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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題至第 35題，占 70分） 

說明：每題 2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成語用法不恰當的是： 
這家餐廳「名不虛傳」，手打的麵條美味極了 
這家餐廳老闆「絕甘分少」，特製的小菜十分可口 
這家餐廳師傅做菜「別開生面」，使用新材料、新技法 

這家餐廳老闆熬高湯「一絲不苟」，湯頭喝起來一點腥羶味都沒有 
2 「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下列語句何者與此意涵最為相近？ 

不是猛龍不過江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3 雨果：「生活好比旅行，□□是旅行的路線，失去了路線，只好停止前進了。生活既然沒有目的，精力也就

枯竭了。」 
依據文意，空缺處應填入的詞語是： 

財富 理想 時間 現實 
4 「秋日降臨。黃昏，涼風□□，吹動溪水，水的鱗片□□著，如一條冥思的大魚。芒草在秋天□了起來，尚

未飄花，長葉在風中□□，窸窸窣窣，低語著。我在堤岸小坐，遠處是山及有了倦意的天色。」 
上列引文，空格中最適合填入的詞語是： 

    
5 下列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膠柱鼓瑟」之人，始能延續文化精髓，繼往開來  
為人處世若是「暗室不欺」，必遭同儕唾棄而不齒 
「捕風捉影」者，往往能夠見微知幾，具備先見之明 
他為追求名利，不惜趨炎附勢，真可說是「望塵而拜」 

6 下列行業楹聯應用錯誤的是： 
「畫棟前臨楊柳岸，青簾高掛杏花村」──酒店 「萬卷藏古今學術，一廛聚天地精華」──書局 

「金碧丹青資色澤，門閭楹角煥光華」──珠寶業 「消息瞬通九萬里，往來無間一須臾」──通訊業 
7 下列何者不適合當作新年的「春聯」使用： 

舍南舍北皆春水；村後村前多好山 百花香擁東皇出；萬里春隨北客還 
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堂 門迎春夏秋冬福；戶納東西南北財 

8 武聖關公的塑像隨時代變遷而不同，現代廟宇多以坐姿為主，手持書本。其手中所持書本，最常見的典籍是： 
春秋 左傳 孟子 孫子 

9 下列選項，可以視為「裝置藝術」的是： 
十二獸首 十二金牌 十二地支 十二星座 

10 現代商店若欲以古代人物作為宣傳，下列組合最不適當的是： 
「若水」茶藝館：老子  「九歌」唱片行：屈原  
「夢蝶」時尚髮廊：莊子 「五花馬」租車行：項羽 

11 「詩要模仿自然，移情於自然，是西方人說的；詩要情景交融，物與我合一，是東方人說的，兩者各有見地。
若依我看，詩不妨大膽地違反自然，改進自然……如黃景洛的〈月夜渡江〉詩：『波碎一江月，風移兩岸山。』
月亮不能敲碎，但說水波撕碎江中的月影，就不反常而合理了。岸山不能移走，但說風移走了船，船上的人
覺得是風移走了兩岸的山，也就不反常而合理了。」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最切近作者觀點的是： 
詩宜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 詩宜追求詞理精確，體氣高妙 
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 詩以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為高 

12 夜晚綻放的月見草，避開了白日喧囂的百花，在另一個寂靜的時空，展現生命的風華。它不追逐燦爛的陽光，
而選擇了靜謐的夜月。沒有眾人欣賞的眼光，除了自己，只有放慢腳步的夜間獨行者，才會發現它沈默的美
麗花影啊！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不適合用來形容月見草？ 
卓爾不群 超塵拔俗 不阿於世 清聖濁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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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除了灌輸知識之外，能不能與實際的日常生活、風土人情相結合？其中的道理，能不能通過學生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經驗來權衡，來印證？凡此種種都須落實在具體的活動中來演練，抽象的知識、刻板的教條，對於學
生並無實際的助益。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作者主張學習最佳態度是朝聞道，夕死可矣 
作者主張教育者應秉持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作者認為學習應該強調體驗活動，抽象的知識對學生有害無益 
作者認為學習應兼顧知識與體驗，不能只是畫餅充飢流於空談 

14 有人問速食業者：「速食經營成功的秘訣是什麼？」他回答道：「我告訴每位服務生，當你見到店內任何一
處有丁點兒抹布絲屑，就要看做粗如一條纜繩！」 
上文闡述的企業理念與下列選項最相近的是： 
目不斜視，耳不妄聽 目視雲霄，眼界高闊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 反聽內視，求其所由 

15 「一份心理學的研究將人的特質區分為兩種思維模式：一種是成長型的思維模式，相信人的能力與特質可以
透過後天的努力來培養，甚至相信    ；另一種是僵固型的思維模式，堅信人的能力與特質是固定不變
的，在某個領域表現不好，就表示自己天分或者能力不足，儘管再怎麼努力也於事無補。」 
根據前後文的文意，    處最適合填入的句子是： 
性格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大腦就像肌肉一樣可以訓練 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16 「和許多人一樣，我不是大人物，但是我經過的時代，世界有許多重大的變化，那些變化一定在我的歲月中
留下或多或少的印痕。我的故事和許多人的故事中的某些細節，很可能正好為檯面上記載的歷史做一些見
證，或補一些缺漏，或者再加上一些從庶民的角度呈現的觀點。」 
本文主旨是： 
每個人都躲不過歲月的摧殘，終究會老去  
每個人的故事都值得珍惜，值得書寫與保存 
每個人都可以藉著生命的體驗，見證生命的奇蹟  
庶民生活的種種回憶，必定淹沒在時代變遷的洪流中 

17 「當我驚醒／當年輕的夢被午夜驚醒／被及胸的風／與花與雪，與月／驚醒／白髮，我聽到你一根／又一根
裂膚而出的聲音」 
依據上文，詩中人的年紀是： 
而立之年 始齔之年 知命之年 風信之年 

18 「雨為什麼淅淅瀝瀝／如此深沉的漂泊的夜啊／歐陽修你怎麼還沒賦個完呢／我還是喜歡那位宮女寫的詩
／御溝的水啊緩緩的流／我啊小小的一葉載滿愛情的船／一路低吟到你的跟前」 
依據上文，詩中的季節是： 
春 夏 秋 冬 

19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霑巾。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下列選項，何者較符合此詩所表達的情感？ 
沮喪 漠然 曠達 豪邁 

20 陸游〈沈園二首〉：「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台。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
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 
下列選項敘述最正確的是： 
「猶弔遺蹤一泫然」：遊客到沈園遺跡，昔日情境仍幻化在目前 
「沈園柳老不吹綿」：已經老去的柳樹，又豈能知道我傷春之情 
「城上斜陽畫角哀」：斜陽照在城樓，烏雀隨著感傷的音樂飛過 
「曾是驚鴻照影來」：當年美麗的身影，曾映照在春日的水波上 

21 「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下列選項，最可能具有
上文思想的人物是： 
孔子 墨子 老子 管子 

22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上文以「出售美玉」為喻，談論人生態度，孔子所想要表達的意思是： 
謙沖自牧，為善亦不欲人知 權衡變通，不排斥改行從商 
自恃有才，期待有機會施展 家有珍寶，冀高價賣出濟貧 

23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
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
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依據上文，戴盈之與孟子討論的問題是： 
賦稅之重 攘雞之過 來年之期 君子之道 

24 承上題，本段文句組構的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寓言→事由→主題 事由→寓言→主題 主題→事由→寓言 主題→寓言→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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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下列選項的敘述，何者符合上文意旨？ 

每位聖人相隔五百年，現在將是新聖人要出現的時候 

教化的核心，就在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內涵，不容忽視 

繼承孔子遺志，昌明世間教化的重責大任，我怎敢推辭 

周公與孔子所推動的禮樂教化，是兒童教育最重要的事 

26 「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

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

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史記‧魏公子列傳》） 

文中說明魏公子是： 

飲水思源 足智多謀 功同良相 勇於自省 

27 「風裘雪帽別家林，紫燕黃鸝已夏深。三釜古人干祿意，一年慈母望歸心。勞生逆旅何休息，病眼看山力不

禁。想見夕陽三徑裡，亂蟬嘶罷柳陰陰。」（黃庭堅〈初望淮山〉） 

下列選項，何者符合詩意？ 

離家以謀求升斗之祿 學業有成欲返鄉探親 人生苦短宜及時行樂 高官厚祿終衣錦還鄉 

28 《搜神記•毛衣女》：「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

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

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女亦得飛去。」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錯誤的是： 

羽衣象徵女子行動的自由 女子透過女兒得知羽衣的下落 

女子得到羽衣飛去後，又回來帶走三女 男子與女子共組家庭，兩人關係親密和睦 

29 「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

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錯誤的是： 

懂得把握時機的重要 對兄弟手足十分大方 明白如何選擇正確的人 對他人的要求謹慎嚴厲 

30 《世說新語》曹操與楊脩拆解「曹娥碑」碑背題辭「黃絹幼婦外孫䪡臼」為「絕妙好辭」，曹操自言：「我

才不如卿，乃覺三十里。」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文意的是： 

曹操與曹娥有通家之好  曹操與楊脩皆愛好猜謎  

曹操與楊脩互相較量才悟 楊脩對曹娥事蹟最為了解 

31 《陶庵夢憶》：「吾鄉有縉紳先生，喜調文袋，以〈赤壁賦〉有『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句，遂字月為『少

焉』。」 

根據上文，縉紳先生稱呼「月」為「少焉」的原因是： 

博學多聞 賣弄學問 好古敏求 信口開河 

32 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

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史記•陳涉世家》） 

上文意旨與下列選項最相近的是： 

鴻鵠萬里遊，何必念鐘鼎 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33 關於書信用語，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信中稱人父子為「賢昆仲」，稱人夫妻為「賢伉儷」 

明信片由於不封口，框內欄不寫啟封詞而以「收」代之 

不論收信對象為平輩晚輩或長輩，都可以用「敬啟」或「親啟」 

若請人轉交時，發信人與受信人皆為晚輩，可寫「敬請  面交」 

34 颱風過後，地方學校受災嚴重，經盤點損失，擬出「損失統計表」致函教育局，其「期望及目的語」可用： 

請核備 希切實辦理 請查核辦理 請查照備案 

35 對上級機關之公文書有附件時，使用之附送語宜為： 

附陳 附發 檢附 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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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選題（第 36題至第 45題，占 30分） 

說明：每題 3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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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下列各組詞語，何者「」內前後字義相同？ 
不見「天」日／判若「天」壤 耳提面「命」／「命」在旦夕  
國破家「亡」／救「亡」圖存 「勞」燕分飛／「勞」民傷財 
「歷」久彌新／「歷」盡滄桑 

37 下列「」內詞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他參加公職考試多年，最後總算得遂所願，金榜「題名」 
身為單位領導人，為部屬「樹立」典範是責無旁貸的義務 
為了達到宣傳效果，主管「鄭重」聘請廣告公司設計活動文宣 
小李學識淵博，除了建築專業，也「攻陷」不少其他領域的學問 
甲、乙兩部門職權不清，經常衝突，透過高層「撥冗」，紛爭才漸緩 

38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光武知嚴光之不能屈，而不繩以君臣之法；獻子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故士之自
負也愈大，則其自待也愈重。抱傑出之才，逢破格之賞識，而即欲順從求悅者，是不以道義自處，而又以世
俗之心待君子也。（劉開〈知己說〉）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朋友的交往，需要考慮對方的身分地位 
士人對自己期許甚高，所以對自己的言行也特別謹慎 
因為孟獻子是貴族，所以他的五位朋友都爭相與他交往 
漢光武帝不以刑法制裁嚴光，是因為知道嚴光是可造之材 
士人若自待愈重，即便逢破格之賞識，亦不刻意取悅順從 

39 下列有關先秦諸子的敘述，完全正確的有： 
儒家孔子學說的核心，可以用一個「仁」字來總括 
孔子所編撰的《論語》一書，是以「語錄體」呈現 
孟子主張王道勝霸道，認為武力取勝不如以德服眾 
荀子雖為儒家，卻主張性惡論，法家韓非出其門下 
法家信賞必罰以約束人民，但容易導致民免而無恥 

40 某篇心情札記寫著：「有些東西是要不到、等不來的，所以只要把有限的生命活出自己的風采便不枉此生了，
垂暮之年時臉上也可以洋溢著幸福的淚水。何必總是抱怨上天命運的不公，或是與那些天才相比較呢！世界
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你就是你何必要去複製他人呢！自己的獨特就要由自己展示出來，向世界證明你
的存在不是夢境。」如果為這段內容下個小標題，較適切的是： 
把握生存的機會 活出生命的風采 看見自己的價值 面對真實的自我 逍遙自在的生活 

41 下列敘述邏輯正確的是： 
公務員有考績獎金，他領有考績獎金，所以他是公務員 
民眾於禁菸場所吸菸會罰錢，他被罰了錢，必然會抽菸 
這次競賽人人有獎，他參賽了，所以一定可以得到獎賞 
這種傳染病造成幾位民眾不幸死亡，可見死亡率相當高 
闖紅燈是違規的行為，他闖了紅燈就是違規，應該受罰 

42 寶可夢（POKEMON）是一款運用地理定位資訊，在現實環境中移動以捕捉神奇寶貝的線上遊戲。某公家機
關因座落於遊戲熱點，連日來民眾湧入影響辦公。現欲貼出公告提醒民眾注意。下列標語不恰當的是： 
共同維護禮儀秩序，請禮讓洽公民眾 抓寶歪風不可長，網路犯罪人人有責 
我們關心您的安全，請留意洽公動線 擅入者報警嚴辦，以身試法後果自負 
抓寶守秩序，洽公高效率，齊心同努力 

43 「張大千畫過一幅蘿蔔白菜，題了石濤一首七絕：『冷澹生涯本業儒，家貧休厭食無魚；菜根切莫多油煮，
留點青燈教子書！』綠纓紅頭的蘿蔔、鮮嫩青翠的白菜，此處已成寒士操守的象徵，配上那首詩，風骨自是
越發崢嶸了。」 
若要為張大千此畫意境加上簡要描述，適合的選項是： 
冷澹滋味，似苦實甜 安貧樂道，無欲自剛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避世獨善，壯心猶在 彈鋏歸來，憂憤難平 

44 下列詩句，表達送別傷情的是：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雁警愁眠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 

45 下列書信「提稱語」，何者應當用於居喪者？ 
有道 侍右 苫次 麈次 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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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上對性騷擾存在著許多迷思，例如是被害者有意無意的引誘。這樣的迷思在父權社會下，不斷的被
複製、傳遞，為騷擾者找到合理的藉口。下列選項，何者有助於打破社會對性騷擾的迷思？ 
警政單位公開呼籲女性應避免在夜晚單獨出門 女性在街上可與男子保持一個手臂的距離以自保 
公共場所女性應著褲裝可以降低被性騷擾機率 尊重每個人的身體自主權，而非歸咎受害者行為 

2 在公共利益的推動上，公民團體的倡議對國家往往有監督的作用。下列何者屬於其活動範疇？ 
某本土演員在媒體上買廣告，呼籲政府重視外國戲劇節目播出時段過多問題 
某教授帶領一群大學生，上街頭抗議政府不尊重原住民文化、生存與狩獵權 
學運領袖組成人權團體，積極遊說政府和國會盡速通過「多元成家法案」 
知名部落客在網路上揭發不肖商家販賣過期商品，呼籲網民發起拒買行動 

3 某學者針對青少年流行漫畫進行研究，發現漫畫中「男主角的個性多具有勇敢、正義、領導的特質，而
女主角則多為善良、溫柔、富同情心。」學者的研究顯示出該漫畫具有下列何種性別概念？ 
性別歧視 性別偏見 性別主流化 性別刻板印象 

4 目前採用核能發電的國家大多面臨核廢料處理及放置的難題，而一般民眾更擔心核廢料威脅個人健康與
生命財產安全，因此反對政府在自己住家鄉鎮設置儲存場。這種現象反映出增進公共利益的何種難題？ 
搭便車心態 共有財悲歌 鄰避效應 社會資本不足 

5 依我國憲法規定，立法院可以針對下列何者行使人事同意權？①行政院院長 ②考試院院長 ③國防部
部長 ④審計長 ⑤司法院大法官 
①②④ ②③⑤ ①③④ ②④⑤ 

6 若以責任政治的角度來看，下列何者屬於「法律責任」的範圍？ 
立法委員因違反選民負託遭選區選民罷免 消防局長向包商索取回扣而被判貪污定讞 
縣長發言不當引發民怨向民眾發表道歉文 立法院通過不信任案迫使行政院院長辭職 

7 下列關於各政治意識形態對於政府是否要介入經濟活動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自由主義認為政府不應介入市場，而讓市場以自由競爭的方式達成供需平衡 
社會主義認為政府僅需做到保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及提供公共財即可 
保守主義強調政府應該積極介入市場，並將財產收歸公有，以維護經濟平等 
第三條路強調應由政府全面擴大社會福利支出，達成經濟平等，以保護弱勢 

8 我國歷屆總統在兩岸關係上均有其政策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蔣經國：制定國家統一綱領 李登輝：不統、不獨、不武 
陳水扁：終止適用國家統一綱領 馬英九：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9 根據法國學者杜瓦傑（M. Duverger）的看法，選舉制度若是實施比例代表制，其政黨制度的類型較可能
出現下列何者？ 
一黨專政制 一黨優勢制 兩黨制 多黨制 

10 下列關於當前國際關係之敘述，何者正確？ 
屬於美、蘇兩大強權的對抗局面 由區域衝突轉為全面對抗的局面 
焦點不再侷限於軍事，經濟等議題受到矚目 國際成員各自獨立，彼此的互賴性逐漸降低 

11 依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地方自治團體是指實施地方自治，具有公法人地位的團體。下列何者為地方自
治團體？①高雄市 ②花蓮縣壽豐鄉 ③新北市板橋區 ④屏東縣東港鎮 ⑤彰化縣二水鄉上豐村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⑤ ②④⑤ 

12 依現行規定，下列關於立法委員選舉的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的任期為四年，且連選得連任一次 在區域立委中，有二分之一的婦女保障名額 
不分區立委是採取並立式的比例代表制產生 對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等身分者有額外保障 

13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關於覆議權行使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提出覆議案須經行政院通過，才能送交立法院 
覆議時，經全體立委 1/2 以上決議維持原案，總統應接受 
針對窒礙難行的法律案及命令案，行政院皆可以提出覆議 
覆議權設計係仿照總統制中之行政、立法兩權制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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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我國現行法令規定，「政黨的成立」與「違憲政黨的解散」應分別由下列何者負責處理？ 
行政院；大法官 內政部；憲法法庭 立法院；監察院 內政部；立法院 

15 我國立法委員選舉，自民國 97 年起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關於這樣的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是屬於兼具多數決制與比例代表制的混合制選舉制度 
「單一選區制」是指選民只能投一票，並圈選其中一名候選人 
我國採取混合制選舉中的「並立制」，與德國選舉制度相同 
我國區域與原住民立法委員的選舉，均採用「單一選區制」 

16 小美去賣場採買生活用品時，看到賣場內跑馬燈播放的內容為「貨物既出，概不退換，請仔細檢查後再

選購。」上述內容若依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有效，消費者本就負有檢查義務，所以商品有瑕疵不能再找賣場退換 
有效，跑馬燈播映內容也是定型化契約的一種，故對消費者有拘束力 
無效，消費者保護法保障消費者可以在購買商品後七天內無條件退貨 
無效，賣家不得以此免除自己對商品的瑕疵擔保責任 

17 依民法對婚姻的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達法定結婚年齡之人結婚者，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若因故無法到場，結婚當事人請他人代行結婚登記一樣有效 
未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者，婚姻關係得撤銷 
訂婚後如悔婚，需依法定程序辦理才能解除婚約 

18 剛滿 16 歲的小廷，到電子商場買了一台價值 5 萬的筆記型電腦，當場銀貨兩訖，因為未經爸媽同意，而

與他們起了爭執。上述若依據民法規定，下列針對小廷買筆記型電腦的法律效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有效，因為小廷已經付款並把筆記型電腦帶回家，買賣契約已成立 
有效，因為購買筆記型電腦為高中生日常生活所需之行為 
無效，因為小廷是限制行為能力人，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法律行為 
效力未定，因為小廷是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允許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承認始生效力 

19 小莉是一名高中生，因屢次遲到而被記過退學，小莉認為學校處分不當，透過校內申訴管道仍未得到滿意

的結果，於是向學校上級機關提出訴願。若訴願結果仍不如小莉預期，小莉可採取下列何者續行權利救濟？ 
向地方法院民事庭提起訴訟 向地方法院行政庭提起訴訟 
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憲 

20 下列關於警察執行臨檢之敘述，何者合乎法律規定？ 
於夜間巡邏時，強制要求長相像不良分子之人接受查驗身分 
對合理懷疑有犯罪嫌疑之人，要求前往其住宅查驗身分及檢查 
對正著手為自殺行為之人，立即以強制力帶往勤務處所查驗身分 
對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車輛，予以攔停並要求查驗乘客身分 

21 刑事訴訟法中有「偵查不公開」的規定，下列關於此規定的目的及說明，何者錯誤？ 
避免媒體報導影響法官審理時的心證 避免偵查內容公開使嫌疑人串供滅證 
遵守偵查不公開，故絕不可請民眾協助調查 符合無罪推定原則，以避免影響嫌疑人名譽 

22 契約自由是私法自治的基礎，但當締約雙方地位不平等時，為維護社會正義，國家會介入私法以限制契

約自由。下列何者不符合上述觀念？ 
自來水公司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用戶供用的請求 
玩具有瑕疵導致孩童受傷，製造商縱無過失仍須賠償 
勞僱雙方可自行約定工資，但不得低於最低工資 
房東為維持租屋品質及單純性，僅限女房客租屋 

23 某甲在歷經三年多的審判後，於日前經最高法院判處死刑定讞，甲仍不放棄希望能尋求一線生機，因此

委請律師協助他尋求翻案的機會。下列何者最不可能是甲採取的救濟方式？ 
再審 非常上訴 更審 聲請釋憲 

24 依憲法第 130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但我國許多人民也呼籲，希望

將投票年齡從 20 歲降為 18 歲。我國若要修憲降低投票年齡，下列作法何者正確？ 
人民經由一定人數的連署，提出憲法修正案 提案之後，應於全國公告 3 個月，進行廣泛討論 
立法院通過憲法修正案，直接送請總統公布 立法院通過憲法修正案，交付公民複決通過 

25 二十歲的小美與阿軒因分手鬧得不愉快，阿軒於是將兩人交往時所拍攝的私密照片上傳網站。依我國刑

法規定，阿軒的行為恐已觸犯下列何者？ 
公共危險罪 妨害名譽罪 妨害性自主罪 妨害電腦使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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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那一項敘述充分反映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 
公共運輸設有女性專用車廂，但沒有男性專用車廂 
公共場所除男女廁外，另有親子專用廁所的設置 
同一運動競賽，男性運動員獎金高於女性運動員 
女性員工可以請生理假 

27 蘋果（Apple）公司的手機 iPhone，每年總有新產品上市，並吸引果粉們的目光與搶購風潮，而蘋果的新

世代手機上市也會針對舊款手機調降售價。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若蘋果公司宣布即將在未來兩個

月內推出最新研發的次世代手機，則蘋果手機市場會出現下列何種狀況？ 
消費者對當前款式的手機需求會減少 消費者因預期心理搶購導致當前款式的手機漲價 
消費者因偏好新款手機導致其需求量增加 因預期當前款式的手機會降價，目前的需求量會減少 

28 在臺灣的街道常見嚼食檳榔者亂吐檳榔汁破壞市容，此外，嚼食檳榔容易導致口腔癌，種植檳榔樹也會

破壞水土保持。從經濟學的角度，政府可採取下列何者來解決或減少檳榔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問題？ 
要求種植檳榔業者買下山坡地耕種 立法課檳榔稅並禁止公共場所嚼食 
立法補貼嚼食檳榔者的健保費支出 禁止便利商店販售檳榔給未成年者 

29 在韓劇影響下，國人吃炸雞時一定會配啤酒，但是多喝啤酒卻會減少國人對汽水的消費。依上所述，當

炸雞的價格上升時，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列針對市場需求者的敘述，何者正確？ 
對啤酒的需求下降 對炸雞的需求下降 對汽水的需求減少 對炸雞的偏好度下滑 

30 「第三部門」基本上是在政府與營利機構對於國家社會照顧有不周延之處所發展而來，主要是針對弱勢

者的基本需求給予滿足與協助。基於上述，臺灣世界展望會或是財團法人慈濟慈善基金會的日常工作事

務，最有可能採取下列何項公民社會的參與形式？ 
志願服務 利益遊說 公民不服從 社會運動 

31 我國政府經常向社會大眾宣示經濟成長率持續在增長，但多數民眾卻覺得生活仍然過得苦哈哈。若以 GDP
指標的缺失來看，上述現象最能反映下列何者？ 
無法反映所得分配 未將地下經濟納入 忽略家務勞動價值 忽略產品品質改進 

32 據報載，我國勞動大環境持續惡化，失業的年輕人經調適後再度投入僵化且不友善的職場，若再次碰到

挫折，會更加否定自己，有些人甚至可能會徹底被擊垮而不願找工作，他們被稱為「沮喪勞工」。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沮喪勞工的存在，使得失業率被高估 沮喪勞工不是失業人口，也不是勞動人口 
沮喪勞工是失業人口，但不屬於勞動人口 沮喪勞工不算是失業人口，但算是勞動人口 

33 孟子說：「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若用經濟學觀點來

分析自然資源的使用，下列何者較能用來說明孟子這句話的涵義？ 
自然資源是生產要素，技術突破可增加自然資源總量 
不具排他性的共有財產，使用自然資源沒有機會成本 
具有共享性與無法排他的「公共財」，故應由政府提供 
自然資源的再生性有限，利用得當才能維持永續發展 

34 美國經濟學家阿卡洛夫在《檸檬市場》一文中指出，在二手車市場中，買主因為對舊車的車況較不了解，

因此多半只願用低於市場均衡價格來購買舊車；在此情形下，車況較好的車主卻因賣不到好價錢而不願

意出售，最後可能造成交易無法進行。上文中主要是針對市場失靈的何項原因？ 
交易行為產生外部性 交易雙方資訊不對稱 公共財具無法排他性 財產權利缺乏獨享性 

35 假設政府計畫於社區內興建公園，在估算所有效益與成本後，得到總效益為 1 千萬，總成本為 8 百萬。

下列針對上述計畫的分析敘述，何者正確？ 
因為淨效益小於零，該計畫可以實施 滿足社區民眾休閒需求屬於內部效益 
公園內花草樹木的栽植屬於外部成本 民眾於公園內亂丟垃圾屬於外部效益 

36 That the student team from Taiwan won second place at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is a great _____. 
scooter section servant success 

37 Susan is a very _____ person because she loves talking with strangers. 
social ordinary healthy rigid 

38 People have enjoyed going to the theater to watch plays for centuries－the first theaters _____ about 2,500 years ago. 
build were built have been built had been building 

39 They _____ at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genes of eighty-four girls, and from the list, chose their two favorites. 
look looked have looked are looking 

40 Students choose to study a lost ancient city just recently _____ in Europe. 
discover discovery discovered discov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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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Habitat destruction threatens many of Taiwan’s native plants and animals--including the Formosan black 

bear.  41  development has caused widesprea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o raise people’s  42  of conservation 
issues, two koalas, Patrick and Harley, were brought from Australia to the Taipei Zoo. The two koalas’ role, as 
explained by the zoo director Dr. Yan, is to  43  people to the Zoo, where they can lear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Taiwan’s wild life. The  44  response has been overwhelming. The koalas went on display in August last 
year, attracting 1.5 million visitors in the first six weeks alone. And many locally  45  education books combining 
information about koalas with related conservation issues are also selling well. The hard work of the Zoo appears to be 
paying off. 
41 Brain Nature Rapid Social 
42 belief interest awareness motivation 
43 draw allow admit decide 
44 cold secret global public 
45 planted polluted published protected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If you charted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since 1950, the lines suggest a growing epidemic. Depending on what 
assumptions are used, clinical depression is 3 to 10 times as common today than two generations ago. A recent study 
by Ronald Kessler of Harvard Medical School estimated that each year, 1 in 15 Americans experience an episode of 
major depression--meaning not just a bad day but depression so debilitating that it’s hard to get out of bed. Money 
jangles in our wallets and purses as never before, but we are basically no happier for it, and for many, more money 
leads to depression. How can that be？ 

Of course, our grandmothers, many of whom lived through the Depression and the war, told us that money can’t 
buy happiness. We don’t act as though we listened. Millions of us spend more time and energy pursuing the things 
money can buy than engaging in activities that create real fulfillment in life, like cultivating friendships, helping others 
and developing a spiritual sense. 

