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 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 佐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科 

科 目： 公民與英文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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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韓執政的勞動黨發起超過十萬人的大遊行，大批學生通過主席臺時激動高喊『百戰百勝，效忠領袖』...」
上述的群眾活動，因為不符合下列的何項特性，而不會被視為是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是具有共同意識者的集結 社會運動是自發性由下而上的行動 
社會運動是有組織的集體行動 社會運動是具有目標的行動 

2 沙烏地阿拉伯因為憂心允許婦女開車會導致賣淫、同性戀、離婚比率升高，因此自 1932 年起禁止女性駕
駛開車上路，違者須接受 10 下鞭刑的嚴厲懲罰。上述限制侵犯了女性的何種人權？ 
消極人權 積極人權 集體人權 社會人權 

3 下列有關我國少年事件處理法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少年事件處理法所稱少年，指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 
為確保審判結果公正無私，少年刑事案件均採公開審理 
少年前科紀錄塗銷，可以避免標籤作用、使其改過自新 
基於民眾知的權利，媒體報導可揭露少年刑事被告資訊 

4 某學者主張：「我們之所以能享受豐盛的晚餐，並非出於屠夫、釀酒者或麵包匠的慈悲為懷，而是由於
他們關切到自身的利益。因此，不必跟他們表示我們需要什麼，只要讓他們知道自身的利之所在就行
了。」 依上文判斷，下列針對公益與私利關係的敘述，何者最符合該學者的主張？ 
私人利益先於公共利益，減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預 
要求國家必須審慎訂定對多數人有利的公共政策 
主張私人利益必須建立在完善的公共利益基礎上 
公共利益如果被充分滿足，私人利益將自然實現 

5 政府積極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但民眾擔心住家附近興建社會住宅，會影響居住品質、導致房價下跌，故
多存抱持反對意見，造成社會住宅進展緩慢。上述現象，凸顯公共利益推動時常面臨的何項問題？  
鄰避效應 誘因不足 共有財的悲歌 「搭便車」問題 

6 一位女教授參加國立大學校長遴選，代表教育部的遴選委員詢問她「女性候選人在募款方面比較吃虧」、
「妳先生在北部，妳到東部來，妳的家庭怎麼辦？」等語。該教授在落選後，認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
遇而向法院提告。一審判該教授獲賠 200 萬元；二審法院則認為該案應以「國家賠償法」來請求為由，
判決不賠、但可上訴。報紙據此以斗大標題寫著「女校長敗訴！」然後再寫「可求國賠」。 下列何者最
能用來描述上述媒體標題的報導﹖ 
透過「置入性行銷」進行隱藏性歧視 透過「媒體使用權」的行使促進討論 
透過「媒體再現」加工編輯製播新聞 透過「第四權」的角色報導評論事實 

7 某國政府新聞稿提到：「為落實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工作，增進其語言及生活適應能力，始能順利融
入我國生活環境，與國人組織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不良所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將落實外籍新
娘生活輔導實施計畫…。」上述新聞報導隱含下列何種概念？ 
我族中心論 文化多樣性 多元文化論 文明進化論 

8 政府基於核廢料具有輻射性的考量，對其存放地點往往選擇遠離人口眾多的都會區，以避免造成社會大
眾的反對與恐慌，但卻因此犧牲偏遠地區的少數居民權益。依上所述判斷，政府對核廢料存放地點的考
量，較符合下列何種學說的主張？ 
效益主義 正義論 社會主義 社群論 

9 小陳失手撞破玻璃杯而割傷老王的手，老王欲對小陳提告。後經好友相勸，兩人達成協議，由小陳支付
老王醫藥費，而老王則不提告。上述小陳與老王解決紛爭的方式，屬下列何者？ 
訴訟上的調解 仲裁 訴訟外的和解 訴訟上的和解 

