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五等考試 
類  科：一般行政 
科  目：公民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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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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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2501 
頁次：4－1 

1 瑞典最大玩具連鎖店 TOP TOY 耶誕節產品的型錄裡，只看到男孩抱著洋娃娃，公司指出未來 TOP TOY 的

玩具將走向性別中立。依上述，該公司的政策調整主要在於破除何種性別迷思？ 
異性戀霸權 性別階層化 女性貧窮化 性別刻板印象 

2 日前有報導指出：「海洋魚類承受不了人類的過度捕撈，專家甚至提出警告，如果人類再不節制，到了 2048
年，地球上將沒有魚可吃！」由上述報導可說明下列何種現象？ 

搭便車現象 鄰避效應 西瓜效應 共有財的悲劇 

3 某報導指出：「貧富拉大、文憑貶值和創業困難是當前臺灣社會階層不流動的三大原因。」即便多數學派皆

不否認「教育」在社會階層化的重要性，但亦有學者指出「文憑不是能力的保證，而是優勢階級透過學校

教育過程『再製』既存社會階級利益的不平等歷程。」上述對學校教育的批判觀點，符合下列何種理論的

主張？ 

交換理論 衝突理論 結構功能論 符號互動論 

4 印度基於宗教信仰不吃牛肉，麥當勞為拓展市場，2013 年在印度開設素食餐廳。試問麥當勞公司的此種作

法，可說明何種文化現象？ 

在地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另類全球化 文化帝國主義 

5 下列針對社會流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美的雙親都是大學教授，小美是個基層的勞工，是向下的代間流動 
阿立自幼家境貧困清寒，靠自學努力讀書考取公職，是向上的代間流動 
跨國企業的總裁經常往來各國的分公司視察業務，是垂直的代內流動 
阿明從貿易公司的董事長，到現在擔任保全人員，是水平的代內流動 

6 法國政治學者杜瓦傑（M. Duverger）觀察許多民主國家的經驗後，認為選舉制度會深深影響一國的政黨體

系的發展。下列有關杜瓦傑觀察研究結果的敘述，何者正確？ 
兩輪決選制較易形成多黨聯盟  
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容易產生政黨輪替 
單一選區兩票制容易產生一黨獨大  
採行比例代表制易形成兩黨制 

7 一般我們所稱的公務員，按照其任用資格、保障制度與權責的不同，又可分為政務官與事務官兩大類。下列

關於事務官體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沒有任用資格規定  依法享有各種保障與福利  
負責各項政策的規劃與監督 隨政策成敗或政黨執政進退 

8 我國公民投票制度中，對於提案與交付的「提出」方式有嚴格的規定，下列何者無法「提出」？ 
總統 行政院 立法院 人民連署 

9 擔任外交大臣的某甲，因決策錯誤而被免除外交大臣職務後，他只好回到國會中，全心全意擔任國會議員的

工作，以上情境可能發生在那一個國家？ 
美國 法國 瑞士 英國 

10 依我國憲法規定，如果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發生爭議，應由那一機關負責解決？ 
司法院 立法院 監察院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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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關於我國中央政府組織與職權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政府經過修憲後，中央民意機構主要在立法院與監察院 
中央政府各院院長，皆由總統提名，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 
中央政府公務人員，皆需秉持行政中立、依法行政原則做事 
立法委員為民喉舌，負責監督公職人員財產與政治獻金的申報 

12 下列何者的敘述顯示，我國與該國擁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我國國民在南非護照遺失，可向南非共和國臺北聯絡代表處求救 
我國國民在阿根廷需要幫助，可找阿根廷臺北商務辦事處提供支援 
我國國民在史瓦濟蘭需要幫助，可向我國駐史瓦濟蘭王國大使館求助 
我國國民在印度尼西亞遭遇強震受傷，可找駐印尼臺北經貿代表處求助 

13 萱萱一向非常關心臺灣的政治事務，最近她積極尋求黨員的支持，希望能號召國人支持該黨舉辦「東海岸禁

止商業開發」的全國性公民投票。如果今年 12 月能順利舉行該議題的全國性公民投票，依據我國相關法律

的規定，下列那一位可以行使投票權？ 
年滿 18 歲剛從高中畢業的小英 來臺工作的印度籍工程師阿山 
因故受法院監護宣告的小美 遭褫奪公權 2 年且目前剛服刑完畢的小花 

14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02 號解釋文認為，教師於行為不檢有損師道時，禁止終身再任教職確實能達成保障學

生受教權的作用，然而終身禁止對人民工作權所造成的限制過於強烈，因而違反下列那一原則而宣告違憲？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5 總統為避免國家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時，得經（甲）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令，但須於

發布後 10 日內提交（乙）追認。上述中甲、乙分別是指那一機關？ 
立法院、司法院 行政院、監察院 考試院、司法院 行政院、立法院 

16 下列何者依民法屬於限制行為能力人，但在刑法上則為無責任能力人？ 
 12 歲之青少年  18 歲之瘖啞人  88 歲之老年人 受監護宣告之人 

17 小蘭過世時留有遺產 1,200 萬元，父母雙亡，其配偶老吳已歿，兩人未曾生育子女，所有後事皆由小蘭的妹

妹小雲一人處理。而小蘭留有一份遺囑，內容將所有遺產跟權利均贈與照顧自己的看護工小明。依據我國

民法之規定，下列有關小蘭遺產分配的敘述，何者正確？ 
尊重被繼承人的遺志，遺產全由小明繼承 小雲得主張與小明平均分配小蘭的遺產 
小雲得遺產的三分之一，其餘遺贈給小明 小蘭因無子女，故遺產全歸國家所有 

18 1957 年美國電影《十二怒漢》描寫 12 位陪審員決定少年是否為殺父兇手的過程。剛開始 11 位陪審員因目

擊證人指認及少年在貧民窟長大的背景，尚未討論就認定其為兇手，最後卻因 8 號陪審員鍥而不捨的質疑

而改判被告無罪。若依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判斷，上述陪審員的作法，是違反下列何項原則？ 
無罪推定 罪疑唯輕 罪刑法定 證據排除 

19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犯罪行為有告訴乃論之罪與非告訴乃論之罪的區別，下列四人的言談中，何者的說法正確？ 
小雪：非告訴乃論之罪在檢察官發覺犯罪情事後可逕行處理 
小美：非告訴乃論即為公訴罪 
小光：告訴乃論之罪即為自訴 
小梅：告訴乃論之罪沒有時效限制 

20 明偉為國立大學的學生，因參與反學費高漲遊行並發表談話，被校方認定影響校譽，經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

開會討論，且在沒有通知明偉到場的情況下，即作出記大過的處分，明偉表示不服，想透過法律途徑進行

權利救濟。針對上述情況，若依我國相關法令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校方進行行政處分前，應給予明偉有陳述意見的權利 
校方有維護校譽與管教學生的責任，故此行政處分並無不當 
若明偉不服學校的行政處分，可直接向學生自治會提出申訴 
學校並未侵害明偉的學生身分，故明偉僅可向教育部提出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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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關我國法律制定程序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法律案提出後應送立法院院會排定審議先後順序  
法律案應於相關委員會中進行三讀會之議決程序 
完成三讀的法律案應由立法院咨請總統公布施行 
行政院對於窒礙難行的法律案得移請立法院覆議 

22 張三與李四因生意往來發生糾紛，張三透過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經雙方接受後，由調解委員會將

調解書送到地方法院並核定通過。依上所述判斷，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由張三支付雙方調解費用 調解事件以民事紛爭為限 
調解書與法院確定判決相同效力 調解書僅具有民事上契約之效力 

23 我國現行刑事訴訟制度下，法院原則上扮演公正第三人，於必要時才會依其法定權限，介入案件之調查。 
此種訴訟原則為下列何者？ 
自由心證主義  法定證據主義  
改良式當事人進行主義  當事人進行主義 

24 若依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列各項權利之敘述，何者主要是針對被告權利之保障的規定？ 
可要求犯罪被害補償金 可拒絕夜間進行訊問 可拒絕出庭應訊 可拒絕與被告對質 

25 國內三大鮮奶業者私下約定，於 6 月 15 日起將一公升裝鮮乳價格皆調高 10 元。業者的上述行為屬公平交易

法中的何項行為？ 
獨占行為 結合行為 聯合行為 壟斷行為 

26 現代社會的人們通常只要從事一兩項專長工作，再透過市場交易，就能夠衣食無虞，甚至比從前農業社會還

要豐富。若以「比較利益」法則來說明該「專長工作」，下列那一項敘述最正確？ 
最符合供給法則 生產力較低 機會成本較高 機會成本較低 

27 商家常以「買一送一」的策略來吸引消費者，藉以促銷商品。這種「買一送一」的行銷方式，是希望達到下

列那一種效果？ 
增加需求 減少需求 增加需求量 減少需求量 

28 「銷售收入－成本＝利潤」、而「銷售收入＝產品售價×銷售量」，下列那些敘述可以使利潤增加？①若售

價和成本固定，則需增加銷售量  ②直接抬高售價 2 倍，可增加利潤，也不會影響銷售量  ③若售價和銷

售量固定，則需降低成本  ④若成本和銷售量固定，則需降售價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9 每逢冬季結束初春來臨時，百貨公司都會舉行冬裝的換季大拍賣，以吸引消費者。下列那一種論述可以用來

說明上述現象？ 
冬裝供不應求，消費者為了搶買冬裝，願意多付錢，均衡價格因而上漲 
冬裝供不應求，供給者會因有利可圖而增加供給量，因此降價吸引買氣 
冬裝供過於求，供給者因為產品無法全數賣出，因此供給者會降價求售 
冬裝供過於求，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上升，而增加需求量，均衡價格上漲 

30 有關各項經濟發展要素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技職訓練屬於人造資本  利息是企業才能的報酬  
民眾公德心屬於社會資本 高爾夫球場屬於自然資本 

31 下列那一個數據的提升，並無助於我國國民生產毛額的提高？ 
政府興建高速鐵路   3 月份的外銷訂單暢旺 
政府調降貨物稅  美國大學給臺灣學生的全額獎學金 

32 元宵節的天燈為平溪帶來大筆的經濟效益，但留下來的就是凌亂的天燈垃圾，破壞原本的美景。為了保持環

境，有人建議政府針對販售的天燈加徵環保稅，否則讓當地居民忍受天燈垃圾，是不公平的。針對上述建

議政府的作為，下列何者的說法是正確的？ 
防止別人坐享其成，也就是禁止搭便車的行為 希望政府採補貼方式，補償居民忍受垃圾之苦 
希望政府採課稅方式，讓亂丟垃圾者付出代價 透過政策將環境界定價錢，使外部效益內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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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本新任央行行長黑田東彥表示，為了儘快達成 2％通貨膨脹目標以擺脫通貨緊縮，日本央行將著手研究新

一輪的寬鬆貨幣政策。下列何者是日本央行可能採取的做法？ 
調升重貼現率  調升存款準備率  
進行選擇性的信用管制  在公開市場中增加國債購買 

34 明宏為了一圓自己開店當老闆的夢想，辭掉了月薪 5 萬元的大學助教工作，回家鄉開設博士雞排店。他找了

一間月租 2 萬元的店面，每月的進貨成本約為 3 萬元，水電費約為 1 萬元，同時明宏的太太也辭去了月薪 4
萬元的工作到店裡幫忙。依據上述資料推判，明宏夫妻開店的隱藏成本及外顯成本各為多少萬元？ 
15，9 9，6 9，5 6，9 

35 承上題，明宏開設博士雞排店的機會成本是多少元？ 
 5 萬元  6 萬元  9 萬元  15 萬元 

    Halloween was not Mary’s favorite holiday. Oh, sure, when she was a little kid, Mary liked dressing up in a  36  
and going trick or treat. But now she was getting a little old for all that. In fact, the day after Halloween, Mary would  37 
thirteen. She would  38  think she is just a little kid. Mary would never admit it, but she had one other big  39  for not 
liking Halloween. When your birthday falls on November 1, no one ever makes a big  40  out of it－because it is right 
after Halloween!  
請依上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36 costume harvest clown headline 
37 move change shift turn 
38 any longer no longer rather than  more than 
39 request answer reason action 
40 shake  mistake deal order 
41 Bill: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taxi stand is? 

The Clerk:     . 
 Just follow that sign   Just follow that schedule  
 You can find it inside the duty-free shop  You can find it in the cafeteria 

42 Ann: The new manager is going to      and move into the office next Monday. 
Bill: I heard about it already. 
 take in   take care  take off  take over 

43 Peter was not interested in geometry.     .  
 So did I  Neither did I  So was I  Neither was I 

44 I feel so tired this evening. I’ve been working hard     . 
 all day  every day  each day  day by day 

45 My sister has a lot of fun      her English with a pen pal in the U.S. 
 of practice   practicing  to practice  of practicing 

46 Of the two dictionaries you recommended, this is the      one. 
 good  better  best  goodly 

47 Unlike his cousins, who ate a lot at the party, he didn’t seem to have any     . 
 appetite  hunger  manner  taste 

48 After knowing that she could not get her money back, Victoria      having lent the money to her sister. 
 reserved  required   repeated  regretted 

49 I haven’t been feeling well     , Doctor Lin. 
 afterwards  at last  recently  suddenly 

50 There is a house for     . I want to buy it. 
 buy  order  pay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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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那一項概念可說是非營利組織的核心？ 
使命 顧客 策略 免稅 

2 下列何者不是新公共行政的論述內容？ 
批判工具主義的行政思維，缺乏對於程序理性的反省 
反對政治與行政二分法，主張公共行政應該關懷社會公正與公共利益 
反對對於企業管理技術的迷信 
批判價值中立的論點 

3 下列何者並非是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公務人員可施予之懲戒處分？ 
撤職 降級 降等 減俸 

4 公務人員的停職懲戒有那兩種？ 
當然停職、減俸停職 降級停職、先行停職 減俸停職、降級停職 當然停職、先行停職 

5 對於「行政國」這個概念的敘述，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政府職能不斷縮減  民眾自主管理的能力愈來愈強 
行政人員是政府治理的「守衛者」 立法與行政相連結 

6 對於轉換型領導，下列敘述何者最為適當？ 
轉換型領導源自於非交易領導理論 轉換型領導源自於權威與合法的領導理論 
轉換型領導僅關注工作績效 轉換型領導強調領導者與部屬的相互影響 

7 在實施工作設計方面，下列何者較無法對組織成員產生激勵作用？ 
實施無為管理 實施目標管理 實施工作擴大化 實施工作豐富化 

8 比較而言，下列何者並非是決策者應具備的思維傾向？ 
專才型的思維 全局的觀點 系統思考 非均衡的思考 

9 下列何者不是有利於決策者創新的組織結構設計？ 
創造平坦式的組織 運用非正式組織 促進組織的彈性與自由 建立組織中的小團體 

10 當傳訊者與受訊者雙方因為自尊心或地位關係，而產生溝通上的問題，是屬於下列那一類的溝通障礙？ 
知覺的扭曲 缺乏真誠一致 防衛的行為 階級的隔閡 

11 「組織化的失序（organized anarchies）」具有那三種特徵？①問題的偏好  ②不明確的技術  ③選擇的機會

④流動式的參與者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2 關於行政決策的理論模式及其主張者，下列選項中，那一個組合為正確？ 
混合掃瞄模式-J. March  綜合理性模式-C. Lindbloom 
滿意決策模式-H. Simon  垃圾桶決策模式-A. Wildavsky 

13 從途徑目標理論（Path Goal Theory）來看，對部屬的行動予以計畫、組織與協調，是指下列那一種領導行

為？ 
支持行為 參與行為 工具行為 溝通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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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對於以前的一種滿意行為反應，現在不予積極增強，因而減少該行為或反應的出現」，是指下列那一種增

強行為之型態？ 

消弱 懲罰 迴避 反制約 

15 依據費德勒（F. Fiedler）的權變領導理論，領導型態會受到那三項情境因素的影響？①領導者的控制幅度 

②職位權力  ③工作結構  ④領導者與部屬的關係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6 根據現行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行政院未來將有幾個二級行政機關？ 

32 個 29 個 26 個 23 個 

17 代議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執行過程中，會造成許多問題，其中所謂的「肉桶立法」（pork-barrel legislation）是

指： 

立法人員互相支持本身提案，使它們立法通過 立法人員在大方案中夾帶有利自己的小方案 

立法人員謀求個人利益最大化，卻不利公共利益 立法人員掩護不法，造成政府失靈 

18 在政策問題認定上，所謂「第三類型的錯誤」是指下列那一項？ 

以錯誤的方法解決正確的問題 以正確的方法解決錯誤的問題 

以錯誤的方法解決不存在的問題 以錯誤的方法解決錯誤的問題 

19 下列何者屬於重分配性政策？ 

環境保護 社會福利 租稅 商品檢驗 

20 下列何者屬於分配性政策？ 

環境保護 社會福利 租稅 商品檢驗 

21 下列何者並非已開發國家行政文化的特質？ 

功績主義 冒險主義 事實取向主義 象徵主義 

22 下列有關非營利組織在公共服務上所扮演的角色論述，何者比較不合理？ 

監督政府  不得從事銷售交易行為 

發展公共政策  提供政府不能提供之服務 

23 依據民法之規定，人民所組成的法人組織，可分為那兩類？ 

公益法人、互益法人 宗教法人、社福法人 營利法人、非營利法人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24 下列那一類非營利組織，性質上比較傾向互益類（mutual benefit）組織？ 

教育文化機構 政治團體 職業團體 慈善團體 

25 依據人民團體法之規定，人民團體可區分為那三類？ 

職業團體、商業團體、社會團體 政治團體、社會團體、慈善團體 

職業團體、社會團體、政治團體 社會團體、政治團體、商業團體 

26 美國社會學家帕深思（T. Parsons）曾指出任何一種組織都是一個社會系統，均具有四個基本功能，下列選

項何者正確列出這四項功能？ 

回饋、分工、合作、界限防守 適應、達成目標、模式的維護、整合 

回饋、溝通、協調、界限防守 適應、回饋、分工、整合 

27 激勵保健理論中的保健因素，組織成員對其滿足與否，將會直接影響到短期的工作水準，下列選項中的因素

組合，何者都是保健因素？ 

報酬待遇、成就、升遷與發展 人際關係、工作內涵、升遷與發展 

上司的監督、人際關係、工作環境與條件 工作內涵、賞識、工作環境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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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依據巴納德（C. Barnard）的說法，組織是人群間互動關係所組成的系統，此一系統是由人們的那三項因素

所結合起來的？①共同的目標  ②貢獻心力的意願  ③層級節制的關係  ④相互溝通的能力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9 動態管理學者傅麗德（M. Follett）曾對權威的看法，提出她著名的情勢法則（law of the situation），下列何

者較符合她的論述要點？ 

人類是很務實的，只有在關係到個人的權益時，他們才肯接受權威 

人類是很敏感的，只有在真的環境之中和事實的需要，他們才肯接受權威 

命令和權威一定要先去除層級上下關係，才得顯真誠 

命令和權威一定要建立在部屬的可接受區，才得顯作用 

30 從溝通內容與過程來看，最高位階的行政溝通，主要在於： 

以溝通創新結構  以溝通建構共識 

以溝通傳遞足夠資訊  以溝通詮釋參與者的意義 

31 為確保行政責任，常從組織的內部與外部，進行正式與非正式的控制，請問下列何者不是內部的正式控制方

法？ 

代表性官僚 機關協調與整合 調查委員會 決策程序 

32 關於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的內容規範，下列何者錯誤？ 

如果受到不公平對待或不利處分，得向監察院檢舉或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其他法令提起救濟 

公務人員不得利用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或不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亦不得要求他

人參加或不參加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活動 

公務人員不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行或拜票 

公務人員得於非上班或勤務時間，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以確保公務人員參與政治活動之權利 

33 關於稅課制度之運用與說明，下列何者錯誤？ 

基於租稅公平，各國規定的消費稅率往往偏向累進稅率，讓高消費者負擔實質稅率比低消費者為高 

所得與實質稅率之間的關係有三種：累進、累退、比例 

稅式支出會減少課稅所得來源，讓稅基變小 

對財產稅課以累進稅率，可能不利於增加資本投資等經濟活動 

34 預算過程主要包括 4 個階段，下列何者不在其中？ 

編製 審議 決算 分析 

35 下列那一種預算編製制度，在政府的實務經驗中，被認為推行的時間相對最短者？ 

設計計畫預算 零基預算 績效預算 總額預算與細目預算 

36 關於行政的溝通觀念，下列何者正確？ 

所謂溝通即在於傳送訊息，因此訊息傳出就完成溝通程序 

一般來說，既然參與溝通，雙方對於訊息及其意義都能夠相互理解 

管理者可透過溝通進行組織控制 

因為有限理性之故，所以吾人不可能完全掌控溝通過程與內容 

37 非正式組織的缺點，不包括下列何者？ 

社會控制 角色衝突 傳播謠言 從眾、順適 



 代號：4501
頁次：4－4

38 依據地方立法機關組織準則規定，關於鄉（鎮、市）民代表會的設置，下列何者正確？ 
應擬訂組織自治辦法，報請縣政府核定 
鄉（鎮、市）各選舉區選出之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 8 人者，應有婦女當選名額 1 人 
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任期 4 年，得連選連任，但以一次為限 
全國各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人數，介於 3~31 人之間 

39 依據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19 條規定，桃園市、中壢市等縣轄市依法得置副市長 1 人，以機要人員方式

進用，或以簡任第十職等任用，襄助市長處理市政。請問，這些縣轄市人口須滿多少人才能設副市長？ 
25 萬人 30 萬人 35 萬人 40 萬人 

40 關於組織的結構與設計論述，下列何者正確？ 
組織因為工作性質而有計畫性區別，稱為層級化 
根據經驗，組織的部門化會加快通才化的速度 
在交易成本限制下，主管人員能夠統領的部屬與事務數目非常有限 
組織的設計應該與組織的策略發生關聯 

41 下列何項是組織分化的主要目的？ 
強化整合能力 強化專業與分工能力 強化協調能力 強化溝通能力 

42 下列敘述，何者比較不能切合公部門行銷的本質？ 
應該以民眾為中心，傳達其抱怨來提升政府本身的表現 
應該大量運用廣告與公共關係進行行銷 
應該運用情境分析、市場區隔、品牌定位等行銷工具 
換取民眾對於政策的認知改變與支持 

43 關於政策的結果評估，下列何者錯誤？ 
結果評估包括產出評估與影響評估 
產出評估是了解標的人口的行為改變狀況，相當於評估其「功勞」 
一般來說，影響評估比產出評估較為重要 
產出評估涉及執行機關標的人口從事多少次服務、給予多少金錢補助等 

44 關於政府與非營利組織的互動效益，下列何項說法比較不妥適？ 
促進公民參與 閒置勞力再生產 廣納建言 擴大政策的宣傳 

45 下列何者並非是治理的意涵？ 
透過透明、誠信、課責等原則作為連結機制 多元利害關係人的合作 
規則的重要性大不如前，需要彈性應變 重視市場機制，也重視政府的層級體制 

46 下列國際間的協定，何者與全球暖化及環境保護無關？ 
峇里島路徑圖（Bali Roadmap） 巴塞爾協定（Basel Portal）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47 下列何者不是危機爆發時的管理活動？ 
設置危機應變指揮中心 建立危機監測系統 建立危機資源管理系統 建立危機處理的劇本 

48 依組織的財務取得方式及組織控制方式兩個面向來評估，下列那一種非營利組織屬於「捐助－會員控制」的

類型？ 
聯誼會與會員俱樂部 公益基金會 聯合勸募協會 安養院 

49 依據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機關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限及職掌劃出，以達成其設立目的之組織，稱

為： 
署、局 獨立機關 機構 單位 

50 依據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關於行政機關之名稱，所謂「一級機關」指的是： 
府 部、委員會 署、局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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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利用不知情的搬家工人乙，搬走第三人 A 的東西。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立竊盜罪之教唆犯  甲成立竊盜罪之間接正犯 

乙成立竊盜罪之幫助犯  甲乙成立竊盜罪之共同正犯 

2 關於竊盜罪之追訴權，其時效多長？ 

 5 年  10 年  20 年  30 年 

3 甲承辦公共工程之招標業務，將核算好的招標底價金額逕行提高，使未低於原底價之最低標廠商得標，並從

中獲取投標金額與原底價之差額利益。試問甲應成立何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經辦公用工程其他舞弊情事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公務員圖利自己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公務員圖利他人罪 

4 下列關於刑法第 132 條洩漏交付國防以外秘密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假借職務之便，查詢閱覽他人通訊紀錄並無故洩漏予第三人知悉，仍可成立本罪 

