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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選項「」中之語詞，古今詞義不變的是： 
知止而「后」有定（《禮記．大學》）／歌壇天「后」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禮記．學記》）／門禁森「嚴」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孟子．梁惠王上》）／「走」路回家 
瞞天「討」價，就地還錢（《儒林外史．第十四回》）／逼迫催「討」 

2 下列各組成語，何者不是意義相近： 

剛愎自用／一意孤行／固執己見 人生如寄／浮雲朝露／一枕黃粱 

彼長我消／亡鄭陪鄰／窮途末路 大相逕庭／判若雲泥／天淵之別 

3 以下四個選項，都使用了成語，那一個選項錯誤？ 

老師的一席話，有如「暮鼓晨鐘」，真是發人深省啊 

我之前向你借 5000 元急用，真是感恩！現在「錙銖必較」，這筆錢就還你吧 

努力了好多年，終於找到一個教職；這個學校雖然偏遠，卻是我「安身立命」之處 

有些人明明在做壞事，卻絲毫沒有羞恥感，還在「掩耳盜鈴」，編造種種冠冕堂皇的理由來掩飾自己 

4 下列文句「」中的成語運用，那些正確？①暑假間在校外飛車競逐、逞勇鬥狠，萬一「失之交臂」，豈不釀

成終生的憾恨  ②這點錢只是「杯水車薪」，對他龐大的債務幾乎是於事無補  ③法網恢恢，再隱密的勾

當也難保沒有「東窗事發」的一天  ④他的學識淵深，基礎「盤根錯節」，造詣令人景仰 

①② ①③ ②③ ②④ 

5 下列「」中的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他傷心得「強聒不捨」，一定是遭遇到不幸的事了 
他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所得的獎狀多到「家無斗儲」 
那對夫妻感情極好，經常整天「掩人耳目」，情話綿綿 
入寺修行多年，他對於人世間的愛憎貪癡，已「無動於衷」 

6 下列神話的寓意，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精衛填海：比喻意志堅定，不懼艱苦  
女媧補天：比喻費盡心力，也無濟於事 
夸父逐日：比喻人定勝天，有志者事竟成  
后羿射日：比喻不自量力，縱有雄心壯志但未竟大業 

7 下列詩句中之「耐」字，何者意義與其他三個選項不同？ 
青春復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 青女素娥俱「耐」冷，月中霜裡鬥嬋娟 
況復秦兵「耐」苦戰，被驅不異犬與雞 薄宦未甘霜髮改，夾衣猶「耐」水風寒 

8 管仲曾說：「倉廩實而知禮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其中「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反義是： 
飢寒發善心 飢寒起盜心 飢寒志益堅 飢寒思酒肉 

9 下列選項皆有「三」字，代表的概念，何者與其他三者不同？ 
三月不知肉味 三句不離本行 貨比三家不吃虧 三折肱而成良醫 

10 下列選項「」中的字都作為量詞，用法有誤的是那一個？ 
一「口」古鐘／一「口」寶劍／一「口」水井 一「副」對聯／一「副」碗筷／一「副」眼鏡 
一「面」鏡子／一「面」矮牆／一「面」之詞 一「把」雨傘／一「把」椅子／一「把」芹菜 

11 諸葛亮〈出師表〉：「先帝在時，每與臣論此事，未嘗不歎息痛恨于桓靈也。…先帝不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三顧臣於草廬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根據上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痛恨」意指痛心遺憾  「卑鄙」意指行為齷齪  
「枉屈」意指蒙冤不白  「感激」意指十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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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詩句何者沒有因果關係？ 
野曠天低樹（孟浩然〈宿建德江〉） 蓮動下漁舟（王維〈山居秋暝〉） 
泉聲咽危石（王維〈過香積寺〉） 落日滿秋山（王維〈歸嵩山作〉） 

13 民國 100 年歲次是「辛卯」，則下列年次相配正確的是： 
民國 94 年－庚丑 民國 93 年－甲申 民國 96 年－丙亥 民國 98 年－己寅 

14 下列那一題辭，不適合用於婚禮？ 
乾坤定矣 鼎惠懇辭 人倫之始 鴻案相莊 

15 下列題辭的應用，何者錯誤？ 
祥瑞弄瓦：用於生男 輝增彩帨：用於生女 玉樹聯芬：用於雙生 瓜瓞延祥：用於生孫 

16 依下列各組人物關係，書信「提稱語」用法正確的選項是： 
蘇軾寫信給蘇洵，可使用「左右」 李白寫信給杜甫，可使用「惠鑒」 
曾鞏寫信給歐陽脩，可使用「知悉」 左光斗寫信給史可法，可使用「鈞鑒」 

17 杰倫從學校畢業一年之後，寫了一封信給他的導師。下列關於書信用語，錯誤的選項是： 
吾師「函丈」 拜別「膝下」 恭請「誨安」 「受業」杰倫拜上 

18 「蘋果電腦創辦人賈伯斯日前去世，□□五十六歲，一生創意無數，令人敬佩。」□□一詞應填入何者較為

恰當？ 
享壽 享年 得壽 英年 

19 下列對聯所稱述的對象，何者錯誤？ 
一飯何曾思報答；雙眸早已識英雄／韓信 狂到人間皆欲殺；醉來天子不能呼／李白 
十年幕府悲秦月；一卷唐詩補蜀風／杜甫 千秋冤案莫須有；百戰忠魂歸去來／岳飛 

20 羅隱〈雪〉：「盡道豐年瑞，豐年事若何？長安有貧者，為瑞不宜多。」此詩表達的詩人情感，最合適的選

項是： 
悔恨 悲憫 慶賀 歡娛 

21 「桓公北征，經金城，見前為琅邪時種柳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流淚。」

（《世說新語．言語》）文中桓公慨歎流淚的原因是： 
歲月匆匆，年華已老  孤征在外，思鄉情切  
亡國之痛，黍離之悲  好景不常，好夢難尋 

22 柳宗元〈種樹郭橐駝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

去不復顧。其蒔也若子，其置也若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文中指出種樹的方法是： 
根基穩固後，即順其自然 時時勤看顧，不使有差錯 
放任野生，老天自有眷顧 親自栽種，不假他人之手 

23 《尸子》：「鹿馳走，無顧，六馬不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旨在說明： 
過猶不及 專心致志 勿好高騖遠 應顧全大局 

24 「韓嫣好彈，常以金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金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

輒隨之，望丸之所落，輒拾焉。」（《西京雜記》）文中對韓嫣行為的敘述，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豪奢成性 樂善好施 不恤饑寒 行俠仗義 

25 《袁氏世範》謂：「勉人為善，諫人為惡，固是美事，先須自省。若我之平昔自不能為人，豈惟人不見聽，

亦反為人所薄。」此語意謂： 
正己方可以正人 見得思義則無過 與人言語貴和顏 覺人不善知自警 

26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數敗。嗤其失算，輒欲易置之，以為不逮己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易之，

甫下數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餘。竟局數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不能

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錢大昕〈弈喻〉）依據文中所述，錢大昕對弈失敗而無比

慚愧的原因是： 
思慮欠周，有負大學者威望 友人在側，因而感到特別羞愧 
對手棋力太強，自己遠遠不及 先前妄加評論，自大而不自知 

27 雖出外與相得友朋論談吟唱，何等酣暢；雖坐軒齋讀宏文奇書，何等過癮；然一逕無事的躺著靠著，令心思

自流，竟是最能杳杳冥冥把人帶到兒童時的作夢狀態，無遠弗屆。愈是有所指有所本的業作，如上班，如談

正事，如趕進度，最是傷害作夢。小孩捏著一架玩具在空中飛劃，便夢想在飛，喃喃自語，自編劇情，何等怡

悅。（舒國治《理想的下午》）作者所嚮往「作夢狀態」為何？ 
任憑思緒自由馳騁 規劃有序功成名就 與志同者把酒論學 靜坐暢讀經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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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假定說，橫在你眼前的選擇是到華爾街做銀行經理或者到動物園做照顧獅子河馬的管理員，而你是一個喜歡

動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不認為銀行經理比較有成就，或者獅子河馬的管理員「平庸」。每天為錢的數字

起伏而緊張而鬥爭，很可能不如每天給大象洗澡，給河馬刷牙。（龍應台《親愛的安德烈》）上文主旨與

下列何項敘述最為接近？ 
符合自己興趣才是有意義的工作 各行各業皆有其不為人知的辛酸  
就業之前應先瞭解工作內容性質 緊張忙碌的工作往往成就感較低 

29 德國美學家黑格爾在《美學》這本書裡提到：大自然本身，包括黎明、黃昏，其實並沒有美醜的問題。……

日出、日落之所以美，是我們看黎明與黃昏的時候，喚起了生命裡的某種感嘆：從看日出的過程裡，我們感

覺到蒸蒸日上的朝氣，感覺到生命的活潑，感覺到從絕望黑夜進入到希望黎明的柳暗花明。我們看到的是自

己的生命，不只是黎明。我們把自己期待生命美好的渴望，投射在黎明上。（蔣勳〈美是心靈的覺醒〉）  
根據本文的敘述，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黑格爾認為大自然本身雖有美醜之別，判定美醜與否，其實是取決於觀看者自身的心境 
作者認為我們時常把對生命情感的詮釋投射在景物的變化上，所以認為黑夜總是靜謐美好 
「從看日出的過程裡，我們感覺到蒸蒸日上的朝氣」，是由於自我內心的投射，並不全是外物使然 
「從絕望進入到希望的柳暗花明」，是在描寫日落時夕陽餘暉殘存的遺憾，到入夜時星輝閃爍的美好 

30 「缺乏對風土人文的認識與關懷，極少現場人物的情感流動，行前與事後功課做得不夠，是一般遊客的通病，

在觀光盛行的年代尤其值得我們正視。」（羅葉〈不是只要隨緣走走〉）依文中所述，作者認為旅遊文學

必須關心的事，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觀光產值 文化特色 人情百態 地方風俗 

31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不辱，知止不殆，可以長

久。」《老子》下列那一選項並非文中的涵意？ 
節欲不貪 知所進退 殺身成仁 淡泊名利 

32 《後漢書．方術列傳．華佗》：「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怒則差，乃多受其貨而不加治，無何棄去，

留書罵之。郡守果大怒，令人追捉殺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數升而愈。」這個

故事主要表現的是： 
華佗醫病總要收取許多的報酬，還不見得會有功效 
華佗作為醫生，不畏權勢，堅持專業，不怕得罪當道 
華佗醫治病人，為使病患痊癒，所採用的醫療方法相當靈活 
華佗認為郡守生病，千萬不可生氣，如果盛怒將使病情惡化 

33 後趙王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勒微時，與李陽鄰居，數爭漚麻池相歐，陽由是獨不敢來

。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豈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徃日

厭卿老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參軍都尉。（《資治通鑑》卷九十一）本文旨在說明後趙王勒能： 
量才錄用 唯才是舉 感恩圖報 不計前嫌 

34 李惇為淄、青節度判官，其使尚衡，弟頗干政，惇屢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不忍失意。」惇曰： 
「君憐愛，祇合訓之以道，何可使其縱恣也！」衡家又好祈禱，車輿出入，人吏頗以為弊。惇又進諫，衡

不能用。（封演《封氏聞見記》）根據上文所述，李惇為人如何？ 
自以為是 忠直耿介 剛毅木訥 愚昧無知 

35 「（慶曆）四年夏，帝與執政論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類聚，物以羣分。自古以來，邪正在朝，各為

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試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不可禁也。」下列那一敘述最符合范仲淹的

主張？ 
朋黨未必不好，端視國君是否有識人之明 正邪雖不兩立，但各有其貢獻，故可同時並存 
朋黨營私，無法禁絕，只能消極接受，以求和平 不同黨派可以產生制衡力量，因此不必禁朋黨 

36 王元澤數歲時，客有以一獐、一鹿同籠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為鹿？」雱實未識，良久對曰：「獐邊者

是鹿，鹿邊者是獐。」客大奇之。（沈括《夢溪筆談》）根據上文，王雱之應對可用下列何語形容？ 
指鹿為馬 故弄玄虛 張冠李戴 隨機應變 

37 唐張鷟為河陽尉，有客驢，繮斷，並鞍失之，三日訪不獲，詣縣告。鷟推窮甚急，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鷟

曰：「此可知也。」遂令不秣飼驢，去轡放之。驢尋向昨夜餵處，乃搜索其家，於草積下得之，人服其智。 
（《折獄龜鑑．跡盜》）依據文意，張鷟能找回驢與鞍的原因，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張鷟積極追查 張鷟大搜縣城 驢子非常飢餓 驢子識路返回 

38 「蛇蚖蜈蚣豺狼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殺之？若必欲盡殺，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

使遠，避之使不相害而已。」（鄭板橋〈寄弟墨書〉）鄭板橋對於害蟲的觀念，下列選項何者最正確？ 
可以驅離遠避，不必傷其性命 萬物生生不息，想殺也殺不完  
皆應趕盡殺絕，使之不能繼續為害 天生萬物皆有益於人類，應善加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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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史記．屈原賈生列傳》：「人君無愚智賢不肖，莫不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

君治國，累世而不見者，其所謂忠者不忠，而所謂賢者不賢也。」文中旨在說明人君使國家強盛的關鍵是： 
知人之明 用人不疑 野無遺賢 廣納諫言 

40 蘇軾〈超然臺記〉：「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樂，非必怪奇瑋麗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

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類也，吾安往而不樂？」蘇軾之所以能無往而不樂，是因為： 
心無雜念，一切皆空 隨遇而安，心無妄求 酒足飯飽，夫復何求 物有可觀，自得其樂 

閱讀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3 題 
（唐太宗貞觀）十七年，鄭公魏徵卒。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

碑文，並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朕嘗保此

三鑑以防己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李贄《史綱評要．唐紀》） 
41 根據本文敘述，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徵寢疾」是說魏徵在寢室中睡覺時突然重病發作   
「上與太子同至其第」句中「其」為發語詞，無義 
「可知興替」是說可以明白歷代興盛和衰亡的道理 
「朕亡一鑑矣」是指皇上在魏徵家丟失了一面鏡子 

42 細讀本文，可推知下列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唐太宗指定太子迎娶魏徵的女兒衡山公主 唐太宗對魏徵的死亡表達了惋惜之意 
魏徵過世後，太子書寫碑文並刻在石碑上 唐太宗以銅、人、史為鑑，防止舊事重演 

43 本段文字主要是告訴讀者： 
為人大臣應進退有據，平日須謹言慎行，皇帝有過應勇於進諫 
唐太宗能察納雅言，以魏徵為誡鑑，故能開創輝煌的大唐盛世 
魏徵常不惜冒死進諫，直指皇帝不當措施，樹立了諫官的典範 
要善於記取歷史上的教訓和接納別人的意見，改進自己的缺失 

閱讀下文， 回答第 44 題至第 45 題 
像故事中的小織女，每一個女孩都曾住在星河之畔，她們織虹紡霓，藏雲捉月，她們幾曾煩心掛慮？她們是天神

最偏憐的小女兒，她們終日臨水自照，驚訝於自己美麗的羽衣和美麗的肌膚，她們久久凝注著自己的青春，被那

分光華弄得癡然如醉。 
而有一天，她的羽衣不見了，她換上了人間的粗布－她已經決定做一個母親。有人說她的羽衣被鎖在箱子裡， 
她再也不能飛翔了，人們還說，是她丈夫鎖上的，鑰匙藏在極秘密的地方。（張曉風〈母親的羽衣〉） 
44 文中的「羽衣」有何寓意？ 

追逐夢想的鑰匙 年輕歲月的過往 印刻記憶的彩翼 落入凡間的寶物 
45 下列最貼近文意的選項是： 

丈夫留妻的癡情 母親持家的犧牲 折翼仙女的遺憾 青春女兒的嬌美 
46 公告內容要求簡明扼要，下列何者不必在公告中套敘？ 

主旨 依據 公告事項 會商過程 
47 下列關於「文書保密」之規定，何者錯誤？ 

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 
經核定機密等級、解密條件之文書，屬彙編性質者，應於文書首頁說明保密要求事項 
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條件之標示，應以括弧標示於機密等級之右 
國家機密文書區分為「絕對機密」、「極機密」，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區分為「機密」、「密」 

48 有關公文的「稱謂語」，下列選項不恰當的是： 
平行機關首長相互間的稱呼用「貴」字  
機關、學校、社團或首長的自稱用「敝」字 
機關對人民稱「先生」、「女士」，或通稱「君」、「台端」 
有隸屬關係的下級機關首長對上級機關首長行文時的稱呼用「鈞」字 

49 函之正文，除按規定結構撰擬外，訂有辦理或復文期限者，應於那一段內敘明？ 
說明 辦法 主旨 擬辦 

50 凡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來之公文書，其製作之格式為： 
應採由左至右之橫行書寫 應採由上至下之直行書寫 
以由左至右橫行為主，由上至下直行為輔 以由上至下直行為主，由左至右橫行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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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了反對媒體壟斷，近 9 千名聲援學生及學界、媒體界及藝文界等民眾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希望政府修法制
定反跨媒體壟斷法，防止新聞媒體被單一集團所壟斷。依據上述內容判斷，下列關於「反媒體壟斷大遊行」
的敘述何者正確？ 
目的在於維護新聞自由與媒體第四權的功能 防止媒體因追求利潤造成壟斷而形成白癡文化 
起源是為了阻止總白癡化及置入性行銷問題 屬於公民不服從運動，為民眾公民權的實踐 

2 小華發現丈夫與外遇對象在自家臥室內發生自願性行為，蒐證後小華決定維護自己權益。下列那一個選項小
華無法主張？ 
 依民法訴請與丈夫離婚  依刑法控告丈夫與外遇對象通姦罪 
依民法控告丈夫與外遇對象共同侵權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提出妨害善良風俗 

3 蘇花公路沿線每逢大雨易發生坍方，導致交通道路中斷。花蓮生產的農產品無法及時運送北部販售，造成 
農民重大經濟損失。公益組織發起「一人一袋，送菜到臺北」的活動，號召在花蓮搭火車的民眾幫忙帶菜
北上，最神奇的是在臺北火車站收菜時，居然沒有短少。下列何者最能用來說明上述活動的精神？ 
可彰顯志願服務的專業分工 有助於結社自由的人權保障 
突顯志願結社的外部性問題 展現社會資本的累積與深化 

4 有關「次文化」的敘述，下列何者最正確？ 
次文化的出現乃是多元社會中的自然現象  
次文化的「次」具有「次級」、「劣等」之意涵 
次文化乃是相對於主流文化而言，有較具時髦感、流行感的特色 
次文化是指處於弱勢、被忽略、被歧視的團體之文化特色，不宜出現過多 

5 內政部曾基於防範役男藉故出境，逃避其應盡之服兵役義務，乃在「役男出境處理辦法」中設有限制役男出
境之規定，然而此規定遭大法官宣告違憲。此規定被宣告違憲，主要是侵犯下列何種人民的基本權利？ 
人身自由權 居住遷徙的自由 集會結社的自由 意見表達的自由 

6 歷經 7 次修憲之後，我國立法委員選舉制度有了重大的變革。下列有關我國現行立法委員選舉的敘述，何者
正確？ 
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的聯立制 新投票制度的設計有利於小黨獲得席次 
目前制度與美國國會選舉一樣 立法委員總席次由 225 席減為 113 席 

7 警察和軍人都負有保衛人民的任務，他們分別代表國家的那一項功能？ 
警察－安全；軍人－秩序 警察－秩序；軍人－安全 
兩者皆為秩序  兩者皆為安全 

8 某直轄市經由人民提案，欲申請地方公民投票事項，依據我國公民投票法的規定，下列何項案由可能是該市
所提的公投提案？ 
經濟不景氣，為使政府撙節支出，本市公務員月薪調降 1％ 
擔任本市各單位的行政首長前，必須先擔任過市議員一職 
為保障國防安全，由人民公投決定是否應該增加軍購預算 
為促進地方經濟繁榮，舉辦觀光賭場結合性交易專區公投 

9 某國之國會議員選舉制度與我國立法委員選舉制度一樣，下表為該國主要 5 個政黨在今年國會選舉中，不分
區代表得票統計結果，根據表格內容選出正確的論述？ 
 

 
 
 
 
 
 
 

由於國會沒有過半數政黨，該國勢必要組成聯合內閣 
 C 黨是因為沒有通過席次分配門檻而無法獲得不分區席次 
國會議員總席次乘以 35.36％即為 A 黨本次選舉可以獲得總席次 
 D 政黨「通過門檻後得票率」所增加的 3.83％，都是來自 C 黨的得票數讓渡 

政黨 原始得票率 通過門檻後得票率 
A 黨 32.5％ 35.36％ 
B 黨 5.7％ 6.20％ 
C 黨 3.5％ ----- 
D 黨 43.4％ 47.23％ 
E 黨 10.3％ 11.21％ 
總計 95.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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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我國相關法律之規定，對於政黨的「成立」及「解散」，其負責的機關各自為下列何者？ 
法院、憲法法庭 內政部、憲法法庭 立法院、司法院 內政部、立法院 

11 「公平稅制改革聯盟」係以「告別短視近利，追求公平正義」為訴求的利益團體，其理念傳承自「泛紫聯

盟」，並以社會運動的方式，持續對稅制不公等情況提出針砭。下列關於「公平稅制改革聯盟」的相關敘述，

何者正確？ 
為實現其目標，以積極培育公職候選人為職志 就性質而言，與「泛紫聯盟」皆屬「第二部門」 
為了保持政治中立性，不對政府機關進行遊說 為實現其目的，透過輿論等方式影響政府決策 

12 憲法增修條文為落實人民主權，擴大人民直接行使複決之權利。但是針對下列何事項之程序，則不須交由 
人民直接複決？ 
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領土變更案 憲法修正案 

13 報載「立法院院會行使考試院副院長被提名人甲、考試委員被提名人乙和丙同意權投票，以贊成 66 票、反

對 6 票，同意任命。」依據我國現行法律之規定，下列何者與上述人員的產生方式不同？ 
大法官 檢察總長 監察委員 行政院院長 

14 請就我國與法國兩國政府體制的比較，選出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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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下列何人從事的活動，符合中華民國憲法保障的「服公職」範疇？ 
小明從事社會運動以抗議政策制度不公 小花參加審議式民主會議討論社會議題 
小衫參選執政黨黨主席，順利高票當選 小紫報考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16 大學畢業即將邁入職場的年輕人，為避免工作期間遭雇主不當對待，共同報名參加勞工權益的專題演講， 
下面關於他們的分享何者錯誤？ 
文勇：每日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 8 小時，若延長工時加班費須超過平日時薪 
偉倫：雇主不可強迫員工從事特定工作，且有責任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佳珊：懷孕期間，如有較輕易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主不得拒絕且不得減薪 
芸臻：女性工作滿 1 年、孩子滿 3 歲前可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但男性不適用 

17 2016 年將於巴西舉辦國際奧林匹克運動會，該項運動競賽發揮國際組織的何種功能？ 
扮演中介者角色 保障國家安全利益 提供各國合作的場域 使弱勢國家利益組織化 

18 我國民法規定，請求權因 15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亦即「消滅時效」。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若為已知有損害者，消滅時效則為 1 年 所有類型之債權其消滅時效皆為 15 年 
消滅時效之規定是為維護法律的安定性 當事人於時效內主張之權利稱為抗辯權 

19 志明與春嬌婚後育有一女娟娟，但因夫妻感情不睦，因此志明過世前寫了一份遺囑，特別強調「本人過世後，

要將全數財產留給獨生女娟娟…」。依我國民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春嬌仍可主張自己的特留分 關於遺囑的內容，民法並未限制 
遺囑內容應經由配偶相互同意才有效 春嬌之應繼分，應為志明財產的四分之三 

20 我國家庭暴力防治法中，有民事保護令的規定，以保障受害人的安全，下列何者並非現行民事保護令的內容？ 
將加害人予以逮捕  禁止聯絡騷擾被害人  
遠離被害人經常出入處所 給付被害人醫療、租金或律師費 

21 檢察官在案件送到法院前，可能對被告作出下列那一種處分？ 
緩刑 沒入 緩起訴 保安處分 

22 到花蓮出遊的志明（戶籍臺北市）無照駕車肇事，將騎機車的阿華（戶籍高雄市）撞倒，導致阿華受傷。 
根據上述案例，若阿華打算尋求權利救濟，依據我國相關法律規定，應向下列何者提出訴訟？ 
花蓮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 臺北地方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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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住在臺北市的阿茂，某天收到超速的交通罰單，但阿茂認定當天自己絕對沒超速，因此決定提出訴訟，保障

自己的權利。依據我國行政訴訟法的規定，下列有關阿茂提出訴訟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該訴訟案件屬於交通裁決事件 此訴訟一審採合議制方式審理 
此訴訟二審應上訴至最高行政法院 訴訟管轄法院為臺北高等法院行政訴訟庭 

24 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權利，使其權利受損，人民得依法律向國家請求賠償。依據我國相關法令規定， 
下列有關國家賠償的敘述，何者正確？ 
提出國家賠償時，亦得以口頭方式提出  
若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權利，應向公務員所屬機關提出國家賠償 
若要請求國家賠償，知有損害時起，因 5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提出國家賠償後 2 個月內不協議，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25 在法治國家中，法律須經民主正當程序制定而產生，依據我國相關法律之規定，下列何者能夠成為法律案的

提案者？①總統  ②行政院  ③監察院  ④考試院  ⑤公民連署 
①②③ ①②⑤ ②③④ ③④⑤ 

26 奧地利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提出法位階理論，將法規範體系分為基本規範、一般規範與個別規範。 
下列那個選項，不屬於一般規範？ 
原住民族基本法 人民團體獎勵辦法 工會財務處理準則 國有公用房地使用契約 

27 為節省締約的時間，單方預先擬定好條款，提供不特定消費者簽訂契約，又稱定型化契約。依據我國相關 
法令規定，下列對於定型化契約的敘述，何者正確？ 
審閱期間應為 60 天內   
如有疑義時，應作出對消費者有利的解釋 
契約內容若要更改，僅能重新制定，不可部分修改  
門口張貼的告示不為定型化契約的範圍 

28 某研究調查發現：「火鍋湯裡面的亞硝酸鹽被吃進體內，會產生致癌物亞硝胺，飯後多吃番石榴，才能降低 
罹病的風險。」此調查報告經媒體披露後，消費者對番石榴趨之若鶩。依此敘述判斷，在其他條件不變的

情況下，此時「番石榴市場」會呈現下列何種變動？ 
供給立即增加，需求增加 供給立即增加，需求減少 
供給不變，需求減少  供給不變，需求增加 

29 紐西蘭今年夏天天氣乾旱，導致牧草量不足以養活牧場中的牛羊，很多農場主就提前屠宰部分牛羊，換取 
金錢來購買飼料。針對上述內容判斷，下列何者的推論是正確的？ 
農場主賣掉牛羊買飼料，將使牛羊的肉品市場減少供給 
天氣乾旱將使牧草減少，宰殺牛羊將導致肉品需求增加 
農場主提前宰殺牛羊，是預期奶製品將漲價採取的手段 
天氣乾旱使牧草減少，農場主買飼料是為養活其他牛羊 

30 香港政府於 3 月 1 日實行奶粉限帶令，限制每位離港的人士只能帶兩罐奶粉。政府對於奶粉市場所採取的 
干預方式，屬於下列何種類型？ 
價格上限 價格下限 管制需求數量 管制供給數量 

31 應國際債權人要求，希臘政府厲行公務員減薪措施，引發希臘公共部門員工舉行罷工，抗議新的撙節措施與

擬議中的裁員行動，本地交通為之停擺，航班停飛，學校與稅務機關也跟著停課關門。希臘政府的此項措

施，會對其國內生產毛額的那一項計算項目產生直接影響？ 
消費 投資 政府消費支出 進口淨額 

32 就讀書的效果而言，假設小王念國文與英文的生產可能線為一條由左上向右下的直線，也就是說，當小王念

第 1 個小時的國文時，要放棄 2 個小時的英文，那麼小王念第 5 個小時的國文之機會成本應為多少小時的

英文？ 
 1 小時  2 小時  3 小時 無法判斷 

33 美國自金融海嘯以降，聯邦準備理事會便不斷收購美元公債，此作為與下列何項措施對總體經濟的影響相同？ 
政府為避免財政赤字減少重大公共工程支出 中央銀行藉由賣出外匯增加民眾貨幣購買力 
財政部宣布減稅政策使人民可支配所得提高 銀行法定準備率調升以確保金融資產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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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明因身分證遺失到戶政事務所重新申請身分證，其所支付的費用，應屬於政府的何項收入？ 
規費 罰款 租稅收入 公營事業收入 

35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締約方第 18 屆大會在 2012 年年底舉行，世界各國正在加強採取行動

對抗氣候變遷。因應國際趨勢，我國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也將「溫室氣體減量法」列為推動重點。上文的作

法符合下列何者的理念？ 
里約宣言 森林原則 京都議定書 生物多樣性公約 

    George Washington first proposed a military school in 1783. Two decades  36  Washington’s first proposal, on 
March 16, 1802,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opened. It was located at West Point, New York, 50 miles north of 
Manhattan. 
    West Point became an important American school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Civil War, establishing  37  as the 
country’s finest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Its graduates held  38  roles in American life. They  39  began to 
serve as junior officers, many later rising to command arm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Civil War. 
     40  the later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West Point focused on military courses. When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World War I, its graduates had charge of almost every major field command. 
請依上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36  despite  after  with  above  
37  one  them  itself  theirs 
38  small  doubtful  empty  key 
39  also  never  barely  seldom 
40  Although Whether  During When 
41 Genie: Excuse me.       

