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試題

等 別：初等考試

類 科：各類科

科 目：公民與英文

考試時間：1 小時 座號：

※注意：本試題為單選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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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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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
頁次：4－1

1 我國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害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

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該法條旨在說明那些重要原理原則？①

比例原則 ②法律保留原則 ③誠實信用原則 ④信賴保護原則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 1989 年國小老師李幸長發起「無殼蝸牛運動」，夜宿臺北市忠孝東路，抗議政府漠視人民的居住權益。

後來，無住屋運動轉型為「崔媽媽基金會」，透過協助弱勢族群解決租屋問題，落實「居者適其屋」的

理念。關於「無殼蝸牛運動」發展到「崔媽媽基金會」之成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營利組織 原強調利他主義後轉為主張利己導向

原以公益為使命後轉為重視成本效益 從倡議的社會運動轉為成立服務性的社團

3 近年來雙薪家庭比例上升，由於父母忙於工作，因此托兒所、安親班等機構成為安置孩童的重要處所。

根據統計，臺灣目前有政府立案的各種安親班、補習班、才藝班數量遠遠超過全臺超商數量。此現象說

明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的何種功能正在轉變？

生育功能 經濟功能 社會化功能 傳遞社會地位

4 所謂「友善職場」，就是無歧視、重平等的職場。在職場中，勞工與雇主彼此尊重、合作，共同打造一

個性別平權的工作環境。下列何種作法，最有助於促進「友善職場」？

開放同志勞工因伴侶生病時可請家庭照顧假 營造玻璃天花板環境以便落實性別實質平等

健全性別職業隔離制度以保障女性就業機會 降低女性勞動參與率以避免蠟燭兩頭燒現象

5 有關法律分類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民法：不成文法、私法、普通法、實體法

民事訴訟法：成文法、私法、特別法、程序法

刑事訴訟法：成文法、公法、普通法、程序法

勞動基準法：不成文法、社會法、特別法、實體法

6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國際移工的身影已深入臺灣家庭，然而媒體總以「口音怪異、膚色黝黑、吵雜

或是忠誠度不足、常常逃跑」來形容移工的樣貌。由此可知，媒體主要是透過下列何種方式來影響閱聽

人的認知？

總白癡化 置入性行銷 暴力行為的複製 形塑刻板印象與歧視

7 根據公民投票法之規定：「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甲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

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關於甲的法定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向立法院提出覆議 享有被動解散國會權 可以提出憲法修正案 掌理公務員懲戒事宜

8 甲香雞排店位於社區中，炸雞排時排放的油煙與味道往往導致附近居民抗議，因此環保局對甲香雞排店

開罰並要求加裝符合環保標準的靜電油煙處理設備。若以香雞排價格為縱軸，香雞排數量為橫軸，針對

上述的分析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環保局對雞排店的開罰是屬於確立財產權的作法 處罰與要求加裝過濾設備會導致市場供給線左移

環保局可以對居民補貼來減少店家產生外部成本 雞排店被勒令加裝環保設備即是體現了市場機能

9 我國現行的立法委員選舉，其選舉制度如下：區域立委選舉採（甲）選舉制度，原住民立委選舉採（乙）

選舉制度，全國不分區立委選舉採（丙）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選舉制度皆有利於大黨 （丙）以區域候選人所得票數比例換算政黨席位

（乙）（丙）皆有婦女保障名額的限制 （甲）為一個選區只有一人當選的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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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若我國總統選舉在某次的票數統計，1 號候選人得票率 30.6%，2 號候選人得票率 38.5%，3 號候選人得票

率 0.7%，4 號候選人得票率 30.2%，依政治學理及相關法律來看，下列何者是 2 號候選人在選舉結束後，

最可能面臨的挑戰？

得票數未過半，無法當選，須於第二輪投票繼續努力

得票數未過半，其他候選人可能會提出選舉無效之訴

得票數未過半，其他候選人可能會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得票數未過半，可能讓國民認為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11 小楊時薪 400 元，為了省錢每餐固定支出 60 元，某日小楊花了 1,500 元搭乘高鐵參加兒子的大學畢業典

禮，請同事小許代班 6 小時，事後小楊請小許吃一客 350 元的豪華晚餐作為答謝，自己則點了一客 250

元的精緻晚餐。依上所述判斷，小楊這次參加兒子大學畢業典禮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3,900 元  4,250 元  4,440 元  4,560 元

12 民國 103 年啟動的「十二年國教」政策，人數最多的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過去採用「會考總積點」

制度產生爭議；104 年承辦免試入學的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7 級總積分」新方案的構想；認為如果 104 年

放榜未產生爭議，則沿用「會考總積點」的舊方案，若有疑慮，則考慮採用「7 級總積分」的新方案。關

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作法，是否符合公共政策決定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符合，因為行政機關提出新方案就已屬於政策合法化的過程

