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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般法律常識（第 1-12 題為單選題，第 13-17 題為複選題，每題 2 分）
【2】1.勞動事件法之主管機關為何？
勞動部
司法院
法務部
經濟部
【3】2.依民法規定，民事最優先適用者為何？
習慣
法理
法律
心證
【2】3.依民法規定，建物設定抵押權後，其所有權人將建物讓與他人者，抵押權之效力將如何？
失其效力
不受影響
買賣雙方約定
效力不能確定
【3】4.下列何者非屬抵銷要件之一？
須二人互負債務
須給付之種類相同
須一方未屆清償期
須雙方之債務能抵銷者
【3】5.設若甲死亡，遺有妻及父母；甲立遺囑表明財產全歸妻所有，倘其父母依民法行使特留分權利後，則甲妻可分
得之財產為何？
 1/4
 1/2
 3/4
全部
【2】6.勞工因職業傷害死亡時，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孫子女」係緊接下列何者之順位？
父母
祖父母
兄弟姊妹
配偶及子女
【4】7.我國憲法內容不包括下列何者？
政府組織
基本人權
基本國策
訴訟程序
【1】8.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公職人員就職未滿多久者，不得罷免？
一年
二年
三年
六個月
【2】9.法官通常針對法院程序問題所作出的決定，一般稱為下列何者？
判決
裁定
判例
判決先例
【1】10.下列何者是我國法律的最高位階？
憲法
法律
命令
行政措施
【1】11.有關國家例外得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理由，下列何者錯誤？
增進個人利益
維持社會秩序
避免緊急危難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2】12.請問人民選舉出來的公僕如嚴重違背選舉承諾，人民依法可行使下列何種參政權予以制衡？
選舉
罷免
創制
複決
【123】13.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何種行為時，應經輔助宣告人的同意？
拋棄繼承權
買賣不動產
簽訂和解契約
受贈金錢或禮物

【1234】14.我國憲法保障的選舉參政權，其主要原則有哪些？
普通選舉
平等選舉
直接選舉
【123】15.有關從物之要件，包括下列何者？
非主物之成分
同屬於一人者
常助主物之效用
【134】16.下列哪些契約，應俟完成一定物之交付始能成立？
信託契約
買賣契約
使用借貸契約
【234】17.債的發生原因，包括下列何者？
混同
無因管理
不當得利