We say we know that money can’t buy happiness. In the TIME poll, when people were asked about their major 
source of happiness, money ranked 14th. Still, we behave as though happiness is one wave of a credit card away. Too 
many Americans view expensive purchases as "shortcuts to well-being," says Martin Seligman, a psych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ut people are poor predictors of where those shortcuts will take them. 

To be sure, 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hat being poor causes unhappiness. For example, studies by Ruut Veenhoven, 
a sociologist at Erasmus University in Rotterdam, show that the poor--those in Europe earning less than about $10,000 
a year--are rendered unhappy by the relentless frustration and stress of poverty. 
46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Money can’t buy happiness. 
Money may make people get depression. 
The real truth about money is easy to find. 
Many Americans view expensive purchases as "shortcuts to well-being." 

47 Many of our grandmothers lived through the Depression and the war and they told us that money can’t buy 
happiness. What is our response to their advice？ 
We listen attentively. 
We are convinced that money can’t buy happiness. 
We engage in activities that create real fulfillment in life. 
Millions of us spend more time and energy pursuing the things money can buy. 

48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can be inferred？ 
Being poor causes unhappiness. 
Unhappiness is likely to result from expensive purchases. 
People should engage in meaningful activities that create fulfillment in life. 
People get depressed because they make less money than people of two generations ago.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cts is NOT recommended by the writer？ 
Helping others.  Trying to be rich. 
Cultivating friendships.  Developing a spiritual sense. 

50 What does the phrase "shortcuts to well-being" mean？ 
A big challenge to get rich. A fast method to help people. 
A quick way to live a happy life. A difficult route to real fulfi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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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非戶籍登記事項？ 
初設戶籍登記 遷徙登記 除戶登記 出生地登記 

2 請問遷徙登記不包含下列何者？ 
遷入登記 遷出登記 死亡宣告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3 戶籍法於民國 104 年修正，增加了何種權利的登記？ 
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原住民族語登記 
輔助登記  遷徙登記 

4 遷出原鄉（鎮、市、區）幾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1  2  3  4 

5 出境幾年以上，應該辦理遷出登記？ 
 1  2  3  4 

6 出境一定期間以上，應為遷出登記。但有下列何種情形者，不得適用？ 
辦理赴外國僑居  赴外國公司就職 
受我國公司聘用  隨我國籍遠洋漁船出海作業 

7 無依兒童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若出生地無可考者，以下列何地作為出生地？ 
以登記地為出生地  以發現地為出生地 
可免填出生地  以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所在地為出生地 

8 依據我國戶籍法規定，夫妻雙方在國內設戶籍，在德國結婚則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下列何機關登記？ 
德國戶政機關  德國經貿辦事處 
德國在臺協會  戶籍地或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9 甲男曾設籍新北市三重區，乙女曾設籍高雄市三民區，但目前兩人均已遷至國外，若甲男跟乙女在臺北

市結婚應該向何戶政事務所登記？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三重區戶政事務所 任一戶政事務所 三民區戶政事務所 

10 全戶遷離戶籍地，未於法定期間申請遷徙登記，無法催告時，倘若在無人申請遷徙時，則戶政事務所得

採取何種措施？ 
得通知地方自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得通知地方自治機關將其全戶戶籍暫遷至該地方自治機關 
得將該戶除戶 
得將其全戶戶籍暫遷至該戶政事務所 

11 部分戶籍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下列何者不屬之？ 
死亡宣告登記 監護登記 出生登記 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 

12 依戶籍法規定，倘若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之處理，下列何者錯誤？ 
婚生子女，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 
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 
無依兒童，依監護人之姓登記 
非婚生子女，由申請人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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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戶遷離戶籍地，未於法定期間申請遷徙登記，無法催告時，則下列何者無法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請其

採取特定措施？ 
房屋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地方自治機關 警察局 

14 登記之申請，由申請人以不同方式向戶政事務所為之，下列何者不屬之？ 
電話 書面 網路 言詞 

15 關於戶籍登記，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一人同時得有二戶籍  戶籍登記以人為單位 
一戶必須要二人以上  戶籍登記向戶政事務所為之 

16 同一鄉（鎮、市、區）內變更住址 3 個月以上，應為何種登記？ 
遷出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遷入登記 除名登記 

17 請問婚姻紀錄證明書，是由誰向何機關申請？ 
本人向原登記之戶政事務所申請 本人向現戶籍所在之戶政事務所申請 
本人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本人得向政府民政單位申請 

18 戶口調查及戶籍登記，應查記戶內居住已滿或預期居住幾個月以上之現住人口？ 
 1  2  3  4 

19 我國國民取得外國籍者，得擔任下列何種公職？ 
縣長 科技部部長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里長 

20 因為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而申請改名，以幾次為限制？ 
 1  2  3  4 

21 申請戶籍檔案原始資料，應向那個機關申請？ 
任一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民政單位 
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原戶籍登記之戶政事務所 

22 下列何者非戶籍法中規定的戶？ 
共同事業戶 單獨事業戶 共同生活戶 單獨生活戶 

23 國民身分證之初領、補領或全面換領應在何地為之？ 
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向直轄市主管機關申請 

24 各級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所應查記幾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度？ 
 15  12  18  20 

25 財產之取得、設定、喪失、變更、存儲或其他登記時，應用本名，其未使用本名者，應如何處理？ 
不予受理 應予撤銷 得廢棄之 處罰鍰 

26 下列何者不屬於戶籍法規定的身分登記？ 
出生登記 收養登記 結婚登記 出生地登記 

27 甲為戶長與其配偶乙共同居住，育有二子一女，但戶籍登記事項誤植其長子出生之月份，此時甲應向戶

政機關辦理何種登記？ 
變更登記 更正登記 撤銷登記 廢止登記 

28 甲、乙為兄弟二人，皆已成家立業，仍共同居住在祖厝並設戶籍同一處，雙方約定由乙及其家人另立新

戶，應辦理何種戶籍登記？ 
分戶登記 合戶登記 遷出登記 遷入登記 

29 下列那一種登記不是以本人或戶長為申請人？ 
初設戶籍登記 遷徙登記 分戶登記 死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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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甲、乙夫妻婚後數年，終於產下一子，甲男於其子出生後第 50 天向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登記，戶政事務

所該如何處理？ 

申請已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已逾期，仍應受理 

申請未逾期，應予受理  申請未逾期，但非夫妻共同申請，不予受理 

31 關於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婚生子女之姓氏如何決定？ 

由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 依父姓登記 

依母姓登記  依監護人之姓登記 

32 甲、乙雙方離婚辦理登記時，何種情形必須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 

協議離婚 法院裁判離婚確定 法院調解離婚成立 法院和解離婚成立 

33 甲年滿 14 歲，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初領國民身分證，甲如欲初領國民身分證，由下列何人為之？ 

委託父母 委託祖父母 委託成年兄姊 甲本人 

34 人民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提供戶籍資料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為便民服務，得容許將戶籍資料攜出保存處所 

戶長本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全戶戶籍資料 

利害關係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全戶戶籍資料 

戶籍資料包括現戶與除戶戶籍資料，但不包括戶籍檔案原始資料 

35 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且在特定情況下，應為初設戶籍登記，下列何者非屬該特定情況？ 

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或回復國籍後，經核准定居 

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經核准定居 

在國內出生，7 歲以上未辦理出生登記，合法居住且未曾出境 

36 甲男駕駛汽車從臺北市到新竹市出差，經警察攔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未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無須受罰 甲未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應裁處罰鍰 

甲未隨身攜帶駕駛執照，應扣留國民身分證 甲未隨身攜帶行車執照，應扣留國民身分證 

37 關於戶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共同生活戶以家長或主管人為戶長 

戶口名簿由戶長保管 

戶內人口辦理戶籍登記時，戶長應提供戶口名簿 

戶長親自辦理全戶遷徙登記時，因須同時換領戶內成員之國民身分證，需要有戶內成員的書面委託 

38 國民身分證因補領、換領或全面換領者，原國民身分證該如何處理？ 

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交還本人 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收回 

由戶政事務所蓋註銷章後交還本人 由戶政事務所蓋註銷章後收回 

39 申請人辦理戶籍登記而提出證明文件，經戶政事務所查驗後，在下列何種登記，其證明文件得以影本留

存？ 

出生登記 死亡登記 監護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40 甲女有三層樓房屋，與其家人居住在一、二樓，乙女向甲女承租三樓並設戶籍。後來乙女離開臺灣數年

卻未辦理遷徙登記，甲女向戶政事務所提出申請，該如何處理？ 

將乙女戶籍註銷  將乙女戶籍遷至警察局 

將乙女戶籍遷至鄉（鎮、區）公所 將乙女戶籍遷至該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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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戶政事務所辦理戶口調查，下列何者必非其清查業務？ 

校正戶籍登記事項  查記教育程度 

編造學校畢（結）業名冊 查記戶內居住已滿 3 個月以上之現住人口 

42 甲男為中華民國國民，設籍臺中市，其至大陸經商並設有戶籍，且領用大陸地區護照，因而喪失臺灣地

區人民身分，應辦理下列何種登記？ 

變更戶籍登記 更正戶籍登記 撤銷戶籍登記 廢止戶籍登記 

43 甲男、乙女同為阿美族原住民，雙方婚後生有一子丙，為其子丙辦理戶籍登記，下列何者不屬之？ 

原住民權益登記 原住民身分登記 原住民民族別登記 原住民姓名登記 

44 下列何種情形不一定要使用本名？ 

著作出版 國民依法令之行為 學歷證件 財產設定登記 

45 國民有下列何一情事，得申請改姓？ 

同時在某一學校服務，姓名完全相同 

同時在一直轄市設立戶籍 6 個月以上，姓名完全相同 

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 

46 長期在臺灣服務照顧弱勢的外籍神父，申請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又不用放棄其原國籍，下列那一法

定要件最有可能？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 5 年以上，且無不良素行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 3 年以上，且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 10 年以上，且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 

47 依國籍法第 3 條規定，無國籍人申請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法定要件，下列何者錯誤？ 

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5 年以上 

年滿 18 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 

48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甲女子，與日本籍乙男子結婚，向內政部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查甲有一繫屬

於臺北地方法院之民事訴訟，列為民事被告，甲是否喪失國籍？ 

經內政部為附條件許可，僅在特定情況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內政部不得為喪失國籍之許可 

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縱經內政部許可，仍不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49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後來申請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該申請人自回復國籍日起幾年內，不得擔任民選地方

公職人員？ 

 2  3  5  10  

50 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擔任公立學校教師  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 

同時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內政部依職權撤銷其中華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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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應如何適用？ 
仍應優先適用原特別法規 優先適用經修正之其他法規 
由法官自行決定  由立法者決定 

2 下列何者非屬習慣法之適用條件？ 
長期反覆的同一行為 確信其有法的價值 不違背現行法秩序 司法院備查 

3 關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絕對不容許例外  不適用於私法領域 
與信賴保護原則相關  立法機關的立法不受此一原則的拘束 

4 民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此一規定是所謂的： 
行政解釋 立法解釋 司法解釋 論理解釋 

5 關於「推定」與「擬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皆屬法律的規定  皆可以反證推翻之 
不以證據作為確定事實之基礎 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6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規規定之事項因情勢變更，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應為下列何者之處理？ 
自動失效 修正 廢止 自動終止 

7 關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若以抽象概念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法規中無列舉規定，逕以概括方式規定之，如所涉及者為干預性作為之授權，則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之

要求 
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適當運用概括條款而為規定 
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不得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 

8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律明定：「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其公布日為 105 年 8 月 1 日，則生效日

期為下列何者？ 
105 年 8 月 1 日 105 年 9 月 1 日 105 年 8 月 4 日 105 年 8 月 3 日 

9 自治法規須經上級政府或委辦機關核定者，應於 1 個月內決定之，若逾期不為決定者，其效力為下列何

者？ 
視為核定 視為不核定 效力未定 函文催促 

10 下列的法律淵源中，何者屬於不成文法？ 
法律 條約 判例 憲法 

11 依行政罰法規定，人民如違規闖紅燈，主管機關應自該人民闖紅燈後幾年內予以裁罰，否則即喪失此裁

罰權？ 
半年 1 年 2 年 3 年 

12 下列何種法律不涉及公務人員行政責任？ 
公務人員協會法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公務員服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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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政機關闢建道路時違法占用私人土地，遭受損害之人民得提起下列何項行政救濟？ 
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向主管機關申訴 
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向主管機關聲明異議 

14 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得提起確認訴訟？ 
主張行政不作為之違法  主張公法上法律關係不成立 
主張已消滅之行政處分違法 主張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違法 

15 允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報請徵收非交通事業所必須之毗鄰地區土地，依司法院解釋，違反下

列何種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原則 誠信原則 

16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源自於行政程序法之何項規定？ 
行政程序法第 4 條之法律優位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5 條之明確性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6 條之平等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7 條之比例原則 

17 關於依法行政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須有法律之明確授權，方可訂頒解釋性行政規則 
給付行政措施所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與干預行政措施相同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次要事項，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而無須法律授權 
依據法律保留原則，行政機關所有行為均須有法律明確授權，方可為之 

18 下列何者在憲法中並無明文規定？ 
國體 國民 國旗 國歌 

19 有關法律保留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採相對法律保留之事項即得由行政機關依職權或權限為規範 
我國憲法中明定層級化法律保留之體系 
絕對法律保留又稱國會保留 
憲法保留事項可藉由立法程序予以變更 

20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關於憲法第 14 條集會自由保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家應在法律與制度設計上，使參與集會者無恐懼地行使集會自由 
偶發性之室外集會，事前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符合集會自由之保障意旨 
緊急性之室外集會，事前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不符集會自由之保障意旨 
以主張分裂國土為不許可集會之要件，已違反集會自由之保障意旨 

21 關於新聞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新聞自由受憲法第 11 條保障 
新聞自由之保障內容，亦包含新聞採訪自由 
新聞自由並非受到憲法絕對保障之基本權利 
非隸屬於新聞機構之「公民記者」，不受新聞自由保障 

22 審計長為下列何機關之人員？ 
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23 立法院提出之總統彈劾案件，經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後，若認為彈劾案成立，應以何種形式

作成決定？ 
判決 裁定 解釋 行政處分 

24 依據我國刑法第 26 條之規定，不能未遂之法律效果為何？ 
與普通未遂相同 與中止未遂相同 與準中止未遂相同 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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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司法院大法官行使職權之形式，下列何者應以法庭方式為之？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憲法之解釋 
關於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之解釋 關於地方自治法規有無牴觸憲法之解釋 

26 關於侵權行為，下列何者無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之明文規定？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該數人 
有識別能力之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與其法定代理人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與選任受僱人有疏失之僱用人 
承攬人因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與定作人 

27 訴訟審理所需要的主要事實及證據資料，均由當事人主張及收集提出的立法主義，稱為： 
自由心證主義 處分權主義 辯論主義 言詞審理主義 

28 下列何者為民事訴訟法採行「以原就被原則」之規定？ 
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對於同一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者外，得向就其中一訴訟有管轄權之法院合併提起之 
訴狀，應與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書，一併送達於被告 
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 

29 民事原告之起訴有下列何種情形，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 
訴訟事件不屬受訴法院管轄者 
同一事件已繫屬於其他法院者 
起訴不合程式者 

30 關於民事訴訟法第三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訴訟標的金額須達新臺幣 100 萬元者始可上訴第三審 
第三審是事實審兼法律審 
第三審係強制律師代理 
第三審之律師酬金因非繳入法院，因此不屬於訴訟費用 

31 甲受乙脅迫將 A 花瓶贈與丙，就甲、丙間之贈與契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丙明知有脅迫情事時，甲始得撤銷與丙之贈與契約 
不論丙是否知情，甲均可主張撤銷與丙之贈與契約 
以丙自為脅迫行為時，甲始得撤銷與丙之贈與契約 
以丙有過失而不知有脅迫情事時，甲始得撤銷與丙之贈與契約 

32 受監護宣告之甲，將其所有之 A 屋出售給乙，甲、乙間買賣契約之效力如何？ 
效力未定 有效 無效 推定有效 

33 下列原因而取得之不動產物權，何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繼承 強制執行 徵收 法院的給付判決 

34 下列何者非屬婚姻關係消滅之事由？ 
夫妻經法院調解離婚成立 
夫妻一方因疾病自然死亡 
夫妻一方生死不明滿 3 年 
夫妻持書面離婚協議，並有 2 證人簽名，親自於戶政機關辦理離婚之登記 

35 被繼承人之兄甲、弟乙及姊丙與生存配偶共同繼承時，丙女之應繼分為何？ 
遺產之四分之一 遺產之六分之一 遺產之八分之一 遺產之九分之一 

36 下列何者非屬我國民法上的物權種類？ 
人役權 農育權 地上權 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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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何者不屬於民法所規定之終止收養方式？ 
合意終止收養  法院判決終止收養 
經鄉公所調解委員調解終止收養 法院許可終止收養 

38 依民法之規定，占有物係盜贓而喪失其占有者，原占有人自喪失占有時起逾多久時間，不得向善意受讓

之現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 
3 個月 6 個月 1 年 2 年 

39 關於結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 2 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 
不得與五親等以內之輩分不相同的旁系姻親結婚 
監護人與受監護人，於監護關係存續中，經受監護人父母之同意者，可以結婚 
一人同時與 2 人以上結婚者，後婚之效力為得撤銷 

40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對未滿 18 歲人之刑罰規定？ 
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不罰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未滿 18 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未滿 18 歲人所犯罪名之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得減輕其刑 

41 關於刑法第 23 條正當防衛規定之適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誤想防衛，不成立正當防衛 偶然防衛，不成立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過當者，免除其刑 正當防衛須不過當，方得阻卻違法 

42 甲遭檢察官拘提到案，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時，扣除法定障礙期間，應自拘提之時起算多少

時間內，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 
12 小時 24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43 按照我國目前最高法院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 10 條之公務員？ 
偵查犯罪的檢察官 執行勤務的警察 教學研究的大學教師 開工程標的鄉長 

44 甲故意將他人偽造之美鈔贈與知情之 A，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持有偽造通用銀行券罪 甲成立行使偽造通用紙幣罪 
甲成立交付偽造有價證券罪 甲成立偽造通用貨幣罪 

45 關於刑法之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刑法為私法 刑法為程序法 刑法為實體法 刑法為任意法 

46 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規定有變更時，該如何適用法律？ 
依「從舊從輕」原則適用 適用最有利行為人法律 
適用裁判時法律  適用行為時法律 

47 下列關於刑法第 135 條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須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犯之 對象包括本國與外國公務員 
行為人須使用強暴脅迫手段 公務員成傷與否並非判斷標準 

48 下列何種傷害非屬刑法第 10 條所定之重傷？ 
刺瞎一眼 砍斷右腳 拔除指甲 剪斷陰莖 

49 甲當選縣議會議員，為配合黨團決議，於議長選舉過程中亮票。依實務見解，甲之行為應如何評價？ 
成立刑法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成立刑法第 147 條妨害投票秩序罪 
成立刑法第 148 條妨害投票秘密罪 不成立犯罪 

50 關於假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有期徒刑執行未滿 1 年者不得假釋 
受無期徒刑執行逾 25 年且有悛悔實據者，得由監獄報法務部核准假釋 
無期徒刑裁判確定前逾 1 年部分之羈押日數，得算入已經執行之期間內 
假釋撤銷後，其出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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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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行文時，常用其他相關詞彙代替慣用的稱呼，如以「布衣」代「平民」，下列「」中的詞語，

代稱對象說明正確的是： 
寄情「山水」：堪輿  舊雨「新知」：新的知識 
巾幗不讓「鬚眉」：女英雄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酒 

2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未厭「青春」好，已睹朱明移 
看看你現在的下場，多麼地「可憐」╱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自由」與平等是人民追求的普世價值╱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 
「除卻」這件事，我就再無牽掛了╱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3 有關公文之擬稿，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為避免麻煩，宜以「一文數事」為原則 為求通俗易懂，可以斟酌使用地方俗語 
宜採「可否照准」表達意見，以示負責 各種名稱如非習用有素，不宜省文縮寫 

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發文，其期望語與目的語使用「請核准辦理」， 有可能的受文機關是： 
教育部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立國光國民小學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5 關於三段式「函」，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概括之期望語除「主旨」運用外，可在「辦法」段重復 
若訂有辦理或復文期限者，應在「說明」段內仔細敘明 
凡有具體詳細要求有所作為時，須列入「說明」段敘明 
凡遇「說明」或「辦法」段分項條列時，每項表達一意 

6 《韓非子．亡徵》:「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本

文所說的亡國徵兆，主要的問題在： 
教育 外交 國防 財政 

7 針對下列情境，選出正確的匾額題辭： 
老張九十大壽，老李贈以「詩題紅葉」 志明開辦醫院，春嬌贈以「博施濟眾」 
冠宇開演唱會，雅婷贈以「喜比螽麟」 信安獲得金嗓獎，妹妹贈以「為民喉舌」 

8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運用恰當的選項是： 
他聽完那些荒謬的說辭，不禁「哄堂大笑」 
他拿著演唱會門票，跟隨大家「魚貫而入」 

他是個用功的「莘莘學子」，一心想求得好成績 

他得知消息後「陸續前來」，全團加入義賣行列 

9 「陳羅投餌，凌波滄海銀鱗躍；留棹轉航，喜唱凱歌滿載歸」。這副門聯所描述者，從事的職業是： 
漁業 軍防 貨運 航海貿易  

10 某封書信結尾應酬語為：「耑肅奉達，不盡依依」；結尾敬辭為：「恭請 金安」，則其提稱語應為： 
道鑒 左右 膝下 如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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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老李廳堂掛一副對聯「行言不易空言易；評事無難了事難。」做為家訓，下列選項 合乎對聯旨意的是： 
易說空口話而評論世事，難保無災難 實踐諾言與評論收拾殘局，的確困難 
空說與批評容易，真正解決問題困難 說大話的人，易於評論無災難的事件 

12 「一打少年聽雨，紅燭昏沉。兩打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三打白頭聽雨在僧廬下，這便是

亡宋之痛。」下列敘述， 符合這段話中作者心情的是： 
從少年至今皆隨心所欲 創作歷程經過許多挫折 
感受到自己仍一無所有 隨人生經歷而轉變心境 

13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下列敘述，與上文意旨 接近的是：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莫知其所以成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14 蘇軾〈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隱約透露出人類沒有「全知」能力的遺憾，下列敘述亦有類似涵義的是： 
人生是一連串希望的幻滅 
人來到世上，有時是在尋找另一個人 
天地之靈性，以人所秉賦者較其他萬物為高 
隔一張紙，我們就看不見。隔一道牆，我們就聽不到 

15 陳益祥曾云：「居山易，山友難；山友易，山妻難；山妻易，山童難。」下列敘述， 符合本文旨

意的是： 
人性善於趨利避害，趨吉避凶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要求別人跟自己愛好相同，誠屬不易 難易與否，皆人心自我設限，而非本然如此 
16 歐陽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

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沈作喆《寓簡》卷八）下列敘述，不符合上文意旨的是： 
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 為求一字穩，耐得半宵寒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夜學曉不休，苦吟神鬼愁 

17 為了向世人說明，人在世間不必「樂生畏死」，莊子說：「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

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下列敘述， 接近莊子之意的是： 
未知生，焉知死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死了，你再也不用怕太陽的毒燄，也不用畏懼冬日的嚴寒了 

儘管外在身體隨年華老去，內在身體卻不會。只要你勤於觀照感受 
18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

『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下列敘述，與上文

意旨 接近的是：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19 某人至陰司自薦為半日閻羅，重審某案。他對原告表示：「淮陰侯千古名將誰不曉，為漢家立下了

