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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項測驗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若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 10 分，並由監試人員
代為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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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有關法律之適用，僅適用於該法律實施後所發生之事項，而不能適用於實施以前所發生之事項，稱
為： 
�後法優於前法 �法律保留 �一事不再理 �法律不溯及既往 

【3】2.下列何機關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 
�行政法院 �立法院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監察院 

【2】3.政黨之得票率須達多少以上，始能參加全國不分區代表名額之分配？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二 

【3】4.法律上能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稱為： 
�行為能力 �責任能力 �權利能力 �訴訟能力 

【1】5.公司、銀行、信用合作社等，屬於： 
�營利社團法人 �營利財團法人 �公益社團法人 �公益財團法人 

【2】6.甲欠乙十萬元、經過二十年後，乙始向甲催討，依據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不可以拒絕償還 �甲可以拒絕償還 
�依法乙不得向甲請求償還 �經乙向法院起訴判決確定後，乙始得向甲請求償還 

【3】7.我國現行刑法之有期徒刑，其刑期原則上為： 
�四個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四個月以上，二十年以下 
�二個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二個月以上，二十年以下 

【1】8.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規定，少年是指多少年齡之人？ 
�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十四歲以上，未滿二十歲 �十六歲以上，未滿二十歲 

【1】9.下列何者非我國公司法上之公司種類？ 
�合夥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兩合公司 

【4】10.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幾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 
� 7日 � 15日 � 20日 � 30日 

【2】11.人是社會化的產物，米德和顧里也都相信社會環境對自我形成的影響。有關二人學說的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顧里認為父母通常為孩子社會化的「重要他人」 �米德主張「概括化他人」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二人都強調「本我」與「超我」無法戰勝自我 �二人都同意「戀親情結」與「攻擊性格」有關 

【2】12.為了落實性別平等，我政府已制定《性別工作平等法》，下列何者符合此法的規定？ 
�每人每個月都可以請一天帶薪的生理假 �女性職工懷孕期間可以有帶薪的產檢假 
�男性職工在配偶懷孕期間可以有陪產假 �只有女性職工可以在生產後申請育嬰假 

 

【3】13.近來數起都更案引發社會各界的討論聲浪，有關「公益」與「私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都市更新條例》內的各項規定是基於「私益」考量 
�頑強的釘子戶捍衛個人私有財產是基於「公益」考量 
�都更案應同時調和所有相關人員的「公益」與「私益」 
�社會要進步就須少數服從多數，「公益」優先於「私益」 

【2】14.民間組織為達成社會改革目的，社會運動是所採取的重要手段之一，有關社會運動的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自發性行動 �具有反映社會多元意見的功能 
�只會破壞社會秩序與製造衝突 �應是臨時起意的短期公民行動 

【3】15. 2011年 3月日本東北震災和海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日本政府除了安撫民心，也積極展開重建
的工作。有關日本災後經濟發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災難的損失導致 2011年 GDP嚴重衰退 �災後的重建使得 2012年 GNP快速攀升 
�物資的缺乏造成 2011年的物價指數上揚 �經濟蕭條致使 2012年第一季通貨緊縮明顯 

【2】16.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有納稅的義務，政府據此法源制定了各種稅法，但所有課稅的基礎仍須符合下列
何項正當理由？ 
�避免緊急危難 �增進公共利益 
�維持社會秩序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2】17.各民主國家政府向人民收取租稅，用以提供公共服務與公共財，有關公共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沿海的魚類資源因具有共享性，屬於公共財 �國防的保護因具有無法排他性，屬於公共財 
�公共財的供給，應符合消費市場的真實需求 �公共財的市場需求量大，民間企業爭相提供 

【1】18.政府為完成公共政策、滿足國民需要，必須執行各種財政支出，有關政府支出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發放失業救濟金屬於移轉性支出 �發放公務員薪水屬於投資性支出 
�實施低收入戶生活補貼屬於購買性支出 �中央銀行出售公債屬於債務利息支出 

【4】19.我國憲法歷經七次增修，有關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國民大會代表的任期改為四年，連選得連任 �為精簡組織，已經廢除臺灣省政府與省議會 
�監察院院長任期六年，由監察委員互選產生 �立法委員任期四年，選制為單一選區兩票制 

【1】20.現代國家的政府體制各有特色，有關各種政府體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與立法合一是英國內閣制的特徵 �總統與議會對抗是美國總統制的慣例 
�正副總統共治是法國雙首長制的特例 �兩黨組聯合內閣是我國混合制的常態 

