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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種宗教，是中國人原創的宗教，尊黃帝為始祖，奉老子為道祖，真正的創教者則是東漢時的張道陵，

因而被奉為教主？ 

佛教 基督教 回教 道教 

2 以下針對身心障礙者的措施，何者不符合我國的規定？ 

規劃特殊教育學校或特殊教育班，以維護其受教權 

各級學校得根據本身設施的適當程度，限制特定身心障礙者入學 

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須進用一定比例之身心障礙者 

學校辦理身心障礙者入學考試時，應提供必要之專業人員與器材予以協助 

3 依公民投票法之規定，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數，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數之多少比

例以上？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千分之一 千分之五 

4 我國勞動基準法明訂勞工最低勞動條件，勞工每兩週總工作時數不得超過： 

 60 小時  84 小時  100 小時  74 小時 

5 一個人具備所謂「專業倫理」是指其展現以下何種行為？ 

義利調和 犧牲自我 尊重長官 依法行政 

6 當以個人的軀體、衣著、個人所擁有的物品等來界定「我」的一種方式，我們稱之為？ 

社會我 精神我 物質我 形上我 

7 根據聯合國環境署（UNEP）的定義，「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是指理論上不會枯竭且不會製造汙

染的能源。依此定義，下列何者不是再生能源？ 

太陽能 風能 水力能 石化能源 

8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 20 條規定，各級政府應按年編列社區發展預算，補助社區發展協會推展業務，並得動

用何種基金？ 

社會文化基金 社會發展基金 社會福利基金 社區安全基金 

9 民意調查是指以抽樣的方式，選取一群具有何種屬性的民眾作為樣本，針對某項事件或議題，進行有系統的

調查？ 

組織性 代表性 特殊性 共同性 

10 就地方治理的議題來說，全民健康保險屬於： 

自治事項  委辦事項 

中央辦理事項  中央與地方共同辦理事項 



 代號：2901
頁次：4－2

11 下列何者不是屬於中央政府轄下的獨立機關之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公平交易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12 國家機關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上下層級政府間的垂直關係，以及同一層級地方政府之間的水

平關係，這種關係我們稱之為？ 

地方關係 十字關係 自治協調關係 府際關係 

13 下列何種意識型態，是認為人類的各種設施、典章制度，都是過去歷史的智慧結晶，不應輕易被放棄，甚至

不該被變動，如果有變動的必要，也應該是緩慢的、漸進的？ 

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 保守主義 法西斯主義 

14 審議民主的主要精神在於強調： 

公民的參與 利益團體的參與 民意代表的參與 政治菁英的參與 

15 下列何種政府體制，其閣員是可以兼任國會議員？ 

總統制 半總統制 雙首長制 內閣制 

16 目前我國現行的修憲制度，須經由立法委員四分之一的提議，四分之三的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贊成，

才能提出憲法修正案；修正案公告半年後，是以何種方式來複決修憲案？ 

國民大會 公民投票 國是會議 政黨協商 

17 下列何種組織，並非政府間國際組織？ 

歐洲聯盟 東南亞國家協會 國際貨幣基金 國際透明組織 

18 目前臺灣與大陸的民間交流，我國負責與大陸溝通的對口單位為：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海峽兩岸關係協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外交部 

19 民主社會在少數的一方遵從多數人決定的同時，多數的一方應保障並給予少數一方享有一些合法權利，如擁

有表達不同意見的自由及機會。此謂之何種原則？ 

少數服從多數原則  多數尊重少數原則 

數人頭代替打破人頭原則 政權和平轉移原則 

20 依民法第 1138 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得繼承者有①祖父母 ②父母 ③兄弟姊妹 ④直系血親

卑親屬，請問此四者的繼承順序，依序為何？ 

①②③④ ④③②① ④②③① ②④③① 

21 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的身體自由應予保障，當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何者得向法院聲請追究，

法院不得拒絕，並應於 24 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理？ 

只有本人 只有第三者 只有本人及其親友 本人或他人均可 

22 近年來新興人權中環境權的理念主張： 

以人類為中心  人類應與生態系統共存 

一切以提升全民經濟生活為目標 犧牲少數人，成就多數人的幸福 

23 我國先天性國籍的取得是採用下列那種原則？ 

父系主義  母系主義 

屬地主義為主，屬人主義為輔 屬人主義為主，屬地主義為輔 

24 某人酒醉駕車，其適用的刑責為 1 年以下有期徒刑，案件仍在訴訟過程中。若此時立法院修法，將酒醉駕車

的刑責提高到 5 年以下有期徒刑，請問此駕駛的刑期最高為多少？ 

 1 年  5 年  3 年  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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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智慧財產權的內容不包括下列何者？ 

