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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別主流化」於 1995 年聯合國婦女會議確定為行動策略，請問該會議於那個城市舉行？ 

日本東京 中國北京 法國巴黎 加拿大多倫多 

2 近年來政府推動節能減碳，大力推動所謂「節能減碳四法」的立法與修法，下列何者並非上述指涉的法案？ 

再生能源發展條例 環境基本法 再生能源條例 電業法 

3 政府推動實價登錄制度，以實現居住正義的理想，請問下列何者不是實價登錄的地政三法？ 

地政士法  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  

都市更新條例  平均地權條例 

4 根據都市更新條例，下列何者不是都市更新的處理方式？ 

重建 維護 容積獎勵 整建 

5 請問德國的政黨制度屬於下列那一類型？ 

一黨專政制 一黨優勢制 兩黨制 多黨制 

6 將資源用於某一項用途時，所放棄此資源原本可以做的「其他用途中最高價值者」，如此所付出的成本稱為： 

會計成本 歷史成本 機會成本 沈澱成本 

7 下列那些項目屬於民主政治的特色？①政黨政治 ②責任政治 ③法治政治 ④地方政治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③④ 

8 根據現行地方制度法的規定，下列何者非我國地方自治團體？ 

省 直轄市 縣（市） 鄉（鎮、市） 

9 我國在 2002 年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請問是以那個名稱加入？ 

中華民國  中華臺北  

臺灣、澎湖、金門及馬祖個別關稅領域 臺灣 

10 經濟學假設人或廠商在做決策時，是： 

毫無方向的 關愛他人的 以群體利益為主的 理性自利的 

11 請問下列那一個國家的經濟制度屬於計畫經濟的形式？ 

北韓 美國 日本 英國 

12 下列何者是我國依照公民投票法所舉辦的第一場地方性公投？ 

新北市核四公投 澎湖縣博弈公投 馬祖博弈公投 高雄市小班制公投 

13 下列何者是聯合國轄下的組織？ 

世界銀行 國際能源總署 國際透明組織 國際人權組織 



 代號：2902
頁次：4－2

14 1963 年於美國首都華盛頓舉行爭取民權的活動中，感人肺腑的演說─「我有一個夢」，其演講人為： 

亨利 梭羅 甘地 羅莎 帕克思 馬丁路德 金恩 

15 依據民法、人民團體法等的規定，絕大多數的人民團體成立都須經主管機關許可。請問下列何者只須向主管

機關報備後即可成立？ 

政黨 營利社團法人 公益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16 由地方政府主動結合地方上的人力、物力及財力，發揮自力更生的精神，經營各項生產事業，進而促進地方

繁榮的作法，稱之為： 

地方經濟 地方特色 公共造產 公共事業 

17 人民若認為行政機關的施政違法或不當，以致損害個人權益時，可向行政機關提出，並請求救濟。此一權利

稱為： 

訴願權 請願權 請求權 訴訟權 

18 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下列那一項屬於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政府資訊？ 

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理，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 

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契約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錄 

19 請問下列那個國家早期是以不成文法為主要的法源？ 

英國 法國 德國 日本 

20 請問下列那一個法律屬於公法？ 

公平交易法 行政訴訟法 公司法 民法 

21 請問各鄉（鎮、市、區）公所所設立的「調解委員會」可以辦理下列那些事件的調解？①民事事件 ②勞資

爭議 ③告訴乃論刑事事件 ④非告訴乃論刑事事件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2 在工作場所中，同事之間彼此信任、互相合作，願意分享智慧與經驗，產生資源互換的效益，使產品品質提

高，獲得消費者認同。請問這樣的狀況稱之為該公司存在著良好的： 

人造資本 人力資本 社會資本 自然資本 

23 近年來，非政府組織在各類國際議題的角色日益重要，下列那一項不屬於非政府組織？ 

國際綠色和平組織  國際貨幣基金會  

國際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國際人權協會 

24 判斷是否符合公共利益的主要依據，就是以「追求社會上最大多數人的最大幸福」為目標，即使這項結果有

損害到少數人的利益，這也是必須接受的代價。請問此一學派被稱之為： 

效益主義 社群主義 社會正義 公共主義 

25 一般民主法治國家均設置獨立監督機關，專責監督傳播媒體之營運。請問我國目前是由那一個機關扮演此一

角色？ 

新聞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新聞評議委員會 警政署 

26 當兩種或數種文化接觸後，相互學習、採借或模仿彼此的文化特質、逐漸調整彼此的文化結構，進而使文化

呈現多樣面貌的變遷過程，稱之為： 

涵化 融合 傳播 雜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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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列那一項公約，是為了管制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 