十大功勞。狡兔死，走狗烹，君王無道，可憐你命喪婦人刀。老閻君飽食終日令人惱，將這等大案

腦後拋，且待我還你個天公地道，百年沉冤雪今朝。」這段話裡的「你」，乃指： 
呂布 李廣 衛青 韓信 

20 施肩吾〈諷山雲〉：「閑雲生葉不生根，常被重重蔽石門。賴有風簾能掃蕩，滿山晴日照乾坤。」

依據詩意，作者想表達的主要觀點是： 
天理循環，邪不勝正  積少成多，有容乃大  

天地萬物，相生相剋  向下扎根，終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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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

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敕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

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葛洪《西京雜記》）下列敘述， 合乎叔父所言的是： 
生不逢時 聽天由命 破除迷信 明哲保身 

22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

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與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王安石〈讀柳

宗元傳〉）下列「君子」之自我期許，與上文旨意 相近的是：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 

23 「我常在列車上拾獲別人不小心遺落的眼神、表情。我曾看過對著車窗默默拭淚的婦人，也看過戀

愛中的少女旁若無人地講著手機，一路嬌笑。當它幽幽的、自顧自的離去與停靠，車廂上載著的可

能是某人一生的重量、一家子的依靠，或是滿腔遏止不住的悲痛、甜蜜。」根據上文，作者能從車

廂情境產生感懷的關鍵是： 
喜歡欣賞默默拭淚的婦人與一路嬌笑的少女 

觀察到許多人將生活中的心思與情緒帶上車 

不畏懼他人的眼光，專注觀察車上的種種人物與動作 

覺得車廂這個空間，其實就是找尋寫作靈感的好地方 
24 「在商業應用上，根據天使募資平臺的公司清單，這幾年投入人工智慧的公司達 1,000 家以上，所涉獵

的領域涵蓋數位廣告、農業、健康照護、家庭、銷售，甚至包括音樂、藝術、心理、寵物、服飾、婚禮

及慈善等，可謂□□□□，各方都期待可以在這剛崛起的市場□□□□。」上文缺空處，依序 適合填

入的選項是： 
百花齊放／未雨綢繆  百花齊放／搶占先機 

異軍突起／搶占先機  異軍突起／未雨綢繆 
25 「我非常認同這種緩慢的態度，這近乎一種優雅的狀態，而絕非是那種慢郎中的慢，或者一事無成

的慢。真正的慢是建立在態度的從容上，就像無所為是建立在有所為上。空非無，空不是沒有，空

是有也不執，無也不執。」根據上文，下列敘述 符合文意的是： 
生命不能空無，故不能鬆懈放慢 緩慢的心境，可使我們從容應對 
執著會使人墮落，導致腦袋空白 慢郎中不夠優雅，因態度不從容 

26 「『旁觀者清』，這話只在簡單的事、簡單的社會適用。現代事務往往異常複雜，非深入局內是無

法了解的。仍然用山作比喻：不論是觀賞山中的風景，勘探山中的礦藏，採集植物動物的標本，描

摹峰巒的線條，都得『裹糧入山』，充分用心觀察，甚至『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渾然與山

化為一體。『要識廬山真面目，必須身在此山中』。世上的旁觀者大都一知半解，印象模糊，卻勇

於發表意見，游談無根。」根據上文，下列敘述 切合題旨的是： 
旁觀者迷，當局者清  萬物虛實，持平辯證 

只在此山，不知雲深  客觀認知，不作評論 
27 「吃了睡，睡了吃，這生活豈不太單調？可是我想起王陽明〈答人問道〉詩：『飢來吃飯倦來眠，

唯此修行玄又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偏向身外覓神仙』，貓兒似乎修行得相當到家了。幾個人能像

貓似的心無牽罣，吃時吃，睡時睡，而無閒事挂心頭？」上文以王陽明詩解釋貓終日只管吃、睡的

原因，此種行文方式，可產生的閱讀效果是：  
委婉諷喻，說明人大多心有牽掛而不自由，反而不如貓 

以小喻大，藉家中寵物說明養生的關鍵，在先安置其心  

幽默風趣，以貓的習性去比況修行，來產生突兀的趣味 

閒適自然，貓只知吃睡乃屬自然，而人的修行亦是如此 
28 「原先我亦不曾想到要這樣，至少當時不曾聯想到前人有這樣的佳話，亦不足以持謝後世人，以我為例，或

以為我戒。我心裡亦想將來能團圓，如若不能，我亦是真心真意地做過人了。今生無理的情緣，只可說是前

世一劫，而將來聚散，又人世的事如天道幽微難言。」根據上文， 接近作者寫作時面對人世變化的心態是： 
順應天道，任其聚散  劫難度盡，終將團圓  
以己為誡，痛改前非  以己為榮，一生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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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輿。家下凡百儉素恬淡，不要做出富貴底氣

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

焰，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依據上文，作者期許子孫待人處事的態度，較近於： 
名家 道家 墨家 法家 

30 「近年來，站著工作的風潮由美國矽谷蔓延至臺灣的新創公司。站著上班能提升血液循環的速度，增加

大腦含氧量，進而提升工作效率，也能激發想像力。站著開會，還能解決會議過長的陋習，逼著員工提

綱挈領、講重點。久坐則會讓腸胃蠕動減緩，消化功能減退，容易出現便祕或痔瘡症狀。久坐導致脊椎

受力不均，長久下來造成椎間盤、韌帶和關節磨損，以致肩頸僵硬，下背部疼痛。另外，久坐還易引發

肥胖、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病等問題。但坐著工作的好處是比較不易造成靜脈曲張，而嚴重的靜脈曲

張會使周邊血管阻塞，增加罹患冠心病的風險。」根據上文，下列敘述符合文意的是：  
站著工作有百利而無一害 久坐易導致肩頸僵硬、下背部疼痛 

站著工作可讓腸胃蠕動減緩，避免肥胖 站著開會有益健康，可用較長的時間充分討論 
31 「臺灣歷年回收的寶特瓶，平均落在 9 至 10 萬公噸間。若以 600 毫升的規格換算，平均每人一年用

掉近 200 支。雖回收率高達 95%，遠超於歐美國家。但並非有回收就是環保，因再處理的過程仍須

消耗能源、排放汙染，故從源頭減量才是真環保。經分析，寶特瓶 多的用途莫過於瓶裝飲料，已

有公益團體鼓勵民眾自備水杯，希望能減少對瓶裝飲料的依賴。除仰賴民眾自覺外，政府也需改善

飲水品質或廣設飲水機，以回應民眾對環境保護的善意。」根據上文，下列敘述 符合文意的是： 
努力宣導，加強寶特瓶回收 寶特瓶減量，比回收更環保 

民眾自備水杯，喝水救地球 提高自來水水質，刻不容緩 
32 「我們剛才提到黎明，提到黃昏，我們經由眼睛看到了黎明的光芒，經由視覺感受到了夕陽的燦美。

可是在美學的探討中，我們認為這種快樂不只是視覺上的快感。相反的，黎明的曙光、夕陽的燦爛，

回應了我們性靈的狀態。它撞擊了我們的心靈，讓我們的心靈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們的性靈

因此有了更高的提昇，化為永恆的美。」下列敘述， 符合文中觀點的是： 
美是一種既抽象，且又含蓄而內斂的情感表達 

美是外在環境與心靈的呼應，而不僅僅囿限於感官 

美是主觀的體會，不同的人對何謂美醜，界定各自有別 

美是官能的直接反應，見到夕陽，自然會流露出美的感覺 
33 「當全民已逐漸習慣把『讓世界看見臺灣』視作理所當然，並以此作為評價事物的一項指標時，『讓

臺灣看見世界』似乎是另一個同樣重要、但卻較少被討論的面向。我一直認為，舉辦大型國際活動

的目的和意義，不是為了辦活動而辦活動，也不只是放煙火式的嘉年華。更重要的，是能夠利用舉

辦大型國際活動的機會，一方面匯集優秀的人才形成跨領域的通力合作，另一方面，透過專業的組

織與動員過程，讓人民可以從過程中學習，培養、改變意識與思維，從而推動社區、城市、甚至國

家，迎向新趨勢、開展新階段。『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同時，也『讓臺灣看見世界』，這樣的『質

變』所帶來的效益甚大，但很容易因為不了解而被低估。」下列敘述， 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舉辦大型國際活動，唯一的目的就是為國家爭取面子 

舉辦大型國際活動可發揮「讓臺灣看見世界」的功效 

我們關注、討論「讓世界看見臺灣」，因它遠比「讓臺灣看見世界」更為重要 

舉辦大型國際活動，放煙火式的嘉年華是 重要的部分，因為關係到國家尊嚴 

34 「1990 年代由日劇引領出的『哈日』風潮、以及 2000 年代韓劇接續帶動的『韓流』，都日夜推促著

臺灣人從粉絲觀眾，變身成朝聖旅客，從『在這兒想像』，前進到『去那裡體驗』。相對來看，長

久以來我們對外營造的觀光意象實在乏善可陳。一方面，臺灣自我刻板化地、重複再現成一個由泡

茶、老街、小籠包、夜市小吃、腳底按摩等元素構成的『懷舊』與『療癒』南國。另一方面，則訴

諸其實一點也不新潮了、卻自認還很酷炫的尷尬事物，比如 101 摩天樓與煙火秀。或者自我感覺過

於良好的口號，比如『 美麗的風景就是人』。」根據上文，臺灣未來的觀光策略應該是： 
完全擺脫過去的傳統，打造全新南國風情 力圖振興國家文化軟實力，帶動文化風潮 

放棄夜市、小籠包、腳底按摩等舊有產業 強調 美的風景是人，不須追求新潮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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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從 1900 年開始，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在研究流體力學中的亂流、無線電通訊非週期性震動頻率的問
題時，都已經觀察到『渾沌』這個現象。不過，渾沌系統的研究，是在有了電腦後才突飛猛進的。
1961 年，有位名叫羅倫斯（Edward Lorenz）的氣象學家，用電腦來做天氣預測的計算，有一天他發
現一連兩次的計算，雖然起點相同結果卻是大大不同。他小心觀察後才發現，第一天他輸入的起點
0.506127，當他把這個數字抄在紙上時，一時懶惰只寫了 0.506 為起點；當第二天他輸入 0.506 為起
點時，得出來的結果跟第一天大大不同，雖然兩個數字相差不過是萬分之二。因此，羅倫斯就認為
用電腦模擬來做天氣預測，是不可能正確的，並因此而開拓了渾沌系統這個研究領域。」根據上文，
下列文句 不適合做為本文標題的是： 
魔鬼藏在細節中  牽一髮而動全身  
蝴蝶效應，渾沌系統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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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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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小明的房間堆滿雜物，需要一位收納專家幫忙「撥亂反正」 
電影 後一幕，眾多白鴿拍動翅膀「羽化飛天」，非常美麗  
他平日行事光明磊落，「不愧不怍」，即便接受警方調查也態度坦蕩 
他費盡心血，努力經營，如今終於「瓜熟蒂落」，順利取得產品授權 
葡萄酒公司的新品發表會上，來賓們「餔糟歠醨」，相當滿意新口味 

37 關於書信用語，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哥哥要向主管推薦弟弟，他在推薦信中應該稱呼自己弟弟為「賢弟」 
小華結婚邀請舅舅觀禮，喜帖的信封上應該書寫「○○○舅舅  親啟」 
擔任社工師的阿德問候住在安養院的小學老師，在信中應自稱「社工師」 
育幼院小朋友要感謝捐款的陳女士，感謝信 後的問候語應是「敬請  崇安」 
任職於政界的小明要離職，他在給長官的辭職信末問候語應是「恭請  鈞安」 

38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意義前後相近的是： 
即使創新，也不能以破壞為目的，畢竟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此處「方圓」百里之內，都見

不到一戶住家 
這家飯店「風光」一時，如今不敵競爭，生意漸漸冷清／獲得冠軍的選手，歸國受到熱烈歡迎，

極為「風光」 
中華隊不甘示弱，馬上還以「顏色」，也擊出一支全壘打／他們總是欺負弱小，我一定要找機會

給他們一點「顏色」 
她一出場，舉手投足之間，充分展現了「大方」的氣度／在一群專家面前做報告，必須戰戰兢兢，

以免貽笑「大方」 
賣場正進行買一送一的促銷，消費者可以享受「便宜」／沒有經過長官同意，絕對不可自作主張，

只求「便宜」行事 
39 孟郊〈織婦辭〉：「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為君秉機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

機。如何織紈素，自著藍縷衣。官家牓村路，更索栽桑樹。」下列詩句與本詩意旨相近的是：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一日不為田，百草已有根。況復閒三時，其穢何待論 
昨日到城廓，歸來淚滿巾。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40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
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孟子‧離婁下》）
關於上文，敘述正確的是： 
以活水比喻有本源且持續不斷的重要性  
學習的方法是：務本、有恆與循序漸進 
學習若無扎實的功夫，學得快也忘得快 
能通過挫折的磨礪，才有飛躍性的突破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反對名聲超越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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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有時候觀察一個人值不值得敬重，不是去看他做了什麼，而是他沒做什麼。可以嘲笑的時候選擇

不語；可以擁有的時候卻目送離去；可以離開的時候依然逗留；可以張狂卻不張狂。但難就難在，

沒有做的東西是不容易被看見的。」根據上文，下列作為符合作者敬重理由的是： 
升職後，不會對昔日有過爭執的同事翻舊帳 
父母用經濟力控制子女，不讓子女自由發展 
比賽獲勝，迫不及待將贏得的金牌放到網路 
因誤會遭團隊質疑時，不甘緘默，極力辯駁 
對手失言被責備時，選擇沉默，不落井下石 

42 「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偽，故不可以不信；三

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

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

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根據上文，治國者應採行的方法是： 
賞罰嚴明，不分親疏遠近 講信修睦，強調以德服人 
實事求是，杜絕巧言舌辯 秉公執法，臣民一體適用 
嚴立階級，禁止以下凌上 

43 「獨創性，是評定藝術家的作品價值一個很重要的指標，翻開中西美術史，沒有風格重複的畫派，

也找不出畫風相同的畫家。自美返國之後，我決心投身油畫創作，專注於自我風格的提升，不跟著

複合媒材和裝置藝術的潮流走。深知自己喜歡畫畫，不願意違背當年讀美術系的初衷，作畫多年的

我，其實一直承襲著留美時期的創造實驗精神，從碩士畢業展的『朽木系列』到現在的『繡球花系

列』，我始終抱持著深入主題的研究精神，持續用不同的表現方式來詮釋同一個主題。」根據文意，

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藝術家不斷提升自己風格的同時，也提升了作品的價值 
作者一路走來的創造實驗精神，可追溯自負笈美國時期 
作者投入複合媒材和裝置藝術的潮流，一樣走出自己的路 
作者以不同方式詮釋同一主題，是跳脫中西美術史的嘗試 
選擇以油畫為媒材，作者抱持著喜歡畫畫的初衷持續努力 

44 「鐵蛋成為伴手禮之後，業者不免添加防腐劑以利保存，據說還檢驗出重金屬成分，真令人洩氣。

好像耄耋老人還濃妝豔抹，溶脂，眼袋移位，整形手術，粉刷牆壁般粉飾歲月留下的痕跡。老化並

非醜化，人生都有一定的賞味期，我們無法決定生命的長短，卻能干涉其內容。鐵蛋本是耐咀嚼的

食物，其價值絕非它能保存多久，而是它召喚食慾的品質。生命總會歷經變皺緊縮的過程。如果青

春是一枚滷蛋，誘人，海風吹乾了，回鍋復滷，正視它逐漸老化；有一天，青春變成了老骨頭，帶

著瑕疵，帶著足堪咀嚼的回憶，才是耐人尋味的人生。」根據文意，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老化與醜化均為人生必經歷程，坦然面對即可 
人生長短不一，應掌握有限的賞味期，好好發揮 
歷經滄桑的人生雖不完美，卻有更多豐富滋味可待回味 
紅顏易老，一如滷蛋鐵蛋難以保存，勿過度沉湎於年少歡樂時光 
添加物過多的鐵蛋對健康造成極大威脅，消費者應重視食安問題 

45 「西方社會學者老早指出『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全球化不知不覺改變了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土壤，

使外來作物壯盛，本土作物萎弱。想想我們今日的小孩子天天喝可樂，吃炸雞，本土的碗糕與四神

湯怎能不越來越靠邊？而今天，陳達的民歌與李天祿的布袋戲如何敵得過女神卡卡與『憤怒鳥』？

如果還以為文學藝術的民族主義是狹隘、落伍的觀念，正好讓歐美的全球化吞噬了我們民族文化可

貴的珍寶。當代『全球化』不是 大、 霸道的文化的『民族主義』嗎？為什麼我們不敢反對？」

根據文意，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本土文學藝術應該努力朝向「全球化」發展 
喝可樂、吃炸雞，是符合「全球化」的行為 
陳達的民歌太過於在地化，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李天祿布袋戲的藝術價值無法與女神卡卡匹敵 
當代的「全球化」其實是一種美國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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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正義論的學者主張，一個正義的社會應重視每個人的權利公平，使處境不利者得到最大的照顧。下列
何者最符合上述的主張？ 
《憲法》規定人民享有言論講學著作出版的自由 
《所得稅法》規定人民有所得皆須繳納綜合所得稅 
《民法》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照顧」的責任 
《建築法》規定所有的公共建築物都須設有「無障礙設施」 

2 內政部和臺北市政府紛紛推出社會住宅政策，由政府興建國宅，再出租給中低收入和弱勢階層。不過此
政策一推出，附近住戶因擔心房子被標籤化為貧民區，影響房價、收不到租金等，因此出現抗議聲浪。
上述現象，反應出政府在推動公共政策時所面臨的何種難題？ 
鄰避效應 誘因不足 搭便車心態 共有財悲歌 

3 國語運動是推廣國家頒布的標準字音、語音、語法的語文改革運動。19 世紀始於德國。國語運動雖有助
國家民族融合，並能增強國家意識，但也會因打壓少數民族方言的使用，而導致方言消失。上述國語運
動下的方言所面對的困境，最主要是因為語言在文化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反映生活形態的差異  對生活現象賦予意義 
反映人們對世界的看法  人類溝通與認同的工具 

4 南韓政府重金培植的財團，看似經濟的主要推手，卻也造成財閥錢、權一把抓，貧富不均日益惡化。根
據該國 2015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小企業職員的薪水，與財團員工薪水的比率由 1997 年的 80%降為
62%。據調查，每 10 位大學畢業生當中僅有 3 位有能力償還就學貸款。上文對南韓社會的描述，反映社
會階層化中的何種不平等現象？ 
經濟資源 社會地位 文化權利 社會資本 

5 下列關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經濟制度比較的敘述，何者正確？ 
共產主義以自利動機來維持人民的生產力 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大都由資本家來規劃 
共產主義重視效率，以專業分工達成目標 資本主義透過市場價格來導引資源的配置 

6 保齡球是美國早期最為普及的運動，學者普特南（Putnam）研究發現此項美國傳統的社會參與從 1980 年
至 1993 年，打保齡球的人口上升了 10%，而此同時，保齡球社團卻下降了 40%。換句話說，落單打保齡
球的人愈來愈多。學者透過「獨自球戲」（Bowling Alone）現象，提醒大家注意下列何者的重要性？ 
再生產勞動 社會資本 外部成本 搭便車 

7 為避免腸病毒疫情擴大，對幼童健康造成威脅，政府規定班上若有 2 名腸病毒確診病例，該班就必須停
課一星期，造成許多家有幼兒的雙薪家庭家長不知如何安置幼童的困擾。上述政府的規定，若從不同立
場的觀點來看，下列何種說法正確？ 
古典自由主義認為停課是為了多數人的福祉，少數人的犧牲是必要的 
社群主義主張為保護整體幼童健康，停課雖造成家長困擾但有其必要 
社會正義論認為全班應與 2 名確診病例一起停課的規定符合均等原則 
效益主義主張私益應先於公益，因此停課可保護更多幼童即符合公益 

8 民國 80 年，某些知識份子為了保障人民言論及人身自由，組成「100 行動聯盟」，採取違法靜坐但和平
的方式，向政府提出「廢惡法反閱兵」的訴求。依上所述判斷，此一行動主要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惡法亦法 公民不服從 志願結社 柔性政變 

9 依據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的相關規定，下列關於監察院的敘述，何者正確？ 
設置懲戒機關負責處理公務人員懲戒相關事宜 設置審計部負責審查政府預算，並提出修正意見 
監察委員負責對違法失職公務人員提出糾正 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10 五權分立是我國政府體制的設計，依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下列關於中央政府的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立法院可提出憲法修正案，再交由公民複決 
考試權獨立，總統不能影響考試院院長人事案 監察院負責審理公務人員及正副總統彈劾案 

11 關於我國目前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權力互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院可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行政院院長須至立法院報告並接受質詢 
立法院可對行政院院長任命案行使同意權 行政院提出的法律案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方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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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我國《公民投票法》的規定，下列事項何者可以訴諸公民投票？ 
基於物價上漲、薪水不漲，提議降低所有稅收以共體時艱 
天災頻仍、政府救災不力，要求某知名企業家接任行政院院長 
美國牛肉存在安全疑慮，公民一起決定是否開放美牛進口 
政府應為民謀利，主張政府以公庫款項協助民眾共渡難關 

13 現行我國的選舉制度，有關「原住民立法委員」的產生方式，應是下列何者？ 
比例代表制 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 複數選區，聯立混合制 

14 依我國現行法律的相關規定，若在今年 12 月 19 日要進行某縣縣長的選舉。若僅依選項敘述判斷，下列
何者具有投票權？ 
18 歲的阿花，自小即設籍在該縣，目前就讀高三 
30 歲的阿龍，於 9 月 19 日將其戶籍遷至該縣 
45 歲的阿成，自小即設籍在該縣，目前仍受褫奪公權宣告中 
22 歲的喬治，是從美國來臺學中文一年的交換學生 

15 在我國，若有某政黨提名候選人甲參加區域立委選舉並當選，另將候選人乙列為不分區立委名單也順利
當選。爾後甲、乙因與該政黨理念不合而退黨，下列針對他們立委資格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仍保有立委資格，乙則失去立委資格 乙仍保有立委資格，甲則失去立委資格 
甲、乙之立委資格均不受影響 甲、乙均失去立委資格 

16 下列關於國際關係的形成與演進之敘述，何者正確？ 
起源來自於 1814～1815 年召開的維也納會議 十八、十九世紀的國際關係應屬於兩極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關係屬於多極體系 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應屬於一極多元體系 

17 中共在處理香港及澳門主權問題時，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亦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其所指的兩種
制度應為下列何者？①民主主義制度 ②社會主義制度 ③資本主義制度 ④專制政府制度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18 憲法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屬概括式保障
條款，即表示憲法欲保障之人權不限於其他條文明文列舉之權利。下列何者屬於憲法概括式保障之權利？ 
訴訟權 姓名權 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 

19 課堂上，同學紛紛發表對法治的看法，下列那個同學的觀點最符合現代法治的概念？ 
小夫：實行法治的國家，人民及政府都須依法而行 
靜香：中國很早就有法治的觀念，例如法家即曾提倡法的重要性 
大雄：法治國的法律追求實質正義，政府可逕行限制人民的自由  
胖虎：法治的優點是具有安定性、效率高，追求於短時間做出決策 

20 阿三申請建築執照獲准後，市政府以基地位處禁建區而撤銷該建照，市政府的作為可能違反那項行政法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1 設籍臺中市的索爾與設籍臺南市的浩克，兩人都在高雄工作，某日浩克因急用向索爾借 5 萬元，事後浩
克矢口否認借錢一事。若雙方無特別約定，依據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原則上索爾應向那個法院提起訴訟？ 
臺中地方法院 臺南地方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 上述任一法院皆可 

22 某甲因性侵案入監服刑，法院令其獲釋後仍須接受列管與治療，以避免其再犯。此種處置方式較偏向何
種刑罰理論？ 
應報理論 絕對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23 19 歲的小華騎機車在巷口轉彎時，不小心撞傷一位剛從菜市場買完菜的婦人，造成婦人骨折受傷。由於
傷勢不輕，婦人欲控告小華過失傷害並索求賠償。下列針對小華法律責任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華為限制責任能力人，在法律上得減輕其刑 
小華為完全責任能力人，須負起全部刑事責任 
小華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因此不負賠償義務，由父母負全部賠償義務 
小華為完全行為能力人，需要負擔全部的賠償金額 

24 憲法第 170 條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公布之法律，亦得由地方議會通過 法律是為補充行政命令的不足才制定 
法律若為惡法可經訴願程序予以修正 總統公布之法律不須經公民複決 

25 年滿 20 歲的阿秀選定了餐廳欲辦社團迎新餐會，業者請她簽訂一份定型化契約，以確保雙方權益。上述
契約若依我國相關法律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業者張貼的告示或網路發布的資訊，都可視為契約的一部分 
由於餐食容易腐敗，該契約可以不提供審閱期間 
若對契約條款有疑義時，依法由消基會作最後解釋 
是業者和特定消費者雙方合意而設計的個別化契約 

26 王先生的獨子在一場車禍中不幸罹難，爾後，王先生與配偶經由合法程序收養兩個男孩、一個女孩。王
先生病逝後，遺囑將遺產分配給兒子。依我國相關法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遺囑不可限制應繼分的規定 文中的收養程序屬於民法中的準正 
女兒可提出特留分之請求，以取得遺產 繼承人為配偶和兒子，各得遺產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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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表是國內自行車的供給需求狀況。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當價格為 8000 元時，下列有關自行車市場
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價格（元） 供給量（台） 需求量（台） 
6000 700 1200 
8000 800 1000 
10000 900 900 
12000 1200 700 

供過於求 供需均衡 降價可以達成均衡 漲價可以減少短缺 
28 下列何者會使得消費者對某項商品的需求增加？ 

製造該商品的原物料價格上漲 消費者對該商品的主觀喜好提高 
消費者預期該商品價格即將下降 環保政策導致生產該商品廠商的成本提高 

29 晚近發展的綠色 GDP、綠色國民所得指標，主要是針對傳統 GDP 指標的何種缺失所提出？ 
忽略休閒的價值 未納入地下經濟 忽略產品品質的改進 未扣除污染等負產品 

30 伴隨產業結構改變而失業的勞工，政府用下列何種方式最能對症下藥？ 
加強教育與職業訓練，增加就業能力 提供求才求職的資訊，加強就業媒合 
採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景氣復甦 採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減緩成長力道 

31 老張是一家電腦公司的老闆，小志是該公司員工，月薪 4 萬元，小志近日推銷一台該公司生產的平板電
腦給其好友阿美，以 3 萬元成交。下列有關此一經濟活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老張是生產要素市場的供給者 小志是商品市場的供給者 
3 萬元屬於公司的銷貨收入 4 萬元是小志的生產者剩餘 

32 根據稅賦是否可以轉嫁來區分，可分為直接稅與間接稅兩種。依據我國的租稅來看，下列何者屬於間接稅？ 
遺產稅 贈與稅 營業稅 房屋稅 

33 剛升上高二的小中，為了能夠在高三學測有好的成績，因此決定不接任熱門音樂社的社長職務，以專心
準備課業。根據經濟學原理判斷，小中的決定所依據的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比較利益法則 供給法則 需求法則 機會成本 

34 下表為甲國對美元的匯率變化，若其他條件不變時，下列何者最可能是 2010～2015 年該國出現的現象？ 
時間（年） 美元（元） 甲國幣（元） 

2010 1 28 
2011 1 29 
2012 1 30 
2013 1 30 
2014 1 31 
2015 1 33 

該國出口會持續萎縮  外匯存底可能將成長 
人民可購買更多的國外產品 將有大量畢業生前往美國留學 

35 龍鱈（俗稱油魚）由於脂肪不能被人體吸收，消費者吃了恐腸胃不適導致價格低廉。圓鱈因肉質細緻，
價格昂貴，然因過度捕撈瀕臨絕種。龍鱈因外觀與圓鱈相似，有店家把低價龍鱈混充當作圓鱈販賣，使
得消費者上當。根據文中內容推論，下列何者可用來說明上述現象？ 
交易成本過高  資訊不對稱 
切割碎裂的財產權  各逐其利引發的資源耗竭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39 題： 
Many organizations are trying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world hunger, and CARE is one of them. It 

provides food to hungry people, and believes that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help people produce their own food. Because 
of this belief, the organization has programs to help people improve their lives. 

