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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總統與立法院的來往公文，應用「咨」

機關首長間的直接稱謂語，下級對上級可用「貴」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向民眾宣導施打流感疫苗時，應使用「公告」

某大學因行政單位組織改造，部分單位主管有所調動，近期內將發布最新的人事「令」

2 公文准駁用語中，平行機關相互之間的用語，下例「貴幼兒園擬借用本校禮堂辦理畢業典禮一案，本

校□□□□，請查照。」空格應填上何者為適？

未便照准 准予照辦 敬表同意 應予駁回

3 下列關於公文的格式與用語，何者錯誤？

「請查照」通常為平行文之期望用語

書函之結構及文字用語比照「函」之規定

任何公告，均應標示首長職銜、姓名及蓋機關印信

「擬辦」為「簽」之重點所在，意見較多時可分項條列

4 「我昂首而行，黑暗中沒有人能看見我的笑容。白色的菅芒在夜色中點染著涼意——這是深秋了，我

們的日子在不知不覺中臨近了。我遂覺得，我的心像□□□□，其中每一個角落都被大風吹得那樣

飽滿。」

上文空格最適合填入的詞語是：

一粒種子 一彎新月 一片秋葉 一張新帆

5 「音樂就是一個時光平臺，記錄了你聆聽時的感想，你聆聽時的氣候，甚至記載了你聆聽時的光線。

我常覺得音樂和味道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音樂透過耳朵，而味道透過嗅覺……每個人用自己生命的

季節，可能在無意識下存放了許多音樂在腦海中，偶爾翻閱，人就如同乘著時光機回到某個時間點。

因為音樂有特別的力量。」

根據上文，「音樂有特別的力量」所指的是：

聆賞音樂，正如同品嚐各種不同的美食 音樂能連結著記憶，引人懷想生命經驗

音樂如同季節，可展現不同氣候與光線 音樂能觸及內心底層，顯現無意識反應

6 「在最熱鬧的夜街，依然有三五成群的老人圍攏坐著聊天，旁邊是跑來跑去的小孩子，街道上不久就

有一陣篤篤冬冬的叫賣聲，悠悠長長的，似乎已叫了幾個世紀——遠遠的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根據上文描述，下列選項，何者形容此座城市最為恰當？

古典中有現代感 落後裡有幸福感 樸實且有人情味 靜謐又有神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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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人們的感覺上，光陰如順流而下的波浪，品學卻如逆流而上的船舶，前者稍縱即逝，後者步步費

力，相形之下，頗欠公平……。然而光陰的消逝，有一定的數量和速度，固然沒有辦法減少，可是也

不會增加。吾人追求知識，鍛鍊技能，涵養德性，開拓胸襟，卻可以憑主觀的意願，提高進度。種瓜

得瓜，種豆得豆，而種瓜種豆，操之在我。」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意旨？

人生而不平等，只能調整心態，樂觀面對 在不公平的環境之下，品學提升相當困難

人只有自我體悟，才能明白公平是主觀的 時間是公平的，全人的提升依靠自我努力

8 「『雅舍』非我所有，我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人生本來如寄，我住『雅舍』一

日，『雅舍』即一日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給予之苦辣酸

甜，我實躬受親嚐。」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意？

覓得雅舍，渴望長居此處 暫居雅舍，體會生活點滴

久居雅舍，企盼遷往他方 將別雅舍，內心眷戀不捨

9 「時光總要過去，想到愈活愈冷漠的情感，人們慢慢成長，純真也慢慢蒼老，這是真的！我忽然覺得

自己應該轉向，去擁抱渾沌質樸，可是每次我說花會凋落真是一個問題的時候，總會遭人白眼——也

許現實人生不能太有情感，所以我總是一個人去看山看水，聽風聽雨。」

根據上文，作者為何說「花會凋落」真是一個問題？

生物的自然現象值得觀察 性情中人對於物象的感懷

凡是美景只能夠獨自欣賞 人心逐漸蒼老如花的凋謝

10 「如今回想，我在文章中不時笑談她的斯巴達式嚴格管教，表面看似輕鬆，實則內心含恨。母親讀我

文章，既不辯白、也不討饒，只在介意處以長線標示，卻隱忍地將不滿深深埋藏。我是不是對母親太

過嚴厲了？年長後的我是故意用文字報復著她嗎？我猶然懷恨缺乏耐性的她在我年幼時對我無端的

鞭笞嗎？歷史是這樣殘酷的重演著嗎？童年時，母親用密密的鞭影宰制毫無自衛能力的我；母親年老

了，我用她老人家全無招架餘地的文字回報她！我不是比她更殘忍嗎？」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母親故意以隱忍的方式對作者進行精神的鞭笞

本段文字運用對比書寫的手法，流露懊悔與自省之情

母親以長線標示之處，代表著深切反省，值得仔細玩味

本文印證了棒下出孝子的說法，充盈著母慈女愛的幸福氛圍

11 「紀伯倫在其作品裡講了一隻狐狸覓食的故事：狐狸欣賞著自己在晨曦中的身影說：『今天我要用一隻

駱駝當作午餐呢！』整個上午，牠奔波著，尋找駱駝。但當正午的太陽照在牠的頭頂時，牠再次看了

一眼自己的身影，於是說：『一隻老鼠也就夠了。』狐狸之所以犯了兩次截然不同的錯誤，與牠選擇

晨曦和正午的陽光作為鏡子有關。晨曦不負責任的拉長了牠的身影，使牠錯誤的認為自己就是萬獸之

王，並且力大無窮，無所不能，而正午的陽光又讓牠對著自己已縮小的身影妄自菲薄。」

根據上文之寓意，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意旨？

酸葡萄心態是成功的絆腳石 自信是一切能力的基石，能克服萬難

認清真實的自己，才不至於錯估能力 盲目追求成功，猶如鏡花水月、空中樓閣

12 「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缺陷，有些暴露在外，有些隱藏在內。可是，這些缺陷都不妨礙一個人的

真正成就，反而會激勵他走上成功之路。所以說，缺陷固然不幸，但並不等於絕望；倘若屈服在自己

的缺陷之下，那才是耽誤了自己呢！」

若要用一句話勉勵有缺陷的人，下列選項，最貼近本文意旨的是：

接受天命，不平凡的人該有不平凡的作為 勇敢面對問題，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策略

天生我材必有用，缺陷是老天送的最佳禮物 在各種快樂當中，辛勞而得的果實最為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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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達文西很喜歡運用相反事物之間的張力，透過不確定和模糊的效果來創造情節。達文西的《蒙娜麗

莎的微笑》，畫中她神祕的似笑非笑被解讀成正義與邪惡、同情與殘忍，以及誘惑與天真之間的對立。

她的眼角和嘴角含糊不清，提供很大的詮釋空間，整幅畫給人很多想像。」

關於本文傳達的意旨，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藝術家的作品力道往往在於明確清晰的情節創造