東京議定書 維也納公約 蒙特婁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 

28 傳統上，保守主義的支持者較傾向支持那一項政策？ 

削減政府支出 同性戀婚姻 提高社會福利 墮胎 

29 下列何者並非市場失靈的型態？ 

稀有性 自然獨占 資訊不對稱 公共財 

30 以捐助一定「財產」為組成基礎，具公益性質，且財產須為特定目的之使用的志願結社，稱之為： 

營利社團法人 公益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社會團體 

31 請問聯合國與世界銀行自 1987 年起共同設計推動的「綠色國民所得帳」，其相對於傳統的國民所得帳，主

要的特色為： 

納入無市場交易的活動  考慮休閒價值  

納入產品品質改進  考量生態平衡與環境發展 

32 請問我國行政訴訟的審理制度為： 

二級一審 二級二審 三級二審 三級三審 

33 小明因為期中考時被認定連續作弊而被退學，但他認為該處分並不合理，其尋求行政救濟的方式有以下三種：

①向教育主管機關提出訴願 ②向學校提出書面申訴 ③向高等法院提起行政訴訟。請問，其正確順序為

何？ 

①②③ ②①③ ③②① 無順序上的規範 

34 當事人合意，針對現在或未來的爭議事件，約定由雙方推舉公正人士，為雙方判斷是非以解決爭議的方法，

稱之為： 

和解 調解 仲裁 訴訟 

35 請問下列租稅何者屬於地方稅？ 

所得稅 營業稅 關稅 地價稅 

36 The children        TV in the living room while their parents prepared dinner in the kitchen. 

 have been watching  were watching  had watched  watch 

37 Waiter: Are you ready to order? 

Leo: Ahh…not yet. 

Waiter: OK.       . Just call me when you are ready. 

 See you later Wait a minute  Enjoy yourself  Take your time 

38 Nick cannot        to buy a new wallet for himself because he has used up all of his money. 

 admit  accept  afford  alarm 

39 Mike: May I speak with Lee? 

Lucy: I’m sorry. But he’s not in.        

Mike: This is Mike. I’ll call him later. 

 Do you have notes?  Is he there? May I tell him? Who’s speaking please? 

40 People usually buy bread from the       . 

 dentist’s  butcher’s  lawyer’s  b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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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Dr. Heidi Larson 

Larson Veterinary Clinic 

9179 Highbury Ave. 

Flagstaff, AZ 86001-3862 

Dear Dr. Larson: 

Your accountant, Rusty Silhacek, is my neighbor. He mentioned that your office stays very busy, so I wondered if you 

could use some extra help.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a position as a part-time veterinary assistant. 

As far as animal care goes, I’m experienced in feeding, bathing, exercising, and cleaning up after small and large animals. I 

truly love animals and have always given them special attention and care. I would be available to help after school and on 

weekends. 

I would be happy to come in for an interview at your convenience. You can contact me any weekday after 3:00 p.m. at 

523-4418. Thank you for considering my application. 

Sincerely, 

Andrea Rodriguez 

41 Who wrote this letter? 
 Heidi Larson  Andrea Rodriguez  Rusty Silhacek  Elm Flagstaff 

42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letter? 
 to seek medical help  to offer medical advice  to contact a neighbor  to apply for a job 

43 A veterinary is a doctor who takes care of       . 
 accountants  assistants  animals  women 

4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the author of the letter? 
 The author is a doctor.   The author is an accountant. 
 The author is not available for job interviews.  The author is experienced in taking care of animals.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suitable time to contact the author by phone? 
 4:00 p.m. on Monday  8:00 a.m. on Thursday  5:00 p.m. on Sunday  2:00 p.m. on Wednesday 

請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Emily Dickinson was born in Amherst, Massachusetts, in 1830.   46   her life, she seldom left her house. The people 

with whom she did come in   47  , however, had a great impact on her thoughts and poetry. She was particularly 

stirred by Charles Wadsworth, whom she met   48   a trip to Philadelphia. He left for the West Coast shortly after a 

visit to her home in 1860,   49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she started to write sad poems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50   it is certain that he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her life, it is not certain that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m. For she only 

called him “my closest earthly friend.”  

46  Under  Around  Throughout  Until 

47  charge  contact  action  fever 

48  with   as  between  on 

49  and  because  since  which 

50  But  Therefore  Besides Wh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