10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某公務員作出休職兩年的處分，是要該公務員負起下列何種責任？ 
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 政治責任 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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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逢選舉競選期間，許多公務機關都會在門口張貼「謝絕政黨、公職候選人及其支持者進入辦公場所從

事競選相關活動」，這種作法最主要是為了落實下列何項概念？ 
分權制衡 社會正義 行政中立 誠信原則 

12 高雄市議會制定《高雄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條例》，規範市場營業等事項。依上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高雄市議會三讀通過該條例後須提交立法院追認才可實施 
地方政府可訂立法規管理公有市場是「地方自治」的落實 
高雄市列為直轄市層級，因此並不屬於地方自治團體 
「省」雖已虛級化，但高雄市自治事項仍受省政府監督 

13 下列何者屬於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型態的主張？ 
政府應控制物價、失業問題，使人民能安居樂業 
政府應保障個人基本權利，防止國家過度介入個人生活 
主張國家利益的維護，是積極保障個人自由之基礎 
政府應重視弱勢族群照顧，維持資源分配之公平正義 

14 英國為君主立憲的「內閣制」國家，下列關於英國政府體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英國女王為虛位元首，對外代表國家 
英國女王可直接任命首相，無須國會同意 
國會議員由人民選舉產生，但議員不可以兼任內閣閣員 
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首相與國會議員分別對人民負責 

15 ｢總統制｣國家以美國為代表，美國總統由人民選舉產生，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下列關於美國｢總統制｣

的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與立法分權，分別代表民意並對人民負責 
總統公布法律及命令，須經總理及部會首長副署 
立法權監督行政權，總統須至國會報告並且接受質詢 
部會首長由國會議員兼任，政府穩定且政策較為持續 

16 依民法規定，物分為動產與不動產。不動產分為土地及定著物，而動產則為所稱不動產以外之物。下列

何種屬於動產？ 
橫跨高屏溪的斜張橋  掛在蘋果樹上之蘋果  
頂樓加蓋的違章建築   工地施工時工人休息用的貨櫃屋 

17 同學們在課堂中討論「政府的功能與角色」，以下四項發言中，何者發言的內容與自由主義的理念最接近？ 
國家推動全民健保，並強制每個人都要加入此一保險 
稻米生產過剩導致價格暴跌，政府高價收購保障農民 
要求公共場所設置無障礙空間，方便身心障礙者通行 
公營事業民營化以提高經濟效率，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18 依現行刑法規定，下列何者為從刑？ 
沒收 抵償 褫奪公權 追繳 

19 假設有民眾質疑死刑執行過於迅速、草率，主管機關官員面對質疑時指出「一切皆依據法律，外界不須

多作揣測」，該名官員應屬於下列何機關？ 
最高法院 司法院 法務部 高等行政法院 

20 關於「刑罰」的敘述，依現行法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主刑可單獨存在，不一定要搭配從刑 罰金為財產刑，屬主刑的一種 
遭褫奪公權者，仍具有投票權 沒收，必須依附主刑始可宣告 

21 阿勇為籌辦婚禮做了下列許多準備：①親赴知名餅店購買喜餅一批，②商請退休多年的鄰居王太太製作

手工喜糖，③去某酒店訂 20 桌喜宴，④並請成立個人攝影工作室的阿國拍婚紗照。上述行為，那些適用

消費者保護法？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③④  ① ②③ 

22 2015 年韓國憲法法院判決，該國對通姦者的刑事處罰違反憲法，其理由為「就算通姦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不道德行為，國家權力不應該干涉個人的私生活。」韓國憲法法院的主張最接近下列何項觀點？ 
罪刑法定主義  特別預防理論 應報理論 刑法謙抑思想 