John: Take the first right after the post office. 
Genie: Thank you very much. 
 Is it far away from the post office?  I think you are standing in my way. 
 Can you give me a ride to the post offic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rk? 

42 Louise: You look nice in your new dress. Where did you buy it? 
Francis: Oh,       
 I bought it an hour ago.   I bought it with my mother. 
 I got it at a department store.  I also got a new pair of shoes. 

43 If the boy       to his parents, he wouldn’t have been in trouble. 
 had listened  has listened  listens  listened 

44 It was a windy and rainy night;      , I decided to go out. 
 hence  although  therefore  however 

45 Their research project failed, yet John and his team-workers are      . 
 worth praise  worth praising  worthy praise  worthwhile praising 

46 The movie was okay, but I would rather       to the concert last night. 
 go   went  have gone  have been gone 

47 Nancy must have been       me because I haven’t seen her for a month. 
 avoiding  climbing  receiving  swallowing 

48 Denise spent hours sitting in front of her desk. She still could not       out how to solve the puzzle. 
 set  figure  look  knock 

49 With just four weeks left in the Presidential       it’s impossible to say who will win. 
 campaign  admission  defense  station 

50 The       of this book is a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tutor singer trainer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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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敘述何者不屬於實證分析（positive analysis）的範疇？ 
我國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率應降至 10％以下  
我國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率有逐年下降之趨勢 
我國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率較社會福利支出占 GDP 的比率為低 
我國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率較美國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率為低 

2 若甲國的吉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為 0.25，而乙國為 0.50。根據下圖，此兩個國家的羅倫斯曲線（Lorenz 

curve）分別為： 

⑴為甲國，⑵為乙國 

⑴為乙國，⑵為甲國 

僅能得知其中一國的羅倫斯曲線 

無法比較 

3 政府支出成長之「位移效果」（displacement effect）是由誰所主張？ 

亞羅與迪布洛（Arrow and Debreu） 布坎南與杜洛克（Buchanan and Tullock） 

皮寇克與魏斯曼（Peacock and Wiseman） 馬斯葛瑞夫（Musgrave） 

4 有關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當經濟體系中，平均每人所得增加時，政府的公共支出也會呈現遞增的成長 

公共支出上升的速度會比國民所得上升的速度快 

公共支出的所得彈性大於一 

公共支出對於國民所得的相對量會隨著時間經過而增加，但公共支出的絕對量不會 

5 當交易協商成本為零時，明確賦予財產權的歸屬，透過污染者與被污染者雙方自願協商，能達到社會福利極

大化的結果，此為下列何者之論述？ 
第一福利經濟定理  寇司定理（Coase Theorem）  
公共財最適供給條件  第二福利經濟定理 

6 一般而言，在完全競爭市場下，當有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產出水準大於社會最適產出水準  
市場產出水準小於社會最適產出水準 
市場產出水準等於社會最適產出水準  
市場產出水準可能大於或等於社會最適產出水準 

7 假定其他情況不變，若某完全競爭市場財貨的需求函數為 P＝50－QD，供給函數為 P＝10＋QS，又其生產上

的邊際外部成本（MEC）為 MEC＝2Q，則該財貨的社會最適產量為多少單位？ 
 10 單位  15 單位  20 單位  25 單位 

8 公共財的社會總需求曲線等於： 
社會上每位成員對公共財需求曲線的水平加總 社會上每位成員對公共財需求曲線的垂直加總 
社會上每位成員對公共財需求曲線的加總平均 由政府自行決定 

9 下列何者最具有殊價財（merit goods）的特性： 
一般道路 高速公路 全民健康保險 高等教育 

10 公海上的漁藏具有下列何種特性？ 
私有財 共有資源 純公共財 財產權確定 

 

⑴ 
⑵

家戶數累計百分比 

所
得
累
計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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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臺北市政府於信義商圈提供了許多腳踏車讓市民付費使用。依據下圖之分類，此腳踏車應歸類於： 

（甲） 

（乙） 

（丙） 

（丁） 
12 克拉奇租稅（Clarke tax）主要在解決公共財的： 

價格偏高問題 數量過多問題 偏好顯示問題 成本過高問題 
13 假設獨占廠商面對市場需求曲線為 P＝100－20Q，該廠商的總成本函數 TC＝100，除了生產成本之外，  

生產過程產生污染的邊際外部成本 MEC＝5Q，則社會最適的產出 Q 與價格 P 為： 
P＝80；Q＝1 P＝60；Q＝2 P＝40；Q＝3 P＝20；Q＝4 

14 在林達爾（E. Lindahl）均衡下，係以下列何種原則分攤公共財的成本？ 
量能原則 多數決原則 受益原則 量能兼受益原則 

15 有關選票互助（logrolling）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參與選票互助的投票者都會追求社會福利最大化  
選票互助後的結果必然促進社會福利增進 
選票互助後的結果必然造成社會福利降低  
參與選票互助聯盟的投票者追求個人利益提昇 

16 若選民的偏好都是雙峰偏好（double-peaked preference），採用多數決決定的議案將反映下列何者的偏好？ 
眾數選民（mode voter）  平均數選民（mean voter） 
中位數選民（median voter） 無法判定 

17 假設有 1, 2, 3 三位選民，A、B、C 三個議案，議案排序如下，在簡單多數決投票法則下，那一議案通過？ 
 
 

 
 
 
 

無論議程如何安排，A 議案一定通過 無論議程如何安排，B 議案一定通過 
無論議程如何安排，C 議案一定通過 表決結果，視議程安排而定 

18 有關公共選擇中「單峰偏好」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投票者追求社會福利極大化  
不論候選人政見主張為何，投票者都會忠誠支持 
投票者對政見位於政策空間的位置並不充分瞭解  
投票者效用曲線不可能為 V 型曲線 

19 亞羅不可能定理（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指出： 
不可能設計出合理的投票方式，將理性個人偏好轉成一致性的社會偏好 
不可能將全國民眾教育成瞭解各式複雜投票規則的理性選民 
不可能確保所有選民都能正確地蒐集各政黨的政見主張 
不可能預防理性選民放棄投票 

20 下列何者最有可能產生杜洛克（Tullock）「競租理論」中所指的「經濟租」？ 
商品市場中出現供需失衡 勞動市場呈現完全競爭 
審發特許執照  企業為求創新擴大投資期間 

21 政府將菸品健康福利捐應用於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此菸品健康福利捐屬於： 
統籌分配稅 使用規費 事業收入 指定用途稅 

22 在進行成本效益分析時，如此計畫的成本與效益具有風險性，考慮以折現率來調整，則折現率應： 
高風險計畫採較低的折現率，低風險計畫採取較高的折現率 
高風險計畫採較高的折現率，低風險計畫採取較低的折現率 
高風險計畫與低風險計畫均採較高的折現率 
高風險計畫與低風險計畫均採較低的折現率 
 

 是 否 

是 （甲） （乙）

否 （丙） （丁）

 1 2 3 
第一優先 A B C 
第二優先 B C B 
第三優先 C A A 

是否具有消費敵對性 

是
否
具
有
消
費
排
他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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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甲乙丙三個計畫案的總效益現值分別是：TB（甲）＝150 億元、TB（乙）＝100 億元、TB（丙）＝80 億元， 

總成本現值分別是：TC（甲）＝100 億元、TC（乙）＝80 億元、TC（丙）＝45 億元。若依據益本比高低

排列，建議最優先執行的議案是： 
甲 乙 丙 無法排列順序 

24 當政府計劃採購一項需要課徵營業稅的商品來投入，如預期此項生產維持不變，則應採用下列何者為投入 
成本？ 
生產者價格  消費者價格  
生產者與消費者價格的加權平均數 生產者與消費者價格的平均數 

25 政府為了追求課稅的公平，使每位納稅人因繳稅而犧牲的個人福利總量相同，稱為： 
相等絕對犧牲說 相等比例犧牲說 相等邊際犧牲說 最小總合犧牲說 

26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如公部門決策者對於未來世代非常的關心，則會考慮： 
較高的社會折現率（social rate of discount） 較低的社會折現率 
風險較高的投資報酬率  較低的投資報酬率 

27 甲計畫今天要支出 100 萬元，1 年後可回收 120 萬元，乙計畫今天要支出 1000 萬元，1 年後可回收 1160 萬

元，根據內部報酬率（internal rate of return）的評估，應優先執行： 
甲計畫 乙計畫 兩計畫有一樣的報酬率 無法判斷 

28 下列那一項社會福利制度可能對年輕世代較為有利？ 
當老人人口逐漸增加，採用隨收隨付（pay-as-you-go）的退休制度 
以舉債方式來融通目前要支付的老人津貼支出 
當老人人口逐漸增加，採用完全儲備型（fully funded）的退休制度 
在採隨收隨付的退休制度下，出生率下降 

29 國民年金制度中所指的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 system）是指： 
由政府向全國人民（包括退休者）課徵個人所得稅來給付退休者的退休金 
現在退休者所需的退休金全部由現在的工作者給付 
工作者於工作期間提撥部分薪資於一基金內，由基金的本金與利息給付退休時所需的退休金 
由公營事業收入給付現在退休者所需的退休金 

30 以下關於羅倫茲曲線（Lorenz curve）的描述何者是正確的？ 
當一經濟體系的所得分配愈平均時，羅倫茲曲線愈趨近於對角線 
羅倫茲曲線是觀察一國的稅收與其國民所得間關係的一條曲線 
羅倫茲曲線是觀察政府支出水準與國民所得間關係的一條曲線 
一經濟體系的政府支出水準愈高，羅倫茲曲線愈陡峭 

31 理論上，實物補貼（in-kind subsidy）帶給消費者的滿意度不會比現金補貼（cash subsidy）來得好，但有些

政府仍採用實物補貼，其可能的理由為何？ 
採用實物補貼的管理成本較低  
採用現金補貼容易將現金遺失 
採用實物補貼較有可能抑制非貧窮者去詐領補助金  
採用現金補貼並不會受到低收入戶的喜歡 

32 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制是： 
零所得的家庭將獲得某一設定的保證所得水準  
所得為負的家庭仍需繳納所得稅 
政府給予所得稅的稅負分期給付  
對於所得超過一定範圍的個人課徵比綜合所得稅更高的稅負 

33 下列那一曲線描述課稅隨著稅率的提高，政府稅收會呈現先增後減之情形？ 
拉佛曲線（Laffer curve） 羅倫茲曲線（Lorenz curve） 
艾吉沃斯箱型圖（Edgeworth box） 吉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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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對獨占廠商課徵利潤稅（profit tax），以下那一項敘述是錯誤的？ 
會造成生產決策之扭曲  廠商生產數量不受影響 
產品售價不變  其稅負全由獨占廠商負擔 

35 就「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而言，下列何者正確？ 
生產成本超過消費價值  政府稅收超過人民損失  
任何稅制皆必有超額負擔 人頭稅沒有超額負擔 

36 新觀點（new view）將財產稅視為： 
資本稅 貨物稅 使用費 永久稅 

37 依所得稅法規定，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徵所得稅，這是一種： 
稅式支出 政府移轉性支出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38 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主張：「降低所得稅可激勵工作誘因，有利經濟成長。」因為降低所得稅會產生下列 
何種結果？ 
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  替代效果等於所得效果  
替代效果小於所得效果  只有所得效果 

39 對某一商品課徵租稅所產生的超額負擔，將與下列何者的平方成正比？ 
需求彈性 支出規模 稅率 購買數量 

40 若一租稅制度要求經濟條件較高者承受較高租稅負擔，則該租稅制度是符合： 
水平公平原則 垂直公平原則 跨世代公平原則 改革公平原則 

41 地方政府間的租稅競爭（tax competition）是指： 
地方政府成功的將當地租稅負擔轉由外地觀光客來負擔 
地方政府擔心增加稅率會與其他地區在各種經濟活動上處於相對不利的地位 
地方政府以增加稅率方式來增加地方的稅收 
地方政府以降低當地居民的稅率，提高外來投資的稅率方式，來增加地方的稅收 

42 目前我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最主要財源是： 
營利事業所得稅 營業稅 土地增值稅 牌照稅 

43 如果甲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同時使甲及乙地方政府的居民都獲得利益，而甲地方未獲得任何補助，將使 
甲地方提供公共財的數量較社會最適數量為： 
多 相等 少 無法比較 

44 上級政府對地方政府採取配合款（matching grant）方式補助，如地方政府對補助項目每支出 1 元，上級政府

就補助 0.5 元，則對地方政府而言，該項目每 1 元支出的價格變為： 
 1 元  2/3 元  1/2 元  1/4 元 

45 有關反需求彈性原則（inverse elasticity rule），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應用在對財貨與勞務課稅 應用在對分類所得差別稅率 
以追求垂直公平為目標  以追求水平公平為目標 

46 古典學派認為：「國家倘若不能消滅公債，公債勢必消滅國家。」此係何種觀點？ 
功能性財政 健全財政 功能性貨幣 擴張性財政 

47 根據藍納（A.P. Lerner）的主張，下列何種公債會造成未來世代的負擔？ 
內債和外債都會 內債會；外債不會 內債不會；外債會 內債和外債都不會 

48 根據李嘉圖等值定理（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誰是政府公債融通的最終負擔者？ 
公債發行當時的世代 公債償還當時的世代 公債發行以前的世代 目前與未來兩個世代 

49 根據 IS－LM 模型的分析，假定其他情況不變，當政府以公債融通財政赤字時，下列何者是導致「希克斯 
排擠效果」（Hicks crowding-out effect）的原因？ 
政府支出增加直接造成的利率上升 發行公債使資金市場緊縮所造成的利率上升 
公債的財富效果所造成的利率上升 公債與租稅融通的等價效果所造成的利率上升 

50 在下列何種情況下，預算赤字會造成未來世代的負擔？ 
通貨膨脹率提高  未來世代所得提高  
公債取得之財源用於政府資本支出 公債取得之財源用於政府經常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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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代徵人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法短徵或不為代徵稅額，在未經調查前已 
自動向稽徵機關補繳所漏稅款，則在罰則上有何赦免，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可免除有期徒刑，但仍有罰金  
可免除罰金，但不可免除有期徒刑 
可免除有期徒刑，亦可免除罰金，但需按郵政儲金匯業局之一年期定期存款利率按日加計利息 
可免除有期徒刑，不可免除罰金，且需按郵政儲金匯業局之一年期定期存款利率按日加計利息 

2 財政部依稅法所發布之解釋函令適用為： 

僅就據以申請解釋之案件發生效力  

應溯及被解釋法規生效日，包括行政訴訟已判決確定之案件亦有其適用 

除對據以申請解釋之案件發生效力，如有利於納稅義務人者，對發布當時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亦適用 

對所有發布當時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均適用新解釋 

3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在行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欠繳之稅款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上，得限制出境？ 

 100 萬元  150 萬元  200 萬元  300 萬元 

4 依稅捐稽徵法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稅捐稽徵法僅適用於內地稅  

所得稅之徵收優先於抵押權 

逃漏營業稅可聲請簽發搜索票  

租稅處罰適用裁處時之法律，但裁處前之法律，有利於納稅義務人時可適用之 

5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下列對於相當擔保之敘述，何者錯誤？ 
上市有價證券按八折計算 黃金按九折計算 
可十足提供公務擔保之公債，按面額計值 銀行存款單摺，按存款本利和計值 

6 下列那一項在法律上適用位階最低？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行細則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解釋函令 

7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若居住者張某 102 年綜合所得淨額 50 萬元（適用稅率 5％），另有非中華民國來源

所得折合新臺幣 150 萬元（已納當地稅額新臺幣 2 萬元），則張某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可以抵繳海外稅額

為新臺幣多少元？ 
 0 元  2 萬元  2.5 萬元  20 萬元 

8 現行所得基本稅額條例規定之扣除額為何？ 
個人新臺幣 200 萬元；營利事業新臺幣 600 萬元 個人新臺幣 600 萬元；營利事業新臺幣 200 萬元 
個人新臺幣 50 萬元；營利事業新臺幣 200 萬元 個人新臺幣 600 萬元；營利事業新臺幣 50 萬元 

9 以下列舉扣除額，何者限制為直系親屬？ 
租金支出 購屋借款利息 醫療及生育費 災害損失 

10 林先生民國 101 年有薪資所得新臺幣（以下同）80 萬元，支付自用租金支出 8 萬元，其妻有銀行利息所得 2
萬元，支付自用住宅購屋借款利息 13 萬元，其長子 18 歲有打工薪資所得 3 萬元，請問林先生一家於 102
年 5 月申報 101 年綜合所得稅，特別扣除額為若干元？ 
 15.4 萬元  23.4 萬元  26.4 萬元  19 萬元 

11 納稅義務人扶養下列何親屬，無免稅額之適用？ 
 25 歲在校就學的姐姐   50 歲無謀生能力的舅舅 
 63 歲的父親   21 歲在補習班補習的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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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甲公司民國 102 年課稅所得為 200 萬元，其中有土地交易所得 20 萬元，出售上市上櫃證券交易所得 450 萬

元，試問甲公司 102 年應補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為若干元？ 
 38 萬元  40.4 萬元  20 萬元  16 萬元 

13 下列何者非為計算加徵未分配盈餘稅之減項： 
股利淨額 彌補以往年度虧損 員工紅利 法定盈餘公積 

14 營利事業之下列各項所得，何者應納入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之範圍？ 
出售土地之所得  投資於國內其他營利事業，獲配之股利淨額 
取自營利事業贈與之財產 證券交易所得 

15 依所得稅法規定，自民國 102 年起個人出售下列何種有價證券應核實課徵綜合所得稅？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受益證券 公司債  
指數股票型基金（ETF） 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16 自 100 年度起所得稅法第 43 之 2 條反避稅條款規定，對營利事業利息支出有何限制？ 
對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率，超過部分之利息支出不得列為費用或損失，但銀行業等不受限 
對關係人流動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率，超過部分之利息支出不得列為費用或損失，但銀行業等不受限 
對關係人長期負債占業主權益不限定比率，其利息支出無限額，但銀行業等不受限 
對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率，全部利息支出不得列為費用或損失，但銀行業等不受限 

17 甲公司採曆年制會計年度，第一年係 101 年 9 月 20 日開始營業，當年度的營利事業所得額為新臺幣 50,000
元，則其當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為： 
0 元 8,500 元 15,000 元 5,000 元 

18 依稅法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民國 99 年起個人出售海外證券交易所得超過 100 萬元，須全額計入基本所得 
民國 101 年起國民中小學教職員薪資應繳納綜合所得稅 
民國 102 年領取於 95 年以後投保保單之死亡給付，計算基本所得時每人可以扣除 3,000 萬元 
民國 99 年起員工分紅股票其按時價超過面額之所得不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19 以下所得何者需計入綜合所得總額？ 
18 萬元以下之稿費 員工分紅 大樂透中奬奬金 公債利息 

20 兩稅合一制度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獨資合夥不需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民國 87 年度以後盈餘未分配一律加徵 10%營利事業所得稅 
99 年度以後帳載累積未分配盈餘未加徵者稅額扣抵比率上限為 33.87% 
公司投資於國內其他營利事業，獲配屬於 87 年度以後之股利總額所含之可扣抵稅額，應計入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之加項 
21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下列何種農產品，可免徵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冷凍薯條  經曬乾或風乾處理之魷魚干  
包裝之混合或什錦冷凍蔬菜 鮮乳、蜂蜜 

22 下列何者不屬於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所稱之保稅區？ 
科學工業園區 軟體科技園區 自由貿易港區 物流中心 

23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

其於多久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參加展覽或臨時商務活動而購買貨物或勞務支付加值型營業稅達一定金額， 
得申請退稅？ 
1 年 2 年 3 年 4 年 

24 下列對現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之課徵規定敘述，何者錯誤？ 
免稅銷售額之進項稅額可扣抵 
零稅率銷售額之進項稅額可扣抵 
零稅率銷售額之溢付稅額可以退還 
加值型營業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應課徵營業稅 

25 下列何者由主管機關查定其銷售額及稅額，每月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 
特種飲食業  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  
典當業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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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營業人變更下列何種登記事項，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品後為之？ 

增加資本 營業地址變更 申請註銷登記 營業種類變更 
27 小規模營業人免用統一發票，其營業稅幾個月開徵一次？又是否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3 個月；不必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3 個月；需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2 個月；不必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2 個月；需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28 房地產投資客張三銷售其非自住且持有期間僅 6 個月之房屋一棟，其相關稅負為何？ 
只需依銷售價格課徵 10%的特種貨物及勞務稅 
只需依銷售價格課徵 15%的特種貨物及勞務稅 
只要計算房屋交易所得，申報綜合所得稅 
除了依銷售價格課徵 15%的特種貨物及勞務稅外，尚需計算房屋交易所得，申報綜合所得稅 

29 依稅法規定，下列貨物課稅規定何者錯誤？ 
油氣類須從量課徵貨物稅 
座位在 9 座以下小客車須從價課徵貨物稅，且銷售時每輛銷售價格達 300 萬元以上須繳納 15%特種貨物

及勞務稅 
貨車需從價課徵貨物稅，且銷售時每輛銷售價格達 300 萬元以上不需課徵特種貨物及勞務稅 
珊瑚每件銷售價格達 50 萬元以上，應課 10%特種貨物及勞務稅 

30 依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規定，選定之特種貨物如係應課徵貨物稅及營業稅者，其銷售價格之內容如何計算？ 
包括貨物稅但不包括營業稅及當次銷售之特種貨物及勞務稅額 
包括貨物稅及營業稅，不包括當次銷售之特種貨物及勞務稅額 
包括營業稅但不包括貨物稅及當次銷售之特種貨物及勞務稅額 
不包括貨物稅、營業稅及當次銷售之特種貨物及勞務稅額 

31 依土地稅法規定，下列土地增值稅之稽徵程序，何者敘述錯誤？ 
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由納稅義務人於訂定契約之日起 30 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 
納稅義務人應於繳納土地增值稅後，向主管地政機關申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主管稽徵機關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收件之日起 10 日內，核定土地增值稅額 
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收到土地增值稅繳納通知書後，應於 30 日內繳納 

32 依土地稅法規定，土地稅之主管機關為下列何者？ 
在中央為財政部  在中央為地政主管機關 
在直轄市為稅捐稽徵處  在直轄市為財政部 

33 依土地稅法規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稅之課徵，下列何者錯誤？ 
供自用住宅按千分之二課徵 供營業使用按千分之六課徵 
供執行業務使用按千分之十課徵 未作任何使用且與使用中土地隔離者免徵 

34 甲出售臺北市之自用住宅用地後，復於新北市重購自用住宅用地，關於重購退稅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新購土地地價須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始符合重購退稅條件 
重購退稅可退全部稅款 
如於 3 年內重購者得申請重購退稅 
如於 5 年內再行出售移轉，應追繳原退還稅款 

35 設某甲在新北市內有 5 處房地所有權，第 1 處由其本人設籍者 1 公畝，第 2 處由其父親設籍者 0.5 公畝， 
第 3 處由其未成年之長女設籍者 0.5 公畝，第 4 處由其配偶設籍者 0.5 公畝，第 5 處由其成年之長子設籍者

1 公畝，均作自用住宅使用。依據土地稅法規定，新北市稅捐稽徵處得核准申請按優惠稅率繳納地價稅之房

地面積為多少？ 
1 公畝 2.5 公畝 3 公畝 3.5 公畝 

36 陳某在臺中市有 3 筆土地，其中一筆土地為自益信託財產，試問該筆自益信託土地地價稅應如何計算？納稅

義務人又為何？ 
免徵地價稅 
自益信託土地單獨計稅，以陳某為納稅義務人 
自益信託土地單獨計稅，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 
先合併 3 筆土地地價總額計算地價稅，再以自益信託土地地價占地價總額之比例計算應納地價稅額，以受

託人為納稅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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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關目前土地增值稅課稅制度之敘述何者錯誤？ 
採用漲價金額累進課稅 
可以用公告現值來計算應納土地增值稅 
自用住宅用地土地增值稅之優惠稅率為 10% 
土地有償移轉，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原所有權人 

38 依房屋稅條例規定，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下者，免徵房屋稅？ 
供住家用房屋 10 萬元  供營業用房屋 10 萬元 
不論住家或營業用房屋，皆為 10 萬元 無減免規定 

39 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之公益信託，其受託人因信託關係而取得之房屋，直接供辦理公益活動使用者，應如何

課徵房屋稅？ 
減半徵收 免徵 減徵 40% 不得減免 

40 父親甲將房地一筆贈與其子乙，依現行稅法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甲負擔贈與稅；乙負擔土地增值稅及契稅 甲負擔土地增值稅；乙負擔贈與稅及契稅 
甲負擔土地增值稅及贈與稅；乙負擔契稅 乙負擔土地增值稅、贈與稅及契稅 

41 下列何者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不計入被繼承人遺產總額？ 
死亡前 2 年內贈與其子女之財產 
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金 
死亡前 8 年內繼承之財產已課徵遺產稅 
死亡前 5 年內繼承之財產未達課徵遺產稅標準 

42 關於遺產及贈與稅法適用實物抵繳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且不能一次繳納現金時 
於繳納期限內申請 
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易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抵繳 
得分 18 期抵繳稅款 

43 以下契稅何者稅率最低： 
買賣契稅 占有契稅 分割契稅 贈與契稅 

44 被繼承人死亡前 2 年內贈與下列何人之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課稅？ 
岳父母 媳婦 孫子 姐夫 

