方必須收養該名養子女

夫妻之一方不能為意思表示或生死不明已逾 3 年者，他方得單獨收養子女

38 依民法規定，下列何者無法對受婚生推定之子女提起婚生否認之訴？

受婚生推定之夫 生母 曾祖父母 該子女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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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甲立遺囑遺贈其所有之房屋一棟於乙。惟該房屋因丙之過失致毀損滅失。一年後，甲死亡。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消滅時效已完成，乙不得向丙請求損害賠償 房屋已毀損滅失，不屬於遺產，遺贈無效
推定以甲對丙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遺贈 乙得向甲之繼承人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40 下列關於偵查中羈押之敘述，何者正確？
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檢察官即可羈押
被告涉嫌公然侮辱罪，檢察官亦可羈押
如果被告有反覆實行同一竊盜犯罪之高度可能性，法院可裁定羈押
即使被告有勾串共犯的可能，法院也不可以裁定羈押

41 下列關於刑法第 136 條聚眾妨害公務罪構成要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為主體限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相對人
行為地限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人數須達 5 人以上
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因而致公務員於死或重傷，與傷害致死或傷害致重傷罪，數罪併罰

42 下列關於嚴格證明法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並不相同
嚴格證明法則涉及證據能力及有無經合法調查證據之程序
犯罪事實存在之認定需要嚴格之證明
自由證明與自由心證之意義相同

43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或言詞陳述，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判斷，應依何種法則判斷之？
自白法則 傳聞法則 自由心證法則 意見法則

44 依刑事訟法第 27 條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不包括下列何種情形？
受司法警察調查時 法院審理準備程序 受上級長官調查時 移送檢察官調查時

45 下列關於貪污治罪條例相關法條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構成犯罪
對於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不構成犯罪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等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構成犯罪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等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獲得利益者，構成犯罪
46 甲犯侵占罪，尚未被發覺，妻子乙為庇護甲而出面向警方表示係其犯罪，乙是否符合刑法自首要件？

不符合，因警方並非偵查機關，向警方自首，於法未合
符合，因犯罪既尚未被發覺，乙出面向警方坦承犯行，當屬自首
不符合，因乙非侵占罪行為人，乙自無自首問題
符合，因可以轉換成乙所犯頂替罪之自首

47 關於刑法上之故意犯與過失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為非出於故意者，即係出於過失
間接故意犯與有認識過失犯之罪質相當
刑法以處罰故意犯為原則，但過失犯情節嚴重者，仍應與故意犯同視
過失犯之處罰以法律有明文者為限

48 下列有關刑法第 138 條侵害公務上掌管文書物品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收到法院寄發之傳票後，將之撕毀，甲成立本罪
甲撕毀警員乙依法制作之談話筆錄，甲成立本罪
甲與警員乙發生拉扯，致乙所穿制服毀損，甲不成立本罪
警員乙將經扣押之物交由該物之所有權人甲暫時保管，甲故意將之毀損，甲成立本罪

49 刑法第 17 條因犯罪致發生一定之結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規定者，如行為人不能預見其發生時，不適用之。
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必須行為人主觀上有預見結果發生 本條在學理上稱為加重結果犯
必須刑法條文有特別規定才有適用 基礎犯罪與發生結果間須具備因果關係

50 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明列特定事項不適用該法之程序規定，下列何種行為即屬該法所定排除之事項？
內政部移民署依法禁止本國人出境
高雄市警察局員警依據集會遊行法規定命令群眾立即解散
國防部將部隊連級主官調任為內部單位參謀
私立大學依據該校規定對特定學生為記過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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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地方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程相關條文暨編制表修正案，須函請下列何機關進行備查程序？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銓敘部 考選部

2 某甲如擬洽詢有關公教人員保險的法令解釋事宜，應致電下列何者最適當？

銓敘部 中央信託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公教人員保險監理委員會

3 關於我國現行憲法第 85 條「公開競爭」的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考試之試卷、閱卷結果及典試人員名單應公開

公務人員考試之應考資格，不得有黨派、種族、籍貫、膚色等限制

擇優錄取

公務人員考試成績之計算，除考試法另有規定外，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

4 下列有關考試院之職掌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考績、陞遷之法制與執行事項 公務人員銓敘之法制事項

公務人員考選之政策與法制事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之法制事項

5 「杜絕地方機關首長濫用私人、私相授受」，最能反映出人事機構何種設置的理由？

政治的理由 行政的理由 經濟的理由 社會的理由

6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5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依品位及職位任用之

官等分委任、薦任、簡任

職等分第一至第十四職等，以第十四職等為最高職等

委任為第一至第五職等；薦任為第六至第九職等；簡任為第十至第十四職等

7 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規定，各機關人員不得辦理陞任的情況，下列何者正確？

最近一年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之處分者

最近二年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免職之處分者

最近三年內曾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受免職之處分者

最近四年內因故意犯罪，曾受有期徒刑之判決確定者

8 下列何者並非我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所採用的考試方式？

口試 筆試 工作經歷審查 著作或發明審查

9 下列有關現行公務人員陞遷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甄審委員會評審後，依程序報請機關首長就前二名中圈定陞補之