秘密選舉
具主要而獨立效用之物
消費借貸契約
侵權行為

貳、公民（第 18-30 題為單選題，第 31-34 題為複選題，每題 2 分）
【4】18.乙國國會議員的選舉方式，是一個選區可選出數個代表，但選民只能投一票，這種選舉方式為下列何者？
單一選區兩票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政黨比例代表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
【3】19.多元性別逐漸為世人所認可，先生(Mr)、太太(Mrs)、小姐(Ms)等詞彙，已無法囊括所有的性別，因此，英國
極具權威的牛津英語辭典，加入中性的「Mx」一詞，以表示對跨性別者的尊重。此一作法具有下列何種意義？
破除性別玻璃天花板限制
明確給予性別角色的區隔
尊重個人的性別認同傾向
重視每個人的性自主權利
【1】20.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的機關或受其監督的機關為買賣、
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此規定旨在達成下列何種目的？
行政中立
信賴保護
資訊公開
組織精簡
【2】21.某市政府打破傳統圖書館開放時間，市立圖書館總館開放 24 小時的閱覽服務，以滿足各族群需求，讓民眾半
夜也有閱讀的場域。此措施係屬於政府改造的下列何種作為？
精簡政府組織結構
顧客導向的服務
電子化政府
行政法人化
【4】22.某市政府環保局為維護市容，改善狗便污染環境問題，推動「撿黃金，抽黃金」活動，獲得許多市民響應，撿
狗便抽黃金。下列何者最能說明此一現象？
公益間的衝突互斥
私利間的相容互補
公益與私利衝突互斥 公益與私利相容互補
【1】23.某學者指出，判斷行為善惡之依據在於它是否能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如果能夠達到就是善的，反
之就是惡的。此一判斷標準被稱為下列何者？
效益主義
社群主義
社會正義
多元文化
【3】24.柬埔寨的吳哥窟因為好萊塢電影「古墓奇兵」在此地拍攝，營造的莊嚴神秘氣氛，將吳哥窟推向全球觀光市場。
此種在媒體內容中，讓消費者在不經意對此一地點產生印象的作法，稱為下列何者？
媒體再現
總白痴化
置入性行銷
迎合政治現實
【3】25.在日本，有關妖怪的傳説五花八門、種類繁多，且貫穿了整個日本歷史。近年來，日本人氣動畫「妖怪手錶」，
更是將日本妖怪文化的熱潮推向了世界。下列敘述何者最能說明此一現象？
主流文化是由精緻文化所主導
官方文化主導流行文化的發展
民間文化轉變為流行文化符號
邊緣文化結合精緻文化的創新
【1】26.內政部參考聯合國的「國際移民日」精神，將每年的 12 月 18 日訂為「移民節」，以彰顯我國對移民人權的重
視，並辦理一系列的活動。下列何者最能解釋此政策的意涵？
多元文化主義
我族中心主義
文化資本論
文明進化論
【2】27.印度聖雄甘地以其堅定的信念，使群眾願意忠誠追隨他，進行「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終於使印度擺脫了英
國統治。甘地在統治正當性分類上，屬於下列何者？
合法與理性型權威
領袖魅力型權威
宗教型權威
傳統型權威
【3】28.世界咖啡館(World Café)為透過小組討論的會議形式，每回合討論進行 20 到 30 分鐘，結束後桌長以外的與會
者換桌討論另一個主題，讓參與者接觸不同的想法，形成會議最大共識。此種作法與下列何種民主理論最為類似？
古典民主理論
經驗民主理論
審議民主理論
多元民主理論
【4】29.某組織與蒙古政府合作「在藍天大地捕捉太陽」計畫，協助游牧民族在蒙古包外架設太陽能板，不但看電視、
裝冰箱無虞電力，如今有 90%的牧民都開始使用手機。此組織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國際貨幣基金
國際紅十字會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銀行
【1】30.人民認為政府的行政行為有違法或不當，以致損害其權益時，可以提起訴願。訴願的主要目的為何？
保障人民權利
實現多元文化
維護社會秩序
提升政府效能
【23】31.依憲法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在我國，下列哪些人員有失職或違法情事時，監察委員在經二人
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得提出彈劾案？
總統
縣市長
行政院長
立法委員
【24】32.丙國是內閣制的國家，共有 45 個政黨，但近數十年來，每次國會選舉都沒有一個政黨能超過半數。有關丙國
的政黨體制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權力集中且缺乏監督力量
聯合執政導致責任不明確
朝大野小的一黨獨大現象
可充分反映社會多元民意
【14】33.依公民投票法規定，下列何種事項可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地方建設案
政府預算案
企業的租稅減免
立法原則創制案
【14】34.根據我國地方制度法判斷，花蓮縣吉安鄉公所的職權包括下列何者？
執行上級政府的委辦事項
議決地方自治法規與事項
審理政府與人民間的糾紛
因應民意，發展地方特色
【請接續背面】

參、國文閱讀測驗（共 16 題，每題 2 分）

第二篇：

第一篇：

其一
1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
「君有疾在腠理 ，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
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
「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
「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
鵲復見，曰；
「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
2

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

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水調歌頭·丙辰中秋〉
）

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
「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 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

其二

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

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

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

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其三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 3 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痹 4 醫；來入咸陽，聞秦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

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蘇軾〈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