藝術評論家的詮釋差異來自於對作品的不同解讀

畫作的不確定與模糊效果，提供觀看者的詮釋空間

畫家運用相反事物的張力，提供觀看者的想像空間

14 「我常將理想或認為對的事情，在兩個小時的會議裡反覆論述，但夥伴們在前半個小時就厭煩了。王

老師推動的這套教學法，正好可以轉化為主管如何開好會議的參考指引，因為整個會議需要經過設計，

讓事情獲得有效的討論和決策，並提升夥伴們的能力。」

根據上文，「這套教學法」的主要特點為何？

老師透過討論提升課程設計能力 老師依據學生能力決定學習內容

學生們藉討論思辨形成有效學習 學生們在創意活動中體驗新鮮感

15 「前些時，在南部鄉下，走訪一家醃漬工廠……在老闆熱情引薦下，打開一罐封藏多時的老甕，嗅聞

這一小小空間。幽暗的甕中，瓜身半浮，散發濃郁氣味。那豈只是美好芳香，似乎還有深奧的生活提

示。霎時，我亦隱隱感覺，旅行一如醃漬的甕裡乾坤。隨著時日的緩慢流轉，食材在甕裡逐漸脫水、

發酵，歷經微生物的轉化，最終醞釀出獨特的風味。看著老甕漆黑無限的裡面，我無從敘述那難以洞

澈的美好。好像只那一個『裡』，即足以說明一切。」

上文說明作者走訪臺灣各地的態度與體悟，最適當的是：

用心觀察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面貌，可以真正聽到民眾的心聲，活化社區再造

不追求討喜、華麗的旅程，而是以內斂、沉澱的態度，安於在地體驗，就能發現新風景

臺灣的社會到處充滿人情味，如果能夠誠心以對，好客的老闆，總不吝嗇分享家藏美味

許多藏在社區裡的古老文化，就像醃漬的功夫，是先民的智慧，經驗的累積，應該好好保護

16 「落羽松的葉子，落入水中，經由微生物的分解，葉子的磷含量，又重回水中，落羽松的根將磷又迅

速吸收回去。吸收的快，釋放的慢，這能保持自然水中只有極低濃度的磷，卻有大量的磷固定在植物

體中。磷是所有生物生長所需要的營養份，水中的磷含量過高，會造成藻類滋生。藻類白天旺盛的光

合作用與夜間的呼吸作用，將導致水中溶氧量日夜之間變化太大，使許多魚類無法生存，稱為『水質

優養化』。落羽松的功能，顯示自然界有一個非常奇妙的法則，使水生植物大量生長，水又可以保持

乾淨。研究者提出：『人類對濕地植物的了解太少，許多主觀，常有偏差。人類對不確定功能的植物，

需要保留。』」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本文旨意？

自然界中磷無法自給自足，人類應適度操控

以落羽松為例，說明人類應該保留各種植物

大量種植落羽松無助於解決水質優養化的困擾

落羽松藉由吸收與製造磷，成為魚類主要食物

17 「我們擔心的，不只是『取之有盡，用之有竭』的環保觀念被輕忽，更憂心的是，對物的不知珍惜，將

導致人際間的不相親，視接受為理所當然，從不去檢視紫陌紅塵中的緣會到底代表了什麼意義，而徒

嘆人情澆薄。社會競爭太厲害了，人們為了勇往直前，養成了隨用隨丟的習慣，行囊裡不願裝置負擔，

固然有利前進的腳步，但當我們停步歇息時，羞澀的行囊，又能提供那些可供咀嚼回味的糧食呢？當

人人都只追求現實利益，不再珍攝彼此的情分，這世界將變得如何教人傷心啊！」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旨意？

體內環保 惜物惜緣 真情無價 紅塵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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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全民戴口罩防疫，守住健康，卻遮住人們說話的表情和嘴型，也意外將仰賴唇語溝通的聽損者，關

入難以對外交流的孤島。為此，蒲公英聽語協會催生了全臺首片『透明口罩』。」

根據上篇報導，透明口罩的催生，符合下列何種精神？

天聽自我民聽 敏於事，慎於言

人溺己溺，人飢己飢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19 「大家一方面重砲抨擊公務員，另一方面卻認為公務員是個好職業。到底，當公務員好不好？如果說

這是個好職業，那為什麼又常常是眾矢之的？這很根本的，涉及了考公職的心態是什麼。曾經聽過一

位任職公門，後轉教界全力推動生態旅遊的老師提及，當初考進公職時，是認為在政府有資源可以做

想做的事情，可以對社會產生影響。但是，現在的人考公職，似乎是為了求個穩定，對於服務社會的

動機，好像變薄弱了。」

根據上文，作者認為投入公職本應為了什麼原因？

薪水的多寡 服務的精神 異動的自由 他人的評價

20 「六○年代開始，亞洲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步復甦，戰敗的日本在美國援助下重建經濟，積極發展重

工業。汽車、電子產品快速成長，日本各大企業迅速崛起，『Made in Japan』是亞洲經濟起飛的第一

步。隨著日本經濟快速地成長，成本跟著高漲，產業版圖位移，美國尋找新的合作夥伴。七○年代，

機會的雲朵來到了臺灣的上空。當時中國與西方世界對立，政策封閉；越南剛打完越戰，百廢待舉；

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馬來西亞，政經情勢尚未安定，問題層出不窮……，香港、新加坡固

然不錯，但腹地太小，無法發展工業。於是，機會便翩然降臨到腹地最大、人口最多、勞力最密集且

便宜的臺灣。那時的臺灣人很爭氣，即使沒有邦交，仍勇敢提著手提箱走向世界，這種『一卡皮箱』

的精神，讓臺灣人牢牢握住成為世界舞臺要角的機會，也造就『Made in Taiwan』世界工廠的巔峰。

此後短短三十年間，臺灣一路由傳統的農業出口、製造業出口之後，轉而邁向科技出口三階段，形成

美國是『設計的頭腦』，而臺灣則是那雙『代工的手』，也成就日後『臺灣矽谷』美名。」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臺灣曾有的太平盛世是自六○年代開始

八○年代臺灣繼日本成為亞洲第二個經濟起飛地區

「臺灣矽谷」的美名成就於臺灣製造業出口的階段

臺灣由農業轉向製造業，繼而逐漸改變為科技業出口

21 「對人體最有幫助的巧克力，就是黑巧克力，除了比較沒有糖分之外，也較貼近可可原本的風味。英

國研究顯示，老年人每日食用 3.5 盎司的黑巧克力，確實會降低罹患心臟疾病的機率。」

依據上文，想要對健康有正向幫助，下列何者不是挑選巧克力最重要的考量？

種類 份量 添加物 食用年齡

22 「生命的困惑是個人文問題，但是人文之所以會瓦解是因為科學的壓迫。站在二十一世紀，想要重振

人文精神，同時抵敵科學的壓迫，非得要一個人同時跨越人文與理工不可——要自己去浸淫才有機會

深刻地了解人文，要有能力洞穿科學才有辦法真正地知道它的極限。」

下列最能表達此段文字主張的選項是：

二十一世紀應專注於人文教育 生命的困惑源自於科學的發展

科學的壓迫導致人類更加迷惘 當代人須兼具人文與科學素養

23 「書籍是根據特定架構、有系統地將同一主題的資訊蒐集整理的文本。想要窮通任何領域的知識，書

籍才是根本，報章雜誌網路文章只是輔佐，用來更新最新資訊或個案狀況。專業工作者需要先具備解

讀資訊的架構與問題意識，閱讀網路資訊才能讀出所以然，而書籍仍是累積專業知識架構與思考分析

方法最有效且最好用的工具。」

依據上文，最適切的標題是：

網路資訊有助知識建構 書籍有利建構專業職能

專業知識奠基領域分工 問題意識有益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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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們幾乎從未想過這麼做要付出什麼代價。儘管低頭看手機（不管是和他人聊天或查看網站數據）

