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 1 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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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管理、土木工程、機械工程、機檢工程、電力工程、電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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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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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2901 
頁次：4－1 

1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上述性
騷擾的定義 應該出現於下列何項法規中？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2 星球國近年來因新移民人數漸增，於是政府立法規定新移民必須到補習班或進修學校學習該國語言、認
識該國文化習俗等，新移民雖毋需負擔任何費用，但若未依規定學習，輕則罰款，重則拘役並強制訓練。
上述星球國的文化政策 接近下列何者？ 
涵化 殖民 同化 雜異化 

3 英國的社會流動和貧困兒童委員會調查發現，在 1991 年及 1992 年出生的五十多萬名學生中，有將近八
千名家境不佳的學生，在小學時英文與數學考試拿到 高分，但其中只有九百人後來進入菁英大學；另
約有兩千名「 聰明但來自 窮家庭的孩子」，沒有進入大學。下列何者的理論 能說明此一調查結果？ 
鮑亞士的文化相對論 普特南的社會資本論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 布迪厄的文化資本論 

4 男童拿石頭丟路過的車輛與行人，且不聽父母勸阻而被處罰。上述男童的行為，若依學者米德(G.H.Mead)
的自我發展理論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主要由客我支配 主要由主我支配 深受重要他人影響 會考慮到概化他人 

5 社會快速變遷，家庭組成型態亦產生改變。下列有關家庭組成型態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玉夫妻週間將子女托給保母帶，週末才帶回自己家，屬通勤家庭 
父母雙亡的大雄由移民國外多年的祖父教養，該家庭應屬單親家庭 
小軒生下小孩後，才與同居多年男友結婚，所組成家庭屬擴展家庭 
阿敏離婚後帶著前次婚姻的一雙子女再婚，所組成家庭屬重組家庭 

6 「牛仔褲原本是由德國人 Levi Strauss 移民到美國之後，利用源自法國的 denim 布料，套用了意大利熱那
亞(Genoa)人水手服飾而賣給當地礦工的一種工作褲。」下列何者 適合用以描述上述現象？ 
呈現出文化雜揉的現象 反映了我族中心的思想 代表著文化趨向精緻化 象徵著社群文化的內涵 

7 某國政府表示，今後政府所有的計畫與法律都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做決策之前，對男性和女性的可能
影響進行分析，確保不同性別在政府資源配置上皆能享有平等的機會。該國政府的做法符合下列何者？ 
 性別社會化  性別主流化  性別階層化  去性別化 

8 從小虎隊、F4、到現在許多來自國外的偶像團體，象徵著不同時期的青少年喜好，引領著影視、消費及
時尚的潮流。針對上述這些偶像團體的交替起落現象，顯示出下列何種文化特色? 
主流文化 民間文化 精緻文化 流行文化 

9 美國、法國及德國皆設有總統一職，然而，此三國總統的產生、任期與職權不盡相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美國與法國總統的選舉皆採間接選舉 法國與德國總統的任期皆為四年一任 
美國與德國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皆享有否決權 美國與法國總統毋須至國會接受質詢 

10 我國自民國 91 年起開始推動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以交通部為例，以「國際及兩岸航空客運量」等 21
個關鍵指標作為評估面向，檢視績效達成的狀況，並且將績效成果上網公告，作為政策修正的評估依據。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績效評估考量成本效益，目的是讓行政成本增加 
政府績效評估的指標會同時考量經濟效率與效能 
將績效評估報告上網公告顯示政府組織愈趨複雜 
當政府採顧客服務導向評估績效將無法政治中立 

11 小吳跟小陳兩人是國中同學，小吳在地方政府教育局擔任科員，小陳則是剛上任的教育部部長。某日兩
人在國中同學會相遇，小吳感慨的說：「真羨慕你當上政府官員，我這一輩子大概是捧著鐵飯碗升遷無
望了！」小陳則回應：「如果那天民意叫我下台，我連飯碗都沒得捧！你不要妄自菲薄，也可能有升遷
的機會」。依上述判斷，下列針對兩人的文官職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小吳擔任政務官，小陳則是擔任事務官 政策或業務疏失時，小吳須負政治責任 
小陳擔任教育部部長一職，須具備教師資格 小吳若受到拔擢，亦能擔任教育部部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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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瓦歷斯‧哈勇是一位 24 歲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的男性青年，戶籍在臺東縣已超過一年，具有專科學歷，
並打算參選擔任公職。下列有關瓦歷斯‧哈勇選舉資格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因具有原住民身分，即使政黨推薦也無法成為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除了可參選民意代表之外，亦符合直轄市長候選人的年齡資格 
可登記參選臺東縣議員，但此項選舉有婦女當選席次保障名額 
因學歷未達到門檻，故無法登記成為區域立委候選人 