45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被繼承人遺留重度以上身心障礙之親屬，下列何者不適用加扣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規定？ 
父母 配偶 孫子女 祖父母 

46 李四本年 2 月贈甲 150 萬元，7 月贈乙 170 萬元，均未申報贈與稅即移民他國行蹤不明，則其納稅義務人為： 
李四  甲  
乙  甲、乙按所贈價值比例分擔 

47 稅法上對捐贈之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捐贈給各級政府之所得不受金額限制 
捐贈給公有事業機構之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 
捐贈給公股持股超過 50%之事業，不計入贈與總額 
捐贈給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行政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之所得， 

不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 20% 
48 自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起幾年內暫停徵公司債及金融債券之證券交易稅？ 

5 年 7 年 10 年 15 年 
49 下列何者稅課收入全部屬於鄉（鎮、市）？ 

契稅 地價稅 娛樂稅 房屋稅 
50 依所得稅法規定，營利事業經營外銷業務，有關交際費之列支規定如何？ 

除按銷貨貨價列支交際費外，並得在按當年度外銷結匯收入總額 2%內，列支特別交際費 
可按銷貨貨價列支交際費，無特別交際費 
可按當年度外銷結匯收入總額 1%內，列支特別交際費 
會計師簽證者，除按銷貨貨價列支交際費外，並得在按當年度外銷結匯收入總額 3%內，列支特別交際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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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選擇題（第 1題至第 35題，每題 2分，占 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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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各詞組，何組之詞義最為相近？ 

「喜得千金」與「弄瓦之喜」 「反掌折枝」與「難如登天」 

「青出於藍」與「庸庸晚輩」 「怙惡不悛」與「洗心革面」 

2 新竹米粉到底含多少米，才是真「米粉」呢？新聞鬧得沸沸揚揚，最後為了保住「米粉」的銷售量，不管含

量多少，都可用「新竹米粉」的品名銷售，恐怕□□□□的情況在所難免，屆時可能再次買到不含「米」

的「米粉」。下列那一選項的成語，不適合填入空格之中？ 

魚目混珠 以假亂真 濫竽充數 東施效顰 

3 語句應力求簡潔明白，不宜有贅詞，下列何者符合這樣的要求？ 

球賽又要再度進行，千萬不要錯過  

你應該避免不要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我懂這個道理，但無法接受你的態度 

這整個的一個狀況，都顯示出教育制度出現了問題 

4 下列文句均用到「明」字，何者屬於名詞？ 

揚之欲其明  文者以明道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不知明鏡裡，何處得秋霜 

5 陳心從小異常好動、調皮，嚴厲的父親，把他交給好友管教；飽學之士的好友，就代陳心的父親管教他。陳

心以為他後來的成就，要歸功於這段讓他看到好榜樣，也保持父子良好關係的學習。那麼，陳心的父親採

用什麼教育方式？ 

易子而教 規訓懲戒 自由放任 愛的教育 

6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這篇小說情節緊湊，結局尤其精彩，堪稱「狗尾續貂」之筆 

他一生創作無數，不僅擁有廣大讀者，獲得的獎項更是「罄竹難書」 

范仲淹品格高潔，後人譽為天下第一流人物，確實是「光風霽月」的賢人 

慈善團體本著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精神，「汲汲營營」於救濟貧苦的善行 

7 下列選項中的語詞，可用來形容一個人「說話很有文采」的是： 

探驪得珠 口吐珠璣 珠聯璧合 被褐懷珠 

8 請問下列關係稱謂的對應何者正確？ 

昆仲：師生 喬梓：父子 伉儷：姊妹 昆玉：母子 

9 下列選項中的提稱語，何者使用正確？ 

軍界：麾下 師長：硯右 同學：壇席 晚輩：函丈 

10 下列選項中，各題辭的使用何者錯誤？ 

「天錫純嘏」—用於祝賀男壽 「寶婺星輝」—用於祝賀女壽 

「熊夢徵祥」—用於祝賀生子 「鐘鼓樂之」—用於祝賀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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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孟浩然〈臨洞庭上張丞相〉一詩云：「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

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下列關於該詩的詮釋，何者正確？ 

孟浩然想渡洞庭湖  孟浩然藉此詩批評時政 

孟浩然以此詩讚美洞庭湖 孟浩然藉此詩表達欲出仕之意 

12 網路發達，線上遊戲盛行，不少遊戲以三國故事為底本，請問下列成語何者與三國無關？ 

四面楚歌 樂不思蜀 周郎顧曲 吳下阿蒙 

13 唐代王維〈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一詩，描寫的是那兩種感官

知覺？ 

味覺與嗅覺 視覺與味覺 聽覺與嗅覺 聽覺與視覺 

14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

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最後顧左右而言他，是什麼樣的心理使然？ 

不懂孟子的居心何在  不想再和孟子談無聊的話題 

不願承擔自己的責任與錯誤 不解孟子為什麼說些毫無關連的事情 

15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請問

此說最接近何種人權？ 

集會自由 遷徙自由 人身自由 言論自由 

16 宋朝程頤以為：「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這段

話的旨意，強調讀書對個人而言，最主要的作用在下列那一選項？ 

建功立業，榮耀父母 變化氣質，提昇自我 博學多聞，名耀鄉里 廣益多產，財留子孫 

17 白居易〈自覺〉：「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惡。前歲二毛生，今年一齒落。形骸日損耗，心事同蕭索。夜寢

與朝餐，其間味亦薄。同歲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與貌，衰盛隨憂樂。畏老老轉迫，憂病病彌縛。

不畏復不憂，是除老病藥。」下列敘述，與白居易所言養生之道最相近的是：  

飲食有節 服藥防疾 氣功修鍊 達觀自適 

18 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

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

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根據上

文所述，鄭袖為人如何？ 

古道熱腸 與人為善 城府深密 錙銖必較 

19 《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

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的想法是： 

父子相隱乃天理人情  大義滅親是正直的表現  

為善不欲人知才是真行善 謙言魯國不如楚國民風純樸 

20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依據上文判讀，王長

史說：「此非拔山力所能助」的最大原因是： 

稱讚范玄平英雄蓋世，力氣大可拔山 告誡范玄平不可逞強鬥勇，以免賈禍 

責備范玄平不懂禮節，不肯屈膝面聖 調侃范玄平理屈，無論如何不可挽回 

21 「文帝（曹丕）常令東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 以

為汁，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根據這則故事，曹植寫這

首詩，是想要突顯？ 

七步成詩之機敏 兄弟相殘之苦楚 曹丕性格之陰險 兄弟二人之情誼 

22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歲聿其莫」

意指： 

日落黃昏 月落清晨 歲末年終 春夏之交 

23 承上題，詩人的心情經歷了那些轉折？ 

感物傷懷，宜及時行樂，轉而自警自勵 見物欣喜，宜戒慎恐懼，轉而及時行樂 

睹物思人，便鬱鬱寡歡，進而自我放縱 觀物警惕，便悶悶不樂，進而憂懼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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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有一種人的哲學是：『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這種哲學實在要不得，因為『小德』的範圍太

廣，包括的東西太多了一點。根據這種哲學，一個人只消不去殺人放火，便算是『大德不逾閑』，此外

無論什麼事都好歸在『小德』裏面，並且隨便『出入』都還『可也』。」下列對於引文意旨的闡釋，最

適合的選項是： 

小德的範圍雖廣，但都是無傷大雅的小事 大德雖應絕對固守，小德亦不宜過分輕忽 

大德是必須持守的根本，小德則不宜計較 只要不過分傷天害理，都算守住為人之德 

25 一個太過健全的人，是無法瞭解別人的痛苦和不幸的，他人的不幸和痛苦，屍體笨拙的姿勢、腐敗的氣味，

均使我沉思且哀痛。每一隻祈求的手，痛苦的臉孔似乎都朝向我，我覺得我對他們有所虧欠，因為我與聞

了他們生命中某種重大的秘密，單單這一點，我就覺得我虧欠了他們。下列敘述最接近上文旨趣的是： 

仁者無敵，勇者無懼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 詳察形候，纖毫勿失 瞻前顧後，自慮吉凶 

26 「瞻前顧後，讓生命更深刻。一味往前衝很容易，就像開車只會往前開。開車的樂趣，在除了加速之外，還

要減速、轉彎、倒車、停車。」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本文意旨？ 

瞻前顧後才能保證生命安全 一味往前衝讓生活變得容易 

生命的過程與目的同樣重要 要往前加速前先得學會減速 

27 楊照指出「十九世紀的殖民帝國體制給了人類學家旅行的制度方便，然而也同時限制了他們的視野。他們是

到了異文化地域，可是生活範圍卻未超越殖民白人社群，所搜集的與其說是當地文化，還不如說是殖民者充

滿傲慢、偏見的刻板印象。」楊照認為十九世紀殖民帝國的人類學家的視野會受到限制，來自於何種心態？ 

剝削的心態 優越的心態 無知的心態 競逐的心態 

28 「紐約華爾街股市幾分鐘一個人生，而湄南河沿岸的人們用手肘撐著下巴，就這樣盯著長舢舨來來去去過一天。」

下列關於本文的說明何者正確？ 

譴責湄南河沿岸人民生活習性的懶散 肯定華爾街人們珍惜時間的積極態度 

以兩種不同生活說明時間感知的相對性 對比兩種不同生活，悟出人生苦短之理 

29 下列各文句中的成語，使用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張縣長是這項便民政策的「始作俑者」 李奶奶即屆「行將就木」之齡，是眾所稱羨的人瑞 

趙先生的善行「罄竹難書」，是十分著名的慈善家 孫先生對工作的選擇常「朝三暮四」，至今一事無成 

30 下列何者屬公文書中，對平行機關使用之准駁語？ 

同意照辦 准予照辦 應毋庸議 如擬辦理 

31 「其實，我們舉目望去，四周的山景還是有樹的。這些樹挺得又高又直，一排排十分整齊，長長的葉片集聚

於樹頂，向天空四散，青色的果實纍纍成串，群生於葉下；樹根下則都是裸露、鬆軟的黃泥土壤。爸爸形

容到這兒，大部份在台灣長大的人應該都知道這種植物叫什麼名字了。」這種植物的名字是： 

香蕉樹 檳榔樹 林投樹 椰子樹 

32 「啊！年過半百，其實已胸無大志，一點也不想兼善天下，既沒有本事做大官，也不想聽國父的話去做大事，

只偷偷祈求一點點的榮華，一些些的富貴，少少的美貌和一位跑不掉的丈夫。」根據此文，透露出作者什

麼樣的心情？ 

沮喪失望 知足常樂 積極進取 看破紅塵 

33 關於公文下行文之用語，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轉知所屬照辦 轉告所屬照辦 轉陳所屬切實辦理 轉行所屬切實辦理 

34 開會通知單上不應列有那一項資料？ 

主持人 聯絡人 末啟詞 受文者 

35 有一副內容為：「開教化立人倫與天地合德，繼堯舜集大成同日月共輝」的聯語，其最可能出現於與何人有

關的廟宇？ 

老子 孔子 關公 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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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複選題（第 36題至第 45題，每題 3分，占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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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 0.6 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多於二個選項

（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這次辯論比賽，忠孝國中的代表□□□□，技高一籌，最終贏得冠軍。」下列選項，何者適合置於空格中？ 

語驚四座 口若懸河 巧言令色 信口開河 把臂而談 

37 處於貧困的境地，仍以堅守正道為樂，這是儒家所提倡的立身處世的態度。下列文句何者符合這種「安貧樂
道」的思想？ 

強本節用，則天不能貧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勿慕富與貴，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38 下列成語強調朋友關係「真誠」的選項是： 

莫逆之交 管鮑之交 金蘭之交 泛泛之交 總角之交 

39 張三說：「我已過了不惑之年」；李四說：「我是知命之年了」；王五說：「我女兒剛過了花甲之年」；趙
八說：「我是耳順之年；我的內人正值壯室之年」，從以上對話可知，年紀高過李四的人是： 

張三 王五 趙八 王五的女兒 趙八的太太 

40 下列說明，正確的是： 

「屨」、「屣」都屬於鞋類 

「二八年華」指女子十六歲 

「觶」、「觴」、「觥」都是古代酒器 

「紳」、「纓」都是束於衣服外面的大帶 

酒類的名稱繁多，如「醇」是濃酒，「醨」是薄酒 

41 某生參加國家考試，金榜題名後分發行政機關，下列選項是師長對他的叮嚀，請問何者為宜？ 

行成於思，毀於隨（韓愈〈進學解〉）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李將軍列傳》）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 

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歐陽脩〈縱囚論〉）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諸葛亮〈出師表〉） 

42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
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
曰：然。」（〈列子．說符第八〉）下列選項那些是正確的敘述？ 

幕客提出正確的放生方法 幕客勸簡子停止放生行為 

臣民揣摩上意，反傷生害命 放生是國君恩澤眾生的表現 

放生的理念要聽取臣民的意見 

43 欣賞樹，必然聯同著快風活水，野鳥山花，「野鳥不隨人俯仰，山花偏喜主清幽」，這完全由天意發落的自
由與清秀，配合聲光香氣，才是賞樹時最大的享受。你如果在樹上用細鍊鎖住一隻鸚鵡，在樹下挖小池來
養幾尾錦鯉，這人為的勞心，反而喪失天機了。下列選項中，何者與上文所述「賞樹」之意境相近？ 

空谷幽蘭，孤芳自賞 豪華落盡，一身飄逸 

真與不奪，強得易貧 精雕細琢，絲絲入扣 

隨順大化，泯除心機 

44 紀昀曾有記曰：「一庖人隨余數年矣，今歲扈從灤陽，忽無故束裝去，借住於附近巷中。蓋挾余無人烹飪，
故居奇以索高價也，同人皆為不平，余亦不能無憤恚；既而忽憶武強 劉景南官中書時，極貧窘，一家奴偃
蹇求去，景南送之以詩曰：饑寒迫汝各謀生，送汝依依尚有情；留取他年相見地，臨階惟歎兩三聲。忠厚
之言，溢於言表，再三吟誦，覺褊急之氣都消。」（〈灤陽續錄一〉）此文旨在說明： 

大丈夫當能屈能伸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做人應留三分餘地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轉個念頭海闊天空 

45 承上題，關於庖人求去的原因，下列選項那些錯誤？ 

職業倦怠  欲求加薪  

欲另謀高就  貧窘無以維生  

無法發揮烹飪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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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聞媒體若要落實作為社會公器，發揮第四權功能的理想，應採取下列那些作法？①提供民眾接近使用媒體

機會，可避免少數媒體壟斷輿論 ②若媒體報導錯誤，當事人有權要求媒體給予答辯的機會 ③有線廣播電

視須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當地民眾播送公益性節目 ④政府完全不可介入任何公共論壇性質媒體，避免受到

政府操控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2 下列選項是有關社會階層化應否存在的幾種看法，其中何者屬於功能論的主張？ 

階層的存在將使個人的社會功能受阻 上位階層往往透過勞力剝削下位階層 

個人的社會地位取決於個人的能力 階層的劃分來自於資源享有的不公 

3 政府可採不同方式矯正市場失靈，例如汽車在路上行駛製造了很多廢氣，政府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隨油徵

收空氣污染防治費，每公升汽油課以一定比例的稅金，令污染者必須承擔空氣污染防治的成本，政府此作

法多半具有下列何項功能？ 

外部成本內部化 外部效益內部化 內部效益外部化 內部成本外部化 

4 在美國社會中，相對於主流文化，處於較弱的印第安人後裔社群所構成的文化模式，可稱為下列何者？ 

次文化 流行文化 次等文化 大眾文化 

5 學者謂：「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以致無法獲取公平競爭機會，因此國家的存在，必須以提高全體國民福利為

目的。」上述學者的說法，旨在說明國家存在的那一種目的？ 

確保國家安全 維持社會秩序 強調社會正義 落實文化維護 

6 我國現行立法委員的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制，除區域立法委員的席次之外，尚設有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的席

次。依我國相關法令之規定，下列關於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的描述，何者正確？ 

當選者的得票率一定會超過半數 

各政黨在提名候選人時，會更關注其問政能力與道德，而非性別比例與知名度 

與我國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相比較，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制度較有利於小黨 

與美國總統選舉制度相比較，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制度較有利於大黨 

7 法國政治學者杜瓦傑（Duverger’s）認為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之間存有關聯性，而創出杜瓦傑法則。下列何

者是該法則的內容？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傾向產生兩黨制 比例代表制容易形成一黨制的政黨制度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易造成多黨制現象 兩輪決選制易形成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 

8 「利益團體」在現代民主國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參與利益團體，公民個體得以聚集在一起形成所

謂的政治意志。下列關於利益團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可透過遊行、請願等方式影響政府決策 屬於結社自由的展現，不應受法律約束 

須年滿二十歲的公民才能參與團體活動 是基於公益目的而設，不能有營利活動 

9 西元 2012 年 7 月馬祖通過博弈公投，這是國內第三次的地方性公投，也是史上第一個通過「博弈公投」的

地方政府。馬祖民眾藉由此次的公民投票，實現了下列那一個理想？ 

權力分立 主權在民 權能區分 公民不服從 

10 下列關於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內閣制最高的行政首長為虛位元首；總統制最高行政首長為總統 

為了避免憲政僵局，內閣制與總統制都有「倒閣」與「解散國會」的機制 

內閣制的內閣成員與總統制的行政部會首長，都同時具有國會議員的身分 

內閣制設有副署制度；總統制則設有覆議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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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我國在西元 2009 年修訂了地方制度法，使我國地方制度進入了新的時代。依照地方制度法，下列關於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彼此之間互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屬於單純的上下服從關係 

各縣市協助辦理全國性選舉是屬於「委辦事項」 

「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實施是屬於「自治事項」 

臺北市與新北市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屬於「共辦事項」 

12 依我國憲法規定，公務員違法失職由監察院提出彈劾並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懲戒。請問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屬

於下列那一個機關？ 

行政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13 國際組織按其功能來分，可以分為一般性和專門性的國際組織，在專門性的國際組織中，下列何者是以經濟

為目的而形成？ 

聯合國 歐洲聯盟 國際貨幣基金會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14 為增進全體國民的健康，國家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並強制規定人民一律加入全民健保，此強制人民加保的規

定，是基於憲法第 23 條的何種正當理由？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 增進公共利益 

15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得採取下列何項措施？ 

經總統副署後，將法案退回請求覆議 

經總統核可後，將法案移請立法院覆議 

經大法官會議議決後，將法案移請立法院覆議 

經總統核可後，移請司法院覆議 

16 我國政府為因應時代變遷並回應民意，曾自民國 80 年至 94 年歷經七次修憲。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

下列關於修憲方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人民對修憲有共識後，地方民意代表便可提起修憲案 

我國修憲須先經立法院提案後，再經行政院覆議 

人民透過政黨提出修憲案，須經立法院多數同意後，即告完成 

我國修憲須先經立法院提案後，再經由公民複決 

17 法律為避免債務人的脫產行為，導致債權人的權益損失，規定債權人可依法向法院聲請下列何者，以保障自

身的權益？ 

羈押 公證 假扣押 查封拍賣 

18 民法規定權利主體可分為自然人與法人，下列有關民法中法人的敘述，何者正確？ 

可分為社團法人及以公益為主的財團法人 

權利能力始於向主管機關登記完時，終於宣告破產倒閉 

享有與「自然人」相同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責任能力 

享有民法上完全的身分權與財產權 

19 阿文與娟娟結婚後，育有一子阿德，並另收養一女麗麗；阿德後與阿菊結婚，生下一子倫倫，未料倫倫出生

後不久，阿文即因車禍過世。依我國民法之規定，下列有關阿文遺產繼承的敘述，何者正確？ 

倫倫可代位繼承  倫倫未成年無權繼承 

繼承人為娟娟、阿德、麗麗 麗麗為養女，繼承權為阿德的半數 

20 依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下列何種買賣行為，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七日內，考慮是否退回商品不予購買？ 

在傳統市場買到不新鮮的魚 到二手車市場選購中古跑車 

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家電 依產品目錄向超商訂購年菜 

21 依據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下列那些人之間的暴力行為，屬於該法所規範的對象？①已離婚的夫妻  

②同住一起的房東與房客 ③同居中的情侶 ④大學宿舍同寢室室友 

①② ③④ ②④ ①③ 

22 檢察官是刑事訴追的主導者，下列關於檢察官職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由檢察官起訴的犯罪，皆屬非告訴乃論之罪 

在犯罪證據不足情況下，得對犯罪嫌疑人做緩起訴處分 

有足夠證據確認犯罪行為人犯罪，但情節輕微，可為不起訴處分 

為保障人權，不可主動偵查犯罪，須法院核發令狀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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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某婦人逛夜市遭汽車輾傷腳，警方到場以她沒走人行道，罰款 300 元，她不服處罰，認為道路不應僅劃設收

費停車格，卻不設立人行道。法院審理後認定，道路設計不良造成車禍，判決撤銷罰鍰。請問前項法院判

決的依據為何？ 

警方未依法行政，罰鍰金額過高 

處罰機關未給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 

未設人行道之道路，行人應靠邊通行 

未設立人行道，造成人車爭道，行人易成為弱勢族群 

24 阿文騎車行經公路，未料路面出現一個大洞，因此摔車受傷。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阿文應向下列何者提

出國家賠償訴訟？ 

最高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民事庭 地方法院行政法庭 

25 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大學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

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依上所述，若就讀國立臺北大

學的小新因故被學校記過，下列有關小新可依法採取的權利救濟途徑，何者正確？ 

向地方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向臺北市教育局提出訴願 

向校內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向校內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26 溫實初住在臺北市但公司設於桃園，由於公司積欠債務，乃向住在嘉義的好友沈眉莊借 500 萬元，約定一年

後歸還，但一年過去仍未歸還。若沈眉莊欲提出民事訴訟，依法應向下列那一個管轄法院提出？ 

臺北地方法院 桃園地方法院 嘉義地方法院 臺北高等法院 

27 交通部與內政部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授權，制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維護道路交通的安全。上述兩

項法令，若根據凱爾森（Hans Kelsen）的法規範階層理論分類，分別屬於何種規範？ 

基本規範、一般規範 一般規範、個別規範 一般規範、一般規範 基本規範、個別規範 

28 聯合國對蘇丹進行經濟制裁，禁止其他國家與蘇丹的石油出口商進行貿易。若其他條件不變，該制裁使蘇丹

從開放之石油出口國，轉變為僅有封閉之國內石油市場，此經濟制裁對蘇丹國內之石油價格變化的影響，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供給線右移，價格下跌 供給線左移，價格上漲 需求線右移，價格下跌 需求線左移，價格上漲 

29 中國大陸觀光客瘋狂搶購香港的奶粉，導致奶粉市場供不應求，因此香港當局下令每人限購兩罐奶粉，違者

判 2 年監禁及罰港幣 50 萬元。前述禁令生效前夕，大陸觀光客卯足全力搶購香港奶粉，請問下列何者是造

成香港奶粉市場需求變動的因素？ 

消費者的所得 消費者的偏好 相關產品的價格 消費者對未來的預期 

30 紐西蘭與澳洲因長期乾旱，牧草乾枯，酪農被迫提前宰殺牛羊，導致奶粉產量銳減，使得國際乳品原料價格

狂飆，各種乳製品連帶漲價，但牛羊肉的價格卻下跌。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前述狀況的正確推論？ 

牧草與牛羊是消費的互補財，所以牧草減少牛羊也減少 

牛羊肉與奶粉是消費的互補財，宰殺牛羊將使奶粉漲價 

酪農宰殺牛羊使奶粉漲價，但牛羊肉的供給卻反而增加 

酪農此舉將減少羊肉的供給，羊肉的價格也會跟著上漲 

31 「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各國溫室氣體的排放，希望透過各國的共同合作，避免地球受到

氣候暖化的威脅，它已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上文指的是下列那一項合約或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 華盛頓公約 蒙特婁議定書 生物多樣性公約 

32 根據國內生產毛額 GDP=C+I+G+(X－M)的計算公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甄：「最近爭議不斷的興建核四費用應列入 I 中。」 

大寶：「前幾天我媽媽買了 HTC 新手機應計入 X 中。」 

阿天：「早餐店所買製作三明治的原料應算在 C 裡面。」 

琪琪：「我媽買了一台二手的進口轎車應列入 M 中。」 

33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西元 2013 年第一季，20 到 24 歲青年失業率逾 13%，是整體失業率 4.24%

的三倍，比前三年失業率的均值都高。其中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經濟不景氣，工作機會減少。前述失業的

類型應是下列何者？ 

摩擦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季節性失業 

34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短期的主要威脅，是通貨膨脹與海外市場需求。若中國大

陸要用財政政策來因應此危機，則下列何者是最可能採取的政策手段？ 

增加稅收 調降利率 增加公共支出 調降存款準備率 

35 臺北市多家小吃名店，因為生意太好，被國稅局點名要輔導開發票。請問國稅局要求開發票的作法，與下列

那一種租稅的性質相同？ 

貨物稅 房屋稅 證券所得稅 使用牌照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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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Do you know how long it       to walk to the train station from here? 

gets takes spends makes 

37 After the stolen truck was abandoned, the police       it to the nearest garage. 

fined towed repaired announced 

38 Jenny’s excellent academic record helped her gain       to many top universities. 

reception agreement decision admission 

39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There’s an       of paintings of Manet at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impression exception exhibition inflation 

40 Mr. Lin couldn’t decide which car to buy,        there were many attractive models. 

so or for but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For decades, childhood obesity rates have been on the rise. Now some U.S. cities are seeing progress in their fight 

against fat. New York City showed a 5.5% drop in the number of overweight children from 2007 to 2011. Philadelphia 

showed a 4.7% drop, and Los Angeles a 3% drop. Declining childhood obesity rates have also been reported in parts of 

Mississippi, the state with the highest obesity rate in the nation. 

In 2011,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began a project to combat childhood obesity. The 

project’s goal is to find ways to make healthy changes in a community’s schools, food stores, parks and other places. For 

example, Philadelphia works with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Food Trust to connect schools with local farms and bring 

fresh vegetables to cafeterias. New York City has required chain restaurants to post calorie information on their menus. 

Mississippi created a program called “Fruits & Veggies: More Matters” to teach kids how to add healthy foods to their 

daily diets. These examples send a clear message: Any community that makes these kinds of changes over a few years 

will see their children get healthier. 

Now schools nationwide are doing their part. Fried food has disappeared from many cafeteria menus. Whole-wheat 

bread has replaced white bread. Drinks like water and low-fat milk have replaced sugary beverages, including fruit punch, 

sports drinks and soda. Many schools have banned junk food and require healthier snack options in vending machines. 

41 What does the word “obesity” in the article most likely mean? 

disease overweight birthrate discipline 

42 Which city/state showed the biggest decline in childhood obesity rate? 

Philadelphia. New York City. Los Angeles. Mississippi. 

43 What is the third paragraph mainly about? 

Some healthy choices.  Some nutritional facts. 

Some medical treatments.  Some weight control myths. 

44 Which measure was taken by Philadelphia to combat childhood obesity? 

Establishing chain restaurants all over the city. Providing fresh vegetables in school cafeterias. 

Giving calorie information on restaurant menus. Teaching children how to go on a healthy diet.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ill most likely appear in a healthy diet? 

