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年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試題 
科  別：一般行政 
科  目：公民與英文 
考試時間：1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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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4501 
頁次：4－1 

1 吾人常言：「魚與熊掌不可得兼」，這一句話代表了經濟學中的那一種觀念？ 

供需法則 機會成本 比較利益原理 投機心態 

2 民眾控告政府的訴訟是屬於下列何者？ 

行政訴訟 民事訴訟 刑事訴訟 非訟事件 

3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是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定期舉行的經濟諮詢會議，臺灣與大陸都以經濟體的身

分加入。請問：APEC的屬性是下列何者？ 

全球性組織、政府組織  全球性組織、非政府組織 

區域性組織、非政府組織  區域性組織、政府組織 

4 「公民」這個觀念，最早出現在何時何地？ 

古希臘 古羅馬 近代英國 近代中國 

5 最近海地發生地震災難，各國紛紛投入大量物資到當地，並進行人道救援等，這可視為國際社會的那一種

互動模式？ 

國際競爭 國際合作 國際援助 國際衝突 

6 花蓮縣議會有那些方式可以監督花蓮縣政府的經費運用？①預算審查 ②決算審核 ③施政質詢 ④彈劾

和罷免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7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下列何者不屬於監察委員的職權？ 

彈劾權 糾舉權 審計權 同意權 

8 生產者使用自有資金從事生產，這個部分也應算入生產成本之中，這是下列那一種概念的運用？ 

絕對利益原則 機會成本 需求法則 供給法則 

9 假設其他條件不變，某一財貨的需求減少，供給增加，則價格通常會： 

上升 不一定 不變 下跌 

10 國際貿易是基於下列那一個理論基礎而發生的？ 

均等利益原則 社會成本原則 絕對利益原則 比較利益原則 

11 民眾接到詐騙集團的詐騙電話時，可以撥打防詐騙專線，該專線電話號碼為幾號？ 

 110  113  165  166 

12 下列有關「市場經濟制度」的敘述，那些正確？①以私有與公有並存的財產制度為基礎 ②以自由競爭為

原則 ③以公平分配為目的 ④以機器生產為手段 ⑤以追求利潤為目的 

①②③ ②③④ ②④⑤ ③④⑤ 

13 林自強擔任公務員時，因主管都市發展業務失職行為相當嚴重，被  提出彈劾，並移送  的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審議，以決定他可能接受的懲戒。請問：上文空格，依序應填入的機關為何？ 

司法院、監察院 立法院、司法院 監察院、司法院 監察院、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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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民課進行戶外教學，到地方法院參觀，同學們分別看到民、刑事庭開庭情況，活動結束後老師請同學們

發表所見所聞，下列四位同學的看法，何者是正確的？ 

王芸：穿著鑲白邊黑色法袍的是法官 周瑞：穿著鑲綠邊黑色法袍的是律師 

陳瑛：穿著鑲藍邊黑色法袍的是書記官 趙強：穿著鑲紫邊黑色法袍的是檢察官 

15 我國的普通法院審級制度，一般稱為： 

三級二審制 三級三審制 二級二審制 二級三審制 

16 我國立法委員自第 7屆起，縣市區域代表是採何種選舉方法產生？ 

政黨比例代表制 複數選區相對多數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 單一選區絕對多數制 

17 民國 85 年我國選出第一位民選總統，請問我國總統選舉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改為全民直選，下列何者是該

選舉的法源依據？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18 一般來說，採行小選舉區制比較可能產生下列那一種情況？ 

有利小黨 有利大黨 議員與選區關係淡薄 新人容易出頭 

19 英國早期規定合於資格的公民除了在戶籍地擁有投票權外，大學生也可在大學區另投一票。以現代民權角

度而言，此種規定顯然違反了我國那一項選舉原則？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20 依我國現行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者有權解散立法院？ 

總統 憲法法庭 行政院院長 監察院院長 

21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人因為沒有自己的國家，到處受到歧視與迫害，更有許多人遭到德國的納粹黨

屠殺，深感亡國之痛的猶太人竭盡所能希望建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猶太人在英、美等國的支持下，於

巴勒斯坦地區建立以色列這個國家，由此可見，以色列建立國家的首要任務是什麼？ 

擴大國家版圖 推動福利政策 維護國家安全 維護社會秩序 

22 我國社會由於政治參與的風氣興盛，不管大小選舉總是有許多候選人熱情參與，如果依據政見主張的層級

來做判斷，下列何者是最值得推薦的候選人？ 

王里長：主張開放兩岸三通 林縣長：主張推動地方產業 

李鄉民代表：主張全民健康保險免費 郭縣議員：主張退出世界貿易組織 

23 一群急公好義的熱心居民，號召成立臺北市內湖區安全暨健康社區促進會，歷經三年的努力，通過了世界

衛生組織安全社區認證，讓社區晉身為國際級的安全社區。請問：依上文內容判斷，內湖區安全暨健康社

區促進會是屬於那一種類型的民間團體？ 

營利團體 政治團體 社會團體 職業團體 

24 人類社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而產生不斷的變化，稱之為社會變遷。下列各種因素中，何者最不容易造

