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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正義論的學者主張，一個正義的社會應重視每個人的權利公平，使處境不利者得到最大的照顧。下列
何者最符合上述的主張？ 
《憲法》規定人民享有言論講學著作出版的自由 
《所得稅法》規定人民有所得皆須繳納綜合所得稅 
《民法》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照顧」的責任 
《建築法》規定所有的公共建築物都須設有「無障礙設施」 

2 內政部和臺北市政府紛紛推出社會住宅政策，由政府興建國宅，再出租給中低收入和弱勢階層。不過此
政策一推出，附近住戶因擔心房子被標籤化為貧民區，影響房價、收不到租金等，因此出現抗議聲浪。
上述現象，反應出政府在推動公共政策時所面臨的何種難題？ 
鄰避效應 誘因不足 搭便車心態 共有財悲歌 

3 國語運動是推廣國家頒布的標準字音、語音、語法的語文改革運動。19 世紀始於德國。國語運動雖有助
國家民族融合，並能增強國家意識，但也會因打壓少數民族方言的使用，而導致方言消失。上述國語運
動下的方言所面對的困境，最主要是因為語言在文化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反映生活形態的差異  對生活現象賦予意義 
反映人們對世界的看法  人類溝通與認同的工具 

4 南韓政府重金培植的財團，看似經濟的主要推手，卻也造成財閥錢、權一把抓，貧富不均日益惡化。根
據該國 2015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小企業職員的薪水，與財團員工薪水的比率由 1997 年的 80%降為
62%。據調查，每 10 位大學畢業生當中僅有 3 位有能力償還就學貸款。上文對南韓社會的描述，反映社
會階層化中的何種不平等現象？ 
經濟資源 社會地位 文化權利 社會資本 

5 下列關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經濟制度比較的敘述，何者正確？ 
共產主義以自利動機來維持人民的生產力 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大都由資本家來規劃 
共產主義重視效率，以專業分工達成目標 資本主義透過市場價格來導引資源的配置 

6 保齡球是美國早期最為普及的運動，學者普特南（Putnam）研究發現此項美國傳統的社會參與從 1980 年
至 1993 年，打保齡球的人口上升了 10%，而此同時，保齡球社團卻下降了 40%。換句話說，落單打保齡
球的人愈來愈多。學者透過「獨自球戲」（Bowling Alone）現象，提醒大家注意下列何者的重要性？ 
再生產勞動 社會資本 外部成本 搭便車 

7 為避免腸病毒疫情擴大，對幼童健康造成威脅，政府規定班上若有 2 名腸病毒確診病例，該班就必須停
課一星期，造成許多家有幼兒的雙薪家庭家長不知如何安置幼童的困擾。上述政府的規定，若從不同立
場的觀點來看，下列何種說法正確？ 
古典自由主義認為停課是為了多數人的福祉，少數人的犧牲是必要的 
社群主義主張為保護整體幼童健康，停課雖造成家長困擾但有其必要 
社會正義論認為全班應與 2 名確診病例一起停課的規定符合均等原則 
效益主義主張私益應先於公益，因此停課可保護更多幼童即符合公益 

8 民國 80 年，某些知識份子為了保障人民言論及人身自由，組成「100 行動聯盟」，採取違法靜坐但和平
的方式，向政府提出「廢惡法反閱兵」的訴求。依上所述判斷，此一行動主要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惡法亦法 公民不服從 志願結社 柔性政變 

9 依據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的相關規定，下列關於監察院的敘述，何者正確？ 
設置懲戒機關負責處理公務人員懲戒相關事宜 設置審計部負責審查政府預算，並提出修正意見 
監察委員負責對違法失職公務人員提出糾正 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10 五權分立是我國政府體制的設計，依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下列關於中央政府的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立法院可提出憲法修正案，再交由公民複決 
考試權獨立，總統不能影響考試院院長人事案 監察院負責審理公務人員及正副總統彈劾案 