Fried food. White bread. Sugary beverages. Low-fat milk.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Getting a good camera shot is a difficult challenge for amateur photographers. In order to get a successful picture,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46  . First, what do you want to appear in the   47   of the photo you are taking and what 

will be in the background? Second, you will have to choose between getting a   48   or a distance shot. Third, how will 

you need to adjust the camera so that the film is not under- or over-exposed because of the amount of light? If you are 

indoors, the lighting may be   49   and you can use the indoor setting. However,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will need 

to adjust the camera settings so as not to get too much   50   from the sun. Even though there are so many factor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most people with a lot of practice can succeed in getting excellent photographs. 

46 conclude consider compete cure 

47 portrait sideline timer foreground 

48 close-up moving dimmed color 

49 artificial transparent split relayed 

50 radiation tanning undertone gl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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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不屬於由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收入來源？ 

所得稅總收入百分之十 

營業稅總收入減除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之百分之四十 

貨物稅總收入百分之十 

遺產及贈與稅在直轄市徵起之收入百分之五十 

2 若社會大眾認為政府以公債融通擴張性財政政策，未來必須以增稅來償還，導致目前的民間支出下降，此種

現象稱之為： 

李嘉圖效果（Ricardo effect） 位移效果（displacement effect） 

所得效果（income effect） 華格納效果（Wagner effect） 

3 主張政府為促進經濟發展或維持經濟穩定，可以增減財政收支，不必刻意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是： 

平衡性預算制度 功能性預算制度 績效預算制度 零基預算制度 

4 民國 98 年初，政府對每位國民發放新臺幣 3,600 元的消費券，是屬於何種政策？ 

緊縮的財政政策 擴張的財政政策 緊縮的貨幣政策 擴張的貨幣政策 

5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關於直轄市及縣（市）稅之特別稅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適應地方自治之需要  經議會立法課徵 

不得以已徵貨物稅之貨物為課徵對象 得以已徵菸酒稅之貨物為課徵對象 

6 依捕蠅紙效果（flypaper effect），地方政府增加一元稅收所增加的公共支出較增加一元補助金所增加的公共

支出來得： 

高 低 相等 兩者無法比較 

7 依我國現行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政府所課徵的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其課徵年限至多為幾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8 若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政府補助款純為彌補下級政府的預算赤字，則該補助款屬於下列何種性質？ 

平衡補助 功能補助 事業補助 單位補助 

9 主張課徵單一土地稅為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是下列何者？ 

提波特（Charles Tiebout） 亨利喬治（Henry George） 

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 雷姆西（Frank P. Ramsey） 

10 下列對於我國加值型營業稅免稅的敘述何者正確？ 

銷項免稅，但進項稅額不可扣抵 

銷項免稅，但進項稅額可扣抵 

銷項免稅，則前手累積的加值稅不必由廠商自行吸收 

目前外銷貨物給予免稅優惠 

11 在我國現行相關的稅法中，有「自用住宅土地」適用優惠稅率規定的財產稅，有下列那些？①土地增值稅

②契稅 ③地價稅 

僅①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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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所謂「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是指： 

依照規矩行事（play by the rules），最後的結果就是公平 

政府對於不同的所得者的稅賦或補貼應不相同，就是公平 

政府對於相同的所得者的稅賦或補貼應相同，就是公平 

所有國民的所得在課徵稅賦及補貼後應相同，就是公平 

13 假設 A 商品市場的供給與需求曲線均為線性函數，且當政府對 A 商品課徵 1 元的從量稅時會產生 100 元的

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若今天政府打算提高稅負至 2 元，則超額負擔為多少元？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14 當政府的公共支出沒有變動，為了瞭解新增一種租稅對於各納稅義務人的租稅負擔所產生的影響，所進行追

蹤分析的研究方法，稱為： 

絕對租稅歸宿分析 平衡預算歸宿分析 差異租稅歸宿分析 總體租稅歸宿分析 

15 若課稅時，以效用犧牲的額度來評估公平的程度，並要求各個納稅者的稅後所得最後一元的邊際效用相等，

則此種原則稱為： 

相等絕對犧牲原則 相等比例犧牲原則 相等邊際犧牲原則 相等效率犧牲原則 

16 下列那些項目是所得稅配合物價指數調整所能產生的優點？①實現量能課稅的精神 ②減少虛盈實稅的現象

③提高所得稅的累進性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 

17 就財產稅歸宿的傳統觀點（traditional view）而言，財產稅是對土地、房屋所課徵的： 

特產稅 資本利得稅 使用者付費 一般銷售稅 

18 下列那些項目是綜合所得稅應以個人為申報單位（單獨申報制）的理由？①可避免租稅對婚姻之懲罰

②可降低對婦女工作意願的影響 ③可提高稅制累進性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 

19 我國房屋稅以何種用途之法定稅率最低？ 

住家用 營業用 私人醫院診所非營業用 人民團體非營業用 

20 有關全民健康保險之保費收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性質上是屬於薪工稅  投保金額分級表有上限之規定 

具累退性質  為求公平起見大家應繳納相同的保費 

21 在我國現行社會安全制度中，涵蓋範圍最廣的是： 

國民年金 勞工保險 失業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22 假設提高移轉支付受益人（transfer recipient）的效用是唯一考量因素，那麼： 

現金補助通常優於等額的實物補助（in-kind payment） 

實物補助通常優於等額的現金補助 

等額的現金補助與實物補助對受益人的效用增加一定相等 

實物補助總是優於等額的現金補助 

23 我國「國民年金」制度於那一年開辦？ 

民國 91 年 民國 93 年 民國 95 年 民國 97 年 

24 一個計畫效益現值為 1,100元，成本現值為 1,000元，有一個未考慮的外部性問題會使效益現值減少 200元，如

將此外部性視為效益的減少，計算效益成本比率為A，如將此外部性視為成本增加，其效益成本比率為 B。則： 

A 大於 B B 大於 A A 等於 B 無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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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在成本效益分析法中，某些經驗法則可作為選擇決策標準之參考，若方案是相互排斥（亦即擇一採行），則

那一項決策標準是較理想的選擇？ 

內部報酬率法  益本比法  

淨現值法  還本期（payback period）法 

26 在一項「公路改善工程」計畫的成本效益分析中，對使用道路的需求曲線是線性且負斜率，如這項改善工程可

使道路使用的邊際成本由 50元下降至 40 元，而行駛量由 500,000 次增加至 600,000 次，則此項計畫的利益是： 

6,000,000 元 5,500,000 元 5,000,000 元 3,000,000 元 

27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公共決策者是風險愛好（risk-loving）者，當甲計畫確定有 100萬元的淨效益現值，乙計畫

有 1/2的機會有 50萬元的淨效益現值，有 1/2的機會有 150 萬元的淨效益現值，則那一個計畫會被考慮執行？ 

甲計畫 乙計畫 執行那一個計畫都可以 無法決定 

28 甲、乙、丙三人為室友。甲抽菸所得到效用之貨幣價值為 3，而此舉對乙、丙造成效用損失之貨幣價值

分別為 5 及 2。經過協商後，清淨空氣的財產權歸屬於甲、乙或丙所產生之社會淨效用分別為 X、Y、Z。

在「高斯定理」（Coase theorem）適用的情況下，下列何者正確？ 

X > Y > Z Y > X = Z Y = Z > X Y = Z = X 

29 下列那一選項並非發生外部性現象：①租金上漲，使張三的經濟福利降低 ②化學工廠排放廢水，污染鄰近

的農田 ③研究院發明改善空氣污染新技術，民眾得以享受清新空氣 

①② ①③ ① ③ 

30 在獨占市場下，若有生產上的外部成本存在，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的產出水準一定會大於最有效率的產出水準  

市場的產出水準一定會小於最有效率的產出水準 

市場的產出水準一定會等於最有效率的產出水準  

市場的產出水準可能會大於、等於或小於最有效率的產出水準 

31 在最適憲政模型（the optimal constitution model）中，決定最適投票決議百分比的依據是： 

最低決策成本 最小內部成本 最小外部成本 最低社會成本 

32 有關林達爾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均衡的成立需要獨裁者的干預 均衡的成立需要全體公民的共識 

均衡成立與否，不受搭便車心態的影響 均衡成立時，仍會出現財政赤字 

33 符合亞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中所設定偏好規範的社會決策法則，必然： 

是一致決 是簡單多數決 會產生柏瑞圖最適的結果 會產生投票矛盾 

34 關於公共選擇理論所提的競租（rent seeking）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是由布坎南（J. Buchanan）所提出的  

市場環境因素造成經濟租，誘使經濟主體進行「非生產性」的努力 

越接近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租越龐大 

競租的行為會增加社會福利 

35 有關公共選擇中「利益團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參加該團體人數越多，影響力越大 參加該團體人數越少，影響力越大 

利益團體必然是社會中的弱勢團體 利益團體屬於公共選擇中鐵三角的成員 

36 因消費行為的改變使得市場上供需發生調整，結果未降低資源配置的效率，只發生所得分配狀態的改變，該

種類型的外部性稱為： 

供給外部性  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  

資源外部性  技術外部性（technical externality） 

37 在林達爾模型（Lindahl Model）下所決定的最適公共財數量，每人如何分攤公共財的提供成本？ 

平均 依受益原則 依量能源則 依反彈性需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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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當發生外部效果，造成資源配置無效率時，市場須調整到什麼狀態，才能達到社會最適產量？ 

邊際私人利益等於邊際社會成本 邊際社會利益等於邊際私人成本 

邊際私人利益等於邊際私人成本 邊際社會利益等於邊際社會成本 

39 下列那種財貨最能符合非敵對但排他的特性？ 

一罐汽水  海洋中的魚  

有線電視台所播放的電視節目 國防 

40 假設社會上僅有 A 與 B 二人，且其對某一公共財的個人需求曲線分別為 A：P + Q = 100；B：P + 2Q = 100，

同時此公共財的供給曲線為 P = 100 + Q，其中 P 為價格，Q 為數量。則在最適的公共財提供數量之下，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與 B 均消費 50 單位的公共財 

A 與 B 均消費 30 單位的公共財 

A 的願付價格為 75 元，而 B 的願付價格為 50 元 

A 的願付價格為 50 元，而 B 的願付價格為 75 元 

41 依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所須繳納的租稅負擔，稱之為： 

超額歸宿 轉嫁歸宿 經濟歸宿 法定歸宿 

42 私人提供的公共財數量常會低於社會的最適數量，主要的原因是： 

有免費享用者存在的可能性 有道德危機存在的可能性 

有逆選擇存在的可能性  有雙峰偏好者存在的可能性 

43 政府支出絕對金額或其對國民所得的相對量隨著時間演變而增加的現象，稱之為： 

恩格爾法則（Engel’s law） 史蒂格勒法則（Stigler’s law） 

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 包莫爾法則（Baumol’s law） 

44 若某一財貨一旦被提供之後，大家都可以同時且等量的消費，表示此財貨具有下列何種特性？ 

非敵對性 非排他性 殊價性 跨期性 

45 某個完全競爭產業之供給與需求函數分別為 Q = 1 + P 與 Q = 3 – P。該產業排放廢氣所造成之污染損害函數

為 2 + Q。為矯正污染，政府應從量課徵多少「皮古稅」（Pigouvian tax）？ 

1 2 3 4 

46 有關社會救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它是社會安全中涵蓋範圍最廣的項目 它僅提供某特定人群的選擇性福利措施 

它為保障大多數人民基本生活所需的強制性社會政策 它的主要經費來源為被保險人所繳交的保費 

47 在總效用可能曲線（grand utility possibility frontier）上的任何一點，均表示經濟體系已達成： 

生產配置效率與公平分配 消費配置效率與公平分配 

生產配置效率與消費配置效率 公平分配 

48 當經濟景氣過熱時，政府主動提高稅率的措施，是一種： 

權衡性穩定（discretionary stabilization） 自動性穩定（automatic stabilization） 

內在的穩定（built-in stabilization） 法則性的穩定（rule stabilization） 

49 若一項政策使得 A、B 兩人社會的所得 IA = 5、IB = 20 發生改變，則依羅爾斯（J. Rawls）的福利準則來判斷，

下列改變後的所得分配情形，何者是最佳的？ 

IA = 2、IB = 23 IA = 5、IB = 20 IA = 11、IB = 14 IA = 12.5、IB = 12.5 

50 張三抱怨說：「我是個無殼蝸牛，買得起豪宅的李四卻和我繳一樣多的所得稅。」張三最有可能認為所得稅

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水平公平 垂直公平 代際公平 轉型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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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所得稅法之規定，個人下列何項所得應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計算？ 

統一發票中獎獎金  個人海外所得 100 萬元以上 

參加連鎖超商摸彩活動中獎，已扣繳之獎金 告發或檢舉獎金 

2 居住者年度中死亡，其免稅額、標準扣除額之減除，於下列何種情況下，應按當年度死亡前日數占全年日數

之比例換算減除？ 

未於死亡之日起 3 個月內申報 死亡人屬受扶養親屬 

死亡人非屬受扶養親屬，有居住者配偶 死亡人非屬受扶養親屬，無居住者配偶 

3 某公司於民國 103 年 10 月 15 日收到國稅局核定退還以前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計新臺幣 50 萬元之退稅通知

書，並於同年 11 月 10 日收到該筆退稅款，依所得稅法規定，該公司於當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應

計入或減除之金額及日期為何？ 

10 月 15 日應計入 50 萬元 11 月 10 日應計入 50 萬元 

10 月 15 日應減除 50 萬元 11 月 10 日應減除 50 萬元 

4 依所得稅法之規定，國外影片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103 年度經由營業代理人出租影片之收入計

新臺幣 2,000 萬元，則其 103 年度於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為多少？ 

200 萬元 220 萬元 240 萬元 340 萬元 

5 依所得稅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應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 

依其他法令或組織章程規定，得分配盈餘之團體或組織 

獨資、合夥組織 

依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6 依所得稅法之規定，營利事業在清算期間之清算所得，應於何時依規定格式書表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 

清算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30 日內 清算結束之日起 30 日內 

清算期間屆滿之日起 45 日內 清算結束之日起 45 日內 

7 桃園公司會計年度採 4 月制，該公司辦理 10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及結算申報的期間各為何？ 

暫繳申報在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結算申報在 104 年 8 月 1 日至 31 日 

暫繳申報在民國 103 年 9 月 1 日至 30 日、結算申報在 104 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 

暫繳申報在民國 103 年 9 月 1 日至 30 日、結算申報在 103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 

暫繳申報在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結算申報在 104 年 4 月 1 日至 30 日 

8 依菸酒稅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免課徵菸酒稅？ 

菸酒運銷國外時  菸酒進口時 

產製廠商申請註銷登記時之庫存菸酒 在廠內加工為非應稅產品者 

9 台北公司 102 年度帳列應付帳款 200 萬元已過請求權時效尚未支付，直至民國 103 年 10 月 30 日才支付，請

問台北公司於 102 年、103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如何處理？ 

102 年度轉列營業收入、103 年度以營業費用列帳 

102 年度轉列其他收入、103 年度以營業費用列帳 

102 年度轉列其他收入、103 年度以營業外支出列帳 

102 年度轉為銷貨成本減項、103 年度轉為銷貨成本加項 

10 依所得稅法之相關規定，營利事業銷售貨物或勞務，如有隨銷售附贈獎勵積點時，該附贈部分相對應之收入

應於何時認列？ 

銷售時 積點兌換時 進貨時 不認列 

11 有關租稅法的適用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  實體優先救濟程序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  租稅刑事罰以處罰故意行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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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陳君 102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採列舉扣除，其合規定之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支出 35 萬元，當年

度陳君有以下數筆利息所得：①台灣銀行存款利息所得 3 萬元 ②台北公司利息所得 1 萬元 ③郵局存簿

儲金利息所得 1 萬元 ④郵局定存利息所得 1 萬元 ⑤日本勸業銀行存款利息所得 2 萬元 ⑥台塑公司公

司債利息所得 2 萬元，可列舉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支出金額多少？ 

35 萬元 29 萬元 28 萬元 25 萬元 

13 若勞工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自願從每月薪資另行提繳 6%退休金，關於此項退休金自願提繳部分之課

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不併入退休年度退職所得課稅 

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併入退休年度退職所得課稅 

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併入退休年度退職所得課稅 

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不併入退休年度退職所得課稅 

14 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對於免稅額、列舉扣除額及特別扣除額的各個項目之申報，下列那一類扶養

親屬符合規定者皆可列報？ 

直系尊親屬 子女 兄弟姐妹 其他親屬 

15 依所得稅法之規定，遞耗資產耗竭額之計算，如就採掘或出售產品之收入總額，依遞耗資產耗竭率表之規定

按年提列，其每年提列之耗竭額，應不得超過該資產當年度未減除耗竭額前之收益額多少比例？ 

25% 27.5% 45% 50% 

16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在不計入贈與總額的項目中，下列何者錯誤？ 

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營事業之財產 扶養義務人為受扶養人支付之生活費 

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  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贈與不限金額之財物 

17 遺產及贈與稅法所稱之農業用地，係依下列何者之定義？ 

土地稅法 農業發展條例 平均地權條例 農業金融法 

18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由稽徵機關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應於何時向主

管稽徵機關辦理遺產稅申報？ 

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之日起 6 個月內 稽徵機關向法院申請之日起 6 個月內 

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 6 個月內 稽徵機關收到被繼承人死亡證明之日起 6 個月內 

19 李先生於民國 103 年間接受甲公司及居住者王先生之現金贈與分別為 50 萬元及 300 萬元，依相關稅法之規

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公司贈與部分，對李先生課徵綜合所得稅；王先生贈與部分，對王先生課徵贈與稅 

甲公司贈與部分，對甲公司課徵贈與稅；王先生贈與部分，對李先生課徵綜合所得稅 

對贈與人之甲公司及王先生皆課徵贈與稅 

僅對受贈人李先生課徵綜合所得稅 

20 林君民國 103年中死亡遺有一部價值 189 萬元之名牌自用轎車，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其遺產應如何申報？ 

189 萬元全額不計入遺產總額 

89 萬元不計入遺產總額，剩餘 100 萬元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189 萬元全額計入遺產總額課稅 

189 萬元全額計入遺產總額，於減除 89 萬元扣除額後，剩餘 100 萬元課稅 

21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保險業經營非專屬本業及經營專屬本業之銷售額，其適用之稅率分別

為何？ 

5%；5% 2%；5% 5%；3% 5%；2% 

22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並非營利事業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登記之項目？ 

營業地址變更 暫停營業 申請解散或廢止 增加資本 

23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為防止逃漏、控制稅源及促進統一發票之推行，財政部得訂定統一發

票給獎辦法；其經費由全年營業稅收入總額中提出多少比例，以資支應？ 

1% 2% 3% 5% 

24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特種稅額計算之營業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免徵營業稅 

依一般稅額計算之營業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應課徵營業稅 

保稅貨物自保稅區進入我國境內其他地區者，應課徵營業稅 

銷售與保稅區營業人供營運之貨物或勞務，免課徵營業稅 

25 主管稽徵機關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為停止營業處分時，應訂定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幾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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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乙公司民國 103 年 7 月 31 日向使用統一發票之甲公司進貨，進貨金額為 3,000 萬元，甲公司未依規定開立
統一發票，卻開立普通收據給乙公司作為憑證，而乙公司未提出扣抵其銷項稅額，以乙公司此項行為，依
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扣抵其銷項稅額免罰 

其進貨金額處 5%罰鍰為 150 萬元 

其進貨金額處 5%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100 萬元，本案處罰鍰為 100 萬元 

其所漏稅額處 5%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100 萬元 

27 李四於民國 102 年度擁有我國戶籍，但自 101 年 12 月 1 日離境至大陸工作後，102 年間未再入境，其 102

年 10 月以 100 萬元出售祖傳草藥秘密配方（無登記、註冊）予日本甲公司，關於此項交易之所得類型、來
源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財產交易所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權利金所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財產交易所得、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權利金所得、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28 依契稅條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贈與契稅，應由贈與人估價立契，申報納稅 

典權契稅，應由出典人申報納稅 

依法領買或標購公產及向法院標購拍賣之不動產者，不必申報繳納契稅 

占有契稅，應由占有不動產依法取得所有權之人估價立契，申報納稅 

29 依土地稅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應課徵地價稅之土地？ 

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  

已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 

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 

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30 依土地稅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私人捐贈供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的條件？ 

主要捐贈人及配偶與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監事之人數不得超過全體董監事人數之 1/3 

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31 依土地稅法之規定，土地所有權屬於分別共有者，其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為何？ 

實際占有使用人  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 

以共有人所推舉之代表人 耕作權人 

32 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如發現繳納通知文書有計算錯誤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 2 年時間內，得要求稅捐稽徵機關，查對更正 

於規定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30 日內，得要求稅捐稽徵機關，查對更正 

於規定繳納期間內，得要求稅捐稽徵機關，查對更正 

於規定繳納期間屆滿之日起 30 日內，得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復查 

33 財政部對稅捐稽徵法或稅法之同一條文，所發布之「先」「後」解釋函令不一致時，於後釋示發布前，主管
機關依前釋示所為之行政處分，下列何者正確？ 

未確定者皆一律適用後釋示  

未確定者皆一律適用前釋示 

未確定者，後釋示有利於納稅義務人者，有後釋示之適用 

已確定者，後釋示有利於納稅義務人者，有後釋示之適用 

34 某納稅義務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申報移轉現值總價 120 萬元，課徵土地增值稅 25

萬元，民國 103 年 9 月 25 日訂約，同年 10 月 15 日申報移轉重購自用住宅用地乙筆，申報移轉現值 110 萬
元，符合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退還土地增值稅規定，可申請退還的土地增值稅為多少？ 

25 萬元 15 萬元 10 萬元 0 元 

35 有關我國不動產相關稅課的課稅基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價稅以土地公告地價為課稅基礎  

土地增值稅以土地公告現值為課稅基礎的計算依據 

房屋稅以房屋現值為課稅依據  

地價稅、土地增值稅及房屋稅皆以不動產實價為稅基的計算依據 

36 土地稅法所稱之公告現值，係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據下列何者之規定所公告之土地現值？ 

土地稅法 土地法 平均地權條例 土地徵收條例 

37 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破產財團成立後，其應納稅捐為財團費用，由破產管理人依破產法之規定清償之 

營利事業因合併而消滅時，其在合併前之應納稅捐，應由合併前之營利事業負繳納之義務 

公司重整中所發生之稅捐，為公司重整債務，依公司法之規定清償之 

法人團體解散清算時，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前，應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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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核課期間之起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未在規定期間內申報者，自申報日起算 

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繳納者，自規定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印花稅自依法應申報印花稅之日起算 

由稅捐稽徵機關按查得資料核定徵收之稅捐，自該稅捐所屬徵期屆滿之翌日起算 

39 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納稅義務人除為全體公同共有人者外，稅捐稽徵機關對有關復查之申請，應於多久期
間內復查決定，並作成決定書，通知納稅義務人？ 

於納稅義務人申請之日起 2 個月內  

於接到申請書之翌日起 2 個月內 

於接到申請書之翌日起 3 個月內  

於納稅義務人最後申請復查之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2 個月內 

40 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納稅義務人為營利事業有欠繳應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採取下列何種稅捐保全措施？ 

命令停業辦理解散登記  通知主管機關，限制減資登記 

提前徵收  繳納期間屆滿後，移送強制執行 

41 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納稅義務人有違反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者，租稅優惠法律之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財政
部停止並追回其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之待遇，下列何者錯誤？ 

違反農業發展相關法律  違反環境保護相關法律 

違反勞工相關法律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 

42 甲公司進口一輛豪華轎車，關稅完稅價格 500 萬元，則進口時需繳納以下那些租稅？①關稅 ②貨物稅
③印花稅 ④使用牌照稅 ⑤營業稅 ⑥車輛購置稅 ⑦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⑧契稅 

①②③④⑤⑦ ①②③④⑥ ①②③④⑥⑧ ①②⑤⑦ 

43 有關我國現行貨物稅的課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水泥及油氣類採從價課徵 橡膠輪胎及油氣類採從量課徵 

飲料品及平板玻璃採從量課徵 橡膠輪胎及車輛類採從價課徵 

44 依貨物稅條例之規定，關於貨物稅之徵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稅貨物於貨物銷售時徵收之 

應稅貨物參加展覽並不出售者，免徵貨物稅 

應稅貨物用作製造另一應稅貨物之原料者，仍應課徵貨物稅 

進口應稅貨物，收貨人應向國稅局申報繳納 

45 依房屋稅條例之規定，下列有關房屋稅稅率之敘述，何者正確？ 

非住家用房屋，供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課徵 2%至 5% 

非住家用房屋，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課徵 1.5%至 3.6% 

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課徵 2% 

除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外，其他供住家用房屋者，課徵 1.5%至 3.6% 

46 民國 103 年 5 月份繳納之房屋稅，其課稅所屬期間為下列何者？ 

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 

民國 102 年 7 月 1 日至 103 年 6 月 30 日 

民國 102 年 5 月 1 日至 103 年 4 月 30 日 

47 A 屋原屬甲所有，房屋現值為 1,000,000 元，B 屋原屬乙所有，房屋現值為 750,000 元，甲乙二人房屋交換
無給付差額價款，就此項交換行為之契稅，下列何者正確？ 

甲免徵契稅，乙就價差 250,000 元繳納贈與契稅 

甲就價差 250,000 元繳納贈與契稅，乙免徵契稅 

甲就 750,000 元繳納交換契稅，乙就 750,000 元繳納交換契稅、價差 250,000 元繳納贈與契稅 

甲就 750,000 元繳納交換契稅、價差 250,000 元繳納贈與契稅，乙就 750,000 元繳納交換契稅 

48 依娛樂稅法之規定，娛樂稅照所收票價或收費額徵收，其徵收稅率，下列何者正確？ 

電影，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夜總會之各種表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 

保齡球館，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各種競技比賽，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49 依印花稅法之規定，屬課徵印花稅範圍之憑證，下列何者正確？ 

兼具銀錢收據性質之營業發票 承攬契據 

典賣、讓售及分割動產契據 兼具營業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 

50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下列何項中央稅課收入項目，不須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等地
方政府？ 

證券交易稅 貨物稅 所得稅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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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選擇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每題 2 分，占 70 分）
說明：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內的詞語，何者屬於計算「容量」的單位？ 
不差「毫釐」 不識「斤兩」 「錙銖」必較 「升斗」之祿 

2 下列成語運用恰當的是：  
只要有心，即使是「白雲蒼狗」也是美景 生命短暫如「白駒過隙」，應當倍加珍惜 
春天遠眺高山，欣賞「陽春白雪」的晶瑩 經得起考驗的好朋友，才能「白頭偕老」 

3 下列文句中，成語使用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經過一夜風雨的摧殘，陽臺上觸目所見，盡是「花紅柳綠」，令人慘不忍睹 
心蘭向來自律甚嚴，對那些不實的流言，始終「拳拳服膺」，完全不予理會 
智多星老程好像有用之不竭的「深計遠慮」，無論碰到什麼狀況，都能迎刃而解 
鍾勤因為常守「尾生之信」，故能得到眾人信任，但也有朋友為他偶爾不知變通，感到憂心 

4 語詞的數字有時是虛數，如：三三兩兩；有時是實數，如：歲寒三友。下列各組，何者的數字都是實數？ 
 三足鼎立／三頭六臂／三番兩次 五言律詩／五花八門／五味雜陳 
四維八德／四庫全書／文房四寶 三跪九叩／九死一生／十拿九穩 