如陞遷二人以上時，就陞遷人數之三倍中圈定陞補之

最近三年內曾獲頒功績獎章、楷模獎章或專業獎章者，優先陞任

辦理陞遷業務人員，其涉及本人、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甄審案，應行迴避

10 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不可分發至下列那一個機關？

國家安全局 國防部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

11 下列何者屬於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資格之「消極資格條件」？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學歷 國籍 體格檢查

12 有關公務人員考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考試院不得限制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年齡、兵役及性別條件，以符人權精神

特種考試若需體格檢查，逾期未繳交體格檢查表者，經補繳後得予核發考試及格證書

因懷孕或生產前後無法參加體能測驗者，得保留筆試成績並於下次逕行參加相同考試類科之體能測驗

體格檢查之內容、程序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申請舉辦考試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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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5 條規定，薦任升簡任考試及格者，取得第幾職等任用資格？

第 12 職等 第 11 職等 第 10 職等 第 9 職等

14 下列那一個政府網站係專屬公務員線上學習平台，登入後可獲得各種進修資訊與課程？

 e 等公務園 我的 E 政府

 g0v 零時政府 為台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

15 某甲現為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其可以擔任下列何項公職？

臺北市議員 國營事業董事兼總經理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 臺北市政府某局副總工程司

16 下列何者不屬於內部招聘的範圍？

下級職位人員，透過晉升的方式填補空缺

上級職位人員，透過降職的方式填補空缺

以職缺公告的方式， 吸引合適的人員前來應徵

同級職位人員，透過工作調換或工作輪換填補空缺

17 某甲參加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之四等考試及格，取得下列何種任用資格？

委任第一職等 委任第三職等 薦任第六職等 薦任第七職等

18 下列何者不構成公務員受懲戒之事由？

公務員下班後酒駕肇事致人於死，經媒體報導後引起輿論撻伐

公務員外遇後擬與小三分手，小三心有不甘，於網路散播與該公務員的不雅照片，並直接指名某機關

某公務員始亂終棄

公務員參加不合法宗教團體，並進行斂財

公務員為其父親參選縣長站台助選

19 公務人員各職等高於本俸最高俸級之給與，稱為：

年功俸 加給 津貼 福利

20 有關績效俸給制所希望創造的組織文化，下列何者最正確？

競爭式工作文化 自主式公民文化 約束式防護文化 集體式一元文化

21 某公務人員請假時出現登記不實狀況被其主管發現，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下列何者是其主管最適當處理

方式？

告誡下次不要再被發現 交由考績委員會調查懲處

移送檢察機關偵查 上網貼文讓網民公審

22 有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分為工作、學歷和態度三個考核項目 懲處分警告、記過二種

獎懲得相互抵銷 考核結果分為甲、乙、丙、丁四個等第

23 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適用範圍不包括政務人員

兼任多項主管職務之各級人員，得兼領或重領主管職務加給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內有規定雇員之薪俸

生活津貼部分，編制內技工、工友未比照辦理

24 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制之研擬，事關全國一致之性質者，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辦理之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升任官等訓練，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或委託相關機關（構）、

學校辦理之

初任公務人員訓練以充實應具備之基本觀念、品德操守、服務態度、行政程序及技術暨有關工作所需

知能為重點

為確保公務人員嚴守行政中立，貫徹依法行政、執法公正、不介入黨派紛爭，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辦理行政中立訓練及有關訓練

25 地方制度法關於地方行政機關重要職務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政府副市長為政務官，職務比照簡任第 14 職等

直轄市政府秘書長為政務官，職務比照簡任第 13 職等

縣（市）政府副縣（市）長為政務官，職務比照簡任第 13 職等

縣（市）政府秘書長為常務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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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有關公務人員考績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年終考績丁等者，免職

公務人員另予考績列丁等者，免職

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

各機關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績列丁等及一次記二大過人員，處分後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27 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規定，有關特定期間加給之支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死亡當月之加給，按全月支給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期限給假之期間，其加給照常支給

因奉派執行職務失蹤，在未確定死亡前或依法免職前，原支領之加給照常支給

請事假已逾規定期限之期間或曠職之期間，其按日扣除之俸給，不包含各種加給

28 下列何者不是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

平時考成 年終考成 另予考成 專案考成

29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初任各官等職務人員，其等級起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高等考試之一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一等考試及格者，初任薦任職務時，敘薦任第九職等本俸一級；先

以薦任第八職等任用者，敘薦任第八職等本俸四級

高等考試之二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二等考試及格者，初任薦任職務時，敘薦任第八職等本俸四級；先