11 關於我國目前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權力互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院可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行政院院長須至立法院報告並接受質詢 
立法院可對行政院院長任命案行使同意權 行政院提出的法律案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方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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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我國《公民投票法》的規定，下列事項何者可以訴諸公民投票？ 
基於物價上漲、薪水不漲，提議降低所有稅收以共體時艱 
天災頻仍、政府救災不力，要求某知名企業家接任行政院院長 
美國牛肉存在安全疑慮，公民一起決定是否開放美牛進口 
政府應為民謀利，主張政府以公庫款項協助民眾共渡難關 

13 現行我國的選舉制度，有關「原住民立法委員」的產生方式，應是下列何者？ 
比例代表制 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 複數選區，聯立混合制 

14 依我國現行法律的相關規定，若在今年 12 月 19 日要進行某縣縣長的選舉。若僅依選項敘述判斷，下列
何者具有投票權？ 
18 歲的阿花，自小即設籍在該縣，目前就讀高三 
30 歲的阿龍，於 9 月 19 日將其戶籍遷至該縣 
45 歲的阿成，自小即設籍在該縣，目前仍受褫奪公權宣告中 
22 歲的喬治，是從美國來臺學中文一年的交換學生 

15 在我國，若有某政黨提名候選人甲參加區域立委選舉並當選，另將候選人乙列為不分區立委名單也順利
當選。爾後甲、乙因與該政黨理念不合而退黨，下列針對他們立委資格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仍保有立委資格，乙則失去立委資格 乙仍保有立委資格，甲則失去立委資格 
甲、乙之立委資格均不受影響 甲、乙均失去立委資格 

16 下列關於國際關係的形成與演進之敘述，何者正確？ 
起源來自於 1814～1815 年召開的維也納會議 十八、十九世紀的國際關係應屬於兩極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關係屬於多極體系 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應屬於一極多元體系 

17 中共在處理香港及澳門主權問題時，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亦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其所指的兩種
制度應為下列何者？①民主主義制度 ②社會主義制度 ③資本主義制度 ④專制政府制度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18 憲法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屬概括式保障
條款，即表示憲法欲保障之人權不限於其他條文明文列舉之權利。下列何者屬於憲法概括式保障之權利？ 
訴訟權 姓名權 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 

19 課堂上，同學紛紛發表對法治的看法，下列那個同學的觀點最符合現代法治的概念？ 
小夫：實行法治的國家，人民及政府都須依法而行 
靜香：中國很早就有法治的觀念，例如法家即曾提倡法的重要性 
大雄：法治國的法律追求實質正義，政府可逕行限制人民的自由  
胖虎：法治的優點是具有安定性、效率高，追求於短時間做出決策 

20 阿三申請建築執照獲准後，市政府以基地位處禁建區而撤銷該建照，市政府的作為可能違反那項行政法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1 設籍臺中市的索爾與設籍臺南市的浩克，兩人都在高雄工作，某日浩克因急用向索爾借 5 萬元，事後浩
克矢口否認借錢一事。若雙方無特別約定，依據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原則上索爾應向那個法院提起訴訟？ 
臺中地方法院 臺南地方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 上述任一法院皆可 

22 某甲因性侵案入監服刑，法院令其獲釋後仍須接受列管與治療，以避免其再犯。此種處置方式較偏向何
種刑罰理論？ 
應報理論 絕對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23 19 歲的小華騎機車在巷口轉彎時，不小心撞傷一位剛從菜市場買完菜的婦人，造成婦人骨折受傷。由於
傷勢不輕，婦人欲控告小華過失傷害並索求賠償。下列針對小華法律責任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華為限制責任能力人，在法律上得減輕其刑 
小華為完全責任能力人，須負起全部刑事責任 
小華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因此不負賠償義務，由父母負全部賠償義務 
小華為完全行為能力人，需要負擔全部的賠償金額 

24 憲法第 170 條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公布之法律，亦得由地方議會通過 法律是為補充行政命令的不足才制定 
法律若為惡法可經訴願程序予以修正 總統公布之法律不須經公民複決 