【2】21. 1970年代末期，各國政府紛紛出現效能不彰的狀況，於是引發政府再造的熱潮，下列何者屬於我國
政府再造的項目？ (甲)組織精簡 (乙)去任務化 (丙)決策權回歸中央 (丁)單一窗口與 e化政府 
�甲乙丙 �甲乙丁 �乙丙丁 �甲丙丁 

【2】22.現代民主國家的人民影響政治的方式有很多，其中組織社會團體是重要的管道之一，有關社會團體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政黨與利益團體都以參選為主要訴求 �利益團體是成員基於共同利益所組成 
�核四公投促進會的性質屬於政黨組織 �實施關說法有助規範利益團體的活動 

【3】23.為了促進文明發展與社會進步，各國政府莫不致力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有關智財權的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先申請先贏，是著作權的特性 
�作品完成就擁有，是專利權的特性 
�商標權代表廠商的信譽，具有經濟利益 
�著作人格權是經濟權利，可繼承亦可轉讓 

【1】24.刑罰的目的在追求「刑期無刑」的崇高理想，有關刑罰目的理論的探討，下列何者正確？ 
�要求「以牙還牙」是應報理論的主張 �選擇「無罪推定」是綜合理論的主張 
�執行「化學去勢」是一般預防理論的主張 �採取「殺一儆百」是特別預防理論的主張 

【請接續背面】 



【2】25.交通大隊為查緝一名未繫安全帶的違規駕駛人，不惜出動 10名交警展開追蹤圍捕行動，此舉已違反
行政法的何項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1】26.下列何者不屬於作業系統(OS)的一種？ 
� Google � Android � iOS � Linux 

【2】27. Windows Vista / 7 的關機對話方塊中，下列何者能提供電腦保持目前工作階段，繼續在低電源（低
耗電模式）下執行，資料仍保留在記憶體中？ 
�登出 �睡眠 �鎖定 �重新啟動 

【3】28.有關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必須先在個人電腦中處理後才能將結果傳送至網路給他人使用 
�主要運用於區域網路中 
�可以透過任何能上網際網路的工具來處理和存取網路上的資料 
�目前在電腦中使用Microsoft Office軟體來處理文件就是屬於其中一種的應用 

【4】29.最近流行的 64位元作業系統跟過去 32位元作業系統有何差異？ 
�如果在 32位元架構的 CPU上安裝 64位元作業系統，則一次能處理的資料量為 64位元 
� 64位元作業系統是指特別針對 64位元架構的記憶體所設計的作業系統 
� 32位元架構的 CPU一次能處理的資料量為 64位元組 
�如果在 64位元架構的 CPU上安裝 32位元作業系統，則一次能處理的資料量為 32位元 

【4】30.在Word 2007中，如果想要列印標準化的商品標籤，應該如何操作？ 
�插入? 書籤 �檢視? 巨集 �版面配置? 版面設定 �郵件? 標籤 

【3】31.在 Excel的工作表中，有一個儲存格內容為「=SUM(A1：A6，B3：C4，D5)」，請問此公式計算多
少個儲存格的和？  
� 3個 � 9個 � 11個 � 15 個 

【1】32.在不考慮電腦病毒的情形下，若發現讀取硬碟資料的速度明顯變慢，可使用下列何種 Windows 的
軟體工具整理硬碟空間，讓同一檔案內容能盡量儲存在連續磁區中，來提升硬碟存取速度？ 
�磁碟重組 �磁碟掃描 �磁碟清理 �磁碟分割 

【2】33.有一家電業者為了要把庫存產品銷售出去，因此建立一網站平台供消費者上網直接訂購，這是電子
商務裡的何種模式？  
� B2B(Business to Business)  � B2C(Business to Customer)  
� C2C(Customer to Customer) � P2P(Peer to Peer) 

【4】34.下列何者網域名稱(Domain Name)是屬於在我國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所擁有的網
域名稱？ 
� com � idv � gov � org 

【3】35.瀏覽網頁時，網站通常會使用下列何者來瞭解使用者的喜好設定，或讓使用者略過每次前往網站都
必須登入的程序？ 
� Register � History � Cookie � Temporary 

【1】36.利用偽造的電子郵件與網站作為誘餌，並使用社交工程的方式騙取使用者洩漏重要資料的電腦犯罪
類型稱為下列何者？ 
�網路釣魚 �電腦蟑螂 �網址架接 �阻絕服務 