公務員將已經媒體披露之國防以外之秘密洩漏或交付，仍可成立本罪 

所謂國防以外之秘密，包含監察、考試等國家政務與事務上應行保密之消息 

收受者將國防以外秘密洩漏或交付予其他不應知悉秘密者，仍可成立犯罪 

5 依貪污治罪條例第 14 條規定，下列何人無舉發貪污罪之義務？ 

會計人員 審計人員 人事人員 監察人員 

6 甲擔任水庫管理員，竟在颱風夜與友人共同酣飲，任令水位高漲，未能及時洩洪，致淹沒良田多頃。試問甲

應如何處斷？ 

刑法第 120 條之委棄守地罪 刑法第 130 條之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 

刑法第 354 條之毀損罪  無罪，僅負行政責任 

7 下列何種情形應依貪污治罪條例論處？ 

縣長結婚收取符合一般社會通念之禮金 公立醫院住院醫師收受病患餽贈勞力士金錶 

市政府總務科科長接受工程包商性招待 政府機關替代役男生日時接受同仁生日禮金 

8 下列何者不屬於刑法上之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身分公務員 委辦公務員 委託公務員 

9 甲登報聲明，對於尋回走失獒犬之人，致送新臺幣 5 萬元之酬金。甲之行為稱之為： 

委任 代理權授與 僱傭 懸賞廣告 

10 14 歲之甲，未得父母之事先同意所為之下列法律行為，何者有效？ 

訂立租賃契約 免除他人之債務 撤銷贈與契約 拋棄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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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何者，不屬於「不動產」？ 
電子工廠內未裝設門窗之員工宿舍 電子工廠內長期敷設使用之輕便軌道 
電子工廠內坍落之牆磚  電子工廠內之車庫 

12 甲有 A 屋一棟，有意出租，但因病住院無法處理，乙知其事，乃以甲之名義出租予丙。甲與乙之間發生何

種債之關係？ 
契約 不當得利 侵權行為 無因管理 

13 下列何者不屬於民法第 227 條規定之不完全給付？ 
出賣之房屋坪數不足 
雇主未為勞工辦理勞工保險，致勞工退休無法領取老年給付 
出賣機器，未告知特殊使用方法，機器爆炸，致買受人身體受傷 
出賣之汽車，在交付前，遭人焚燬 

14 以定金作為契約不履行之損害賠償擔保，此稱之為： 
證約定金 成約定金 違約定金 解約定金 

15 汽車駕駛人甲為避免撞及違規之行人乙，於緊急情況下煞車，自己因而遭受損害。甲就其所受損害，得向乙

為如何之主張？ 
不當得利 債務不履行 無權處分 無因管理 

16 下列對人身自由之限制，何者無須法院事前許可？ 
對犯罪嫌疑人羈押  對違反社會秩序者課處拘留處分 
對欠稅且顯有逃匿之虞者予以管收 對疑似被傳染法定傳染病者之強制隔離 

17 憲法保障之眾多人民基本權中，憲法直接明文特別規定其限制要件者主要為： 
人身自由權 平等權 財產權 訴訟權 

18 一般而言，下列何者對財產權之侵犯程度最高？ 
課徵財產稅  管制財產使用方式 
對使用財產之收益課徵所得稅 徵收 

19 行政程序法第 8 條所稱行政行為……應保護人民正當合理之信賴，是下列何種法律適用原則之體現？ 
平等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比例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0 下列之法律適用原則，何者由「平等原則」所導出？ 
行政自我拘束原則 既得權保護原則 公益原則 明確性原則 

21 人民之職業自由為憲法何種基本權保障之內涵？ 
工作權之保障 人身自由之保障 受教權之保障 信仰自由之保障 

22 立法委員就其行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律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聲請釋憲之必要條件為

何？ 
須立法委員現有總額至少四分之一以上之聲請 須立法委員現有總額至少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 
須立法委員現有總額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之聲請 須立法委員現有總額至少二分之一以上之聲請 

23 憲法法庭行言詞辯論，須有多少位大法官出席，始得為之？ 
大法官現有總額四分之一以上出席 大法官現有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大法官現有總額四分之三以上出席 

24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規定，無正當理由，跟追他人，經勸阻不聽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下罰鍰或

申誡。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其與下列何種基本權較不相關？ 
個人之行動自由  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 
個人資料自主權  言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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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有關名譽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旨在維護個人人格之完整 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 

不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 

26 下列何種情形任何人均可以逮捕之？ 

依法公告之通緝犯  現正犯罪之現行犯 

依法可拘提之對象  業經提起公訴之重刑犯 

27 下列何者不計入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 所規定之 24 小時障礙時間？ 

檢察官閱卷  經受訊（詢）人同意之夜間訊（詢）問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昏厥  等待證人到場 

28 下列何者屬於民事訴訟請求的內容？ 

罰金新臺幣 1 萬元  吊扣駕駛執照 3 個月 

賠償新臺幣 1 萬元  罰鍰新臺幣 1 萬元 

29 證人於下列何種情形，不得拒絕證言？ 

證人為當事人之前配偶 

證人為公務員，原則上就其職務上應守秘密的事項訊問 

證人所為證言，足致證人的配偶受刑事訴追 

證人非洩漏其技術上的秘密不能為證言 

30 下列何種情形，法院依職權為公示送達？ 

於有治外法權人的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 

應為送達的處所不明 

依法為公示送達後，對於同一當事人仍應為公示送達 

應受送達人拒絕收領而無法律上理由 

31 甲將其土地出租予 A 行政機關，若 A 不繳交租金時，甲應提起何種訴訟救濟？ 

行政訴訟 刑事訴訟 民事訴訟 非訟事件 

32 依國家賠償法第 12 條規定，國家賠償訴訟，適用： 

民事訴訟法  行政訴訟法 

公務員懲戒法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 

33 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幾日之不變期間內為之？ 

 7 日  10 日  30 日  2 個月 

34 關於罪刑法定主義之內涵，下列何者錯誤？ 

習慣法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 所有保安處分均適用之 

有利行為人之類推適用不在禁止之列 禁止絕對不定期刑 

35 關於褫奪公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褫奪為公務員之資格 

褫奪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宣告有期徒刑時，應宣告褫奪公權 

褫奪公權同時宣告緩刑者，褫奪公權之期間自裁判確定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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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婚生子女之從姓如何決定？ 

一律從父姓 

原則上從父姓，但母無兄弟時，得例外從母姓 

由父母協議從父姓或母姓 

由法院抽籤決定 

37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女，應長於被收養者幾歲以上？ 

 20 歲  18 歲  16 歲 無限制 

38 有關婚生子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生子女視為婚生子女 

非婚生子女，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推定為婚生子女 

非婚生子女，經其生父認領者，推定為婚生子女 

非婚生子女，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女，無須認領 

39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罰？ 

罰鍰 沒入 裁罰性不利益處分 拘役 

40 人民雖有違反行政法上義務行為，但情節輕微，且法定最高額罰鍰新臺幣多少元以下，行政機關得酌予不

罰？ 

 3 千元  4 千元  5 千元  2 萬元 

41 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行為，逾時多久者，警察機關即不得訊問、處罰，並不得移送法院？ 

 10 日  20 日  1 個月  2 個月 

42 法律制定通過後，由下列何者公布？ 

立法院 大法官 總統 行政院院長 

43 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織規程，由何者定之？ 

縣（市）政府 縣（市）議會 內政部 教育部 

44 自治條例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後，函送各該地方行政機關，地方行政機關收到後，至遲應於幾日內公布？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45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下列何者屬於法律之名稱？ 

規程 辦法 通則 準則 

46 「法律不得牴觸憲法，命令不得牴觸憲法或法律。」此為： 

國民主權原則 權力分立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行政一體原則 

47 下列那一個觀點是法律解釋時不應考慮的要素？ 

法條文字的意義  合乎憲法 

個別立法委員對法案的想法 合乎體系要求 

48 下列關於法律漏洞的敘述，何者正確？ 

法律漏洞是指法律文字意義不夠清楚 法律漏洞可以透過類推適用的方式來加以填補 

立法政策上的錯誤，必然產生法律的漏洞 很多法律即使有漏洞，法官也不能填補，例如民法 

49 下列何者是國家之間所締結之契約？ 

調解 條約 仲裁 規則 

50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法規明定自公布日或發布日施行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幾日起發生效力？ 

第 2 日 第 3 日 第 5 日 第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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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詞語不可用來形容生活貧困的是： 
饔飧不繼 蓬戶甕牖 環堵蕭然 簞食壺漿 

2 下列各組成語，意思最相近的選項是： 
出將入相／樗櫟之材  同室操戈／眾志成城 
仕途坎坷／懷才不遇  室如懸磬／富可敵國 

3 「說到底，一個人在自身名譽的問題上是無能為力的。好就好在無能為力，一旦用力追求，便會□□□□。」
（余秋雨《霜冷長河．關於名譽》）依據文意，最適合填入空格的選項是： 
出類拔萃 因循守舊 如虎添翼 弄巧成拙 

4 關於量詞的使用，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兩「所」房子 五「扇」門板 一「券」圖畫 六「具」電話 

5 阿順在整理唐詩筆記時，按照主題將詩作分類整理，其中有一首歸類錯誤，請問是那一首？ 
閨中少婦不知愁，春日凝妝上翠樓。忽見陌頭楊柳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閨怨詩 
寒雨連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洛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送別詩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里長征人未還。但使龍城飛將在，不教胡馬度陰山／邊塞詩 
三湘衰鬢逢秋色，萬里歸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更堪江上鼓鼙聲／田園詩 

6 下列描繪節慶景象的詩句，何者所對應的節日正確？ 
十萬軍城百萬燈，酥油香暖夜如烝。紅妝滿地煙光好，只恐笙歌引上昇。－－元宵 
渡江旌旆動魚龍，令節開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巖桂小，茱萸房溼露香濃。－－端午 
鼓聲漸急標將近，兩龍望標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靂驚，竿頭綵掛虹蜺暈。－－中元 
今日雲軿渡鵲橋，應非脈脈與迢迢。家人競喜開妝鏡，月下穿針拜九霄。－－中秋 

7 清初王夫之有詩云：「金殿葳蕤鎖漢宮，單于談笑借春風。黃沙已作無歸路，猶願君王斬畫工。」按詩意可
知歌詠對象為何？ 
王嬙 李陵 班昭 蘇武 

8 小明到圖書館借了一本《唐詩選》，書中目次有田園詩篇、邊塞詩篇、諷刺詩篇，請問下列那一首作品會被
歸類在「諷刺詩篇」？ 
男兒所在即為家，百鎰黃金一朵花。借問春風何處好？綠楊深巷馬頭斜 
宣室求賢訪逐臣，賈生才調更無倫。可憐夜半虛前席，不問蒼生問鬼神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回樂峰前沙似雪，受降城外月如霜。不知何處吹蘆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9 杜甫詩：「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
花重錦官城。」由詩中描述「好雨」的文句來看，本詩題目應該是那一項？ 
夜雨寄北 江湖夜雨 雨過天青 春夜喜雨 

10 杜甫〈九日諸人集於林〉：「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老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
微。漫看年少樂，忍淚已霑衣。」詩中所云「黃花」是指何種植物？ 
芙蓉 菊花 蘭花 萱草 

11 下列各組「」中的詞語，兩者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史記．項羽本紀》）／官箴良窳，對社會風氣產生「非常」

重大的影響 
昔者諸葛亮之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皇朝經世文編．儲功篇》）／房價高漲，對尋常「百姓」，

是不小的負擔 
學習事務，結交賢才，暇時讀書讀史，研究中國「經濟」，為將來應用（《雅堂先生家書》）／知識分子

應以「經濟」自期、廉潔要求 
吏安其官，民樂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流」篤厚，禁罔疏闊（《漢書．刑法志》）／他生性「風

流」，對感情專一程度，有待考驗 
12 下列對聯，何者不適用於慶賀婚嫁？ 

翔鳳乘龍兩姓偶／好花月圓百年春 入戶春風月圓夜／盈門喜氣花好時 
詩禮庭前歌窈窕／鴛鴦筆下展經綸 帝女合歡水仙含笑／牽牛迎輦翠雀凌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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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袁氏世範》謂「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不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
憑以為爭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不可盡以切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
愧。」此語提醒吾人： 
人情厚薄勿深較 言語慮後少怨尤 當處仁心存寬厚 與人交遊貴和易 

14 子曰：「亂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不密，則失臣；臣不密，則失身；幾事不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
密而不出也。」（《周易．繫辭上》）文中「密」的含意是： 
守諾 藏身 謹言 納諫 

15 「設計一定要有『理由』，不過，這不是用資料庫就能算出來的。雖然有些企業在決定色彩時，也會從同色
系的顏色中進行市場測試，並檢視結果再做決定，不過原本設計就是一種對未來的投資，因此不能光是拘
泥於分析過去，還要理解當前仍無法預測的效果，並且留意資料庫的可用程度，這樣的作法比較恰當。」
根據上文旨意，最適合用下列那個題目概括？ 
設計的資料庫 預測設計趨勢 顏色與設計觀 企業設計投資 

16 瓢蟲捕食蚜蟲、介殼蟲，減少農損，是為人熟知的益蟲。螳螂捕食許多吃食稻禾的昆蟲，對稻農來說是益蟲；
對養蠶的人來說，螳螂就不太受歡迎，因為養殖的蠶蛾往往進了牠的肚子。至於蚊子、蟑螂，一則叮咬人
畜，一則啃咬食物，而且都會散播病菌，讓人染病，向來被視為大害蟲。（改寫自《臺灣昆蟲記》）下列
選項何者最切近作者的用意？ 
宣導正確辨識益蟲、害蟲，以免濫殺無辜而破壞了生態 
教導農夫只要利用天敵防治病蟲害，即可有效減少農損 
呼籲全力復育瓢蟲，撲滅蚊子、蟑螂，螳螂則視情況而定 
強調所謂的益蟲、害蟲往往是人類基於不同立場而判定的 

17 有人說話如參禪，能少說就少說，最好是不說，盡在不言之中。有人說話如嘶蟬，並不一定要說什麼，只是
無意識的口腔運動而已。說話，有時只是掀脣搖舌，有時是為了表情達意，有時，卻也是一種藝術。……
哲人桑塔耶納就說：「雄辯滔滔是民主的藝術；清談娓娓的藝術卻屬於貴族。」他所指的貴族不是階級，
而是趣味。（余光中〈娓娓與喋喋〉）根據本文的敘述，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作者認為說話的目的和動機不同，有時甚至只是毫無意義的口腔運動而已 
「清談娓娓的藝術」，指的是懂得說話之道，所呈現出來不可多得的語言趣味 
作者認為我們一生之中所講的許多話，有時候其實是無謂的，多言不如沉默 
雄辯和清談都是說話的方式，在對的管道用對的表達方式，說話也能成為一種藝術 

18 「你被迫得開始計較字體大小，得計較燈光明暗，甚至還像個養尊處優之輩般計較閱讀地點的舒適性，於是，
閱讀不再能是造次顛沛都能做的事了，它變得喬張作致起來，在順利進入書本世界忘掉一切之前，你總有
一堆儀式般的動作非得先完成不可，這很令人痛恨，但無可奈何。」（唐諾《閱讀的故事．跨過人生的折返
點－有關四十歲以後的閱讀》）根據文中所述，作者對年過四十的閱讀觀點，下列選項何者最為切近？ 
儘管逐漸面臨各種困擾，仍想方設法以進入書本世界 
認為只要改善視力、調整燈光，即能一如往昔享受閱讀 
對於這件向來嚴肅以對的事，必須更加慎重，行禮如儀 
儘管痛恨，也只有無可奈何承認困境而無法採取任何行動 

19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利天下，不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利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
中無權，猶執一也。所惡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下列敘述符合本文
主旨的選項是： 
稱讚子莫執取中道，不自私為我，也不過於犧牲自我 
不偏於楊子為我或墨子兼愛的中道，才是應該執守的大道 
行中道應懂得權變，否則仍是一種偏執，依舊可能導致禍害 
楊子自私為我不可學也，應效法墨子兼愛，方有利於天下人 

20 蘇軾〈書墨〉說：「余蓄墨數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不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
自是難得。茶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不會事也。」這段文字，在
說明何種道理？ 
人生不如意，十之八九  佳物難得，要善加珍惜 
人要知足，不能求全責備 欲念太多，容易黑白不分 

21 「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不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若不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
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呂
氏春秋．察今》）按照《呂氏春秋》的說法，法令的制定應該： 
因時制宜 效法先王 以人為本 因人而異 

22 蘇軾〈日喻〉說：「生而眇者不識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狀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
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
眇者不知其異，以其未嘗見而求之人也。」上文主要是在說明何種道理？ 
道聽塗說，不可輕信 隻字片語，不足為憑 求全責備，徒然無功 以偏概全，難見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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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治大國若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不神。非其鬼不神，其神不傷人。」（《老子》）上文旨在闡述： 

治理國家應當細膩圓緩，避免躁進擾亂 精於烹飪的人，同樣可以成為治國良才 
君主除勤於政事外，也當祈請鬼神護佑 治理國家只要依循正道，不應在意鬼神之說 

24 下引為一段現代散文，請依文意選出排列順序最恰當的選項：「晝間在陽光下，①天依然亮著  ②不容逼視 

③而今是深夜十一時  ④冰層反光  卻不再光耀照目。」（林文月《作品．白夜》） 
①④②③ ①③④② ④③②① ④②③① 

閱讀下文，回答第 25 題至第 27 題 
吾嘗終日而思矣，不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不如登高之博見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見者遠；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利足也，而致千里；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
非異也，善假於物也。（《荀子》） 
25 文中「吾嘗終日而思矣」的「嘗」字意謂： 

曾經 嘗試 經歷 體驗 
26 文中「假輿馬者」的「假」字意謂： 

假如 假設 操縱 借助 
27 本文荀子的原意在說明： 

登高而招手則見者遠  順風而呼喊則聞者彰  
整日思考不如須臾學習收穫多 不借助於舟檝就無法渡過江河 

28 「今年合歡群峰的春天也許真的來遲了。然而高山上的春天本就不是一下子來的。暖陽和冷風一再地交替著
分別照顧和吹拂之後，雪層才會逐漸消融；然後梅雨到來，解凍的水緩慢地點滴滲入岩隙，冷杉和枯灰了
的箭竹則開始萌出嫩芽，小草急速發葉和成長；五、六月之後，某些植物趕緊開花，蟲卵也已孵化，而我
這兩天當中不曾見到的酒紅朱雀、鷦鷯、深山鷹、栗背林鴝等，則將呼朋引伴回到這青蔥連綿的高山草原
上互比歌喉。」（陳列《永遠的山．三月合歡雪》）根據本文，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酒紅朱雀、鷦鷯及深山鷹等，為常年可見的鳥類 
二月到合歡山上，可隨處見到嫩綠的冷杉與箭竹 
暖陽、冷風一再地交替，高山的春天才緩緩來臨 
高山上萬物不畏寒冬，隨時可見花開及蟲卵孵化 

29 「世事豈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這種處世心態，與下列那一選項最接近？ 
安時而處順，哀樂不能入 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居易以俟命，行險以徼幸 事事不掛心，隨波而逐流 

30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不可不察也。」（《孫子兵法．始計》）按照孫子的說
法，對於「戰爭」，應抱持何種態度？ 
深入考察 無懼存亡 不畏生死 戒慎恐懼 

31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行百餘里不去，遂跳上船，至便即絕。破視其
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怒，命黜其人。」（《世說新語．黜免》）根據上文，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父母疼愛子女，猿猴也一樣 桓公視猿猴之命，更甚於人 
猿子貪玩，故落於士兵之手 得猿子者，欲以之換取金錢 

32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李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不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
多子，此必苦李。取之，信然。」（《世說新語．雅量》）由此可知，王戎自幼即具有： 
同甘共苦的胸襟 不忮不求的品格 過人的推理能力 非凡的應變才華 

33 陸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宅，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見，元方告其人曰：「此宅子甚好，但無出水
處。」買者聞之，遽辭不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汝太奇，豈可為錢而誑箇人！」（封演《封氏聞見
記》）根據上文所述，陸元方為人如何？ 
心直口快 淳良誠信 敬慎儉讓 謙沖自牧 

34 《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強調何種人生
態度？ 
以柔克剛 勤能補拙 大智若愚 擇善固執 

35 《國語．越語》：「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賈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車，以待乏也。
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不可不養而擇也。」下列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之意？ 
開源節流 未雨綢繆 擇善固執 強國固本 

36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冢。（《唐國史補》）由此短文可知：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  
貨惡其棄於地也，不必藏於己 
努力雖然重要，但天分仍不可或缺  
凡是出類拔萃的人，多半都是比常人要努力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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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呂坤《呻吟語》：「射之不中也，弓無罪，矢無罪，鵠無罪；書之弗工也，筆無罪，墨無罪，紙無罪。」 
意謂： 
工善其事，必利其器 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生材適用，慎勿苛求 行有不得，反求諸己 

38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便去。」（《世說新語．

捷悟》）魏武之所以在門上寫「活」是因為？ 
覺得門的設計不夠活潑  強調房子要給活人住 
覺得門的規格過於寬大  覺得門的規格過於狹小 

39 「藏之之難，不若守之之難；守之之難，不若讀之之難，尤不若躬體而心得之之難。…夫既已讀之矣，而或

口與躬違，心與迹忤，采其華而忘其實，是則呻佔記誦之學，所為譁眾而竊名者也，與弗讀奚以異哉？」 
 （汪琬〈傳是樓記〉）根據文意判斷，讀書最難得的是： 
懂得藏書的方法 能品賞文字之美 能切實身體力行 擁有背誦的功力 

閱讀下文，回答第 40 題至第 41 題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行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見而問之曰：「子非三閭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見放。」漁父曰：「聖人不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

皆濁，何不淈其泥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不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令放為？」屈原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寧赴湘流，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浪之水濁兮，可以濯

吾足。」遂去，不復與言。（屈原〈漁父〉） 
40 下列何者是漁父的人生觀？ 

 離群索居 獨善其身 隨俗浮沉 憤世嫉俗 
41 文中「聖人不凝滯於物」之「物」，是指： 

 屈原見放 三閭大夫之職 清濁醒醉之辨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42 《孫子兵法》：「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勞，故善戰者，致人而不致於人。」意謂善戰

者致勝的原因是： 
以逸待勞 攻其不備 欲擒故縱 虛張聲勢 

43 下列有關書信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提稱語「大鑒」、「惠鑒」、「崇鑒」用於長輩或長官 
信封之啟封詞「大啟」、「台啟」用於平輩或一般民眾 
對父母的結尾問候語，可用「叩請  福安」、「順問  起居」 
寫給長官之信封中間欄，以職稱稱收信人時，職稱宜側書以示敬意 

44 對於一位在教育界服務數十年，桃李滿天下的往生者，弟子所致輓辭，下列何者最不當？ 
萱萎北堂 立雪神傷 梁木其頹 高山安仰 

45 某國中正逢 60 週年校慶，校友會擬致贈匾額祝賀，題辭當為： 
甲第宏開 萱開周甲 杏林春暖 絃歌不輟 

46 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示、交辦、批復時所用的公文類別是： 
令 函 咨 公告 

47 下列有關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的說明，錯誤的選項是： 
機關公文以電子交換行之者，得不蓋用印信或簽署 
行文單位兼有電子交換及非電子交換者，應列示其清單，以資識別 
發文作業人員應輸入識別碼、通行碼或其他識別方式，始可進行發文作業 
透過電子交換的公文，至遲應在一週後在電腦系統檢視發送結果，並為必要之處理 

48 關於公文「期望語」或「目的語」，下列選項何者不得使用於平行機關？ 
請  查照辦理 請  核准辦理 請  查明見復 請  同意見復 

49 各機關間於公務未決階段需要磋商、徵詢意見或通報時，常用何種公文？ 
函 簽 呈 書函 

50 依〈文書處理手冊〉規定，下列有關公文撰擬之要領說明，何者錯誤？ 
說明、辦法分項條列時，每項表達一意  
具體詳細要求有所作為時，請列入辦法段內 
使用概括之期望語，如「請核示」等應列入主旨  
文末首長簽署、敘稿時，首長職銜之後應僅書「姓」，以求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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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學家柯爾柏格指出，道德是循序漸進發展的，並因心智年齡的增長而有不同階段的發展。大華為了贏得

班上同學的讚賞，自願擔任班上風紀股長，其行為應屬於柯爾柏格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的那個階段？ 