13 1920 年代印度國大黨領袖甘地為了抗議英國的殖民地政策，帶領民眾以罷工、抗稅、絕食等方式進行抗
爭，英國政府以違法之名逮捕甘地及國大黨成員； 後因抗爭規模擴大，迫使英國政府修正殖民地政策。
上述「不合作運動」被視為「公民不服從」之典範，是因為符合下列何者？ 
屬於非公開的秘密集會活動 採取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抗爭 
尋求合法的管道對政府抗議 是基於政黨理念發起的活動 

14 某甲在車站月臺候車時，遇見數日前詐取其財物的某乙，擔心乙逃跑，便抓住乙限制其搭上火車，並立
即打電話報警。乙事後至法院提告，要求甲賠償其行動自由與車票損失，但法官認為甲之行為符合阻卻
違法事由。依上述情形推判，法官應是認為其符合下列何者？ 
依法令行為 正當防衛行為 自助行為 緊急避難行為 

15 某甲飼養極其兇猛的鬥牛犬，並經常驅使該犬嚇人，經里長多次勸阻無效， 後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
以拘留三日。甲應是由下列那一機關裁罰？ 
警察機關 檢察機關 地方法院簡易庭 行政執行署 

16 下列針對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有關民事保護令的敘述，何者正確？ 
關係親密但未同居之情侶，無法聲請民事保護令 
家暴受害者在遭受家暴時，得自行聲請緊急保護令 
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一年，得聲請延長一次 
在通常保護令失效前，縣市主管機關得聲請延長 

17 有警員酒後駕車遭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在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做成議決前，公務員懲戒法修正生
效，修正後新法之第 9 條第 1 項增加了「一、免除職務。二、撤職。三、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
七、罰款。」等 4 款懲戒處分，且第 3 項又規定「第一項第七款得與第三款、第六款以外之其餘各款併
為處分」。下列關於本案懲處方式適用法律之敘述，何者正確？ 
新法懲戒程度較重，本案應適用舊法 行為時為舊法施行期間，不得適用新法 
新法較有利被付懲戒人，本案應適用新法 審理時新法已施行，故應採用修正後之法律 

18 就讀高二的阿明，在選購公民與社會參考書時，發現書上有一段關於民法「侵權行為」的範例說明有錯
誤。該錯誤範例說明可能為下列何者？ 
小強匯款時誤將款項，匯入阿國的帳戶，小強可向阿國主張「不當得利」 
阿明當街以「粗話」辱罵阿菊，阿菊可向阿明主張「侵權行為」 
安安因失業以致積欠房東三個月房租，房東可向安安主張「侵權行為」 
阿富見義勇為的將出車禍的小英送至醫院並代繳掛號費，但小英卻拒不返還，阿富可向小英主張「無

因管理」 
19 為保障著作人的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因此制定著作權法。下列有關我國

著作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著作權採取「註冊保護主義」，需向相關機關註冊取得保障 
若創作作品雷同，則由先開始創作的作者與作品取得著作權保護 
著作權保護著作本身的表達方式，以及著作蘊含的思想、程序、概念等 
考量公益使用，依法令舉行的考試試題排除在著作權保障範圍外 

20 2012 年因大批外籍移工群聚臺北車站慶祝開齋節，臺鐵以阻礙旅客行進動線為由，不許可申請並在一樓
大廳圍起紅龍禁止移工聚集喧嘩；但同年臺鐵卻同意文化部邀請多名舞蹈系學生，在車站大廳舉辦藝術
舞蹈活動，因此遭質疑雙重標準。對此事件涉及的法律原則與人民權益，以下四位同學的看法，何者較
為合理？ 
甲生：外籍移工不具我國國籍身分，故不受勞動基準法的保障 
乙生：外籍移工沒有依集會遊行法事前申請許可，故本該依法驅離 
丙生：臺鐵的規定違反平等原則，對於不同團體申請的審查標準應一致 
丁生：這樣是差別待遇，違反比例原則，應撤銷文化部的活動許可 

21 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教師法規定教師若「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將「不
得聘任」，等同限制教師終身不得再任教職，此條文已過度限制了憲法保障的工作權，因而被大法官宣
告違憲。依上文判斷，該條文被宣告違憲的原因， 可能是違反下列何者？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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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許多車廠紛紛投入研發電動車或氫氣車，以達到節能減碳，但臺灣民眾卻對電動車望之卻步，民眾表示