讓人滿足，因為它是具體而有目標的活動。如果在同樣這段時間裡，什麼都不做，只是處在當下，張

開雙眼，敞開心靈，也許有人就會感覺茫然不知所措，因為他不知如何面對這段空檔裡的自己。其實，

脫離訊息之流，真正活在當下，對追求創意的靈感和表現，是不可或缺的。想想詩人藝術家茱莉亞‧

卡麥隆（Julia Cameron）曾說的『注滿內心的創意之井』。你想不到的是，當我們關掉一種刺激時，同

時也會接受到另一種刺激。」

下列敘述，符合上文之意的是：

「接受到另一種刺激」指的是：創意與靈感的泉湧

「關掉一種刺激」指的是：不理會外界對手機的批評

「接受到另一種刺激」指的是：生活失焦不安，沒有重心

「關掉一種刺激」指的是：尋覓遺世獨立的桃花源，最後離群索居

25 「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顧凝遠論畫，就是以天趣、物趣、人趣包括一切。能夠瀟洒

出羣，靜觀宇宙人生，知趣了，才可以畫畫。名、利、色、權，都可以把人弄得神魂不定。只這趣字，

是有益身心的。就做到如米顛或黃大痴，也沒有什麼大害處。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沒有癖嗜

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變為索然無味的不知趣的一個人了。」

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上文旨意？

宇宙人生萬物皆有其趣 名利色權大多違反天趣

知趣成痴之人值得信賴 須有癖嗜才能從事創作

26 下列輓詞：「甘棠遺愛」、「風冷杏壇」、「痛失陶朱」、「后稷同功」。祭奠的對象身分依順序是：

農界、學界、工業界、商界 商界、醫界、工業界、政界

政界、教育界、商界、農界 醫界、教育界、農界、商界

27 下列題辭，最適合用在祝賀書店開張的是：

大筆如椽 澤被桑梓 聲重士林 名山事業

28 老師以「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孟子‧離婁上》）警惕學生，下列選項，何者最

接近欲傳達的意旨？

懲忿窒欲 思不出其位 思患而豫防之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29 《史記》中司馬遷評論郭解：「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

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合乎旨意？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 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30 《清史稿・趙廷臣列傳》有一段趙廷臣斷案的記載：「有瞽者入屠者室，攫其簝（裝肉的竹籃）中錢，

屠者逐之，則曰：『欺吾瞽，奪吾錢。』廷臣令投錢水中，見浮脂，以錢還屠者。」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關鍵證物是屠夫的竹籃 真相釐清的關鍵是水上的油脂

趙廷臣不具有證物鑑識的意識 此案乃一盲人被控搶奪屠夫錢財

31 「酒香不怕巷子深」，涵義與下列選項相去最遠的是：

心遠地自偏 花香蝶自來 梧高鳳必至 功到自然成

32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

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

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

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沈括《夢溪筆談》）

根據上文所述，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巨然畫風承繼董源而來 巨然畫作適合從遠處觀賞

董源擅長畫遠景，近觀亦臻精妙 觀董源落照圖，遠觀則若有夕陽返照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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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宋代邵雍〈□□長吟〉，其部分詩句為：「搜羅神鬼聚胸臆，措置山河入範圍。局合龍蛇成陣鬥，劫殘

鴻雁破行飛；殺多項羽坑秦卒，敗劇苻堅畏晉師。座上戈鋌嘗擊搏，面前冰炭旋更移；死生共抵兩家

事，勝負都由一著時。」□□內應填入：

觀棋 觀劍 比武 鬥雞

34 （豫）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為讓者，正

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

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

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

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

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方孝孺〈豫讓論〉）

本文為一翻案文章，作者駁斥豫讓「國士之報」的說法，是認為豫讓未能：

極力勸諫智伯 和韓、魏，釋趙圍

保全智宗，守其祭祀 殺趙襄子替智伯報仇

35 承上題，「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的意思是：

人瘠己肥 己瘠人肥 事不關己 己飢己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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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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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以下是一封寫給父親的信，□□中所用的「結尾問候語」及「署名敬辭」，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父親大人尊前：叩別慈顏，瞬已匝月。我在軍中一切安好，遙請寬念！肅此 敬請□□ 男○○□□

金安、肅稟 金安、敬啟 福安、頓首 福安、謹稟 時安、敬叩

37 「與其（甲）□□□□，不如（乙）□□□□，如果能早做準備，就不怕悔之晚矣了！」

上文空格適合填入的語詞是：

甲：亡羊補牢，乙：防患未然 甲：倉倉惶惶，乙：好整以暇

甲：江心補漏，乙：刻木求舟 甲：曲突徙薪，乙：有備無患

甲：臨渴掘井，乙：未雨綢繆

38 「如同彩虹應許晴天一樣，知更鳥也應許著一個夏天。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總是充滿著這樣的應許與

記號。」

下列選項何者也有上文所說的「應許與記號」？

春風不解意，先遣柳條青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竹外桃花三二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

39 「貓的語言和行為完全來自人類的詮釋和猜測，因此不免於人類心靈或慾望的投射。愛貓人總警惕世

人勿以人類的習慣和立場對待貓。有趣的是，所有的書寫都來自『誤解』或『不完全的理解』，因為

神祕和不可解，才產生差異和想像，一旦跟貓『同化』，沒有意識到彼此的異質性時，一切都成為理

所當然，就再也寫不出，或者不需要這些文字了。因此閱讀這本書最大的樂趣便是一個既『貓』又『人』

的書寫角度。」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這本書」的書寫內容應該與貓有關 「這本書」的作者理解貓所有的情感

世人經常以自己的習慣和立場對待貓 愛貓人希望大家能推己及人的看待貓

人類常以猜想去理解貓的語言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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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半瓶子的水才會叮咚作響；清淺的小溪才時聞潺潺的水聲。滿瓶的水和巨河大川，可都是寂然無聲

的。也有人說：『會咬人的狗不吠。』那躁急愛叫的狗，也無非是虛張聲勢罷了！一頭真正的名犬，

在遇到獵物時，一定是先察言觀色，而後動如脫兔，迅捷有若閃電，獵物自然就一舉成擒了。想來，

在這個社會上，只有平庸的人才常自以為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自己，所以時時自我吹噓，結果適得

其反，更惹人厭煩。反倒是那些有著真才實學的人，沉默謙抑，常自以為不足；更由於專心致志於工

作或研究，既無暇也不屑誇耀自己。他無需宣傳，然而，出色的成績有目共睹，令人景仰。讓我們學

著在該說話的時候說，不該說話的時候閉口無言，使所有的浮誇虛榮遠離，做一個實事求是的人。」

根據上文，比喻真才實學的是：

滿瓶的水 巨河大川

會咬人的狗 出色的成績

專心致志於工作

41 承上題，下列選項符合本文旨意的是：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42 「機器人或許能當創意總監，但永遠沒辦法變李安。不論是電影、音樂或廣告行銷，真正能打動人心

的內容，是數據分析不來的。感動人的才情和原創不是分析出來的，分析只能運用過去事件預估未來；

根據過去成功而創造的未來，是一種重現和重組，但不是一種原創。人類的情感、靈魂、慾望和道德，

持續需要原創的洗滌和刺激，提供新的角度、新的感動、新的形式。」

上文是關於機器人可能在未來取代許多工作的討論，依據上文內容判斷，符合文中敘述的是：

機器人可如同人類擁有自我意識和自我道德

創意的價值和可貴，無法被分析和數據取代

機器人在未來十年，將與各行各業平起平坐

基於邏輯和過去經驗產生的重組，超越原創

原創的不可複製和重要性，在未來更顯重要

43 「自己的房間利用電話、電腦和電傳插入了繁複的世界體系，化身為一塊記錄著我的思路的電路板，

通向一個新的時空，或者被另一個房間所拒斥。關閉了那些由電子組構的，無形無影的門扉和窗口，

剩下的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粉刷牆壁的時候，像是粉刷自己的情緒，一層白漆乾了再漆一層，一層白