CARE was organized in 1945 to help people after World War II. At that time, it distributed over 100 million food 
packages. Meanwhile, it was starting self-help programs. In 2014, it has worked in 9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ARE gives equipment and teaches people how to build water systems, roads, schools, houses, and health centers. It 
also teaches people how to increase production on their farms, how to reforest areas, and how to start small village 
industries. Doctors and nurses volunteer to go to villages. They provide health care for the people, teach people how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and train people to provide simple medical care. CARE also gives special help when there is a 
flood, an earthquake, a drought or a war. 

Where does CARE get its money? Ordinary peopl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give money. CARE receives millions 
of dollars every year. The organization is international. It helps people of any race, color, or religion. It meets with the 
people to decide on programs together. CARE helps provide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to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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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Which of the followings is NOT the belief of CARE? 
They should provide food for hungry people. They should only help poor people in Europe. 
People should learn how to improve their lives. People should help decide about their own programs. 

37 What does CARE teach peopl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How to plant trees in places where they cut them all down 
How to obtain financial aid from their own governments 
How to produce high-quality medicine with low cost 
How to get money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38 Why do doctors and nurses go to villages? 
Because they are forced  Because they are voluntary 
Because they are well-paid Because they don’t get jobs elsewhere 

39 Where does CARE get its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s  From other organizations 
From doctors and nurses  From ordinary peopl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0 題至第 44 題： 
A recent report autho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argues that overcoming our 

squeamishness about eating bugs may make the crucial   40   in overcoming global hunger. 
In terms of nutrition, insects provide an outstanding   41  , having “high fat, protein, fiber, vitamin, and mineral 

content.” Insects, it turns out, are far more efficient than livestock in transforming feed into edible meat. And they largely 
avoid the hug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well as other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associated with cows and pigs. 

Based on a dietary estimation, the world needs to double its food production over the next 40 years – an effort that 
will require unprecedented productivity gains while   42   ecological disasters. 

Most of today’s insect-eaters liv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countries where insects are perceived as a perfectly 
acceptable and convenient source of energy: seasonably   43  , highly portable, and requiring fewer inputs than 
agriculture or animal husbandry. While most edible insects continue to be collected in the wild, more organized forms 
of insect farming have   44  , including “cricket farming” in Laos, Thailand, and Vietnam. By provid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 edible insect sector help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from Southeast Asia to Central Africa. 
40 difference conference experience reference 
41 luggage advantage knowledge beverage 
42 predicting  contributing  risking  profiting  
43 available disposable capable probable 
44 immersed  vanished  converged  emerg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5 題至第 49 題： 

Many of us, nowadays, seem to believe that a happy future is something impossible to achieve. While such 
concerns must be taken very seriously, they are not invincible. They can be overcome when we don’t lock our door to 
the outside world. 

Happiness can only be discovered as a gift of harmony between the whole and each single component. Even 
science--and you know it better than I do--point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as a place where every element 
connects and interacts with everything else. 

And this brings me to my second message. How wonderful would it be if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ould come along with more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How wonderful would it be, while 
we discover faraway planets, to rediscover the needs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rbiting around us. When one realizes 
that life, even in the middle of so many contradictions, is a gift, that love is the sourc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how can 
they withhold their urge to do good to another fellow being?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Each and everyone’s existence is deeply tied to that of others. 
Life is about interactions. 
We need to open ourselves to others for achieving a happy future. 
Scientific innovation would definitely lead to a better future.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Happiness as the Gift of World Harmony Skills for Achieving More Happiness 
Growt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cial Equality to Be Achieved 

47 Who of the following is most likely to be the speaker of the passage? 
A physician. A business manager. A religious mentor. A scientist. 

48 Which of following is the most possible situation under which this talk was delivered? 
An economic depressi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nations.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Global climate change.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solution to human contradiction? 
To love people sincerely around you. To donate money to your neighbors who are in need. 
To suppor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eriment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welfare activities. 

50 David enjoys all kinds of fast foods, but I      . 
am  am not  do  do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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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戶籍法所定之應予罰鍰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申請人故意為不實之申請者  
公務員辦理死亡或死亡宣告登記，未依法定程序辦理者  
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戶口調查者  
無正當理由，未於法定期限內為戶籍登記之申請者 

2 下列何者，不屬於戶籍法所規定之戶籍登記？ 
出生登記 死亡登記 出生地登記 死亡地登記 

3 關於戶籍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戶籍登記以戶為單位  同一戶以家長為戶長  
在同一處所共同生活者，亦得為單獨生活戶 一人不得同時有二戶籍 

4 戶籍法所定之身分登記，不包括下列何者？ 
出生登記 輔助登記 監護登記 職業登記 

5 甲為大陸地區人民，依親來臺後，經內政部核准在臺定居，依法應為下列何項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遷入登記 分戶登記 

6 在國內出生未滿 12 歲之國民，應為下列何種登記？ 
出生登記 監護登記 輔助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7 下列何者並非人民得申請改姓之情事？ 
撤銷認領  音譯過長  
臺灣原住民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 姓之讀音不雅 

8 有下列何項情事者，得申請更改姓名？ 
因宗教因素還俗  
字義粗俗不雅  
同時在一直轄市設立戶籍 6 個月以上，姓名完全相同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 

9 名因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而申請更改者，以幾次為限？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10 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時，於辦理結婚登記時，應如何辦理其姓名登記？ 
應以口頭約定其中文姓名 應以書面登記其原文姓名  
應以書面確定其中文姓名 應以書面登記其原文姓名並加中文表示 

11 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規定，臺灣原住民傳統姓名羅馬拼音之符號系統，應由何機關提供？ 
外交部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內政部 各該戶政事務所 

12 本人申請改姓名時，戶政機關應同時依職權於其子女戶籍資料為那些更改？ 
配偶姓名 父或母姓名 配偶出生地 父或母出生地 

13 甲未滿 14 歲，有關其權利或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父母協議由父任之，應為下列何項登記？ 
未成年子女權利或義務之行使輔助登記 未成年子女權利或義務之行使監護登記  
未成年子女權利或義務之行使負擔登記 未成年子女權利或義務之行使限制登記 

14 戶政事務所接獲入出國管理機關之當事人出境滿 2 年未入境人口通報，經催告後，得逕為下列何項登記？ 
除籍登記 除戶登記 遷出登記 出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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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經催告仍不申請，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戶籍登記之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出生登記  遷徙登記  

16 
為之  
未能確定時 婚生子女依父姓登記  

  

17 
 特殊原因 

 
正 先後告知 

，應為更正

20 市大安區舉辦喜宴。關於兩人之結婚登記，

區戶政事務所或臺中市豐原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21 ？ 
戶長 撫養人 

一致，空白國民身分 ，一律由內政部統一

身分證之義務  

23 
身分證 甲得向任 政事務所申請補領國民身分證  

務所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

24 
書 

  

，無須換領  
領 

26 
求 因辦理戶口查對校正 經戶政事務所主任核可 

履行或債務

未成年子 死亡宣告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登記 
關於戶籍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戶籍登記之申請，得以網路向戶政事務所

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 ，

無依兒童之出生登記，得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為申請人

法院裁判離婚確定者，離婚登記得以當事人之一方為申請人 
張姓民眾之名因與「指甲」諧音，依法得以下列何項理由，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改名？ 
字義粗俗 字義不雅 音譯不雅 

18 依戶籍法施 定，戶籍登記之申請手續不全有數項者，戶政事務所應如何處理？行細則規

一次告知補 依其重要性 分次告知 逕予退件 
19 依戶籍法規定，關於戶籍登記變更、更正、撤銷及廢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登記事項有變更時 之登記  
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應為塗銷之登記  
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變更之登記  
戶籍登記事項嗣後不存在時，應為廢止之登記 
甲男設籍高雄市三民區，乙女設籍臺中市豐原區，兩人於臺北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人應向高雄市三民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兩人應向高雄市三民

兩人應向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兩人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依戶籍法規定，兒童出生登記之申請人，不包括下列何者

祖父 姑姑  
22 有關國民身分證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求格式 證 印製  
有戶籍國民年滿 14 歲者，有申請初領國民

初領國民身分證， 本人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由

換領國民身分證，應由本人親自為之 
甲用餐時，因不慎打翻熱湯導致其國民身分證毀損，要如何處理？ 
甲僅得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領國民 一戶

甲僅得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 甲得向任一戶政事  
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之證明書，不包括下列何者？ 
死亡證明書 結婚證明書  徙紀錄證明書 姓名更改紀錄證明遷

25 戶口名簿記載之事項若有變更時，應為如何處理？ 
申請換領戶口名簿

自行修改內容  
僅需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變更檔案內容即可

以身分證的內容為準即可，無須換

依戶籍法規定，戶籍資料得攜出保存處所之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因避免天災事變 因其他政府機關要

27 下列何者不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戶籍資料或交付戶籍謄本？ 
債權人基於契約未 未清償向戶政機關調閱債務人之戶籍謄本  
同為公司行號之股東或合夥人，且為執行職務所必要  
訴訟繫屬中之兩造當事人  
家族為編撰族譜向戶政事務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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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依戶籍法規定，各級戶政主管機關及各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時，應查記 15 歲以上人口之下列何種資料？ 
入出國時間及次數 

29 業及新生名冊之通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機關  上學校有通報

縣（市）  
31 清查之區域及期間之訂

）政府 央主管機關備

鎮、市、區）公所備查 
32 

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 
 

照顧機構者 
34 在服刑完畢後

2 年 
35 

可以申請 可以申請 與乙共同申請 均得申請 

 
起  

姓氏後，戶政機關對已從其姓子女之處置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面催告子女申請變更姓

名條例處以罰鍰  

38 名之取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姓氏之前  

39 

其參與公民投票案之連署 
記或取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名 
同時登記原住民傳統

名之習慣 

經濟收入情況 教育程度 職業類別 
依戶籍法規定，關於學校編造當年畢（結）

各級學校均有通報義務  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新生名冊，得免通報  
應通報地方主管 各級中等以 義務 

30 戶口清查，以戶為單位，依下列何者編組？ 
戶數及道路名稱  區或鄉（鎮、市） 村（里）鄰及門牌號碼

依戶籍法相關規定，關於戶口 定，其權責機關及流程為何？ 
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由直轄市、縣（市 訂定，報中 查  
由鄉（鎮、市、區）公所訂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  
由戶政事務所訂定，報鄉（

人民因違反戶籍法而應依該法受罰鍰時，應由何機關為處分？ 
內政部  直轄市或縣（市）地方政府警察局  
戶政事務所  

33 下列何者遷出原鄉（鎮、市、區）3 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服兵役者 國外就學者 入矯正機關收容者 入住長期

甲因殺人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確定， 幾年方得申請改名？ 
10 年 5 年 3 年 
甲被乙收養時，由收養人乙辦理收養登記。嗣終止收養，由甲辦理登記。關於甲因終止收養之改姓，由

何人申請？ 
只有甲 只有乙 應由甲 甲或乙

36 依姓名條例規定申請改姓、冠姓、回復本姓、改名、更改姓名或更正本名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自何

時發生效力？

溯及至初次登記日 自申請登記之日起  
自戶籍登記完成之日起  自戶籍登記完成之日後第 30 日起 

37 當事人變更自己

子女未隨同變更姓氏，得書 氏登記  
催告後仍不申請者，依姓

戶政機關限期命子女申請變更姓氏登記，逾期未變更者處以怠金  
戶政機關可直接為變更登記 
已歸化中華民國之美國人 John Doe 欲辦理戶籍登記，關於其姓

可用英文姓名辦理戶籍登記  
應依其母國習慣，將名字置於

其戶籍登記上之姓氏與名字之間，不得以空格作為區隔  
其戶籍登記上之姓名，第一個字母都應大寫 
藝人甲於下列何種場合得使用其藝名？ 
其所擁有之土地所有權狀 其學歷文憑  
其在報紙上之投書  

40 依姓名條例，關於中華民國國民姓名之登

國民須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  
臺灣原住民登記姓名時，必須 姓名與漢人姓名  
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登記姓名時，依其文化慣俗為之  
與外國人結婚之國民所生子女中文姓名之取用，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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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依原住民身分法之規定，原住民之族別認定辦法由何機關定之？ 

42 關

備原住民身分  

住民身分 
43 敘述何者正確？ 

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

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

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域者  

復後遷至平地行政區

 
44 具原住民 如擬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應向何機關申請？ 



45 依原住民 分法，關於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得

申請喪失者，得於   
，得於該法

46  

 失原住民身分  

 

分  
且從父姓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住民身分 

之

49 
40 歲 

官起訴後，為法院判處 10 改名？ 
被起訴時起 被法院裁定羈押時起 自有罪判決確定之日起 法律並無限制

行政院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立法院 
依原住民身分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該法施行前，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且已死亡者，

於其婚生子女原住民身分之有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一律具備原住民身分  
一律不具

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設籍於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之原住民族地區者，取得原

有關原住民身分之認定，下列

山地原住民為臺灣光復前原籍在

住民者  
平地原住民為臺灣光復後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

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

山地原住民為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

住民，且於光復後繼續居住於山地行政區

平地原住民為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

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但於光

域內者

身分之甲，與不具原住民身分之乙結婚，甲在婚後

甲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甲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內政部民政司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身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而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得於婚姻關係消滅後申請回復之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而申請 於收養關係終止後申請回復之  
未滿 20 歲，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而 年滿 20 歲後申請回復之

依原住民身分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該法施行前，因自願拋棄喪失原住民身分者

施行後申請回復之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後，有關其原住民身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夫妻雙方得約定非原住民之一方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  
非原住民之一方當然取得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之一方當然喪

除原住民身分法第 9 條另有規定外，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47 依原住民身分法，關於原住民非婚生子女之身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婚生子女之生父或生母為原住民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非婚生子女之生父非原住民，經具原住民身分之生母認領者，取得原住民身

非婚生子女之生母無原住民身分，經該子女之原住民生父認領後

具原住民身分之非婚生子女，經該子女之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者，一律喪失原

48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有關兩人結婚所生子女之姓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未成年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協議之 成年後依子女個人意願取得或變更

未成年時變更從姓，無次數限制 成年後取得原住民傳統名字，以一次為限 
未滿 7 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幾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20 歲 25 歲 30 歲 

50 甲涉嫌殺人罪，被法院裁定羈押，檢察 有期徒刑 年確定。甲自何時起不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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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釋字第 728 號解釋意旨，祭祀公業係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

體。其設立及存續，涉及設立人及其子孫受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但與下列何者無涉？ 
結社自由 財產權 契約自由 宗教自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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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以報考人曾因車禍犯過失傷害罪，

受拘役 50 日之宣告為由，否准其報名參加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班招生報考，依司法院釋字第 715 號

意旨係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3 法律規定「本法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主管機關於施行細則中，規定違反施行細則所定事項

者，處新臺幣 500 元以上，3,000 元以下之罰鍰。但母法並無此等罰鍰之規定。主管機關在施行細則訂定

罰則，可能牴觸何種原則？ 
平等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4 下列何者非屬法治原則之內涵？ 
權力分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違憲審查制度 國家元首採總統制 

5 關於憲法上不信任投票的程序與效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以無記名投票表決  
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出辭職  
不信任投票通過後，行政院院長得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6 關於釋憲案件暫時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司法院大法官因非審判機關，與民事或行政訴訟不同，無暫時處分之權限  
為確保司法院憲法解釋之實效性，應容許憲法上有暫時處分之保全制度  
憲法疑義之持續事實上不會對重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之損害，應不准暫時處分  
戶籍法要求按捺指紋始得請領換發身分證件之規定，大法官曾以暫時處分暫停執行 

7 司法院大法官之權限不包括何者？ 
統一解釋法令 政黨違憲解散之審理 副總統彈劾之審理 公務人員之懲戒 

8 法律所規範較屬於地區性、特別性與例外性之事項者，通常以下列何種名稱命名？ 
特別法 律 通則 條例 

9 嘉義縣番路鄉公所依職權訂定之自治規則，原則上應於發布後如何處理？ 
僅函報嘉義縣政府備查  
分別函報嘉義縣政府及縣議會備查  
僅函送嘉義縣議會備查   
分別函報嘉義縣政府備查及函送番路鄉鄉民代表會查照 

10 關於類推適用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法條所稱「準用」與類推適用相同 得藉由類推適用，取得處刑之依據  
類推適用的前提是法律有漏洞存在 類推適用不是法律補充方法 

11 電影院門口公告：「禁止帶炸雞進入」。若觀眾甲要帶炸排骨進入電影院，甲需要對「禁止帶炸雞進入」

的規定，運用下列何種解釋方法？ 
類推適用 準用 反對解釋 擴張解釋 

12 下列關於普通法系特徵之敘述，何者錯誤？ 
較重視程序法則 區分公法與私法 區分普通法與衡平法 以判決先例為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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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何者不須另經法院承認，即可發生效力？ 
學說 法理 

14 依法行政原則 ？ 
行政行為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15 ？ 
 行政命令 外國學說 

16 法及司法院解釋 下列關於信賴保護 正確？ 
 

題  

17 人民權益損害 少者。係何種法律原則之表現？ 

18 列敘述何

得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  
 

19 述何者正確？ 
施行日期  

20 務者認以不處罰為適當而免予處罰者，得施以下列何種措施？ 

21 罰法裁處權之時效  
 

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22 
認行政處分違法  

 
23 力能於行政救濟過 政法院提出何種聲請？ 

24 程序之行政訴訟 何者正確？ 
 

 

25 
 

要  

再審之訴 
26 

為之  
法院公告處，以為送達  

屬  

自治規則 習慣 
下列何者非屬 之內涵

法律優位  
行政行為具有自主執行力 法律保留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法之法源

習慣法 憲法

依行政程序 意旨， 之敘述，何者

裁量性行政規則因未直接對外發生效力，故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違法授益處分之受益人，均得主張信賴保護  
行政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而停止適用者，不生信賴保護問

行政法規經廢止者，皆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行政行為有多種同樣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關於自律規則，下 者正確？ 
對人民具有直接效力  
不生與上級法規牴觸之問題 得由地方立法機關訂定並發布 
關於法律與命令之廢止，下列敘

法律或命令之廢止，得僅公布或發布其名稱及

命令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法律或命令之廢止，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失效 
法律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 
依行政罰法規定，對違反行政法上義

沒入 公布姓名或商號名稱 易服勞役 糾正或勸導 
關於行政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3 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因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時效自

因天災、事變或依法律規定不能開始或進行裁處時，時效不停止進行  
時效自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日起算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訴訟法第 6 條所定確認訴訟之標的？ 
確認行政事實存在  確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與否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希望該處分之效 程中暫時停止，得向行

假執行 停止執行 假處分 假效力 
關於經訴願 ，下列敘述

駁回訴願時，應以訴願機關為被告機關 
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時，應以高等行政法院為被告機關 
駁回訴願時，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機關  
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時，應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被告機關 
關於提起行政訴訟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提起撤銷訴訟時，不得合併請求損害賠償 
提起公益訴訟，無須以原告自己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為必

提起行政訴訟無須繳交裁判費  
逾原判決確定 5 年後，仍得以原確定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事由提起

下列關於訴訟文書送達之敘述，何者正確？ 
送達，除別有規定外，由法院書記官依職權

應受送達人拒絕受領而無法律上理由者，應將文書置於

送達於住居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完整訴訟能力之受僱人或同居家

應為送達處所不明時，法院應依書記官之聲請，裁定為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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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訴第二審之上訴狀如未表明下列那一事項，經命補正而不補正，原審法院不得以裁定駁回其上訴？ 
對該判決上訴之陳述  

28 誤？ 
證券 

，法院得不調查證據 
29 確？ 

 
外，以闡明訴訟關係為止  

30 
  

 

31 
留置權 通行不動產役權 

？  
者，債務人 任 

權人得拒絕其給付  

33 
嗣後客觀不能 

A 屋漏水 負修繕義

 

出所有之裝潢費用 
35 留於該不動產者，不動產出租人對於

地上，擅自建築 B 屋，並於屋旁種植一棵椰子樹。關於 B 屋及椰子樹的所有

述，何者正確？

為甲 B 屋及椰子樹的所有權人皆為乙 
37 

其相互間互負扶

平均分擔義務  

當事人  第一審判決及

上訴理由  第一審判決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 
下列關於民事小額訴訟程序之敘述，何者錯

限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  
限於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者 
得使用表格化訴狀  
調查證據所需時間 事人之請求顯不相當者、費用與當

關於準備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

當事人一造未於準備程序到場，法院得依職權為一造辯論判決 
除另經法院命於準備程序調查證據者

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均得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再為主張  
法院不得於準備程序期日，使當事人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 
關於胎兒之權利能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胎兒出生若為死產，則法定解除條件成就， 及不發生效力溯

胎兒具有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 
若胎兒生父遭人撞死，胎兒得請求加害人為損害賠償  
胎兒之權利能力僅限於利益保護之事項 
下列何者可適用時效取得之規定？ 
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 抵押權 

32 下列關於民事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 不負遲延責  
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

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  
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不 遲延責任 負

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無效，所稱之不能，是指： 
自始主觀不能 自始客觀不能 嗣後主觀不能 

34 甲向乙承租 A 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非可歸責於甲， 時，原則上由乙 務  
A 屋之房屋稅，原則上由乙負擔之 
原則上甲可將 A 屋一部轉租給友人丙  
甲將 A 屋裝潢得美侖美奐，當租約終止時，甲得向乙請求當初所支

依民法規定，不動產出租人就租賃物所生之債權，對於承租人之物

該物，有下列何種權利？ 
地上權 撤銷權 留置權 所有權 

36 甲未經同意，於乙所有的 A
權，下列敘  

B 屋的所有權人為甲，椰子樹的所有權人為乙 B 屋的所有權人為乙，椰子樹的所有權人為甲 
B 屋及椰子樹的所有權人皆

下列關於扶養義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 養之義務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

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  
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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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被繼承人甲，僅有一法定繼承人乙，乙在繼承開始後 1 個月所為之拋棄繼承，應以下列何種方式，始生效力？ 

39 
之情，仍得成立幫助犯 

勢、鼓舞）亦得成立幫助犯 
40 書罪。依據實務見解，兩

之嬰兒 A，但由於產後身體虛弱，遂請其姊乙將 A 溺斃於澡盆中。依據我國實務

何罪？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失之行為

  
  

43 
定人 通譯 

人？ 
 理人 輔佐人 

確實所負之債務，故自己另外製作一內容相同之契約紙

見解，下列敘述 ？ 

己之行動電話中。依實務見解，甲成立下列何罪名？ 
偽造

意而將

改變更，甲 ？ 

委員，與乙公司負責人 A 約妥，在甲之合法職務權限內

案，並於 付酬金。 。甲

49 同正犯之論罪，何者

同正犯即應論以未遂  
正犯  

50 
對於賭博性電玩店進行取締之行為  

員之採購行為 

以書面契約並經公證，表示拋棄繼承之意思  
以書面契約並有 2 證人證明，至戶政機關辦理拋棄繼承之登記  
以書面向法院為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  
以口頭向其他共同繼承人表明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 
關於幫助犯之敘述，下列何者與我國刑法的規定不符？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受幫助之他人雖不知幫助

受幫助之正犯著手實行後，幫助犯始得加以處罰  
幫助犯按正犯之刑處罰之  
心理幫助行為（例如以言詞對正犯於著手實行時加以助

甲為行使之用而偽造文書，偽造之後進而行使，成立偽造文書罪與行使偽造文

罪為何種競合關係？ 
吸收關係 特別關係 擇一關係 排他關係 

41 甲決意殺死自己甫生產

見解，乙成立

殺人罪之正犯 殺嬰罪之幫助犯 殺人罪之教唆犯 殺人罪之間接正犯 
42 關於刑法上故意、過失

非出於故意、過 ，不具可罰性  
對於相同的客觀犯罪事實，故意犯之處罰重於過失犯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只要有預見者，即依故意犯處罰之

若未設有對過失犯處罰之規定者，即僅處罰故意行為 
下列何者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無具結義務？ 
證人 輔佐人 鑑

44 刑事訴訟審判中，下列何者不得直接詰問證

自訴人 檢察官 被告的代 被告的

45 甲因遺失其與 A 締結契約之正本，為請求 A 清償

本。依實務 何者正確

甲成立偽造私文書罪 甲成立變造私文書罪 甲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甲不成立犯罪 
46 甲將他人行動電話之序號與內碼盜拷至自