25 年滿 20 歲的阿秀選定了餐廳欲辦社團迎新餐會，業者請她簽訂一份定型化契約，以確保雙方權益。上述
契約若依我國相關法律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業者張貼的告示或網路發布的資訊，都可視為契約的一部分 
由於餐食容易腐敗，該契約可以不提供審閱期間 
若對契約條款有疑義時，依法由消基會作最後解釋 
是業者和特定消費者雙方合意而設計的個別化契約 

26 王先生的獨子在一場車禍中不幸罹難，爾後，王先生與配偶經由合法程序收養兩個男孩、一個女孩。王
先生病逝後，遺囑將遺產分配給兒子。依我國相關法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遺囑不可限制應繼分的規定 文中的收養程序屬於民法中的準正 
女兒可提出特留分之請求，以取得遺產 繼承人為配偶和兒子，各得遺產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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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表是國內自行車的供給需求狀況。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當價格為 8000 元時，下列有關自行車市場
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價格（元） 供給量（台） 需求量（台） 
6000 700 1200 
8000 800 1000 
10000 900 900 
12000 1200 700 

供過於求 供需均衡 降價可以達成均衡 漲價可以減少短缺 
28 下列何者會使得消費者對某項商品的需求增加？ 

製造該商品的原物料價格上漲 消費者對該商品的主觀喜好提高 
消費者預期該商品價格即將下降 環保政策導致生產該商品廠商的成本提高 

29 晚近發展的綠色 GDP、綠色國民所得指標，主要是針對傳統 GDP 指標的何種缺失所提出？ 
忽略休閒的價值 未納入地下經濟 忽略產品品質的改進 未扣除污染等負產品 

30 伴隨產業結構改變而失業的勞工，政府用下列何種方式最能對症下藥？ 
加強教育與職業訓練，增加就業能力 提供求才求職的資訊，加強就業媒合 
採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景氣復甦 採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減緩成長力道 

31 老張是一家電腦公司的老闆，小志是該公司員工，月薪 4 萬元，小志近日推銷一台該公司生產的平板電
腦給其好友阿美，以 3 萬元成交。下列有關此一經濟活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老張是生產要素市場的供給者 小志是商品市場的供給者 
3 萬元屬於公司的銷貨收入 4 萬元是小志的生產者剩餘 

32 根據稅賦是否可以轉嫁來區分，可分為直接稅與間接稅兩種。依據我國的租稅來看，下列何者屬於間接稅？ 
遺產稅 贈與稅 營業稅 房屋稅 

33 剛升上高二的小中，為了能夠在高三學測有好的成績，因此決定不接任熱門音樂社的社長職務，以專心
準備課業。根據經濟學原理判斷，小中的決定所依據的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比較利益法則 供給法則 需求法則 機會成本 

34 下表為甲國對美元的匯率變化，若其他條件不變時，下列何者最可能是 2010～2015 年該國出現的現象？ 
時間（年） 美元（元） 甲國幣（元） 

2010 1 28 
2011 1 29 
2012 1 30 
2013 1 30 
2014 1 31 
2015 1 33 

該國出口會持續萎縮  外匯存底可能將成長 
人民可購買更多的國外產品 將有大量畢業生前往美國留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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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中內容推論，下列何者可用來說明上述現象？ 
交易成本過高  資訊不對稱 
切割碎裂的財產權  各逐其利引發的資源耗竭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39 題： 
Many organizations are trying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world hunger, and CARE is one of them. It 

provides food to hungry people, and believes that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help people produce their own food. Because 
of this belief, the organization has programs to help people improve their lives. 

CARE was organized in 1945 to help people after World War II. At that time, it distributed over 100 million food 
packages. Meanwhile, it was starting self-help programs. In 2014, it has worked in 9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ARE gives equipment and teaches people how to build water systems, roads, schools, houses, and health centers. It 
also teaches people how to increase production on their farms, how to reforest areas, and how to start small village 
industries. Doctors and nurses volunteer to go to villages. They provide health care for the people, teach people how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and train people to provide simple medical care. CARE also gives special help when there is a 
flood, an earthquake, a drought or a war. 