因為國內電動車價格太貴，且充電站不足。上述若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電動車市場來看，下述做法中
何者較可提高民眾換購電動車的意願？ 
調高電動車的牌照稅，以補貼電動車製造商建置充電站 
調高公車與火車等大眾交通運輸費率以補貼環保署整治空污 
隨油課徵碳稅與汽機車燃料稅，並用於補貼民眾購買電動車 
調降汽機車的牌照稅與燃料稅，並用於補貼汽機車製造廠商 

23 聯合國每年都會根據平均健康餘命、社會支援和平均國內生產毛額（GDP）等數據，提出《世界快樂報
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而 2016 年的《世界快樂報告》北歐國家包辦前 5 名，臺灣在亞洲排名
第 3，但臺灣民眾看了卻表示「可能只有高收入者同意吧！這是天龍國做的調查吧！」，凸顯臺灣民眾的
快樂感與實際有所落差。從民眾的反應可看出下列何種 GDP 的缺失？ 
負產品無法扣除  地下經濟難以掌握 
無法反映產品品質的改善 難以呈現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 

24 下表是理想國今年的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數據，請問失業率為多少？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15 歲以下人口及軍人、監管人口 勞動人口 非勞動人口 就業人口 失業人口 
1250 萬人 250 萬人 900 萬人 350 萬人 675 萬人 225 萬人 
 15%  18%  25%  46% 

25 某韓劇暴紅後，手機廠商把握住這個機會，邀請劇中韓星擔任年度全產品代言人，果然使得手機銷量增
加不少。以經濟循環圖來看，上文中韓星扮演下列何種角色？ 
投入生產，扮演商品需求者的角色 投入生產，扮演商品供給者的角色 
提供勞動力，故屬於生產者的角色 提供勞動力，故屬於生產要素供給者的角色 

26 報載：臺灣自產的苦茶油，受到黑心油風暴影響，瞬間爆紅。上述報載的現象，若從需求的角度分析，
下列何者可能是其發生的原因？ 
苦茶油與黑心油是消費上的互補品 苦茶油與黑心油是消費上的替代品 
苦茶油是正常財  黑心油是劣等財 

27 小明想要投入飲料的經營，若考量他現有的條件下，將店租、設備、人力、食品及材料等基本支出，都
計入生產成本，一杯紅茶至少要賣 18 元。上述提到的 18 元，在經濟學上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供給價格 需求價格 銷售價格 均衡價格 

28 政府為鼓勵青年成家，以提升我國生育率，對於新婚購屋或育有子女購（換）屋者，提供前兩年零利率
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若以政府支出類型來看，此一利息的補貼屬於下列何者？ 
消費性支出 移轉性支出 投資性支出 債務利息支出 

29 小傑打算去聽偶像歌手的演唱會，為了買搖滾區的票徹夜排隊，向公司請假一天而被扣薪。入場時不慎
把手機螢幕摔破，隔天只好又花錢修理。下列有關小傑參加此次演唱會機會成本的敘述，何者正確？ 
機會成本是購買搖滾區的票錢 請假一天的薪水屬於外顯成本 
維修手機的金額屬於隱含成本 票錢、被扣的薪水和維修手機費都應計入機會成本 

30 龍鱈（俗稱油魚）由於脂肪不能被人體吸收，消費者吃了恐腸胃不適導致價格低廉。圓鱈因肉質細緻，
價格昂貴，然因過度捕撈瀕臨絕種。龍鱈因外觀與圓鱈相似，有店家把低價龍鱈混充當作圓鱈販賣，使
得消費者上當。下列何種政策手段有助於解決上述的問題？ 
推動計畫經濟 課徵交易稅 補貼減產 建立檢驗制度 

31 新北市首創「幸福保衛站」措施，讓全市近兩千家超商門市，都成為飢童的緊急供餐處。不限戶籍，不
問身分是否清寒，也不用繁瑣審查，能立即讓餓肚子的弱勢者飽餐。請問此一措施若依社會福利政策的
觀點來看，屬於下列何者？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 社會津貼 

32 氣候變遷導致極端氣候所衍生的風險快速升高，全球經濟可能大幅萎縮，開發中國家為配合城市擴張與
更新，擬進行更好的防災基礎建設。下列那一個國際組織 有可能提供開發中國家此項協助？ 
世界銀行(WB) 世界貿易組織(WTO) 世界衛生組織(WHO)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33 業者在網路購物平臺販售本土水蜜桃，並提醒本產品不適用七天猶豫期，消費者須勾選同意後才能訂購。
文文透過網路訂購一箱水蜜桃，但貨到後發現與自己期待的不同，便主張退貨，但遭業者拒絕。上述情
形若依消費者保護法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有通訊交易皆享有猶豫期 文文必須敘明理由才能要求退貨 
文文可透過書面或通訊要求解除契約 業者依法得主張本商品不適用七日猶豫期 