【3】37.顯示卡若要以 1920×1080像素的 24Bits全彩顯示，其顯示記憶體(Video RAM)至少需要多少才能支
援此一解析度？(1M=1024K) 
� 4M Bytes � 5M Bytes � 6M Bytes � 7M Bytes 

【4】38.下列網路硬體設備中，何者具有處理兩個不同通信協定的網路之間訊號轉換的功能？ 
�路由器(Router) �交換器(Switch) �橋接器(Bridge) �閘道器(Gateway) 

【2】39.若有三組 IP位址分別為 172.31.56.1、172.31.56.255、172.31.67.195同屬於一個子網路，請問此時使
用的子網路遮罩設定值應為下列何者？  
� 255.0.0.0 � 255.255.0.0 � 255.255.255.0 � 255.255.255.255 

【4】40. Apple公司智慧型手機 iphone 4S特有 Siri功能，能聽得懂人話並模擬人的聲音回答使用者的問題，
請問是應用下列何項軟體技術？  
�影像辨識與語音辨識 �手勢辨識與語音合成 
�虹膜辨識與語音合成 �語音辨識與語音合成 

【4】41.有關「伺服器(Server)」、「網站(Web Site)」、「網頁(Web page)」、「首頁(Homepage)」的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一個伺服器最多只能架設一個網站 �一個網站可以有多個首頁 
�每個網站只會有一個網頁 �首頁也是眾多網頁之一 

【1】42.若(39.C)16 －(57.2)8 = (Z)10，則其中 Z值為何？ 
� 10.5 � 16.5 � 20.7 � 26.7 

【3】43.下列 VB6運算式中，何者的執行結果為「True」？（以下選項內均無空格） 
� Len("曾雅妮 No.1")>7 
� Mid("曾雅妮 No.1",3,8) = "雅妮 No.1" 
� Mid("曾雅妮No.1",5)= Right("曾雅妮No.1",3) 
� Left("曾雅妮 No.1",5)=Right("曾雅妮 No.1",1) 

【2】44.在 VB6程式語言中，下列何者可以產生一個從 10到 39的整數亂數？ 
� Int(29*Rnd + 10) � Int(30*Rnd + 10) � Int(39 *Rnd + 10) � Int(40*Rnd + 10) 

【4】45.在Windows中，按哪個按鍵可以複製整個螢幕畫面到剪貼簿上？  
� Ctrl + C � Ctrl + Alt + Del � Scroll Lock � Print Screen 

 
測驗閱讀 

長距離越野拉力賽吸引人的地方是什麼？除了冒險精神、無畏勇氣、速度快感，它的特別是需要高度
的智慧，仰賴經驗累積的技巧包含了對地形的認知判別、野外求生之術、無可言喻地與大自然的凶猛和美
妙融為一體。沙漠賽車與其他賽車很不同的是，風馳電掣地超越、擊潰對手，意義不大，惟一重要的是超
越自己的極限；沙漠是神留給人類最後一塊不可褻瀆的淨土，以地獄的形貌，穿越其中面對的不僅是嚴苛
環境，還有自己的心魔。⋯⋯一個男人從賽車中能贏得什麼？不是只有冒險的快感，他們習於找遍最艱難
處翻山越嶺，去沒人去過的地方，看沒人看過的景象，走沒有路的路，而他們來到此，從競爭中得到另一
種樂趣，我開始明白，男人最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 獲得尊敬。今天這個世界，已經太多人根本不在乎當
個值得被尊敬的人了，而在賽車的世界裡，這些男人非常古典，活在古典的邏輯價值中，他們在乎證明自
己，在乎尊嚴勝過一切，這是他們快樂的來源，因為當你重視尊嚴、重視被尊敬勝過一切，你就必須當一
個光明正大的、爽朗、包容而大器的人。 

 

【4】46.文中作者認為，沙漠賽車最有意義的是下列何者？ 
�體驗極致速度 �表現機械性能 
�擊敗頑強對手 �超越自我極限 

【4】47.文中作者認為，受到尊敬的人，應具有哪種性格特質？ 
�機智過人 �古典儒雅 
�懂得感恩 �坦蕩大度 

【3】48.風馳電掣的「掣」，讀音同於下列何者？ 
�勤 �志 �徹 �奔 

【1】49.文中所描寫的「長距離越野拉力賽」，和下列哪一位選手所從事的體育活動最為近似？ 
�林義傑 �曾雅妮 �林書豪 �王建民 

【4】50.文中認為「在賽車的世界裡，這些男人非常古典」的原因是什麼？ 
�迷戀極致速度 �喜好親近自然 �保護人間淨土 �在乎自我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