避罰服從取向 相對功利取向 尋求認可取向 遵守法規取向 

2 近年來，臺灣商業媒體充斥「腥羶色」，媒體亂象層出不窮，不少人歸咎於未善盡媒體的公共責任，有違新

聞專業倫理；那麼下列何者符合「新聞專業倫理」的要求？ 

新聞媒體持續追蹤毒澱粉的相關情況，使民眾確切掌握新消息 

某電視台主辦某漫畫人物的展覽，製作許多關於該展覽的報導 

主播在報導公共議題時，提出個人見解試圖左右觀眾思考 

SNG 現場轉播雖然可能難以求證，但可快速呈現，因此符合新聞專業倫理 

3 光輝里里民雖然不反對政府設置精神療養院，卻對於政府選擇該里設置精神療養院群起抗議。前述里民行為

可由下列何者加以解釋？ 

鄰避效應 社會正義論 搭便車現象 共有財的悲劇 

4 家庭的理財規劃是現代社會重要的課題，下列那一個事例是家庭理財最為周延的做法？ 

相準百貨公司週年慶，大肆採購大減價的商品 儘量節省生活開銷，把錢借給親友生利息 

除了正常工作，另外再找兼差多賺些外快 有效規劃日常收支，並檢視自己的消費是否恰當 

5 全球化一般是指經濟的跨國化、科技的標準化，並因網路的發達，將世界各地連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合體；

而為了與地區或國家的自然人文環境加以融合，又有「全球在地化」的趨勢，請問下列何者屬於「全球在

地化」的例子？ 

北非中東的茉莉花革命 全臺反媒體壟斷之請願 印度麥當勞的素食漢堡 雲門舞集海外巡演活動 

6 比例代表制是歐陸國家經常使用的選舉制度，但它在分配國會席次時，通常會設有「最低門檻」的限制。此

種門檻設置的主要目的為何？ 

避免大黨勢力過大，藉此打壓對手政治勢力 避免小黨林立，意見分歧不易整合 

協助匯集社會中的各項多元民意 鼓勵民眾籌組政黨參與政治事務 

7 中央政府各院院長為國家重要之官員，關於我國現行各院院長的產生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立法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立委互選後任命之 

考試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後任命之 司法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8 小華是一個經高等考試及格的公務人員，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及其施行細則，下列小華的那一種行為合

乎「行政中立」的概念？ 

小華可以登記加入其心儀之政黨，並兼任政黨職務 

小華於上班期間，可於胸前貼上特定候選人的胸章 

小華可以請假去參加某候選人的造勢場合，在台下加油 

小華可以在放假時幫政黨拍攝具名的廣告，呼籲選民支持 

9 為依遵憲法主權在民的原則，並確保國民行使直接民權，我國制定了公民投票法，下列有關全國性公民投票

的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重大政策複決案，得經總統之核可，交由中央選舉委

員會辦理公民投票 

立法院對於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之事項，得附具主文、理由書，經立法院院會通過後，交由中央選舉委

員會辦理公民投票 

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

公民投票 

年滿 20 歲，未受監護宣告之國民亦可提案公民投票，此提案人數應達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

總數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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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根據我國國籍法之規定，下列那一種情形無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一對美國籍夫妻，於我國旅行時產下之嬰兒 

出生於我國境內，父親為我國國民的臺美混血兒 

旅居美國的我國籍職棒選手，其妻於美國境內產下的小孩 

父親為我國籍，母親為日本籍，但出生於父親死後的嬰兒 

11 西元 2011 年 7 月，在歷經多年抗爭與獨立公投後，南蘇丹宣布脫離蘇丹共和國，建立南蘇丹共和國，與此

同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議通過一項表決案，派遣一支維持和平部隊至南北蘇丹邊境，協助南蘇丹完成建

國。以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主要是根據何種國際政治運作上的原則？ 

權力平衡 保護主義 多邊結盟 民族自決 

12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相關法律對於投票權與被選舉權都有年齡的規定，下列有關我國投票權及公職人員被

選舉權年齡限制之敘述，何者正確？ 

20 歲可以擁有投票權；23 歲可以參選立法委員 18 歲可以擁有投票權；26 歲可以參選村長 

23 歲可以擁有投票權；35 歲可以參選總統 20 歲可以擁有投票權；33 歲可以參選臺北市市長 

13 根據報載，某國際組織資助印度政府，籌建納馬達水壩，希望增加該國電力生產、灌溉以及供水，但因可能

造成 245 個村莊遭淹沒，4 千萬人須搬遷，引發爭議。依上所述情節，前述國際組織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國際貨幣基金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銀行 國際紅十字會 

14 依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憲法法庭是隸屬於下列那一機關？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15 在英國，雖然到了 18 世紀時，已確立了對法庭獨立性和新聞自由的尊重，但在整個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仍只認定擁有一定程度的財產、具備一定教育程度的人，才能享有選舉權。一直到西元 1928 年，凡

年滿 21 歲的男女公民才均享選舉權。前述歷史演進過程強調的是下列何項原則？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16 依我國現行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是形成擬制血親的原因？ 

認領 收養 準正 監護 

17 某日阿勇前往花花百貨公司購物，發現該百貨公司附設超市所販售的商品比一般超商貴。下列何者最適合說

明關於該百貨公司售價較高的問題？ 

涉及暴利行為，違反民法規定 涉及獨占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依誠實信用原則，百貨公司應退差價 屬契約自由原則，百貨公司並不違法 

18 阿龍和阿鳳生下小剛後才結婚，婚後又收養了小強。根據我國民法的規定，下列有關前述父母子女關係之敘

述，何者正確？ 

小剛尚須經過認領程序，才能成為阿龍和阿鳳的婚生子女 

小強因與阿龍和阿鳳無血緣關係，故無權繼承阿龍的遺產 

13 歲的小剛因常與父母吵架，依法可宣布脫離親子關係 

小強原從母姓，成年後仍得依其意願變更姓氏，改從父姓 

19 國內兩家 KTV 業者申請合併，遭公平交易委員會駁回，業者訴願失敗後提起行政訴訟，法院認定業者合併

對市場無明顯好處，判決業者敗訴。下列何者最可能是法院裁判的理由？ 

虛偽不實的廣告影響消費者的權益 聯合行為不利於市場上的自由競爭 

結合行為不利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利誘不當攬客將妨害公平競爭行為 

20 小強在刑法課本上讀到以下內容：「若有其他手段可以防止不法時，則不輕易動用刑法……」。該內容主要

在反應下列何者？ 

罪刑法定主義 特別預防理論 應報理論 刑法謙抑思想 

21 刑事制裁在法律上稱為刑罰，刑罰包括主刑與從刑。依據刑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從刑」（附加刑）？ 

沒收 追繳 罰金 褫奪公權 

22 在臺中地方法院擔任法官的寶真，某日意外發現大偉偷竊鄰居的花卉。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寶真可

以採取下列何項作為，來追究大偉的法律責任？ 

告訴 告發 自訴 緩起訴 

23 北部某公園發現一名女童疑似遭人姦殺致死，手段兇殘，引起社會關注，警方調閱監視器鎖定夜市攤販小良

為犯罪嫌疑人，隨後地方法院檢察署傳喚小良到案說明。下列針對此案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檢察官偵訊後認為小良有逃亡之虞，裁定羈押看守所 

檢方為避免小良與辯護律師串供，看守所全程監聽與錄音談話內容，且威脅小良寫下犯罪自白書 

一審法官依自白書判決小良 15 年的有期徒刑 

經媒體批露辦案過程有瑕疵，小良最終獲得無罪判決定讞，並對羈押期間所受的損失提出國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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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當民眾不滿意監理所作成的交通裁決事件時，依據現行相關法律之規定，可向何種機關進行權利救濟？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地方法院民事庭 

25 我國法律規定，行政行為，應依「某原則」為之，其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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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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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說明，「某原則」應為下列何者？ 

誠實信用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26 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下列有關人民權利保障的敘述，何者正確？ 

青年樂生聯盟上街頭抗議新莊捷運機廠興建，是結社自由的表現 

限制媒體不得隨意跟追採訪，是保障被跟追之當事人身體自由與隱私權的表現 

為保障視障者的生存與工作，限定僅能由其從事按摩業，是平等權的表現 

勞工工會與雇主就勞動條件訂立團體協約書，是維護自由權的表現 

27 假設生產一支手機與一台筆記型電腦，甲國需要 4 個小時與 6 個小時，乙國需要 2 個小時與 5 個小時，根據

上述題意，甲國生產一支手機的機會成本為下列何者？ 

2/3 台筆記型電腦 3/2 支手機 3/2 台筆記型電腦 2/3 支手機 

28 在國際貿易裡，各國生產自己相對優勢的財貨，再透過國家間自由貿易互通有無，則彼此皆能獲利。此一貿

易方式是以那種理論為基礎？ 

自由競爭法則 機會均等法則 比較利益法則 絕對利益法則 

29 當其他條件不變時，經濟學上通常是以下列何者來表示需求曲線？ 

在一定的期間內，某產品的價格與需求之間的關係 

在一定的期間內，某產品的價格與需求量間的關係 

產品自身價格跟需求量間會呈現負向關係 

產品自身價格跟需求量間會呈現正向關係 

30 就雞肉市場而言，雞排與雞腿屬於互補品，當禽流感盛行的時候，每個人面對雞肉相關產品時會變得比較

謹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就供給者而言，當雞排的價格下降，將會導致雞腿市場產生下列何種

變化？ 

供給量增加 供給量減少 供給增加 供給減少 

31 小新發現最近 A 品牌同一性能筆記型電腦，在市場中的價格有持續下降的現象，下列何者可能是這種現象

發生的原因？①所得提高 ②供過於求 ③需求增加 ④技術進步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32 某校學生參加科展時，發明一種水做的眼鏡，也順利申請到專利。有廠商看中他的發明創意，以 100 萬元向

他購買專利開始量產，此舉也為該廠商開創了新的產品市場。「該廠商決定花錢購買專利權加以量產」的

做法，應是屬於下列何種經濟發展的要素？ 

政府效能 企業才能 人造資本 人力資本 

33 某一經濟體，去年的名目 GDP 為 800 億美金，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 100，今年的名目 GDP 為 945 億

美金，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 105。該經濟體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應最接近下列何者？ 

18.1% 16.8% 12.5% 5% 

34 元宵節的天燈為平溪民眾帶來大筆的經濟效益，卻也留下來了天燈垃圾，破壞美景。為了保持環境清潔，新

北市政府推出獎勵政策，讓當地居民回收天燈紙，5 個天燈垃圾就可以換一包垃圾袋，50 個就可以換一瓶

醬油。上述政府的作為，最可能是欲達成下列那一個目的？ 

降低機會成本 產生外部效益 分散投資風險 落實比較利益 

35 根據新聞報導：為持續激勵民間消費及投資信心，我國中央銀行將持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下列何者是

中央銀行為達成目標而可能實施的策略？ 

買進合格票據 發行政府公債 調高重貼現率 調降個人所得稅率 

36 The woman        you talked with on the phone is my cousin. 

which what whose whom 

37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and many buildings were destroyed by Super Typhoon Bopha. 

reduced injured arranged calculated 

38 This is the most       novel I’ve read for a long time. I spent the whole morning reading it. 

dizzy exciting negative obedient 

39 At the wedding      , the bride and groom walked to different tables to toast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banquet horizon charity manner 

40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usually last for fifteen days, allowing time for various       to be enjoyed. 

samples members demonstrations entertai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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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My little brother is so irritating. All day long he says, “ Eddie, I wonder why people can talk but animals can’t.” Or, 

“ I wonder why the ocean looks blue.” Of course, I don’t know the answers, but I don’t let him know that. I just make up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and he accepts them as if I’m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world. Before I answer one of his 

questions, I usually tell him that he’s pretty stupid and asks too many questions. 

Well, yesterday we both got our report cards. I got B’s and C’s, and he got straight A’s. Under the “ Comments ” 

section on my report card, it said, “ Eddie would be getting better grades if he asked more questions.” Of course, on my 

brother’s report card, it said just the opposite. 

To make things worse, my brother squawked all day about how I was so stupid for not asking questions! I just sighed 

and told him he was right─I wouldn’t make fun of him anymore for asking so many questions. 

Yes, I learned a lesson from my little brother: Never be afraid to ask questions, and NEVER be afraid to wonder 

why. 

4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the article? 

The article is about how the author’s older brother loved to ask questions. 

The article is about how the author loved to ask questions. 

The article is about how the author learned a lesson from his older brother. 

The article is about how the author learned a lesson from his younger brother. 

4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irritating” in paragraph one? 

annoying curious playful impolite 

43 How did the author respond to his brother’s questions at first? 

The author ignored his brother’s questions. 

The author helped his brother find the correct answers to his questions. 

The author invented answers to his brother’s questions. 

The author tried to answer his brother’s questions but often failed. 

44 What does a report card do? 

It helps a student learn the English alphabets. 

It shows a student’s progress in learning the English alphabets. 

It helps a student review what the teacher has taught. 

It shows a student’s performance at school.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what the author learned from his brother? 

One should never laugh at one’s older brother. 

One should never laugh at one’s younger brother. 

One should never stop feeling curious about things in life. 

One should never stop working hard at school.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Given that “ No pets ” signs have become ubiquitous at stores and restaurants in major cities nowadays, is it really 

impossible to take your pet shopping or dining? Not necessarily. One store chain that specializes in home decor 

merchandise has never   46   pets from entering in the company of their owners since its founding 15 years ago. 

Furthermore, four to five years ago, it took   47   step toward welcoming four-legged furry friends with open arms by 

providing pets-only shopping carts for pet owners to spend   48   time shopping with their pets. 

When asked whether any   49   customers have opposed the service, Chen said that as of today, there have not 

been any complaints about the service, which is widely accepted by customers. Occasionally, the store finds that the 

service encourages   50   interaction among customers since pets are a great reason for starting up a conversation. Use 

of the pet cart service is high, and there are frequently no vacant carts during weekends and holidays. 

46 ban banning banned bans 

47 other one another another others 

48 quality quantity queer quarrel 

49 consecutive conservative consequent conscious 

50 neutral negative detached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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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彼得斯（B. G. Peters）的四種治理模式，政府機關引進部分工時制，係屬下列那一種治理模式？ 

理性模式 參與模式 彈性模式 鬆綁模式 

2 論者認為公共行政是一門借用性學科（borrowing field），下列那一學派在行政學形成過程中，最早被借用

且影響深遠？ 

開放系統學派 科學管理學派 動態管理學派 人群關係學派 

3 下列何者為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的主要論點之一？ 

行政是服務而非領航的作為    行政是領航而非操槳的作為   

行政是操槳而非協調的作為    行政是協調而非命令的作為   

4 關於公共財的本質，任何人不得因與他人共同消費和享用財貨或服務，而降低或減少其品質，此係描述公共

財的那一特性？ 

外部性  非對立性   擁擠性   非排斥性    

5 我國第一本行政學教科書係由張金鑑教授撰寫，對我國行政學研究與教學貢獻至鉅，該書名為何？ 

行政學的範圍與方法 行政學之理論與實際 行政學析論 公共行政學 

6 依據赫茲伯格（F. Herzberg）激勵保健理論，下列何者屬於保健因素？ 

工作成就   人際關係   責任   升遷與發展   

7 新公共管理的政府革新方案，一般不包括下列何者？ 

強化管制  民營化  委外提供服務  組織分權 

8 在我國，「基金會」是以下列何種形式註冊登記成立的？ 

營利社團法人 公益社團法人 中間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9 下列何者是營利性組織與非營利組織的主要區別標準之一？ 

是否為正式組織 是否成員分配利益 是否為民間組織 是否自我管理 

10 一般而言，非營利組織又可稱為︰ 

第一部門 第二部門 第三部門 第四部門 

11 雷格斯（F. W. Riggs）所稱︰能運用現代的、社會的組織方法，但卻又維持傳統型態之普化的及特殊目標的

團體，係指下列何者？ 

原級團體 鎔合團體 稜柱團體 繞射團體 

12 關於開發中國家行政生態特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現代與傳統菁英之間存有差距 政治菁英皆有推動現代化的抱負 

各項政治面貌的平衡發展 社會高度依賴公共部門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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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官僚組織的成員組成與其所代表群眾之人口特質應相符合，係在達成下列何種官僚特性？ 

群體性 代表性 中立性 立意性 

14 有關全鍾燮（J. S. Jun）對「民主行政」特色的描述，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開放性  公共利益的表達 

厲行法治  嚴防專業主義對民主的傷害 

15 關於非營利組織接受政府的資源挹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分為制度性與非制度性資源兩類 

補助款與獎勵金屬於非制度性資源 

非營利組織提供給政府的資源，多以專業人力為主 

若在財務上對政府形成依賴，可能導致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降低 

16 愛德華（G. C. Edwards III）認為影響政策執行力模式有四個變數，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機關結構 資源 執行者意向 環境 

17 關於政策執行定義的涵義，比較而言，下列何者錯誤？ 

擬訂政策執行方案的辦法  確定負責推動政策方案的機關  

靜態的單向運作過程   配置執行政策方案所需資源  

18 政策方案執行後，是否順利推動或達到預期目標，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比較而言，下列何者不是影響政策

執行成敗的重要因素？ 

執行機關的特性  政策認知的權威程度  政策合法化的周延程度  標的人口的順服程度  

19 政策評估結果發現原先問題界定不當，執行方案未能對症下藥，此時通常比較不會採取下列何種評估處理方

案？ 

重構政策方案 終止政策方案  持續政策方案   調整政策方案   

20 依據學者侯伍德（B. W. Hogwood）、岡恩（L. A. Gunn）的研究分類，決策者心理有所意圖，而分析者為

其蒐集相關的可用資訊，俾使決策合理化，此稱之為：                

政策過程研究 過程倡導 政策制定資訊分析 政策倡導 

21 如果我們接受羅威（T. Lowi）對公共政策的分類，那麼政府徵收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率的做法，屬於那一

種類型政策？ 

分配性 管制性 重分配性 自我管制性 

22 相較之下，下列何種決策途徑，其理性程度次高？  

政治決策途徑   漸進決策途徑     廣博理性決策途徑     滿意決策途徑     

23 就行政運作的投入機制來說，選舉具有若干功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提供非政府組織運作的管道 提供執政者的政策取向 

做為政權合法化的工具  做為民主政治教育的機制 

24 依據魏瑪（D. Weimer）與文寧（A. Vining）的政策工具理論，「民營化」的做法屬於下列何種政策執行工

具的類型？ 

提供保險與保障 非市場機制 市場自由化 利用補貼與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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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學理上有所謂「北京一隻蝴蝶拍動翅膀，即有可能造成墨西哥灣颳起暴風雨」，此稱之為何種效應？ 

光環效應 馬太效應 蝴蝶效應 治理效應 

26 麥克葛瑞格（D. McGregor）關於管理的人性假設，強調員工是好逸惡勞、逃避責任、只追求物質需要的滿

足，係指： 

Y 理論 B 途徑 P 途徑 X 理論 

27 羅聖朋（D. Rosenbloom）認為政治途徑的組織結構設計之特徵，乃在強調自主性、分權、與國會聯繫，以及： 

集權主義 自由主義 社群主義 多元主義 

28 下列我國機關中，何者的委員制功能最弱？ 

中央銀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29 組織結構依照特定產品或專案需要，形成一個以產品（專案）為主、以功能部門為輔的權責單位，係屬下列

那種結構？ 

矩陣式結構 功能式結構 權威式結構 層級式結構 

30 非正式組織傳播謠言的速度非常迅速，此在學理上比喻為： 

白京生定律 蝴蝶效應 葡萄藤效應 不稀罕效應 

31 下列何者屬於高塔式組織結構的主要特徵之一？ 

控制幅度縮小 溝通迅速 任務分工彈性化 成員互動能力強 

32 下列那一個機關屬於「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所稱之二級機關？ 

行政院 外交部 經濟部工業局 臺北市政府 

33 在下列的選項中，何者比較屬於帕森思（T. Parsons）所稱的模式維持組織？ 

企業 學校 任務編組 監獄 

34 下列何者不屬於傳統時期組織理論的觀點？ 

分工體系 層級體系 目標導向體系 次級系統構成的體系 

35 根據社會系統理論的看法，認為組織中直接擔負達成組織目標功能的是： 

操作技術階層 管理協調階層 目標策略階層 價值設定階層 

36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規定，下列何者未明敘於考試院的職權範圍？ 

養老 陞遷 級俸 考績 

37 我國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第一預備金於公務機關單位預算中設定之，其數額不得超過經常支出總額多少？ 

5% 3% 2% 1% 

38 國家發生重大災變，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算外，提出下列何種預算﹖ 

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 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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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何者不是辦公室自動化的目的？ 

提高行政管理效能 提高生產力 增加作業層次 減少辦公室費用 

40 實施激勵管理應注意的事項中，一般而言不包含下列何者？ 

薪資全為按件計酬制  確定員工認為目標可以達成 

加強報酬與績效之間的關聯性 辨識員工之間的差異 

41 有關財政收入的性質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規費是行政收入中重要的一項收入         

財產收入常為平衡赤字預算的主要手段 

賦稅收入是各國政府財政收入的最重要來源  

公債收入是政府以國家信用為擔保，向人民或其他國家借債所取得的財政收入 

42 馬師婁（A. Maslow）提出的需求層次共有五種，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社會需求 公平需求 

43 行政溝通過程中，部屬對上司常常報喜不報憂，或歪曲事實隱瞞真相。此種現象主要是受到下列何種因素的

影響？ 

認知錯誤 鴕鳥主義 表功主義 硬塞理論 

44 主管「自以為是」的心態，最主要會造成何種類型的溝通障礙？ 

地理上的障礙 部門上的障礙 地位上的障礙 語文上的障礙 

45 下列有關我國預算的敘述，何者錯誤？ 

預算是一種行政控制、課責的技術 

業務科目間之經費得互相流用 

預算程序是民主政治的監督機制，其結果具有強制性 

預算書兼具政治性與法效性 

46 行政中立在我國之所以成為重要議題，是由於多項因素互動促成，比較而言，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依法行政的精進 尊重專業的判斷 多元利益的折衷 政黨政治的成熟 

47 新公共服務學派（New Public Service）的理論內涵中，對公務人員的倫理要求，主要是表現在下列何種主張？ 

課責 中立 控制 市場 

48 史塔寧（G. Starling）認為行政責任是由負責行為和倫理行為構成的綜合性概念，下列何者不屬其涵義範疇？ 

正當程序  回應 彈性 宣導 

49 行政機關若太在乎服務對象的利益，忘卻公共利益的實現，此時行政機關會成為學理上所稱的那種組織？ 

自利性組織 俘虜性組織 模組性組織 虛擬性組織 

50 下列何者因為其定義模糊不清、曖昧難明，故被學者索洛夫（F. Sorauf）認為其不過是用來合理化政策作為

的有效政治迷思？ 

個人自由 國家安全 民主行政 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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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關於適用民法的說明，何者正確？ 
必須依據法官個人的主觀情感，才能使法律符合社會的人情義理 
基於法官依法審判的要求，法律適用應遵守法律，但亦應考慮適應社會價值變遷 
基於私法自治，憲法的基本權利不應成為法適用時考慮的評價標準 
司法裁判屬有權解釋，法官不需要以理由來支持裁判的合理性 

2 下列有關教唆犯的敘述，何者錯誤？ 
教唆他人犯罪，即使被教唆者不為所動，亦成立教唆犯 
教唆他人犯罪，若被教唆者之行為欠缺有責性，即不成立教唆犯 
教唆他人犯罪，須被教唆者已著手實行犯罪，始有可能成立教唆犯 
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 

3 有關未滿 14 歲之人殺人不構成犯罪的理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欠缺刑法意義的行為 欠缺構成要件該當性 欠缺有責性 具有阻卻刑罰事由 

4 對於犯刑法第 285 條傳染花柳病罪之人，得宣告何種保安處分？ 
強制工作 監護 禁戒 強制治療 

5 母親不哺乳餓死嬰兒，構成殺人罪的不作為犯，是因為具備下列何種保證人地位？ 
危險前行為  對危險源負監督或看管義務 
依法令規定負有保護義務 自願承擔保護或幫助義務 

6 甲假意購買水果，趁老闆不注意，在同一水果攤上 10 分鐘內吃掉 5 粒蓮霧。甲的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成立竊盜罪  成立竊盜罪之吸收犯 
成立竊盜罪之接續犯  成立數個竊盜罪，併合處罰 

7 關於貪污治罪條例第 8 條第 2 項前段，「犯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

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之規定，所謂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 繳交包括其他正犯所得部分 
繳交行為人名下所有之財物 繳交行為人尚存之犯罪所得 

8 甲提供手機給乙，乙將之使用於販賣安非他命時聯繫客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甲對乙犯罪之事僅懷疑，甲不成立幫助犯 
若甲提供手機並未獲得報酬，縱知悉乙犯罪，甲不成立幫助犯 
若甲對乙犯罪之事不知情，甲不成立幫助犯 
若甲是手機販賣業者，基於業務中性原則，甲無論如何都不會成立幫助犯 

9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犯下列何罪，不適用刑法第 134 條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 
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罪 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罪 
刑法第 231 條第 2 項包庇媒介性交罪 刑法第 302 條第 2 項妨害自由致人於死罪 