成急遽的社會變遷？ 

教育 戰爭 新科技 自然災害 

25 生活在強調「知識經濟」的快速變遷社會中，我們要如何才能使自己不至淪為當代的知識文盲？ 

積極參與公共事務  熟知個人的權利與義務 

尊重多元文化價值  培養終身學習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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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社會上常以「舉頭三尺有神明」這句話勸誡人要心存善念，不要胡作非為。請問這句話最能代表宗教的那

一種功能？ 
解答生命的疑惑  安定人們的思想 
加強社會控制的力量  提供精神的支持與慰藉 

27 禮記禮運大同篇：「壯有所用」的理念與我國社會福利政策中的那一個項目較為相關？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國民就業 醫療保健 

28 亞當斯密斯（Adam Smith）於國富論中曾提及：「市場價格為一隻無形的手」。請問：下列敘述中，何者

是由這隻「無形的手」所推動的？ 
百貨公司衣服的售價  高速公路的過路費 
換發駕駛執照的規費  國民中學學生的學雜費 

29 僱傭契約中加上單身條款，規定女性員工結婚後必須無條件離職，強迫新進女性員工均須簽訂。這種作法

違反憲法規定賦予人民的那些權利？①自由權 ②平等權 ③受益權 ④參政權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30 中華民族特別重視春節團拜、清明掃墓、端午賽舟、中元普渡和中秋賞月等風俗習慣；而美國人則非常重

視復活節、感恩節和聖誕節等節慶活動。上述現象，主要是顯示了文化的那一項特性？ 
普遍性 差異性 累積性 約制性 

31 規範人類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中，起源最早的是： 
習俗 道德 宗教 法律 

32 近來臺灣地區發生感染「H1N1」致死的病例，傳播媒體報導相關疫情之外，並對病毒的感染途徑、症

狀作了詳盡的介紹，同時提供民眾防疫方法。這是傳播媒介何種功能的發揮？①提供訊息 ②監督國會 

③教育民眾 ④休閒娛樂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33 馬克思對於社會的觀察特別著重闡釋社會的不和諧，他強調有權力的統治者可以迫使被統治者接受其意見，

這種強調社會結構的功能不良，而形成階級壓迫的社會互動方式是： 
交換 競爭 衝突 同化 

34 近來雙卡風暴席捲全臺，這批卡奴往往被循環利息壓到喘不過氣來，其中有部分人士是為了滿足一時的慾

望而做了過度的消費，買了許多的奢侈品。根據以上所言，我們在消費時應特別注意下列那一項問題？ 
產品是否流行及符合自己的需求 是否有負擔能力 
消費意願能否每次均滿足  產品是否夠低價 

35 如果我們現在想成立政黨，應依下列何種法律之規定辦理？ 
憲法 政黨法 人民團體法 集會結社法 

36 Mary loves weekends. Saturdays and Sundays are her     days of the week. 
 cold  favorite  difficult  possible 

37 Grandpa discovered his surprise birthday cake     in the oven. 
 putting  eating  hiking  baking 

38 Mountain climbing can be     because accidents do happen. 
 boring  effective  expensive  dangerous 

39 Vicky wishes she could learn all the foreign languages     at school. 
 teach  teaching  taught  were taught 

40 While the children     noisily in the classroom, the teacher suddenly came in. 
 are talking  have talking  was talking  were t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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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his newly designed computer can store ten times     the old model. 
 as much information as   information as much as 
 as many information as   information as many as 

 
  Recently, more and more college students have chosen to work abroad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offer them job  42  with places to stay. Those who get the jobs will 

have to pay for their own traveling and living  43 . Most of them find  44  in restaurants, stores and farms. 

For those who provide service in national parks, they will have a better chance to earn more money because they 

usually receive  45  from the tourists. Most of these students try to spend some time  46  places of interest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y work. For most of them, this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as they can not only earn money 

and make friends but also get to use English and see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42  surveys  headlines  features  opportunities 

43  passages  expenses  groceries  struggles 

44  employment  announcement  government  experiment 

45  views  meals  tips  items 

46  visiting  becoming  welcoming  playing 

 
  A scorpion and a frog met at the side of a river. The scorpion wanted to cross the river, but he didn’t know 

how to swim. 
  “Please, Mr. Frog,” he said, “would you carry me across the river?” 
  “I can’t do that,” said the frog. “You are a scorpion, and you will sting me.” 
  “No,” said the scorpion. “I won’t sting you because then we will both drown in the river.” 
  This made sense to the frog, and he agreed to help him. 
  The scorpion climbed onto the back of the frog, and the frog began to swim. When they reached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the scorpion stung the frog. It hurt the frog very much, and they both began to sink under the water. 
  “Why did you sting me?” asked the frog. “Now I will die, and you will surely drown.” 
  “I couldn’t help it,” said the scorpion. “I am a scorpion, and that is what scorpions do. And you knew I was a 

scorpion when you let me ride on your back.”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the story? 
 The scorpion asked the frog to teach him to swim.  The scorpion did what scorpions would do. 
 The scorpion swam with the frog.  The scorpion helped the frog to swim. 

48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Like father, like son.”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 leopard never changes its spots.”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49 According to the story, it is very likely that    . 
 the frog died, but the scorpion survived  the scorpion died, but the frog survived 
 both the frog and the scorpion drowned  the frog drowned but not the scorpion 

50 The frog in the story agreed to carry the scorpion because    . 
 he did not think the scorpion would sting him  he liked to help whoever’s in need 
 he crossed the river every day  he knew how to sw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