偽造署押罪 偽造私文書罪 變造準私文書罪  準私文書罪 
47 公務員甲對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為正確登載後上呈給上級公務員乙，甲待乙批示後再趁乙不注

公文內容予以塗 成立下列何罪名

偽造公文書罪 變造公文書罪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48 甲擔任某政府機關興建工程之標案所遴選之評選

協助乙公司取得標 甲解任後，再給 乙得標後，果依約行事 所為應如何論處？ 
對於職務上行為要求賄賂罪 對於職務上行為期約賄賂罪  
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 圖利罪 
依照我國實務見解，下列關於共 錯誤？ 
共同正犯中一人著手，其他共  
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

過失犯不能成立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之成立，以參與者間有明示的犯意聯絡為必要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 121 條公務員普通賄賂罪之「職務上之行為」？ 
陪席法官參與審判之行為 警察

市府約聘路邊停車收費員之收費行為 公務機關總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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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選項，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這次游泳決賽中，奪金牌呼聲最高的小趙「不孚眾望」，贏得冠軍

小張撰寫公文時總是「文不加點」，該斷句不斷句，易使讀者困惑

昨日萬安演習時，「萬人空巷」，平時熙來攘往的街道顯得十分安靜

老李一向工作認真，「求全責備」，成效也很好，因此深得主管賞識

2 下列文句空格內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知縣此時如小兒初聞霹靂，無孔可鑽，只得同獄官到牢中參見李學士，叩頭哀告道：「小官□□□□□□，

一時冒犯，乞賜憐憫！」

百聞不如一見 敢怒而不敢言 如入無人之境 有眼不識泰山

3 下列文句與詞語的配對，意義最相近的選項是：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為德不卒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諱疾忌醫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用兵如神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無為而治

4 《禮記‧祭義》：「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

盡也。」上文所述，與那一個成語的意思最為相近？

溫故知新 慎終追遠 血濃於水 克己復禮

5 下列各組哀輓用語，搭配不恰當的選項是：

天喪斯文／輓學界 甘棠遺愛／輓政界 桃李興悲／輓商界 國失干城／輓軍界

6 中式橫式信封，應自左向右書寫，受信人的地址、姓名，應寫在信封的何處？

中央 右上方 左上方 左下方

7 「白髮未成歸隱計」是一首律詩對仗句的上聯，下列選項可以作為下聯的是：

紫陌詩情依舊在 青衫儻有濟時心 紅袖青娥留永夕 黑雲吐出新蟾蜍

8 「當其乘勢起於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其興之暴莫之與京。然而垓下之戰，

一敗遂至不可收拾。」上述文字評論的歷史人物為：

陳勝 張耳 項羽 樊噲

9 對先秦各家思想的主旨，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儒家：君臣並耕，足食足兵 道家：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

法家：講信修睦，選賢與能 墨家：兼愛非攻，獨善其身

10 「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所以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

下列能深明功成身退的歷史人物是：

韓信 范蠡 蕭何 李斯

11 下列文人據其言行，誰最適合擔任「竹製品」代言人？

陶潛 林逋 周敦頤 蘇軾

12 古典詩歌中常透過聲音來描寫幽靜，例如：「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下列選項，何者寫法最相近？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 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13 《韓非子》：「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以上故事揭示，進行判斷時，可能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

財富多寡 親疏遠近 得失損益 發生時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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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選項，何者與引文的主旨最相近？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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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孟子‧離婁下》）
下列選項，最接近孟子對子產批評的是：
施恩百姓，但不諳政治利弊 雖然愛民，但不明施政重點
德行甚佳，但不知任用賢能 受民愛戴，但不懂恩威並濟

16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王維〈送別〉）
本詩的意旨，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婚姻 親情 歸隱 修道

17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
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蘇軾〈臨江仙〉）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詞旨？
開懷飲酒的心境 回歸自然的嚮往 捕魚營生的快意 汲汲功名的努力

18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
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世說新語‧傷逝》）
王子猷奔喪反應前後相異，最主要的原因是：
受道家思想影響崇尚無為 自身亦病篤無法過度反應
為琴弦之不調而更加感傷 死訊未明前不便流露悲痛

19 曹操曰：「今歲荒乏糧，軍士坐守於此，終非良策。」荀彧曰：「不如東略陳地，使軍就食汝南潁州，黃巾
餘黨何儀、黃邵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
悅，乃順天之事也。」（《三國演義》）
荀彧對曹操提出的戰略，就《孫子兵法》而言，下列選項最符合的是：
兵貴速，不貴久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20 公職人員應該具備「以身作則」的態度。下列選項，不符合此意的是：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
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

21 長吉（李賀）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
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瓕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
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李商隱〈李長吉小傳〉）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李賀原本抗拒天上差事，但後被說服，樂而前去 李賀之所以被召喚，乃天帝需要他解讀太古篆文
李賀的才華連天上都稀少，故天帝召為玉樓作記 由於對書板文字不能解讀，李賀一開始拒絕奉召

22 「很多人因為出身貧窮之家，覺得自己在人生的起跑點上就落後人家一大截而自怨自艾；但卡內基卻認為他
繼承了『最豐厚的遺產』，因為貧窮使他體會父母的辛勞，孳生改善生活、努力上進的雄心，同時珍惜每一
個機會，就是靠著這個『遺產』，使他在後來勝過所有的富家子弟。」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與本文主旨最接近？
心靈的富足，遠比物質富裕可貴 貧窮會遺傳，所以要致力於脫貧
從正向思考，劣勢能翻轉為優勢 將貧窮視為遺產是一種自我安慰

23 英國思想家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巧慧，數學使人精細，物理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高尚，
邏輯修辭使人善辯。」下列選項與此意旨最接近的是：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讀書好 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長才

24 「有一種寂寞，茫茫天地之間『余舟一芥』的無邊無際無著落，人只能各自孤獨面對，素顏修行。」下列詩
句中，與此種情境最不相符的選項是：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萬事銷身外，生涯在鏡中。唯將兩鬢雪，明日對秋風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25 「以左手拿起裝相思樹種籽的灰色布袋，借牙齒幫忙解開結頭，然後把種籽一把一把灑在身子周圍；他還灑
兩把在那個屍體附近，其中十幾粒還掉在臉上，胸腹上。當雨水來的時候，有些種籽會發芽。當春天來的時
候，這裡是一片相思樹苗了。當我的呼吸停止，就是我回到大地的時候；我的軀體與大地合為一體，我將隨
著春天的樹苗，重臨人間。」
下列選項最接近上文旨趣的是：
樹倒猢猻散 我不在，樹在 樹欲靜而風不止 食果子，拜樹頭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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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果我問你戰爭，你會引用莎士比亞的話，但你不知道戰友死在你懷裡的感覺；如果我問你愛情，你會引
用十四行詩，但你不知道擁她入懷的幸福。就像養父虐待了你，你覺得我會因為讀過《孤雛淚》，就了解你
的痛苦嗎？」
下列選項最能表達此段文字意旨的是：
人對戰爭和愛情一無所知 文學作品能充分表現真實人生
生命不能用知識來理解，必須實際去體會 文學雖美，但會阻礙人對於實際生活的體驗

27 「在原始部落中，老者信誓旦旦地說：『在遙遠的那個夜晚發生了那些事，這是祖先口耳相傳到今日的傳統』，
部落很信任傳統。今天書本就是我們的老者。我們明知道書本常有錯誤，但還是願意認真看待它們。我們要
書本將我們短暫一生無法累積的記憶交給我們。我們無法體會的是，文盲（或那些識字但不閱讀的人）的人
生只有他自己，而我們卻能經歷了許多人的人生，因此富裕。」
上文中「今天書本就是我們的老者」，其主要原因是：
老者常記錯事情，書本也是 書本能記載遙遠過去的事情
書本與老者一樣，皆塵封已久 今人對書本的質疑就像老者對傳統的質疑

28 承上題，文中說「我們卻能經歷許多人的人生」，其原因為何？
藉由書本的累積來增加財富 藉由書本來強化我們記憶力
藉由閱讀書本體會他人生命 藉由閱讀活化腦力以臻長壽

29 「由於臺北濕冷多雨的緣故，冬天走來，聲音印象特別深刻，師大路鋪著紅磚，多雨浸漬之後，方磚總是高
低不齊，腳踏其上，先是滋地一聲雨水滲出，之後，又是紅磚濕軟地浮起，剝地一聲像輕聲的嘆息，一起一
伏，若不是靜心聆聽，就錯過這般天籟。手把一傘，傘下就是一個世界，小小的宇宙，以及宇宙下的聲音，
與街景外喧嘩的人群、店家的音樂，形成二重奏。」
根據上文，傘下的小宇宙有何引人入勝之處？
發現原來拼湊的紅磚地，竟是如此不穩、多變如人生遭遇
人群的喧嘩與店家的音樂，可激勵作者在傘下沉悶的心情
可瞧見高低不停的方磚，在多雨浸漬之後，別具鮮明清新之美
由於靜心聆聽，讓雨下紅磚的動與聲連結周遭情境，別具意趣

30 「當人由經驗中知道某事時，經驗也同時讓他意識到他還不知道什麼。」下列選項最接近文意的是：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從挫敗中，人能獲得成長
「經驗」可以把生命中所有的未知變成已知 「經驗」是「知」與「不知之知」的雙向體會

31 「對人文素養最可怕的諷刺莫過於：在集中營裡，納粹要猶太音樂家們拉著小提琴送他們的同胞進入毒氣
房。一個會寫詩、懂古典音樂、有哲學博士學位的人，不見得不會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個真正認識
人文價值而『真誠惻怛』的人，也就是一個真正有人文素養的人，我相信他不會違背以人為本的終極關懷。」
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上文意旨？
擁有人文知識意味著擁有人文素養 人文素養的核心即以人為本的精神
有人文素養不保證不會變成殺人魔 即使送入毒氣室亦應享有藝術人文

32 「只有從深具地域特性的亞洲本土文化中，才能提煉出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使亞洲的大學青年不致在『霸權
文化』的衝擊中慘遭滅頂。愈深入亞洲本土的文化，就愈能走向全球化；愈特殊的文化遺產，就愈能夠普世化。」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意旨？
主張亞洲團結合作，對抗西方霸權 主張深入並發揚亞洲本土文化價值
反對全球化，主張在地化與傳統化 反對鎖國主義，主張全面的國際化

33 無隸屬關係的較低層級機關行文給較高層級機關，例如內政部行文考試院，其稱謂語為：
貴院 鈞院 大院 本院

34 文學院對校長室發文，其「期望或目的語」正確的是：
請鑒核 請查照 請惠允見復 請查照見復

35 法務部行文立法院併有附件時，所使用之公文用語，下列何者最恰當？
檢陳／請鑒核 檢送／請查照 附陳／請核准辦理 附送／希辦理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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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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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下列文句中的謙詞，使用恰當的選項是：
明日請來寒舍一敘 在府上叨擾多日，非常感謝
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多向您垂詢 敬奉拙作一冊，請您拜讀後不吝賜教
這件事超出我的能力，我只能敬謝不敏

37 下列使用否定詞的文句，合乎邏輯的選項是：
為什麼不允許我不吃飯，我真的一點都不餓 除非你先把功課寫完，否則我不讓你出去玩
大家都期待這次聚會，我不相信沒有人不來 比賽的日期就要到了，我們不得不加緊練習
股市突然大幅下跌，投資大眾無不愁眉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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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詞語，用以表達年紀的選項是：

佝僂 耄耋 垂髫 總角 杖期

39 上（高祖）常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

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史記‧淮陰侯列傳》）

下列選項「」中，何者是「統率、領軍」的意思？

言諸「將」能不 如我能「將」幾何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40 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不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論輒數百言，眾不能屈。甚者謂：「天變不足畏，祖

宗不足法，人言不足恤。」罷黜中外老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年。（《宋史‧王安石傳》）

依據上文，下列對王安石性格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善於論辯 慮周行果 強硬剛愎 敬天愛民 老成自命

41 美國羅斯福總統名言：「榮耀不屬於批評的人，也不屬於那些指責落難勇士，或挑剔別人哪裡該做得更好的

人。榮耀是屬於站在競技場上的勇者，屬於臉上沾滿塵土與血汗而英勇奮戰的人。他知道最好的結果是功成

名就，即使不幸落敗，至少他放膽去做了。」

下列那些文句的意旨能與此相呼應？

雖敗猶榮 滿招損，謙受益

一將功成萬骨枯 勝不驕，敗不餒

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

42 詩詞作品常運用以情感為基礎的「移情作用」，豐富詩詞的內容與意境。下列句子，運用「移情作用」的是：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

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枕前發盡千般願，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

43 「如果我不小心活過七十，且幸運地能坐在一棵大樹下對著瀟灑的陽光回憶一生，但願在憶及創作生涯時，

我的臉上有五、六隻蝴蝶吮著，笑容如花之故。那是因為，我始終未丟棄諾言，以純粹的心面對創作，把生

命當作墨條，慢慢在時間這塊大硯上磨盡。文學就是文學自己，我已不願理會文學存亡的爭辯或留意瞬息萬

變的風潮，但我願意安靜、沉潛、追尋，希望我的作品至少有一頁，能安慰不知名時間裡一個不知名者的靈

魂，若那時大寒，我的字裡行間令他有了暖。那麼，屆時七十歲的我就可以慢慢抬頭望天，與大化相視一笑。」

依據文意，下列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以純粹的心面對創作」反映作者的文學創作觀

「我的臉上有五、六隻蝴蝶吮著」形容作者的欣喜

「與大化相視一笑」代表作品已臻化境，無懈可擊

「我的字裡行間令他有了暖」透露作者對讀者的期許

「我已不願理會文學存亡的爭辯」表示作者不再追尋文學生命的永恆

44 下列選項所描寫的人民苦難，那些屬於天災？

天眼非真閉不開，豈容旱魃久為災。綠章擬奏通明殿，乞得蒼穹一笑來

三農相顧嗟不已，萬頃禾苗瀕枯死。甘霖何日沛然來，一濟群生遍遐邇

滄海揚波艦沒水，大砲轟天人化塵。堆骨如山血流水，敵輕生命何不仁

槍炮飛紅雨，子彈散流星。飛機潛水艇，海陸肆爭衡。兩軍相接處，人命比毛輕

谿水日以落，澗泉竭山隈。秧或不得分，蔗或不得栽。甚至烹茶水，數里獲一杯

45 「個人的時間有限，不可能上窮碧落下黃泉，找到每樣東西的源頭，我們勢必得求助於書籍、紀錄、文章、

演說或多媒體平台，從中找出重要的知識和論點加以整合和評估。我們要避免的是不加思索地接收資訊，或

消極地接受某些標準。這類粗糙的道德準則很容易在我們未能停下來檢視事實時，就讓我們誤以為自己做了

正確的選擇。」

下列選項，何者與本段文字強調的重點相同？

學而不思則罔

與其好思而不學，不如好學而不思

學習後經過思考而得出結論，可減少錯誤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知識的取得有賴群體合作，故當雅納他人之言，避免剛愎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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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法規範之性質與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規範有國家公權力作為後盾 法規範可透過權威機關之強制力獲得實現

法規範之效力等同於法規範之實際效用 法規範得以形成秩序與實現自由

2 有關我國法律之演進與發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7 世紀之前，在臺灣居住的原住民族各有其部落習慣法則

臺灣法制的西方化，開始於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臺灣現行法體系大部分是國民政府遷臺後引進的中華民國法體系

臺灣建立近代式法院制度，始於日本統治時期

3 下列何者為「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意義？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

法律

案件經裁判確定，當事人即不可對之再提起同一訴訟

法院不得以法律違憲為由，拒絕裁判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4 下列何者為法律解釋方法中之「歷史解釋」？

基於對事理的認識，將某些法律未明文之事項，認為當然包括在內

從立法資料或檔案探究立法者之真意

比較外國立法例或外國法院判決，以解釋法律

條文若文義過寬，以限制之方式縮小其適用範圍

5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有關法規之施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應規定施行日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日期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 7 日起發生效力

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之次日發生效力

命令不得授權以其他命令規定施行日期

6 法律只能適用於實施後所發生之事項，不能適用於實施以前已發生之事項，稱為下列何種原則？

從新從優原則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從舊從新原則 平等原則

7 依司法院釋字第 699 號解釋，關於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吊銷其駕照及所持各級車類駕照，並禁其 3

年內考領駕照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規定對於人民的行動自由、工作權造成限制

此規定的目的在促進道路交通安全，保護大眾權益，與適合性原則相符

此規定為促使汽車駕駛人接受酒測，杜絕駕駛人僥倖心態，且尚乏可達成相同效果之較溫和手段，與

必要性原則相符

衡量酒駕對公共安全及對他人及駕駛人自身生命、身體造成之危害，相較對駕駛人之基本權利之限制，

兩者非顯失均衡，符合狹義比例原則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內涵，不包括下列何者？

目的正當性 手段必要性 限制妥當性 方法效率性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非憲法權力分立及制衡原則之展現？

立法院不得調閱偵查中案件之卷證

立法院行使立法權不得逾越司法院所為之憲法解釋

隸屬行政院之獨立機關，行政院至少應得決定其部分人事

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不受刑事上之訴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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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有關政府體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央之行政權由總統與行政院共同享有

中央之立法權由立法院行使

司法審判權採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不同審判體系

中央與地方均有行政、立法與司法權

11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規定，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任期 8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 並為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不得連任 非憲法第 80 條規定之法官

12 依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集會遊行自由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為保障集會自由，國家應在法律規定與制度設計上使參與集會、遊行者在毫無恐懼的情況下行使集會

自由

集會自由旨在保障人民以集體行動之方式和平表達意見，與社會各界進行溝通對話，以形成或改變公

共意見，並影響、監督政策或法律之制定

為兼顧集會自由保障與社會秩序維持，緊急性集會遊行不受憲法第 14 條保障

為保障集會自由，國家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採取有效保護集會之安全措施

13 關於行政法上之國家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責任蘊含有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涵

國家為實現公共利益造成人民權益受損，如造成特別犧牲，應予補償

國家責任包括行政損失補償與國家損害賠償

行政合法行為所造成人民之損失，均屬人民所應自為承擔之社會義務

14 關於行政法上比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與憲法第 23 條有關 行政行為應考量行政成本

行政機關選擇之手段，應能達成行政目的 禁止對人民之權益造成過度之侵害

15 關於行政裁量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出現裁量收縮至零之情形時，即屬裁量瑕疵

行政機關逾越法定裁量權所作成之行政處分，係屬違法而得撤銷之

行政法院得就行政機關裁量權是否合法行使予以審查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不得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16 藥師法第 11 條規定：「藥師經登記領照執業者，其執業處所應以一處為限。」未設必要合理之例外規定，

已對藥師執行職業自由形成不必要之限制，係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平等原則

17 有關行政法上之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所採取之手段與所追求之目的之間必須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是法治國原則之派生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與比例原則皆有禁止手段濫用之意涵

行政程序法中僅就行政處分之附款明文規定此一原則

18 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規定：「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為下列何種原則之表現？

平等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生存最低保障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19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主管機關對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因幾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15 年  10 年  5 年  2 年

20 有關公務員之懲戒，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記過或申誡之處分有行使期間之限制 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之懲戒，以出於故意者為限

對離職人員亦得予以懲戒 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採法庭化之審議方式

21 關於公有公共設施之國家賠償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以人民有一般使用權之公共設施為限

須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不限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所有之設施

須公務員設置或管理公共設施有故意過失造成人民權益損害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修憲機關不得違反的修憲界限，不包括下列何者？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領土完整原則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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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甲申請核發藥局執照，遭主管機關否准，應提起何種之訴訟？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無效確認訴訟 違法確認訴訟

24 依行政訴訟法規定，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前，應踐行何種程序？
請願 訴願 陳情 抗告

25 下列何者不得請求國家賠償？
某民宅因建管機關公務員之疏失，遭誤認違建而拆除
因市立公園之運動設施欠缺維護導致兒童受傷
檢察官濫權起訴，犯職務上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因不可抗力（颱風、地震）導致路樹倒塌而壓毀民宅

26 下列關於民事第一審起訴之敘述，何者正確？
被告無訴訟能力，且無法定代理人時，原告於起訴時，應為被告聲請特別代理人，並預先代墊特別代

理人之酬金，始符合起訴成立要件
由訴訟代理人代原告起訴，而於言詞辯論期日前，未繳交委任狀者，法院應定 10 日不變期間命其補繳

委任狀，否則該事件由書記官逕行簽結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原告起訴後未繳裁判費者，書記官應逕以起訴不合程式，直接裁定駁回之

27 有關民事訴訟之訴訟代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當事人本人死亡，訴訟代理權即消滅
訴訟委任之終止，於通知法院時，即發生終止效力
訴訟代理之委任，原則上每審級均應重新再委任

28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當事人能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胎兒關於其可享受之利益或應負擔之不利益，均有當事人能力
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無當事人能力
滿 20 歲之人，無當事人能力
受監護宣告之人，有當事人能力

29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何？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少年及家事法院 地方法院

30 依民法規定，加工於他人之動產，而加工所增之價值顯逾材料之價值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加工物之所有權屬於材料所有人，加工人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還價額
其加工物之所有權屬於加工人，材料所有人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還價額
其加工物之所有權屬於材料所有人，加工人得依關於無因管理之規定，請求償還價額
其加工物之所有權屬於加工人，材料所有人得依關於無因管理之規定，請求償還價額

31 下列關於監護宣告之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因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者，法院應依職權曉諭其配偶後，逕為監護宣告之

裁定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達 18 個月後，法院應逕為裁定撤銷監護宣告
對於因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自己受他人之意思表示或自為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民間社福機構應主動

介入關懷，並為其申請衛生福利部為監護宣告之裁決
32 下列何種情形，依民法規定，在交易上認為重要之物之性質錯誤，而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

甲乙約定好，甲將其所有之 A 車出賣給乙，契約書上卻寫為 B 車
甲欲委請乙出售其所有之 A 車，卻將 B 車交給乙，丙買受之
甲認為其所有之 A 車為泡水車，賤價拋售之，實則 A 車未泡水，B 車方為泡水車
甲欲出售其所有之 A 車，卻於與乙洽談時，說成欲出售 B 車，乙欣然買受之

33 下列關於買賣契約之敘述，何者錯誤？
如契約未有訂定時，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移轉所有權時起，由買受人承受負擔
買賣標的物有瑕疵時，無論出賣人是否有可歸責之事由，均須負瑕疵擔保責任
買賣標的物有瑕疵時，買受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
債權或其他權利之出賣人，應確保其權利確係存在

34 甲男、乙女結婚經過 5 年，某日乙回家時，發現甲與丙女正在合意性交，抓姦在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至法院請求裁判離婚，法院應判決甲勝訴
乙至法院請求裁判離婚，法院應判決乙勝訴
丙至法院請求裁判甲、乙離婚，法院應判決丙勝訴
不論誰提起離婚訴訟，由於甲、乙之未成年子女丁，反對甲、乙離婚，法院應判決原告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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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3 歲甲女與 22 歲乙男同居後懷胎，而奉子女之命成婚。該婚姻效力為何？

該婚姻不得撤銷，因甲已懷胎 甲之法定代理人得撤銷該婚姻，因其未得同意

任何人均得撤銷，因未婚懷胎傷風敗俗 無效，因甲未達法定結婚年齡

36 甲有子女乙丙丁戊，分別為 6 歲，14 歲，18 歲，22 歲，下列關於遺囑能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戊為遺囑，應得甲之同意 丁為遺囑，未得甲之允許，效力未定

丙不得為遺囑 乙為遺囑，應由甲代理

37 甲未經乙同意，擅自公布乙之病史，是侵害乙之何種權利？

身體權 健康權 隱私權 名譽權

38 依民法規定，有受領權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其請求之報酬原則上不得超過遺失物財

產價值之幾分之幾？

十分之一 十分之二 十分之三 十分之七

39 下列何者非依法訊問被告前應先告知之事項？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得選任輔佐人

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

40 甲因涉犯刑法殺人罪，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官決定是否羈押被告時，應先訊問被告 被告只要否認犯罪，即可羈押

被告無一定住所或居所，即可羈押 因殺人是重罪，即可羈押

41 被告被羈押後，法院認為不用再羈押在看守所，下列何種方式不得作為替代羈押之執行方式？

具保 責付 限制辯護人接見 限制住居

42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辯護人接見羈押中被告、互通書信之權利，受絕對保障，不得加以限制

檢察官認有限制羈押中被告與辯護人互通書信之必要時，應自行簽立限制書限制之

檢察官遇有限制羈押中被告與辯護人接見之急迫情形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辯護人接見偵查中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時間，並無限制

43 甲販賣毒品給乙，乙被逮捕後供出甲，隨後甲被逮捕時，即向警察說出曾販賣毒品給乙，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甲之陳述為自白 甲之陳述為自首

甲之陳述為既屬自白亦屬自首 甲之陳述為既非自白亦非自首

44 甲為地政事務所公務員，非承辦土地公告事項業務，受朋友乙之託，竟偽造乙土地公告地價，致乙移轉

土地之土地增值稅減少，甲所為成立何罪？

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 對於非主管事務圖利罪

圖利抑留財物罪 徵收土地舞弊罪

45 甲交付公務員乙新臺幣 2 萬元，請求乙就所承辦之案件優先迅速處理，乙收受並應允之，乙構成貪污治

罪條例中何罪名？

藉勢強募財物罪 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46 刑法第 213 條登載不實罪，以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為要件，該罪之

主觀構成要件要素，係指下列何種？

直接故意 間接故意 無認識之過失 有認識之過失

47 下列何罪，並未罰及過失犯？

公務員洩露國防以外秘密 公務員便利脫逃

傷害 竊盜

48 刑法第 332 條第 1 項之強盜殺人罪，其強盜部分與殺人部分之主觀要件各為何？

過失、過失 過失、故意 故意、故意 故意、過失

49 下列何種犯罪，有罰及未遂犯？

公務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公務員詐取財物罪

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公務員圖利罪

50 甲竊取乙之自小貨車，於駕駛該輛贓車途中（即於持有贓物之際）為乙查覺，乙見狀將甲逮捕送警究辦，

乙可依下列何規定阻卻違法？

依法令行為 業務上正當行為 推測承諾 緊急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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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在教育子女過程中，對兒子較嚴厲，並且要求兒子具備堅強、勇敢、冒險等精神，結果兒子在他培育