10 法院如依法為交付審判之裁定者，發生何種效力？ 
案件視為已提起公訴  向上級檢察機關聲請再議 
公訴案件視為撤回  可不經言詞辯論逕行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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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關於刑法上「自首」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人在犯行尚未被發覺前，即向該管司法機關自承所犯之罪 
行為人必須親自自首，不得託人代理自首 
行為人於自首後，必須自動接受裁判 
若行為人符合自首規定時，得減輕其刑 

12 下列關於刑法上「易科罰金」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人所犯之罪，必須為最重本刑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 
行為人應受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 
以新臺幣 5 千元折算有期徒刑或拘役 1 日 
行為人繳納易科罰金後，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行論 

13 依民法之規定，出賣人負有移轉財產權於買受人之義務。該出賣人義務之性質為何？ 
主給付義務 從給付義務 附隨義務 不真正義務 

14 甲對乙負有借款債務新臺幣 8 萬元，乙對甲負有買賣貨款新臺幣 6 萬元，甲主張雙方之債務於新臺幣 6 萬元

之範圍內歸於消滅，而雙方之債務於新臺幣 2 萬元之範圍內存在。此稱之為： 
抵充 撤銷 抵銷 免除 

15 有關訴訟文書之送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書記官得於法院內，將文書付與應受送達人，以為送達 
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送達者，無須向其全體法定代理人為之 
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外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於該會晤處所送達 
送達代收人，經指定陳明後，其效力及於同地的各級法院 

16 甲、乙二律師受當事人的普通委任，為丙的訴訟代理人，且其代理權均未受特別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則上甲、乙就其受委任的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 
甲、乙不得單獨代理當事人 
甲、乙就其受委任的事件得為上訴 
甲、乙就其受委任的事件，得為丙選任代理人 

17 有關訴之撤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法院已為終局判決，而該判決未確定前，原告不能撤回訴訟 
如法院未為終局判決，而被告已為本案言詞辯論，無須被告同意即能撤回 
如法院未為終局判決，而原告已合法撤回訴訟，原告可再提起同一之訴 
如法院已為終局判決，而原告已合法撤回訴訟，原告可再提起同一之訴 

18 下列關於租賃契約之敘述，何者錯誤？ 
為雙務契約 為諾成契約 為要物契約 為有償契約 

19 拋棄繼承者，就其所管理之遺產，應如何處理？ 
不論其他繼承人開始管理與否，拋棄繼承人應立即拋棄占有 
在其他繼承人開始管理前，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繼續管理之 
於拋棄繼承時起 3 個月內向法院提存之 
交由警察機關代管 

20 甲男、乙女育有一子丙。丙與丁女結婚，育有戊女。乙死亡時，何人得繼承乙之遺產？ 
甲 甲、丙 甲、丙、丁 甲、丙、戊 

21 下列何種行為，無庸登記，亦生民法上之效力？ 
訂婚 結婚 夫妻之冠姓 協議離婚 

22 甲女未婚，與乙男一夜情後生下丙女，因乙不聞不問，甲遂對乙提起認領之訴。若甲勝訴，乙與丙何時發生

法律上之父女關係？ 
丙受胎時 丙出生時 甲起訴時 認領之訴判決確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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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甲、乙為兄弟，甲有一腳踏車棄置未用，乙覺得可惜，因此以甲之名義，與丙訂定該腳踏車買賣契約。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甲可主張乙為無權處分  甲可撤銷該買賣契約 
甲、丙之買賣契約為無效 甲可主張乙為無權代理 

24 下列權利之性質，何者為形成權？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買受人減少價金請求權  租賃物返還請求權 

25 甲明知乙為受監護宣告之人，於民國 102 年 3 月 3 日，甲知乙向丙借新臺幣 30 萬元，甲仍為此消費借貸之

保證人時，甲之保證行為效力如何？ 
有效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26 行政院提出決算後 3 個月內，應由何機關向立法院提出審核報告？ 
財政部 行政院主計總處 審計部 立法院預算中心 

27 法規命令不得牴觸法律，此乃何項法律原則的要求？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 法律優化原則 

28 法律定有施行期限，期滿後應如何處理？ 
法律當然廢止  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廢止 
應由主管機關公告廢止後始失效 法律自期滿後算至第 3 日起廢止 

29 行政行為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乃何項原則之內涵？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有利不利事項一律注意原則 

30 有關目前監察委員之任命與組成，下列何者錯誤？ 
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監察委員總額為 29 人 
由各省市議會選舉之  任期 6 年 

31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得設何種機關襄助？ 
國民大會  真相調查委員會與公投審議委員會 
國家安全會議與國家安全局 參謀本部 

32 關於總統之罷免案，下列何者為現行憲法所規定之要件？ 
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同意後提出 
須由國民大會決議後予以罷免 
罷免案成立後應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 
罷免案成立後應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 

33 法規之變更，如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依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其法律效果不包括： 
合理補救措施的採行  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 
減輕人民之損害  應維持人民在法規施行變更前已取得之一切利益 

34 依現行憲法，副總統缺位時，應如何處理？ 
由行政院院長代理  於半年內舉辦補選，由全體國民選舉之 
總統於 3 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 繼續懸缺，無須處理 

35 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之程序，得準用何種法律之規定？ 
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強制執行法 

36 有關公務員懲戒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降級之懲戒處分對於政務官亦適用 
主管長官認為所屬公務員有違法情事情節重大，除送請監察院調查外，得依職權先行停止該所屬公務員之

職務 
公務員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者，無須停止其職務 
遭停止職務之公務員，在停職中所為之職務上行為，仍屬有效 

37 小明於民國 102 年 3 月 1 日因亂丟菸蒂被依法處罰 3 千元罰鍰，小明不服訴願遭駁回後，欲提起行政訴訟，

請問小明應向何法院為之？ 
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簡易庭 地方法院民事庭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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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有關公務員服務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公務員不受任何法令限制，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 
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3 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5 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 
公務員得不經服務機關許可，兼任非營利事業之職務，並接受報酬 
公務員得不經服務機關許可，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 

39 有關行政損失補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益徵收之補償費用應相當 
不得因私有土地成為既成道路而拒絕補償 
土地徵收補償費遲延發放係侵犯人民財產權 
主管機關於地下埋設管線未妨礙土地權利人行使權利，無須補償 

40 國家賠償經費之來源為何？ 
由行政院撥付  設立國賠基金支應 
採保險方式籌集資金  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41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除罰鍰外，得以自治條例規定之其他種類行政罰，不包括下列何者？ 
勒令歇業 勒令停工 停止營業 吊扣執照 

42 各機關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下列命令，何者原則得以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方式為之？ 
授權命令 
法規命令 
關於機關內部業務處理方式而訂頒之行政規則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而訂頒之行政規則 

43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須經上級政府或委辦機關核定者，核定機關原則應於 1 個月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其逾

期仍未核定者，應如何處理？ 
視為拒絕核定，應於修正後重新報請核定 
視為核定，由函報機關逕行公布或發布 
應再報請核定機關核定，其逾期仍未核定者，無須再經核定，由函報機關逕行公布或發布 
得另行報請核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核定，其無上級機關者，改以備查方式處理 

44 各級地方行政機關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所訂定之一般、

抽象規定，稱：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 自律規則 

45 下列何者非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得為法律之名稱？ 
法 準則 通則 條例 

46 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應如何處置？ 
廢止該法規 暫停該法規 訂定過渡條款 該法規當然失效 

47 命令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如何處理？ 
應於期限屆滿 1 個月前，由原發布機關發布之 
應於期限屆滿 1 個月前，由原發布機關即送立法院審議之 
應於期限屆滿 1 個月前，由行政院即送立法院審議之 
應於期限屆滿 1 個月前，由立法院送總統發布之 

48 下列那一種解釋方式，屬於有權解釋？ 
最高法院法官在判決中所提出的法律解釋 律師在法庭中提出的法律解釋 
卸任大法官在教科書中所提出的法律解釋 學者在研討會中提出的法律解釋 

49 依刑法第 271 條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殺人者」係屬法律規

範結構中之： 
法律效果 構成要件 制裁 行為 

50 憲法有所謂成文憲法與不成文憲法之區別；下列那一個國家屬於不成文憲法的國家？ 
日本 英國 法國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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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選擇題（第 1題至第 35題，每題 2分，占 70分）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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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文中「亡」字意指： 

逃亡 滅亡 死亡 失去 

2 下列選項中的文句，何者具有因果關係？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3 下列選項，何者用詞適當？ 

他「趕盡殺絕」，不為已甚 他做事不得要領，「事倍功半」 

他什麼都貪，真是「一介不取」 他對自己非常有信心，真是「妄自菲薄」 

4 下列成語不屬於負面意涵的是： 

暴虎馮河 裙帶關係 牛鬼蛇神 犬馬之勞 

5 下列各文句的成語運用，何者正確？ 

你跟他只是「管鮑之交」，不必為他如此犧牲 

他們因為年紀個性相仿，所以成了「忘年之交」 

我跟你雖然算是「半面之交」，可是也算得上青梅竹馬 

他原是我的「布衣之交」，但現在他發達了，也就疏於聯絡 

6 下列「」中，成語使用完全正確者為： 

那場車禍嚇得她「魂飛魄散」，將大家的慰問「置若罔聞」，完全無法應對 

他品格端正又「玉樹臨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值得大家「群起效尤」 

天生一副「尖嘴猴腮」的樣貌，實在想不到他暗地裡竟做了許多「狗皮倒灶」之事 

這齣戲未演先轟動，排隊入場觀眾「進退維谷」，綿延不絕的人龍，令人「嘆為觀止」 

7 下列成語，何者使用並不恰當？ 

陳先生小時候失學，到現在仍「一丁不識」 

具藝術教養的學者，往往喜歡「焚琴煮鶴」 

王先生家不幸遭逢「回祿之災」，整棟房子幾乎燒得精光 

李先生家三代同堂，「椿萱並茂」，兒女雙全，生活非常幸福 

8 寫信向老師問候，信末結尾敬詞下列何者為宜？ 

敬請 道安 即頌 時祺 順詢 日佳 並候 素履 

9 宋代蘇軾詞〈定風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云：「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鞵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

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反映詞人的何種心境？ 

悲欣交集 纏綿悱惻 坦蕩豁達 憂心忡忡 

10 下列何者不適用於對平輩寫書信的提稱語？ 

膝下 足下 大鑒 惠鑒 

11 逢婚喪喜慶時，人們往往使用簡單的語句表達稱頌、讚美或哀悼之意，這樣的語句稱之為「題辭」。下列何

者用詞不宜？ 

文定之喜──賀結婚用 弄璋之喜──賀生男用 于歸之喜──賀嫁女用 喬遷之喜──賀遷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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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李商隱有詩云：「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

相警，我亦擧家清。」詩中藉以寄託詩人感情的是那種動物？ 

蜥蜴 蟬 螳螂 蜂 

13 下列對聯何者適用於重陽節活動？ 

祥雲輝繡輦，瑞氣靄華堂 中天一輪滿，秋野萬里香 

東籬開壽菊，南陌獻嘉禾 天開新歲月，人改舊乾坤 

14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旨在強調考評應注意： 

公平性 差異性 特殊性 同質性 

15 上（唐太宗）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

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

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

對於「創業與守成孰難」的意見是： 

創業難 守成難 都不難 都很難 

16 屈原〈漁父〉篇中，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

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擧，自令放為？」這段話的意思是勸屈原： 

堅持自身清白直到最後一刻 不能改變世人，寧願沉溺江中 

何不同赴江河而為漁父，泛舟飲酒自得其樂 做人有時不妨隨俗浮沉，順勢而為 

17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文中「舟遙遙以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表達了作者什麼心情？ 

衣錦榮歸 舟車勞頓 歸心似箭 近鄉情怯 

18 「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

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由上述引文推測，下列選項何者較符合文中主角個性？ 

矯情造作 虛與委蛇 劍及履及 暴躁易怒 

19 「在這個 e-mail 年代，信箱裡會出現的多半都是帳單、宣傳 DM、或任何與工作相關的文書。單純只為了想

念、分享和問候的明信片，如此罕見而珍貴。」下列那一選項較符合上述文句的意思？ 

e-mail 不如明信片內容豐富 明信片可以完全被 e-mail 取代 

作者讚美 e-mail 的實用性功能 一般信箱中罕見寄託真誠感情的明信片 

20 〈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中二「嚴」字的語意與下列何

者相同？ 

嚴家無悍虜 嚴陣以待 孝莫大於嚴父 嚴霜凜凜 

21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是我們如果常想那一、二的如意事，整個人生的生活品質便是不同。」這樣

的正向思考，與下列那一選項的人生觀最相近？ 

淡泊明志 知足常樂 廣學多聞 樂善好施 

22 「雅俗由於教養。城裏人生活優裕的多些，他們教養好，見聞多，鄉下人自然比不上。雅俗却不是呆板的。

教養高可以化俗為雅。宋代詩人如蘇東坡，詩裏雖然用了俗詞俗語，却新鮮有意思，正是淡雅一路。教養

不到家而要附庸風雅，就不免做作，不能自然。從前那些斗方名士終於「雅得這樣俗」，就在此。蘇東坡

常笑話某些和尚的詩有蔬筍氣，有酸饀氣。蔬筍氣、酸饀氣不能不算俗氣。用力去寫清苦求淡雅，倒不能

脫俗了。雅俗是人品，也是詩文品，稱為雅致，稱為俗氣，這「致」和「氣」正指自然流露，做作不得。

雖是自然流露，却非自然生成。天生的雅骨，天生的俗骨其實都沒有，看生在什麼人家罷了。」那些斗方

名士終於「雅得這樣俗」，原因在於下列何者？ 

城裏的生活過於優裕 教養與見聞造成障礙 文章中使用俗詞俗語 教養不足而附庸風雅 

23 承上題，文中說雅致、俗氣「雖是自然流露，却非自然生成」，其意思是： 

雅俗品格的差異，不受環境的制約 雅俗是天生氣質，非人力所能影響 

雅俗雖由於教養，却不能造作強求 雅俗乃天性所成，不須後天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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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的「生氣傾向」的強弱，跟生理狀況的好壞成一種反比關係，跟遭遇的順逆成一種反比關係，跟心情緊張

度的高低則成一種正比關係；跟愚笨、聰明，也有種有趣的現象關連，中國文學世界裡聰明絕頂的林黛玉，

一天到晚都在生氣。下列選項，最符題意的是： 

越是愚笨，易於疏忽，生氣機會多 越是聰明，易多心眼，生氣機會多 

愛生氣者有生氣，不常生氣者身體反壞 高緊張度者多順利，低緊張度者則不順 

25 楊逵〈臺灣地震災區勘察慰問記〉記述發生於西元 1935 年 4 月的臺中、新竹烈震，文中描述「豐原公所派

來的慰問隊雖然送來飯糰，但在馬路上轉瞬即過，有的因為傷重沒法去拿，有的根本就不知道，抱著肚子

喊餓。其中，有一個八歲大的孩子分到兩個飯糰，高興得直跳。問他這麼高興嗎？他就發著呆，問他父母

是否平安？他才哇的哭了起來。我不知道該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請問下列的描述何者正確？ 

楊逵認為救援工作還有改進之處 楊逵為孩子拿到飯糰高興得直跳 

強調孩子因為拿到飯糰喜極而泣 孩子最後將飯糰孝敬父母 

26 梁實秋論及藝術和自然間的關係，指出「藝術與自然本是相對的名詞。凡是藝術皆是人為的。西諺有云：

Ars est celare artem（真藝術不露人為的痕跡），猶如吾人所謂『無斧鑿痕』。」就梁氏的論述推斷，下列說

明何者錯誤？ 

「藝術」必出於人為雕琢 「自然」不能以人工創造 

「藝術」至多只能仿傚自然 「藝術」達到臻境才能同於自然 

27 「海上的日子在苦悶的等待中彷彿海水的味道──鹹鹹苦苦的。偶爾低空貼浪覓食的海鳥，常被我誤以為是

跳出水面的飛魚而興奮起來，而灰暗下來。」文中「灰暗」是形容： 

海水 海鳥 天空 心情 

28 「尹雪艷是一個最稱職的主人。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她都招呼得妥妥貼貼。一進到尹公館，坐在客

廳中那些鋪滿黑絲面椅墊的沙發上，大家都有一種賓至如歸，樂不思蜀的親切之感，因此，做會總在尹公

館開標，請生日酒總在尹公館開席，即使沒有名堂的日子，大家也立一個名目，湊到尹公館成一個牌局。

一年裏，倒有大半的日子，尹公館裏總是高朋滿座。」根據本文，尹雪艷最可能是個什麼樣的人？ 

工於心計 長於裝扮 優於聚財 善於社交 

29 「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義，瀆倫常，敗風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癡兒騃女，情有所鍾，實

非大悖於禮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上文是以什麼樣的觀點在看待禮節與人性？ 

否定人性的需求，一切以道德禮節為依歸，其他不論 

承認人性的需求，凡是出自真心的情感，都應該寬容接納 

承認人性的需求，但是沒有媒妁之言的交往，都應該嚴格禁絕 

承認人性的需求，但是以為禮節是穩固人倫的支柱，凡有違規者都應嚴懲 

30 「如果你曾被家人所愛，你已瞭解那份美好，把你所承受的愛分給別人！如果家人不曾愛你，你懂得那份辛

酸，那麼，便試著去愛那些不曾被愛過而無限辛酸的人吧！」此文中所表達之精神與下列何者相符？ 

損人利己 人一己百 捨己救人 推己及人 

31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

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本詞敘述的時間是： 

春季清晨 夏季中午 秋季黃昏 冬季午夜 

32 承上題，本詞主要的寫作目的是： 

闡揚個人志向 勾勒離別情景 書寫天氣變化 敘述痛苦經驗 

33 關於公文製作中，下列何者為下行文之「期望及目的語」？ 

請 鑒核備查 請 查核辦理 希 查照 請 核備 

3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文行政院，稱謂宜用： 

鈞院 大院 貴院 本院 

35 下列公文用語中，使用不恰當的是： 

市政府發文給區公所，自稱稱謂可用「本」 

市政府發文給區公所之准駁語可用「應予不准」 

區公所發文給市政府的期望及目的語可用「請 查照見復」 

區公所發文給民眾可直接用「臺端」作為稱呼對方的稱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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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複選題（第 36題至第 45題，每題 3分，占 30分）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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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成語何者有「數量多」之意？ 

五花八門 不勝枚舉 三教九流 車載斗量 擢髮難數 

37 下列選項對「左、右」、「東、西」的解釋，完全正確的是： 

主張激進者稱「左派」；主張保守者稱「右派」 

方位以西為「左」，「江左」指江東；以東為「右」，「江右」指江西 

「西」方、「西」樂、「西」元、「西」洋等詞之「西」字，均與歐美有關 

古代太子住所稱「東宮」，亦是「太子」別稱；「東床」指王羲之東牀坦腹之事，亦是「女婿」別稱 

春天風向多自東來，故「東風」多數可作「春風」解釋；「西家」則與「西賓」同意，均指家塾教師 

38 教育專家指出：「現在的小孩一跌倒就骨折，原因之一就是從小缺少跌倒的經驗，也就拙於跌倒。」此句話
的意涵可用下列那些文句來詮釋？ 

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逆境中寓有新生的契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崎嶇的道路往往通向更璀璨的前程 

39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
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
下列選項對本文之說明何者正確？ 

「有成而無難」的原因是同事互助而眾志成城 

「致精而不苟」的原因是責任嚴明的工作制度 

「殫力費心而不自知」的原因是樂在工作之中 

本文旨在勸勉公僕為國家服務應該要敬業樂群 

本文認為領導者應該重視從事人員的工作情緒 

40 下列有關文句的闡釋，正確的選項是：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比喻浮生若夢，物換星移，人世滄桑 

郢書燕說，猶存其名；晉乘楚杌，語多可採／雖有附會穿鑿、時地侷限，但仍保存引用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說明為人勇於任事，未雨綢繆，獨闢蹊徑 

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懷念故土之心不因困窘或顯達而異 

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希望人們與世浮沉，同濁共醉，明
哲保身 

41 關於「得魚忘筌」的解釋或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筌」是指捕魚的竹器 原指漁夫捕魚技術很高明 

比喻事情成功後忘其憑藉 比喻已悟道者能忘其形骸 

可轉喻人成功後忘本背恩 

42 下列各項中，「」內之字何者均表顏色： 

分外眼「紅」／意外走「紅」／「紅」光滿面 

碧落「黃」泉／牝牡驪「黃」／飛「黃」騰達 

慘「綠」少年／「綠」水青山／黛「綠」年華 

篳路「藍」縷／青出於「藍」／「藍」田種玉 

拖「紫」垂青／「紫」綬金章／惡「紫」奪朱 

43 下列那幾個成語用來形容勤奮不休？ 

醍醐灌頂 焚膏繼晷 孜孜矻矻 以蠡測海 夙夜匪懈 

44 下列「」內的詞語，使用正確的是： 

陶淵明一生淡泊名利，過著「山肴野簌」的日子，泰然自若 

項羽勇武過人，力能扛鼎，但個性「牽攣乖隔」，殘暴不仁 

諸葛亮為人能洞察契機，膽大心細，曾經「膠柱鼓瑟」，空城欺敵 

屈原忠君為國，潔身自愛，因不願與奸佞小人「沆瀣一氣」，故而被貶流放 

飛將軍李廣個性簡易不煩，寬緩不苛，待下屬能「解衣推食」，故士卒樂為所用 

45 賈島〈題興化寺園亭〉：「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亭君始知。」其意
在勸「君」： 

勿自欺欺人 勿自不量力 勿自取其咎 勿自貽伊戚 勿自甘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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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少年階段為人生的轉變期，亦有人稱之為狂飆時期，如果青少年在此階段發展良好可達到自我認同，

但是發展遇到危機則會造成自我混淆。上述說法符合下列那一位學者的理論？ 
米德的自我形成理論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 
顧里的鏡中自我理論  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2 觀察國內、外戲劇，可發現劇中人常會飲用某品牌的飲料、使用某品牌特定款式的手機，進而導致觀眾

受劇中主角影響而增加對該產品的消費。上述內容主要在顯示下列何種現象？ 
置入性行銷 總白癡化危機 白癡文化 戲劇節目新聞化 

3 若以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社會正義論來看，下列那位同學對其理論之解釋 為正確？ 
小明：要實現社會 大多數人的 大快樂 大華：公共利益遠大於社會公民利益加總 
阿忠：讓社會中 弱勢者能獲得 大利益 小美：每個人依其所在地位平均分配資源 

4 新加坡獨立建國後，華人社團多次要求將華語列為國語，但該國當時總理認為語言課題容易牽動人們情

緒，人們不會理智地根據邏輯來對政策作出反應。為維持多元種族國家的團結， 後把英語列為第一語

言，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並列第二語言。上述案例， 適合用來強調語言在文化中的何種作用？ 
反映身分認同的標誌 彰顯地理環境的差異 扮演傳播溝通的媒介 強化生活現象之重要 

5 某反菸團體基於「帶給社會上大多數人 大的快樂」之前提，認為吸菸者在公共場所抽菸，貪圖自己一

時的快樂，卻影響社會大眾的健康，就不符合公共利益，因此主張應擴大禁菸範圍。上述反菸團體的主

張是基於何種理論的觀點？ 
 大福祉說 集體利益說 社會正義說 倫理道德說 

6 我國立法委員設有平地原住民委員及山地原住民委員各三席。上述兩類委員是採取何種選舉制度產生？ 
名單比例代表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混合投票制中之並立制 

7 學者杜佛傑（Duverger）認為在某選舉制度下，將容易導致兩黨競爭的政黨體系，加上選民不願意浪費選

票之心理因素，將不利於第三黨的產生，因此使兩黨制更加鞏固。根據上述學者的說法推論，該選舉制

度應為下列何者？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單一選區比例代表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複數選區絕對多數決制 

8 茲為提升政府施政效率，確保公共任務之妥善實施，我國於民國 100 年 4 月施行行政法人法，打破以往

政府、民間體制上之二分法，讓不適合或無需由行政機關推動之公共任務由行政法人來處理，俾使政府

在政策執行方式之選擇上，能更具彈性，並適當縮減政府組織規模，同時可以引進企業經營精神，使這

些業務之推行更專業、更講究效能，而不受現行行政機關有關人事、會計等制度之束縛。依上所述，下

列何者屬於行政法人？ 
臺灣省政府  臺中市政府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9 法西斯主義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由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提出的意識型態，下列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敘述，何者

正確？ 
強調國家至上 強調人民優先 注重社會福利 追求社會平等 

10 曉華未經大銘同意，即自大銘的電腦將其自行創作歌曲下載至曉華的 MP3 以耳機聆聽。請問曉華此種下

載行為，侵犯大銘的何種著作權？ 
重製權 散布權 公開播送權 公開傳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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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現階段我國下列四位政務官何者產生方式和其他三者不同？ 
考試委員 大法官 檢察總長 教育部部長 