色堆疊在白色之上，仍然匯融成同一種不可抗拒的白色。」

有關本文主旨說明適當的是：

透過房間來象徵科技產品形成的宰制

科技無遠弗屆，未來人類將無法自絕於外

強調網路社群媒體須無阻礙共享的迫切性

人們相信憑藉科技產品能打破空間的限制向外延伸

重複出現的「白色」象徵生活中封閉與寂寞的情感

44 西方諺語：「只要有心學習，不怕找不到老師」，下列符合此意旨的是：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

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5 「禮」的精神在於將內心真誠之情感表現為外在的動作儀式，下列選項何者符合這樣的意涵？

人而不仁，如禮何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 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

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強弱之稱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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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納稅義務人為經濟弱勢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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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延期或分期繳納之期間，最長為幾年？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2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有關納稅者權利之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本生活費之額度，係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最近一年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60%定之，並於每

3 年定期檢討

稅捐稽徵機關查獲租稅規避案件，按應補繳稅款加徵 15%滯納金及利息

主管機關應於其網站，主動公開稅式支出情形

當納稅義務人租稅規避案件有提供不正確資料，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短漏核定稅捐加以處罰

3 甲收到綜合所得稅之核定稅額通知書及繳款書，繳納期間自 110 年 10 月 21 日起至 30 日止，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無法於期限內繳清稅款，向國稅局申請延期 6 個月繳納，經國稅局核准延期繳納期限至 111 年

4 月 30 日，甲同時對於國稅局核定應補稅額不服，申請復查最後期限為何時？

 110 年 11 月 28 日  110 年 11 月 29 日  111 年 5 月 29 日  111 年 5 月 30 日

4 依稅捐稽徵法施行細則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課徵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不包括下列

何者？

地價稅 房屋稅 土地增值稅 查定課徵之營業稅

5 有關租稅法的適用原則下列何者正確？

租稅刑事罰以處罰過失行為為原則 實體從新原則

程序從舊原則 租稅救濟程序優先實體原則

6 依現行稅法之規定，下列稅目何者採累進稅率？①地價稅 ②綜合所得稅 ③契稅 ④遺產贈與稅 ⑤加

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②④⑤

7 下列那一項稅捐之徵收不能優先於抵押權？

行政執行處執行拍賣或變賣貨物應課徵之營業稅

行政執行處執行拍賣房屋之應納土地增值稅

納稅義務人欠繳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行政執行處執行拍賣房屋之應納房屋稅

8 我國稅捐稽徵機關為欠稅保全之目的，得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對納稅義務人作限制出境之處分，試問此

限制出境處分之限制期間為何？

 3 年  5 年  7 年 無限期

9 依所得稅法現行規定，境內居住者出售下列何種財產的交易所得，應併入綜合所得總額？

 104 年以前購入之房屋

 110 年取得之上市上櫃有價證券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房地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文化藝術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拍賣活動之文物或藝術品

10 依所得稅法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 110 年 10 月 1 日出售 105 年以後購入之房地，持有期

間超過 5 年者，其適用稅率為若干？

 45%  35%  20%  15%

11 依所得稅法及其有關法律規定，境內居住者取得下列何種所得非歸屬於海外所得？

投資國內基金配發其投資於境外公司之股息 受僱於香港公司獲得之薪資所得

取得大陸地區稿費收入 參加歐洲地區競技比賽獲得之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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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申報 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時，計算個人基本所得額，係以綜合所得淨額為基準，

下列何者非加計項目？

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已列舉之非現金捐贈 出售上市櫃公司股票之證券交易所得

採 28%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 出售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之所得

13 甲與配偶在 110 年之個人稿費及講演鐘點費收入分別為 25 萬元及 8 萬元，請問其申報 110 年綜合所得稅

時，此部分所得合計在新臺幣多少元內免稅？

 33 萬元  36 萬元  26 萬元  18 萬元

14 依所得稅法規定，個人財產出租收有押金者，其押金應如何課徵綜合所得稅？

將押金設算利息計入其他所得中課稅 將押金設算利息計入租賃所得中課稅

將押金總額計入租賃所得中課稅 將押金總額計入其他所得課稅

15 綜合所得稅財產交易損失當年度扣除不足時，得在以後幾年內之財產交易所得中扣除？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16 綜合所得稅免稅額遇消費者物價指數較上次調整年度之指數上漲累計達多少時才調整？其調整金額以多

少為單位？

 10%；萬元  10%；千元  5%；千元  3%；千元

17 依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會計年度採四月制，其應於何時作扣繳申報？

一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七月份

18 依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獲配股利收入課稅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事業獲配境內營利事業發放之股利收入，不計入所得課稅

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事業獲配境外公司發放之股利收入，按 20%課稅

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事業獲配境內公司發放之股利收入，按 21%課稅

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事業獲配境外公司發放之股利收入，按 10%課稅

19 依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下列有關扣繳之敘述，何者錯誤？

給付予境內營利事業之短期票券利息按 10%扣繳，應併入營利事業所得額

給付予非居住者之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按 10%扣繳率扣繳

公司分配給境內居住者之股利免扣繳

給付予居住者之稿費、版稅等每次給付金額不超過 20,000 元免扣繳

20 依所得稅法營利事業適用盈虧互抵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申報扣除年度及虧損年度均需有會計師簽證

申報扣除年度或虧損年度需有會計師簽證

申報扣除年度及虧損年度均需如期申報

各該期之核定虧損，有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應先行抵減，再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

21 依所得稅相關法規規定，下列那一項可以列為營利事業之費用？

營利事業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繳納之罰鍰

營利事業分配之盈餘 營利事業對政府的捐贈

22 營利事業之會計年度採四月制者，其結算申報與暫繳申報的期間分別為何？

結算申報期間為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暫繳申報期間為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結算申報期間為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暫繳申報期間為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結算申報期間為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暫繳申報期間為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結算申報期間為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暫繳申報期間為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3 民國 110 年度，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及稅率，分別為多少？

新臺幣 50 萬元，10% 新臺幣 50 萬元，12%

新臺幣 200 萬元，10% 新臺幣 200 萬元，20%

24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營業人報繳營業稅之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可以申請退稅

非加值型營業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應開立發票

因銷售適用零稅率貨物或勞務而溢付之營業稅可以申請退稅

加值型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視為銷售，應開立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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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為鼓勵小規模營業人取具進項發票，營業稅法規定其取得可扣抵進項稅額，可按一定比率抵繳其查定之營

業稅，此一比率為：

 3%  5%  10%  20%

26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營業人以貨物與他人交換貨物者，其銷售額應如何認定？

換入貨物之時價 換出貨物之時價

換出或換入貨物之時價從低認定 換出或換入貨物之時價從高認定

27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國際客運事業自我國境內承載旅客出境，其銷售額之計算標準為何？

自境內承載旅客出境的全部票價 自境內承載旅客至境外第一站的票價

自境內承載旅客出境的全部票價之 50% 自境內承載旅客出境的全部票價之 45%

28 情況 1：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事業 A，銷售勞務予我國營業人 B；情況 2：在我國境內無固