下，表現出陽剛的特質。上述情形較符合下列何種理論的觀點？

生物決定論 結構功能論 社會建構論 符號互動論

2 基於環境資源屬於全體人類，近年土地荒漠化日益嚴重，聯合國大會決定將每年的 6 月 17 日定為「世界

防治荒漠化和乾旱日」，目的在喚起人們防治荒漠化的責任心和緊迫感。由此可知，聯合國此一決策旨

在克服地球永續發展所面臨的何種難題？

鄰避效應 誘因不足 共有財悲歌 社會資本欠缺

3 某丹麥學者提出「建設性新聞」（Constructive News）的主張，認為多數媒體普遍使用「單眼」報導，採

訪建立在假設上，雖可找到人來佐證，但不一定是全貌，而「建設性報導」強調用「雙眼」看世界，就

是提供正反兩面平衡報導，讓大眾獲得「最佳真相的版本」，且應能激發對策，解決面臨問題。下列何

者最能詮釋該學者的主張？

回歸市場機制運作，尊重閱聽人應有「知的權利」 維護弱勢團體擁有平等言論自由，確保媒體近用權

新聞是媒體再現的結果，應反思資訊的產製與視角 媒體新聞的置入性行銷，影響民眾對事實真相探知

4 某高中已婚男性老師公布自己變性的消息，獲得全校師生正面支持。之後，她自承心中住了一個女人，

自己愛的也是女人。若僅依據上述資料判斷，下列針對該教師的敘述，何者正確？

「性傾向」是屬於雙性戀者 因擔心患有「恐同症」而變性

「性別認同」是認同女性的特質 「性別角色」源自先天因素

5 政府為統籌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等機構的營運，以新的公部門組織型態來執行公共事務，設置國家

表演藝術中心，掌管表演藝術文化與活動之策劃、行銷、推廣及交流，以增進表演藝術水準並提升國際

競爭力，使公共事務執行更具彈性及效能。上述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設置，是屬於政府再造「四化政策」

中的那一項？

地方化 委外化 去任務化 行政法人化

6 2014 年立法院修正通過地政士法部分條文。行政院認為「地政士若登錄有誤，經檢舉或糾正，只要在期

限內修正資訊就不會受罰」的修正條文將會衝擊實價登錄制度，為捍衛土地正義，因此提出覆議，最後

立法院以 60 票贊成、45 票反對，行政院所提覆議案成立。依上所述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院是在總統公布該修正案後提出覆議

覆議案成立表示立法院否決原修正法條內容

立法院至少需有 75 票反對才能推翻該覆議案

若立法院維持原案，行政院可請司法院進行統一解釋

7 位於臺北市萬華區的「剝皮寮」，是一條在清代即形成的街衢，歷經日治、民國時期，發展過程中融合

了各時期不同的建築風格，2009 年臺北市政府成立了「剝皮寮歷史街區」，將完整的市街型態與鄉土教

育相互結合。上述臺北市政府的作法，是在落實下列何項國家存在的目的？

維持社會安全與秩序 保護自然生態與環境 保持國家領土的完整 維護文化傳統的發展

8 我國於民國 35 年制定憲法，而後自民國 80 年起歷經 7 次修憲。若以修憲的內容來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無需立法院同意

司法院負責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由立法院提案，交公民投票複決

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9 針對我國「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較，依相關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政務官經國家考試任用，事務官經政治任命產生

政務官需對政策負責，但不適用公務員懲戒規定

政務官與事務官均受公務人員任用法保障，不得任意免職

政務官需負責規劃政策，事務官應負責政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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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選舉制度依照當選人數、當選方式分成許多類型，下列關於我國公職人員產生方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縣市議員：比例代表制 總統：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

縣市長：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不分區立委：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

11 取得某國國籍屬於國家構成要素的那一項？

領土 主權 國民 政府

12 某產業市場有幾家知名廠商，其市占率分別為：甲公司 40%、乙公司 30%、丙公司 20%，三家業者定期

開會研討產業發展，並決定產品價格。這樣的現象屬於公平交易法規範的何種行為類型？

獨占 結合行為 合併事業 產業促進行為

13 阿國與鄰居阿德感情不睦，雙方時常爭吵，某日雙方爭執時阿國失足跌倒，阿國不慎將阿德家的蟠龍花

瓶打破，阿德一怒之下也毀損阿國的名車洩憤。針對上述情境，依相關法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阿德可以主張阿國為毀損罪現行犯，立即將其逮捕

阿國可以主張阿德為毀損罪現行犯，立即將其逮捕

因阿國先打破阿德的蟠龍花瓶在先，阿德可主張正當防衛

兩人都只須負起相互的民事賠償責任即可

14 數名勞工在某公司前的廣場抗議資方未遵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卻被警察以「未事先申請」為由，依

法勒令解散。上述是限制那項人民基本權利？

結社自由 工作權 生存權 表現自由

15 小花是一名公務人員，某次擔任政府招標案主持人時，發現父親經營的公司亦來參與競標。依據我國相

關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無投標廠商提出迴避之申請時，小花不須迴避此案

招標開始前，其他投標廠商得命令小花迴避

小花收受投標廠商迴避之申請時，得自行決定無須迴避

小花所屬機關收受投標廠商迴避之申請時，原則上應停止此案之程序

16 某會員制大賣場，主打「滿意保證」服務：商品有任何瑕疵或不滿意之處皆可退費。若有消費者在該賣

場購買蛋糕，食用完畢後持空盒到賣場要求退費，賣場也同意消費者退費的要求。上述行為符合民法上

的何項原則？

契約自由 過失責任 誠實信用 強制締約

17 某男明知臺北 101 大樓外觀已註冊立體商標，卻從他國進口臺北 101 立體拼圖，再以逾 10 倍價格在網路上

販售，遭檢方起訴，另須負擔民事責任。依上所述判斷，某男須負擔民事責任的主要原因，應為下列何者？

侵權行為 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 契約

18 下列何者不屬於刑法規定得減刑的範疇？

16 歲的阿花在網路留言霸凌她討厭的同學 53 歲的瘖啞人阿龍至便利商店竊盜點數卡

85 歲的老翁闖紅燈導致車禍，造成數人受傷 30 歲的大明酒後駕車，撞傷路人

19 某國近年來受到國際油價下跌影響，國內糧食、資源嚴重短缺，同時貨幣貶值、物價高漲、經濟接近崩

潰邊緣，學校關門大吉，人民叫苦連天，紛紛聚眾上街抗議要求罷免執政者。依上所述推判，下列關於

基本權利的敘述何者正確？

學校無法營運，學生無法上學，顯示政府無法保障學生受教權

國內糧食短缺，人民買不到民生物資，顯示政府無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人民發動罷免執政者，是屬於人民請願的權利

人民聚眾上街發起抗議，是屬於人民結社的自由

20 有人認為，死刑存在並無助於遏阻犯罪，因此反對死刑。上述反對死刑的論點較傾向於下列何者？

應報理論 罪刑法定 一般預防 個人責任

2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鼓勵消費者透過綠色消費的行為，降低對環境之衝擊，同時帶動生產業者創新綠色

產品，推動各項環保標章，以作為民眾消費的依據。根據上文判斷，下列何者為政府推動環保標章的主

要目的？

消除生產製造過程的外部性 解決供需雙方資訊的不對稱

避免發生「搭便車」的行為 克服環境資源的產權不明確

22 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可以發揮一定的經濟效果，下列有關各種財政收支的敘述，何者正確？

由於高齡人口急增，長期照護等社會福利給付屬於政府的消費性支出

購買運輸機、裝甲車與戰鬥機等國防武器防禦外侮屬政府投資性支出

貨物稅或營業稅屬消費稅，是針對產品與服務的生產、銷售所課的稅

政府釋出公營事業股票與出售國有地籌措財源屬營業盈餘與事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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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某國去年失業率高達 15%，創歷史新高。此一失業率是如何計算而來？

（失業人口／總人口）×100% （失業人口／就業人口）×100%

（失業人口／民間人口）×100% （失業人口／勞動人口）×100%

24 某國的產業大量外移，許多工廠因此關閉，導致失業率節節攀升。就失業的類型來看，此屬於下列何者？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過渡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

25 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宣導各國共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2015 年終於達成一份取代京都議

定書（Kyoto Protocol）的歷史性協議，希望達成全球均溫上升不超過攝氏 2 度的目標。此一取代京都議

定書的歷史性文件為何？

巴黎協定 里約宣言 生物多樣性公約 斯德哥爾摩公約

26 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上下班期間長期塞車，有官員提出課徵「擁擠稅」構想，研擬針對進出內湖的自用

車輛收費。若真的課徵「擁擠稅」，其產生的影響為何？

公車班次縮減 開車成本提高 捷運票價會變便宜 園區週邊停車費變貴

27 我國中央銀行若要「減少」市場上的貨幣數量，應採取下列那一項貨幣政策？

調高存款準備率 調降直接稅稅率 降低重貼現率 買入公債券

28 國內甲企業計畫收購國外乙企業，然因乙企業態度反覆，使甲企業花費許多時間與乙企業協商談判，比

預定時間多了一倍才完成收購。依上所述判斷，甲企業花費雙倍時間去和乙企業協商的作為，說明經濟

學的何種概念？

交易成本 外部成本 機會成本 社會成本

29 某報導對一國的社會作出如下的描述︰「以發展重工業為優先，同時推動農民加入集體生產。政府在各

級行政區建立監控體系，並指定國民的工作項目，依照年齡與勞動性質配給各項物資，各種民生必需物

資則由政府統一分配給各家庭布票、油票等配給券向國營商店兌換。」根據報導內容，該國的經濟制度

較屬於下列何者？

市場經濟制度 混合經濟制度 計劃經濟制度 自由經濟制度

30 現在很多人結婚拍婚紗照會選擇到大學校園取景，但因為太熱門，有時一天多達十數組新人，不但製造

垃圾還影響學生上課，因此有的學校調漲清潔費，希望能夠達到數量管制。上述作法若依據經濟學原理，

較符合下列何者？

比較利益法則 需求法則 供給法則 機會成本

31 2012 年甲以個人名義投資某工廠。接手一年後，讓原本虧損連連的工廠轉虧為盈。甲將自身獲得的股東

紅利，全數發放給同仁，激勵員工的士氣。上述內容說明何種經濟發展要素的重要性？

企業才能 人造資本 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

32 某國政府為保護農民，採用有效的稻米最低成交價格的政策，以避免稻米價格過低，造成賤穀傷農。下

列有關此一政策的敘述，何者正確？

制定價格上限來保障生產者 稻米成交價格高於均衡價格

消費者剩餘在管制後比管制前大 社會福利在管制後比管制前大

33 司法院大法官第 535 號解釋認為，警察實施臨檢勤務時，不得不顧時間、地點，任意或隨機臨檢，因警

察行使臨檢此一公權力時，可能對人民的那一自由權產生限制或侵害？

人身自由 通訊自由 集會自由 遷徙自由

34 行政制裁是行政機關或法院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依法所科以的制裁，以符合行政目的並確保行政目

的之達成。行政制裁的種類廣泛，但下列何者並「不」屬於行政制裁的種類？

沒入 告誡 罰金 停止營業

35 臺北車站有上萬名外勞湧入席地而坐，旅客因動線受阻，憤而批評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管理不當。該

局豎立告示，依法對於在大廳喧嘩、躺臥或從事集會活動者，最高可處以 6000 元罰款。依社會秩序維護

法之規定，上述行為違反下列何者？

妨害安寧秩序 妨害善良風俗 妨害公務 妨礙他人身體財產

36 I would like to for dropping your cell phone on the ground and I promise it won’t happen again.

collect comment apologize apply

37 Most people find it hard to the summer heat so they prefer staying in a cool room to going outdoors.

hit bear make keep

38 The singer is putting her music on hold indefinitely because of her husband’s cancer and her own illness.

brand career quantity recipe

39 Kevin was very sorry for breaking his neighbor’s window and he said that it was all his .

honor damage faul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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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People may believe that sharing songs on the Internet doesn’t hurt anyone; , when musicians don’t earn

enough money, they stop making music.

thus moreover still however

41 I’ve been with Helen for a long time and I don’t even know whether she’s married or not.

out of town out of sight out of touch out of order

42 People work for a living but only a very small of them are happy with their job.

utility minority item token

43 People are encouraged not to fruit because the skin often contains plenty of nutritional goodness.

shred wash peel drain

44 The city’s poor people, with hardly any of water at their disposal, are forced to buy expensive water

brought in by tanker.

shop storage power product

45 Losing weight sounds easy in theory, but , it’s really difficult for some people.

in fact in all at last at res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axicab drivers in Edinburgh, Scotland, are upset about a strict new dress code that says they must wear flannel

trousers, a shirt, and shoes.

Cabbies say the code is too restrictive. Furthermore, they complain that it takes away freedom to wear the national

dress—including the Scottish kilt. Cabbie Jim Taylor, of the Edinburgh Street Taxi Association, says that cabbies will

go to court if they are forced to follow the dress code.

Taylor remarks, “Most drivers already dress appropriately so there is absolutely no need for such a restrictive

dress code. What if a driver wants to wear a kilt? According to this new code, he can’t. After all, we are self-employed

drivers. We are not city employees. It is unreasona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us follow a dress code like this. No

judge can tell us how to dress.”

However, Phil Attridge, a member of the city council, disagreed. “We do not think the dress code is strict. Most

drivers already follow it. We don’t want drivers to wear jeans or shorts. Dress is important because drivers often go

into hotels to pick up passengers—they should be well-dressed.”

On the issue of kilts and national dress, Attridge added, “If a driver wants to wear some kind of national dress that

is not in the code, he or she can ask permission.”

He said a survey showed that 76 percent of cabbies and taxi owners wanted the dress code. In fact, police officers

are already enforcing the dress code, and one driver has already paid a fine for wearing corduroy trousers instead of

flannel.

46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The reasons for regulating taxi drivers’ dress.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new taxi drivers’ dress code.

The problem the new taxi drivers’ dress code may cause.

The advantages of following the new taxi drivers’ dress code.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ay taxi drivers in Edinburgh be permitted to wear?

Kilts Jeans Shorts Corduroy trousers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reason why taxicab drivers disagree with the new dress code?

Taxicab drivers are not city employees.

Most drivers already dress appropriately.

Taxicab drivers do not go to hotels very often.

The dress code takes away freedom to wear the national dress.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Phil Attridge is a city employee.

The new dress code has not been put into practice.

The city council does not think the dress code is strict.

According to a survey, most taxi drivers wanted the dress code.

50 Where is this passage most likely to appear?

A fashion magazine. A children’s storybook.

A newspaper in Scotland. A book on taxi drivers’ ma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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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人民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其出生地之認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其出生地所屬之縣（市）及鄉（鎮區）為出生地

無依兒童之出生地無可考者，以申請地為出生地

在船舶上出生而無法確定其出生地者，以出生後該船舶首次停泊港為其出生地

在國外出生者，以其出生所在地之國家或地區為出生地

2 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僑居國外國民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者，申請設戶籍時，得為其本名證

明之文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護照 華僑登記證 國籍證明書 銀行存摺正本

3 有關身分文件之申請，下列何者錯誤？

結婚證明書之申請，本人應向結婚登記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戶籍檔案原始資料之申請，當事人應向原戶籍登記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本人不能親自申請離婚證明書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人民依戶籍法請領國民身分證應繳納規費

4 依法應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之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申請戶籍登記致國民身分證記載事項變更 國民身分證老舊

更換國民身分證照片 國民身分證毀損

5 違反戶籍法規定之各項行為，下列何者應處以刑罰？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戶口調查

死亡宣告裁判送交當事人戶籍地主管機關後，未依法辦理死亡宣告登記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而足以造成公眾之損害

申請人故意提出不實申請或向戶政事務所提供不實資料

6 依姓名條例規定，其他少數民族之姓名登記，應依何者為之？

社會階級 血緣關聯 個人意願 文化慣俗

7 中華民國國民之本名，應依下列何者為準？

戶籍登記之姓名 生活習慣上使用之姓名

族譜之姓名 依個人意願所選擇之姓名

8 有關姓名登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臺灣原住民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以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決定者為準

外國人歸化我國，其原有外文姓名之羅馬拼音，以外交部所決定者為準

其他少數民族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以內政部決定者為準

無國籍人歸化我國，其原有外文姓名之羅馬拼音，以當事人申報為準

9 依姓名條例規定，得申請改姓之法定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撤銷認領 終止收養

原住民之漢姓於改姓時與家族其他成員不一致 父母離婚而與行使親權之父或母與子女不同姓

10 A 女為原住民，B 男為非原住民，兩人結婚所生子女，於下列何種情形，無法取得原住民身分？

從 A 女之姓者

以原住民傳統名字命名者

從 B 男之姓者

 A 女與 B 男離婚，從父姓之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由 A 女行使或負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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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甲為原住民，有關其原住民身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甲於 21 歲自願拋棄其原住民身分，但 2 年後後悔，得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甲為非原住民乙收養後，得申請喪失其原住民身分

甲經非原住民乙收養 5 年後，終止雙方收養關係，甲得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甲與非原住民丙結婚後，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

12 下列何者不屬於戶籍登記之身分登記？

認領登記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農、漁民等之職業身分變更登記 輔助登記

13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後育有子女，二人離婚後，其子女欲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法定要件，不包含下列何者？

該子女須尚未成年

該子女須無原住民身分

離婚後，該子女須維持原住民傳統姓名

父母離婚後，對該子女之權利義務須由具原住民身分之一方行使或負擔

14 內政部為許可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申請歸化，應經下列何者之核准？

總統府 立法院 行政院 考試院

15 在國內出生之國民，其辦理出生登記之年齡限制為何？

未滿 12 歲  12 歲以下  14 歲以下  18 歲以下

16 有關現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之更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 由任一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

由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 由內政部查明更正

17 申請初領國民身分證，以下列何者為申請人？

戶長 法定代理人 本人 家長

18 關於結婚登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於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2 日結婚，或在此日之前其結婚已生效者，得以當事人之一方為申請人

於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3 日以後結婚，即使未經結婚登記，其結婚仍然有效

於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3 日以後之結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

辦理結婚登記時，結婚之證人無須陪同申請人到場

19 甲為未設有戶籍之本國人、乙為日本人，兩人於日本結婚後，欲在國內辦理結婚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檢具相關文件，向我國駐日本代表處辦理結婚登記

得委託國內親友辦理結婚登記

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直接辦理結婚登記

得檢具相關文件，先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驗證

20 關於姓名之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專業證照與競選公職之登記等證件，得使用在該業界已通用 5 年以上之中文別名進行登記

學歷與駕照等證件，應使用本名，始為有效

外國自然人於我國金融機構，為財產之取得與存儲時，應先取用中文姓名，始得登記

申請自然人憑證，除中文本名外，亦得使用外文音譯

21 出境 2 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但有下列何種情形者，不適用之？

隨我國籍遠洋漁船出海作業 因教育部公費出國留學之人員及其眷屬

公司行號派駐境外之人員及其眷屬 移民境外之人員及其眷屬

22 戶籍登記之申請中，下列何者只能向當事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之指定項目

在國內之遷出登記

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辦理其在國內結婚或離婚登記

在國內之住址變更登記

23 戶籍登記事項有登載不實之內容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不實內容若屬錯誤時，應為更正之登記 其不實內容若構成無效事由時，應為撤銷之登記

其不實內容若為脫漏事項者，應為變更之登記 其不實內容自始不存在者，應為撤銷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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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何者得為出生登記之申請人？

無依兒童之法定代理人 同居人

監護人 收養人

25 下列何者不得為死亡登記之申請人？

檢察官 死亡者死亡時之房屋管理人

經理殮葬之人 親屬

26 外國人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有關申請歸化之財力證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須檢附財力證明，但沒有金額門檻限制 無須檢附財力證明

須檢附配偶之工作證明 須檢附專門職業技能檢定證明

27 有關無依兒童之戶籍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其監護人之姓登記 得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為出生登記之申請人

得以撫養人為出生登記之申請人 出生登記時，由監護人代為命名

28 關於結婚後夫妻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夫妻之一方應於婚姻後 6 個月內，填具報告書向戶政機關聲明冠姓或不冠姓，以維護性別平等與交易

安全

冠姓之一方得隨時回復其本姓，但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一次為限

有正當理由不負夫妻同居義務之一方，得向法院公證處申請回復本姓

已向法院聲請採用夫妻分別財產制後，不得向戶政機關申請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

29 下列何種戶籍登記，申請人於申請時無須提出證明文件正本？

死亡宣告登記 非過錄錯誤之更正登記

全戶之遷徙登記 分（合）戶登記

30 依據法令規定，有特殊情事得申請改姓，下列何者不屬之？

音譯過長 字義粗俗不雅 被認領 撤銷認領

31 外國人與中華民國國民結婚所取用之中文姓名，嗣後得申請更改中文姓名之次數限制為何？

 1 次  2 次  3 次 無次數之限制

32 戶口名簿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由下列那一個機關定之？

行政院 內政部 內政部戶政司 各地戶政事務所

33 關於有戶籍之國民申辦國民身分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 14 歲申請初領國民身分證者，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辦理，本人無須到場

年滿 14 歲申請初領國民身分證者，應由本人親自辦理

年滿 14 歲申請補領國民身分證者，得由本人親自申請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申請

年滿 14 歲申請更換相片換領國民身分證者，得由本人親自申請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申請

34 王大明因為申請戶籍登記致國民身分證記載事項變更，其國民身分證應為下列那一項處理？

初領 換領 補領 繼續使用原國民身分證

35 有關國民身分證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

國民身分證非依法律不得扣留

國民身分證因換領者，原國民身分證應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發還本人

全面換領國民身分證，應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36 有關戶籍資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戶籍法所稱戶籍資料僅指現戶戶籍資料與戶籍檔案原始資料

辦理戶口查對校正，得將戶籍資料攜出保存處所

申請戶籍檔案原始資料，應向原戶籍登記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利害關係人申請閱覽全戶戶籍資料時，戶政事務所僅得提供有利害關係部分之戶籍資料

37 廢止戶籍登記者，原國民身分證應如何處理？

由本人在戶政事務所承辦人見證下，註明不再使用後交還本人留存

由戶政事務所直接銷毀

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交還本人留存

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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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甲因辦理繼承登記而有查證被繼承人之配偶及血親關係之需求，甲應如何辦理？

甲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親等關聯資料

甲得向任一地方法院聲請親等關聯資料

甲僅得向被繼承人之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親等關聯資料

甲僅得向被繼承人之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被繼承人之戶籍謄本

39 依戶籍法施行細則，戶口清查日應由下列何機關定之？

內政部 各戶政事務所

戶口所在之警察局 直轄市、縣（市）政府

40 各級中等以上學校，應每年編造當年畢（結）業及新生名冊，通報下列何機關？

教育部 司法院 勞動部 內政部

41 依戶籍法規定，戶內人口辦理戶籍登記時，戶長應提供戶口名簿。未依規定提供戶口名簿者，會有何種

法律效果？

撤銷戶長之身分 命其將戶口名簿繳交戶政事務所保管

處新臺幣 1 千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罰鍰 命戶長參加戶政講習課程 2 小時

42 依戶籍法施行細則規定，未辦理戶籍登記區域初次辦理戶籍登記，戶政事務所應依下列何項資料登錄於

電腦系統？

戶政檢查 行政調查 戶口清查 警察臨檢

43 依戶籍法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下列何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9 千元以下罰鍰？

換發戶口名簿 戶籍登記通知 提供戶口名簿 戶口調查

44 關於外國人之中文姓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外國人歸化為我國國籍時，應由戶政事務所主管，依職權為其取中文姓名

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時，應先以書面確定其中文名字，並以該我國國民之姓氏為姓氏，始得進行結

婚登記

外國人取用中文姓名者，得申請更改中文姓名 3 次

外國人取用中文姓名時，應姓氏在前，名字在後，且中文姓氏與名字之間，不得以符號區隔

45 有關戶籍登記之姓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國民，應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本名，並以一個為限

我國國民與外國人結婚，其配偶取用之中文姓名，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

外國人取用中文姓名者，得申請更改中文姓名 3 次

回復國籍者，應回復喪失我國國籍時之中文姓名

46 下列何者得申請更改姓名？

經通緝者

經羈押者

因過失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宣告緩刑者

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自裁判確定未滿 3 年者

47 原住民甲女與非原住民乙男結婚後育有一子丙，關於三人身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原則上不喪失其原住民身分，但若有原住民身分法第 9 條規定情形則除外

乙當然取得原住民身分

丙從父姓，無原住民傳統名字，仍因其母之血緣關係而取得原住民身分

甲乙得經雙方協商同意後，向其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登記為乙取得原住民身分，或

甲喪失原住民身分

48 依姓名條例申請更正本名時，下列何者得為申請人？

委託之代理人 配偶

辦理收養登記事件之申請人 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

49 因被非原住民收養致喪失原住民身分者，於收養關係終止後，得否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得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不得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身分法並未規定 自動回復原住民身分

50 非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經原住民生父認領後，尚須符合下列何種要件始取得原住民身分？

從母姓 從宗族姓氏

從部落名稱或宗族認可 從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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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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競以唬人為能事，學到一些皮毛，便愛□□□□；發表的那些『高論』偏頗狹隘，僅是□□□□之
見，不足為憑。偏偏這類人又愛盲目模仿，□□□□的結果，反而弄巧成拙。」上述□□□□中應依序填
入那些成語？
夜郎自大／尾大不掉／指鹿為馬 高瞻遠矚／吳牛喘月／師心自用
危言聳聽／兔死狐悲／黔驢技窮 夸夸其談／管中窺豹／東施效顰

2 「人生際遇有好有壞，不論得意失意，都需要自己去品味。如果善於讀書，將可找到許多體貼入微的話語，好像
傾聽益友之言，產生心靈的默契。這種快樂真是『 』。」依據文義，上文『 』最適合填入的是：
俯仰天地，不愧不怍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宜山宜水，宜花宜月

3 下列選項中用語完全正確的是：
這位作家的作品向來深奧難解，因此新作一出，洛陽紙貴而乏人問津
諸葛亮不費一兵一卒便使敵軍退兵，可說是勝之不武，不愧是一代軍師
李醫生仁心仁術，雖無招牌，求診者仍絡繹不絕，果真桃李不言而下自成蹊
為盡快釐清案情，目擊者全被要求坐壁上觀，以便能更客觀地全面陳述案情