5 下列各組詞語，「」內字義，何者前後相同？ 
拂袖而「去」／相「去」萬里 超「速」行車／不「速」之客 
早生「華」髮／春「華」秋實 「罔」顧道義／置若「罔」聞 

6 你今日會在這裏居住／想想，是誰給你的／你舒舒服服的躺在多少別人的背上（蘇紹連〈扛〉）。下列何者
符合詩中欲傳達之意？ 
人是群體的動物 人是感官的動物 人要懂得心存感激 人要懂得互助合作 

7 董橋曾舉民間俗諺：「斯文滔滔討人厭，莊稼粗漢愛死人；郎是莊稼老粗漢，不是白臉假斯文。」又舉明朝
傳奇故事，有個嫩書生問道：「既云文選，何故有詩？」張鳳翼曰：「昭明太子為之，他定不錯。」曰：「昭
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
張答曰：「他讀的書多。」依據此段文字的形容，作者諷刺的對象是： 
言語粗鄙的老粗 死讀書的讀書人 養尊處優的皇族 目不識丁的農人 

8 「人生自幼而少，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不也正是這般地在不知不覺間變換著的嗎？」上文意涵與下列何者
相近？ 
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東流人不知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9 「問問嘗遍天下美味的食家饕家們，到頭來，心心念念百吃不厭的，往往，就是那麼一碗白米飯、一塊白豆
腐；然後真正能夠及得上這些食家饕家眼界的米飯豆腐，卻也定非等閒，從 源頭原料的孕育環境以至品種、
農法、工法、烹法，背後不知須得多少傳承與堅持與智慧，才能成就這米飯這豆腐裡，那看似純淨澹泊，卻
是滋味口感層次無窮豐富的深刻美味。」根據上文，可以見到作者體悟到的是： 
米飯豆腐是傳統飲食文化的象徵，能讓人聯想起長久以來的記憶與情感 
能征服眾多老饕的美食，關鍵在於食材本來的素質優良與廚師的臨場創意 
許多表面看來簡單的飲食之道，其實是經過反覆淬礪、辯證、演化的成果 
雖然老饕們吃盡山珍海味，但是為了健康，也要去尋找米飯豆腐的特殊口感 

10 「黃粱一夢」的故事，主人翁經歷種種悲欣歡愁、大起大落，頓醒時驚覺一夢，鍋裡騰騰飯香，不過是煮熟
一鍋飯的時間！我常常覺得這故事是對於閱讀作品 好的隱喻。閱讀中，我們隨喜隨悲，掩卷嘆息，闔上書，
面對的仍是自己的人生；閱讀的經歷，如夢，似幻似真。下列敘述， 符合上文旨意的選項是： 
掌握作品隱喻意義，是深度閱讀關鍵 夢裡集中專注力，有可能使美夢成真 
閱讀時情思集中的狀態，常恍惚如夢 把握當下 重要，因為人生如夢似幻 



代號：1502
頁次：4－2 

11 葉慶炳〈「先生」和「老師」〉：「到了近代，學問越分越細，隔行如隔山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一千多年前
韓愈說的那段話，也就更有其意義。」文中「韓愈說的那段話」 有可能是：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12 下列詩句，何者描述將士激烈戰鬥的場面？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13 「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詩中出現的兩個「姑」字，分別指的是： 
前者：丈夫的姑姑；後者：丈夫的妹妹 前者：丈夫的媽媽；後者：丈夫的姑姑 
前者：丈夫的媽媽；後者：丈夫的妹妹 前者：丈夫的妹妹；後者：丈夫的姑姑 

14 林彧〈八通關〉：「採藥的人回去了，是誰／還趿著雲履在稜上徘徊呢？」賈島〈尋隱者不遇〉：「松下問
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下列關於兩詩的解讀何者錯誤？ 
兩詩所寫背景皆為山地，皆有雲霧 兩詩皆因訪藥無著而留下遺憾感傷 
兩詩皆透過興問，引發悠遠的懷想 兩詩皆透過去／留對比塑造時空跨度 

15 利用方位與相對位置來表現人己之關係或境遇的改變，是我國文化的普遍現象。下列有關的敘述，何者正確？ 
「西席」—對弟子的別稱 萱茂「北堂」—父親的代稱 
「左遷」—指官職或工作職位的提升 「做東」—指負責招待的主人或請客付帳 

16 三貂角為臺灣陸地的極東端，此處觀景台有說明看板： 
由經緯度計算為東經 119 度 59 分 54 秒，北緯 25 度 30 分 37 秒，是臺灣本島極東點，也是雪山山脈北端起
點。明朝天啟六年（西元 1626 年）有兩艘來自菲律賓的西班牙戰艦行經臺灣東北角，眼看海岸多山多石，
就以 Santiago（聖地牙哥）稱之，早期的漢移民便以此音用閩南語譯出「三貂」地名，沿用至今。三貂角與
鼻頭角、富貴角合稱為北臺灣三角，若站在此處面向北方，那麼全臺灣就無人「能出其右」。試問關於上段
文字的延伸理解，何者正確？ 
「三貂角」為葡萄牙人航船時行經臺灣北部海域時所名，為漢移民沿用至今 
因為位處臺灣極東，故以無人「能出其右」說明三貂角在臺灣 東方的位置 
三貂角現已經發展為健行步道終點，如果能行至此，表示腳力無人能出其右 
對攝影愛好者來說，三貂角是臺灣太陽 晚落下之處，故海洋夕景美不勝收 

17 「飲酒是個極古老又極具現代意義的文化現象，在中國的飲酒史上，陶淵明具有關鍵性的地位，正因為有陶
淵明其人，詩歌史上的飲酒主題才真正豎旗立幟，飲酒在文化領域的意義才日漸發酵精醇。後世文人的飲酒
嗜好，也往往複製著陶淵明模式。人莫不飲食，卻鮮少有人如陶淵明般『深知其味』。」這段話的重點是： 
捨陶淵明則無飲酒文化  陶淵明為飲酒詩立標竿  
文士好飲無人出淵明右  飲酒文化不能無飲酒詩 

18 林書豪接受雜誌訪問時說：「我認為，人在學會成功之前，必須先學會失敗。我人生有很多低潮，都化為許
多美好事情的動力。沒有這些挫折，學習這些有價值的教訓，我沒有辦法享受、或是進入下一個階段。」由
這段話可知林書豪認為： 
失敗會變成有價值的教訓 沒有一再的失敗，絕不可能成功 
等待可以使人冷靜，把低潮化為動力 能把失敗與挫折當成享受，是成功的必要條件 

19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
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下列何者 能
概括本文旨意？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20 「籬邊倩鄰老購菊，遍植之。九月花開，又與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來觀，持螯對菊，賞玩竟日。芸喜曰：
『他年當與君卜築于此，買繞屋菜園十畝，課僕嫗，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畫我繡，以為詩酒之需。布衣菜
飯可樂終身，不必作遠遊計也。』余深然之。」關於本文主旨，正確的選項是： 
人到老時才能放下一切  不同的年紀，就會對不同的事物感興趣 
生活可以窮困，但不能減損生活情趣的追尋 大凡人生總有酸甜苦辣各種滋味，總要一一嘗過才好 

21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
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
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下列選項何者 符合本文的觀點？ 
聖人治理國家的方法如同醫生為病人看病，必先調理國家體質 
聖人治理國家的道理與醫生治病的原理相通，皆必須視人如親 
要治理好國家得先處置制度問題，其理與治病先調和身體一樣 
要治理好國家必須找到亂源並予以治理，其理和醫生治病相同 

22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
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
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請問漁者為何要獻魚？ 
愛惜物資，不願浪費 天氣太熱，市場無人 漁獲過多，賣不出去 當作祭品，提高身分 

23 蘇軾：「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下列人
物事蹟 接近本文旨意的是： 
馮諼為主設三窟 虬髯客退居東南 韓信少忍胯下辱 燭之武智退秦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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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何者表達出一個人應「獨立自主，不隨波逐流」的旨意？ 

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 
時然而然，眾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 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用其志 

25 下列詩歌何者歌詠美人楊玉環： 
玉痕垂粉淚，羅袂拂胡塵。為得胡中曲，還悲遠嫁人 
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 
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26 公文重視機關間的隸屬關係，下列單位何者直接隸屬於行政院？ 
國史館 中央研究院 國家安全會議 國立故宮博物院 

27 賀小兒周歲的禮金用語，下列何者 正確？ 
賀敬 晬敬 微儀 脩儀 

28 下列有關公文之敘述何者錯誤？ 
呈：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時使用  
咨：為總統與行政院、立法院公文往返使用 
函：各機關的公文往來，以及人民與機關的申請答復 
簽：可供承辦人員表達意見，供上級參酌之用 

29 下列有關公文書簡化原則，何者錯誤？ 
內容簡單無須書面行文者，可用電話接洽 屬公告周知之文書，以公布刊載代替行文 
無轉行必要之文書，若無意見則回文宜簡要 不同機關之來文，案由若相同，可併辦一稿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 題至第 31 題： 
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
者唯娛笑于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為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為事，其所求
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上之知遇，
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為當然。 
30 作者認為君臣關係應為： 

合作者 主與從 主與僕 獨立體 
31 作者認為治道的樞紐是： 

以萬民為事 君臣之禮備 服役之臣多 臣知恩圖報 
閱讀下文，回答第 32 題至第 33 題： 
藝術家和審美者的本領就在能不讓屋後的一園菜壓倒門前的海景，不拿盛酒、盛菜的標準去估定周鼎、漢瓶的價
值，不把一條街當作到某酒店和某銀行去的指路標。他們能跳開利害的圈套，祇聚精會神的觀賞事物本身的形相。
他們知道在美的事物實際人生之中維持一種適當的距離。 
我說「距離」時總不忘冠上「適當的」三個字，這是要注意的。「距離」可以太過，可以不及。藝術一方面要能
使人從實際生活牽絆中解放出來，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賞。「距離」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實用世界；「距
離」太遠，又容易使人無法了解、欣賞。 
32 本文認為無法在實際生活中享受美感，下列原因何者不符合？ 

因熟悉而忽視事物的美  以功能與實用性看事物 
將實際的人生隔絕在外  將利害得失看得太認真 

33 本文主張在美的事物與實際人生間維持「適當」的距離，據此概念，下列何者為錯誤？ 
適當的距離產生適當的美感 美感經驗須有實際人生為基礎 
「人閒桂花落」是距離太遠的結果 「不識廬山真面目」是距離太近的關係 

閱讀下文，回答第 34 題至第 35 題：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
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
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座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
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
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臛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
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34 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高漸離為躲藏秦皇帝追捕在市場以屠狗為業 高漸離因為暗地評論客人擊筑而暴露身分 
秦皇帝為展現仁慈，赦免高漸離，取信諸侯 高漸離假為盲者入宮，以鉛筑刺殺秦皇帝 

35 下列選項，何者 適合用來形容文中之高漸離？ 
忘恩負義 才疏志大 忍辱負重 鴻鵠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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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每題 3 分，占 30 分） 
說明：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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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37 題： 
「年輕人學藝， 忌諱的毛病就是在短短的時間之內就自以為已經把師傅教的技巧全都學會，認為已經沒有東西
可學，這個自負的想法，就是失敗的開端。嚴格說起來，學習技巧只是起步，技巧學會後，如何發揮，如何創立
自我的風格，才是成敗的關鍵。」 
36 下列敘述，符合上文意旨的是： 

眼高手低往往是當今年輕人的致命傷 「青出於藍」可說是人生 大的成就  
虛心學習，精益求精，才能邁向成功 勇於創新、改造，才能擁有世界舞臺 
勤學苦練，虛心受教，方能獨樹一格 

37 此段敘述呼應當今社會年輕人那些心態與現象？ 
好高騖遠，卻又感嘆擺脫不了 22K 低薪 自命不凡，卻又不願放下身段虛心學習 
凡事只想抗爭，卻又提不出建設性想法 習慣大肆批評、謾罵，卻又不願反躬自省 
能力只有半桶水，卻自以為是，輕忽基本功 

38 「許衡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
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下列文句可反映本文意旨的是： 
君子慎其獨  君子不愧屋漏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39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
見灶，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灶？」對曰：「夫日兼燭天下，
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灶，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
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灶，不亦可乎！」侏儒提到太陽和灶，目的是為了暗諷： 
彌子瑕不如太陽般無所偏私 彌子瑕如灶般獨占所有光熱  
衛靈公的胸襟不如太陽與灶 衛靈公不如太陽般無所偏私 
衛靈公如灶般易為一人獨占 

40 隨著年歲的增加，與人世滄桑的經歷，發現要父母俱存太難了，總是「子欲養而親不待」，想教育天下的英
才也不容易，別人肯聘你去一流學府任教嗎？只有不愧不怍的自寧之樂，自己還勉強掌握得住。仔細想想，
本心的「不愧不怍」，才是一切快樂的基礎，因為只有坦蕩蕩的人，到處皆是樂地；而長戚戚的人，觸目皆
成愁場，境遇的順逆愁樂，全在人心的喜嗔明闇中。 
下列敘述，何者 貼近作者所謂的人生之樂？ 
俯仰無愧，無入而不自得 行者常至，有志者事竟成 
胸懷磊落，自能隨遇而安 無欲則剛，養心莫善寡欲 
貧賤不移，窮則獨善其身 

41 「人生啊！當下都是真，緣去即成幻。因為『當下都是真』，所以眼前的每個夢境，我們都要認真地去夢。
因為『緣去即成幻』，所以當時過境遷，也就該清醒地知道那只是夢，就讓它去吧！」下列文句，可與引文
互相闡發的是： 
世事迷離，真假難辨 雪泥鴻爪，本無可執 
緣生諸法，其性本空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一切存在，無非因果 

42 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其言行頗多符合現今教育原理。下列符合「因材施教」原理的選項是：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43 下列選項所描寫的人物，指涉「屈原」的是： 
門外東風雪洒裙，山頭回望三吳。不應彈鋏為無魚 
汨羅在同學的朗讀裏涸竭，課本有空白地方，我試著演算：【懷才不遇 × 愛國 ÷ 投江】 
錯就錯在那杯溫酒，沒有把鴻門燃成── 一冊楚國史，欲讓隱形的蛟龍，銜著江山，遁入山間莽草 
在生命無可退的地方，五月的江潭，憔悴多感的他寫下〈懷沙〉。……結尾哀音淒切，世溷濁莫吾知 
門外那五株綠柳竟一夜之間，為酩酊秋風所灌醉，而落得鬢髮零亂，衣衫不整了，獨東籬下眾菊善飲 

44 除煩去膩，不可缺茶，然暗中損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畢，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齒
間，消縮脫去，不煩挑刺，而齒性便若緣此堅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數日一啜，不為害也。
下列敘述，符合作者想法的選項是： 
茶宜品啜，尤適於漱口 喝茶能去油解膩、減肉消脂 
淡茶保養脾胃，濃茶保健牙齒 喝茶雖有益身心，但應有所節制 
以上等茶漱口，效果優於中下等茶 

45 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渰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
但知音盡說陶潛是。下列敘述，符合作者想法的選項是： 
因遭逢世變而寧長醉不醒 追逐功名蹧蹋了虹霓之志 
屈原的可笑來自不求聞達 陶潛的選擇堪為處世參考 
亂世使知識分子有志難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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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典自由主義論者亞當斯密認為：管理越少的政府，就是 好的政府，換言之政府的角色是儘量少干預

或不干預市場經濟的運行。依照上述論點，下列何者並非其所主張之「政府」的基本職能？ 
抵抗外國武力侵略  辦理社會福利 
維持社會治安  從事私人無法承擔的公共設施 

2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當價格下跌時，消費者購買意願增加，當價格上漲時，消費者購買意願減低。

此種現象可以用經濟學上的何種概念說明？ 
需求法則 供給法則 受益原則 比較利益原則 

3 經濟學上所謂的公共財，主要應具備下列那兩種特性？①敵對性 ②非敵對性 ③可排他的 ④無法排

他的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4 臺北市主計處公布，臺北市 2012 年因買賣土地、建物辦理所有權變更登記數，都比前一年量縮了兩成多，

該市地政局分析，可能是受到 2011 年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奢侈稅）、2012 年實價登錄上路影響，導致

房市交易量下滑，變更登記數也下降。依上所述判斷，下列有關房地產市場需求曲線的敘述，何者正確？ 
民眾預期未來房屋價格下跌，則需求曲線向右移動 
民眾預期未來房屋價格上漲，則需求曲線向左移動 
課奢侈稅使短期投資客對房屋的需求曲線向右移動 
課奢侈稅使短期投資客對房屋的需求曲線向左移動 

5 「人們因為相互信任使彼此分享智慧與經驗，藉以增加生產力與品質」。主要在強調下列何種經濟發展

的要素？ 
社會資本 企業才能 人造資本 人力資本 

6 下列何者不屬於移轉性支出的性質？ 
教育部給中等學校興建校舍的補助款 公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 
雲林縣支付給農民的老農津貼 臺灣人民捐助日本福島核災的救濟金 

7 我國政府考量能源生產對環境的衝擊，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用，乃於能源管理法規定，廠商製造或進

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供國內使用者，應依法律規定並標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

依上所述，政府是採用下列何種方法來解決環境問題？ 
補貼 直接管制 使用者付費 界定財產權 

8 政府為增加貨幣供給量，提高社會有效需求，以促進景氣復甦，中央銀行可採行下列那一項擴張性的貨

幣政策？ 
降低法定存款準備率 提高票據的重貼現率 在公開市場賣出債券 增加政府的公共投資 

9 由於個人能力不同，政府可藉由賦稅和稅制，來達成縮短人民貧富差距的目的。下列何者可以實現上述

目的？ 
所得稅採固定稅率 制定 高稅負制 開徵印花稅 開徵奢侈稅 

10 政府定期派員至各大賣場，調查業者是否有聯合哄抬物價的行為，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發揮那一種經濟功

能？ 
處理外部效果 維持公平交易 保障私有財產 改善所得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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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張董事長在畫廊購得一幅標價 5 萬元的山水畫，掛放在董事長辦公室。張董事長對於該畫擁有下列何種

權利？ 
著作財產權 著作人格權 所有權 重製權 

12 政府為了保障勞工的權益，制定勞動基準法，針對勞雇間的 高工時與 低工資設有限制。政府此作法

是針對下列何者所做的限制？ 
誠實信用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契約自由原則 

13 依據我國民法，尊重被繼承人對於自己財產的自由處分權利及 後意願，被繼承人得以遺囑處置其死後

遺產或其他事務。下列關於遺囑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自由處分之遺囑內容不得違反應繼分的規定 
立遺囑人至少是滿 20 歲的完全行為能力人 
遺囑人將遺囑全文電腦打字，親自簽名並註明日期，即符合自書遺囑的條件 
遺囑須依自書、公證、密封、代筆或口授其中之一方式為之，否則無效 

14 日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4 家超商共同協議同時將咖啡調漲之行為進行開罰，主要是因其違反公平交易法

中所禁止的何種行為？ 
獨占行為 結合行為 聯合行為 共同行為 

15 性別工作平等法歷經 12 年的漫長立法過程終於拍板定案，並於民國 91 年 3 月 8 日起實施，下列那些是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的內容？①受僱者因必須親自照顧家庭成員時，得請家庭照顧假 ②受僱者於其配

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 5 日 ③雇主與受僱者可事先約定若結婚、懷孕，即可解僱 ④受僱者於

每一子女滿 3 歲前，得申請留職全薪育嬰假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16 在監獄中執行死刑之法警，射殺死刑犯的行為不成立殺人罪，是基於下列何種阻卻違法事由？ 
依法令之行為 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 

17 針對犯罪行為，被害人可以提出□□，而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只要知悉有犯罪嫌疑時，均可為□□。以

上空格依序應填入的內容是下列何者？ 
公訴、告訴 告訴、告發 告發、公訴 自訴、告訴 

18 依據我國現行法制，有關被告人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保護被告名譽，審判不宜公開 被告接受訊問時，不得保持緘默 
非經由檢察官裁定不得羈押被告 被告具有隨時選任辯護人之權利 

19 志明向彰化縣某中央機關申請國有公用房地開辦該機關員工餐廳，每月繳納使用費 2 萬元；因違法使用

遭機關收回房地，並沒收保證金 4 萬元。志明不服，尋求權利救濟，他該向那個司法機關提起訴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庭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簡易庭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20 員警甲於執行指揮交通勤務時，有一位汽車駕駛因不耐塞車，而違規行駛機車道，員警甲竟拔槍要求對

方開回快車道。依上所述，該員警的行為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21 立法院在制定法律時，必須經過三讀程序，每一讀會中各有不同的工作項目，下列對三讀程序之敘述，

何者正確？ 
一讀後，須經由程序委員會審議後才可進入二讀 二讀主要是對法條進行逐條審查、討論與修正 
進行三讀時，若對法條有疑慮，可以聲請釋憲 完成三讀之後，該法律即產生效力 

22 選舉制度會深深影響一國的政黨體系之發展，依此敘述推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相對多數制比絕對多數制更有利於小黨 單一選區制比複數選區制更有利於小黨 
多數投票制比比例代表制更有利於小黨 並立制比聯立制更有利於小黨 

23 下列那一種少年經法院審理確定後，將被安置於「中途學校」？ 
經常逃學逃家 接受保護處分 法院判刑確定 未滿 18 歲從事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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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據我國現行的文官制度，下列關於政務官與事務官權責的敘述，何者正確？ 

政務官負責主導政策，掌握預算、人事與法規制定等權力 
事務官負責執行政策，以貫徹上級長官的意志為 高原則 
政務官為其政策負責，在公務上不須承擔法律責任 
事務官應謹守中立原則，確保政策穩定與人民權益 

25 若我國舉行全國性公民投票，假設全國投票權人總數為 1000 萬人，根據我國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列何

者視為通過？ 
投票人數 401 萬人，其中 300 萬人表示同意 投票人數 401 萬人，其中 200 萬人表示同意 
投票人數 501 萬人，其中 300 萬人表示同意 投票人數 501 萬人，其中 200 萬人表示同意 

26 關於內閣制運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元首皆為世襲產生，因此形成「虛位元首」 
元首不具行政實權，因此公布法律需要「副署」 
閣揆由元首任命產生，因此閣揆人選由元首決定 
內閣須對國會負責，因此國會可至內閣進行「質詢」 

27 根據法律規範的法律關係「是否平等」、「是否涉及國家權力」為區分標準，可分為公法與私法兩種類

型，以及兼具公、私法性質的社會法。下列那一組合即屬同一類型之法規範？①商事法 ②民事訴訟法 

③刑事訴訟法 ④勞動基準法 ⑤民法 
①② ②③ ③④ ④⑤ 

28 政府和國家經常是容易混淆的概念，關於政府和國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政府等同於國家，以擁有人民、領土確立其完整性 
政府擁有對內 高、對外獨立的主權 
政府為持續存在的政治實體，不因選舉而更迭替換 
政府權力來自國家授予，需依據國家規範而進行 

29 我國監察院之設置在各國中央政府體制顯得相當特別，除歷史淵源因素外，其設置目的主要在防範政府

機構與官員侵害人民權益、貪官污吏、貪贓枉法等事。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監察院

之職權？ 
行使彈劾、糾舉與糾正權 掌理公務員違法失職之懲戒 
受理公職人員之財產申報 審核財務收支、審定決算 

30 受益權是指人民可請求國家從事一定的行為，而使自己享受特定利益的權利。下列那一項不屬於受益權？ 
財產權 隱私權 生存權 訴訟權 

31 在我國，年滿 20 歲的公民且未受監護宣告者，皆享有投票權，不因其財產、性別、種族、階級等影響。

顯示我國公民選舉資格的獲得，符合民主國家的那一項選舉原則？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32 根據 2011 年財政部統計，女性聲請拋棄繼承遺產的比例為 63.3%，遠高於男性的 36.7%；而申報遺產稅

的繼承人中，女性繼承人僅占 34.1%，男性占 65.9%，幾乎是女性的 2 倍，顯示繼承遺產者以男性居多。

造成上述現象的成因， 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性傾向 性別認同 性別主流化 性別刻板印象 

33 某國首次實施高速公路免費政策，原意在疏導交通，不料卻誘使民眾大量利用高速公路造成大堵車，甚

至垃圾滿地及事故頻傳的問題。該政策所引發的諸多問題，下列何者為其主要原因？ 
誘因不足 資訊不對稱 搭便車心態 共有財的悲劇 

34 據報載，有某公司董事長至明星大學頒發獎學金時，發現在 27 位得主中，僅有 2 名清寒生，讓其感嘆過

去窮人翻身靠教育，近年來名校生幾乎用不到清寒獎學金，更有感而發地說：「窮人小孩根本進不了名

校。」該董事長的感慨印證了下列何種現象？ 
階級流動 階級複製 階級認同 階級普羅化 

35 2005 年描述臺南菁寮 3 位稻農與牛的紀錄片「無米樂」，廣受喜愛，經過菁寮居民與政府共同努力結合

當地嫁妝文化與農村文化的旅遊特色，將菁寮農村轉型為農村文化資產的農遊。下列何種概念可用來說

明上述現象？ 
社區總體營造 產業群聚效應 文化變遷雜異化 社會組織科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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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of accusing his neighbor of dishonesty, the man apologized sincerely.  
 Sure  Guilty  Justified  Pitiful 

37 The incident caused 964 residents in nearby areas to visit hospitals       feeling sick, vomiting or having 
difficulty breathing.  
 on account of  in terms of  in spite of  in relation to 

38 Susan       to lock the door before she went to bed. 
 forgets  forgotten  has forgotten  forgot 

39 Mary sounded       when I talked to her on our ride home from the office. 
 tires  tired  tiring  tiredly 

40 We have had some       hot days this summer, with the temperature going up to 40 degrees Celsius. 
 personally  separately  originally  extremely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Hot pot is an easy way to make a meal during the winter. It’s a favorite meal in Asia. You can choose the food to cook in 

it and also the   41   of soup you want. You will cook all the food in the soup in the pot. When the soup   42  , you can 
begin cooking the food. Let the food cook   43   about 10 minutes. When the food is done, use your chopsticks or a spoon 
to put the food in a bowl. When you eat your food, you can add   44   kinds of sauces. After you eat all the food in the hot 
pot, don’t forget the soup! It will taste very good after you cook your vegetables and meat in it. A hot pot meal is a good time 
for friends and family to   45   to eat and talk, so don’t eat quickly! 
41  kind  race  meat  bean 
42  studies  sleeps  breathes  boils 
43  in  on  for  under 
44  double  different  direct  determined 
45  get together  turn over  come across  put together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American families are different today than they were 100 years ago.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at they are 

smaller. In the past, most families lived on farms. They needed lots of children to help with work. Today, most families 
live in cities, and many parents cannot afford a large family. Other parents worry that if they have more than two 
children, it will increase the world’s population. 
        Also, the types of families are changing. There are more single parents than ever before. More unmarried couples 
are having children, and many couples are choosing to have no children at all. Today traditional families – a married 
couple with children – compose less than 25 percent of all US households. 
        One reason for this is the greater number of working women. In the past, women depended on their husbands. 
Now many women have jobs. They do not have to be married to get money. Another reason is divorce. This is when 
the husband and wife decide to end their marriage. About half of all US marriages end in divorce. Finally, many people 
are not getting married. They choose to live their lives by themselves. 
46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American families today and 100 years ago? 