定營業場所之外國事業 A，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自然人甲，請問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分別是：

情況 1 納稅義務人是 A；情況 2 納稅義務人是甲

情況 1 納稅義務人是 A；情況 2 納稅義務人是 A

情況 1 納稅義務人是 B；情況 2 納稅義務人是 A

情況 1 納稅義務人是 B；情況 2 納稅義務人是甲

29 有關特種營業稅之稅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小規模營業人為 0.5% ②視障按摩業為 1% ③保險

業之再保費收入為 1% ④一般咖啡廳為 15%

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

30 保稅區內之外銷事業，銷售貨物至國內非保稅區之營業人，依法應如何課徵營業稅？

由海關代徵營業稅 適用零稅率

免徵營業稅 不屬於營業稅課稅範圍

31 A 公司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應如何課稅？

以零稅率課徵營業稅 視為銷售，應依時價開立發票課徵營業稅

非屬銷售行為，免課營業稅 課徵贈與稅

32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關於遺產及贈與稅款申請分期繳納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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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可分 18 期繳納，每期間隔以不超過 2 個月為限

申請分期繳納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

固定利率，分別加計利息

經申請分期繳納者，逾期繳納，應加收滯納金，滯納金需加計利息繳納

33 甲 110 年 1 月於國外死亡，死亡前 1 年放棄中華民國國民國籍，但死亡前 2 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

死亡時留有境內、境外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應如何課徵遺產稅？

僅對境內財產課稅

在境內死亡者才課稅

對境內、境外財產均課稅，境外財產已納稅額可以扣抵

對境內、境外財產均課稅，境外財產已納稅額不可以扣抵

34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110 年度申報遺產稅時，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項目，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配偶得減除新臺幣 493 萬元

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得減除新臺幣 123 萬元

親等近者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不得列報扣除額

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已成年兄弟姊妹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50 萬元

35 下列何者不屬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不計入遺產總額」之項目？

繼承人捐贈各級政府之財產

被繼承人經創作人讓與而取得之著作權

被繼承人死亡前 5 年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

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金

36 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於遺產稅，已依本法申報而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應如何處罰？

處 1 年以下有期徒刑 按所漏稅額處 2 倍以下之罰鍰

按所漏稅額處 1 倍至 2 倍之罰鍰 按所漏稅額處 1 倍至 3 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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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被繼承人贈與繼承人之財產，在死亡前多久以內應視為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5 年內  4 年內  3 年內  2 年內

38 依土地稅法規定，下列何種情況免徵土地增值稅？

土地所有權人將土地贈與其子

因遺囑成立之信託，於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與受益人間

出典人將土地設定典權

土地為信託財產之他益信託，信託期滿，受託人將所有權移轉與歸屬權利人

39 因信託行為成立，委託人將土地移轉給受託人時，應由何者繳納土地增值稅？

自益信託為委託人 自益信託及他益信託均為受託人

他益信託為受益人 免徵土地增值稅

40 依相關法規，110 年 8 月 1 日甲將房子出租給租金補貼戶（簡稱公益出租人），可享有租稅優惠，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房屋稅稅率可按 1.2%

地價稅稅率可按千分之二

申報綜合所得稅租金收入每年免稅額度為 1 萬元，超過部分可減除 43%費用

申報綜合所得稅租金收入每年免稅額度為 1.5 萬元，超過部分可減除 43%費用

41 依現行土地稅法之規定，土地為無償移轉者，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何者？

原所有權人 出典人 出租人 取得所有權人

42 公共設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間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土地隔離者，其地價稅稅率為：

免徵地價稅 千分之十 千分之六 千分之二

43 依土地稅法，下列何種土地移轉時之增值，無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

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 私人捐贈興建寺廟之土地

配偶間相互贈與之土地 贈與地方政府之私有土地

44 甲出售自用住宅用地，申報移轉現值為 110 萬元，繳納土地增值稅 10 萬元，2 年內又重購自用住宅用地，

取得時，申報移轉現值為 105 萬元，其可申請退還之土地增值稅額為多少元？

 20 萬元  10 萬元  5 萬元  0

45 依土地稅法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在其持有土地期間內，因重新規定地價增繳之地價稅，就其移轉土地部分，

准予抵繳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但以不超過應繳土地增值稅總額的多少百分比為限？

 1%  2%  5%  10%

46 依貨物稅條例規定，下列何種應徵貨物稅之貨物非採按完稅價格計稅？

機動腳踏兩用車 液化石油氣 電烤箱 稀釋天然果汁

47 依貨物稅條例規定，應稅貨物在下列何種情形將不視為出廠？

用作製造另一應稅貨物之原料者

在廠內供消費

在廠內因法院及其他機關（構）拍賣或變賣以外之事由而移轉他人持有

在廠內加工為非應稅產品

48 依貨物稅條例規定，下列何項貨物須課徵貨物稅？

大客車使用之橡膠輪胎 內胎

手機 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

49 下列何種國稅非由國稅局辦理稽徵程序？

進口時繳納之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營利事業 105 年以後購入之土地，110 年 11 月出售時應分開計稅合併報繳之所得稅

出口適用零稅率辦理營業稅退稅

外國人死亡時辦理遺產稅之申報

50 遺產稅在鄉（鎮、市）徵起之收入 80%給該鄉（鎮、市），此種性質之租稅稱為：

共分稅 指定用途稅 地方稅 統籌分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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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行政院統計資料顯示，當前的臺灣社會以那一種家庭型態最多？

核心家庭 主幹家庭 單親家庭 折衷家庭

2 某學生搭乘公車上學途中遭到陌生人刻意的觸碰而感覺被侵犯。經該學生投訴後獲得警方處理，發現該陌

生人為某校教師。按其情節，本案最可能依照下列何種法律程序處理？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3 近年來，臺灣社會常因精神病患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而導致犯行，引起社會關注。為解決此一問題，有設

置「司法精神病院」收容病患之提案，但籌設地點卻常受當地民眾反對而無法實現。請問民眾的反對展現

了下列何者概念？

鄰避效應 棄保效應 破窗效應 搭便車效應

4 近 10 多年來，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出現了興建「不分性別廁所」（unisex toilet）或稱「全性別廁所」（all gender

toilet）的風潮，我國則多稱之為「性別友善廁所」或「無性別廁所」。請問興建此類型廁所最能回應下列何

種需求？

減少女性如廁等候的需求 避免跨性別特質者選擇男或女廁困境的需求

親子共用的需求 壓低興建成本的需求

5 下列何者對於政府的決策行為能產生最大的影響力？

世界咖啡館 參與式預算

對公共政策舉行公投複決 公民會議

6 《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將「虞犯」改稱為下列何者？

偏差少年 迷途少年 非行少年 曝險少年

7 社會權是人權發展到 20 世紀之後增加的重要內容，其目的在充分發展個體生產和生活能力的保障及良好

地發育個體精神人格和社會人格的權利。下列何者不屬於落實社會權的行為？

制定《勞動事件法》協助弱勢勞工得以獲得公平的司法對待

下修《公民投票法》的投票年齡，增進年輕公民直接民權的行使

加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的刑責，確保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