4 請依下列寫信的對象，找出錯誤的「問候語」：
對象是祖父，使用「敬請 福安」 對象是母親，使用「恭請 崇安」
對象是師長，使用「恭請 誨安」 對象是丈夫，使用「敬請 台安」

5 下列題辭的使用時機，何者正確？
新鶯出谷：登山比賽 優孟衣冠：球類比賽 懸河唾玉：演講比賽 錦心繡口：書法比賽

6 「很多公司都體認到企業文化的價值與重要性，但企業文化並不是自我界定再對大眾公開宣告，或是管理
階級花時間對員工講述就可以形成的，而是□□□□，由一次又一次的實踐所建立的。」上文□□□□，
不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日升月恆 日積月累 日就月將 日增月盛

7 為祝賀某大學九十周年校慶，下列題辭何者不適當？
桃李馥郁 時雨春風 陶鑄羣英 博愛濟眾

8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篇》）指出孔子：
食不重肉 不竭澤而漁 君子謀道不謀食 肉食者鄙，不能遠謀

9 白圭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
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史記．貨殖列傳》）依據上文，關於經
營者須具備之要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智，能權衡時變 勇，能果敢決斷 仁，能捨己予人 強，能堅韌不拔

10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
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
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戰國策．齊策四》）關於此文的意涵，下列選項最
正確的是：
尊王道賤霸道 天視自我民視 民為貴，君為輕 歲賦為邦國之本

11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劉義慶《世說新語．雅量》）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能說明夏侯太初的人格特質？
量大能容 處變不驚 雍容大度 氣度恢宏

12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國語》）依此段文章，一個國
家要能長治久安之關鍵在於：
使人民有辨善惡的智慧 使人民理解勞動的深意
使君主知道正義的價值 使君主明白思考的重要

13 下列詩句，何者最不適合用來表現「夜不成寐」的情懷？
獨夜憶秦關，聽鐘未眠客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愁多知夜長，仰觀眾星列 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14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
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說苑．政理》）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文王本意在富國強兵，故向呂望詢問 文王倉府盈溢，故呂望勸以發倉散糧
呂望善對，能引導文王賑濟弱勢百姓 呂望善卜卦，故知宿善不祥須發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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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為了描寫一團正在燃燒的火或一株生在平原上的樹，我們便得一直面對著這火和這樹，直到它們在我們
眼中同任何別的火或樹顯得不同為止。」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意旨的是：
信念決定我們所看見的一切，我們只看見自己願意看見的
每個人都有一雙藝術家的眼睛，能在萬事萬物中發現美好
寫作需要專注而仔細的觀察，且要能有所體會、有所發現
觀看角度因人而異，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物與我皆無盡也

16 「冬天，我們為什麼圍爐？僅僅是為了驅寒嗎？不，我們貪戀，當寒濕全被驅走以後，乾燥的空氣中泛著
的淡香。□□是世界上最大的香水噴灑機。」依據文意判斷，文中□□處最適合填入的是：
沙漠 森林 海洋 太陽

17 「人總是在漸漸年長的歲月裡，漸漸發現自己真正的追尋。當然，剛開始吃燕麥粥，是因為燕麥高纖又營
養（然則原是馬吃的），佐以煎蛋、麵包、蘋果，也算豐盛的早餐。但漸漸的，我就這樣捨棄了眾多滋味……
單純的、平淡的、不稀又不稠的燕麥粥，不唯重映我早已遺落、不留殘跡的童稚時的幸福；復能彷彿我中
年以後企盼安詳、沉靜境界的心情。日日晨起喝粥，我但願能永遠享受這份除素樸原味外別無其他的恬然
自安。」根據本文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人總是在漸漸年長的歲月裡，漸漸發現自己真正的追尋」，作者認為絢麗燦爛的生活總該歸於樸實無

華的平凡
「單純的、平淡的、不稀又不稠的燕麥粥」，除了重映作者童年時的幸福，更是步入中年後，對生活樸實

的盼望
作者至今仍鍾愛燕麥粥的原因是因為燕麥高纖又營養，並且可以和眾多佐料搭配，是個可以搭配出多元

風味的食材
作者將對往後生活的期盼藉「燕麥粥」的描述來呈現，將燕麥粥的特點和生活結合，顯現出作者對生活

的細膩感受
18 「唯有步行時，我方沉思。一旦停步，思考也停止。我的心智只與腿一起工作。」最能呼應上述情境的選項是：

知易行難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逆境是唯一通往真理的道路 身體必須不斷運動，腦筋才會啟動

19 「如果不是真切的經歷過痛苦，怎能明白快樂的可貴？最怕的是經歷過痛苦後，竟沉溺於痛苦，始終沒有
從其中走出，潛意識裡認為，自己只能痛苦，不該快樂。像赤足站在霜雪中，卻一直沒走向盛開的梅花。
人生的陰影是永恆存在的，無法驅趕，而我們必須有智慧，轉個身，背對它，就能迎向光明。」根據上文，
下列詮釋何者正確？
適時轉念，才能重拾快樂 記取教訓，才能擺脫陰影
懂得忍耐，才能獲得成功 驅趕心魔，才能擁有自我

20 「蒙田說：『靈魂若沒有目標，它就會喪失自己。』沒有意義的人生，就像沒有羅盤的航行，將失去它的意
義。」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其意旨的是：
憧憬光明未來 超越自我困境 追尋生命意義 開創生活價值

21 「在異鄉做夢，幾乎夢夢是真。而夢境每如倪雲林的山水，平、漠、淡、遠，殊少浪漫綺麗的了，許也就是
總提掛著，那無法忘卻『夢裡不知身是客』的情懷所使然的罷。」根據上文，作者的夢「殊少浪漫綺麗」
的原因是：
夢境成真 情繫故土 浪子情懷 行遍山水

22 「我的老師曾說：『余雖不敏，余雖不才，然余誠矣。』真誠是做人的根本，我向來所說的，所講的，都可
能有不正確或不完善的地方，但儘管說錯了，我的態度卻總是真誠的。」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正確的觀念，遠不如態度誠懇 對錯並不重要，真誠才是關鍵
人生不必問對錯，交往重誠意 態度真誠，是言語的核心基石

23 「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側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王維〈少年行〉）下列選項，
最貼近本詩所表達的情懷是：
坦蕩灑脫 豪情壯志 放蕩不羈 狂傲自負

24 白居易詩：「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下列選項最符合其意旨的是：
人生苦短 淡泊名利 及時行樂 積極進取

25 「青春常在，而青年不常在。新鮮人來，畢業生去。如潮來潮去，海猶是海，而浪非前浪。抽足入水，無復
前流。大一的青青子衿，大四的濟濟多士。浪來。浪去。像校園裡開開謝謝，謝謝開開的夾竹桃和櫻花。
我是廊外的一株花樹。花來。花去。而樹猶在。十二年前，我也是一朵早春的桃花，紅得焚雲的桃花，
美得令武陵人迷路的桃花，開在梁實秋的樹上，趙麗蓮的樹上，曾髯公的樹上。然後我也迅疾地謝了。」
根據上文，花和樹所指為何？
青春和青年 時代和潮流 大一和大四 學生和老師

26 「孤獨和寂寞不同。一個孤獨的人，他念念不忘蒼生，他的心靈無比充實，儘管外表看似孤單，但是他並不
寂寞。相反地，寂寞是一種心靈的空虛，是一種無助的感覺，縱然他身處十里洋場的熱鬧場合，寂寞的人
依然彷彿置身於無人的孤島，徬徨無依。因為他的心靈和外在的世界有一段無法跨越的距離，他無法和他
人溝通，自然也得不到回饋和共鳴。」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孤獨形於外，不見於內 寂寞屬乎心，不在乎外
孤獨者，易於心靈空虛 寂寞者，難於與人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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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於是受苦的人終究會體驗到：自己的世界末日只是別人的茶餘飯後；自己的刻骨銘心只是別人的輕描淡
寫；自己的椎心泣血只是別人的不痛不癢。因而，再大的悲傷，都只是自己的事。」下列選項，何者最貼
近上文意涵？
自己生命歷經的苦難，其他個體並不能體會 若以平常心來回顧自己遭遇，便可克服悲哀
當我們多一些同情，世間痛苦即能獲得安慰 每人經驗不同，對事件造成的情緒亦不相同

28 下列選項，何者不屬於孔子對人際關係的闡述？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29 「美國視覺行銷大師理查．聖約翰曾講過『成功的秘訣』，內容精彩，但因過程中須透過電腦按鍵切換投影
片，使得視線不斷在觀眾與電腦螢幕間來回。第二次上講臺時，他帶了投影片控制器，除了讓電腦操作更
順暢，也讓視線保持與觀眾接觸。」這個例子，強調演講過程中何者的重要？
製作投影片吸引觀眾 與觀眾對答保持互動 目光與觀眾保持接觸 控制時間使觀眾專注

30 「現在到了這樣一個階段，科學家的任何一個小改進，其力量都足以震撼整個地球。埋首的科學家於此不
能不有所思考了。因為整個人類的命運把握在他們手裏。所以在一九五二年，愛因斯坦曾慨乎言之：現在
的專家教育不是教育，否則，專家豈不是訓練有素的狗。他之所以反對教育太過專門，即是怕整個人類會
因為他們的無意識的行為而受害。然而什麼才是通才教育，他沒有說，因為他想不出一個方案來。」下列
選項，何者不符本文意旨？
科學的困境在於真理難明 應當拓展專家教育的內涵
科學家有義務為人類存續負起責任 科學教育應當含括一套良好的通才教育

31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抓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
沉默了，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當他
們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
了」（馬丁．尼莫拉〈懺悔文〉）下列選項最符合文意的是：
凡納粹所抓捕的各界人士，基本上都是無辜的
對於不公不義之事一味沉默，結果反而助長罪惡
文中所列各界人士，是以反對納粹之力道作為順序
人們往往因恐懼與事不關己而保持沉默，最終得罪所有人

32 「旅途中變化無窮的景致，未必能轉移你固執的視點而達至所謂的『目不暇給』。看東看西一陣後，你總還
是看回你自己、看回你心中一直還企盼的某一世界。倘你心中想的事不能由旅途中得見，眼雖不停顧盼，
竟是視而不見。」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意旨？
心中有成見，外景皆無法入目 外在景物紛雜，令人目不暇給
旅途平凡無奇，只能視而不見 時時觀照內在自性，不惹塵埃

33 某機關獲邀參加產業科技展，負責策展的單位有意願參與，在時間尚充裕，未獲上級核准，以及內部無進
一步決議的情形下，於擬稿發函主辦單位前，承辦人員最適合採取的擬辦方式是：
以稿代簽 只簽不稿 簽稿併陳 先簽後稿

34 有關公文用印的規定，敘述錯誤的是：
國防部行文國防部軍備局，蓋職銜簽字章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發布公告時，蓋用機關印信及首長職銜簽字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署機關首長職銜、姓名，蓋職銜簽字章
某區公所調解委員會寄發開會通知單時，蓋用機關或承辦單位條戳

35 有關公文之敘述，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內政部發函內政部警政署為下行文 總統與監察院往復的公文使用咨
民眾與機關間之申請或答復使用函 機關內部屬員對首長有所請示時使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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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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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下列引號中的成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由於勞資雙方對休假的認定「莫衷一是」，未來的協商仍有必要
人工智慧「從一而終」都無法取代人類可自由揮灑的感性創造力
落榜的打擊使他「痛定思痛」，決心告別散漫的態度，全力衝刺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行衛生紙丟馬桶的如廁新觀念，鼓勵民眾「群起效尤」
知名大學對於網路發表不當言論的學生「仁至義盡」地嚴厲處罰

37 下列各組引號中的字，前後意義相同的是：
民主制「度」／法「度」嚴明 「分」勞解憂／是非「分」明
撥亂「反」正／自「反」不縮 「放」於利而行／心花怒「放」
口「服」疫苗／「服」露餐霞

38 下列那些題辭是祝賀「遷居之喜」？
德門仁里 鶯遷喬木 近悅遠來 富國之基 瓜瓞綿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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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文句中，何者具有「省察自我」的含意？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40 （楊震）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
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
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漢書．楊震列傳》）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楊震拒絕接受不應得的錢財
王密夜訪楊震時，不慎遺失十斤金
楊震曾經提拔過王密，但卻不認識他
對於王密不了解楊震的為人，楊震感到疑惑
不論有無旁人知情，官員都不應私相授受錢財

41 根據法國結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觀點，人類從生猛自然過渡到成熟文化的關鍵，
就是用火煮熟食物。
哈佛大學生物人類學家理查．藍翰（Richard Wrangham）在嘗試吃過黑猩猩的粗纖維食物後，頓悟而提出

「烹飪假說」：是烹飪的發明，造成靈長類演化的躍進。藉由烹煮將生食轉為熟食，可以花更少時間咀嚼、
更有效率地消化吸收食物的營養，得以發展出更大的腦部。美國飲食作家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在
極其精采的《烹》一書中更說得精闢：「我們先煮熟我們的食物，食物隨後煮『熟』我們。」
東方的取火神話也呼應了這說法。《韓非子．五蠹》中記載：「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
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烹煮顯然解決了遠古先民
憂心的食安問題，促成了文明的進展。
諷刺的是，文明進展至今登峰造極，我們卻不煮了。
根據上文，正確選項是：
李維．史陀認為烹煮熟食使得人與自然逐漸疏離
理查．藍翰認為熟食有助於靈長類發展出更大的腦部
麥可．波倫話中加引號的「熟」，可以意指文化的成熟
韓非認為燧人氏能夠王天下，原因是取火熟食，使人健康
作者認為熟食固然是人類發展中的重要現象，但生食才是未來趨勢

42 下列諸首詩歌，那些是以窗牖寫思人之情？
不惜芳菲歇，但傷別離久。含情罷斟酌，凝怨對窗牖
是時三月半，花落庭蕪綠。舍上晨鳩鳴，窗間春睡足
乃知前古人，言事頗諳詳。清風北窗臥，可以傲羲皇
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43 作家透過摹寫尋常事物，賦予生命情感之想像，下列選項答案與描述文字相符合的是：
在產檢超音波室，我最期待的就是 4D 重組。這些□，或無辜、或沉睡、或滿足，約莫此時，□於是有

了輪廓，訂了航程，接受世間的美醜尺度－－臉
□□這東西不過是生命的碎殼；紛紛的歲月已過去，瓜子仁一粒粒嚥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給

大家看的惟有那滿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殼－－照片
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裡曬□□，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罷。

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牆－－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宮室裡發掘出來的甬道
－－衣服

使力擺盪吧／迎風而上／仰頭去與雲比高／趁勢而下／俯首與泥土平行／最好橫成中間那條天地線／
讓同伴側目／要對手驚心 窄窄的踏板／是落腳的唯一國土／只要兩手把持得穩／可以竄升為／一柱衝
天的圖騰－－高空彈跳

你是橫的，我是縱的／你我平分了天體的四個方位／我們從來的地方來／打這兒經過／相遇／我們畢竟
相遇／在這兒／四周是注滿了水的田隴／有一隻鷺鷥停落／悄悄小立／而我們寧靜地寒暄／道著再見
－－棋盤

44 「亞洲人的履歷都特別長，上面詳載的學經歷豐富得像是在寫人生傳記。……我只是納悶，為什麼當我問
他們對工作上有什麼個人想法，或是對任何活動有沒有新的點子的時候，他們常常會突然不知所措的含糊
其辭。不管說的內容如何，他們在言談間的表現是相當沒有自信心的，跟履歷上的落差實在太大。……原
來對德國人來說，學經歷充其量只像是個人的配件，有加分效果，卻不能充分代表你個人的價值，他們重
視的是個人的思考能力和其展現出來的態度。」根據文意，下列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個人態度可在臨場應對中呈現 豐富的經歷是應徵的致勝關鍵
強化說話的技巧勝過一紙文憑 人生的價值性與學經歷呈正比
除了學經歷還要訓練思考能力

45 「大數據特別不擅長的一件事情就是發現定律。大數據在偵測關聯性時十分出色，你的數據組愈健全，你
能發現關聯性的機會就愈高，甚至可以發現有多個變數的複雜關聯性。但是關聯性從來不是因果關係，也
不可能會是。世界上所有的大數據都不可能單靠本身就可以告訴你，吸菸是否會導致肺癌。」根據文意，
下列說明正確的是：
數據庫的綿密度，決定尋找答案的速度 吸菸的人數多寡，與肺癌致死率有關聯
即便擁有好工具，也無法保證研究成效 數據組完善程度，影響關聯性發現機率
依據大數據分析，難以確定事件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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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民法規定，原則上「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之能力為：

權利能力 行為能力 識別能力 責任能力

2 有關一事不再理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目的主要在減少法院案件來源，增加司法威信

判決確定後，對同一事件不得再行起訴

同一事件經外國法院裁判後，本國法院仍得審判

判決確定後，如有非常上訴或再審理由，仍得變更之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法律之制定、修正致影響人民權益時，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立法者所得採取的相關

措施，不包括下列何者？

以法律明定過渡條款 於新法生效施行後，適度排除或延緩新法之適用

以法律明定新、舊法律應分段適用 以法律明定由法院依個案判斷新法之適用範圍

4 若 M（法律構成要件）則有 S（法律效果）。故非 M 則非 S。此係運用下列何種方法？

文義解釋 體系解釋 類推適用 反對（面）解釋

5 依地方制度法，應以自治條例規定之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法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地方行政機關辦理上級機關之委辦事項者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

6 關於法規的廢止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亦應準用行政程序法關於訂定程序之規定

公布法規之廢止時，自公布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若法規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無庸公布

7 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如引用「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是依何種法源為裁判？

學說 判例 法理 習慣

8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關於行政院會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組成

對於涉及行政院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應交由行政院會議議決

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通過後，行政院院長應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應經行政院會議議決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正當法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未保障刑事被告得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影本之權利，即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不符

訴願當事人應受合法通知而知悉訴願文書之內容，此乃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行政機關對於符合法定要件之外國人逕以行政處分暫時收容，尚不牴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法律規定核定稅捐之處分「對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為送達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未牴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監察院之地位與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監察院仍為中央民意機構，享有憲法本文規定之調查權

監察院仍為中央民意機構，但憲法本文規定之監察院調查權已移由立法院行使

監察院已非中央民意機構，但仍享有憲法本文規定之調查權

監察院已非中央民意機構，且不享有憲法本文規定之調查權



代號：3501
頁次：4－2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不涉及憲法第11條保障之言論自由？

使用無線電廣播以取得資訊及發表言論 促使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之訊息

被告對其個人訴訟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 舉辦有關證券投資之講習提供證券投資相關訊息

12 國家元首由人民以選舉方式產生，係下列何種原則之展現？

法治原則 共和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 憲法優位原則

13 依憲法與法律相關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人員，不包括下列何者？

審計長 檢察總長 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 考試委員

14 行政機關對違章工廠為無限期之停工處分，可能違反行政法上何種法律原則？

比例原則 一事不二罰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5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認定要件？

法律規定之意義非難以理解 法律規定之意旨為受規範者得以預見

法律規定之意旨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法律規定之授權目的必須特定

16 依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下列何者無固定之任期？

總統、副總統 行政院院長 縣市議員 考試委員

17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程序法所定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適用對象？

法規命令 法律 行政契約 行政處分

18 行政機關不得任意撤銷或廢止授益之行政處分，係基於下列何種原則之考量？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9 某國立大學要求畢業生應預先繳納校友費，始同意核發畢業證書。此一作法最有可能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20 關於公務員懲戒與懲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懲處之主要依據為公務人員考績法 懲處由公務員之服務機關為之；懲戒由懲戒法院為之

懲戒處分之類型法律有明文規定，懲處則無 懲處無罰款之類型，懲戒則有

21 甲公務員於服務機關辦理平時考核時被記過一次，得依下列何種法律提起救濟？

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22 甲因擅自改裝自家汽車之排氣管，遭主管機關裁處罰鍰，甲主張其不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禁止擅改排

氣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不得處罰

甲之行為符合緊急避難之要件，免於處罰

甲為依法令之行為，免於處罰

甲之行為仍應處罰，但得視甲不知法規之情節，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23 關於行政訴訟課予義務訴訟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央或地方機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者，得提起之

中央或地方機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者，得提起之

原則上須經訴願程序，始得提起之

經訴願程序者，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3個月不變期間內提起之

24 人民不服罰鍰處分而提起行政訴訟時，該罰鍰處分之效力為何？

因提起行政訴訟而效力停止

因提起行政訴訟而效力未定

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效力停止，但可聲請停止執行

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效力未定，但可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25 關於行政訴訟之撤銷訴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以有效之行政處分為程序標的 須於法定之起訴不變期間內提起

原告須主張行政處分之違法，損害其權益 是否先行訴願程序，繫於當事人之選擇

26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送達之敘述，何者正確？

送達，除別有規定外，由法官助理之職務代理人依職權為之

送達，由法官助理之職務代理人交由司法社工為送達人

送達應由司法社工於一般工作日之日出後或日沒前，送至應受送達人之事務所或營業所

送達於住居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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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何者得聲請支付命令？

請求給付 A 公司股票10張 請求拆屋還地

債務人行方不明 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

28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當事人恆定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移轉後，繼受人有承當訴訟之義務

本案訴訟標的為債權請求之情形，原告可聲請為訴訟繫屬之登記

訴訟繫屬登記，聲請人就本案請求未作任何之釋明，法院仍得定相當擔保，命供擔保後為登記

當事人未為訴訟告知時，法院知悉訴訟標的有轉移時，法院須以書面將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第三人

29 同一民事訴訟，如數法院有管轄權，原告如何提起訴訟？

得任向其中一法院提起訴訟 應向共同上級法院聲請指定管轄法院後提起訴訟

應向經被告同意之法院提起訴訟 得逕向共同上級法院提起訴訟

30 下列關於契約之敘述，何者錯誤？

契約以雙方當事人相互之意思表示一致為要件 契約均應以書面為之，始生效力

契約按其成立方式，可分為要物契約與不要物契約要約與意思實現亦得成立契約

31 甲已喪偶，有乙、丙二子。甲積欠丁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因乙創業，甲無償資助乙500萬元，一年後

甲死亡，留有現金700萬元。依民法規定，乙、丙對甲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本題所

得遺產為何？

500 萬元 700萬元 1000萬元 1200萬元

32 依民法規定，有關結婚之形式要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以書面為之 應舉行公開儀式

應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雙方應向戶政機關為結婚登記

33 甲主張乙曾經向其借款新臺幣100萬元，迄今尚未清償。乙則主張該筆借款已經於16年前清償完畢，且16

年來雙方無任何接觸，乙得對甲主張何種抗辯？

時效抗辯 不安抗辯 先訴抗辯 貧窮抗辯

34 下列關於民法規定自己代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經本人許諾，得自己代理 專為履行債務，得自己代理

自己代理即雙方代理 原則上禁止自己代理

35 甲將自己所有的 A 屋出租給乙，供乙辦公使用。依民法規定，關於甲乙間租賃契約，若未就轉租為特別約

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非經甲承諾，不得將 A 屋全部轉租於他人

乙將 A 屋一部分轉租於他人時，甲得終止租約

乙將 A 屋一部分轉租於他人時，乙與甲間之租賃關係，仍為繼續

乙將 A 屋一部分轉租於他人時，因次承租人應負責之事由所生之損害，乙負賠償責任

36 下列何者不享有權利標的物之占有權能？

抵押權人 動產質權人 地上權人 留置權人

37 下列何種行為依民法規定，共有人無須經其他共有人之同意，即得自由為之？

對於第三人，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

就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設定抵押權

決定共有物之處分

協議共有物之分割方法

38 甲男、乙女育有一子丙。丙後來出養於丁、戊夫妻。某日丁、戊在共同出遊時，遭遇車禍，雙雙死亡。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與丁、戊之收養關係，因丁、戊之死亡而解消，丙得再被己、庚夫妻收養

丙與丁、戊之收養關係，因丁、戊之死亡而解消，丙與本生父母甲、乙間之權利義務回復

丙與丁、戊之收養關係，不因丁、戊之死亡而解消，除非丙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

丙與丁、戊之收養關係，不因丁、戊之死亡而解消，除非丙經過丁、戊的繼承人之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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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訊問被告應給被告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 應告知被告得依其自由意思說話或不說話

被告想要選任辯護人為其辯護時，得禁止其選任 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

40 犯罪嫌疑人涉及賄選被警方調查，關於辯護人的選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檢察官偵查中的被告才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但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調查者，並不是被告，類似證人

的地位，沒有權利選任辯護人

犯罪嫌疑人之配偶，得以自己名義獨立替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

犯罪嫌疑人因為不是被告，只能選任辯護人一人

犯罪嫌疑人經警察許可者，得選任非律師為辯護人

41 對於犯罪嫌疑人在下列何者情況，不屬於刑事訴訟法上之詢（訊）問，而無庸為刑事訴訟法第95條權利之

告知？

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犯罪嫌疑人，法官為羈押所為之訊問

警察將犯罪嫌疑人移送至檢察署，檢察官對於犯罪嫌疑人之訊問

犯罪嫌疑人持槍與警察對峙中，親友勸說投降的對話

逮捕犯罪嫌疑人後，製作警詢筆錄前，警察為獲致犯罪相關案情，開始就犯罪情節與犯罪嫌疑人交談

42 有關羈押訊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辯護人得於法院為羈押訊問之前，請求法官給予適當時間為答辯之準備

檢察官得到場陳述聲請羈押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

法官為羈押處分所依據之證據，應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

法院因避免被告勾串證人而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之卷證，仍得作為羈押審查之依據

43 公務員甲之下列行為，何者應依刑法第134條之規定加重處罰？

下班後至大賣場偷竊智慧型手機1支 於執行勤務時，開車因過失撞傷路人乙

甲就其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 利用其調查犯罪之職權、機會或方法，誣陷乙犯罪

44 下列有關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客體為公務員 行為方式為施用強暴脅迫

公務員違法執行職務亦包括在內 公務員所執行之職務要有法令上之依據

45 下列考試，何者非屬刑法第137條所稱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專門職業人員律師考試 研究所入學考試 警察人員特種考試

46 下列所述，何者非屬刑法第138條所稱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文書、圖畫、物品？