 The average age of family members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The size of their houses   The style of their houses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were families in the past bigger than families today? 
 They were richer.   They had bigger houses. 
 They loved to have more children.  They needed children to help on the farms.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he reason why some American parents choose 
not to have more than two children? 
 It will increase the birth rate.  It will increase world’s population. 
 It will decrease the rate of single parents.  It will decrease the divorce rate.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None of the unmarried couples have children. 
 There are fewer single parents than ever before. 
Many couples choose to have no children nowadays. 
 Only 75 percent of families in the U.S. nowadays are traditional.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US families? 
Many women begin to earn their own money. Many women depend on their husbands. 
Many couples decide to continue their marriage. Many people get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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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社會福利函數的型態，下列那一位學者視社會福利為個人效用的加總？ 
勞爾斯（J. Rawls） 畢固（A. C. Pigou） 邊沁（J. Bentham） 亞當史密（A. Smith） 

2 騎機車者戴安全帽可降低車禍時的傷亡，雖然有些騎乘者不願意，政府仍以法規強制要求，故騎機車戴

安全帽可視為下列何者？ 
公共財 準公共財 殊價財 劣價財 

3 對於形成自然獨占的產品之成本特性而言，其平均成本與邊際成本之高低是： 
平均成本恆高於邊際成本 平均成本恆低於邊際成本 
平均成本恆等於邊際成本 平均成本先高後低於邊際成本 

4 有關俱樂部財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適俱樂部規模與會員人數成反方向變動 俱樂部財具有非排他性 
不論會員人數，消費無敵對性  適俱樂部規模與會員人數同時決定 

5 關於政府介入外部性的時機與策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技術性的外部性可經由市場自動調整，不必介入 
對環境污染的介入後，達到效率時的污染量應為零 
補貼產生污染的廠商減產，亦可能達到效率的產量 
受外部性影響者愈多，交易成本愈低 

6 我國現行所得稅對課稅所得之認定，較接近下列何種學說？ 
泉源週期說 勞務流通說 資本維護說 淨資產增加說 

7 假設 A、B、C 三人對議案甲、乙、丙分別進行表決，各議案對三人的淨效益如附表。若各議案對三人的

成本與效益均相互獨立，且投票者有充分資訊，則在選票互助下，下列何者是採多數決 可能的結果？ 

 甲案 乙案 丙案 
A 投票者  600 -300 -200 
B 投票者 -300  200 -400 
C 投票者 -100 -100  500 

通過甲、乙兩案 通過甲、丙兩案 通過乙、丙兩案 三案均不通過 
8 假設商品 X 之私人邊際利益為 20 － Qx（Qx為商品 X 之數量），生產之邊際成本固定為 5 元，每單位產

生外部成本 3 元。如果政府以課稅方式，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則在達到效率時，可收到畢固稅（Pigouvian 
tax）多少元？ 
 12  15  36  45 

9 評估公共投資計畫是否可行，其 低決策標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計畫之淨效益現值應大於 0 計畫之內部報酬率大於 0 
益本比大於 0  還本期限小於 1 

10 關於採隨收隨付（pay-as-you-go）方式籌措年金財源之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退休者之年金給付來自本身提撥之儲金 
退休者之年金給付來自現時工作者之課稅 
退休者之年金給付來自社會保險費累積之基金 
退休者之年金給付現值等於所繳各期社會保險費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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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國現行各項社會保險中，下列何者開辦年度 晚？ 
全民健康保險 國民年金 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 公務人員保險 

12 假設某商品之供給量為 QS=20P - 100，需求量為 QD=125 - 5P，P 為單位價格；若對該商品每單位課徵 5
元貨物稅，則稅後市場均衡價格為多少元？ 
 9  12  13  14 

13 假設對某商品生產廠商課從價稅，稅率為 20%，稅前商品總銷售額為 2 億元，需求彈性為 0.5，則課稅產

生之超額負擔為多少元？ 
 200 萬  400 萬  800 萬  1000 萬 

14 下列何者與華格納（A. Wagner）租稅原則中之公平原則論點一致？ 
課比例所得稅 強調自然公平 主張租稅中立 主張量能課稅 

15 地區獲得 1 元補助所增加的公共支出金額，常比該地區所得增加 1 元所增加的公共支出為高，學者稱此

一現象為何種效果？ 
所得效果 閉鎖效果 捕蠅紙效果  A - J 效果 

16 關於我國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之劃分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縣稅之特別稅課，不得以已徵貨物稅或菸酒稅之貨物為課徵對象 
各級地方政府不得對入境貨物課入境稅或通過稅 
地方政府為適應特別需要，得經地方民意機關之立法，舉辦臨時性質之稅課 
地方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得就現有除關稅外之國稅中，課徵附加稅 

17 編製新年度預算時，下列那一種預算制度強調所有預算項目不論新舊，均須在相同基礎上，以支出效益

評估其必要性而重新編列？ 
績效預算 設計計畫預算 零基預算 複式預算 

18 下列我國那一種地方稅，依法應將部分稅收交由中央再統籌分配給地方？ 
營業稅 土地增值稅 地價稅 使用牌照稅 

19 下列那一類支出不宜以發行公債籌集財源？ 
重大災變之救濟支出 具自償性的投資支出 興建高速公路支出 公務人員加薪計畫支出 

20 依據我國現行預算制度，第一預備金及第二預備金應在下列何種預算中編列之？ 
第一預備金編列於總預算，第二預備金編列於單位預算 
第一預備金編列於單位預算，第二預備金編列於總預算 
均編列於總預算 
均編列於單位預算 

21 由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可知： 
必然意味著一個極小的政府 
透過適當的所得分配可達到效用可能曲線上的任何一點 
完全競爭市場必然使社會福利達到 大 
完全競爭市場會使經濟資源作有效率的配置 

22 當實際運用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來解決污染問題時，可能因下列何種原因而無法達到 適的結果？ 
財產權歸屬於污染者  財產權歸屬於被污染者  
協商成本並非微不足道  污染者與被污染者人數不多 

23 下列各種使污染減量的方法中，何者較不具成本有效性？ 
課徵排放費（emissions fee） 可交易污染權制度（tradable pollution rights） 
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 命令與控制管制（command-and-control regulations） 

24 在自然獨占產業中，那一種定價方法可減輕獨占所造成的福利損失，又可避免廠商因虧損而倒閉？ 
邊際成本定價法 利潤 大定價法 平均成本定價法 第三級差別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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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若社會對公平之觀點是要求每個人都可以獲得某些商品，這種想法被稱為： 

利益公平（benefit equity） 商品平等主義（commodity egalitarianism） 
極大化 小準則（maximin criterion） 簡單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 

26 令 MRS 與 MRT 分別表示純公共財與私有財之間的邊際替代率與邊際轉換率。欲達到純公共財的 適提

供，應滿足： 
所有人的 MRS 之總和等於 MRT 所有人的 MRS 與 MRT 皆相等 
中位數所得者之 MRS 等於 MRT  低所得者之 MRS 等於 MRT 

27 下列有關簡單多數決的敘述何者正確？ 
單峰偏好之結果將反映投票者的平均偏好 雙峰偏好一定會造成循環多數決 
循環多數決是由雙峰偏好造成的 單峰偏好也可能造成循環多數決 

28 下列何者並非皮寇克與魏斯曼（Peacock and Wiseman）所提出，用來解釋公共支出成長的原因？ 
位移效果（displacement effect） 檢查效果（inspection effect） 
集中效果（concentration effect） 排擠效果（crowding-out effect） 

29 因課稅而導致消費者支付價格與生產者得到價格之差異稱為： 
稅楔（tax wedge）  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 
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 補償變量（compensation variation） 

30 下列何種預算制度較易產生政府支出過度傾向於資本支出，而忽略經常支出的缺點？ 
複式預算制度 績效預算制度 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零基預算制度 

31 下列何者不是在課稅時的公平面考量？ 
相等絕對犧牲 受益原則 量能原則 租稅中立性 

32 對獨占廠商課徵從量貨物稅時，其租稅負擔將： 
全部轉嫁給消費者負擔  全部由廠商自行吸收 
由消費者與廠商各自分擔一半 視需求彈性的大小來決定消費者與廠商的分擔比例 

33 在保險或年金市場中，有所謂的消滅加速（death spiral）現象，是由下列何種原因所造成？ 
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 
世代間負擔不公  過高的所得替代率 

34 社會安全保險中所謂的完全儲備制（fully funded plan）是指： 
完全由政府編預算來支付退休者的退休金 
個人在工作期間將部分薪水存到基金中，由基金的本金與利息來支付其退休時的退休金 
由目前工作者來給付目前退休者的退休金 
完全由慈善機構來支付退休者的退休金 

35 在尼斯坎南（Niskanen）所提出的官僚模型（bureaucratic model）中，假設政府機構為追求部門預算的

大化，其結果為部門的預算規模將達到： 
對應的邊際利益等於邊際成本之處 對應的總利益等於總成本之處 
對應的總利益大於總成本之處 對應的邊際成本等於零之處 

36 下列敘述何者並非財產稅歸宿之傳統觀點？ 
將財產稅視為貨物稅  將財產稅視為資本稅 
在土地數量固定下，土地稅全部由地主負擔 房屋稅會轉嫁給承租者 

37 下列何者並非帝波（Tiebout）以腳投票的純地方公共財理論之基本假設？ 
人民有充分的遷徙能力與自由 
各地區所提供的公共財無外溢效果 
每一地區皆存在一個 適的規模人數 
人民可自由選擇居住在公共財特色皆相同的任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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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地方政府的居民享有的公共支出利益與承擔的租稅成本之間的差額稱為： 
財政幻覺（fiscal illusion） 財政剩餘（fiscal residuum） 
財政水平不均（fiscal horizontal inequality） 財政垂直不均（fiscal vertical inequality） 

39 依照我國現行關稅法規定，進口貨物以低於同類貨物之正常價格輸入，致損害中華民國產業者，除依海

關進口稅則徵收關稅外，得另徵適當之： 
平衡稅 反傾銷稅 報復關稅 港口捐 

40 若某產業對提供財貨勞務的收費方式包括固定基本費（entry fee）與按量計費（user fee），此種定價法稱為： 
尖峰負荷定價法（peak-load pricing）  佳定價法（first-best pricing） 
兩部定價法（two-part tariffs） 次佳定價法（second-best pricing） 

41 從影響租稅轉嫁因素分析，下列何種狀況下，對特定商品課徵的租稅較容易前轉？ 
租稅課徵區域較小  商品的需求缺乏彈性 
商品的生產要素供給缺乏彈性 商品的供給缺乏彈性 

42 公共財若由私人市場提供，且私人有誘因隱藏對公共財的偏好，則市場決定的實際產量為下列何種狀況？  
低於柏瑞圖（Pareto）效率產量 等於柏瑞圖效率產量 
高於柏瑞圖效率產量  市場實際提供量為零 

43 若資本利得在實現時課以高度累進的所得稅，不會產生下列何種效果？ 
集遽效果（bunching effect） 閉鎖效果（lock-in effect） 
惜售效果（hoarding effect） 勾稽效果（cross-checking effect） 

44 下列有關公部門成本效益分析的敘述何者錯誤？ 
為了比較產生自不同年度的淨效益，必須計算其現值 
影子價格修正了市場價格與邊際社會成本間因市場不完全而產生的差異 
計畫中勞工所獲得的報酬應完全視為該計畫的效益 
成本效益分析是福利經濟學的實務應用，以評估有潛力計畫的方法 

45 依照我國現行公共債務法規定，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之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每年度舉債額度，不得超過總預

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之： 
 10%  15%  20%  30% 

46 依據我國現行預算法規定，103 會計年度的起迄日為： 
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民國 103 年 4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4 年 3 月 31 日止 
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止 
民國 102 年 7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3 年 6 月 30 日止 

47 若政府欲了解以新增租稅來融通等額新增支出的經濟效果時，其應採： 
平衡預算歸宿分析 絕對租稅歸宿分析 差異租稅歸宿分析 法定歸宿分析 

48 在評估各項公共支出計畫的成本與效益時，下列何項可不必列入？ 
計畫產生的間接成本與效益 計畫產生的無形成本與效益 
計畫產生的外部成本與效益 計畫使物品價格相對變化，從而導致的金錢收益增減 

49 假設甲、乙、丙三人對下列三項經費水準進行多數決表決：A 案 200 萬元、B 案 500 萬元、C 案 800 萬元，

其偏好如下：甲： 偏好 A，其次 B， 不偏好 C，乙： 偏好 C，其次 A， 不偏好 B，丙： 偏好 B，
其次 C， 不偏好 A，若方案排列的順序依序為 ABC，試問何者的偏好為非單峰？ 
甲 乙 丙 沒有多峰現象 

50 皮寇克（A. T. Peacock）與魏斯曼（J. Wiseman）觀察公共支出之成長狀態，就公共支出成長趨勢的分析，

下列敘述何者非其結論？ 
公共支出呈階梯狀的增加 公共支出在社會重大事件後提升到較高水平 
中央政府支出成長較地方政府快速 公共支出的所得彈性大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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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有關收入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各級地方政府不得對入境貨物課入境
稅或通過稅 ②各級政府經法律許可，得經營獨占公用事業，並得依法徵收特許費，不准許私人經營 
③依法收入之罰金、罰鍰等收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歸國庫收入 ④各級政府於該管區內對於因道
路、堤防等工程而直接享受利益之不動產，得徵收工程受益費 
①② ③④ ①④ ②③ 

2 某甲 103 年度所得資料如下：①綜合所得淨額 550 萬元，應納稅額 150 萬元 ②海外證券交易所得 300
萬元，已納海外所得稅 90 萬元 ③出售已上市股票交易所得 500 萬元，期貨交易所得 200 萬元 ④捐贈
公共設施保留地給政府取得捐贈扣除額 700 萬元列舉扣除額 ⑤領有員工分紅配股 30,0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可處分次日之市價為 100 元。試計算某甲 103 年度基本所得額為何？ 

2520 萬元 2250 萬元 1820 萬元 1550 萬元 
3 下列那些土地按千分之十之優惠稅率計徵地價稅？①公共設施保留地 ②工業用地 ③政府機關用地 

④空地 ⑤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 
①② ②⑤ ②④⑤ ①②③ 

4 有關兩稅合一制度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自 104 年度起，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辦理結算
申報，僅需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無須計算及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②自 104 年度起，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股東獲配股利淨額，其可扣抵稅額為原可扣抵稅額之半數 ③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其獲配股利總額所含之稅額，應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④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轉投資國內其他營
利事業，其所獲配之股利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亦不用計入公司之股東可扣抵稅額 
⑤營利事業於 104 年度起，出售上市櫃股票之證券交易所得，須併計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中，課徵所得
基本稅額 
①②③④ ②④⑤ ①②④ ①③④⑤ 

5 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租稅罰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每逾二日按滯納額加徵 1%滯納金，屬於行政罰 
租稅刑事罰以過失為要件，行政罰以故意且過失為要件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新臺幣 3 萬元以下之罰

鍰，屬於刑事罰 
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 5%

罰鍰，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 
6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有關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的計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遺產財產之計算以繼承人死亡前之時價為準 
土地以實際成交價格或評定標準價值 
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票以繼承開始日之資產淨值估價之 
車輛、船舶、航空器應以原始成本減除合理折舊之餘額為準 

7 依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關於非加值型營業稅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特種飲食業，每月查定徵收一次，稅率 20% 
自來水公司銷售民生用水，應課徵非加值型營業稅 
財政部得視小規模營業人之營業性質與能力核定其採用毛額型營業稅 
依法取得與從事按摩勞務之視障按摩業者，課徵毛額型營業稅，稅率 1% 

8 有關租稅行政救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及裁罰之處分如有不服，應要求稽徵機關查對更正 
納稅義務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於公同共有人最早得申請復查之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一個月內，就分別申請之數宗復查合併決定 
納稅義務人對於復查決定如有不服，得於復查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復查機關之上級機關提

起訴願 
稅務案件訴訟標的金額在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由地方法院簡易法庭行政訴

訟庭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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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納稅義務人在進行租稅行政救濟程序時，不會因為提起訴願後經有關機關調查的結果，稅負反而比原復
查決定之數額更多，係基於下列那個原則？ 
比率原則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處罰法定原則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10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納稅義務人因那些情況，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得於規定納稅期間內，向
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①天災 ②事變 ③限制出境 ④經濟弱勢者 ⑤無法盡到協力義

務舉證 ⑥不可抗力之事由 
①②③ ④⑤⑥ ①②④⑥ ①②③⑤ 

11 關於解釋函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財政部依稅捐稽徵法或稅法所發布之解釋函令，對於據以申請之案件發生效力 
財政部變更已發布解釋函令之法令見解，如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自發布日起或指定之將來一定日起，

發生效力 
財政部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變更時，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之 
經行政訴訟判決確定之租稅案件會受到事後發布之解釋令影響 

12 依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需課徵營業稅？①進口珠寶及 K 金項鍊 ②銷售金

條 ③律師提供訴訟勞務 ④進口蘋果 ⑤銷售代銷貨物 
①④⑤ ②③⑤ ①③④ ②④⑤ 

13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營業人有那些行為，主管稽徵機關得依照查得之資料，核定其銷

售額及應納稅額並補徵之？①如期申報繳納稅款 ②逾規定申報限期 30 日，尚未申報銷售額者 ③短
報、漏報銷售額者 ④營業人申報之銷售額，顯不正常者 
①② ③④ ①④ ②③ 

14 依土地稅法規定，關於地價稅的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自用住宅用地係指土地所有權人、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全部都已在該地設籍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或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分別以所有土地申請自用住宅用地者，應以共同擇定之

戶籍所在地為準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或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若未擇定自用住宅用地，則以三者申請當年度之自用住

宅用地地價稅最低者為準 
自用住宅用地上之建築改良物屬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受撫養親屬所有者為限 

15 依土地稅法有關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土地為無償移轉時，為取得所有權之人 土地為有償移轉時，為原所有權人 
土地為無償移轉時，為贈與人 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 

16 依土地稅法規定，關於自用住宅土地增值稅適用一生一屋優惠稅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納稅義務人可自由選擇一生一次或一生一屋的申請適用 
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1.0 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0 公畝 
出售前四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出售前持有該土地六年以上 

17 依土地稅法規定，下列那些情況免徵土地增值稅？①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 ②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
事業之土地 ③區段徵收之土地，以現金補償其地價者 ④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 
⑤共有土地分割，其分割前後價值不等者，減少的一方免徵 
①②③ ③④⑤ ①④⑤ ②③④ 

18 依現行房屋稅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房屋稅稅率為 1.2% 
房屋同時做住家及非住家用，非住家用之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之十分之一 
公有房屋供軍事機關部隊之辦公房屋者，免徵房屋稅 
住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者，免徵房屋稅 

19 依照契稅條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買賣契稅，應由買受人申報納稅，稅率為 4% 
依法向法院標購拍賣之不動產，不用申報繳納契稅 
契稅之申報原則上應於契約成立之日起，15 日內申報契稅 
不動產為信託財產者，因信託行為成立，委託人與受託人間移轉所有權，不課徵契稅 

20 某甲於 103 年度無償免除債務人老王之債務 300 萬元，同年度出資為子女購買房地，該土地之市價 650
萬元（公告現值 350 萬元），房屋之市價 450 萬元（公告現值 200 萬元），試問某甲 103 年度贈與淨額
為多少？ 

1180 萬元 780 萬元 630 萬元 430 萬元 



代號：3508 
頁次：4－3  
21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有關核定與繳納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納稅義務人於知悉死亡事實後，一個

月內填發申報通知書，送達稽徵機關 ②稽徵機關於接到申報書二個月內核定稅額，繕發納稅通知書 

③納稅義務人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之日起一個月內繳納 ④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

困難無法一次繳納現金者，得申請分期繳納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2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列那些所得須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計算？①個人與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②超

過 18 萬元的稿費收入 ③百貨公司舉辦之機會中獎獎金 ④政府舉辦之機會中獎獎金 ⑤打工薪資所得 
①②③ ③④⑤ ②③⑤ ①④⑤ 

23 某甲於 101 年 3 月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不含土地）一棟，售價 500 萬元，財產交易所得 100 萬元，101 年

度綜合所得應納稅額為 34 萬元，不含財產交易所得之應納稅額為 20 萬元。某甲於 102 年 10 月購買自用

住宅房屋（不含土地）一棟，買價 540 萬元。若 102 年度結算申報應納稅額為 25 萬元，試問某甲結算自

繳稅額或應退稅額為多少？ 
自繳稅額 25 萬元 自繳稅額 11 萬元 應退稅額 14 萬元 應退稅額 5 萬元 

24 依所得稅法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有關投資損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因被投資公司發生虧損，就未實現部分得認列投資損失 
因被投資事業合併而發生損失，以合併基準日為準 
因被投資事業破產而發生投資損失，以法院裁定之重整計畫所定減資基準日為準 
營利事業因解散、撤銷、廢止或轉讓，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清算所得時，其國外投資損失準備餘額有

累積餘額，應轉作當年度之費用扣除 
25 依所得稅法有關扣繳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免稅所得不需扣繳，但應取得免稅證明 ②對居住

者個人全年所得未超過 2000 元者，免扣繳，免列單申報 ③居住者及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其股利

所得扣繳率為 20% ④個人或營利事業給付金融機構之利息，免扣繳 ⑤告發或檢舉獎金之扣繳率為 20% 
①③⑤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④⑤ 

26 依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地方政府應就其基準財政收入及其他經常性之收入，優先支應下列那些支出？

①未經預算程序之支出 ②地方政府編制內員額之人事費 ③經上級政府核定有案之人事費 ④地方基

本設施或小型建設經費 ⑤非一般經常性支出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⑤ ②④ 

27 依現行貨物稅條例規定，有關貨物稅的稽徵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產製廠商應於貨物生產完成後，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辦理貨物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 
完稅或免稅貨物均應向主管稽徵機關或海關領用貨物稅證照 
進口應稅貨物，納稅義務人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並課稅之 
免稅貨物因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者，納稅義務人應於免稅貨物轉讓或移作他用之次日起六

十日內申報納稅 
28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所得稅總收入應有多少比例，交由中央進行統籌分配？ 

10 % 20 % 30 % 40 % 
29 私有房屋有下列何種情形時，其房屋稅減半徵收？ 

無償供政府機關公用或供軍用之房屋 司法保護事業所有之房屋 
住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 政府平價配售之平民住宅 

30 其他供住家用之房屋，其房屋稅之稅率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多少比例？最高不得超過多少比例？ 
1.2 %；2.4% 1.5 %；3% 1.5 %；3.6% 3 %；5% 

31 甲、乙為夫妻，甲將其名下土地一筆贈與乙，乙又將該筆土地出售給第三人丙，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贈與乙之該筆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若甲乙間之移轉，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且該土地為重劃土地，則乙丙間之移轉，不得申請土地重劃後第

一次移轉之土地增值稅減免 
若甲乙間之移轉，不課徵土地增值稅時，則乙丙間之移轉，以移轉時之移轉現值為原地價 
若甲乙間之移轉，不課徵土地增值稅時，則乙丙間之移轉，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32 爺爺贈與透天厝一棟給孫子，在未有特別約定之下，有關租稅負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爺爺為土地增值稅與契稅之納稅義務人 
孫子為土地增值稅與契稅之納稅義務人 
爺爺為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孫子為契稅之納稅義務人 
孫子為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爺爺為契稅之納稅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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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未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時，稽徵機關應如何
處理？ 
依前二年平均純益率核定其所得額 依前三年平均純益率核定其所得額 
依各該業所得額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34 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欠繳稅款及已確
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個人在新臺幣多少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多少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該個人或該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 

100 萬元；200 萬元 150 萬元；300 萬元 200 萬元；400 萬元 250 萬元；500 萬元 
35 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稅捐之核課期間為幾年？ 

3 年 5 年 7 年 9 年 
36 下列何種稅之徵收，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 

所得稅 關稅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地價稅 
37 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經查明認定之總額，原則上處多少比例之罰鍰？且該處罰

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多少元？ 
3 %；50 萬元 5 %；100 萬元 7 %；150 萬元 10 %；200 萬元 

38 依規定，下列何種溢付稅款除經財政部核准退還外，原則上不得申請退還，應由營業人留抵應納營業稅？ 
因銷售代銷貨物而溢付之營業稅 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 
因解散申請註銷登記者，其溢付之營業稅 因銷售零稅率貨物而溢付之營業稅 

39 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其營業稅稅率為何？ 
0.1 % 1 % 5 % 免稅 

40 免稅貨物因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者，納稅義務人應於免稅貨物轉讓或移作他用之次日起幾日
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繳納貨物稅： 

10 日 15 日 30 日 45 日 
41 下列何項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沒有扣除數額之上限？  

對公益財團法人之捐贈  醫藥及生育費 
購屋借款利息  房屋租金支出 

42 營利事業可依所得稅法第 39 條主張盈虧互抵，下列何者非盈虧互抵之要件？ 
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內各期虧損 
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白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會計帳冊簿據完備 
僅限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 

43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之規定，實物抵繳之財產為繼承人公同共有之遺產且該遺產為被繼承人單獨所有
或持分共有者，得由繼承人數多少比例及其應繼分合計多少比例，或繼承人之應繼分合計多少比例之同
意提出申請，不受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限制？ 
二分之一以上；二分之一以上；三分之二以上 過半數；過半數；逾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四分之三以上 逾三分之二；逾三分之二；逾四分之三 

44 營業人下列何種進項稅額，得扣抵銷項稅額？ 
購入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 購入自用乘人小汽車 
購入生產原料但未依規定取得並保存進貨憑證 購入協助國防建設所需之貨物 

45 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訂定銷售契約銷售下列何種特種貨物，停止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之房屋 銷售價格達新臺幣 50 萬元之家具 
完稅價格達新臺幣 300 萬元之五人座小客車 全長達 30.5 公尺之遊艇 

46 下列何種憑證非印花稅之課徵範圍？ 
買賣動產契據 營業發票 分割不動產契據 承攬契據 

47 下列何種土地，其地價稅按千分之二計徵？ 
六公畝之都市土地  工業用地 
教堂用地  公營事業興建中之勞工宿舍 

48 我國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主要乃揭示下列何種原理原則？ 
比例原則 量能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 租稅法定原則 

49 甲公司於 104 年 10 月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其貨物稅稅率為何？ 
免稅 25%  30%  視汽缸排氣量大小而定 

50 下列何者得列為營利事業之費用或損失？ 
家庭之費用  對各級政府之捐贈 
受有保險賠償之災害損失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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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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組詞語沒有錯別字的是： 
大快朵頤／不枝不求／再接再厲 涓滴歸公／櫛風沐雨／令人咋舌 
三令五申／如雷貫耳／耳儒目染 命運多舛／戮力從公／招降納判 

2 「辛亥，（侯）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俄

而景至，信帥眾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

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司馬光《資治通鑑》）關於庾信的作為，下列敘述何者較妥切？ 
以退為進 深謀遠慮 驚慌失措 指揮若定 

3 下列引號內之字的用法，何者前後兩兩相同？ 
天理昭彰，報應不「爽」／人逢喜事精神「爽」 
春和「景」明，適合出遊／古代聖王承天「景」命，深以治國安民為己任 
那位道長「素」髮垂領，正在閉目沉思／琵琶女伸出纖纖「素」手，撥弄琴弦 
這座城市在戰火中被「夷」為平地／面對困境，他還是沉著因應，履險如「夷」 

4 甲、友情的形成與維持，在世界各國都一樣，只要能「以誠相待」，不怕沒有朋友 
乙、我的數、理、化只能說是「循序漸進」，但英文學習，卻有突破性的進步 
丙、我及格後，游泳班只剩下一位同學，當我對哈佛游泳池做 後一瞥時，只見他「手舞足蹈」地