符合，行政機關可以評估政策的效果來作為修正的判斷依據

不符合，因為政策評估必須在公共政策規劃之前就必須實施

不符合，因為若不繼續沿用舊方案，將會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13 某輪胎公司與高中汽車修理科進行合作，由該公司提供機械器具作為教學練習使用，讓學生學習時，能

夠將理論與實務結合。該輪胎公司所提供的機械器具，是屬於經濟發展要素中的那一項？

自然資本 人造資本 企業才能 人力資本

14 高二的阿文參加學校舉辦的法律營活動，前往各級法院及檢察署參訪。以下為他的參訪心得，依相關法

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①檢察官當庭訓斥被告，並裁定羈押 ②在簡易庭中，由五位法官同時開庭 

③前往高等法院民事執行處參訪 ④檢察官對涉及告訴乃論案件的被告提起公訴 ⑤性侵案件開庭前，

法官將同學請出法庭

①②④ ①②③ ③④⑤ ②③⑤

15 小智今年 12 歲，他所從事的下列何項行為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

接受小華母親贈送的生日禮物 用母親給的零用錢購買早餐

和鄰居協議賠償打破鄰居玻璃的費用 用自己存款繳交班級活動費

16 對於死刑定讞之案件，其執行命令經法務部部長簽署後，依法應由下列何者執行？

受命法官 檢察官 檢察總長 檢察長

17 阿強涉嫌綁架撕票案，被法院判處死刑定讞，但辯護律師認為證據不足、法官拒絕被告到庭詰問，且經

專家鑑定發現有新事證足以推翻原判決。該案依相關法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律師可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訴 阿強可委託律師向最高法院聲請再審

最高檢察署可向最高法院聲請更審 死刑執行檢察官可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訴

18 有些人認為對犯罪者要處以刑罰，是讓民眾知道犯罪的下場，警惕自己不要犯罪。此種思維是屬於下列

何種刑罰理論？

應報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綜合理論

19 根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律規定，甲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得向乙進行國情報告。關於

甲、乙的職權及其運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係由乙直接任命之 甲可對乙提出覆議案 乙可對甲提出彈劾案 乙可對甲提出倒閣案

20 2015 年 8 月我國甲與中國乙本於平等互惠原則，共同簽署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

上述代表雙方簽署協議的機構甲與乙分別為下列何者？

甲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乙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甲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乙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甲為大陸委員會、乙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甲為大陸委員會、乙為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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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國人 A 自中國大陸返臺就醫，引起各界輿論關注。行政院院長赴立法院備詢前受訪表示，是否應限縮健

保使用資格，他在擔任政務委員時，就曾提出限縮在大陸的臺胞與旅居國外僑胞的健保資格。行政院院

長前述表示係屬於政府決策過程的那一階段？

政策規劃 政策合法化 政策執行 政策評估

22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政府官員，那些是經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的方式任命？

①立法院院長 ②大法官 ③行政院院長 ④考試委員 ⑤司法院院長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④⑤ ③④⑤

23 二次大戰後，由於戰後重建及國內發展的需要，各國有別於過去「有限政府」的概念，擴張行政權，追

求大有為的「萬能政府」。下列為某國所實施的政策，何者最能看出上述概念的轉變？①透過軍隊及海

岸巡防維護領海安全 ②全民健保採取強制納保的措施 ③每四年進行民意代表選舉落實普選 ④立法

規範勞工基本工資及職災補償

①② ②③ ①③ ②④

24 關於「君主國」與「共和國」之區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君主國」在政治上採取專制制度 「共和國」在政治上採取民主制度

「君主國」之國家元首採世襲制度 「共和國」之國家元首採多人共任

25 國內某食品集團因為黑心油事件引發眾怒，有網友發起抵制行動，號召民眾拒買該公司相關產品，許多

店家也紛紛響應，拒用該公司產品作為食材。上述抵制行動較屬於下列何種概念？

永續性發展 企業家才能 共有財悲歌 消費者主權

26 若新臺幣兌美元的匯率由三十比一變為三十三比一。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此一匯率的變化，在國際貿易

上顯示出下列何種意義？

進口物品的價格下降 鼓勵民眾去美國旅遊 新臺幣貶值刺激出口 出口業者的損失提高

27 當人工智慧系統 AlphaGo 戰勝人類九段圍棋高手的那一刻，全人類開始惶惑。有專家預言本世紀末，70%

的職業會被自動化技術取代，將有 50%的白領智慧工作者會失業。下列何者最能解決上述的失業問題？

採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提供就業資訊

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職業訓練 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

28 某家超商鼓勵民眾將 200 元的統一發票中獎金額存在會員卡中，再加碼贈送 50 點會員點數，讓民眾可以

把它當現金 5 元使用，藉此吸引更多的來客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上述超商考量的目的應為下

列何者？

降低生產的成本 增加銷貨的收入 減少生產者剩餘 提升生產要素的需求

29 酒駕問題造成無數家破人亡，成為眾所矚目的社會問題，因此政府乃修改「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提高對酒駕的行政上處罰，希望藉此遏止酒駕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這是以政府的法律管制處理市場失靈問題 針對酒駕提高的行政上處罰是一種行政指導