未送達前之法院傳票 警察局之窗戶玻璃 警察執行巡邏之機車 警察依規定制作之談話筆錄

47 債權人甲向法院聲請查封債務人乙所有之卡車一輛，法院依法查封後交甲保管，因無該車鑰匙，遂將車停

在原地。嗣乙因不甘車被查封，乃將該車開往他處隱匿，問乙可能成立下列何罪？

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刑法第138條隱匿公務員職務上委託第三人掌管之物品罪

刑法第139條違背查封效力罪

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

48 下列關於過失犯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開車不慎撞死乙所養之寵物犬，應構成過失毀損罪

甲開車不慎撞傷乙，應構成過失傷害罪

竊盜罪無處罰過失犯之規定

侵占罪無處罰過失犯之規定

49 下列何者非屬不作為犯？

刑法第149條之公然聚眾不遵令解散罪 母親以棉被悶死嬰兒

母親以不餵食之方式餓死嬰兒 刑法第306條第2項之侵入住居不退去罪

50 下列有關刑事責任能力之敘述，何者錯誤？

未滿14歲人之行為，不罰 14歲以上未滿20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滿80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瘖啞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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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市政府與賣場合作，推出「購物袋+垃圾袋」二合一雙重功能購物袋，即賣場販售購物袋，可轉為垃圾
費隨袋徵收的專用垃圾袋，不僅一物可以兩用，更能省下一、兩元的花費。上述做法，最適合從下列何種
公益觀點解釋？
公益與私益衝突時，應注重公平與正義原則
透過建立誘因機制，使公益與私益互補包容
設計雙重功能購物袋，可減少「搭便車」問題
屬於第三部門展現經濟力的公私協力運作模式

2 小傑是位漫畫家，漫畫之路啟蒙自年幼閱讀《哆啦 A 夢》之後，萌生想當漫畫家的念頭。在升學之路上，
為了符合父母期待，一路從建築系讀到建築研究所，也考取建築師執照，但他心中始終懷抱著當漫畫家的
目標。若以米德（G.H.Mead）的自我形成理論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哆啦 A 夢是小傑自我形成中的「超我」 想當漫畫家是小傑自我中「主我」的表現
父母代表自我的「本我」，象徵「重要他人」 選擇就讀建築相關系所，以符合「鏡中自我」

3 某團體提出「縮工時、反過勞、要加薪、禁派遣」的訴求。根據上述訴求判斷，該民間團體最可能是下列
何者？
民營事業機構受薪員工組成的工會 專門職業工作者組成的專門職業公會
財團與企業經營者組成的工商團體 外國企業經營者在臺灣所合組的商會

4 某大學針對男性住宿生的管理，是採取無宵禁限制、自由刷卡出入的模式；而對於女性住宿生則採取人工
識別、且有晚間12點後禁止外出的門禁限制。經掀起解除女生宿舍宵禁的抗議行動，學校乃召開校務會議
與學生達成共識。依上所述，此大學針對不同性別採取的不同管理模式的作為，較符合下列何者？
性別偏見 性別歧視 性別多元化 性別刻板印象

5 美國民權運動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主張公民不服從的行為具有正當性，主要是因為下列何項基
本立場使然？
依法行政 依法而治 惡法亦法 惡法非法

6 某學者將意識型態視作一種爲了欺騙和使權力關係具有合法性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其存在常與剩
餘價值剝奪的概念有關，下層生產關係的改變往往會牽動上層建築的轉變。依上所述，該名學者可能為下
列何人？
馬克思（Karl Marx） 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 聖西門（Comte de Saint-Simon）

7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下列何者屬於同一類政府收入來源？
公營事業單位的盈餘 個人辦理護照的費用
營利事業單位繳交的健保費 持有汽車繳交之使用牌照稅

8 在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中，在婦女及原住民的選舉名額部分，特別提供一定的保障名額。請問上述制度
的安排，其目的乃是在落實下列何項憲政原則？
權力分立 政治平等 多數統治 責任政治

9 我國在2009年曾受邀以來賓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針對國際組織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國在國際組織的參與名稱皆為「中華臺北」
「世界衛生組織」屬於全球性政府間國際組織
我國參與世衛大會與「世界銀行」所使用的名稱相同
「世界衛生組織」關注的議題包含貿易、關稅等多元範圍

10 報載：綠黨與流浪動物關懷協會聯袂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應主動建置動物領養平台，讓民眾透過領養取
代購買，以解決流浪動物收容的問題。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關於綠黨與流浪動物關懷協會的共同屬性，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者都可以發起倡議活動 兩者都能夠收取政治獻金
兩者都以爭取執政為目的 兩者都享有法案的提案權

11 我國在中國的打壓下，參與國際的空間大受影響，政府為拓展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曾提出「務實外交」
的政策主張。依上所述，下列何者較符合「務實外交」政策？
慈濟志工遠赴日本協助當地震後救災事宜
公民記者至丹麥哥本哈根報導聯合國氣候會議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出動艦艇至東海護衛漁船作業
外交部於新加坡設立「臺北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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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國與法國第五共和政府在政體上皆屬於雙首長制，針對兩國政府體制運作的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法國總理由國會勝選多數黨自行任命
我國總統有被動解散立法院之權；法國總統有主動解散國會之權
我國立法院無權提案罷免總統；法國國會則有權提案罷免總統
我國總統可將重大議題提交公民複決；法國總統則無此權限

13 某國政府在徵收土地時，因不讓居民參與討論，而被當地居民懷疑是「黑箱作業」，於是上街頭遊行抗議。
依以上所述，這些抗議事件係針對下列何種正義的不足？
程序正義 匡正正義 分配正義 司法正義

14 有關我國司法院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院長與副院長皆由大法官兼任，任期四年
大法官共15人組成大法官會議，審理政黨違憲及解散事宜
院長、副院長產生方式與檢察總長相同
院長、副院長必須具備法官之任用資格

15 內政部對於中國大陸資金來臺買房祭出管制措施，反對者認為全球經濟市場應打破保護與障礙，才能達到
經濟活絡的目標，政府不宜干涉過多。上述反對者的論點，最主要是基於下列何種意識型態？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

16 2016年1月，北韓向南北韓邊境島嶼週邊進行了炮擊，南韓認為北韓此舉是軍事上的挑釁行為；南韓與美
國於同年2月舉行了聯合軍事演習，外界將此視為對北韓發出的強烈警告信號。上述衝突主要是由下列何
者所造成的？
國際政治結盟以及南北對抗的後遺症 區域政治權力與意識型態對抗的危機
太空、化學武器競賽所引發的軍事裁減對抗 第一、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的資源爭奪衝突

17 2014年12月桃園縣改制升格為「桃園市」，成為我國第6個直轄市，原桃園縣下轄的13個鄉鎮市，改制為12
個區以及1個原住民自治區。有關桃園市改制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改制前的鄉鎮市民代表會皆升格為區議會 升格為直轄市後將不再屬於地方自治團體
除原住民自治區外，其餘區長皆由市長派任 改制前的桃園縣與基隆市的地方層級不相同

18 立法院日前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案，放寬工作場所哺集乳的相關規定，讓職業婦女能兼顧母職與工作。
針對此法案及立法院修法程序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該法案可由有育兒哺乳需求的職業婦女，直接向立法院提案修法
提案後該法案由所屬的內政委員會將其排入議程，決定審查順序
此程序是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的部分條文，故二讀通過即可
行政院若認為法案窒礙難行，得在送達十天內經總統核可提出覆議

19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相關法規，精神醫療機構評估嚴重病人有接受緊急安置之必要時，應即通報地方主管機
關為必要之處置，而緊急安置之方式，應以合理可行且限制最小之保護措施為之，此項規定係遵行下列何
項行政法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20 某班班費因為遭竊，學校教官乃搜查全班學生的書包。依據我國相關法規判斷，下列四位同學的觀點，何
者較為正確？
甲生：此做法符合「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並無侵害學生權利
乙生：若學生被查到贓款而遭記過處分時，可直接提出行政訴訟
丙生：此舉有侵害學生隱私權、人格權與財產權之虞，並不妥當
丁生：高中生因未成年，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故可搜查

21 使用餐券及住宿券消費時發生糾紛，可依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解決爭議，但應先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上述
係屬何種法律適用原則？
公法優於私法 後法優於前法 程序法優於實體法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22 領有醫師執照的婦產科醫生，就其專業知識判斷一名孕婦之胎兒嚴重畸形，有墮胎之必要，經孕婦之同意
從事墮胎手術。請問此行為不構成犯罪，是因為何種阻卻違法事由？
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依法令之行為 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

23 近年對於著作權保障日趨重視，有關我國著作權保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對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的保障，皆有期間限制
對著作權的保障採登記主義，先登記者享有著作權
為保障創作者的權益，著作財產權不可讓與或繼承
為促進社會文化發展，允許他人對著作的合理使用

24 大雄與靜香婚後育有一子小雄，然而靜香卻發現大雄與阿珠婚外情，並且生下一女小花。靜香於是與大雄
離婚，獨自扶養小雄，並讓小雄改從母姓。本案中親子關係權利義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大雄是在婚姻存續期間生下小花，故小花為婚生子女
小花是大雄的小孩，故靜香對小花也須負起扶養義務
小雄在父母離婚後雖改從母姓，大雄仍有負擔其生活費的義務
大雄未與阿珠再婚，仍可透過收養小花確立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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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我國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七歲的小孩無法繼承遺產

受監護宣告者不再是權利主體

年滿二十歲的國民始取得權利主體的能力

經登記成立的公司行號為權利主體，在法律上能享有權利

26 數起殺童案兇手未獲判死刑，有憤怒民眾在網路上表示「為了下一代的安全，應修法處故意殺害兒童者唯

一死刑，以有效嚇阻殺童案再度發生」。上述民眾的觀點最接近何種刑法理論？

應報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綜合理論

27 我國法律有「非常上訴」制度的設計，這是一種特別訴訟程序。下列有關非常上訴的敘述，何者正確？

有時效限制 有次數限制 僅限刑事案件 僅能由大法官提出

28 菸酒稅法規定違法囤積米酒，一經查獲每瓶依法科處罰鍰兩千元，某商人因囤積米酒被查獲，雖可獲利一

百多萬，卻被依法重罰一億多元，此項罰則被大法官宣告違憲。依上所述判斷，下列何者應是宣告違憲的

最主要理由？

重罰並未遏止米酒囤積 科處罰鍰欠缺法律明確規定

應當先勸導，不聽制止再處罰 相對於囤積米酒的獲利，處罰結果過於苛酷

29 我國立委選舉制度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票制指一票投候選人、一票投候選人政見

單一選區俗稱小選區，是由73個選區中各選出一名當選人

該制度較易出現小黨林立，且大黨生存空間常遭壓縮

係採用小選區連記制，以利人民選出心中理想的候選人

30 中國為避免少子化與勞動力衰退等問題，於2016年開始全面開放二胎化政策，預估每年可增加上千億人民

幣消費金額。就該政策對市場供需變動的影響來看，下列何者與上述情況相同？

政府獎勵生技產業提出企業減稅 便利商店推出冰品買一送一活動

端午時節知名的粽子店大排長龍 我國資訊產品發展成熟價格低廉

31 196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時，荷蘭在北海發現天然氣，因此從天然氣出口獲得大量收入，但伴隨而來的是

製造業外移、非能源出口產業衰退等現象。經濟學家將這種突然發現礦藏，導致外資直接投資，或者國內

原先出口的原物料在國際市場價格暴漲，引發產業結構改變的現象，稱為荷蘭病（Dutch Disease）。若從國

際貿易的角度來推斷，「荷蘭病」的主要成因應是下列何者？

巨額的貿易逆差讓本國貨幣外流，使得國家經濟衰退

出口造成本國貨幣貶值，讓外國產品國際競爭力上升

能源、礦藏價格雖暴漲，但利潤被生產成本吃掉大半

出口造成本國貨幣升值，讓本國產品國際競爭力下滑

32 政府提供公共財，所以需要政府各種收入來支應，下列各項政府收入中，何者屬於規費收入？

參加國家考試所繳的報名費 臺灣中油公司每年盈餘收入

民眾違規停車所繳納的罰鍰 貿易商進口商品所繳納的關稅

33 關於各種失業類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自然失業指的是當社會上只存在摩擦性與結構性失業者

區域發展的消長或產業結構的轉變，易造成循環性失業

充分就業指的是社會上所有的失業者都是結構性失業者

循環性失業者因缺少充足的資訊，導致求職不順而失業

34 下列為天龍國之相關敘述，在不考慮其他條件情況下，何者會使得該國外匯的供給增加？

從國外進口產品 本國人出國觀光

本國捐款給外國 外資投資天龍國的房地產

35 假若今年因芒果生產過剩，每臺斤售價為5元，農民血本無歸，政府乃出面協助農民，以每臺斤8元收購芒

果，加工生產為芒果乾與果醬等相關產品。依上所述判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會出現下列何種結

果？

政府以保證價收購照顧農民，整體經濟福祉反而會減少

政府以高於市價保證價格收購的做法稱之為價格上限

芒果價格下跌會造成芒果乾與芒果果醬的供給減少

政府保證價格收購芒果，一般大眾的消費者剩餘一定增加

36 Curious tourists up their children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parade.

 encouraged  charged  lifted  deli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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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If you wish to become somebody in the future, you should set up a and go for it right now.
 trend  technique  goal  gap

38 In many countries, an unwritten dress code makes it for a man to wear a dark suit and tie to work in company
offices.
 momentary  mandatory  memorable  minimal

39 Jean’s mother thinks that it is dangerous to swim in the sea, so she keeps telling Jean to it.
 avoid  delay  govern  operate

40 Mary has very poor eyesight after the car accident. She is able to read well.
 typically  commonly  habitually  scarcely

請依下文回答第41題至第45題：
If you spend most of your days sitting at school, work, at a computer or stretched out on a couch at home, you may

be taking up to two years off your life. It is 41 that a sedentary lifestyle increases the risk of heart disease, Type 2
Diabetes, cancer and obesity, and can result in early death. Many people think they can make up for sitting around by
walking, playing sports or going to the gym. 42 , this might not be so. A new study jus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suggests the effect on our longevity from sitting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cannot be changed
through exercise. Even 60 minutes of daily exercise may not be enough.

The study is from Dr. David Alter and his colleagues at Toronto University. Dr. Alter and his team analyzed 47 studies
that 43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who kept notes on how long they sat down each day and how much they
exercised. They found that the most sedentary groups had a 24% increased chance of dying than the 44 sedentary
ones. This remained the case even though those who sat a lot also did 60 minutes of daily exercise. Dr. Alter writes：
" 45 your sit-down time by 2-3 hours each day by standing up at your desk, taking frequent breaks to stretch and
walk, or watching TV on your feet may be better than an expensive, crowded, smelly gym and be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41  an unlikely fact  a rare instance  common knowledge  mixed feeling
42  Accordingly  Immediately  Satisfactorily  Unfortunately
43  questioned  appointed  tracked  advised
44  least  last  more  best
45 Maintaining  Conducting  Reducing  Overseeing

請依下文回答第46題至第50題：
A new Japanese study has found that cats match dogs in some memory tests. The study used 49 cats and different

bowls of food,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cats can recall memories of positive experiences, such as eating a delicious
snack. The experiment was a test of episodic memory, or memory of past experiences that occur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In the experiment, cats were led to four bowls of food, and were permitted to eat from two of them. After fifteen
minutes, the bowls were replaced with empty ones, and the same cats returned to the room in search of food. Her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the cats spent more time exploring those bowls from which they had already eaten than others.
That cats were able to remember “what” and “whe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ood bowls suggests they have episodic
memory. The researcher said that both cats and dogs may have episodic memory similar to that of humans and that cats
are just as smart as dogs. Still, it’s unclear whether cats can experience past memories as deeply as humans do. “It’s also
hard to know if the cats actually remember the experience of going to that particular bowl, such as the colors and the
sounds,” said the researcher. The study’s results may have many practical uses. A professor from Yale University said,
“It opens the door to new studies examining how long cats’ memories can be, and whether they also remember richer
experiences in their own life as humans do.”
46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finding of a Japanese study？

 Cats are proven to be smarter than humans.  Smart cats enjoy food in colored bowls.
 Cats are just as smart as humans.  Cats and dogs might be equally smart.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Research on Cats and Dogs.  A Study of Cats' Memory.
 A Study of Smart Food .  Research on Japanese Researchers.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of positive experience for a cat？
 Taking a nap.  Playing with a dog. Making a sound.  Eating a snack.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oes "episodic memory" refer to？
 Experiences.  Colors.  Japanese studies.  Food types.

50 What does "that" in "... both cats and dogs may have episodic memory similar to that of humans..." refer to？
 Research. Memory.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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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戶籍法之規定，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與戶口名簿戶號之編定與配賦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兩者編定由內政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配賦方式，交戶政事務所配賦

兩者編定及配賦方式均由內政部定之，交戶政事務所配賦

兩者編定及配賦方式均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交戶政事務所配賦

前者編定及配賦方式由內政部定之，後者編定及配賦方式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均交戶政事務所配賦

2 下列何項不是我國國民身分證記載之項目？

出生地 役別 籍貫 統一編號條碼

3 依據戶籍法之規定，利害關係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戶籍資料或交付戶籍謄本。利害關係人之範圍，

應由何機關訂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4 依照戶籍法之規定，戶籍謄本之申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向下列那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住所地戶政事務所 出生地戶政事務所 任一戶政事務所

5 有下列那一種情形時，應為更正之登記？

戶籍登記事項有變更時 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

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 戶籍登記事項嗣後不存在時

6 戶口清查，以下列何者為單位？

戶 宗族 個人 家

7 戶長未依戶籍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提供戶口名簿者，其罰則為：

處新臺幣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罰鍰

8 申請戶籍登記致國民身分證記載事項變更者，應同時為下列何項申請？

申請塗銷原記載事項 申請補領國民身分證 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 申請註記變更事項

9 下列何種戶籍登記，申請人以書面委託他人申請，須有正當理由，並應經戶政事務所核准？

出生登記 認領登記 收養登記 死亡登記

10 下列何項登記不屬於身分登記？

結婚登記 死亡宣告登記 出生地登記 輔助登記

11 關於國民身分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初領、補領時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換領時，得由本人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初領或補領時，應由本人親自為之 滅失或遺失時，應申請換領

12 喪失我國籍者，應為下列何種登記？

更正之登記 變更之登記 廢止之登記 撤銷之登記

13 依戶籍法本文規定，外國人歸化後，經核准定居者，應為下列何種登記？

遷入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歸化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14 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非婚生子女之姓氏應如何登記？

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 由戶政事務所主任代為決定

依法院判決登記 依母姓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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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死亡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死亡登記需聲請法院為死亡之宣告後，始得向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得以配偶、親屬、戶長、同居人、經理殮葬之人為申請人

因災難死亡，經警察機關查明而無人承領時，由警察機關通知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在矯正機關內被執行死刑，無人承領者，由各該矯正機關通知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16 有關國民身分證之領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初領國民身分證，應由本人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補領國民身分證，應由本人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換領國民身分證，應由本人親自為之

換領國民身分證並更換相片換領者，應由本人親自為之

17 依戶籍法規定，下列何種行為不受處罰？

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戶口調查 無正當理由未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

無正當理由未於法定期間內申請戶籍登記 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查證戶籍登記事項之資料

18 關於出生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生母應於其婚生子女出生6個月內，辦理出生登記

子女具備行為能力後，始得由其法定代理人辦理出生登記

出生登記，應由生母或其三親等內之自然血親申請辦理

在國內出生未滿12歲之國民，應為出生登記

19 關於共同事業戶與單獨生活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同一處所、有6人以上共同經營之寺廟，得申請登記為共同事業戶

相鄰之單獨生活戶、且具有親屬關係者，應辦理合戶登記

收容人之配偶與直系血親卑親屬，應列為共同事業戶內之人口

共同事業戶之戶長另設有共同生活戶或單獨生活戶者，應註明其戶籍地址

20 甲出國留學逾二年未入境，戶政事務所接獲入出國管理機關通報後，應如何處理？

通知應為申請之人限期辦理遷出登記 逕行撤銷戶籍

逕行廢止戶籍 註明列管並保留戶籍

21 依戶籍法規定，關於15歲以上人口，下列何者屬各級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所應查記之事項？

教育程度 經濟狀況 家庭狀況 工作狀況

22 依戶籍法規定，人民故意提供不實之資料給下列何機關，應處罰鍰？

臺東市政府 行政院 基隆市政府 彰化市政府

23 依戶籍法施行細則，戶政事務所按戶逐口辦理戶口調查時，下列何者非應予協助之機關或人員？

入出國管理機關 社會褔利行政機關 村（里）鄰長 村（里）幹事

24 下列何者非出生登記之申請人？

家長 同居人 撫養人 戶長

25 下列何種戶籍登記，應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

經法院裁判離婚確定後之離婚登記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於中華民國97年5月20日結婚者 於中華民國97年5月25日，與外國人於國內結婚者

26 下列何者非屬戶籍法規定之身分登記事項？

出生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結婚、離婚登記 原住民民族別登記

27 甲持美國加州洛杉磯地區法院之監護宣告函（非裁判書）至戶政機關辦理監護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監護登記應以監護人為申請人

申請人為申請監護登記所提出之外國證明文件，須由戶政機關本於職權審查是否有效

因甲所持之外國證明文件非法院裁判書，故無法依據該文書申請監護登記

戶政機關拒絶依該宣告函辦理監護登記時，申請人得依司法程序解決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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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甲具原住民身分，嗣後為非原住民收養，經申請而喪失原住民身分。有關其戶籍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戶政機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辦理原住民身分廢止登記

戶政機關得不經催告程序，逕為廢止登記

如經戶政機關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機關得逕為辦理原住民身分廢止登記

戶政機關得依法塗銷當事人之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及族別

29 有關初設戶籍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國人歸化後，經核准定居

無戶籍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

國內出生，未滿12歲未辦理出生登記，經核准定居

香港居民，經核准定居

30 有關出境2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因公派駐境外之人員及其眷屬，可不必辦理遷出登記

到國外留學者，可不必辦理遷出登記

隨我國籍遠洋漁船出海作業，可不必辦理遷出登記

出境2年以上，未辦理遷出登記者，戶政機關得逕行為之

31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應辦理下列何種戶籍登記？

撤銷 變更 廢止 更正

32 結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但於下列何日期以前結婚或結婚已生效者，得以當事人之一方為申請人？

中華民國97年5月22日 中華民國97年10月25日

中華民國95年5月22日 中華民國94年5月25日

33 村里長具有雙重國籍（具我國國籍及外國國籍），應由下列何者查明解除其公職？

行政院 內政部

鄉（鎮、市、區）公所 縣市政府

34 在國內無戶籍之香港人民經核准定居者，應為下列何種登記？

遷入登記 出生地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35 依姓名條例規定，執照未使用本名者，其效力為：

無效 有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36 中華民國國民之本名以幾個為限？

2 個 3個 1個 無限制

37 戶政事務所得派員查對校正之戶籍登記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出生登記 離婚登記 收養登記 夫妻財產登記

38 關於非婚生子女申請改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婚生子女因認領被撤銷者，得向戶政機關申請改姓

生母應於非婚生子女出生後2年內，向鄉鎮區公所申請登記改為生父之姓

生父死亡後，非婚生子女不得申請登記改為生父之姓

成年之非婚生子女不得因認領被撤銷而改回原姓

39 關於申請改名或改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卑親屬名字完全相同者，得申請改名

因執行公務之必要，得申請改名，但不得申請改姓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得申請改名

同時在一直轄市設立戶籍3個月以上，姓名完全相同，得申請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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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列何者不得申請更改姓名？

經通緝者 經羈押者，於羈押執行完畢後之1年內

宣告破產之破產財團負責人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者

41 甲於民國107年9月1日向戶政機關申請改名，經機關於107年9月25日通知核准，並於107年9月30日完成戶

籍登記。其改名自何日起發生效力？

完成戶籍登記後，溯及至申請之107年9月1日生效

完成戶籍登記後，溯及至機關核准之107年9月25日生效

自完成戶籍登記之107年9月30日生效

完成登記之日起算至第三日，於107年10月2日生效

42 人民申請更改姓名時，戶政機關對於有關係之人應如何處理？

應同時依職權於其配偶、子女戶籍資料為配偶、父或母姓名更改

應同時告知其曾就讀之學校

應同時通知其工作服務之機關

應同時通知其配偶、子女申請為配偶、父或母姓名更改

43 下列何者非申請更改姓名之事由？

因執行公務所必要 字義粗俗不雅 原名譯音不正確 因宗教因素還俗

44 依姓名條例規定，下列何種情形，不得申請改名？

未成年人收容於少年觀護所 未成年人羈押於少年觀護所

少年法院作成責付決定 少年法院裁定交付觀察

45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何機關受理？

原住民族委員會 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46 原住民 A 男與非原住民 B 女結婚生一子 C，關於 C 之姓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C 未成年時，得由其法定代理人 A 與 B 協議定之

C 成年後，得依 C 個人意願取得或變更之

C 變更從姓或取得原住民傳統名字次數，以一次為限

若 C 嗣後變更為從 B 之姓，則喪失原住民身分

47 關於原住民夫婦於原住民身分法施行後收養非原住民 C，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C 逕行取得原住民身分

C 須未滿7歲，始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收養者須年滿40歲且無子女，C 始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收養關係終止時，C 之原住民身分喪失

48 依原住民身分法，關於原住民或非原住民被收養之身分認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不喪失原住民身分，且不得申請喪失該身分

非原住民因收養取得原住民身分者，收養關係終止時，原住民身分不變

原住民父母均42歲且無子女，收養6歲的非原住民，後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本法施行前，原住民父母均超過45歲，並育有多名子女，收養9歲的非原住民，後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49 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山地原住民身分之認定，須於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

記其本人或下列何者為原住民？

旁系姻親尊親屬 直系姻親尊親屬 旁系血親尊親屬 直系血親尊親屬

50 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因戶籍登記錯誤、遺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或漏未登記為原住民身分者，當事人戶

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下列何者？

登記之變更 登記之更正 登記之撤銷 登記之廢止



類科名稱：

109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戶籍法規大意（試題代號：4503)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戶政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B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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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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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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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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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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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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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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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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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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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 D B A B C B C

D B D A D B D D A

A C B A D B C B C B

C A D A C D A C A

C A B B D C A C D B

C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