通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鼓勵中高齡前輩持續在職場貢獻所長

8 某甲說：「我小時候，家裡窮！爸媽總是靠打零工養家。但是，我靠著努力讀書，才當上高中老師的」。某

甲的例子可以說明下列何種現象？

代內水平流動 代內向上流動 代間水平流動 代間向上流動

9 某公立高中接獲檢舉，多位在校學生疑似受到學校教師 A 的性騷擾，該校依據「甲」法啟動調查程序，最

後此位教師遭到解聘及罰鍰，此懲處屬於「乙」。依據題幹資料判斷，「甲」、「乙」應分別為下列何者？

刑法、刑事責任 性騷擾防治法、民事責任

性別平等教育法、行政責任 性別工作教育法、行政責任

10 某國警方原設有嚴格服儀規範，現為鼓勵各族群民眾投入警察工作，決定取消部分服儀規範，允許如頭巾

等宗教民俗信物之穿戴。該國這項作法，最符合下列何種目的？

保障國家安全 維護司法正義 推動社會安全 維護多元文化

11 2020 年 11 月，眾所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尋求連任的川普落敗，隸屬民主黨的拜登挑戰成功，

入主白宮成為新任美國總統。關於美國總統統治正當性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新任總統拜登的當選受到對手的質疑，故不具正當性

拜登是依法選出並且最終獲得選舉人團多數票支持，故具正當性

國家領導人只要能為國家人民謀福利，即具有統治正當性

依韋伯的分類，拜登因具群眾魅力而當選故屬魅力型



代號：2501
頁次：4－2

12 有關目前我國政府體制運作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總統認為立法院通過之法案窒礙難行時得行使覆議權

立法院可行使人事同意權對象包含審計長與檢察總長

總統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必須有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之任免命令須有行政院院長副署

13 有關目前立法委員之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有志參與立委選舉須年滿 30 歲始具有參選資格

區域立委係採取每區選出一席之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者，以全國為選舉區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皆採用複數選區可讓渡投票制

14 我國中央政府組織是由總統及五院共同組合而成，制度的設計兼具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特徵，在憲政體制上

較類似於混合制。關於我國憲政體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權與立法權兩權彼此相互融合，類似英國的內閣制

行政權與立法權兩者間的信任制度，類似美國的總統制

國家元首為人民直選並掌部分行政權，類似法國的雙首長制

行政院院長依例由立法院多數黨黨魁出任，類似德國的內閣制

15 依照我國的地方政府體制，關於臺中市霧峰區與高雄市那瑪夏區兩者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兩者皆為地方自治團體，設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

兩者皆屬於市政府派出機關，不具有公法人地位

前者為地方自治團體，後者屬於市政府派出機關

前者屬於市政府派出機關，後者為地方自治團體

16 為使政黨政治健全發展，我國在解嚴後陸續通過相關法律作為人民從事政黨活動與集會遊行的法律依據。

關於政黨與利益團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兩者之成立的法源依據皆為人民團體法 政黨關切的議題層面一般較利益團體廣泛

政黨以推出候選人並贏得選舉為主要目的 利益團體以遊說與陳抗為影響政策的主要工具

17 學理上所謂防衛性民主，是指民主也應受特定價值之拘束，不得逾越憲法基礎秩序。下列何者為我國憲法

制度中採行防衛性民主思想的主要例證？

司法院大法官得組成憲法法庭，宣告政黨違憲並強制解散

憲法之修改最終須經公民投票複決，以二分之一以上選舉人贊成始為通過

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所提不信任案如未通過，1 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國家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時，必須合乎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18 行政權某些運作領域涉及高度專業性，且應與各政治勢力保持一定距離，因此有設置獨立機關之必要。下

列何者為我國現行制度下的獨立機關？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9 近代國家組成要素之一為國民，我國憲法第 3 條即明文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關

於我國現行國籍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國籍法並未直接否認雙重國籍，因此雙重國籍者於我國亦得依法擔任各類公職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後於臺灣地區設籍時起，依法即可擔任公務人員

僅有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始得依法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必須於法定期間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20 政黨為現代民主政治運作不可或缺的元素，其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並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

關於我國政黨相關制度設計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以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之立法委員，於其喪失黨籍後，即喪失立委席次

政黨為特殊性質之人民團體，故各政黨主席須向監察院申報其自身財產

內政部經調查後認為某政黨有危害我國憲政秩序時，得強制解散該政黨

我國政黨得受內政部特許經營電視媒體，以宣揚理念或從事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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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加坡於 1965 年成為共和國。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PAP）是該國自 1959 年成為自治邦後，

首次於選舉中勝出並持續執政迄今之唯一執政黨。2020 年 7 月中，PAP 在國會選舉中贏得 83 席（得票率

達 61.24%），持續以超過 2/3 的席次執政。依據上述所言，新加坡政黨生態較符合下列何者？

非競爭型：一黨專政制 競爭型：兩黨制

競爭型：多黨制 競爭型：一黨獨大制

22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於 2019 年大幅修正，下列有關本次修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犯重罪之少年得令入少年監獄服刑

少年假釋之服刑比例由二分之一調整為三分之一

兒童犯罪者不再適用少年保護處分

未滿 14 歲觸犯重罪者不得宣告有期徒刑

23 司法院大法官對於失聯移工經查獲後受強制收容處分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外國人並非我國憲法的基本權利主體，僅能主張法律層級保障的人身自由

受收容處分的外國人不服該處分，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訴，而無法提請法院裁決

失聯移工遭查獲後，皆須進行強制收容

若暫時收容期間將屆滿，而內政部移民署倘認有繼續收容之必要，須移送法院依法審查決定

24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傳染疫情，自海外返國之民眾須接受 14 日之居家檢疫。接受檢疫者於檢疫期

間，則可依法每日領取新臺幣 1,000 元。試問，該給付的法律性質屬於下列何者？

民事賠償 行政補償 國家賠償 刑事補償

25 甲女已離婚多年，但前夫仍常藉酒裝瘋上門借錢，若借錢不著則拳打腳踢，連甲母也蒙受其害。在一次激

烈爭吵後，甲母女倆都被打傷，甲女忍無可忍，遂報警處理。依我國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情況急迫，甲女可聲請緊急保護令 甲母可向法院聲請家暴保護令

保護令須由家暴受害人親自向檢方聲請 已離婚的甲女，非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之對象

26 依司法院釋字第 790 號解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

者，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罰金。」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處以 5 年

以上有期徒刑。係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誠信原則

27 甲男患思覺失調，其犯殺人罪後，法院判決無罪，依據犯罪三階段理論，是因為不具備下列何種要件？

構成要件該當性 罪刑法定主義 違法性 有責性

28 甲男與乙女已有婚姻關係，與丁女外遇生有一子戊男 5 歲，並定時給丁女、戊男生活費，試問戊男與甲男

的關係為下列何者？

擬制血親 非婚生子女 準正 認領

29 承上題，若甲男過世，不考慮其他情形下，關於產生的繼承問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女、丁女及戊男皆有繼承權 僅乙女及戊男有繼承權

僅乙女有繼承權 僅丁女有繼承權

30 為防止新冠肺炎（COVID-19）擴散造成社區感染，政府防疫措施要求大眾出入公共場所皆須配戴口罩；為

避免口罩價格飆漲，亦同時採行口罩凍漲政策。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上述政府措施，將對本國口罩市場造

成何種影響？

口罩價格較均衡價格低，需求數量大於供給數量

口罩價格較均衡價格高，需求數量大於供給數量

口罩價格較均衡價格低，供給數量大於需求數量

口罩價格較均衡價格高，供給數量大於需求數量

31 國際非政府組織「樂施會」在其 2020 年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全球貧富不均的狀況已經到達「失控」狀態，