12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①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②七十二

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③不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④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

長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以上關於不信任案敘述之底線部分，何者正確？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13 依據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選舉各項事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選一人之選舉區若兩位候選人同票，將擇期再次舉辦選舉 
不分區立法委員之政黨當選名額，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於投票日前十五日內各家媒體不得公布選舉民調結果 
中央選舉委員會隸屬內政部，並由行政院院長指定一位主任委員 

14 陳氏家族是政治世家，下列是陳氏四兄弟的自我介紹，若依年齡判斷，下列何者才是兄弟排行的長者？ 
陳文忠：我是 年輕的里長 陳文孝：我是 年輕的立法委員 
陳文仁：我是 年輕的新竹市市長 陳文愛：我是 年輕的花蓮市市長 

15 下列何者在說明中央與地方政府權限劃分之標準，不是以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為對象，而是以事權之性

質為對象？ 
均權制度 權力分立 權能區分 主權在民 

16 志明無照駕車肇事，將騎機車的阿華撞倒，導致阿華受傷。阿華一狀告上法院，結果法官判決被告志明應

賠償原告阿華新臺幣 84 萬元。依上所述判斷，阿華所採取的訴訟，其性質 可能與下列那一個案件類似？ 
某年輕人以蛇行瘋狂飆車，因涉嫌公共危險而受審  
陳姓律師因不滿被要求多繳房屋稅，而控告稅捐處 
朱姓考生因色盲緣故無法入學，因而向教育部申訴 
某男子外遇，妻子因要求離婚與精神慰撫金而鬧上法院 

17 阿龍與阿鳳結婚時雙方約定採分別財產制，婚後生育小剛和小強。依據我國民法之規定，下列針對阿龍

與阿鳳婚後財產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雙方若離婚，阿龍不得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分別財產制之約定以口頭表示即具完全法律效力 
雙方各自管理財產收益，但負債必須共同清償 
父母採分別財產制，小剛和小強無權繼承遺產 

18 大寶在路上撿到一個牛皮紙袋，裡面裝有現金 100 萬元，送至警察局失物招領，後聯繫上遺失人小華。

依據我國現行民法規定，下列有關大寶向小華請求報酬之敘述，何者正確？ 
可請求遺失物的十分之一作為報酬 可請求遺失物的十分之三作為報酬 
若大寶拿不到要求的報酬就可行使扣押權 大寶不可以對小華請求任何報酬 

19 臺灣高等法院撤銷分屍案三名被告的交保裁定，發回地方法院更裁，在羈押庭上檢方與被告進行激烈攻

防，合議庭認為，檢方未提出具體證據顯示被告有滅證、串證行為， 後維持原交保裁定，並限制住居、

出境，不用羈押。下列關於該案的敘述，何者正確？ 
高等法院認為有裁定羈押之必要 作出無羈押之必要的裁定應是地方法院所為 
檢察官不得再上訴地方法院 被告不得再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 

20 某陌生男子潛入校園，對年輕女教師進行性騷擾，結果被見義勇為的學生發現，立即報警處理。上述案

例應優先適用下列那一項法律？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騷擾防治法 刑法 

21 當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個人權利與利益的維護有意見時，可向職權所屬民意機關或主管機關提

出，此為何種權利？ 
請願 訴訟 訴願 申訴 

22 同為 15 歲的阿明與阿嬌兩人是國中同學兼男女朋友，一次單獨出遊時發生性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兩人是自願發生性行為，沒有加害者與受害者，不屬違法行為 
基於保護女性，檢察官可單獨對阿明主動提起公訴 
因兩人為男女朋友關係情投意合，且無金錢交易，故無違法 
因兩人皆未滿 16 歲，雙方家長皆可對彼此提出妨害性自主的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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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某媒體業者進行街頭法律常識大會考，下列選項是民眾針對我國法院組織的敘述。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

定，何者正確？ 
地方法院為初審法院，原則採獨任制審理，案情複雜時可採合議制 
 高法院若發現新事證，將傳喚雙方當事人到庭進行言詞辯論 
高等法院可以針對其所審理之刑事判決確定案件提出非常上訴 
行政法院採二級三審制，為便利民眾新增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24 在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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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指下列何者？ 
行政處分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指導 

25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那一項處分警方不得自行辦理，須移送法院裁定？ 
罰鍰 申誡 沒入 拘留 

26 依據我國民法規定，志雄死亡後，僅剩下列選項中的四位親友，何者擁有遺產繼承權？ 
身體硬朗的外公 體弱多病的妹夫 同住一屋的大嫂 已經離婚的配偶 

27 2013 年初歐債危機再起，塞普勒斯面對破產危機，不得不接受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對其提出的紓困

條件，以避免金融體系崩盤、國家破產、且遭逐出歐元區的 壞狀況上演。下列何種措施，應為上述國

際組織對塞普勒斯提出的紓困條件之一？ 
擴大政府支出 完善社會福利 提高人民稅負 增加工作機會 

28 政府為滿足國民需要，在取得各種收入後，會開始執行各種財政支出。下列有關政府移轉性支出的敘述，

何者正確？ 
是政府購買各種商品和勞務的支出 政府會透過發行公債的方式來提供 
性質上是政府對個人的有償性支出 目的是影響所得分配維持社會公平 

29 通貨膨脹是指當平均物價水準提高，且社會持續呈現物價膨脹的現象，下列何者應是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 
銀行定存增加 降低菜單成本 對債權人不利 貨幣購買力上升 

30 當國家發生戰爭時，政府大多會針對民生物資進行價格管制。假設某國對稻米訂定價格上限時，下列對

該國稻米市場影響的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價格低於均衡價格 整體社會福利不變 消費者剩餘減少 將出現超額供給 

31 「22K」原指政府鼓勵當時應屆畢業生到企業實習一年，透過政府補助企業每名實習生可月領 22,000 元，

故稱 22K 方案。依上所述，該政策主要在解決下列何種類型的失業問題？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 隱藏性失業 

32 傳統 CRT 映像管電視機容易接收其他空中訊號，產生頻道干擾。裝「機上盒」後，經由 AV 或 HDMI 訊
號連接線，就可接收數位電視節目，避免受到干擾。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宣示自民國 102 年起

全面數位化，有線電視不再提供類比訊號，需藉由「機上盒」收視。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上述宣示會對「機上盒」市場造成何種影響？ 
市場成交量將減少 市場成交量將增加 市場交易價格提高 不易達成市場均衡 

33 某知名手工蛋卷店從早到晚均吸引大批民眾排隊購買，除了噪音擾人之外，甚至有排隊民眾隨地小便，引

起當地居民不滿抗議，要求老闆搬家。此種商家影響居民生活的行為，較符合經濟學中的那一種概念？ 
比較利益 綠色消費 外部效果 供需法則 

34 銘鴻使用 A 財貨必須搭配 B 財貨才能達到滿足，對銘鴻而言，A、B 兩財貨具有下列何種關係？ 
正常財 劣等財 互補品 替代品 

35 我們常在新聞中看到某部會首長因政策不當請辭下台。這些部會首長的作法，符合民主政治的那一項運

作原則？ 
法治政治 民意政治 責任政治 政黨政治 

36 The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their term papers by the deadline.  
 subject  submit  subside  supply 

37 This is private estate. No       is allowed. 
 postponing  trespassing   harvesting    depos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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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y parents will move back to the city in a year or      . 
 else  about  so  ago 

39 Horses have keener sense of taste and smell than humans. They can sense smells humans cannot      .  
 offend    detect  protect  regret 

40 Not so long ago, the nation was       as one of the most affluent in the continent. 
 copied  tuned  ranked  fired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Music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most people’s lives, and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Tunes has really changed the 
way we interact with our music.   41   we are in the car, at the gym, or relaxing after a hard day of work, music can 
work magic. Today, it is not   42   to have thousands of songs on your music playlist.   43  , many people have so 
much music that it is literally out of control! Today’s digital players offer a wealth of ways to   44   and organize 
music, but if you are not careful, it can quickly become a nightmare. Ask yourself: How many duplicate songs do you 
have in your collection? How many songs are listed as “track unknown”? If this describes you, then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a great new plug-in service called TuneUp that is coming to the   45   of millions of music lovers.  
41   Though Whether  Since  However 
42   usual  legal  likely  uncommon 
43   However  Although  In fact  In conclusion 
44   store  earn  coach  assume 
45   invention  celebration  rescue  profit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Problem solver. Creative. Works well under pressure. 
These are key personality traits employers will be seeking no matter what position they’re hiring for—and chances are, 
you resume probably already showcases them in some way. But these days, hiring managers from some firms aren’t 
content to take job seekers at their word—they want to see it to believe it. 
And that’s why some companies have turned the interview process on its head.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questions you 
might expect in an interview, they’re giving candidates problems to solve—problems which, at first glance, might seem 
totally random. Google, for example, has been known to ask, “How many people are using Facebook in San Francisco 
at 2:30 PM on a Friday?” Hewlett-Packard asks, “If Germans were the tall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ow would you 
prove it?” 
No doubt, these are tough questions but there is no need to panic. Your interviewer isn’t necessarily looking for a right 
answer. He wants simply to determine how quickly you can think on your feet, how you’ll approach a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most importantly, whether you can remain positive and proactive and make progress in the face of a challenge. 
46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Effective resume writing.  Comparison between Google and Hewlett-Packard. 
 Rising popularity of Facebook.  Challenges to today’s interviewees.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a potential employee in the eye 
of the employer?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Attractive appearance. 
 Great computer skill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48 What does the pronoun them refer to? 
 Chances.  Employers.  Traits. Works. 

49 What would a proactive person most likely do? 
 Panic when danger approaches.  Escape from work pressure. 
 Take action and make changes in advance.  Take hiring managers at their word.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 candidate should highlight his/her strengths in the resume. 
“How many tennis balls can you fit into a limousine?” is a common interview question today. 
 Nowadays company managers want their employees to be able to make quick decisions. 
 Interviewers today always expect the interviewees to give the right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they 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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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是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主要概念之一？ 

價值中立的公共行政  公私部門本質上無差異 

採取後實證主義立場  強調傳統官僚體制 

2 古典民主政治思潮中，主張「管的 少的政府是 好的政府（government that governs least governs best）」，

這類型的政府亦可稱之為： 

大政府 有限政府 福利國 行政國 

3 關於內升制的缺點，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不足以吸引外界人才  晉升無望，減低工作情緒與效率 

缺乏朝氣與活力，不願改革 人才選拔範圍有限 

4 下列何者不屬公共行政傳統理論時期的學者？ 

費堯（H. Fayol）  瓦爾多（D. Waldo） 

古德諾（F.Goodnow）  韋伯（M. Weber） 

5 某科員檢具相關事證向服務機關處長舉發其科長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處長未依法處理時，可

以下列何者論之？ 

撤職 休職 失職 停職 

6 行政學學理中有所謂「行政國」（Administrative State）一詞，此一概念所指的相關意涵為何？ 

現代國家行政部門持續成長的現象不值得研究 現代國家的立法與司法部門已經消失作用了 

「行政國」就是「警察國家」 現代國家行政部門的權力有日益增漲的趨勢 

7 有關新公共管理的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官僚主義  本於公共選擇理論與市場經濟學 

政府組織規模傾向小而美 人民應有足夠的選擇機會來反應其偏好 

8 下列何者為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上扮演的主要角色？ 

提供政府不能提供之服務 扮演永遠的反對者 

政府資訊的揭密者  集會結社的召集者 

9 下列何者 能詮釋「公民社會」的意涵？ 

民眾參與治理過程  民眾僅出席投票 

民眾只享權利不盡義務  民眾提供公共服務 

10 關於公民參與概念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民個人或團體可為參與的主體 社會提供參與管道 

參與的公共事務活動限於政治層面 人民可用感情、知識、意志及行動的付出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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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薩瓦斯（E. Savas）認為政府應降低資產經營相關活動，並增加民間影響力，此一過程是下列何者的主要

表現？ 

財團化 官僚化 民營化 公益化 

12 公眾關係是要政府機關和民眾建立良好關係，下列何者並非其所要考慮的主要工作原則？ 

雙向溝通 誠信為本 成本效益 公開透明 

13 依據聯合國標準，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係指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幾以上？ 

5% 7% 9% 11% 

14 「公共政策乃是利益團體競爭後的均衡」，這句話 能反映公共服務的何種特徵？ 

多元主義 政治結構 政治菁英 公共選擇 

15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人民團體法規定之法定團體？ 

職業團體 社會團體 政治團體 商業團體 

16 人力資源管理理論中有所謂「職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的概念，其相關措施與下列何種人事法規

為相關？ 

公務人員考試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務人員陞遷法 公務員懲戒法 

17 綜合所得稅是下列那一種政策類型的表現？ 

分配性政策 管制性政策 重分配性政策 自我管制性政策 

18 職位分類制主要的分類標準，不包括下列何者？ 

工作專長 工作繁簡難易 責任輕重 年資等級 

19 一般而言，下列何者不是政策規劃的主要工作？ 

確認政策問題的癥結 政策執行的監測 評估替選方案 推薦適當方案 

20 魏瑪（D. Weimer）與威寧（A. Vining）兩位學者提出政策工具類型理論，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市場管制與重新管制  利用補貼與租稅方式改變誘因 

提供保險與保障  透過非市場方式提供財貨 

21 行政機關為有效處理繁雜事務，所發展出來的一套慣例規則，此在學理上稱之為： 

行政三聯制 計畫評核術 個案管理 標準作業程序 

22 比較而言，下列何者是群體決策的主要優點？ 

減少決策時間 分擔責任，歸屬明確 較個人決策更有效率 集思廣益，有利創新 

23 開發中國家的行政制度往往出現「異質性」（Heterogeneity）特色，就雷格斯（F. Riggs）的理念來說，

屬於下列何種社會的現象？ 

鎔合社會 稜柱社會 次級社會 繞射社會 

24 一般而言，政策監測（policy monitoring）具有四項功能，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順服功能 查核功能 規劃功能 解釋功能 

25 下列何者是新公共行政與新公共管理在組織設計上較為相同的觀點？ 

垂直化組織 扁平化組織 集權化組織 多角化組織 

26 關於行政組織設計的基本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遵守法律保留原則 具目的理性的特質 重視利益團體 深受政治文化的影響 

27 發展中國家行政機關中會出現「拘泥法條，食古不化」現象，此在學理上稱之為： 

威權主義 形式主義 因緣主義 官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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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機關成立年代越久，成員素質越低」，係指下列何者所稱之組織病象？ 

邁爾斯定律（Miles’ Law） 查理定律（Charles’ Law） 

不稀罕效應（BOHICA） 白京生定律（Parkinson’s Law） 

29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勞動部係屬下列那一層級機關？ 

一級機關 二級機關 三級機關 四級機關 

30 有關委員會決策優點之說明，一般而言不包括下列何者？ 

責任歸屬明確  議案較能獲得充分討論 

增加決策過程的民主性  增加解決方案的接受性 

31 有關組織的獨任制與合議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有關行政執行及技術指導的事務，應採合議制設計 

有關立法決定及政策設計的事務，應採獨任制設計 

議事應採獨任制，做事應採合議制 

瑞士的聯邦政府是合議制的典型代表 

32 強調組織是一個新陳代謝系統，是指組織具有下列那一種作用？ 

正熵作用 負熵作用 控制作用 過濾作用 

33 「主管權威的大小，不在其職位的高低，而在其被部屬接受的程度」。這是下列那一位學者所提出的何

種看法？ 

傅麗德（Mary P. Follett）動態管理學說中的權變法則 

巴納德（Chester I. Barnard）動態平衡理論中的無異議區 

傅麗德（Mary P. Follett）動態管理學說中的無異議區 

巴納德（Chester I. Barnard）動態平衡理論中的情勢法則 

34 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相互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正式組織較具任務導向，非正式組織較具關係導向 

正式組織的產生是人為設計的結果，非正式組織則是順乎自然形成的 

正式組織的權威來自於合法合理的基礎，非正式組織則來自於認同的基礎 

正式組織的主要目標是個人的，非正式組織的主要目標是整體的 

35 教育部設有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及終身教育司等，乃是依下列何者作為分部化的基礎？ 

目的 服務對象 地點 過程 

36 重視「社會地位」係屬於馬師婁（A. H. Maslow）需求理論的那個層次？ 

尊榮需求 安全需求 社會需求 生理需求 

37 為了讓組織成員多方歷練，避免重複工作而感到倦勤，組織可以實施下列那項措施？ 

績效獎金 工作分析 工作輪調 彈性工作時間 

38 有關「轉換型領導」的內涵敘述，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轉換型領導源自魅力領導與交易領導兩種理論 

轉換型領導一辭 早出現在柏恩斯（J. Burns）1978 年所著《領導》一書 

轉換型領導的研究焦點放在組織原有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組織文化與行為模式的轉變 

轉換型領導的理論奠基於「領導者」、「被領導者」的二分角色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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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同事 A 君經常願意分享多年寶貴的工作經驗與訣竅，大家樂於接受其觀點」，此一情況係在反映領導

的何種權力基礎？ 

參照權力 專家權力 合法權力 獎賞權力 

40 運用懲罰方式來鞏固領導權威，係以下列何者作為領導的權力基礎？ 

獎勵基礎 合法基礎 強制基礎 關聯基礎 

41 費德勒（F. Fiedler）的權變領導理論認為，決定採取何種適當的領導方式需視三項變數綜合判斷，下列何

者不在其中？ 

領導者與部屬的關係 任務結構 參與行為 職位權力 

42 與私部門相比較，下列有關公部門績效管理特質的敘述何者錯誤？ 

公部門的績效目標較容易達成 公部門的績效管理面對多元認知差異的問題 

公部門的績效目標比較不容易界定和衡量 公部門的績效目標比較不具體且陳義過高 

43 「代表性官僚」概念的主要意涵及功能，一般而言，不包含下列何者？ 

行政人員的社會背景和地位會影響其工作績效 反應政治勢力的恩庇結構 

改善民眾對官僚體系的負面印象 打破功績用人制度的僵化 

44 權責不相當、責總大於權，管理階層喜好向上爭權向下攬權，此係屬下列那種論點所衍生的組織動態現

象？ 

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 白京生定律（Parkinson’s Law） 

墨菲定律（Murphy’s Law） 邁爾斯定律（Miles’ Law） 

45 下列有關阿德福（C. P. Alderfer）ERG 理論之敘述，何者不在其中？ 

挫折—停滯的過程 

滿足—前進的過程 

存在需求相當於馬師婁（A. H. Maslow）的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 

關係需求滿足後，才會追求成長需求 

46 1980 年代美國一群學者延續新公共行政精神，指出公共行政雖處於政治系絡之中，但嚴正駁斥政治過度

干預行政，此論點見之於他們所稱的何種宣言之中？ 

黑堡宣言 茉莉花宣言 京都議定書 愛丁堡宣言 

47 公務人員因其長官要求行政中立法禁止之行為，經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告，未獲回應時，公務人

員得向下列那一機關檢舉？ 

行政院 考試院 司法院 監察院 

48 就組織設計而言，強調公共行政的代表性和大眾參與，較屬於下列那種課責途徑所講求的監督？ 

管理途徑 政治途徑 司法途徑 監察途徑 

49 公共行政應該受到高度的公眾監督，因此透過立法方式，規定某些資訊內容可以公開，此一立法方式稱

為： 

日出條款 落日條款 權利法案 陽光法案 

50 下列何者不是新公共管理主義的主張？ 

任務導向 績效導向 公民導向 分權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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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給付行政措施如涉及公共利益或人權保障等重大事項，仍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乃何項法治
國家原則的內涵？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2 下列何者非屬於共同訴訟？ 
原告甲訴請被告丙賠償損害 原告甲訴請被告丙、丁賠償損害 
原告甲、乙訴請被告丙賠償損害 原告甲、乙訴請被告丙、丁賠償損害 

3 拳擊手甲故意以言語激怒乙，誘發乙揮拳相向，甲因而受輕傷，乙仍繼續對甲揮拳，甲趁機重傷乙。甲
之行為不成立正當防衛的理由為： 
甲為拳擊手，乙為一般人，二人揮拳對立，強弱懸殊 
甲僅受輕傷卻重傷乙，屬防衛過當 
乙之侵害行為已經過，不屬現在不法之侵害 
因故意挑釁引起他人侵害行為之防衛行為欠缺防衛意思 

4 就「既了未遂」之犯罪情形而言，下列關於刑法第 27 條「中止未遂」之敘述，何者錯誤？ 
即使行為人之行為已達完成，仍有可能成立中止未遂 
要成立中止未遂，行為人必須盡力為防止結果發生之行為 
若行為人之行為成立中止未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共同正犯中，未盡力為防止結果發生者，亦得適用中止未遂之規定 

5 下列關於加重竊盜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於公寓樓梯間竊盜，亦屬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侵入住宅竊盜 
若僅著手於各款之加重條件行為而尚未著手竊取財物，尚不成立刑法第 321 條第 2 項加重竊盜未遂罪 
在車站的月台行竊，不屬於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6 款的涵蓋範圍 
一個竊盜行為而同時兼具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數款加重事由時，仍只論以一加重竊盜罪科刑 

6 被告於下列何種情形，其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法院不得駁回？ 
假釋中犯傷害罪 緩刑中犯竊盜罪 產後 3 月犯詐欺罪 癌末犯強盜罪 

7 下列處所何者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47 條容許夜間搜索之規定？ 
受緩刑宣告人之住所  仍在公開時間內之飲食店 
常用為賭博之處所  假釋人之居所 

8 廚師甲將下毒的餐點，交付不知情的服務生乙，端給來客 A 食用致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之行為構成殺人罪的幫助犯 甲與乙成立殺人罪的共同正犯 
甲之行為構成殺人罪的教唆犯 甲之行為構成殺人罪的間接正犯 

9 甲朝 A 男丟擲石塊，卻打中站在 A 男身邊的 B 女，此種錯誤類型為下列何者？ 
客體錯誤 禁止錯誤 打擊失誤 包攝錯誤 

10 乙與人涉有刑事官司，甲與乙為取得事證，乃合意由甲冒著警員服飾，並共同前往丙所開設之商店，當
眾宣稱欲對丙製作筆錄，惟尚未訊問，即被人識破。試問：甲、乙二人共同成立何罪？ 
刑法第 158 條之僭行公務員職權罪 刑法第 159 條之冒充公務員官銜罪 
刑法第 304 條第 1 項之強制罪 刑法第 125 條第 1 項之濫權追訴罪 

11 非公務員甲利用不知情的公務員乙，使乙登載內容不實之事項於其職務上所執掌之公文書，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甲成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甲成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間接正犯 
甲、乙二人成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共同正犯 甲、乙二人成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共同正犯 

12 關於刑法第 320 條竊盜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犯竊盜罪，若受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得易科罰金 
竊盜罪未設有過失犯之處罰規定 
直系血親間之竊盜，須告訴乃論 
竊盜罪未設有未遂犯之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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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警察甲於休假時駕駛自用小客車前往加油站加油，卻持警用車加油卡刷卡。試問甲應如何論罪？ 
刑法第 320 條竊盜罪 
刑法第 336 條第 1 項公務侵占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於非主管之事務圖利罪 
無罪 

14 有關正當防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加害人須有責任能力  加害行為為法律所許者，仍可主張正當防衛 
加害人是否有故意過失，在所不問 須以防衛自己之權利為限 

15 住所在臺北市的甲向住所在臺中市的乙借 50 萬元，雙方約定，到期甲應在乙的住所以現金清償債務。因

甲到期未清償，乙要起訴甲請求返還借款，試問何法院有管轄權？ 
僅臺中地方法院 
僅臺北地方法院 
臺中及臺北地方法院均有 
由上級法院在臺中或臺北地方法院中指定其中之一 

16 甲男、乙女婚後育有一子丙，丙與丁女結婚，育有一女戊，戊已成年。甲男現已 75 歲，不能維持生活，

甲得先向何人請求扶養？ 
乙、丙、丁 乙、丙 丙、丁 丙、戊 

17 成年人受監護宣告時，由誰擔任監護人？ 
法院依職權選定之人  受監護宣告人之父或母以遺囑指定之人 
親屬會議選定之人  依法定順位之親屬 

18 甲向乙借新臺幣 20 萬元，甲以其所有之土地設定抵押權予乙作為擔保。下列有關甲乙抵押權之敘述，何

者正確？ 
乙得單獨將抵押權讓與第三人 抵押權設定後，抵押人甲不可繼續占有抵押物 
甲將抵押土地分割為二筆，乙之抵押權不受影響 甲設定抵押權後，不得將抵押物再賣與第三人 