在水中掙扎 
丁、蕭翁的不朽劇本被這幾位演員發揮得「淋漓盡致」 
以上成語使用，何者不妥？ 
甲 乙 丙 丁 

5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下列何者的政治

思想與上文較接近？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6 「手底忽現桃花源，胸中自有雲夢澤。造化遊戲成溪山，莫將耳目為梏桎。」這首論畫詩的審美觀

與下列何者 相近？ 
神形畢肖，巧奪天工 奪胎換骨，巧同造化 形意俱足，生意盎然 擺脫形跡，揮灑自如 

7 學生趁著教師節到班導師家拜賀，來應門者是班導師的父親，他應如何問候才恰當？ 
伯父好 師公好 太老師好 太老伯好 

8 「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檀郎讀。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

猶未回鄉曲？」（陳亞〈生查子〉）本詞流露的感情是：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9 下列對聯，何者適合祝賀喬遷之喜？ 
泰運承平日 升階協吉時 英物啼聲驚四座 德門喜氣洽三多 
讓水廉泉允稱樂土 禮門義路自是安居 如上泰山登峰造極 似觀滄海破浪乘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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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孔子針對禮制，曾論：「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依此文主旨，下列那項與此 相近？ 
禮制的制定是來自為求延澤百世子孫之用 異時異地的禮制是因應不同世代者的喜好 
觀察禮制的沿革即可掌握改朝換代的原因 禮制的創制與斟酌乃是出自使用者的制宜 

11 韋莊〈秦婦吟〉：「南鄰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琉璃階上不聞行，翡翠簾間空見影。忽看

庭際刀刃鳴，身首支離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兄同入井。」此段詩句敘述： 
南鄰之女因為婚姻不幸而跳井自盡 南鄰之女因為忘卻婚約而終釀成災 
南鄰之女新聘而未及成婚便慘遭災劫 南鄰女子的兄弟因其災劫而傷心跳井 

12 「一群瞌睡的鳥／被你／用稿紙摺成的月亮／窸窸索索的驚起／撲翅的聲音／嚇得所有樹葉一哄而

散。」此為洛夫運用古典詩素材改寫的新詩，下列何者為其詩意來源？ 
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13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

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依據上文，公叔禺人參戰的理由主要是： 
國君重託 憐恤鄰童 肉食者鄙 士為國死 

14 人生如果是一個故事，陰影是故事中的重要隱喻，它象徵我們尚未經歷的情節；人生如果是一個電

腦遊戲，陰影是遊戲中我們尚未解開的隱藏任務，若解開了它，主角的能力數值將大幅提昇。你有

什麼陰影呢？恐懼或害怕的東西？覺得挫折或痛苦的情境？如何跨越陰影而讓自己成長呢？並不能

單純只是等待時間讓我們遺忘陰影，而是用「勇氣」和「執著」來面對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困境，有時

我們需要朋友、家人陪我們一起走過，我們更需要自己去面對自己內心的脆弱，並想出方法來克服！根

據本文之敘述，下列選項何者 合乎意旨？ 
懼者，幸福之泉源  面對陰影，勇者無懼 
常懷戒慎恐懼，對重要的事不掉以輕心 人生的陰影，是我們勇往直前的絆腳石 

15 對於那些英年早逝棄我而去的朋友，我的情緒與其說是悲哀，不如說是憤怒！正好像一群孩子，在

廣場上做遊戲，大家才剛弄清楚遊戲規則，才剛明白遊戲的好玩之處，並且剛找好自己的那一伙，

其中一人卻不聲不響的半局而退了，你一時怎能不愕然得手足無措，甚至覺得被什麼人騙了一場似

的憤怒！滿場的孩子仍在遊戲，屬於你的遊伴卻不見了！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此文中「半局」是指玩遊戲，跟人生無關  
有人不聲不響半局而退，之所以不聲不響，是怕被人發現 
作者對於那些英年早逝的朋友，因為太憤怒了，所以不願意悲傷 
對於在人生半局而退的情況，作者說的憤怒，是對自己，也是對命運的憤怒 

16 考上臺北的大學，我第一次搬出那個出生以來長達二十年的住所，但此後我無論遷往何處，我從不

對別人說在外頭租下的那間房子是我的「家」。大學畢業後我還是留在臺北工作，好幾回得空返家，

總得搭星期日 晚的車離開。一次次一次次離開家，我從不說我「回」臺北了，我總是說我走了。

「回」這個字，除了與生俱來的血緣與地緣，還有哪裡稱得上「回」？當兵那時候報平安也是一樣，

我到宿舍打電話，也不說我到「家」了，我說「我到了」、「我在宿舍了」。「家」這個字太沉重，

重得鄉愁扛不起，我無法輕易說出口。下列敘述何者 接近上文旨意？ 
作者不認臺北為「家」，乃因不認同臺北人 
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是與生俱來的緣，才配稱為「家」 
「家」這個字沉重得說不出口，可推測作者家庭有難言之隱 
租的房子與暫時住的宿舍，都因為沒有所有權所以不是「家」 

17 從盛唐至中唐，對自然景物、山水樹石的趣味欣賞和美的觀念已在走向畫面的獨立複製，獲有了自

己的性格，不再只是作為人事的背景、環境而已了。但比起人物（如仕女）、牛馬來，山水景物作

為藝術的主要題材和所達到的成熟水平，更晚得多。這是因為，人物、牛（農業社會的主要生產資

料）馬（戰爭、行獵、車騎工具，上層人士熱愛的對象）顯然在社會生活中占有更明確的地位，與

人事關係更為直接，首先從宗教藝術中解脫出來的當然是它們。誠如宋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所

評論：「若論□□□□、仕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花竹禽鳥，則古不及近。」依據

文意，空格內 適合填入： 
佛道人物／山水林石 神仙鬼怪／騎射畋獵 山水林石／佛道人物 騎射畋獵／神仙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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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這次 接近的觀察裏，我第一遭清楚看到這羣水鳥的眼神。每一隻濱鷸的眼神，充滿著陌生、

不馴與無可言喻的神秘。對於賞鳥人而言，眼神是鳥 生動、也 無法觀察的地方。拍攝野鳥的人

也以抓住它的眼神為第一要素。這也是我第一次強烈感受牠們身上散發出的光澤，從來沒有見過如

此純然灰褐的色彩。這種平實的灰褐一直是牠們忍受酷寒、免受敵害，保護牠們從北方千里迢迢抵

臨的顏色。灰褐代表了安全，也象徵著遷徙、旅行、流浪冒險的顏色。這種顏色不是底片或是顏料

所能拍攝、渲染得體，完滿表達出來的。」關於此段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濱鷸是一種候鳥，牠們來自遙遠的北方 
作者感嘆自己設備不足，沒有辦法拍下濱鷸的冒險精神 
作者透過濱鷸身上的色彩，聯想牠們所經的路途與所受的危險 
難以理解鳥的眼神，是因為充滿著陌生、不馴與無可言喻的神秘 

19 「二嬤嬤壓根兒也沒見過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

使們就在榆樹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沒有開花。鹽務大臣的駱隊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著。

二嬤嬤的盲瞳裡一束藻草也沒有過。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嬉笑著

把雪搖給她。一九一一年黨人們到了武昌。而二嬤嬤卻從吊在榆樹上的裹腳帶上，走進了野狗的呼

吸之中，禿鷹的翅膀裡；且很多聲音傷逝在風中：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

全開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壓根兒也沒見過二嬤嬤。」 
「鹽務大臣的駱隊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著。二嬤嬤的盲瞳裡一束藻草也沒有過。」意謂： 
二嬤嬤沒有見過海，主政者忽略了小人物的需求 
駱隊正從海濱往內陸走，帶來二嬤嬤期盼的鹽 
鹽務大臣的駱隊除了運鹽，還為二嬤嬤帶來一束藻草 
二嬤嬤口裡雖然叫喊著鹽呀，心中真正盼望的是藻草 

20 「作家是個衝突體，既愛和人親近，又與人疏離；不特別熱愛人，則難潛入讀者心靈；不冷眼無情，

作家無能解讀時代的特性，洞穿人性的共同想望苦悶；作家 常做的事不是創作或發明，當代人心

中總存在著許多沒有條理，充滿不確定性的思想或感情；作家有善待讀者的義務……。」依據上文，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作家並不熱愛人，但是需要潛入讀者的生活 
作家要善待讀者，故必須要提供讀者想要的內容 
作家和讀者一樣，沒有條理，充滿不確定性的思想或感情 
作家要冷眼無情，才能解讀時代的特性，洞穿人性的共同想望苦悶 

21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呴水而水烏，戲於岸間，懼物之窺己也，則呴水以自蔽。海烏視之而疑，

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為窺者之所窺，哀哉。根據作者對烏賊

的觀察：「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提供我們對人生處世的借鑑，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欲蓋彌彰，適得其反 顧此失彼，捉襟見肘 弄巧成拙，徒勞無功 隱惡揚善，執兩用中 

22 「天堂與地獄，戰爭與和平，都是一念之差，我們不必等到死後，才進天堂。如果我們內心有平安，

如果內心充滿對別人的友愛，即使生活困苦一點，也是生活在天堂裡。反過來說，我們心中充滿仇

恨和貪婪，即使是百萬富翁，也是生活在地獄裡。」根據文意，選出敘述錯誤的選項： 
是天堂或地獄，全在一念之間 心中充滿友愛，隨處都是天堂 
擁有億萬家財，也能活在天堂 心中充滿仇恨，死後會下地獄 

23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

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

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根據上文，與下列選項何者相近？ 
忠志之士，秉公忘己  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代號：1502 
頁次：6－4  

24 《後漢書．班超傳》：「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

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下列說明，何者錯誤？ 
鄯善王本來對班超相當禮遇，後來突然變得鬆懈、冷漠  
接待班超的胡人欺騙班超，說匈奴的使者已經走了 
鄯善王的態度，在匈奴使者與班超之間猶豫不決  
班超觀察情勢正在轉變中，決定先主動出擊 

25 今媼尊長安君「之」①位，而封「之」②以膏腴「之」③地，多予「之」④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

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戰

國策．觸讋說趙太后》）上文「之」字指「長安君」的正確選項是： 
①② ②③ ②④ ③④ 

26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論語．公冶長》）依據上文，孔

子將女兒嫁給公冶長的原因為何？ 
孔子認為只要知錯能改，都是好人 孔子能明辨是非，不因事廢人，故嫁之 
孔子認為只要女兒喜歡，有無前科都無所謂 孔子知道公冶長受了冤枉，故嫁其女以補償之 

27 蠹蟲雖小，咬文嚼字，有甚才學？綿纏紙裡書中耗，佔定窩巢。俺看他一生怕了，你鑽他何日開交。

聽吾道：輕身兒快跑，捻著你命難饒！（馮惟敏〈滿庭芳．書蟲〉）下列解釋，何者正確？ 
有甚才學：為「甚有才學」的倒裝，指十分有學問 
怕了：因愛好書者勤於翻書，書蟲無處可躲之心情 
咬文嚼字：一語雙關，寫書蟲也寫書生的迂腐不堪 
綿纏紙裡書中耗：意義類似於「書中自有顏如玉」 

28 「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

之。眾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宜陽里。』如期偕往，

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

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郡。時武

攸宜為建安王，辟為書記。」（尤袤《全唐詩話》）下列選項所述，何者錯誤？ 
故事的主角陳子昂很會行銷自己  
由本文可知群眾普遍具有好奇的心理 
陳子昂花錢買胡琴，是為了讓大家欣賞自己的文章，並不是真的要買胡琴 
陳子昂說「余善此樂」，可見他會彈胡琴，所以在隔日的演奏之後，名震京都 

閱讀下文，回答第 29 題至第 30 題： 
  嵇康是我服膺的養生名家，他的〈養生論〉影響後世深遠，文中揭櫫精神、身體對養生都同等重要，

「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並進而析論形神

關係，「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裡俱濟

也」。他的養生可謂全方位的，意在警醒大家，身體的衰亡總是從細微處開始： 
  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眈，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臟，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

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內

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我總覺得這段話好像在訓導我，大害始於微小，長期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終於導致慢性病纏身，啊，

如果我年輕時就能受教，現在也不必常常吃藥。 
29 本文引嵇康之說立論，是為了說明何事？ 

神重於形，養神為大，養形為小 形重於神，神以形存，養形立本 
神形失養，即外內受敵，不能長久 存養神形，具有調和鼎鼐的政治意味 

30 作者自省「長期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終於導致慢性病纏身」，可印證嵇康那一段話？ 
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裡俱濟 
滋味煎其腑臟，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 
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 
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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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第 31 題至第 32 題： 
  替自己積累多年的物品找個新主，延續一份歡喜，乃老年必做的功課。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是人的溫情

讓物有了光澤與意義，這物便活了。人，都喜歡收禮物，不喜歡收遺物，一字之差，就在於做主人的你肯不肯

趁天光未暗時，給物一個安排。 
  試想，衣櫥裡有一件質料很好的桃紅色羊毛衫，妳把它送給老鄰居的女兒繡繡，妳說：「這是為了女兒訂

婚買的，只穿一回，一直收著，現在身材垮了，更不可能穿，妳皮膚白，穿在身上很喜氣，配這條項鍊更好看

囉！」繡繡歡喜收下，這是禮物版。另一個版本是，妳女兒拿這件衣服給繡繡，說：「我媽走得很痛苦， 後

身上長了好大的褥瘡，這麼大，血淋淋的好恐怖喔！我整理她的衣櫥，煩死了，滿坑滿谷，丟回收箱嘛挺可惜

的，都是錢買的呀，這一件羊毛衫還是新的，送妳穿吧！」繡繡尷尬地收下，看到衣就想起褥瘡，轉身丟入回

收箱，這是「遺物版」。 
31 下列選項中，何者是文中所說老年必做的「功課」？ 

能夠理解病痛的意義 不執著於物品的擁有 隨時體諒他人處境 能促成社會的溫情 
32 造成同樣的贈禮卻有著「禮物版」及「遺物版」不同感受的原因，依循文意，下列選項中何者 合於作者

的看法？ 
臺灣人對死亡存有的禁忌 會聯想到老年人多有病痛 
能否感受到贈予者的誠意 能否設身處地為他人設想 

33 從下列法律用字、用語，選出使用正確的選項： 
執行計劃 市政府僱員 對法院申請羈押 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34 依據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有關阿拉伯數字的用法，下列選項那一個正確？ 
3 級 3 審 國小 3 年級 恩史瓦第 3 世 第 3 次會議紀錄 

35 下列有關公文製作，何者錯誤？ 
機關（或首長）對屬員稱：「臺端」  
引敘來文或法令條文，必須提供詳細全文  
「咨」為總統與立法院公文往復時使用  
「節略」為對上級人員略述事情之大要，亦稱「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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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37 題：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為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恆饑焉。僬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蜩

以為食，蜩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恆饑焉。皆訴於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

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

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幹、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

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36 根據上文，汪罔、僬僥國人恆饑的原因是： 

以短擊長 各自為政 拘泥成法 長材短用 欺軟怕硬 
37 承上題，文中「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其意思與下列何者相近？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各從所好，各騁所長 因地制宜，揚長避短 
長短不拘，見仁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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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品味是對於宇宙人生情趣的發現與欣賞，對其價值的辨識。品味與審美有關，所以常常被視為「風

雅」之事，不大為重視現實的大多數人所關切。……品味一事，並不只是風雅，並不只是少數有審

美「嗜好」的雅人的專擅。品味確實與人的尊嚴、人生社會的品質與幸福有密切的關係。沒有品味，

自由與富足可能只有雜亂與庸俗。而只有在以追求人生更高境界為奮鬥的目標之下，去追求政治與

經濟的進步，才能使人生社會有真正的幸福。……沒有美醜的鑑別力，便無榮辱，也不會有正義與

邪惡的分別。政治的良窳，深遠而言，其實是品味力所決定。下列敘述，詮釋正確的是： 
品味之追求，即為對人生更高境界之追求 品味之內涵，涉及對世間各事各物的審美 
品味之高下，決定於對風雅和情趣的嗜好 品味之影響，含蓋個人生活與政治的良窳 
品味之必要，因其能使人們有真正的幸福 

39 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玻璃繡球燈），怕他們失腳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

「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叫他們前頭照著；這個又輕巧又亮，

原是雨裏自己拿著的。你自己手裏拿著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

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下列何者與「剖腹藏珠」的詞義相近？ 
因小失大 被褐懷珠 捨本逐末 剖蚌求珠 韞櫝藏珠 

40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中的「落」字，與下列選項的「落」字，意義相同？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片帆落桂渚，獨夜依楓林 
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碧落黃泉道，茫茫不可見 
水落知深淺，芭蕉五尺泥 

41 下列選項，前後對應所表現之情感義涵何者相同？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 
青蓮鄉或碎葉城，不如歸去，歸那個故鄉？凡你醉處，你說過，皆非他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

知何處是他鄉 
獨自徬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春色滿園關

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生命若只是春夢一場，那又何苦如此地操勞煩憂呢？我終日舉杯縱酒，度過這漫漫長日／高堂明

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一生一世，將以你為主。永恆不再是空洞的名辭，我沒有察覺壁上的時針與分針竟然沒有移離一

寸。直到——山無陵，江水為竭／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42 古代名人常有旣定形象，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范蠡／功成身退  李斯／兔死狗烹  
張良／鞠躬盡瘁  諸葛亮／功高震主  
范仲淹／憂國憂民 

43 下列各組題辭，可用於相同場合的是： 
琴瑟和鳴／鳳凰于飛 樂善好施／聲重士林  
大展鴻圖／貨財恆足 學貴有恆／術有專精 
松鶴延齡／喜報鶯遷 

44 「凡事要注意防微杜漸，今天的輕忽和縱容可能造成明日□□□□的窘境。」空格的成語，適宜填

入的是： 
尾大不掉 星火燎原 無遠弗屆 顧此失彼 噬臍莫及 

45 下列各文句引號內的詞語，兩兩相同的是： 
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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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名網路論壇 PTT 常出現特殊網路用語，如：「神人」代表找人、「BJ4」代表不解釋等，這些時下的網
路用語有別於一般日常用語，已漸形成一種次文化。針對上述有關網路用語次文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PTT 上的用語與主流文化的關係是相互排斥 網路特殊用語展現出社會內部的文化差異性 
與主流文化相比，網路用語根本不值得採用 使用這些網路用語的族群所享文化較為次等 

2 近年來，世界各國愈來愈重視非政府組織對於公共事務之貢獻，如：國際特赦組織致力於追求全球人權
的保障、國內的慈濟基金會常在災難與意外發生時，提供受難民眾有效率的協助與支持。下列關於非政
府組織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經費為自行籌措，不接受政府補助或企業捐款 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引導公民參與公共事務 
成員的來源主要是來自於企業間採取聯合招考 基於社會公益立場，監督政府施政與要求改革 

3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可以分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其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區分，是以下
列何者做為標準？ 
生產工具的有無 社會聲望的高低 經濟富裕的程度 身家財產的多寡 

4 阿美與同居男友分手後，時常在半夜接到男友的騷擾與恐嚇電話，使阿美不堪其擾。下列針對阿美的案
例之敘述，若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規定，何者正確？ 
阿美與同居男友由於已經分手，並不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因為男友並未對阿美有肢體上的傷害，故並未構成家庭暴力 
曾經同居過的伴侶是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規範的成員 
阿美可撥打 113 保護專線，並向警察局聲請家庭暴力保護令 

5 民法第 1018 條之 1：「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協議一定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此項「自
由處分金」之立法意義在提供從事家務勞動的一方，可以擁有一筆雙方協議出來的金額，自己決定如何
花用。下列何者較能用來說明上述立法的意義？ 
突顯家務勞動者對社會的貢獻程度 考量國民生產毛額計算之實際價值 
解決夫妻財產制度不符性別平權之困擾 提高家庭經濟活動對經濟成長率之影響 

6 根據我國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若某政黨在本次選舉中，其比例代表得票率為 50%，在區域立委的選舉
中共有 20 人當選。依據我國相關法令之規定，該政黨在本次選舉總共可取得幾個席次？ 
50 29 45 37 

7 根據我國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列關於公民投票提案者與提案條件之配對，何者正確？ 
行政院：經院會決議後得將重大政策交付公投複決 
立法院：經院會決議後得將重大政策交付公投複決 
總統：得就攸關國家安全之事項經立法院同意後直接交付公投複決 
公民：根據內政部最新公布公民總數 5%以上連署得將重大政策交付公投複決 

8 小白想加入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的特性包括：以增進自身利益或解決相關問題為目的；只關心自身相
關的議題；通常透過陳情、遊說、示威、遊行、宣傳等方式影響政府政策或公共事務。根據上述，小白
想加入的最可能是下列那種團體？ 
工會 宗親會 宗教團體 無黨籍聯盟 

9 下列有關「警察國家」與「夜警國家」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國家代表國家擁有完善的警察制度以維護治安 
夜警國家代表國家干涉人民程度深，連夜晚都有警察監視 
國家提高稅收、干涉市場運作來平衡貧富差距，是「夜警國家」的表現 
過去德國成立國家秘密警察組織來嚴格監控人民，是為「警察國家」的概念 

10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關於行政院與立法院互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對立法院提出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行政院院長對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可行使覆議核可權 
立法院院長於不信任案通過後，應呈請總統更換行政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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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相較於內閣制的虛位元首，總統制的國家元首握有強大實權，如美國現任總統，下列關於美國總統職權

的敘述，何者正確？ 
每年須向國會提出國情咨文報告，並接受內閣大臣質詢 
可運用覆議制度制衡國會議員，在必要時得以解散國會 
公布法令前須先經相關部長副署，公布的法令才有效力 
若想提案修法，須透過同黨籍議員於國會提出法案草案 

12 依據我國現行的選舉制度，下列以各該身分性質參選的立法委員，何者只能由政黨名單投票選舉產生？ 
婦女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僑居國外國民 

13 2012 年奧運在英國倫敦舉行，我國身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組織的會員國，也參與了此次的盛會。我國是

以下列何項名義參加奧運？ 
臺灣 中華民國 中國臺北 中華臺北 

14 為落實實質的性別平等，我國制定了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法規，下列針對這些法規

的評論，何者正確？ 
法規以「性別平等」為名，主要目的是在維護傳統的生理性別 
保障父或母皆可請育嬰假，打破只有女性需要照顧家庭的迷思 
規定先生可以請有給付工資的陪產假，是為保障男性的經濟自主能力 
規定女性工作者每月可請生理假，是為兼顧女性工作權與身體自主權 

15 根據義大利學者薩托里（Sartori）對政黨的分類，將政黨分為「競爭型政黨制」與「非競爭型政黨制」兩

大類，其分類的依據為何？ 
一國內部政黨的數目多寡 該國參加政黨的人數多寡 
政黨領導人是否定期改選 是否開放其他政黨參政與執政 

16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立法委員若要提出法律案，至少應有多少位以上立法委員的連署才能提出？ 
10 位 15 位 20 位 25 位 

17 我國為掌握政府各項經費的運用是否確實並且有效率，依規定是由下列那一機關負責監督各政府機關的

預算執行情形？ 
總統府 立法院 監察院審計部 行政院主計總處 

18 公民團體透過「倡議」的方式，有助政府的公共政策更加符合民眾需求。下列何者符合「倡議」的意旨？ 
連鎖咖啡店張貼海報，向社會大眾說明為何「公平貿易咖啡」價格較高 
醫改組織呼籲健保局給付罕見疾病患者昂貴藥品，減輕病患的家庭負擔 
財政部呼籲民眾多使用電子發票，不僅方便對獎，且落實環保友善地球 
政府呼籲人民誠實納稅，充實國庫財源，減緩政府增加社福的財政負擔 

19 某報導指出：大雄擔任政府官員期間，實際支用政府費用狀況有違法之爭議。報導中指出：該相關支用

費用必須送交一定機關審查其是否依法使用。上述的「一定機關」指的是下列何者？ 
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審計部 

20 近年來，三聚氰氨及塑化劑等黑心商品事件，多數受害者因為無法直接證明損害與該產品的因果關係，

而難以在救濟的過程中獲得賠償。此結果主要與我國民事訴訟那一基本原則有關？ 
以原就被 舉證責任 一事不再理 無過失責任 

21 小華為人作惡多端，長期透過恐嚇他人獲取財物，某日因犯案被帶回警察局，並移送檢察官偵辦，經過

偵訊發現許多案子皆由他所為，乃進一步採取搜索、扣押可疑財物，最後因情節重大，聲請羈押獲准。

下列相關辦案過程，何者不屬於檢察官的職務內容？ 
偵訊嫌疑人 聲請搜索 聲請扣押 裁定羈押 

22 麗麗為了做「公民與社會」科的報告，查閱我國關於「無過失責任」的相關法律規定。下列選項是她的

筆記內容，試判斷何者正確？ 
「無過失責任」旨在加重消費者的責任  
消費者保護法中有「無過失責任」之規定 
在「無過失責任」原則下，被害人要加強舉證責任 
駕駛人誤踩油門撞傷路人，應負起「無過失責任」 

23 某立法委員因擔任某縣議長時期貪污一案經最高法院處以三年六月徒刑，並褫奪公權三年定讞。依據刑

法規定，該立法委員被「褫奪公權」後，不得行使下列那些權利？①投票權 ②罷免權 ③擔任公務員 

④擔任公職候選人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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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正男與妻子婚後育有一子小傑，由於夫妻感情不睦，正男外遇小姍多年並生養一女小禎。上述情況若依

我國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正男可透過法律的任意認領，將小禎視為婚生子女 
妻子若發現正男外遇，可依法向法院訴請協議離婚 
倘若正男不幸往生，小禎雖經認領仍無權要求繼承遺產 
倘若正男不幸往生留有大筆債務，小傑須代父償還全部債務 

25 犯罪的構成必須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有責性」始成立犯罪。其中，若具備阻卻違

法事由者，則法律效果可能減輕或不罰。下列那一情境可能「不」構成阻卻違法事由？ 
司馬光砸破水缸解救掉進水缸的小孩 依上級長官命令向投標廠商收取賄賂 
警察依法逮捕現行犯限制其人身自由 醫生取得本人或家屬同意為病人開刀 

26 下列何者非屬法律？ 
戒嚴法 地方稅法通則 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27 奇妙國近來景氣低迷，導致失業人口大量增加，如果奇妙國政府欲刺激景氣，該國政府可採用下列何種

策略？ 
協助國內廠商赴外國設廠 提高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 
政府加稅以減少民間消費 增加國內的公共建設支出 

28 針對農產品出現供需失調的情況，有農民要求政府以保證收購價格收購。針對上述情況的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此政策會使市場上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 此政策會提高整體社會福祉 
保證收購價格通常是為了保障消費者 農民是希望將價格降到市場均衡價格之下 

29 國民所得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指標，但國民所得很高並不代表人民很幸福，要衡量人民幸福與否，

還需考量「痛苦指數」的高低。下列何者是痛苦指數？ 
經濟衰退率＋通貨膨脹率 經濟衰退率＋通貨緊縮率 
失業率＋通貨膨脹率  失業率－通貨膨脹率 

30 假設「雨傘市場」是在均衡的狀態時，某間賣傘的商店貼出這樣的告示：「晴天買傘八折，雨天買傘不

打折！」。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依據「雨傘市場」供需層面來看，下列何種推論是正確的？ 
晴天需求者少，賣家打折是想降價求售 晴天供給者少，賣家打折是想降低成本 
雨天需求者多，賣家不打折是想減少供給 雨天供給者多，賣家不打折是想減少競爭 

31 今年小陳的德國進口車在臺灣遭竊，小陳於是再向臺灣某進口商訂購一輛全新的德產車，進口商以 190
萬的價格向德國車廠購買新車，再以 200 萬元轉手賣給小陳。依上所述，該經濟活動對臺灣的 GDP 產生

何種變化？ 
GDP 增加 400 萬  GDP 增加 200 萬  
GDP 增加 10 萬  GDP 的增加和減少剛好互抵 

32 我國設置各級法院，協助人民解決糾紛，並且以公權力對犯罪者給予強制性的處罰，其目的意在落實國

家的何種功能？ 
安全 秩序 自由 正義 

33 某國政府主張擴大政府公共投資支出、刺激消費、實現充分就業，以解決經濟蕭條的問題，此種經濟政

策，較符合那一位經濟學者的觀點？ 
亞當．斯密 大衛．李嘉圖 約瑟夫．熊彼特 約翰．梅納德．凱因斯 

34 墨西哥與中國大陸在服裝和紡織等產業是國際間的主要競爭對手。日前墨西哥向世界貿易組織（WTO）

申訴中國大陸對紡織業的政策違反 WTO 規定，對自家服裝及紡織業者提供稅收及其他優惠措施的方式，

諸如免除所得稅、增值稅和地方稅，損及墨西哥經濟利益。中國大陸主要是藉由那一項貿易政策工具，

阻礙自由貿易？ 
出口補貼 限制出口 進口關稅 進口配額 

35 經營早餐店的王媽媽到日本旅遊後，向友人表示：「出國玩得很開心，可是店面休息幾天，少賺了不少

錢。」王媽媽少賺的錢屬於下列何種成本？ 
外顯成本 社會成本 外部成本 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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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I would like to have chocolate cake as my after-dinner      .  
desert design dessert  disaster  

37 Penny: Will you visit me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Paul:      . 
Penny: OK. I’ll pick you up at the train station. 