而偏差的經濟體制放任極少數億萬富豪坐享鉅額財富卻對社會幾無貢獻，而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

的肆虐將又可能導致 5 億人陷於貧窮之中。關於上述對於貧富不均惡化現象所提到的偏差經濟體制，應是

指何種制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共產主義強調效率至上的制度，導致資源誤置進而造成貧富差距惡化

資本主義強調市場機能，於全球化趨勢加上技術進步下導致貧富差距惡化

共產主義制度主張農工階級至上，但卻忽略資本家因而導致貧富不均

資本主義追求分配公平，卻因此造成生產力下降，反而拉大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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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X 與 Y 兩財貨具有聯合供給的關係，若 X 價格上漲，對 Y 財貨的影響為何？

供給曲線右移，供給量增加 供給曲線右移，供給量減少

供給曲線左移，供給量增加 供給曲線左移，供給量減少

33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且供給法則與需求法則成立。當資本存量增加且勞工變得較重視休閒時，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均衡勞動僱用量一定增加 均衡勞動僱用量一定減少

均衡工資率一定上升 均衡工資率一定下降

34 假設衛生紙的價格不變且國內某家衛生紙廠商去年年底有 5 萬包存貨，今年生產了 10 萬包，且今年年底

有 3 萬包存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它對我國今年的 GDP 的貢獻為 7 萬包的價值 它對我國今年的 GDP 的貢獻為 15 萬包的價值

它對我國今年的 GDP 的貢獻為 10 萬包的價值 它對我國今年的 GDP 的貢獻為 12 萬包的價值

35 我國 2002 年加入 WTO（世界貿易組織），當時不分酒精濃度每公升課稅 185 元，因此一瓶米酒從新臺幣

24 元暴漲至 185 元，請問較可能與 WTO 下列何種原則有關？

最惠國待遇 國民待遇原則 禁止歧視原則 關稅減讓原則

36 We need to a babysitter so that we can both go to my father’s birthday party.

 hide  hire  hunt  hold

37 People in different cultures may have different of greeting.

 contracts  customers  contacts  customs

38 It rained so heavily this morning that I could walk in the street.

 only  really  hardly  clearly

39 Sea level rise is a (n) of global warming that has been threatening small-island nations and coastal regions.

 impact  journal  object  contest

40 The voting for building a park for dogs in this city will next week.

 take off  bring in  take place  bring about

41 Professor Lee is one of those rare scientists who can explain something technical so well that a can

understand.

 defender  mentor  layperson  mocker

42 flights are generally cheaper and shorter than most international flights.

 Domestic  Electric Medical  Original

43 The school education i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that students should develop their full potential.

 principle  rotation  construction  treatment

44 Nowadays many people to the online music service instead of buying the real musical DVDs or CDs.

 subscribe  supply  sustain  submit

45 Tina was mad with her boyfriend at the party, but she didn’t want to make a in public.

 sense  scent  science  scen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uthorities in Hawaii are proposing a ban on the popular tourist activity of swimming with dolphins off the

Hawaiian coast. The dolphins have 46 as a magnet for tourist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However, federal officials

say the increasing tourism is 47 to the dolphins because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resting and socializing. The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proposes to prohibit swimming with, or approaching within 50 meters of, Hawaii’s

spinner dolphins. That would put an end to many tour group activities, which involve sailing alongside the 48 in a

boat and snorkeling with them. Ann Garrett, a spokeswoman for the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said she didn’t

think the ban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49 the tourist trade in Hawaii. Tour operators 50 with Ms. Garrett’s

assessment. They warned that it would be the end of legitimate dolphin swimming in this area. Dolphins typically are

most active at night and sleep and relax during the day, which is when the tourists interact with them.

46  served  protected  traded  inspected

47  essential  practical  harmful  restless

48  creatures  passages  substances  directors

49  with  at  on  by

50  promised  insisted  suffered  disag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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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產可能曲線是由下列那一曲線轉換而求得？

需求曲線 生產曲線 交易的契約曲線 生產的契約曲線

2 在私有財配置過少而公共財配置過多的社會失衡情形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能是政府官僚追求掌管預算極大之本位主義所導致

可能是消費行為存在依賴效果（dependent effect）所導致

可能是民眾隱藏其對公共財之消費偏好

可能是民眾較不了解公共支出所帶來之利益所導致

3 下列有關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First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之假設，何者正確？

生產者有制定價格的能力 消費者具凹性偏好（concave preference）

每一個商品或勞務皆有交易市場存在 市場運作可有交易成本

4 下列有關財貨最適數量之敘述，何者正確？

不論公共財或私有財，每人均消費相同之數量

不論公共財或私有財，每人均消費不同之數量

私有財每人消費相同之數量，公共財每人消費不同之數量

公共財每人消費相同之數量，私有財每人消費不同之數量

5 下列何者是「公共財」的特性？

一致性 效率性 非排他性 非流通性

6 具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性質的公營事業，在採取邊際成本訂價法下，一般而言，會產生下列何種

現象？

產生盈餘 產生虧損 盈虧互抵 正常利潤

7 公共支出若出現「上升容易，下跌難」的現象，係指下列何種效果？

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 制輪效果（ratchet effect）

檢查效果（inspection effect） 集中效果（concentration effect）

8 當財產權明確，可藉由協商以解決外部性問題，不需要政府介入，此論點是下列那位學者提出？

寇斯（R. Coase） 波文（H. Bowen）

鮑莫（W. J. Baumol） 雷姆斯（F. Ramsey）

9 下列那一種財貨其社會價值大於私人的評價，因此若由私人提供則會造成數量不足，須由政府提供較

適合？

停車場 打預防針 有線電視 高爾夫球場

10 在不考慮外部性之前提下，自然獨占廠商若以邊際成本來訂價，可以達到下列何項目標？

利潤極大化 銷售額極大化 社會福利極大化 投資極大化

11 X 財由公營事業提供，Y 財由民營企業提供，X 財與 Y 財間為互補關係，且 Y 財因課徵從量貨物稅而使

其價格高於邊際成本，此時在次佳（second best）理論訂價法下，X 財之訂價與其邊際成本的關係如何？

價格高於其邊際成本 價格低於其邊際成本

價格等於其邊際成本 價格與其邊際成本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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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內部報酬率準則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時，若是一項公共投資計畫值得推動，下列何者成立？

內部報酬率大於社會折現率 內部報酬率小於社會折現率

內部報酬率等於社會折現率 內部報酬率為 0

13 我國自來水公司對其用戶採用下列何種方式收費？

邊際成本訂價法 平均成本訂價法

最低成本收費法 兩部訂價法

14 下列有關華格納法則的敘述，何者正確？

公共支出的所得彈性大於一，隨著國民所得成長，公共支出亦隨之提高

民主政治循環，造成公共支出擴張

政府官僚體系之僵化，造成公共支出逐年提高

利益團體遊說，使得公共支出擴張

15 皮寇克（A.T. Peacock）與魏斯曼（J. Wiseman）提出，因戰爭或社會重大事件發生，使得政府面對問題尋

求解決之法，因而造成公共支出增加，此稱之為：

檢查效果 位移效果 集中效果 閉鎖效果

16 投票者與其他投票者交換條件，協助彼此通過議案，以謀求個人淨利益最大，此即所謂：

坐享其成 選票互助 策略性投票 競租

17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此為何種投票法則？

一致決 絕對多數決（supermajority voting rule）

消耗性投票（exhaustive voting） 辛辛那提投票法則（Cincinnati rule）

18 根據布坎南（J. Buchanan）與杜洛克（G. Tullock）的最適憲政模型（the optimal constitution model），全體

一致決的外部成本為何？

零 正無限大 負無限大 視議案的重要性而定

19 若甲、乙、丙依序分別代表全體一致決、簡單多數決與相對多數決 3 種不同的投票方式。若依議案通過所

需最少贊成人數的多寡加以排序時，下列何者正確？

甲＜乙＜丙 甲＞乙＞丙 乙＜丙＜甲 乙＞丙＞甲

20 根據亞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中的那一個假設條件，我們可以排除循環多數決的