﹙節選自《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其四

註 1：腠理：泛指皮膚、肌肉、腑的紋理及皮膚、肌肉間隙交接處的空隙，就是體表。
註 2：湯熨之所及：
「湯」同「燙」
，用熱水焐（即熱敷）
；
「熨」用藥物熱敷，兩者皆屬熱敷之體外療法。
「湯熨之所及」指用熱水或藥物熱敷，就能治癒。
註 3：「帶下」醫：衣帶以下指婦女常患的婦科疾病。
註 4：耳目「痹」醫：同「痺」
，指肢體酸痛麻木。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第 35-39 題為單選題，每題 2 分】
【3】35.依文中所示，扁鵲幾次面見齊桓侯？
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4】36.從內容來看，本文的敘事脈絡是：
純敘事
純議論
先議論後敘事
先敘事後議論再敘事
【2】37.文中「使聖人預知微」一句之詮釋，下列何者錯誤？
對於病徵應見微知著
體表病症往往是微不足道
體表病症往往是疾病的早期警訊
病症初起時預先覺察治癒率相對也高
【1】38.依文中所示，古人認為何者才是疾病能否治癒的根本因素？
病患
醫師
醫療措施
病患家屬
【4】39.依文中所示，有關扁鵲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醫術高明是位全科醫師
體現「聞病救人」的慈悲精神
隨緣治癒婦人老人小兒的疾病
術德兼備活人無數好人有好報能得善終

【第 40-42 題為複選題，每題 2 分】
【134】40.依文中所示，說疾在腠理、血脈、腸胃間、骨髓，意謂病情：
由輕變重
由重變輕
由淺層擴散到深處
由體表深入到腑臟骨髓
【13】41.依文中所示，下列章句詮釋，何者正確？
「司命無奈之何」指醫藥無能為力
「是以無請」意謂請求治療齊桓侯的病
「人之所病，病疾多」指一般人的痛苦，在於罹患多種疾病
「形羸不能服藥」指病患的肝腎機能還算強健，暫時可以不用服藥
【1234】42.依文中所示，「病有六不治」，符合此條件的選項是：
愛財不要命
寧信巫術捨棄醫術
穿衣攝食不合養生之道
驕傲任性不肯也不能信守科學精神

酒酣胸膽尚開

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
）

【第 43-47 題為單選題，每題 2 分】
【2】43.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集中描寫赤壁雄奇壯闊景物的詞句是：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1】44.蘇軾善於「以詩為詞」，下列選項中，何者融化了李白〈月下獨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詩句入詞？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
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3】45.蘇軾也善於以議論為詞，下列選項中，何者化用了莊子〈知北遊〉「汝生非汝有也」之哲學語言入詞？
此事古難全
一時多少豪傑
長恨此身非我有
酒酣胸膽尚開張
【1】46.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其中「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四句旨在描寫：
出獵的壯觀場面
臨風興歎的狂態
縱浪大化的心境
殺敵報國的雄心壯志
【4】47.蘇軾善於用典，上引四闋詞作之中，何人未被提及？
馮唐
周瑜
孫權
蘇武

【第 48-50 題為複選題，每題 2 分】
【134】48.有關蘇軾〈水調歌頭·丙辰中秋〉的詮釋，下列何者正確？
此詞以月起興，與弟蘇轍多年未見之情為基礎，圍繞中秋明月展開想像和思考
此詞反映作者複雜矛盾的思想感情，表現作者官場失意，消極遁世的人生態度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的 「轉」和「低」
，都指月亮的移動， 暗示夜已深沉
詞作上片望月，下片懷人，落筆揮灑，舒捲自如，情與景融，思想深刻境界高逸，充滿哲理
【13】49.語文中特意顛倒文法上順序的句子，叫做「倒裝」。下列選項內的詞句，屬於「倒裝」的是：
故國神遊
倚杖聽江聲
多情應笑我
老夫聊發少年狂
【123】50.有關蘇軾〈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的詮釋，下列何者正確？
這闋詞是一篇即事抒情之作
上闋敘事，渲染其醉態；下闋書寫酒醒後的思想活動
「夜闌風靜縠紋平」是寫景，也象徵詞人追求的寧靜安謐之心靈境界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明示詞人準備看破紅塵棄官潛逃的心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