19 下列準法律行為，何者為意思通知？ 
對於債權人請求權存在之承認 出租人對於支付租金之催告 
債權讓與之通知  召集總會之通知 

20 下列何種契約之債務人，原則上不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旅遊契約之旅遊營業人  使用借貸之貸與人 
租賃契約之出租人  承攬契約之承攬人 

21 下列何種權利，非消滅時效之客體？ 
已登記之不動產的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未登記之不動產的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動產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債權之請求權 

22 甲向乙承租 A 屋，因非可歸責於甲之事由而 A 屋漏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可不通知乙，直接找人修繕後，再向乙請求費用之償還 
甲可不通知乙，直接找人修繕後，再向乙主張從租金中扣除 
甲應先通知乙後，乙未立即修繕時，則甲得另外找人修繕，再向乙請求費用之償還 
甲應通知乙並定期催告乙修理後，乙仍不為之時，則甲得另外找人修繕，再向乙請求費用之償還 

23 下列關於一般寄託契約之敘述，何者錯誤？ 
必為要物契約 
必為有償契約 
未定返還期限之寄託，受寄人得隨時返還寄託物 
無論定有期限與否，寄託人均得隨時請求返還寄託物 

24 登記為甲所有之 A 地，位於深山中，多年均未曾利用。乙明知 A 地為他人之物，卻趁甲之不注意，占有

A 地並在上面興建房屋，附近鄰居也都以為乙是 A 地的所有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若占有超過 10 年，即可時效取得 A 地所有權 
乙若占有超過 20 年，即可時效取得 A 地所有權 
乙不論占有多久，均無法時效取得 A 地所有權 
乙善意信賴甲為所有人，占有 A 地時起立刻善意取得 A 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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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拳擊選手甲在拳擊比賽中，依比賽規則而毆擊對手乙，導致乙手臂受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不應負侵權行為之責任，因甲無過失侵害乙之身體 
甲應負侵權行為之責任，但乙與有過失，故得減輕甲之責任 
甲與乙應連帶負擔侵權行為責任，因甲與乙之行為構成共同加害行為 
甲不應負侵權行為責任，因甲之行為無違法性 

26 下列有關判決之敘述，何者錯誤？ 
判決須一律經當事人言詞辯論程序後，才能為之 
除依法應用判決者外，裁判以裁定行之 
宣示判決，不問當事人是否在場，均得為之 
判決如有誤寫、誤算之顯然錯誤時，仍得更正 

27 人民或團體能否就與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無關，但涉及社會重大公共利益之事項，以行政機關之行政

行為違法，提起行政訴訟？ 
一律可以  一律不可以 
法律有特別規定，則例外不可以 法律有特別規定，則例外可以 

28 財政部所頒布之解釋令，大多數屬於下列何者？ 
法律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處分 

29 稅捐稽徵機關對欠稅人之財產為保全之處分前，財政部不得函請主管機關限制欠稅人出境，主要係基於

下列何種一般法律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 公益原則 

30 我國國號中的「民國」二字，在憲法學上係指中華民國是一個： 
民主國 共和國 法治國 社會國 

31 下列那一種行為，應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立法院處理人民旁聽院會之舉行 考選部受理人民報名參加考試 
地方法院處理人民旁聽審判之進行 考試院處理國家考試之命題及評分行為 

32 有關政府限制人民權利與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須有法律的依據  僅得由法院透過正當法律程序為之 
限制人民權利與自由須有助於達成施政目的 須符合人民權利、自由最小侵害的要求 

33 行政程序法第 6 章所規定的「行政指導」，依通說見解，在性質上大體可歸類為下列那一種類型之行政

行為？ 
行政處分 法規命令 行政計畫 事實行為 

34 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最有關聯者為何？ 
裁量怠惰 裁量逾越 裁量濫用 裁量拒絕 

35 下列那一種訴願事件，受理訴願之上級機關依法僅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而不為「妥當

性」之審查？ 
縣政府就縣自治事項，審查縣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行政處分 
直轄市政府就直轄市自治事項，審查直轄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行政處分 
中央主管機關就直轄市自治事項，審查直轄市政府之行政處分 
中央主管機關就其委辦事項，審查縣政府之行政處分 

36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因過失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者，得罰以拘留 
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之裁處，無須考量比例原則 
經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執行完畢，1 年內再有違反該法之行為者，得加重處罰 
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 

37 有關公務員行為責任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公務員須服從上級命令，縱使明知命令違法，仍可作為阻卻違法事由 
公務員之行為已獲不起訴處分者，機關仍得為懲戒 
公務員違法行為已受懲戒者，即無須負刑事責任 
國家負賠償責任後，皆應向行使職務之公務員求償 

38 下列何者非屬於公用地役關係之要件？ 
年代久遠，難以確定起始時間 
提供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 
土地所有權歸屬國家 
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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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情況，何者不符合請求國家賠償之要件？ 
軍事車輛駕駛不當撞毀民宅 
市政府清潔隊垃圾車司機執行職務發生車禍，致人於死 
搭乘臺鐵列車，因列車出軌受傷 
警察追逐酒駕者過程中發生車禍，致人於死 

40 下列何者，現行法律並未明定其法律效果為無效？ 
自治規則與法規命令牴觸者 自治規則與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 
自治規則與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 自治規則與中央行政規則牴觸者 

41 自治條例定有罰則時，應經下列何種程序？ 
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報行政院備查 
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 

42 某法律共計 100 條，某次修法欲廢止第 50 條，下列處理方法何者正確？ 
保留第 50 條之條次，並於其下加括弧，註明「廢止」二字 
保留第 50 條之條次，並於其下加括弧，註明「失效」二字 
保留第 50 條之條次，並於其下加括弧，註明「刪除」二字 
刪除第 50 條之條次，並將後續條文之條次依序向前遞補 

43 設 A 法與 B 法均對同一事項設有規定，其中 A 法為普通法，B 法為特別法，但 A 法於 B 法施行後，曾修

正關於該事項之規定。試問：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主管機關應依何法處理發生於 A 法修正後之事

件？ 
應優先適用 A 法 
應優先適用 B 法 
原則應優先適用 A 法，但 B 法有利於人民者，適用 B 法 
原則應優先適用 B 法，但 A 法有利於人民者，適用 A 法 

44 關於自治條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均得制定自治條例，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 
自治條例得規定罰鍰之處罰者，不得規定連續處罰 
自治條例得規定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得制定自治條例，規定公法上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程序 

45 某法律明定自公布日施行。該法律經總統於某年之 3 月 15 日公布，應自何時發生效力？ 
3 月 15 日零時起 3 月 16 日零時起 3 月 17 日零時起 3 月 18 日零時起 

46 民法第 246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不能之給付」，其所謂「不能」之意義，如依第 246 條之立法理由將其

限縮解釋為「客觀不能」，此係採取何種解釋方法？ 
文義解釋 體系解釋 歷史解釋 類推適用 

47 有關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之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完整的法律規定對於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二者皆有所規範 
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皆須規定於同一條文中 
沒有法律效果之法律規定將會形同訓示規定 
裁量權之行使，涉及法律效果之決定 

48 下列何者不屬於間接法源？ 
民事判例 法理 習慣 條約 

49 甲乙為戀人，甲為表達愛意，甲於 2012 年聖誕節，甲向乙表示：「於 2013 年 5 月 20 日，我送你 3 克拉

鑽石」，以表達「一生我愛你」，乙並為允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行為為附負擔之贈與  該行為為附停止條件之贈與 
該行為為附終期之贈與  該行為為附始期之贈與 

50 關於法律解釋的主觀說與客觀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反對客觀說的原因之一，在於其不能符合補充或創造法律的要求 
客觀說是指法律解釋應該探求法律本身的意旨 
支持主觀說的原因之一，在於法律情感對法律來說相當重要 
主觀說是指法律解釋應該依據法官的法律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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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選擇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每題 2 分，占 70 分） 
說明：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各組成語前後意思相同的是： 
總角之交/布衣之交 口角春風/口蜜腹劍 大相逕庭/大謬不然 冰清玉潔/冰壺秋月 

2 下列成語不適合用來形容「工作勤奮努力」的是： 
宵衣旰食 過門不入 夙夜匪懈 短褐穿結 

3 〈諫逐客書〉云：「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其中「蠶食」是以名詞「蠶」來描述「食」這個動作。下列

「」內語詞，不屬於此種組成方式的是： 
狼吞「虎嚥」 兔死「狗烹」 灰飛「煙滅」 冠蓋「雲集」 

4 若有人問：「令尊今年貴庚？是否仍在大學執教？」，下列選項的應答，何者最正確？ 
唉！先慈去年已經亡故了 家母今年五十好幾了，仍舊堅持在杏林服務 
早就駕返道山，今年準備要過七十大壽了 家父年屆六十五，前年就退休在家含飴弄孫 

5 「□□，最容易受傷的記憶/霜齒一咬/噢，那樣輕輕/就咬出一掌血來」依據上文，請選出□□最合適的選項：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6 「白髮三千丈」是以誇張的方式，用超乎事實的想像來表現。下列何者運用此種手法？ 
四周都是風景/有一個小男孩漫不經心地騎在它的脖子上/東張西望/那裡有風景  
美麗的少女/是這個世界的微笑/我望著她們/我的心/似一碗端不穩的水/搖晃著  
永恆/剎那間凝駐於「現在」的一點/地球小如鴿卵/我輕輕地將它拾起/納入胸懷  
在橋上/獨自向流水撒著花瓣/一條游魚躍了起來/在空中/只逗留三分之一秒/這時/你在那裏 

7 新出殼的蟑螂引起我的歎息，牠是純白的幾近於沒有一絲雜質，牠的身體有白玉一樣半透明的精純的光澤。

這日常引起我們厭恨的蟑螂，如果我們把所有對蟑螂既有的觀感全部摒除，我們可以說那蟑螂有著非凡的驚

人之美，就如同是草地上新蛻出的翠綠的草蟬一樣。依據上文，作者認為「可以說那蟑螂有著非凡的驚人之

美」的條件是什麼？ 
培養過人的膽識 保持豐富的想像 去掉原先的成見 發現物種的變異 

8 「當我一杯在手，對著臥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間，卻也沒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當無可奈何之時，感情

會一時麻木的。」下列選項，與文中情感狀態最接近的是： 
多情自古空餘恨 多情總被無情惱 情到深處無怨尤 多情卻似總無情 

9 「假使累了，那就儘量什麼也不去想吧。偶爾的不思不想原就是一件好事情。在生命中空出某些時候，讓它

們遠離名利憂患，永遠有助於面貌的清滌。梭羅在生活的書頁上所留下的寬闊的白邊，非但不是浪費，而且

是一種力量的充實；國畫中留白所生的無限張力和完整性，絕不是任何線條或色彩所能造出的。在一段時間

的吵雜和匆忙之後，那是人真正端詳自己的時刻。我隨意走著，坐著，不必很累地去注意他人或計算事情。」

下列詩句何者最能呼應上述引文文意？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冷冷七絃上，靜聽松風寒 

10 「寫作時，作者胸中多有一個清晰的輪廓，很多細節，因為自己已多方設想過，就往往忽略讀者原本是一無

所知的。因此，如何讓讀者很快能提綱挈領，是一門很富技巧性的功課，需要時時練習，否則會淪於熱鬧雜

沓有餘、精彩清晰不足。」依據上文，可以了解作者寫作時應想清楚： 
怎樣提升境界 怎樣增加篇幅 怎樣增進技藝 怎樣引導讀者 

11 最近在聯結兩個腦半球的胼胝體有新的發現，由於女性的大腦功能比較分散，所以聯結各個分散功能在一起的電路

就比較粗，且胼胝體後面三分之一的地方亦比較大。女性兩個腦半球之間較強的聯結能力，可能與其在進行溝通時

之優越觀察力有關，雖然男性的空間能力較佳，但是女性可以聯結視覺想像與語言詞彙在一起，而男性只專注於實

用的影像。另外，針對男性的研究發現，具左撇子習性者的胼胝體亦較一般男性大，因為他們大腦組織不似慣用右

手的男性那樣整齊和功能單一性，其大腦功能比較偏向女性。依據上文，下列何者在溝通時有較優越的觀察力？ 
右撇子的男性 左撇子的男性 胼胝體較小的男性 空間能力較佳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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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感是教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象徵精神生活的昇華與富裕，是一種價值觀與觀察力的結晶。它代表一
種精神，是很難量化的一種感受力。如果觀察力不足，感受力與審美感不敏銳，對周遭的美不美將無動於衷，
美的東西從眼前掠過，也不會有何共鳴。審美的能力就算不足以成為立國的基石，它也會有使這基石永續鞏
固的黏著作用。」依據上文，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美感」是與生俱來的能力 有了「美感」就會使國家富裕強大  
生活水準和審美能力是可以同步提升 「美感」代表對美的事物之敏感觀察 

13 本文作者以第二人稱的方式，描寫自己騎車登上青藏高原遭遇風雪的經歷：「果真就那麼難得經過兩輛卡車，
司機們竟都祇是放慢速度在車窗前，好奇凝視你孤落的身影一會兒便揚長而去。你曾露出渴望的表情盯著他
們。可是你始終就伸不起手向他們求援。如果你高舉起手呢？……終於有一輛車停了下來，一位藏族司機搖
下車窗，問你搭不搭車，你在撐甚麼？難道風雪還未超過你忍受的強度，難道還要等到黑夜降臨時？心情糾
結許久，你拒絕了，一個超乎你預期之外的決定……剩下的路，你祇是死命地推行著，腳步幾乎在雪地裡顯
得荏弱而不聽使喚。那每一個堅持的步伐，都象徵著你對於人生的態度。」文中的「你」拒絕藏族司機搭載
的原因是： 
已連續被經過的卡車忽略兩次，擔心這司機的好意是虛假的  
希望能持續努力，畢竟這挑戰之路要完全靠自己來完成  
讚嘆著高山雪地壯麗的景緻，若是搭上車就無法體會  
已經衝過許多考驗，知道如何在風雪中保護自己 

14 下列選項何者最適合形容「人生苦短，當及時行樂」的意涵？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 

15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西鄙人〈哥舒歌〉）下列那一選項最接近詩中旨意？ 
稱讚哥舒翰武功高強，擅長飛簷走壁 讚頌哥舒翰戰功彪炳，並受百姓崇敬  
讚美哥舒翰精通卦術，能夠未卜先知 稱頌哥舒翰威鎮八方，敵人不戰自降 

16 「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上文所指的「悖」，原因在於： 
顧此失彼 因小失大 矯枉過正 得不償失 

17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
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上文中對信陵君的評價，選項正確的是： 
目無家國，以私害公 見義勇為，當仁不讓 重利輕義，不足為訓 不拘小節，能成大事 

18 張晉為刑部，時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子以為盜也，瞷其入，撲殺之，取燈視之，父也。吏議：子
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為父，又不宜誅。獄久不決。晉判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
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竟殺之。張晉最後判子誤殺其父死刑，下列選項中何者是張晉的主要依據？ 
自己富有卻不和父親同住，方導致父親成為盜賊，故不孝當誅  
將自己的父親趕出家門，導致父親翻牆回家而誤殺，不孝當誅  
自己的父親即使夜半來家，也應當能夠辨識，足見屬故意當誅  
父親到兒子家取物不能稱為盜，兒子即使誤殺亦屬不孝，當誅 

19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
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下列選項何者較接近邾文公的說法？ 
身為國君須為人民樹立典範 為政之道應以人民福祉為依歸  
遷都茲事體大，應遵循卜卦的結果 對百姓有利的事，孤僻的人也會參與 

20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
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
父母，五不孝也。」下列各種情境，何者符合引文內容的說明？ 
時下不願工作，樂當「啃老族」的年輕人：符合第一種不孝  
竹林七賢的劉伶嗜酒如命，不聽妻子勸告戒酒：符合第二種不孝  
包公案中的陳世美拋棄髮妻，不管家鄉父母生計：符合第三種不孝  
新聞報導有人沉迷網路世界，要不到錢買新遊戲而殺死父母：符合第四種不孝 

21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樓上王孫把扇搖。」上列詩歌意旨與下列何者相近？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22 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
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下列何者最符合上文意旨？ 
天命無常 事在人為 天命難違 吉人天相 

閱讀下文，回答第 23 題至第 24 題：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
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23 下列關於本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春申君舍趙使於上舍之安排，顯然不符合待客之道 趙平原君與春申君積怨已久，故派遣趙使加以試探  
趙使原欲炫耀，卻見春申君客三千珠履而自慚形穢 瑇瑁簪與珠玉裝飾之寶劍，均為趙國出使必要裝備 

24 下列那一選項的詞性不同於其他三者？ 
「躡」珠履 趙使欲「夸」楚 舍之於上「舍」 請「命」春申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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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第 25 題至第 26 題： 
跳蚤的來吮血，雖然可惡，而一聲不響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針叮進皮膚，自然還可以
算得有點徹底的，但當未叮之前，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卻使人覺得討厭。如果所哼的是在說明人血應該給它
充饑的理由，那可更其討厭了，幸而我不懂。 
25 依上文所述，作者對跳蚤和蚊子的觀感，下列那一項敘述最恰當？ 

作者認為跳蚤比蚊子可厭 作者慶幸聽得懂蚊子哼哼內容 
作者認為蚊子叮人吮血直截爽快 作者認為蚊子叮人吮血前哼哼作響最是可厭 

26 讀此段文字，你認為作者最想表達的是下列那一項？ 
消滅害蟲  沉默是金  
害人還振振有詞之人可惡 快刀殺人毫不留情之人可惡 

閱讀下文，回答第 27 題至第 28 題：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為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
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敵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
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
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亦聊欲安眾心耳。」 
27 據上文所述，老軍校出言之主要目的是： 

分析時勢 盡忠職守 轉移焦點 穩定軍心 
28 由本文觀之，老軍校為人可謂： 

深謀遠慮 投機取巧 急公好義 視死如歸 
29 下列題辭的使用說明，何者正確？ 

作文比賽優勝：錦心繡口 診所開張題匾：杏壇之光  
祝賀金榜題名：修文赴召 祝賀商界開業：貨殖流芳 

30 下列祝賀語的說明，完全正確的是： 
椿萱並茂：父親健在 功在桑梓：造福鄉里 宜室宜家：新屋落成 竹苞松茂：喜獲麟兒 

31 下列選項的立論邏輯與推論方法，何者異於其他三者？ 
窺一斑而知全豹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  
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32 一位大學生想在畢業之前深入了解臺灣，於是計畫環島旅行，若他從臺北出發沿西部往南走到臺灣最南端，
再經東部回臺北，沿途他可以順向參觀那些文學館？ 
賴和紀念館、楊逵文學紀念館、鍾理和紀念館、王禎和故居  
鍾理和紀念館、楊逵文學紀念館、王禎和故居、賴和紀念館  
楊逵文學紀念館、賴和紀念館、鍾理和紀念館、王禎和故居  
賴和紀念館、鍾理和紀念館、王禎和故居、楊逵文學紀念館 

33 依「法律統一用字表」，下列法規之用字何者正確？ 
抵觸 雇員 佔有 身份 

34 公文夾顏色用途，除各機關視情形訂定之外，通常按照處理時限，其先後依序是： 
紅→藍→白 藍→紅→黃 綠→黃→藍 白→綠→紅 

35 下列有關公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文書製作應採由左至右之橫行格式  
公文之正本及副本，均用規定公文紙繕印，並蓋用印信或章戳  
遇特別案件，必須為緊急之處理時，次一層主管得依其職掌，先行處理，再補陳核判  
各層決定之案件，凡性質以用單位名義為宜者，可由單位主管逕行決定，但仍應以機關名義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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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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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使用完全正確的是： 
黑心商人為了牟取暴利，不惜泯滅良心，針對原料「上下其手」  
長輩們始終相信：多子多孫，「上下和睦」，才是幸福美滿的象徵  
任何企業為達成內部的有效溝通，都必須提供「上下交征」的無礙管道  
在上位者若是行為不端、貪贓枉法，往往就會產生「上行下效」的後果 
在電腦程式設計方面，張三的思維與能力幾乎和專業人員「不相上下」 

37 離情別緒，是古詩中極為常見的寫作主題，下列詩句與離情有關的是： 
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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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閱讀下文，選出可用來說明本則寓言旨意的選項：寂靜的樹林裡，一頭野豬正在大石頭邊磨著牙齒。狐狸好
奇地問：「今天樹林這麼安靜，一個獵人的影子也沒有，凶猛的獅子也不在附近徘徊了。你為什麼不悠閒地
享受一下，還要那麼用力的磨牙齒呢？」野豬嚴肅地回答：「如果我被獵人或獅子追趕時，才想到要磨牙，
就已經來不及了。」 
尺蚓穿堤 牆壞於隙 未雨綢繆 杜漸防萌 曲突徙薪 

39 「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
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
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下列敘述，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文明背向自然而發展 我們因遺忘自然而不快活  
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 不滿意的生活，多半來自天災人禍 
不論現實有多麼暗慘，回歸自然生命就能茁長 

40 「有一天，子輿生病了，病得不輕，子祀去看他。子輿彎腰駝背，軀幹都變形了，自語：『造物者真是偉
大，把我變得如此彎曲！』他氣定神閒，蹣跚地走到井邊照看自己的樣子，仍不住地讚歎造物者的神力。
子祀問他：『汝惡之乎？』你會不會討厭這副模樣？子輿笑著安慰老友：『我怎會討厭呢？如果造物者的
神力把我的左臂變成公雞，我就用牠來報曉，如果把我的右臂變成彈丸，我就用來打小鳥，如果把我的臀
部變成車輛，精神化成駿馬，我正好用來馳騁一番！』……沒多久，換子來生病了，『喘喘然將死』，妻
兒們圍著他哭泣。老朋友子犁來探視，看到子來妻兒哭泣的樣子，喝斥他們：『嚇！走開，不要驚擾子來
的變化！』」依據上文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本文旨在說明疾病是生命歷程最艱辛的修鍊，無人可倖免  
本文旨在彰顯子輿、子祀、子犁、子來四人間不朽的友誼  
子輿認為造物者應現其身的變化是一種幻術神通，不足懼  
文中可見出子輿對生命抱持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的態度 
子犁喝斥子來妻兒哭泣，展現其洞察生命自然變化的智慧 

41 「長期以來，無理的謾罵是臺灣社會難以進步的原因，但如今那些有專業知識者竟也畏縮不言，則是更可悲之事。
一個進步的社會靠的是理性的思辨及勇氣，不幸的是，如今謾罵者色厲內荏，為官者又鄉愿成習，網路上充滿忿
戾的言論，而我們的輿論又經常見獵心喜，少有冷靜思索的空間。許多追風逐影的報導，表面看似正義，但由於
缺少理性的思辨，最後只會讓社會更沸騰，而無助於問題的解決。」依據上文內容判斷，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媒體的推波助瀾、網軍的集體攻勢，往往加快事件解決速度  
唯有國人多些理性思考，官員多些果敢勇氣，臺灣才能進步  
此段主旨強調：臺灣社會必須強化理性思辨，少些血氣謾罵  
自以為正義代表的廣大輿論，有權決定臺灣社會的是非曲直 
社會的進步，乃是建立在理性的批評，而非出言不遜的攻詰 

42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
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依據上
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道不同，不相為謀  渾沌象徵自然天真  
儵與忽圖謀害死渾沌 為渾沌鑿七竅，愛之適以害之 
不順自然，強開耳目，所以渾沌死亡 

43 張潮《幽夢影》云：「有地上之山水，有畫上之山水，有夢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丘壑深邃，
畫上者妙在筆墨淋漓，夢中者妙在景象變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上的山水出於天然，可用以欣賞 畫上的山水出於虛構，可施之創作  
夢中的山水出於模仿，可藉以想像 胸中的山水出於象徵，可賦之情感 
四種山水均可以滿足人的心靈享受 

44 閱讀下列文字，選出正確的選項：「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
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
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為笑。回思是
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歸有光〈寒花葬誌〉） 
全文娓娓敘述，疏淡幾筆，情感十足 此葬誌以譬喻法描述寒花的身分、經歷  
透過細節描寫寒花的形態、情態、神態 本文四次提及魏孺人，隱含對亡妻的思念 
透過寒花的天真與孺人的舉止，彰顯孺人持家甚嚴 

45 「鐵道不是一把尺，而是圓規。車站為針尖腳，我是那活動的鉛筆腳。慢吞地畫出半徑或圓圈，丈量著經過
的大城大鎮小村小落。透過此類鐵道旅行，我的書寫當然更無法自滿於硬紙票、號誌燈、轉轍器之類的元素，
或者懷舊地尋訪老車頭。我經常脫軌，溢出鐵道的思考範疇。」選出對文意說明正確者： 
文章書寫主旨，在勸勉人不應翫歲愒時 
不是一把尺，而是圓規，是比喻鐵道旅行沒有終點 
對於鐵道旅行，作者追求的不只是鐵道懷舊小物的玩味收藏 
丈量著經過的大城大鎮小村小落，比喻旅行所目睹的城鄉差距 
「我經常脫軌，溢出鐵道的思考範疇」，表明作者的創作意圖 