23 鄭男某日開車行經某交叉路口時，被員警逕行舉發「左轉彎未先駛入內側車道」及「拒絕接受稽查」兩

項違規，罰鍰 700 元、3300 元，經交通裁決所裁決後仍不服，因而決定提撤銷裁罰的請求。依上所述判

斷，鄭男應向下列何者提出？ 
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民事庭 地方法院刑事庭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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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名少女和親友們在機場搭乘班機前往日本旅遊前，一句「行李有炸彈」的玩笑話嚇壞眾人，後經鑑識
人員檢查行李發現是虛驚一場，但機場航警仍依法將少女留置並通知父母陪同偵訊，少女的日本行因此
泡湯。依我國現行法令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航警依法留置少女，限制少女的人身自由，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航警的處置導致少女日本行泡湯，少女可向政府提出國家賠償 
個人濫用言論自由會妨礙社會發展，故言論自由應接受國家事前審查 
玩笑話亦屬言論自由，且證實沒有炸彈，航警沒有正當理由留置少女 

25 男子甲因喝醉酒不慎打破酒瓶，被碎玻璃割傷，後來送到急診室縫合傷口時，認為醫師口氣不佳、且縫
合技術太差使其疼痛，便對醫師拳打腳踢，導致該名醫師身上多處瘀傷與撕裂傷，且有輕微腦震盪。網
友得知此事後氣憤不已，便進行人肉搜索找出甲的住址及職業，並公開於網站上。上述案例若依相關法
令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毆打醫師的行為引起社會普遍關注，因此無法私下和解 
普通傷害罪為告訴乃論，該名醫師可決定是否對甲提出告訴 
基於契約自由原則，醫療院所可以拒絕為酒醉病患提供診療服務 
網友公開甲住家地址，可能會侵害甲的秘密通訊自由 

26 報載：某殯葬業者將歇業旅館的房間改裝成靈堂，但仍保留旅館外觀樣貌。市府在民眾蒐證舉發後，認
定業者未申請經營屬實，且該設備屬違建，乃依法開罰 30 萬元，並限期自行拆除違建。若政府在未到期
限前，即派人到場強制拆除，則可能違背下列那一項行政原則？ 
比例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27 憲法第 130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某一民間團體持續推動青少年
參與政治的行動，提倡將投票年齡下修至 18 歲。若立法院擬修正投票年齡，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需先完成憲法修正後才能修改投票年齡  
該案議決通過需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同意 
提案後需送交立法院的審查委員會來排定議程 
立法院三讀通過後送交總統公布即可生效施行 

28 家住臺南的大雄想利用春假到日本關西賞櫻，因此必須要兌換日幣。倘若最近日幣兌換臺幣是呈現升值
的趨勢，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大雄應該儘早去換日幣以免變貴 日幣升值對赴日旅遊者較為有利 
臺灣出口至日本的商品會變較貴 日幣升值對日本出口業者較有利 

29 在臺灣的街道常見嚼食檳榔者亂吐檳榔汁破壞市容，而研究報告也指出嚼食檳榔容易導致口腔癌，政府
對此多次研擬提出解決方案，但往往因為面臨業者與民代的壓力而作罷。上述內容主要凸顯下列何種經
濟學的現象？ 
供需失衡 政府失靈 資訊不對稱 公共財悲歌 

30 臺南強震導致房屋倒塌，政府為協助災民生活重回正軌，要求各單位全力投入災區重建。若僅根據上述
判斷，在不考慮其他條件情況下，臺南的建材市場將如何變動？ 
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增加 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減少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增加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減少 

31 我國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許多農產品皆受到消除貿易障礙之衝擊，然而紅豆則被列為敏感作物，可
設有進口配額的保護。假設在自由貿易時我國為紅豆之進口國，與自由貿易且不設關稅與不考慮運輸成
本的情況相比較，設定進口配額的做法對我國紅豆市場有何影響？ 
消費者剩餘會減少 生產者剩餘維持不變 經濟福祉增加 紅豆的進口量會增加 