此一處罰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租稅方面的收入 若民眾對此一處罰不服可以向法院提出抗告

30 許多國家都由政府制訂法律，規定雇主給付給勞工的最低薪資，目的是保障工人能以勞力換取足以維持

生存的工資。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此種政策可能會對勞動市場造成下列

何項影響？

造成勞動市場供過於求的現象，而使失業率提升 勞工的工作意願減少，進而導致勞動供給會減少

廠商能夠僱用到更多勞工，因此勞動需求會增加 使勞動市場供需雙方都獲利，整體社會福祉增加

31 歐盟是區域整合的國際組織，關於此組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經濟上對外採取單一關稅 過半數的會員國採取共同貨幣

重經濟整合，缺少司法與政治上合作 申請加入需具備保障人權與市場經濟條件

32 假設天龍國近來財政赤字增加，若該國政府欲增加其收入，以縮小財政赤字，下列何種作法可以達成目的？

收取菸品的健康捐 降低遺產稅的稅率 縮減社會福利支出 增加公共建設經費

33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中央、地方政府等公務人事費用每年編列經費逾新臺幣一兆元，約占中央政

府歲出預算的六成。若以政府支出項目來看，此人事費用支出應為下列何者？

投資支出 債務利息支出 移轉性支出 消費支出

34 近年來東南亞國協逐漸受到重視，該組織也致力促進區域合作與創造和平。關於東南亞國協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我國以「中華臺北」名義加入 該組織為聯合國下的週邊組織

目標為建立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 俗稱東協加一是指日本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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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某家酒商過去將葡萄酒製程的廢料紅麴當作肥料，現在則改製成厚度僅 0.3 公分的紅麴餅乾，為該公司賺

進七億元的商機。上述作法突顯何項生產要素的重要性？

人力資源 人造資本 自然資源 企業才能

36 The great composer showed a(n) interest in music when she was only 3 years old.

 ordinary  particular  responsible  sneaky

37 Nowadays is vital to our living. Without it, we can't run machines and vehicles.

 nutrition  gasoline  diversity  creativity

38 The angry workers marched through the streets after they the policy's command to retreat back to their

factories.

 endorsed  defied  resided  experimented

39 The techniques are being applied almost everywhere by big and small firms .

 across  alike  alone  away

40 Peter and Jim that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rime. And I believe them.

 introduce  depend  insist  desir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According to two recent studies, the annual cost of workplace absence in the U.K. has risen to 10.5 billion pounds,

with 500 people 41 employment every week because of work-related injury or illness. Ill health is now the

main 42 of joblessness in the U.K., with repetitive strain injury, back strain, and stress the three top reasons for

absence. One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s took an average of 7.8 days off work through sickness last year, a 43 from

8.5 days the previous year. “Absence is a huge cost to business—the worst performing firms have twice the absence

rates of the best ones,” said one research unit. Many companies believe 44 to 15% of absences are not genuine.

Overindulging in alcohol is the main reason for pulling a sickie, one survey has found. A third of British 45 would

call in sick after a drunken night. But more than half said they would think again if their pay was cut.

41  leave  left  leaving  to leave

42  cause  care  caution  case

43  break  fall  step  period

44  below  in  up  with

45  workers  owners  robots  stranger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Eat five meals a day, including lots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nutritionists say. It’s important to include different

kinds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in each meal. Try to make your meals colorful. It’s easy. Red fruit and vegetables, like

tomatoes and watermelon, protect you against some types of cancer. Some others, like strawberries and red grapes,

help keep your heart healthy. A lot of oranges and yellow fruit and vegetables, like carrots, are rich in Vitamin A and

help you have healthy eyes. They also protect you against some types of cancer and heart disease. Citrus fruit, like

oranges, aren’t rich in Vitamin A, but they are rich in Vitamin C and a type of Vitamin B. They help keep your heart

healthy. Green fruit and vegetables, like spinach, green peppers and green apples, help keep both your eyes and heart

healthy, and protect you against some types of cancer. Blue and purple fruit and vegetables, like grapes and eggplants,

keep you away from some types of cancer and heart disease. Blueberries also help you have a good memory.

46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is NOT good for eyes?

Carrots. Spinach. Oranges. Tomatoes.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citrus fruit is NOT true?

They are like oranges. They are like strawberries.

They are rich in Vitamin B. They are rich in Vitamin C.

48 If you forget things easily, what fruit/vegetables may help you improve your condition?

Eggplants. Blueberries. Green peppers. Yellow tomatoes.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fruit/vegetables is good for the heart?

Grapes. Tomatoes. Bananas. Wate rmelon.

50 What do nutritionists suggest about our diet?

Colorful meals are good for us. Meat is not good for the heart.

It's better to have three meals a day. 3C products are not good fo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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