類科名稱：

104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試題代號：15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一般行政

單選題數：35題(第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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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 D C C C D A D

B B B B C A A B A

B B C C D C D A A B

D A A D ABDE ADE CE ABE DE

BCE BDE ADE ACD CE

D

B

複選題數：10題(第36~45題) 複選每題配分：3.00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5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 五等考試 
類 科： 一般行政 

科 目： 公民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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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1 
頁次： 4－1 

1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son）之「人格發展理論」指出：「每一個發展階段皆有危機，且危機
的出現有特定時間，每一階段的危機都是一種新技巧或態度的學習。」就其理論認為下列那一階段易出
現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的心理危機呢？ 
學齡期 青少年期 成年期 老年期 

2 支持甲意見的人感受到團體的主流偏好對己有利，就會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反之，支持乙意見的人則
可能感受到主流偏好不利於己，就保持緘默。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勇於表達意見者越發積極；保持沉默
者，即使人數較多，反而失去勇氣表達言論。下列何種理論，可以用來說明上述現象？ 
框架效果 沉默螺旋 預示效果 樂隊花車效果 

3 傳統上南韓人喜愛就著鍋蓋吃泡麵，認為此種吃法 富滋味。而同桌共吃泡麵時，能以鍋蓋吃泡麵者就
是享有特權的人。但近日南韓某泡麵廣告出現以鍋蓋吃麵的習俗，卻被日本人批評為未開化的餐桌禮儀。
關於該廣告所呈現文化差異的爭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日本人與南韓的麵食文化仍存在著文化的普同性 
從日本人的批評顯示出日本的文化位階高於南韓 
日本人是以文化相對主義角度來看待南韓的吃泡麵文化 
日本人是以我族中心主義的態度面對南韓的吃泡麵文化 

4 臺灣過去曾進行過社會職業聲望研究，其中發現：醫師和會計師能享有較高的職業聲望分數。下列那一
種說法較符合功能論的主張？ 
要屬於高社經地位家庭，才有機會擔任這兩種職業 
兩項職業對社會具有其重要性，自然擁有較高聲望 
其社會地位高，是因掌權者刻意保護其權益而產生 
兩職業雖不需有良好知能，卻能擁有較多社會資源 

5 小王在大學畢業後與好友創立了一家科技公司，擔任公司董事長，但因經濟大環境影響，公司經營不善
而倒閉，為維持生計小王只好到社區擔任保全警衛。根據社會聲望的概念，下列何者可以說明小王職業
角色的轉變過程？ 
代內水平流動 代間水平流動 代內垂直流動 代間垂直流動 

6 根據我國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之相關規定，下列關於立法院之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於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對其進行訊問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後，立法院須於七日內進行追認 
政黨提名不分區立法委員名單，婦女名額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立法院通過不信任案後，行政院院長於十日內必須辭職 

7 28 歲住在臺中的阿豪，對於政治有著濃厚的興趣，他若想要擔任公職人員為民眾服務，依據我國相關法
令規定，下列那些是他可以利用的管道？①參選立法委員 ②參選臺中市長 ③參加公職考試 ④參加
法官遴選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8 我國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自第七屆起有所變革，目前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中不包括下列何者？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 比例代表制 單一選區兩輪決選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 

9 在現代民主政治的運作中，利益團體與政黨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其兩者並不完全相同，關於利益團
體與政黨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利益團體僅針對特定的議題進行遊說與溝通，政黨關注的議題較為全面 
利益團體以追求商業利潤為導向，政黨以實現政治理念為導向 
利益團體與政黨都可以登記參加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提出候選人名單 
所有的利益團體必定是公益團體 

10 我國為了使憲法更符合國家整體發展的需要，自 1991 年至 2005 年進行了七次修憲工程，下列何者屬於
修憲後所做的調整？ 
中央民意代表由人民直選產生 裁撤省政府及省諮議會 
總統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副署 領土變更之議案由立法院提出 

11 領土包括了領空、領陸及領海，根據相關法律規定，下列何者為我國領海範圍？ 
領土邊界向外延伸 12 浬 海岸線向外延伸 12 浬 
基線向外延伸 12 浬  離島海岸線向外延伸 12 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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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據報載：某直轄市工務局局長離職後，立刻轉任民間營造公司總經理，每月薪資 20 萬元，因為違反公務
員服務法中之旋轉門條款的規定，遭到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並沒收 2 年多來的薪資 545 萬餘元。下列敘
述何者 適合用來說明上述報導內容？ 
藉由法律的約束力，來杜絕公務機關之利益輸送 經由迅速的司法判決，顯示依法行政之難能可貴 
公務員被判刑，代表其終身不能再擔任公職 要求政府資訊公開透明，以提高公共事務之品質 

13 下列有關政府體制的敘述，何者顯示我國政府制度中與內閣制相同者？ 
總統有覆議否決權  國會議員可兼任行政官員 
行政首長有副署權  內閣不可解散國會 

14 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向來實施「均權制」，即依事務之性質劃分，具全國一致性質者歸中央，因地制宜
者則歸地方。依我國現行體制，則由立法院制定地方制度法，各地方政府根據該法實施地方自治。依上
所述，下列有關我國現行中央與地方政府組織運作之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政府屬中央政府的派出單位，其職權應由中央政府主導 
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的委辦事項，仍為地方自治實施範疇 
地方政府實施地方自治之後，就違背均權制度的意涵與精神 
地方政府實施地方自治後，就不再具有公法人之條件與地位 

15 我國憲法第 23 條明文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
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上述條文除了採用法律保留原則之外，還
隱含下列何項原則的精神？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法律優越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6 人民可以透過投票決定自己的民意代表、直轄市長甚至總統。依據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針對現行
各項公職人員選舉之敘述，何者正確？ 
直轄市長為大選區相對多數制 原住民立法委員為大選區相對多數制 
不分區立法委員採連記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鄉鎮市民代表採相對多數讓渡投票制 

17 依據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債之發生原因？ 
不當得利 侵權行為 無因管理 拋棄物權 

18 大仁與阿蘭生有一女小青，兩人因感情不睦而離婚，小青的監護權歸阿蘭所有，之後阿蘭再嫁給喪偶的
阿明，帶著小青住進阿明的家，與阿明的獨子志文共四人一起生活，且阿蘭與阿明皆未收養對方之子女。
針對上述案例，依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阿明與小青的親屬關係屬於直系血親一親等 志文與小青屬於旁系血親關係因而無法結婚 
阿明死後，僅有阿蘭與志文能繼承阿明的遺產 大仁死後，阿蘭與小青皆不得繼承大仁的遺產 

19 一位年滿 10 歲，正就讀國小四年級的甲，在學校竊取班上同學的零用錢。針對甲的偷竊行為，若依刑法
對於構成犯罪要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構成犯罪，因為甲不是無行為能力人  
構成犯罪，因為其行為符合竊盜罪之構成要件 
不構成犯罪，因為甲不具有責任能力 
不構成犯罪，因為其行為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20 阿文於 20 歲那年，父母離異但父親卻時常於酒後返家，以粗話辱罵並毆打母親及阿文。依上所述，根據
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父母已離異，不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若聲請緊急保護令，檢察官應盡速於四小時內核發 
言語及精神虐待部分，只適用刑法 
阿文雖已成年，但仍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21 法律是生活的基本界限，使社會大眾的行為有一定的規則可循。下列那一法律特性即代表法律制定的內
容並非針對特定人、特定個案而訂，且含有平等原則的意涵？ 
有限性 安定性 普遍性 強制性 

22 交通部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授權，訂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此規則是屬於下列何者？ 
行政處分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指導 

23 憲法規定除現行犯外，人民即使有犯罪行為，皆須依照法定程序才可逮捕拘禁，且僅能拘留 24 小時。此
規定是為了保障下列何種基本人權？ 
言論自由 人身自由 隱私自由 遷徙自由 

24 無前科的志國在觀賞海芋田時，順手偷摘一朵海芋回家，經人告發，檢察官偵辦後認為微罪不舉，不再
追究。依上所述，檢察官基於「微罪不舉」，應該是做了下列何種決定？ 
緩起訴處分 不起訴處分 無罪宣告 罰金宣告 

25 少年法院法官對於少年不當行為，可以裁定將該少年安置於民間教養機構進行輔導，此「裁定」性質為
何？ 
不起訴處分 保安處分 保護處分 感訓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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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部落客作家甲將自己創作完成的小說，投稿到報社，被錄用刊登。甲何時可取得小說的著作權？ 
完成著作權登記時 作品完成時 被報社刊登時 出版成書時 

27 小華和同學一起去看電影、逛街購物，請問：此時他們 可能要負擔下列那一種稅賦？ 
所得稅 健康稅 財產稅 銷售稅 

28 某研究調查發現：「火鍋湯裡面的亞硝酸鹽被吃進體內，會產生致癌物亞硝胺，飯後多吃番石榴，才能

降低罹病的風險。」此調查報告經媒體披露後，番石榴價格不但飆漲，甚至還有人買不到番石榴。依此

敘述判斷，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對於「番石榴市場」的敘述，何者正確？ 
因為價格飆漲，導致需求增加 買不到番石榴，是因為供不應求 
供給沒有增加，交易數量就下降 因交易數量減少，故供給也減少 

29 假設以下事件均在今年度發生。小青以 300 元的材料費縫製了一隻泰迪熊玩偶，並以 400 元賣給玩具店，

一個月後，玩具店再以 700 元的價格將泰迪熊賣給消費者小珊，三個月後，小珊再以 800 元的價格將這

隻二手的泰迪熊賣給小玉。若以上述資料判斷，GDP 一共增加了多少？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30 志明接受某連鎖咖啡廠商委託，記錄杏花村村民對該廠牌「咖啡與奶精」產品市場的消費情況，下表資

料是他觀察一年的結果。若依據此資料判斷，對該村的居民而言，關於該廠牌「咖啡與奶精」的財貨性

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咖啡價格（杯） 奶精（1 包）價格 90 元時

的咖啡需求量 
奶精（1 包）價格 100 元時 
的咖啡需求量 

100 元 300 杯 250 杯 

120 元 200 杯 180 杯 

兩者互為互補財  兩者互為替代財 
奶精是劣等財，咖啡是奢侈財 咖啡是獨立財，奶精是季芬財 

31 美國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投訴，指控中國大陸為了搶攻新興國家汽車市場，違反 WTO 規定提供其

國內汽車和汽車零件業者大規模的補貼，此舉造成美國汽車業者面臨龐大的壓力，因此燃起兩國貿易戰

火。上述中國大陸的政策，對新興國家汽車市場所造成的影響應為下列何者？ 
消費者剩餘減少 消費者剩餘增加 生產者剩餘不變 生產者剩餘增加 

32 經濟制度是用來解決經濟問題、規範經濟行為的一套規則。下列敘述中，何者屬於計畫經濟制度的特色？ 
承認私有財產 尊重價格機能 政府配置資源 重視利潤動機 

33 嘉義的某人氣蛋捲老餅店，因為每天清晨就有民眾排隊搶購，造成吵鬧及環境髒亂，讓附近居民抱怨說：

「餅店在賺錢，我們卻得因此而受害」。就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居民的抱怨說明了該餅店的何種問題？ 
生產上的外部成本 生產上的外部利益 消費上的外部成本 消費上的外部利益 

34 各種不同的國際經濟組織對其會員國的要求不同，下列那一種經濟組織會要求成員國必須放棄自己的貨

幣而採用共同貨幣？ 
經濟聯盟 共同市場 關稅同盟 自由貿易區 

35 下表為立軒去年的繳稅資料，其中屬於地方政府收入的有多少元？ 

項目 地價稅 房屋稅 所得稅 遺產稅 汽車牌照稅

金額 4,000 元 9,000 元 35,000 元 10,000 元 7,000 元 

65,000 元 30,000 元 20,000 元 13,000 元 
36 John ate and yawned with his mouth wide open. His       manners shocked everyone. 

vulgar  delicate   civil decent  
37 Both coffee and naps can       mood individually; when combined, they are magical.  

devastate  decrease  improve  invest  
38 People are annoyed by advertisements that       on the YouTube all the time. 

start up  stand up  save  up show up  
39 I grew up near the ocean,       is probably why I love going to the beach! 

when  what  where  which  
40 Jeff went to Tainan last night. I       with him if he had told me a day before. 

should go  would go  would have gone  should be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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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With thirty e-devices, four hundred e-titles, and two thousand print items,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became 

the world’s first e-book library in an airport. Titles are   41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the e-devices vary 
from iPads to e-readers with e-ink. The library is   42   by the duty-free shop at the airport. The   43   for the 
project comes from the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a government agency. The total cost of the project was about 
US$102,000. Airport passengers are   44   to borrow the devices and read the e-books in the airport, but they cannot 
download any   45   for their own devices. With more than seventeen million passengers passing through the airport 
each year, this is likely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much bigger. 
41 added  limited  required  available  
42 opened  checked  mana ged published  
43 basis  reason  funding  direction  
44 trying  willing  allowed  prepared  
45 medals  mistakes  materials  machines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In 1945, leaders from 51 countries met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where the United Nations (UN) was 

organized. At that time, World War II had just ended. People hoped they could build a future of world peace through 
this new organization. Today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a member of the UN. Each country has signed an 
agreement that says: 
1. All members are equal. 
2. All members promise to solv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in a peaceful way. 
3. No member will use force against another member. 
4. All members will help the UN in its actions. 
5. The UN will not try to solve problems within countries except to enforce international peace. 

Obviously, the United Nations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successful in its actions.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wars 
since 1945. However, the organization has helped bring peace to some countries that were at war. Besides, it has helped 
people who left their countries because of wars. It has also helped bring independence to colonies. 

The main UN organization is in New York City, but the UN has a “family” of other related organiz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ese organizations try to provide a better life for everyone. One example is UNICEF, an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s poor children with food, medical care, and many other services. Another example i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ch develops medical programs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are thousands of UN wor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y work as planners to increase production in farming and industry. They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improve education programs, and spread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hey develop programs that provide jobs and better 
living conditions. They help countries control their population growth. The UN also holds lar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here people meet to discuss important world issues. One conference was about the uses and ownership 
of oceans. Another was about women. There are also International Years for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situations and solve problems. 
46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The UN has helped refugees who left their countries because of  war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now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ll members of the UN promise to solv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in a peaceful way.  
UN wor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lan how to increase production in farming and industr y. 

47 Why has the UN not been completely successful in its actions? 
No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UN are equal.  
Several wars have occurred since 1945.  
There have been no solutions about poverty.  
The UN has solved problems within particular countries.  

48 Which service is NOT provided by UN? 
Improving education programs.  Spreading scientific information.  
Hold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Using force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49 What is the miss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scussing the uses and ownersh ip of oceans.  
Developing  medical programs all over the world. 
Helping countries control their population growth.    
Providing poor  children with food wherever they liv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 can best describe the status of “colonies” in the sentence “It has also helped bring 
independence to colonies”? 

Free . Active . Governed . Autonomo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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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不是促成行政中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應多元社會的需求  利於全球治理的發展 

促進政治系統的穩定  實現行政系統的專業 

2 執行預算結果的財政收支報告彙總，稱之為： 

概算 預算 決算 分配預算 

3 公務員和社會民眾對行政機關運作所持有之理念價值、行為模式及人際關係，在學理上稱之為： 

原生文化 行政文化 氏族文化 社區文化 

4 決策者蒐集充分資訊，對問題解決方案作周詳考慮，以制定最佳決策，此係指下列何者？ 

廣博理性決策 混合掃描決策 漸進決策 垃圾桶決策 

5 政府政策形成過程之相關資訊，必須能夠供外界檢視，這最主要是屬於何種公共利益的判別標準？ 

即時性 代表性 開放性 專業知識 

6 賽蒙（H. Simon）提出滿意決策理論，係以下列那一種概念為其建構基礎？ 

經濟人 行政人 文化人 政治人 

7 巴納德（C. Barnard）著有《主管人員的職能》（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下列何者不是其主要論

點？ 

互動體系論 非正式組織 權威接受論 目標管理論 

8 組織是人員對權責認識、感情交流與思想溝通所形成的一種團體意識，此係從何種觀點來看待組織？ 

靜態 動態 心態 生態 

9 下列何者是威爾遜（W. Wilson）〈行政的研究〉一文對行政學發展的主要貢獻？ 

促成新公共行政的出現  使行政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 

建構系統分析模式  引領新公共管理思潮的發展 

10 「我最恨手持記秒表的管理者，也憤恨被視同機械只奉命照章工作，和同事之間的感情被激烈的工資競

爭制度所破壞。」從上述這段組織員工的抱怨中，可以推測其組織的管理階層最有可能奉行下列那一種

管理方式？ 

白恩斯（J. Burns）的轉換領導 泰勒（F. Taylor）的科學管理 

傅麗德（M. Follett）的動態管理 巴納德（C. Barnard）的動態平衡 

11 新公共行政學者比較傾向主張下列那些行政價值？①入世相關 ②效率 ③公正 ④市場 

①② ③④ ①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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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或者公共資產的所有權上，降低政府角色或提高私部門角色之活動」，學理上稱之為： 

標竿管理 分權授能 流程再造 民營化 

13 動態平衡理論的巴納德（C. Barnard）認為，主管是組織運作的關鍵人物，而主管的重要職能之一是： 

從事政策行銷 做出決策 提供民主參與機會 建立溝通系統 

14 有關市場治理模式的公共組織設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府組織轉型為大部門設計 透過私部門提供公共服務 

強化組織的多元競爭  權力的多元轉移 

15 「市場失靈」是行政學引用下列那一學科的概念？ 

人類學 經濟學 法律學 社會學 

16 關於政府機關推展公眾關係的依循原則，一般而言不包括下列何者？ 

優遇反對者 平時發展 雙向溝通 方略靈活 

17 多元民主社會常見「鐵三角」的政策網絡，所謂的鐵三角是指： 

官僚體制、國會委員會、媒體 利益團體、官僚體制，國會委員會 

利益團體、媒體、官僚體制 國會委員會、法院、官僚體制 

18 政策執行結果可以滿足標的群體需求、偏好或價值的程度，乃是政策評估的何種標準？ 

效率性 代表性 回應性 正當性 

19 漸進決策途徑是由那位學者所提出的？ 

林布隆（C. Lindblom）  馬屈（J. March） 

伊斯頓（D. Easton）  艾尊尼（A. Etzioni） 

20 決策要理性合理，在邏輯上常見主張的第一個步驟是： 

評估方案 了解問題 分析資料 擬訂方案 

21 依據安蕬甜（S. R. Arnstein）「公民參與階梯理論」（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下列何者的公民

權力程度最高？ 

授權 合夥 安撫 協商 

22 組織性質屬「獨立機關」者，其運作多屬下列何者？ 

首長制 半首長制 合議制 民主集中制 

23 從系統理論的觀點，組織可分為多項次級系統，下列何者封閉性最高？ 

技術次級系統 協調次級系統 策略次級系統 管理層級系統 

24 委員制組織運作之優點，不包括下列何者？ 

集思廣益 責任明確 民主精神 分工合作 

25 有機式的組織結構具有下列那一項特徵？ 

組織中央集權的程度較高 組織員工順從度較高 

組織調適環境的能力較高 組織結構正式化的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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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組織透過下列何種方式，可以建立層級節制體系，進而設立基本的溝通及權力結構？ 

委外化 分權化 水平分化 垂直分化 

27 韋伯（M. Weber）理想型官僚組織（Ideal-type Bureaucracy）的特徵敘述，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通才取向 永業化人事制度 合法合理權威 對事不對人職場關係 

28 行政機關之法制、政風、資訊等單位，在組織設計上，一般劃歸為： 

業務單位 實作單位 直線單位 輔助單位 

29 在我國行政組織體系中，中央選舉委員會屬於中央第幾級機關？ 

一級機關 二級機關 三級機關 四級機關 

30 強調組織是環境中的開放系統，是行政學理論發展那一個時期的觀點？ 

科學管理 人群理論 整合理論 結構理論 

31 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相互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非正式組織重視層級關係，正式組織重視心理社會認同 

非正式組織是人為設計，正式組織是自然形成 

非正式組織靠行為規範及影響力控制，正式組織靠法令規章及獎懲制度控制 

非正式組織的主要目標是整體的，正式組織的主要目標是個別的 

32 淡水河整治涉及新北市、臺北市及基隆市等區域，這種治理行為在學理上稱為： 

E 化治理 全球治理 跨域治理 科技治理 

33 「危機就是轉機」，係指危機具有下列何種特性？ 

威脅性 不確定性 時間有限性 雙面效果性 

34 政府的服務必須盡快滿足民眾的需求，係指行政機關服務品質的那項要求？ 

即時性 可信度 一致性 變動性 

35 下列何者是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保障事項的決策機關？ 

考試院 行政院 司法院 監察院 

36 績效預算制度以下列何者為主要追求目標？ 

預算赤字 政策擴張 效能結果 零基管理 

37 馬斯婁（A. Maslow）提出人類需求層次理論，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社會需求 環境需求 

38 下列何者不是預算的功能之一？ 

解除財務責任的功能  實現經濟政策的功能 

具有財務統制的功能  議會控制政府的功能 

39 下列何者不屬人事行政的積極內涵？ 

以工作生活品質之改進為中心主題 

重視保障員工的權益地位，更重視對人員行為的誘導 

人事制度的建制以配合機關組織之需要為著眼點 

防止政府任用私人、阻擋劣才入任為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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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哈蒙（M. Harmon）提出公共行政的「行動典範」（action paradigm）學說，下列何者不是其主要論點？ 

人的本質是主動性、社會性 

主張以「面對面的接觸」（face-to-face encounter）作為研究分析單位 

強調實證論的「客觀性」 

重視社會行為者的主觀意義而非只是行為的觀察 

41 「參與專案小組的同事之間因績效獎金分配結果而有所不滿，影響個人未來工作投入程度」，反映下列

何種激勵理論的觀點？ 

ERG 理論 公平理論 工作設計理論 激勵保健理論 

42 關於公務人員人事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普通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三職等任用資格 

初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一職等任用資格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及格者，得先以委任第五職等任用 

高等考試一級考試及格者，取得簡任第十職等任用資格 

43 下列何者不屬行政責任內部正式確保途徑？ 

行政控制 上級監督 雙重隸屬監督 議會監督 

44 公務人員在行政運作過程中，常見有曲解公共利益的現象，其主要原因不包括下列何者？ 

行政人員的特定社會背景 行政人員的均衡思考 

行政部門或人員的專業分工 受制於服務對象或利益團體的影響 

45 下列何者是新公共服務理論（New Public Service）認為行政人員應扮演的角色？ 

政治既定目標下的執行者 優勢族群利益的代表者 

市場運作的導航者  公民及社群談判及協商機制的服務者 

46 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就其涵義不包含下列何者？ 

免稅組織 志願組織 非政府組織 遊說組織 

47 下列那位學者，對比較行政研究的興起有重大貢獻？ 

雷格斯（F. Riggs）  瓦爾多（D. Waldo） 

謝爾（W. Sayre）  賽蒙（U. Simon） 

48 關於民意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複雜性 多變性 潛在性 普及性 

49 主管與部屬可能因職務有別，造成隔閡，難以坦誠溝通，此乃下列何種現象造成？ 

地理上障礙 認知上障礙 地位上障礙 心理上障礙 

50 依據韓國學者白完基之研究，著重人際紐帶、輕忽職務網絡，係指下列那項開發中國家的行政文化特質？ 

形式主義 因緣主義 官運主義 人情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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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憲法第 18 條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禁止曾因過失而受刑之宣告者報考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已牴觸人民服公職之保障  
人民參加考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權利，非屬應考試權之保障範疇  
公務人員之退休金請求等權利，非屬服公職權之保障範疇  
美容師考試亦屬憲法第 18 條所稱之應考試範圍 

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種情況並未牴觸比例原則？ 
教師法限制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教師不得再任教職之規定  
國防部預備軍士官班招生簡章規定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  
降低公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金額  
人民團體法關於「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之規定 

3 關於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無須經行政院會議決議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無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後，無須提交立法院追認 總統於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法院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非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判斷基準？ 
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手段與目的間需具有實質關聯性  
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意義非難以理解 

5 有關憲法規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憲法修正案經立法院提案通過後，尚須交由全體人民複決  
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明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由監察院審理 

6 關於行政裁量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裁量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被限縮到只能作成某一決定，也只有該決定才會被認為是無裁量瑕疵的