I am flying from the south  I plan to arrive on New Year’s Eve  
I prefer cheesecake   I will find my cousin  

38       hearing the news of her husband’s sudden death in car crash, Lucy burst into tears. 
Before  As soon as  Upon  As long as  

39 The cleaning staff       to work on the weekend should inform security guard by Friday noon. 
have  has  having  had  

40 Jimmy is a very       boy. He always listens to his teachers and never argues with his parents. 
hand y obedient  effective  military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For more than 6 decades, Central has been a trusted name—and the store of choice—for generations of shoppers. 
To mark its 65th Anniversary, Central will hold its annual Flower Extravaganza Exhibition featuring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orld renowned Belgian floral designer Daniel Ost, who along with top Thai designers will create unique, 
breathtaking storewide flower arrangements, merging art and nature splendor. There will also b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long with live concerts featuring Thai and international acts plus anniversary promotion offers. Don’t miss one of 
Bangkok’s most anticipated social events, from the 24th to the 28th of October at our flagship Central Chidlom store.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Bangkok’s shopping district—Central Chidlom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city’s most 
well-known shopping destinations. Shoppers will love the exciting new Beauty Galerie, along with a huge se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luxury-brand items and top-name fashion labels including GUCCI, BOTTEGA VENETA, ALFRED 
DUNHILL, BALLY, BURBERRY, COACH, and many, many, more. And there’s fine dining on the 7th floor at 
FoodLoft, with a choice of 8 international cuisines. 
  With our world-class selection and Thai-style hospitality, you’re sure to go home with bags full of 
happiness…from Central. 
41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Central Chidlom? 

A food store.  A flower store.  A music store.  A departm ent store. 
4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en was Central Chidlom founded? 

Around the year 1950.  Around the year 1970.  Around the year 1990.  Around the year 2000.  
4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Daniel Ost? 

He  is a Thai fashion leader. He  is a renowned Belgian chef. 
He  is the owner of Central Chidlom. He  is a famous flower designer. 

4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Central Chidlom? 
It is located in downtown Bangkok.  It celebrates its anniversary in late October.  
Its dining area is  located on the 8th floor. It hosts a flower exhibition every year.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n the passage means “a large and impressive event”? 
Flagship . Promotion . Hospitality . Extravaganza .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I attended my 43 year-old uncle’s wedding last Sunday afternoon. It was not a   46   wedding held in a church 

with a simple cake-and-tea or coffee reception afterwards. Instead, my uncle and his fiancée   47   their vows of 
marriage in a beautiful garden at a five-star hotel. Since both my uncle and his fiancée were already working at   48   jobs 
in two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omputer companies in the city, they didn’t need to depend upon their parents to help pay for 
their wedding. The couple invited many co-workers and friends besides their relatives. The wedding guests drank pink 
champagne and ate a   49   of special delicacies prepared by the hotel’s gourmet cooks. Attending this splendid 
wedding made me think that waiting to tie the wedding knot until one is older and   50   independent is a good idea. 
46 proper  modern  traditional  fancy  
47 argued  exchanged  supported  invited  
48 slow -paced low -level easy -going good -paying 
49 variety  string bundle  piece  
50 educationally  financially  critically  unfortun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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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消費契約曲線（consumption contract curve）上的任何一點，會滿足下列那一個條件？ 
消費者的邊際替代率（MRS）會相等 消費者的邊際轉換率（MRT）會相等 
消費者的邊際技術替代率（MRTS）會相等 消費者的效用水準會相等 

2 對於「生產可能曲線」（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的敘述，何者正確？ 
線上任何一點均表示社會的福利水準均是相同的 
線上任何一點均表示消費者的邊際替代率（MRS）是相等的 
線上任何一點均表示在目前的生產技術之下， 大產出的可能組合 
線上任何一點均表示在目前的生產技術之下， 大成本的可能組合 

3 發生屬於全國性質之重大事件時，由中央政府承擔責任較為適當，因此相較於地方政府之支出規模，中

央政府支出規模大量擴張的現象稱為： 
集中效果 支出效果 位移效果 檢查效果 

4 財政學 主要探討的內容為： 
政府部門的組織管理 政府部門的人事管理 政府部門的收支政策 政府部門的外交政策 

5 下列敘述，何者較能代表財貨敵對性的特性？ 
其提供可同時對多人產生效益 其市場的需求曲線是垂直加總而得 
其消費易有坐享其成的現象 其消費會產生擁擠成本 

6 下列關於自然獨占的敘述，何者 正確？ 
自然獨占僅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 
自然獨占者的收費不應被管制 
自然獨占係指市場中的生產者具備明顯的規模經濟特性 
自然獨占者的平均成本隨產量增加而遞增 

7 假設 A、B 兩人對財貨 X 之消費數量分別為 XA、XB，又 A、B 兩人對財貨 X 之消費總數量為 X。若

X = XA = XB，則此財貨為： 
純公共財 純私有財 混合財 擁擠性公共財 

8 下列有關資源配置的敘述，何者正確？ 
公共財的提供使所有人的效用增加 外部利益存在時，資源配置達到效率 
自然獨占的存在可能造成經濟不效率 殊價財的提供不需政府介入 

9 下列何種外部性並不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只是資源配置與所得分配狀態的改變？ 
金融外部性 技術外部性 外部利益 外部成本 

10 「雙重紅利假說」係指下列何者？ 
課徵污染稅並將收入用來取代其他具扭曲性租稅 課徵所得稅並將收入用來取代環境稅 
同時提高污染稅及所得稅，以增加兩種稅收 課徵污染稅，除增加稅收，亦可改善環境品質 

11 修建第二條縱貫線高速公路可以產生很多利益，下列那一項可視為無形效益（intangible benefits）？ 
平均車速提高，節省運輸成本 因施工需要，發展出一些新的工程技術 
沿線的農產品運銷範圍擴大 沿線的自然景觀令人賞心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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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共財會造成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現象是因為下列何者？ 
它是由政府所提供的財貨 它沒有社會的總需求曲線 
有免費享用者（free-rider）的存在 生產成本太高 

13 根據鮑莫（W. J. Baumol）所提出的「不平衡成長理論」，政府支出成長的原因為下列何者？ 
政府提供財貨或勞務的所得彈性高 政府提供財貨或勞務的價格彈性低 
制輪效果  替代效果 

14 根據中位數投票者定理，投票者的偏好必須是下列何者？ 
單峰偏好 雙峰偏好 多峰偏好 凹峰偏好 

15 假設社會上僅有 A 與 B 二人，其對國防的個人需求函數分別為 PA = 50-QA 與 PB = 100-2QB，其中

P 為價格，Q 為數量。若政府提供國防的邊際成本為$60，則在 適的國防數量之下： 
 A 與 B 二人分別消費 20 與 40 單位的國防  A 與 B 二人分別消費 40 與 20 單位的國防 
 A 與 B 二人的願付價格分別為 20 與 40 元  A 與 B 二人的願付價格分別為 40 與 20 元 

16 在多數決投票法則下，下列有關雙峰偏好的敘述，何者正確？ 
一定會造成多數決的矛盾 可能會產生循環多數決 
是中位數投票模型的假設條件 投票者不喜歡極端的議案，較喜歡中庸的議案 

17 下表為各議案對投票者之利益與成本分析，若採兩兩投票之多數決，如果 B 與 C 合作經過選票互助後，

會有什麼結果？ 
 議案一 議案二 議案三 

投票者 A 1200 900 900 
投票者 B 800 1400 950 
投票者 C 900 800 1300 

投票者總效益 2900 3100 3150 
提供總成本 3000 3000 3000 

每人分攤成本 1000 1000 1000 

議案一與議案二通過，議案三不通過 只有議案二通過，其餘不通過 
只有議案三通過，其餘不通過 議案二與議案三通過，議案一不通過 

18 當中央政府總預算法定歲入有特別短收情勢，但又無法透過經費裁減之規定辦理時，應由下列何者籌劃

抵補，並由行政院提出追加、追減預算調整之？ 
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主計總處 財政部 審計部 

19 投票採取多回合程序，在每一回合中，依序刪除得票 低的方案，投票結果由 後留存的方案勝出。此

為何種法則？ 
消耗性投票（exhaustive voting） 一致決 
限制性多數決  波達投票法則（Borda voting rule） 

20 下列對林達爾模型（Lindahl model）的描述，何者錯誤？ 
每人對該公共財成本分攤比例的加總等於 1 每人均同意此公共財的提供數量 
每人平均分攤公共財的提供成本 每人均享受相同的公共財數量 

21 有關利益團體的敘述，何者錯誤？ 
利益團體的活動有可能對社會的公平與效率產生正面的影響 
利益團體的活動一定對社會的公平與效率產生不利的影響 
利益團體可能透過利益輸送來支持某位政客 
利益團體可能透過選票來支持某位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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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投入資源從事風力發電開發計畫，計畫的成果如果可透過市場價格衡量，此種效果是：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有形效果 無形效果 

23 若政府預算有限，則規模相同的投資計畫中，下列何項應該優先執行？ 
益本比小於 0 益本比等於 0 益本比等於 1 益本比等於 2 

24 風險性公共投資計畫，有 80%機率會成功，成功時產生的淨現值是正 100 億；有 20%機率會失敗，失敗

時產生的淨現值是負 50 億。若人民厭惡風險，則下列何者不可能是確定等值（certainty equivalence）： 
 75 億  65 億  55 億  45 億 

25 若經濟衰退勞動力失業狀況下，政府以擴張性財政政策從事公共建設僱用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以何者衡

量較適當？ 
法定的基本工資 市場工資率 失業者對休閒的評價 勞工保險的投保薪資 

26 在我國現行社會保險制度中，納保對象範圍 廣的是： 
國民年金 勞工保險 就業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27 勞工保險保費收取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勞工保險之費基為月投保薪資 
勞工保險費由勞工本人及雇主共同支付 
勞工投保之薪資分級上限 105 年 5 月調高為 45800 元 
保費計算考量加保天數予以計算 

28 關於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的敘述，何者錯誤？ 
比照綜合所得稅設計，原則上平時超過一定金額之所得需就源扣繳，次年進行結算，由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開單收取補充保險費 
針對高額獎金、兼職所得、股利所得、執行業務收入及租金收入進行扣費 
 105 年起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執行業務收入及租金收入等項目，單次給付超過 2 萬元方須扣繳 
高額獎金是指獎金累計數超過當月投保金額四倍以上的部分 

29 關於我國公教人員保險的敘述，何者錯誤？ 
保險費計費基礎為被保險人之保險俸（薪）額 非私校人員之現行保險費率為 8.83% 
公務人員保費自付 35%  保險費由政府全額負擔 

30 將全民強制納入部分保險項目，以達到風險分攤的目的，屬於下列何項社會安全制度？ 
社會保險 社會企業 社會福利 社會救助 

31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縣統籌分配稅款的財源？ 
房屋稅 地價稅 契稅 土地增值稅 

32 對需求曲線及供給曲線均為線性的完全競爭市場財貨課稅，如果從價稅稅率由 t 增加為 2t 時，則超額負

擔（E）會如何變化？ 
提高至 2E 提高至 4E 降低至 0.5E 降低至 0.25E 

33 若租稅資本化存在，則地價稅如何在徵稅當時的地主與未來的地主間分擔？ 
完全由徵稅當時的地主負擔 完全由未來的地主負擔 
兩者依彈性的倒數，比例分擔 兩者依彈性大小，比例分擔 

34 我國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率結構，主要係要符合下列何項公平原則？ 
量能原則的水平公平 量能原則的垂直公平 受益原則的水平公平 受益原則的垂直公平 

35 對完全競爭市場且供給曲線為水平線的必需品課徵貨物稅，則該租稅歸宿具何特性？ 
累進性 比例性 累退性 兼具累進性與比例性 

36 在完全競爭市場且供給曲線為水平線下，為符合公平原則，對民生必需品 X 與奢侈品 Y 應如何課稅？ 
重課 X 財 重課 Y 財 兩者稅率一樣 只對 X 財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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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假設休閒是正常財，對勞動所得課稅時，何者正確？ 
若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則個別勞動供給時間減少 
租稅歸宿將完全落在勞動者身上 
個別勞動者的休閒時間一定會增加 
具租稅中立性 

38 帝波模型（Tiebout model）認為人民「以腳投票」是指人民會選擇遷移到： 
低稅率的地區 
公共支出水準較高的地區 
地方公共支出與租稅負擔水準 接近他們偏好水準的地區 
有明星學校的地區 

39 下列何者不是亞當斯密（A. Smith）所主張的租稅課徵原則？ 
平等 確實 便利 彈性 

40 下列何者會產生重複課稅及稅上加稅的問題？ 
總額型營業稅 加值型營業稅 綜合型消費稅 單階段銷售稅 

41 下列有關全國性公共財的敘述，何者錯誤？ 
效益擴及全國  又稱純公共財 
由地方政府提供時，會產生提供水準過高 全國性公共財包括國防、外交 

42 特種基金中，應以歲入、歲出之一部編入總預算之基金的預算稱為： 
單位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 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43 我國現行土地稅的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田賦 契稅 

44 根據「地方稅法通則」，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開徵臨時稅

課，課徵年限至多為幾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45 課徵定額稅（lump sum tax）將造成何種效果？ 
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互相加強 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互相抵消 
沒有所得效果，只有替代效果 沒有替代效果，只有所得效果 

46 根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地方政府的自籌財源定義為： 
歲入決算數 － 補助收入 歲入決算數 － 補助收入 －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稅課收入 － 補助收入  稅課收入 － 補助收入 －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47 下列何者是帝波均衡（Tiebout equilibrium）下的結果： 
每個地區的人口數在不同所得階層中平均分配 每個地區的居民喜歡遷居到別的地區 
每個地區的人口數均相同 居住在每個地區的人民具有相同偏好 

48 根據歐元區之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對會員國財政之規範，設定之會員國政府未償債務餘額

占 GDP 百分比之上限為？ 
 40%  60%  80%  100% 

49 依據預算法現行規定，總預算內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各用途別科目，有一科

目經費不足，而其他科目有賸餘，科目間辦理流用之限制為何？ 
流入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 20%，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 20% 
流入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 20%，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 30% 
流入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 30%，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 20% 
流入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 30%，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 30% 

50 依法我國行政院應於下一會計年度開始幾個月前，提出下一會計年度總預算案，送交立法院審議？ 
 3 個月  4 個月  5 個月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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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個人之綜合所得稅計算上，下列何項所得「無」必要的成本與費用可以減除？ 
利息所得  權利金所得 
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2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下列何項所得無須繳納綜合所得稅？ 
出售位於北京的房屋所產生的財產交易所得 
註冊於境外的專利權在我國境內供他人使用所取得之權利金 
位於香港的房屋租賃所得 
取自花旗銀行臺灣分行的利息所得 

3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列何種所得不屬於中華民國來源所得？ 
中華民國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之報酬 
境內居住之個人在境內提供勞務而取自境外雇主之報酬 
個人提供智慧財產權予境外使用所取得之權利金 
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外國公司所分配之股利 

4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納稅義務人經核准分期繳納稅捐，未能如期繳納之效果為何？ 
未如期繳納任何一期，稅捐稽徵機關應發單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一次繳清全部餘額稅款 
未如期繳納任何一期，稅捐稽徵機關即應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累積未如期繳納至第二期時，稅捐稽徵機關應發單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一次繳清全部餘額稅款 
累積未如期繳納至第二期時，稅捐稽徵機關應發單通知納稅義務人，分兩次繳清全部餘額稅款 

5 在我國境內未設有分支機構之日本 A 公司為境內甲公司提供技術服務所獲取之收入，因成本費用分攤困
難，經財政部核准得依所得稅法第 25 條規定，按收入額百分比計算所得。若甲公司支付 500,000 元技術
服務報酬予日本 A 公司時，則 A 公司之核定課稅所得額為多少元？ 
 75,000 元  50,000 元  100,000 元  85,000 元 

6 關於個人基本所得額之計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所有年金保險給付不限金額皆須計入 
保險期間開始日於民國 95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人壽保險契約皆無須計入 
應加計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及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 

7 下列關於民國 105 年起實施之個人房地合一課稅稅率的敘述，何者錯誤？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持有房屋、土地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 45%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持有房屋、土地期間在二年以上者，稅率為 20%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因非自願離職致使交易持有期間在二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 20% 
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二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

稅率為 20% 
8 下列何項所得不採分離課稅？ 
告發及檢舉獎金 
個人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之利息所得 
營利事業當年度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 
個人出售其自 105 年度以後取得之房地產所產生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 

9 張先生父親及永裕股份有限公司於 104 年分別贈與張先生現金 2,000 萬元，張先生於 105 年申報 104 年度

綜合所得稅時，對於此兩筆受贈所得的課稅規定為何？ 
均為免稅所得 
父親贈與部分應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公司贈與部分不用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父親贈與部分不用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公司贈與部分應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均應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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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張先生與其妻在 104 年度各有稿費收入 20 萬元，假設兩人無其他執行業務收入，也無成本費用資料。稿

費收入之費用標準為 30%，依所得稅相關法規規定，試問張先生夫妻兩人合併申報 104 年度綜合所得稅

時，應申報多少執行業務所得？ 
 15 萬 4 千元  2 萬 8 千元  12 萬元  28 萬元 

11 甲公司 104 年度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稅所得為 1,000 萬元（新臺幣；以下同），甲公司在大陸地區設立的

分公司所得為 100 萬元，當年度已在大陸地區繳納 20 萬元的企業所得稅。試問甲公司加計 104 年度大陸

分公司所得後，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應納稅額為多少元？ 
 170 萬元  187 萬元  167 萬元  157 萬元 

12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列那項扣除額之金額不適用隨消費者物價指數調整機制？ 
標準扣除額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房屋租金支出列舉扣除額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13 小規模營業人，購買營業上使用之貨物或勞務，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並依規定申報者，主管稽徵

機關應按其進項稅額百分之多少，在查定稅額內扣減？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14 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一年內達幾次者，停止其

營業？ 
 3 次  5 次  6 次  8 次 

15 依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銷貨未給與他人銷貨憑證或未將銷貨憑證存根保存者，稽徵機關得按下列那

一種價格，核定其銷貨價格？ 
當年度當地該項貨品之最低價格 當年度當地該項貨品之市場平均價格 
當年度當地該項貨品之最高價格 該公司去年平均售價 

16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保險業專屬本業之營業稅率為 2%，非專屬本業之營業稅率為 5% 
銀行業專屬本業之營業稅率為 5%，非專屬本業之營業稅率為 2% 
保險業之再保險收入之稅率為 2% 
信託投資業專屬本業之營業稅率為 2%，非專屬本業之營業稅率為 5% 

17 假設甲公司係外銷廠商，105 年 7 月銷售金額為 500 萬元，當期進貨金額為 300 萬元，可扣抵進項稅額

15 萬元，則該外銷廠商可退還稅額為多少元？ 
 15 萬元  25 萬元  10 萬元  0 元 

18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適用零稅率者，得申請以多久期間為一期，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4 個月  3 個月  1 個月 半個月 

19 依娛樂稅法規定，消費者若到電影院看電影，娛樂稅的納稅義務人是誰？ 
消費者 電影院的負責人 電影院的會計 電影製作公司 

20 我國台逢航空公司為一家經營國際及國內臺北高雄航線之一般稅額計算營業人，分別有三種收入①由國

內飛往國外的運費收入②由國外飛往國內的運費收入③臺北高雄的運費收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免稅②零稅率③免稅 
①②③全部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 
①零稅率②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③應稅 
①免稅②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③應稅 

21 銷售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所規定免稅之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得申請財政部核准放棄適用免稅規

定，但核准後幾年內不得變更？ 
 5 年  3 年  2 年  1 年 

22 下列何種貨物或勞務不是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所定的免稅項目？ 
出售之房屋  出售之土地 
肩挑負販沿街叫賣者銷售之貨物或勞務 衍生性金融商品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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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關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利事業之土地，下列何者為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要件？ 
受贈人為社團法人 
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中央政府所有 
捐贈人只可以設定取得捐贈土地價值之孳息 

24 有關土地增值稅之課徵，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可減徵 40% 
區段徵收土地領回之抵價地，於領回後第一次移轉時，可減徵 60% 
重劃時，所有權人依法應負擔之重劃費用可減徵 40% 
經重劃之土地及區段徵收土地領回之抵價地，於重劃、領回後第一次移轉時，免徵土地增值稅 

25 依現行土地稅法規定，下列土地課徵地價稅之稅率何者正確？①工業用地，按千分之五課徵 ②公共設

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除自用住宅用地外，按千分之六課徵 ③國民住宅及企業或公

營事業興建之勞工宿舍，自動工興建或取得所有權之日起，按千分之二課徵 ④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

加油站，按千分之十課徵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26 張先生在臺中市擁有非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地總額為 400 萬元，假設臺中市地價稅累進起徵點地價為

100 萬元，請問張先生今年應在臺中市繳納的地價稅為多少元？ 
 4 萬元  6 萬元  5.5 萬元  4.5 萬元 

27 依土地稅法規定，受託人就受託土地，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有償移轉所有權、設定典權時，應以何者為

納稅義務人，課徵土地增值稅？  
受託人 委託人 典權人 無須課徵土地增值稅 

28 依土地稅法規定，凡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應徵空地稅之土地，按該宗土地應納地價稅基本稅額

加徵幾倍之空地稅？  
 1 至 3 倍  2 至 5 倍  3 至 6 倍  4 至 8 倍 

29 有關自用住宅用地出售時，適用「一生一次」及「一生一屋」的土地增值稅優惠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納稅義務人須先使用一生一次後才能申請適用一生一屋 
在自用住宅土地面積的限制上，符合一生一次規定的出售面積大於一生一屋 
一生一次及一生一屋的優惠稅率皆為 10% 
不論是一生一次或一生一屋，申請適用時皆須於出售前 5 年內，不得有出租或營業情形 

30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設定典權時，下列何者為其土地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 
出典人  典權人 
出典人與典權人互推代表 稅法中未規定 

31 在行政救濟案件中，因納稅義務人逾期提起救濟而被以程序不符為由駁回，此為下列何項租稅法律原則

之適用？ 
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程序優先實體原則 

32 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每幾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而土地現值則是多久公告一次？ 
 3 年；1 年  3 年；2 年  2 年；1 年  2 年；2 年 

33 依照貨物稅條例規定，在國內產製之貨物，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及課徵時點，下列何者正確？ 
為買受人，於貨物出售時課徵 為產製廠商，於貨物出售時課徵 
為產製廠商，於貨物出廠時課徵 為買受人，於貨物出廠時課徵 

34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納稅義務人應納之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幾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

強制執行？ 
 15 日  30 日  45 日  60 日 

35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以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境內之營利事業，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皆逾期尚未繳納，何

者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其出境？ 
甲先生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合計達 120 萬元，已提供相當擔保 
乙先生所欠繳稅款合計達 180 萬元，該稅款尚在行政救濟中 
丙為某營利事業之負責人，該營利事業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合計達 150 萬元 
丁為某營利事業之負責人，該營利事業尚在行政救濟中的欠繳稅款合計達 250 萬元 



代號：3508
頁次：4－4 

36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下列那項租稅債權受償的優先性最低？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所得稅 房屋稅 

37 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幾

年內查明退還？ 
 5 年  2 年  3 年  4 年 

38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列入「以贈與論」課稅？ 
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 
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 
於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購置財產時，能證明支付之款項係屬於購買人所有者 
因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出資為他人購置財產者 

39 下列那種處罰方式不是租稅行政罰？ 
罰金 滯納金 停業處分 沒入貨物 

40 被繼承人死亡前七年內繼承之財產，已繳納遺產稅者應如何課徵遺產稅？ 
全部不計入遺產總額 
扣除 80%，僅以 20%納入遺產總額課稅 
扣除 60%，僅以 40%納入遺產總額課稅 
全部納入遺產總額課稅 

41 下列何項貨物之貨物稅課徵不採從價課稅？ 
橡膠輪胎 平板玻璃 車輛 油氣類 

42 關於契稅的申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買賣契稅，應由買受人申報納稅 
交換契稅，應由交換人估價立契，各就承受部分申報納稅 
贈與契稅，應由贈與人估價立契，申報納稅 
典權契稅，應由典權人申報納稅 

43 依房屋稅條例規定，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三成以上不及五成之私有房屋，其房屋稅如何課

徵？ 
按實際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的百分比徵收 減半徵收 
減免八成的房屋稅  免徵房屋稅 

44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關於娛樂稅之徵收，縣應以在鄉（鎮、市）徵起之收入的多少百分比給該鄉（鎮、

市）？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百 

45 專供已立案之社會福利團體及機構使用之交通工具，並經各地社政機關證明，得免徵使用牌照稅，但每

一團體及機構以幾輛為限？ 
 1 輛  2 輛  3 輛  5 輛 

46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下列那些稅屬於國稅？①營業稅 ②證券交易稅 ③土地增值稅 ④關稅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②③ 

47 在經濟交易過程中所課徵的租稅，由賣方轉嫁給買方或由前手轉嫁給後手之現象，稱為： 
後轉 前轉 旁轉 消轉 

48 關於我國各項租稅之課稅主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綜合所得稅採屬地主義  營利事業所得稅為屬人兼屬地主義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個人部分採屬地主義 遺產及贈與稅採屬人兼屬地主義 

49 營利事業查核準則屬於下列何種性質？ 
租稅法律  委任立法之行政規章 
非委任立法之行政規章  解釋令 

50 假設某進口貨物之關稅完稅價格為 800,000 元，關稅稅率為 20%，貨物稅稅率為 10%，試問其貨物稅之完

稅價格為多少元？ 
 960,000 元  640,000 元  800,000 元  8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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