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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其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法律未有規定 

【4】2.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之著作財產權存續至著作公開發表後多少年？ 

� 10年 � 20年 � 30年 � 50年 

【1】3.在遊樂場因業者未為定期設備維修之故，造成遊客使用遊樂設施因而受傷，則遊客可依照下列何種
法律求償？ 

�消費者保護法 �銀行法 �公司法 �公平交易法 

【4】4.依民法規定，拾得遺失物應送交警察機關招領，如果六個月內有人認領，則拾得人最多得向遺失人
請求遺失物價值多少比例之報酬？ 

�十分之一 �五分之一 �三分之一 �十分之三 

【2】5.證券交易中最重視的是上市公司資訊公開，讓所有的投資人運用公開的資訊以作為投資股票買進、
賣出的參考，如有人利用這些尚未公開的資訊，賣出或買進股票以獲利稱為『內線交易』，而犯內線交易
之罪，其性質屬於下列何者？ 

�告訴乃論罪 �非告訴乃論罪 �效力未定 �法律未有規定 

【4】6.因汽車行駛使他人身體或財產遭受傷害或毀損時，保險人代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保險，為汽車之何種
保險？ 

�損失保險 �賠償保險 �代位保險 �責任保險 

【3】7.民國 100年 1月 1日起，存款保險保障提高為新台幣多少元？ 

� 100萬元 � 150萬元 � 300萬元 �全額保障 

【1】8.一般公司之成立，應在中央主管機關登記，而公司之中央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經濟部 �法務部 �金管會 �財政部 

【3】9.下列何者符合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之原則？ 

�真兇僅在審判過程當中，享有緘默權 �警官對真兇刑求逼供，因此所得之自白得做為證據 

�若無法找到兇器以及目擊者，則真兇的自白並不能當作唯一的證據 

�真兇若已在當場俯首認罪，為節省訴訟資源，法院得逕行判決無需進行其他審理 

【4】10.人民有身體活動自由，不受國家非法之干涉。因此，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訂外，非經司法或警
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將人民逮捕、拘禁。此亦為下列何者之展現？ 

�行政至上原則 �行政保留原則 �行政程序法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4】11.在 1994年 3月初，由高雄縣美濃鎮（現為高雄市美濃區）居民所組成的「美濃愛鄉協進會」，對於
政府興建「美濃水庫」的計畫，決定依照我國《行政程序法》的規定，採取行動以確保居民的權益。請問：
上述這些居民的做法，最能表現出下列哪一種概念？ 

�社區文化 �社區建設 �社區營造 �社區參與 

【3】12.剛滿 17歲的林姓男高中生為了拼人氣，將自己和就讀知名大學之已成年女友的激情照片 PO上網，
網路上有不少網友紛紛轉寄該照片，網友的動機或因好奇，或基於滿足個人的偷窺慾，但結果卻引起社會
各界一片譁然。請問，針對以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由於林姓男學生尚未成年，故其作為不構成犯罪 

�由於網友僅是好奇下載轉寄，其行為無法律責任 

�不論以電子郵件轉寄之動機為何，該行為已經觸犯刑法 

�成年女友與林姓未成年學生性交，已構成妨害性自主罪 

【2】13.苗栗市一家賣蔥油餅業者，為了食品衛生，堅持自己在營業過程中，手完全不碰到金錢，因此找錢
的時候，就要靠顧客自助了。雖然有時候會碰到民眾少給或是多找錢的狀況，但老闆覺得沒關係，顧客吃
得衛生更重要！儘管偶爾發現有民眾故意自己多找錢，仍然不會立刻去揭發他，因為業者表示可能是對方
有困難，當作請客就好了，只是會提醒顧客下不為例。請問：這個老闆的做法就是在說明經濟發展中何種
要素的重要性？ 

�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 �政府效能 �企業才能 

【1】14.安安依法向嘉義縣政府申請開設麵包店的商業登記，依規定日期前去領取登記證時，卻發現業務承
辦部門因疏忽尚未處理，且對於她的申訴置之不理，嚴重損害了她的權益。請問：此時，安安可透過下列
何種方法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提出訴願 �申請國賠 �提出訴訟 �聲請調解 

【4】15.近年來，我國政府推動育嬰津貼政策，對申請育嬰假的父親或母親，給予其原薪資的六成補助，以
減輕其扶養子女的經濟壓力。由於我國男性薪資普遍高於女性，因此由高薪資的父親申請育嬰津貼，可以
獲得較高額的補助，但男性申請的比例卻遠低於女性。請問：「男性申請的比例遠低於女性」，可能是因
為我國社會尚普遍存在下列何種概念所致？ 