34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曾在 2014 年縣市議員選舉前，透過活動或刊物公開推薦幾位具有黨籍的候選人，並
且期許這些候選人在當選後能遵守承諾，為提昇教育品質而努力。有關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的行為，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已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屬於關說行為 利益團體公開支持政黨候選人，違反政治中立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屬於正式、志願性團體 產業工會若要影響政府決策必須登記成為政黨 

35 某位男警員因為蓄長髮被免職，引起軒然大波，他在人權團體與律師的陪同下召開記者會，表示自己留
長髮並不會影響工作，但服務單位仍堅持執行免職案，因此還會提起行政救濟。此警員的困境，突顯出
建立下列那一概念的重要性？ 
性別標籤 性別歧視 性別多元化 性別職業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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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lthough he is not a model, he always dresses himself in a ____________ way. 
 feasible  faithful  formidable  fashionable 

37 Running for one hour every day helps Bob stay in __________. 
 order  touch  tune  shape 

38 We should reduce the use of     bag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recycled  athletic  plastic  doggy 

39 Bread is made from    . 
 flower  flour  doll  dull 

40 Having been on a strict diet for three months, Jessica finally _____ her goal of reducing her weight. 
 combined  established  achieved  cultivated 

41 The people expect to see a ________ and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fter the election.  
 conscious  humble  fertile  smooth  

42 In telephone shopping, customers make a phone call and _____ the item to their credit card. 
 settle  install  charge  deposit 

43 Every member on the team is very curious about John's social ____ since they don't know where he is from. 
 property  checkup  examination  background 

44 According to the biological report, the human body is very amazing, _______ of billions of cells. 
 considering  consisting  containing   connecting 

45 He wanted to please his wife, so he told her the dish was     even though he didn't really like it. 
 dirty  salty  tasty  horrible 

        Fanta is a world famous fruit-flavored carbonated soft drink. Today,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flavors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few know that the birth of this tasty drink is associated with Nazi Germany. 
        During WWII, there was a trading ba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which meant the 
Coca-Cola syrup was not allowed to be imported to the manufacturer in Germany. Max Keith, the head of the 
German Coca-Cola company, decided to develop a new soft drink in place of Coke, using ingredients 
available in the country at that time. He used apple fiber, leftover from cider pressing, and whey, a byproduct 
from cheese making, to develop a yellow-colored drink. Keith asked his employees to use their “Fantasie” 
(the German word for imagination) and create an impressive name for this new product. On hearing this, one 
of the employees Joe Knipp immediately came up with the name Fanta. Little did Keith and Knipp know that 
the mixture of leftovers would soon become popular and someday even take the world by storm. Throughout 
the war, the flavor of Fanta varied depending on what ingredients were available. Despite the severe 
devastation in Germany during the war, the company maintained stable profits,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of 
sixty million bottles. 

After the war, Fanta was introduc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Fanta is available in 188 countries. Of 
the 100 flavors, Fanta Orange is the most popular one. Some flavors are available in some countries only. For 
example, in Japan there is Japanese Peach Fanta, and in Hong Kong there is Sour Green Apple Fanta. In 
Germany, elderflower is used to produce Fanta. Fanta never stops renewing itself, either by creating new 
flavors, bottles or with captivating advertising campaigns. 
46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The history of Coca-Cola.  The development of Fanta. 
 The secret recipes of Fanta.  The variation of soft drinks.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closest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Fanta"? 
 Superiority.  Discipline.  Top priority.  Creative thinking. 

48 Why did Max Keith have to develop a new drink? 
 The original formula was stolen by his rival. 
 Germans were not allowed to consume sugar. 
 Sales of Coke were dropping due to the breakout of WWII. 
 He couldn’t get the syrup need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Coke. 

49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statement about Fanta is correct? 
 Elderflower Fanta is available in some Asian countries. 
 One of the ingredients for the original Fanta was orange peel. 
 The war didn’t stop people from consuming this tasty drink. 
 The recipe of Fanta was invented by the employee Joe Knipp.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Fanta is more popular in Europe than in Asia. 
 Apple fiber and whey were available during wartime. 
 Fanta Orange was favored by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The production of Fanta was forced to stop for a while after the w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