32 老張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店面開麵館，他從大賣場添購桌椅，老張的兒子小張也會在放學後到麵館幫忙
賣麵，老張每三個月會調整麵館菜色以吸引客人。若從生產要素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老張所租用的店面，屬於勞動 老張從賣場購買的桌椅，屬於資本 
小張放學幫忙父親賣麵，屬於企業才能 老張調整麵館菜色，屬於勞動 

33 若甲國出口電腦到乙國，在不考慮運費、關稅、匯率等問題時，根據國際貿易的原理，下列有關甲國的
敘述何者正確？ 
消費者剩餘減少，生產者剩餘不變，導致總剩餘減少 
生產者剩餘減少，消費者剩餘不變，導致總剩餘減少 
消費者剩餘增加超過生產者剩餘減少的部分，導致總剩餘增加 
生產者剩餘增加超過消費者剩餘減少的部分，導致總剩餘增加 

34 臺灣近年發生多起船舶擱淺事件，導致海洋重大污染也影響海洋生態。政府未來擬提高污染船舶罰鍰，
嚴懲其行為。依上所述判斷，政府是採取下列何種方法來解決此外部性行為？ 
解決資訊不對稱 界定財產權 直接管制 課稅 

35 若以勞動人口的定義來看，下列何者屬於勞動人口？ 
大專校園內的教官  正在放無薪假的作業員 
片酬高達 100 萬的 13 歲天才演員 在高中兼課的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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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 group of Russian hackers has     1.2 billion username and password combinations from Internet users 
since 2011. 
 gathered  impacted  fastened  caught 

37 Thai people ______ the New Year with a water festival during which they throw water at each other all day. 
 skip  apply  escape  celebrate 

38 Our teacher keeps telling us that using _____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unknown words. 
 dictionaries   messages  telegraphs  menus 

39 Joanne did not finish her office work today because she worked too _____. 
 chiefly  speedily  rapidly  slowly 

40 Beethoven is regarded as a ______ musician. His classical masterpieces have been highly admired by his fans all 
over the world. 
 conservative   invaluable  legitimate  prestigiou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Don't be alarmed if fellow passengers start stripping off after boarding a metro train in Taipei. Chances 

are they think they've found a swimming pool inside   41  . To celebrate being the host city of Universiade 
2017--the Olympics fo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thletes--the Taiwanese capital has transformed a six-car train 
into six different sports   42  --a running track, a soccer pitch, a baseball field, a basketball pitch, a field for 
throwing sports and a swimming pool. And the eye-popping 3D artworks have inspired   43   commuters to 
dive in. "We hope to bring sports   44   to their daily life," says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ity'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Tourism. It is a fun   45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sport in general among Taiwanese and get 
the public to get involved in the games. 

41  the transit  the camp    the carriage   the chamber 
42  venues  tools    comission  diplomacy 
43  few  a few  little  a little 
44  open  opposed    wider  closer 
45  campaign  exercise   market  practic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Summer Camp Schedule 
LAZY MONDAY 

Watch a movie, play in the yard, play with blocks, color, or read. 
Just do something easy and relax. 

TAKE A TRIP TUESDAY 
Visit a museum. Take a trip to the zoo. Walk to the park. 

Just go. 
WHAT’S COOKING WEDNESDAY 

Cook something together. Let’s have fun in the kitchen. 
TRY A CRAFT THURSDAY 

Try a new fun craft idea. Make play-dough. Finger paint. 
The options are endless. 

FUN FRIDAY 
Do something fun! 

46 Where can we most likely see this schedule？ 
 In a bakery.  In a museum.  In a kids' school.  In a concert hall. 

47 What is this notice about？ 
What to do in the camp.  What to study at school. 
 How to design kids' schedule.  How to teach your kids.  

48  On which day can kids prepare food together in the kitchen？ 
Mon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49 If you want to read a storybook, which day is the best？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this notice？ 
 Children learn math and science in this camp. 
 Children are free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 every day.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is emphasized in this program. 
 Children visit somewhere outside the camp every we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