�性別歧視 �性別平等 �性別主流化 �性別刻板印象 

【3】16.俄羅斯自從民主化之後，所採取的政府體制，讓民選的俄羅斯總統可以不理會國會多數黨的意見，
任命自己所中意的人選為總理；但葉爾欽時代的經驗卻顯示，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政黨時很容易陷入
僵局。因此，俄羅斯總統都希望國會支持自己的勢力能過半。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俄羅斯自從民主化之後，
所採取的政府體制最為接近下列何者？ 

�總統制 �內閣制 �混合制 �委員制 

【4】17.剛滿 19歲的平平，就讀某技術學院夜間部。騎機車上課途中，為了閃避一突然從巷道衝出的男童，
不慎撞上在旁的無照機車騎士小唯，致其受傷並因而住院。以下針對平平自己的主張，何者正確？ 

�雖撞傷小唯，但不是出於故意，故不須負刑事責任 

�才剛滿 19歲屬未成年，所以根本不須負擔刑事責任 

�小唯是無照駕駛機車，有錯在先，他不能要求任何賠償 

�自己是為了閃避男童才撞上小唯，所以不須負刑事責任 

【3】18.1973 年的石油危機，導致台灣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經濟成長率降到 1.2%，消費者物價指數則上
漲 47.5%。政府為挽救能源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蕭條，乃推動「十項建設」。上述事例顯示的是「經
濟建設」的何種功能？ 

�擴展國際貿易 �縮短貧富差距 �刺激景氣復甦 �穩定政治局勢 

【2】19.中央銀行為合理反映銀行存款資金成本，自 100年 1月 17日起，金融機構存放該行之準備金（應提
準備額之 55%）利率，源自活期性存款部分調整為年息 0.203%（調整前為 0.193%），源自定期性存款部
分調整為年息 0.986%（調整前為 0.934%）。請問上述中央銀行緩和景氣過熱的做法，是屬於下列何種政
策的運用？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國際金融政策 �國際貿易政策 

【2】20.報載：國內出現首例新型庫賈氏病「極可能病例」，患者是一名曾旅居英國八年多的 36歲男子，99

年 5月死亡，大體已火化處理。此事件一經報導後，造成我國進口牛肉市場上價量大幅變動。請問，其供
需變動的情況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需求不變，供給減少  �需求減少，供給減少  

�需求不變，供給增加  �需求減少，供給不變 

【1】21.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根據上述，可知
我國總統、副總統的選舉制度是採下列何種方式？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 �複數選區絕對多數制 

【3】22.政府機關通常都會設立「人事室」等相關部門，以掌握員工出缺席及工作表現之考核。對於公務人
員而言，組織內部應該有一套紀律、行為守則，使內部人員知所遵循。若就「落實責任政治的方式」而言，
當屬下列何者之範疇？ 

�司法監督 �政治監督 �行政監督 �媒體監督 

【3】23.早期，行政院委由內政部所定之《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為了防止役男逃避服兵役的義務，以達成保
障國家安全的目的，規定凡是役男皆必須具有免服兵役證明，或代表學校出國表演等公務才得以出境。由
於政府單位這樣的作法明顯違背了法律保留原則，因此經大法官第 443號解釋文認定，該辦法中的相關規
定應失去效力，以維護人民權利。請問：這是在落實《憲法》保障的何種人民基本權利？ 

�人身自由 �意見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 

【請接續背面】 



【4】24.台灣在民國五○年代，政府曾禁止原住民社會使用母語，要求原住民縮短祭典時間，並視原住民傳
統服飾為不雅的象徵。請問：上述現象顯示，當時政府在實施該政策時仍存在下列何種觀念？ 

�文明相對論 �文明衝突論 �文化多元主義 �種族中心主義 

【1】25.依我國《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繳納稅捐者，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
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其出境。請問：國人若
因欠稅被財政部函送移民署「限制出境」，則此項處分應屬下列何者？ 

�行政處分 �保安處分 �強制仲裁處分 �司法強制處分 

【2】26.有關 WORD「頁首/頁尾」功能的使用，下列何者錯誤？ 

�可插入圖片  �需在每頁設定（假設奇偶頁相同） 

�可設定字型格式  �可插入日期及時間 

【4】27.Windows作業系統中，有關磁碟重組工具的敘述，何者正確？ 

�可清理釋放磁碟中不要的資料，以增加磁碟可用空間 

�可分割及格式化磁碟 

�可自動檢查修復磁區錯誤 

�可增加磁碟存取效率 

【1】28.有關電腦病毒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發現感染電腦病毒時，應立刻關機，即可清除病毒 

�電腦病毒會自我複製或感染其他正常檔案 

�安裝防毒軟體後，從網路下載不明軟體，仍有可能感染病毒 

�電腦病毒有可能經由隨身碟感染 

【3】29.大華擁有一支 4GB的隨身碟，若已儲存 1024張照片、100首 MP3音樂、5部影片，若照片每張佔
64KB，MP3音樂每首佔 5MB，影片每部佔 512MB，請問他的隨身碟還剩多少空間？ 