決定，乃裁量收縮之情況  
行政裁量不受司法審查  
裁量權之行使必須遵循法律授權目的及範圍  
上級機關得訂頒行政規則作為下級機關行使裁量權之基準 

7 甲違反交通法規，主管機關得基於下列何種原因不予處罰？ 
甲不熟悉路況，顯非故意 甲日薪未達行為地之人均日薪標準  
甲係受老闆指使  甲為送病危之親人就醫而超速 

8 協助清朝政府從事新刑法之制定，為中國刑法現代化開端的日本人為何人？ 
小河滋次郎 岡田朝太郎 松岡義正 志田鉀太郎 

9 下列何者非屬西元 1804 年拿破崙法典之立法原則？ 
所有權絕對 契約自由 過失責任 社會國原則 

10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對於訴願事件有利害關係者，下列何項處置方屬正確？ 
可參與審議，然表決時須迴避 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審議  
可請代理人參與審議  由上級機關指派人員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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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國傳統法律之特色，下列何者錯誤？ 
刑法較民法發達 以家族為本位 重視孝道 有縝密的訴訟法 

12 在行政訴訟中有關原處分之停止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經提起行政訴訟，應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 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受處分人不得聲請停止執行 
行政法院依職權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 關於停止執行或撤銷停止執行之裁定，不得為抗告 

13 在行政訴訟中，重新審理係下列何者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當事人 訴訟參加人 當事人權利之繼承人 權利受損害之第三人 

14 有關訴願與行政訴訟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無進行訴願程序就無法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訴願係行政訴訟中確認訴訟之先行程序  
訴願係行政訴訟中撤銷訴訟之先行程序  
訴願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存在或不存在訴訟之先行程序 

15 法官依法審判，對法官有拘束力的是： 
裁量基準 行政規則 法律 各部會的函釋 

16 法律對於其他法律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有特別規定時，應如何適用？ 
特別法優先適用  
原則上適用特別法，但普通法有利於人民者，適用普通法之規定  
原則上適用特別法，但普通法修正在後者，適用普通法之規定  
原則上適用特別法，但普通法處罰較重者，適用普通法之規定 

17 下列何者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政務人員及從事涉及國家機密業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須知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組織規程 

18 甲刊登報紙聲明，在野外攝得臺灣稀有保護動物琉球狐蝠之照片者，給予獎金 10 萬元。此稱為： 
無因管理 懸賞廣告 不當得利 侵權行為 

19 下列何者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之法規名稱？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法官倫理規範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20 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向下列何者為之？ 
高等行政法院簡易庭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地方法院簡易庭 地方法院刑事庭 

21 下列何者不為未成年子女的特有財產？ 
未成年子女自祖父所獲得之贈與 未成年子女在飲料店打工所得的時薪  
未成年子女過年時所得到的紅包 未成年子女代位繼承其外婆之財產 

22 甲於所有土地上種植果實，果實自落於乙市政府公用地上，該果實所有權歸屬於誰？ 
果實自落於地時成為無主物，以先占者取得所有權 為甲和乙市政府所共有 
為乙市政府所有  為甲所有 

23 下列何種組合不具主物與從物之關係？ 
鎖與鑰匙 電視機與遙控器 書本與書套 汽車與輪胎 

24 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

無影響。」此規定係採何種立法原則？ 
管轄恆定原則 訴訟標的恆定原則 當事人恆定原則 訴訟恆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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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關於民法繼承之原理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繼承人就繼承開始後所繼承之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  
被繼承人有立遺囑之自由，在不違反特留分規定下，得以遺囑分配遺產  
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後，不待表示，當然繼承被繼承人之財產  
有道父債子還，被繼承人財產不足清償其繼承債務時，繼承人應以本身之固有財產清償 

26 下列何者法位階 高？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  
地方建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27 關於小額事件之第二審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  
為求慎重正確之判決結果，法院應依職權命當事人於小額事件之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或防禦方法 
當事人於小額程序之第二審程序，得在新臺幣 10 萬元之訴訟標的金額內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 
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的第二審裁判不服者，得上訴到 高法院 

28 下列何者有民事訴訟程序之訴訟能力？ 
婚姻無效之未成年人 已經離婚之未成年人 受監護宣告之人 胎兒 

29 下列何種行為，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程序為之？ 
訴之追加  提起反訴  
經第三審法院發回更審時為附帶上訴 提出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發生之新事實 

30 無偵查犯罪權限之人逮捕現行犯，於送交時，下列何者非送交之對象？ 
法官 檢察官 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 

31 下列何者非屬國家依法所得加諸違反民事義務的制裁？ 
法律行為的撤銷 損害賠償 羈押 拘提管收 

32 關於未成年人為侵權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成年人為侵權行為，因不具有完全行為能力，故不必負損害賠償責任  
未成年人為侵權行為，因不具有完全行為能力，故須由該未成年人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未成年人為侵權行為，其法定代理人必然要負損害賠償責任  
未成年人為侵權行為，該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可能均不必負損害賠償責任 

33 A屋之所有人甲，向乙保險公司投保，約定若該屋因地震毀損，乙應賠償甲所受之損害；其後甲將該屋出

賣給丙，交屋前夕 A 屋因地震而全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此為自始客觀不能，甲免除對丙之給付義務 此為嗣後客觀不能，甲仍應對丙負給付義務  
丙得對甲請求讓與甲對乙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乙若向甲賠償，丙不得請求甲交付其所受領之賠償物 

34 債務人之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有關債務履行責任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由使用人單獨負責  
由債務人與使用人連帶負責 由使用人依無權代理規定負責 

35 裁判確定後執行完畢前，發覺為累犯者，檢察官依法應如何處理？ 
聲請檢察總長提非常上訴 聲請再審  
聲請更定其刑  聲請易科罰金 

36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上之易刑處分？ 
易科罰金 易服勞役 易以訓誡 褫奪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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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關於自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為人就其業經偵查機關發覺之犯罪，主動申告自己為犯罪行為人者，符合自首之要件  
行為人自動申告自己所為之犯罪，其申告對象為公務機關者，皆得成立自首  
委託他人向偵查機關申告自己所為尚未被發覺之犯罪，亦符合自首之要件  
就偵查機關偵查之犯罪，出於自願坦承係自己所為，即為自首 

38 甲將 A 已經簽名蓋章之空白契約，未經 A 之許可擅自填載契約內容，甲成立下列何罪名？ 
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 變造準私文書罪 偽造私文書罪 行使變造私文書罪 

39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290 條規定，審判長於宣示辯論終結前，應給予被告 後陳述之機會，此一規定係在

保障被告之何種訴訟權利？ 
迴避聲請權 陳述權 救濟權 詰問權 

40 甲受 A 之委託持 A 已簽名但未填寫金額之支票，用以支付對 B 之貨款，惟甲逾越授權範圍，填寫 2 倍之

金額，自行使用該支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偽造有價證券罪  甲成立變造通用銀行券罪  
甲成立偽造私文書罪  甲成立變造公債票罪 

41 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關於程序上應遵守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詢問前應告知有緘默權  詢問時不須全程連續錄音  
絕對不得於夜間詢問  有數個犯罪嫌疑人時應合併詢問 

42 甲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於下列何種情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應以裁定駁回甲的起訴？ 
依甲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同一事件已經繫屬於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甲未由律師代理  該事件應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專屬管轄 

43 下列何者為刑事訴訟法所稱之當事人？ 
檢察官 辯護人 犯罪嫌疑人 被告的代理人 

44 刑事訴訟法第 128 條之規定，對一定處所進行搜索時，須以法官所簽發且記載法定記載事項之搜索票為

之。此規定係落實下列何種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 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 比例原則 令狀原則 

45 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書證 被告的自白 證人的陳述 物證 

46 甲殺人後，追訴權時效已完成，但檢察官偵查後仍提起公訴，法院對本案應作成下列何種判決？ 
不受理判決 無罪判決 免訴判決 管轄錯誤判決 

47 關於刑法第 19 條「精神障礙與罪責」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因精神障礙，可能會影響行為人之罪責能力  
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者，其行為不罰 
因精神障礙致行為人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精神障礙係因行為人過失自行招致者，其行為不罰 

48 甲開車超速，將路上行人乙當場撞死。乙遺有老母丙與兒子丁，同時乙之好友戊為乙舉辦喪禮並支付該

費用。關於損害賠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得向甲主張生命喪失之損害賠償 戊得向甲主張支出殯葬費之損害賠償  
丙得向甲主張扶養費喪失之損害賠償 丁得向甲主張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49 下列何者，非屬債之發生原因？ 
懸賞廣告 代理權授與 無因管理 不當得利 

50 甲醉倒在便利商店前，揚言自殺，員警據報將甲帶回派出所管束與保護。甲酒醒後趁警察不注意逃離，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員警依行政執行法執行，屬於刑法上依法令之行為  
甲在公眾往來的便利商店前揚言自殺，構成刑法第 151 條恐嚇公眾罪  
員警管束不力，構成刑法第 163 條公務員便利脫逃罪  
甲不法脫逃，構成刑法第 161 條脫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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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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

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曹植〈與楊德祖書〉）曹植寫作本

文的重點是： 
自認才德淺薄沒有資格寫作文章 以為寫文章須以嘉惠百姓為目標 
認為寫作辭賦可能背離君子大義 期許自身在政治場域上建立功業 

2 下列引號中的疊字，何者是形容聲音？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  
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譊譊」師所呵 
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紋愁。「溶溶」曳曳，東風無力，欲皺還休 

3 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

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說苑．建本》）關於本文主旨，敘述

最正確的是： 
嚴酷考驗是為了成長  學習可使能力精益求精  
善用天賦，可無待於學習 工具合用便可，不必力求精良 

4 〈李娃傳〉：「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

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群，深為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

也。』」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滎陽公和兒子相差三十歲  
滎陽公家中養了一匹千里馬 
滎陽公在地方上的聲望很高，收留很多徒弟  
滎陽公的兒子很有才華，但是高傲孤僻，不與人互動 

5 《史記．魏公子列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

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賣漿家」是指賣豆漿的商家  
毛公因賭博欠魏公子錢，所以只好躲起來 
毛公、薛公都是有才學而不肯做官的隱居者  
魏公子也喜歡賭博，所以發現同好者，特別高興，樂於結交 

6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

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

反類狗者也。」（馬援〈戒兄子嚴敦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作者只敬重龍伯高  
作者認為模仿杜季良的難度高於龍伯高 
從文中可以了解杜季良的人緣比龍伯高好  
作者希望晚輩們不要學杜季良，是因為自己和龍伯高的交情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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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

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下列選項，可詮釋作者心境的是： 
一介不取 見獵心喜 遊刃有餘 隨遇而安 

8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

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世說新語．德行》）下列選項，

何者詮釋庾公之行最為正確？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捨生取義，見賢思齊 

閱讀下文，回答第 9 題至第 10 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述而第七》） 
9 文中「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態度，與下列敘述最相近的是：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10 文中孔子指出了率領三軍須備的特質，下列何者最不相符？ 
智勇兼備 戒慎恐懼 深思熟慮 剛強魯莽 

閱讀下文，回答第 11 題至第 12 題： 
    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

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

門」矣。（《晉書．王衍傳》） 
11 王衍「自比子貢」，是因為他自認如何？ 

好學不倦 能言善道 善於政事 敦品崇禮 
12 承上題，文中「口中雌黃」，意指王衍何種表現？ 

常不顧真相隨口批評  常見風轉舵逢迎眾意  
能隨口更正所言錯誤  能臨機應變舌燦蓮花 

閱讀下文，回答第 13 題至第 14 題： 
許多轟轟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過去了，許多轟轟烈烈的成功和失敗也都過去了，只有藝術作品真正是

不朽的。數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東南飛〉的作者還能在我們心裡點燃很強烈的火焰，雖然在當

時他們不過是大皇帝腳下的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車書，曹孟德帶八十萬人馬下江東，

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這些驚心動魄的成敗對於你有什麼意義？對於我有什麼意義？但是長城和〈短歌行〉

對於我們還是很親切的，還可以使我們心領神會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氣魄。 
13 依照上文，下列那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英雄美人事蹟不朽  文學藝術作品精魂不朽  
詩人比政治家更值得歌頌紀念 秦始皇和曹操是成功最高典範 

14 承上題，這段文字主旨和下列那一句話最近似？ 
立言不如立德  自古英雄愛美人  
一將成名萬骨枯  拿破崙，你的劍到不了的地方，我的筆都到了 

15 「二月的雨，三月的雨，使我家的牆角長出白色的小菌，皮箱發霉，天花板積水，地上蓋滿一層訪

客的友誼的泥腳印。和平西路二段多了幾個臨時池沼，汽車過去，帶著殺殺的濺水聲。濕衣服像一

排排垂手而立的老人，躲在屋簷下避難。自來水暢通了，因為上天所賜的水已經過多。濕淋淋的路

人，像一條條的魚，嚴肅沉默的從籬笆牆外游過去。這是臺北的雨季，是一年中最缺少歡笑的日子，

但是我們的孩子卻在這樣的日子裡出世。她已經在這潮濕的地球上度過十五個整天。她那烏黑晶瑩

的小眼睛，卻還沒見過燦爛的太陽，明媚的月亮。她會不會就此覺得這世界並不美？」由此可知，

這位父親的心情是： 
希望政府趕快改善積水的問題  
盼望能夠賺到更多的金錢，改善居住的環境 
急切地想讓孩子感受到這世間各種美好的事物  
期待孩子未來有許多好人緣，能有許多充滿歡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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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透過聆聽，成員之間學習到相互合作的精髓——唯有□□□□，才有辦法表現自己。雖然在過程中，

必定會有磨合期，甚至產生摩擦，但也可能激盪出璀璨的火花，再經過演變和進化，便能慢慢建立

起不言而喻的默契。只要打開耳朵用心體會，就能在樂音聲響中，感受到演奏者之間的情緒起伏及

呼吸變化，這樣的心領神會，想必是台上的演奏者和台下的觀眾共同追求的藝術境界。」上文空格

最適合填入： 
配合別人 傾聽別人 禮讓別人 謙抑自我 

17 我常對學生說：「沒有人讀詩是為了文法，但是不透過文法就進不了詩。文法是守在詩之花園入口

的一條惡犬。」這段話的主旨是： 
讀懂文法未必能懂詩  讀懂文法不等於懂詩  
文法是懂詩的必要之惡 文法是懂詩的起承轉合 

18 「觀恆河之妙用，誠然是人心意念之投射，心理因素大過實質，然而見著當地人沐浴在恆河懷抱的

淚光與喃喃自語，讓我靜坐河階時升起了感同身受的感動情懷。」作者的感動來自於下列何者？ 
譬喻 同情 自我暗示 移情作用 

19 苦是險譎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弄不好就全軍盡沒，像我那鍋荷葉湯。不過苦瓜倒是安全的，不

易失手少有意外，一來擺明自討苦吃；二來那苦味被馴養過，是我們熟習的；三來苦瓜極少孤行，通

常配搭濃肥之物，相生互倚甘苦共濟。苦瓜丸、紅燒苦瓜、苦瓜鑲肉、苦瓜蝦仁、苦瓜炒鹹蛋、苦瓜

排骨湯，或腴或鮮或鹹，反襯對比清苦之味，更見鮮明刺激醒神開胃。苦甘苦甘，吃苦原是為了求甘。

總有人說，「人生不夠苦嗎，還吃什麼苦瓜？」正因與人生相比，苦瓜才顯得芳甘，那滋味是舌根深

處最神秘的弔詭，形同味上意在言外，經由後設徐徐鋪展，柳暗深處豁見花明。「誰謂荼苦？其甘如

薺」，古人很早就懂得了。依據上文，請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作者煮荷葉湯時，為保持清甜，所以絕不放入苦瓜  
在食材中放入苦瓜，是吃力不討好的自討苦吃行為 
人生必須遍嘗酸甜苦辣，吃苦瓜是最好的入門學習 
苦瓜滋味的難能可貴，就在於苦後回甘的難言之味 

20 我問老師白話文言那一種好？他說：「白話文像一團海綿，揑起來只一點點，那有文言簡練？你

能一口氣背韓昌黎的〈祭十二郎文〉，你能背朱自清的〈背影〉嗎？還有，你能把唐詩背得琅琅

響，你背得出東一句、西一句，長一句、短一句的新詩嗎？」說得哄堂大笑。沈琪卻馬上說：「好

文章並不一定都要背呀！它是心底的一縷靈泉，自然流動，那像文言文都是現成的一套，酸溜溜

死板板的，我就是不喜歡。」她越說越起勁，馮老師從眼鏡上面望著她只是笑，一點不生氣。我

覺得老師和沈琪講的都有道理，但心裏也想學寫白話文，覺得更能表達真感情。依據上文，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文言文比白話文簡練   
白話文像心底的一縷靈泉，自然流動 
作者想學白話文，因為覺得白話文更能表達真感情  
唐詩可以背誦，新詩東一句、西一句，長一句、短一句也很容易背 

21 下列詩詞與對應的節日何者錯誤？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元宵節  
慚愧四鄰教斷火，不知廚裏久無烟——寒食節 
窗竹弄秋偏寂歷，盂蘭乞食信飄零——中秋節  
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重陽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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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果安靜也是有形象的，那應該就像那日所見——是陽光下一條條凝然晃漾、泛濫無邊的色彩恆河；

是天際星辰、地表沙粒般數不清的花蕊無聲洶湧——一種溫暖了、但也震懾了我相機鏡頭的風景。 
高更說：「為了看見，我閉上眼睛。」 
於是，我閉上眼睛，讓心靈更清楚地看見，看見如繁星細沙般數不清的花，在摯友故鄉那片田園大

地上，以絕美之姿，捨身淑世的故事。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作者閉上眼睛，才能看見朋友的田園  
作者說安靜有形象，意思是透過鏡頭就能看見「安靜」 
高更說「為了看見，我閉上眼睛」，意謂必須先閉眼後再睜眼，才能看得更清楚 
所謂「花蕊無聲洶湧」，是說怒放的花雖無聲，卻爭奇鬥艷，讓觀者覺得很熱鬧 

23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曰：「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

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下列有關詩人對夸父評價的分析，何者正確？ 
批判夸父行為荒誕，不予苟同  
評斷夸父與日競走，必定慘遭失敗 
歌頌夸父擁有神力，河水不足以抵擋去路  
肯定夸父其杖化為鄧林，可見成敗不可只看眼前 

24 古文人於仕途上追求晉用，常徘徊於仕與隱之間。下列何者表現出仕人超脫凡俗，不問顯達的高

遠情懷？ 
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25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

詩贈汨羅。（杜甫〈天末懷李白〉）下列選項，敘述不正確的是： 
「江湖秋水多」影射人在江湖，風波不斷的無奈感  
「文章憎命達」意思與「文學是苦悶的象徵」相近 
「魑魅喜人過」隱喻李白被流放乃是遭逢小人誣陷 
「投詩贈汨羅」傷悼李白與屈原二人皆投江以明志 

26 「在凝神觀照時，我們心中除開所觀照的對象，別無所有，於是在不知不覺之中，由物、我兩忘

進到物、我同一的境界。」此種物、我同一的現象就是「移情作用」。下列選項，何者不具「移

情作用」？ 
音信不歸來，社前雙燕迴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27 人際之間婚喪喜慶的禮俗，蘊含豐富智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書信用「禮鑒」，是對收件人致敬之意  
祝壽稱人「享壽」幾何，藉以表達賀忱 
收禮時言明「踵謝」，指親自登門道謝  
農曆新年期間喝春酒，稱為「桃觴宴」 

 



代號：1501
頁次：6－5 

28 下列選項書信中的稱謂，何者需要側書？ 
稱收信人的住所時，所加的「貴」字 收信人是晚輩時，自稱所加的「愚」字 
稱呼自己的尊親屬時，所加的「家」字 稱呼自己已亡故的卑親屬時，所加的「亡」字 

29 公文中「期望及目的語」，如為平行文，下列選項中何者正確？ 
請查核 請查明見復 請辦理見復 請照辦 

30 撰寫公文時應先根據行文事項之性質選用公文類別，下列選項，何者敘述正確？ 
人事命令任免使用「咨」 總統頒布法規使用「呈」 
市政府行文區公所使用「上行函」 行政院行文經濟部使用「下行函」 

31 公文三段式結構的「辦法」，可因公文內容改用其他名稱。下列選項中，錯誤的是： 
建議 請求 擬辦 通報 

32 下列引號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這件雕塑作品「瑕不掩瑜」，實在太完美了  
你不要太自責，趕快「歧路亡羊」，想對策補救 
林主任很稱職，「事無巨細」，都處理得很妥貼  
峽谷奇景真如「班門弄斧」，自然的力量令人讚嘆 

33 「亂世失教，檢調即使破案，也應□□而勿喜。」□□處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追悼 欣慰 哀矜 緬懷 

34 下列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子路「暴虎馮河」驍勇善戰，因此深得孔子歡心 
李老師一向教學認真，對學生「求全責備」，終於當選優良教師 
張先生「尸位素餐」多年，身心健康，常常勸導朋友多吃素少吃肉 
總經理與同仁談論公事，態度謙遜，禮數周到，具「握髮吐哺」之風格 

35 下列引號中字義，選項相同者為： 
 「趣」舍異路／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就」賢體遠／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  
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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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昏的疑雲／封鎖了暮年的深巷／忠臣的眼淚／苦戀著帝王的宮牆／英雄的頭顱／架在歷史的刀

鋒上」下列選項，何者較貼近上文的意境？ 
壯志未酬 美人遲暮 錦衣夜行 馬革裹屍 英雄氣短 

37 「要成透明人，宣示理念還不夠，更要言行一致，前後一貫，別人才會知道你去從與取捨的原則。

一旦透明，擺脫了一副莫測高深的形象，就會吸引更多了解你的人，透明的過程有如滋生性的反應

爐，一直能保持良性的循環，信服你的人才會越多。」根據上文，下列符合「透明人」特性的是： 
坦誠相迎，毫不掩飾 胸無城府，直來直往  
開誠布公，推心置腹 當仁不讓，義無反顧  
擇善固執，有為有守 

38 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

子．滕文公上》）下列敘述，較貼近作者立論的是： 
勞心者往往終日構思，爭強好勝，較勞力者容易出人頭地 
勞心者常被視為既得利益者，而勞力者容易被忽略其貢獻 
用現代企業管理的觀點看，勞心者可負責決策，勞力者負責製造 
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導致社會分工。但在現實社會中，勞心者的貢獻大於勞力者 
孟子談社會上分工合作的道理，運用在國家的治理方面，領導和分工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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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嶺，自諸羅後壁寮轉東，山路三十里而近。前時徑塗未闢，重岡深壑，鳥飛始過；入之者循山迂

谷、披荊覓徑，處處山溪間之，雖三十里不啻百里。即有遊者，往往在前山雲泉寺一探火穴而止，

實非關嶺之勝也。年來鑿山跨谷，始得至溫泉火穴之源。未至靈源三、四里，有長岡橫亙，開隧道

十尋餘；又有二溪深可眩目，竹橋凌其上，搖搖不定。過此，鏟山腰一線為行徑，迤邐旋岡壑而入。

近靈源，拓山麓一方為平地，周可一里；架木樓為客館。一溪橫之，深不及前溪而奔流益駛，石益

多且巨，立者如削壁、偃如覆舟；跨以木橋。泉源則甃以方石，水出如沸，有冷泉一股瀵其傍穴；

火在上舕舑，長芒照一山，黑夜通紅。依據本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靈源附近的景觀是一大片沃野平疇   
火穴的源頭最奇特的景致是水火同源 
在道路未開通之前，連鳥兒都飛不到關嶺  
作者認為關嶺最佳的景點不是雲泉寺的火穴 
想在關嶺探勝尋幽，除了走過搖晃的竹木橋，還要搭小船 

40 下列句子與「英雄豪情」無關的是：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41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下列詩句，

同樣表現「念天地之悠悠」宇宙情懷的是：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42 下列選項屬於彰顯君子美德的是： 
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 
一朝結髮從君子，將妾迢迢東路陲 

43 下列關於書信用語，敘述正確的是： 
給師長的問候辭，可寫「敬請道安」   
稱呼自己的親人時，可寫作「舍弟」、「家兄」 
提到自己已過世的父母時，可寫作「先嚴」、「先慈」 
寫信給長輩時，為了表示尊敬，信封啟封詞應該寫「敬啟」 
稱呼對方親人可加「令」字，如提到對方兒子時可稱「令小犬」 

44 下列對聯所適用的對象正確的是： 
細考蟲魚箋爾雅；廣收草木賦離騷／書店   
創人間頭等事業；理世上不平東西／當鋪 
劉伶借問那處好；李白還言在此家／酒館   
長留桃李春風面；聊解蒹葭秋水思／美容院 
笑我如觀雲裡月；憑君能辨霧中花／眼鏡行 

45 古代典籍中，「小人」一詞往往具備多重意義。下列選項，「小人」一詞與品格表現無關的是：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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