專利權 著作權 商標權 隱私權 

26 根據聯合國海洋公約，目前世界各國領海的範圍以領土之外延伸幾海浬為原則上之界限？ 

 20  12  15  5 

27 某分局警員進行路邊攔檢時，有汽車駕駛不願意配合進行酒測，員警隨即拉其下車，再將其壓制在地，最後

帶回警局訊問。該員警執行職務的行為違反那項原則？ 

平等原則 行政中立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比例原則 

28 下列何者是經濟學所謂的「純公共財」？ 

有線電視頻道 森林的樹木 國防安全 游泳池 

29 衡量平均物價水準的變動對於一般家庭日常生活支出的影響，是下列何種指數？ 

進出口物價指數 消費者物價指數 躉售物價指數 生產品的物價指數 

30 銀行有資金的需求時，可向中央銀行借貸，銀行向中央銀行借錢利率則稱為？ 

法定準備率 匯率 外匯存底 重貼現率 

31 經濟學上消費者所願意付出的最高總金額（總效益），與消費者實際的總支出金額之差距，稱之為？ 

生產者剩餘 消費者剩餘 勞動者剩餘 資本家剩餘 

32 以內標式的民間標會來算，當召集人會首為甲，會員為乙、丙、丁、戊、己，每月開標一次，約定會款

100 元。第一次聚會投標，按規定由會首甲得標。第二次聚會投標，假設乙出價 20 元，丙出價 15 元，丁出

價 17 元，戊出價 18 元，己出價 12 元，則因乙出價最高，本期即由乙得標。此期乙共可獲得多少元？ 

 500  480  420  400 

33 政府應致力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保障其發展所需之經費。因此，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9 條規定「何

種基金」應提撥一定比例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國家發展基金 政府創意基金 社會福利基金 公務員退撫基金 

34 當政府完全放任個人在市場上自由競爭，個人可依照自身最大利益從事生產與消費的活動，則這樣的經濟制

度稱之為？ 

計畫經濟制度 社會主義經濟制度 市場經濟制度 民營化經濟制度 

35 我國立法委員選舉是採用以下何種制度？ 

複數選區相對多數決制  複數選區絕對多數決制 

單一選區兩票制  單一選區一票制 

36 Cashier: The total is $2,500.  Will this be cash or charge? 

Mary:       

Cashier: No, I’m afraid not. 

 How will you like it?   Do you take JCB Card? 

 Do you have change?   Should I write you a check? 

37 Diane: You’ll never believe this! 

Jane:      ? 

Diane: I got an A on my math test. 

Jane: That’s great.  Congratulations! 

 How’s it going?  How’ve you been? What happened? Why not? 

38 Jason is very busy.  He does not have       time reading newspapers or watching TV. 

 lots  several  much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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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Jeff has a       cookbook with him, so he knows what to cook for his family. 
 handy  delicious  juicy  scary 

40 He went to the library and       a book. 
 made  bought  lent  borrowed 

請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Many people canno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tus and the water lily because the flowers and leaves have a similar 
appearance and both kinds of flowers grow in quiet ponds or lakes. In some ways, however, these flowers are very 
different. First of all, lotus flowers usually reach up out of the water, while the water lily rests on the floating leaves. 
Secondly, the pads or ridged leaves of the lotus flowers are completely rounded while those of the water lily have a split 
in them from the outer edge to the center. Finally, the lotus flower has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purity in Asia while 
the water lily is mostly associated with feminine beauty and nymphs (water spirits), as in Greek culture. Al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meanings, both the lotus and the water lily are highly appreciated in various cultures. 
41 The common natural habitat for the water lily and the lotus is 

 on the bank of a river.  in a pond or a lake.  above a waterfall.  in a fast-running brook. 
42 Which statement is NOT true? 

 The leaves of the water lily float on the water.  The leaves of the water lily are completely round. 
 The leaves of the water lily have ridges.  The leaves of the water lily are also called pads. 

43 According to the paragraph, the lotus flower is mostly known to be 
 a flower found at weddings.  a religious symbol. 
 an extinct plant.   a poisonous flower. 

44 In the West, the water lily is associated with 
 beautiful water spirits.   purity of mind and body. 
 female fertility.   everlasting love. 

45 This paragraph is mainly a 
 story about the lives of plants.  debate about religions. 
 comparison of two kinds of flowers.  plea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請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he appearance of smartphones has changed people’s life to a large degree. Not only can people use them to make and 
receive phone calls, they can   46   use them to surf on the Internet, send and receive email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video and make new friends. They have helped make human contact become easier and more   47   than 
before. Besides helping people to connect   48   each other, smartphones allow people to have fun. People can watch 
videos and movies online as well as play many different online games either with themselves or with others. Using the 
camera function   49   by smartphones, people can take pictures of themselves,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and even things 
that interest them. Now smartphones have also been used as a kind of credit card.   50  , people can use them to pay for 
their grocery shopping without taking the money with them. 
46  also  but  again  never 
47  helpful  general  confusing  frequent 
48  from  for  with  about 
49  provide  provided  providing  to provide 
50  As well  Such as  For instance  As 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