� 384MB � 687MB � 972MB � 1.5GB 

【4】30.下列何種設備目前尚無法使用 USB(Universal Serial Bus)與電腦連接且能使設備正常工作？ 

�滑鼠 �鍵盤 �印表機 �螢幕 

【2】31.在Windows的「檔案總管」中，若先選取磁碟中的某一個檔案，再將它拖曳至相同磁碟的不同資料
夾時，會執行下列何種動作？ 

�剪下 �搬移 �複製 �刪除 

【3】32.100BaseT的乙太網路（Ethernet）是使用下列何種纜線？ 

�細同軸電纜 �粗同軸電纜 �雙絞線 �光纖 

【2】33.近年來，經常有人會假冒銀行或網站的名義，發出要求確認密碼的電子郵件，藉此盜取使用者的銀
行帳號密碼，這種犯罪手法屬於下列何者？ 

�郵件炸彈 �網路釣魚 �資料攔截 �電腦蠕蟲 

【4】34.設定密碼時，下列何者屬於比較安全的選擇？ 

� 1234567 � abcdefg � Tony � vc3#69JY$ 

【4】35.有關電腦資料儲存的單位，下列何者正確？ 

� 1TB=1024B � 1KB=1000MB � 1MB=1024GB � 1Byte=8bits 

【3】36.電腦賣場廣告傳單上，所謂的「記憶體容量 2G」，指的是下列何者的容量？ 

�硬碟 �光碟 � RAM � ROM 

【1】37.阿杰想在年終業務報告時，製作一張各單位節能減碳的比率及排行統計圖表，下列何種軟體最適合
他使用？ 

� Excel � Word � Access � Photoshop 

【2】38.要製作大量內容格式相同，但收信人不同的通知書時，應使用Word的何項功能？ 

�文字藝術師 �合併列印 �文字方塊 �文繞圖 

【3】39.將辦公室內的多台電腦連接在一起的網路，屬於下列何種規模的網路？ 

�網際網路(Internet)  �廣域網路(WAN)  

�區域網路(LAN)  �都會網路(MAN) 

【4】40.下列何者為雷射印表機列印速度的單位？ 

� ppi � bps � dpi � ppm 

【2】41.目前使用的四組十進位數字所表示的 IP位址已不敷使用，新一代的 IP規格是採 IPv6 (IP version 6)，
IPv6每個 IP位址由幾組十六進位的數字所表示？ 

� 4 � 8 � 16 � 32 

【1】42.台北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提供民眾查詢即時的公車資訊，此系統需結合下列何項技術？ 

� GPS � CAI � VR � POS 

【3】43.只用 0與 1編寫而成的程式語言稱為： 

�人工智慧語言 �自然語言 �機器語言 �高階語言 

【4】44.為避免電力突然中斷，造成電腦硬體設備損壞與資料流失，可以加裝何種設備防範？ 

� ABS � HUB � USB � UPS 

【2】45.目前普遍使用的乙太網路(Ethernet)網路卡網路插槽是屬於下列何種？ 

� BNC � RJ-45 � RJ-58 � RG-58 

 

 

 

閱讀測驗閱讀測驗閱讀測驗閱讀測驗 

幾隻貨櫃船出港去追趕落日 

在快要追上的一刻 

──甲板都幾乎起火了 

卻讓那大火球水遁而去 

著魔的船隻一分神，一艘 

接一艘都出了水平界外 

只剩下半截晚霞斜曳著黃昏 

直到昏多於黃，洩漏出星光 

敻遼的冷輝壁照著天穹 

似乎在探索落日的下落 

而無論星光 

怎樣地猜疑 

或是濤聲怎樣地惋惜 

落日是喊不回魂的了 

這原是一切故事的結局，海說 

朝西的窗子似乎都同意 

只有不甘放棄的白堤 

仍擎著一盞小燈， 

終夜向遠方伸出長臂                        ──丁 旭 輝 主 編 ：《 台 灣 詩 人 選 集 14 余 光 中 集 》  

 

 

【2】46.這首詩中「甲板都幾乎起火了」，意思是： 

�日出時分，陽光照射到甲板上面  

�日落時分，陽光映照到甲板上面 

�入夜之後，月光映射到甲板上面  

�火光熊熊，即將從船艙燒到甲板上面 

【3】47.「敻遼的冷輝壁照著天穹」，詩句中「壁」字的詞性為何？ 

�名詞 �動詞 �副詞 �形容詞 

【3】48.詩中「仍擎著一盞小燈，終夜向遠方伸出長臂」，代表什麼樣的燈光？ 

�天空的北斗星  �貨櫃船上的燈  

�海港邊的路燈  �漁村的住家燈火 

【4】49.整首詩讀下來，可以看出詩中所描述的地點在何處？ 

�蘇澳 �花蓮 �台東 �高雄 

【1】50.這首詩的主題是： 

�寫景 �敘事 �閨怨 �懷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