發生？

全域性（unrestricted domain）條件

遞移性（transitivity）條件

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條件

柏瑞圖（Pareto principle）條件

21 下列何者不是利益團體影響政府政策的方法？

政治獻金 關說 要求成員踴躍投票 追求社會福利極大

22 關於選票互助對社會福利及公共支出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福利增加，公共支出增加 社會福利增加，公共支出減少

社會福利可能增加或減少，公共支出增加 社會福利及公共支出皆可能增加或減少

23 下列有關淨現值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淨現值大於 0 的計畫都可執行 淨現值小於 0 的計畫都不可執行

淨現值越大的計畫越優先執行 淨現值越大表示計畫的總成本高於總利益越多

24 在評估公共支出計畫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無形效果不需納入計算 直接效果需要納入計算

實質效果需要納入計算 間接效果需要納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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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據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我國政府間的財政移轉方式？

縣統籌分配稅款 地方政府就現有國稅附加徵收之附加稅課

協助金 計畫型補助款

26 決策者在決定可行方案的優先順序時，以成本利益分析法為分析工具的出發點為何？

追求超額負擔的極小 尋求外部成本的內部化

追求預算規模的極大 尋求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

27 下列何者非農民健康保險給付項目？

傷害給付 生育給付 死亡給付 老年給付

28 下列何者非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的計收項目？

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 人壽保險金給付

29 關於①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與②完全儲備制（full funding）的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①的家戶所得重分配效果高於②

①的安全準備金（或基金）投資績效要求低於②

①的代際重分配效果高於②

①的基金存量高於②

30 定額稅（lump-sum tax）符合下列那項特性或原則？

租稅中立性 租稅比例性 受益原則 垂直公平原則

31 納稅人之租稅負擔應與其自政府公共支出計畫所獲得之利益相稱，此種課稅原則稱為：

量能原則 平等原則 對稱原則 受益原則

32 依稅率結構區分，若平均稅率隨著稅基之增加而減少時，稱為：

累退稅 累進稅 比例稅 中立稅

33 法定歸宿與經濟歸宿可能不盡相同，其間之差異稱為：

差異歸宿 比較歸宿 租稅轉嫁 租稅調和

34 假設市場需求曲線為一負斜率曲線，市場供給曲線為一正斜率曲線，對供給方課徵從量稅時將導致供給

曲線：

平行往右移動 平行往左移動

與需求曲線同時往上移 與需求曲線同時往下移

35 在商品為完全競爭市場之下，供給曲線為水平線且需求曲線為負斜率時，下列關於補貼所造成之超額負擔

的敘述，何者錯誤？

與補貼率成正向關係 與受補償需求彈性成正向關係

與納稅人支出成正向關係 與所得彈性成反向關係

36 重複課稅可區分為形式與實質，而實質的重複課稅又可分為主體的與客體的重複課稅。下列何者屬於實質

客體的重複課稅？

對生產要素的所得課徵所得稅，再對其所得用於消費時課徵消費稅

對生產要素的所得消費後所剩餘所得的累積課徵財產稅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同一個人的不同所得課徵所得稅

對公司課徵公司所得稅，稅後盈餘以股利分配給股東後，對股東的股利所得課徵個人所得稅

37 下列對於課稅的超額負擔之定義，何者正確？

整體社會福利的損失與政府稅收之間的差額 消費者剩餘加上稅收

納稅人租稅負擔增加 納稅人的福利減少

38 在商品為完全競爭市場之下，若供給曲線為一正斜率曲線，需求曲線為一垂直線，對生產者課徵貨物稅將

如何影響產量與價格？

產量不變，消費者支付的價格上升 產量不變，消費者支付的價格不變

產量減少，消費者支付的價格上升 產量減少，消費者支付的價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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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關於逃稅的敘述，何者正確？

違反稅法規定，達到少納或免納租稅目的的行為

合法但鑽法律漏洞，達到少納或免納租稅目的的行為

合法選擇稅負最輕的途徑

不違反稅法立法精神

40 當所得總額大於基本生活水準，則須繳納租稅；當所得總額小於基本生活水準，則政府給予補貼，此一稅

制屬於：

線性累進所得稅 負所得稅制 效率原則 受益原則

41 休閒是正常財，下列關於負所得稅制對勞動供給影響的敘述，何者正確？

當納稅人稅前所得總額小於基本生活水準，則負所得稅制會增加納稅人的勞動供給

當納稅人稅前所得總額大於基本生活水準，則負所得稅制會增加納稅人的勞動供給

當納稅人稅前所得總額大於基本生活水準，則負所得稅制會減少納稅人的勞動供給

當納稅人稅前所得總額小於基本生活水準，則負所得稅制會減少納稅人的勞動供給

42 計算普通統籌分配稅款分配予各鄉（鎮、市）應分配之比率時，相關參考指標中，不包括下列何者？

人口數 土地面積

營利事業營業額 正式編制人員人事費

43 依據我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的規定，金門縣及連江縣的基準財政收入額係以其他縣市基準財政收

入額為基準作以下何種調整？

其他縣市基準財政收入額扣除菸酒稅收入 其他縣市基準財政收入額加上菸酒稅收入

其他縣市基準財政收入額扣除補助收入 其他縣市基準財政收入額加上補助收入

44 根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在我國直轄市及縣（市）稅中，下列何者沒有稅收分成的規定？

貨物稅 房屋稅 印花稅 契稅

45 關於財產稅適合作為地方稅的優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財產稅由地方政府作估價、調查等工作，就課稅資料的掌握較中央政府有稽徵效率

財產稅多以不動產為租稅客體，因該租稅客體不具移動性，因此稅基穩定

財產稅按區域劃分課徵，可與行政區密切配合，並作為地方公共支出的財源，反映因地制宜之優點

容易轉嫁，超額負擔極小，符合效率原則

46 美國某些州當財產稅的稅額占納稅義務人所得比例高於特定百分比時，納稅義務人可享有地方政府退還部

分的稅款，此種租稅優惠稱為：

斷電器機制（circuit breaker） 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草原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捕蠅紙效果（flypaper effect）

47 下列何者不屬於政府之歲入？①捐贈收入 ②公債收入 ③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收入

僅② 僅③ 僅②③ ①②③

48 預算法第 34 條規定：「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分析報

告」最符合下列何種預算制度之精神？

複式預算 企業化預算 設計計畫預算 參與式預算

49 因應臨時融通國庫所需並節省利息費用，依償還期限政府宜發行下列何種型態債券籌措資金？

流動公債 長期公債 固定公債 永久公債

50 關於所得量能課稅原則之水平公平與垂直公平，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符合水平公平，對於具有相同所得的人，必須課徵相同的租稅額

為符合水平公平，對於民生相關必要用品免徵營業稅

為符合垂直公平，對於高所得者應該課徵較高的租稅額

為符合垂直公平，所得稅不可為定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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