Where does CARE get its money? Ordinary peopl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give money. CARE receives millions 
of dollars every year. The organization is international. It helps people of any race, color, or religion. It meets with the 
people to decide on programs together. CARE helps provide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to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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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Which of the followings is NOT the belief of CARE? 
They should provide food for hungry people. They should only help poor people in Europe. 
People should learn how to improve their lives. People should help decide about their own programs. 

37 What does CARE teach peopl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How to plant trees in places where they cut them all down 
How to obtain financial aid from their own governments 
How to produce high-quality medicine with low cost 
How to get money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38 Why do doctors and nurses go to villages? 
Because they are forced  Because they are voluntary 
Because they are well-paid Because they don’t get jobs elsewhere 

39 Where does CARE get its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s  From other organizations 
From doctors and nurses  From ordinary peopl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0 題至第 44 題： 
A recent report autho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argues that overcoming our 

squeamishness about eating bugs may make the crucial   40   in overcoming global hunger. 
In terms of nutrition, insects provide an outstanding   41  , having “high fat, protein, fiber, vitamin, and mineral 

content.” Insects, it turns out, are far more efficient than livestock in transforming feed into edible meat. And they largely 
avoid the hug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well as other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associated with cows and pigs. 

Based on a dietary estimation, the world needs to double its food production over the next 40 years – an effort that 
will require unprecedented productivity gains while   42   ecological disasters. 

Most of today’s insect-eaters liv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countries where insects are perceived as a perfectly 
acceptable and convenient source of energy: seasonably   43  , highly portable, and requiring fewer inputs than 
agriculture or animal husbandry. While most edible insects continue to be collected in the wild, more organized forms 
of insect farming have   44  , including “cricket farming” in Laos, Thailand, and Vietnam. By provid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 edible insect sector help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from Southeast Asia to Central Africa. 
40 difference conference experience reference 
41 luggage advantage knowledge beverage 
42 predicting  contributing  risking  profiting  
43 available disposable capable probable 
44 immersed  vanished  converged  emerg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5 題至第 49 題： 

Many of us, nowadays, seem to believe that a happy future is something impossible to achieve. While such 
concerns must be taken very seriously, they are not invincible. They can be overcome when we don’t lock our door to 
the outside world. 

Happiness can only be discovered as a gift of harmony between the whole and each single component. Even 
science--and you know it better than I do--point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as a place where every element 
connects and interacts with everything else. 

And this brings me to my second message. How wonderful would it be if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ould come along with more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How wonderful would it be, while 
we discover faraway planets, to rediscover the needs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rbiting around us. When one realizes 
that life, even in the middle of so many contradictions, is a gift, that love is the sourc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how can 
they withhold their urge to do good to another fellow being?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Each and everyone’s existence is deeply tied to that of others. 
Life is about interactions. 
We need to open ourselves to others for achieving a happy future. 
Scientific innovation would definitely lead to a better future.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Happiness as the Gift of World Harmony Skills for Achieving More Happiness 
Growt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cial Equality to Be Achieved 

47 Who of the following is most likely to be the speaker of the passage? 
A physician. A business manager. A religious mentor. A scientist. 

48 Which of following is the most possible situation under which this talk was delivered? 
An economic depressi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nations.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Global climate change.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solution to human contradiction? 
To love people sincerely around you. To donate money to your neighbors who are in need. 
To suppor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eriment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welfare activities. 

50 David enjoys all kinds of fast foods, but I      . 
am  am not  do  do not  



類科名稱：

107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公民與英文（試題代號：25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財稅行政、人事行政、會計、圖書資訊管理、戶政、一般民政、統計、一般行政、廉政、
社會行政、地政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D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A D A D B B B D B

C C C A D B B A D

B D B D A C D B D A

C C B B B A B D A

B C A D D A C C A D

C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