以薦任第七職等任用者，敘薦任第七職等本俸一級

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四等考試及格者，敘委任第三職等本俸一級

初等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五等考試及格者，敘委任第一職等本俸一級

30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教人員保險法適用的對象？

臺北市政府編制內之有給專任人員

依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管理法令進用之從業人員

臺灣大學編制內之有給專任職員

教育部核准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師

31 關於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可以收受市價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之財物餽贈

公務人員可以在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但所受

贈之財物市價必須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簽報

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32 某甲因酒駕遭懲戒法院判決降級處分，其幾年內不得陞任主管職務？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33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其應行請假之時期為何？

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 自登記為候選人之日起至投票日止

自登記為候選人之日起至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自登記為候選人之日起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34 公務員受罰款懲戒處分之同時，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得與下列何種懲戒併為處分？

剝奪、減少退休金 降級 減俸 免職

35 透過政制結構途徑推動行政中立的觀念，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因應未來趨勢，黨政運作應該配合行政事務運作，以提高行政效率

文官可以透過報備兼任政黨負責人，以提高政治運作效率

政務官向人民負政治責任，事務官向機關首長負行政責任

考試委員應超越黨派，依據總統命令行使職權

36 某甲是一名公務人員，某天上班時於等電梯的空檔滑手機，順手在特定候選人的 Facebook 貼文中按讚。

請問某甲的按讚行為可能觸犯何種法令？

可能觸犯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只是按讚而已，沒有表達實質意見，沒有觸法疑慮

可能觸犯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可能觸犯行政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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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據公務員懲戒法，對公務員懲戒之內容與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申誡」可口頭為之，但「記過」則必須書面通知

所謂「撤職」係指撤除現職外，並且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休職」係指休受懲戒人之職，停發俸（薪）給，且受懲戒人不得申請退休或退伍

「降級」係指降一級官等，並且不得再任主管職

38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公務人員休假得以時計，每年至少應休假之日數由下列何者定之？

銓敘部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 考試院

39 有關公務人員保障事件復審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均應提起復審

非現職公務人員基於其原公務人員身分之請求權遭受侵害時，得提起復審

公務人員之遺族基於該公務人員身分所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受侵害時，得提起復審

俸級審定疑義，得提起復審

40 我國於民國 84 年 7 月 1 日之後實施公務人員退撫新制，當中退撫基金由政府與公務人員每月各自提撥，

其比率分別為何？

政府撥繳 55%、公務人員繳付 45% 政府撥繳 60%、公務人員繳付 40%

政府撥繳 65%、公務人員繳付 35% 政府撥繳 70%、公務人員繳付 30%

41 某乙年滿 55 歲，年資 14 年，已任本職務最高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滿三年，自認陞遷無望，萌生去意，今

因單位業務緊縮，乃配合其服務機關依法令辦理精簡，申請自願退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某乙僅年滿 55 歲，且非屬危勞職務，尚不得申請自願退休

某乙得申請自願退休，但只能支領一次退休金

某乙得立即支領月退休金，但須為減額月退休金

某乙得至年滿 65 歲起，支領月退休金

42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可推派代表參與那一個委員會？

公教人員保險監理委員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共工程委員會

43 有關公教人員保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額 7%至 15%

被保險人自付 35%的保險費

私立學校教職員由政府及學校各補助 32.5%的保險費

教育部統一編列預算，核撥政府補助私立學校教職員之保險費

44 下列有關公務人員協會之敘述，何者正確？

公務人員協會理事、監事之任期均為二年 理監事不得連選連任

理事長沒有連任限制 該協會為行政機關

45 下列那些關係之組合，並非公教人員保險法上所稱之眷屬關係？

繼父母 養父母 祖父母 生父母

46 下列何者不是公務人員保障法之保障範圍？

言論自由 管理措施 身分 官職等級

47 亡故公務人員如其撫卹年資未滿 15 年，且係因病故或意外死亡者，其遺族之領受撫卹金類型為何？

只能領一次撫卹金 只能領月撫卹金

可由遺族擇領一次撫卹金或月撫卹金 同時發給一次撫卹金及月撫卹金

48 公務人員甲年資甫滿 35 年即不幸病故，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其遺族除給與月撫卹金外，另

給與幾個基數之一次撫卹金？

 25 個基數  28 個基數  30 個基數  32 個基數

49 有關公務人員加入公務人員協會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所有公務人員均須加入協會 公務人員加入協會須經服務機關同意

公務人員得自由決定是否加入協會 公務人員加入協會須經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同意

50 多名公務人員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行政處分共同提起復審時，其代表人之產生，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

下列何者正確？

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指定之 彼此選定 1 人為代表人

彼此選定 2 人以下之代表人 彼此選定 3 人以下之代表人



類科名稱：

111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科目名稱：
人事行政大意（試題代號：4506)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人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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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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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A A A C C A

A C A C C B D A A

B C C A B D D A B B

B A B C A C C A C

B A D A C A A A C D

C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