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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五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
科
目：公民與英文
考試時間： 1小時

座號：

※注意：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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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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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人格自我形成的理論中，下列何人的理論多來自於臨床心理學的經驗？
顧里
米德
佛洛伊德
艾瑞克森
從下述四種媒體採訪或報導的內容判斷，那些屬於所謂「第一手資料」或「第一手報導」
：①電視台主播於
晨間新聞報導當日報紙的頭條消息 ②學生擔任公民記者採訪農村高齡化議題 ③記者使用外國電視台
資料報導國際消息 ④記者訪問當地耆老暢談在地鄉野傳奇
①②
②④
③④
①③
某市政府為維護市容，改善狗便污染環境的問題，鼓勵民眾參與「撿狗黃金，抽真黃金」活動，獲得許多
民眾的響應。上述政府的作法，最適合以下列何種觀點解釋？
公益與私益的衝突互斥關係是兩難困境
建立誘因機制，使公益與私益相容互補
撿狗便抽黃金，可減少「搭便車」問題
「撿狗黃金，抽真黃金」有助人力資本累積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長麥克克羅里（Pat McCrory）與州議會於 2016 年簽署通過的一項爭議法案，該法案要
求跨性別人士必須使用和他們出生證明文件上性別一致的廁所。此種作法反映出下列何種心態？
異性戀霸權
性別多元化
性別政治化
性別主流化
臺北市的永平公宅是依住宅法轉型的出租國宅，以低於市價七折的租金出租給低收入戶、身障者、原住民，
以及其他有特殊情況的民眾。上述政策可以落實下列何項人權的保障？
消極人權
積極人權
集體人權
行動人權
目前諾亞國國內 A 菜市場的售價為 50 元，市場需求量為 400 公噸，市場供給量為 400 公噸。在其他條件
不變的情形下，若諾亞國政府開放外國 A 菜進口後，則該國的市場將會如何改變？
市場需求線向右移
國內 A 菜價格上漲
國內農民收入增加
消費者的福祉提升
學者布迪厄（P. Bourdieu）認為社會階級的高低區隔，會因為教育制度而強化，稱為文化再製；這種社會
流動停滯的現象，造成下一代繼承上一代的地位，下層階級則失去向上流動的機會。依據此一說法，應是
強調下列何種社會流動的類型明顯下降？
垂直流動
水平流動
代內流動
代間流動
2016 年 4 月底臺灣、香港和澳門三地，經申請許可與規劃多時後，首次聯合舉辦動物保護大遊行，同以「強
化法規，保護動物」為訴求，要求當地政府對寵物買賣及繁殖加以管制。下列有關該活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表達對政府施政的訴求，屬於公民不服從行動
屬於第三部門透過網路串連的公民結社行為
透過倡議以發揮輿論的力量，有助於社會立法
跨越地理空間的自主性活動，彰顯全球在地化
業者認為將廢棄物運到河川直接丟棄的成本，遠比設置污水淨化設備的成本來得低，所以將河川當作棄置
場，導致河川變得髒臭不堪。就增進公共利益所面臨的難題而言，上述現象最能用下列何者來描述？
共有財悲歌
搭便車現象
鄰避效應
效益主義
19 世紀因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盛行，帶來貧富不均和工人失業問題，致勞工運動盛行。若從人權發展史來
看，當時下列何種主張最有可能被提出？
國家應尊重個人自由
國家應管制商品價格
人人在社會上應享有的健全生活
人人在社會上應享有集體發展的人權
依據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那一組公職人員的產生方式相同？
審計長、主計長
大法官、檢察總長
政務委員、考試委員
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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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美國反越戰運動的倡議者主張去除國家體制的壓迫，人們毋須屈從於任何權威，可透過自由結社
達成互助。上述思潮主要源於何種政治意識形態？
第三條路
新自由主義
無政府主義
法西斯主義
為提升學生參觀文藝展覽的意願，立法院通過規費法修正案，將學生納入得減免規費的對象，使學生得享
折扣優惠。上述劃底線部分，彰顯公共政策那一階段的作為？
政策規劃
政策合法化
政策評估
政策執行
我們近來對於多元性別關係的探討與辯論，是以下列何項價值作為基礎？
平等尊重
族群和諧
自由民主
倫理道德
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大多位處南半球）與已開發國家（大多位處北半球）形成
「南北對抗」的情勢。下列那一組織最能代表南方國家勢力的結盟？
七七集團（Group of 77）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八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8）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下列那一敘述符合行政中立的要求？
公務人員不得加入任何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公務人員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職務
公務人員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而從事競選
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之權力介入黨派紛爭
國內接連發生重大刑案，法官在面對強大民意壓力下，能基於自由意志獨立審判尤顯重要。以上敘述是強
調民主政治的何種基本原則？
民意政治
法治政治
責任政治
政黨政治
我國自民國 80 年啟動修憲，迄今已完成七次憲法的增修。下列何者非屬修憲的成果？
監察院調整為非民意機關
總統、副總統由公民直接選舉
廢除縣自治事項，精簡省府層級
立委以「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產生
2016 年我國舉辦第 14 屆總統選舉，由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以 56%的得票率當選，實現我國第三次的政黨
輪替。此次選舉應是符合民主政治的何種原則？
民意政治
法治政治
責任政治
媒體政治
國中生阿德發現他的自行車被移動過，自行調查後發現是鄰居小明偷騎數小時後，再停放原處。阿德報警
後，隨即提出竊盜告訴，但檢察官處分不起訴。下列何者應是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的理由？
因檢察署所在地之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
本案未符竊盜罪的構成要件，故不起訴
因小明與阿德已經達成和解，故不起訴
阿德未成年，應由其父母代理提出告訴
小君發現某出版社販售的臺灣文學選集中，有一篇是小君家族清朝開臺祖先的遺訓全文，本僅收錄在其族
譜中，出版社雖有標示原作者姓名，但未獲家族任何人同意即取用，小君便至法院控告該出版社侵權。依
著作權法的規定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出版社的行為侵害姓名表示權和重製權
出版社有標示原作者姓名，並未違法侵權
販書是營利行為，出版社不能主張合理使用
出版社的行為侵權，應負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
某高中新任校長上任後，修改校規，規定該校學生必須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始准畢業，引發高三應屆畢業
同學的抗議。下列何者可能是學生得主張學校違法的理由？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明確性原則
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依民法規定，下列針對訂定契約的相關敘述，何者具有法律效力？
醫事放射師與醫院簽約，同意於春節期間輪值
兒子與父母簽約並登報宣布拋棄遺產繼承權
老翁委託業者挑選結婚對象，並代理登記結婚
父親以未成年子女為連帶保證人，向銀行貸款
大甲鎮瀾宮將媽祖設計成 Q 版平安媽祖絨毛娃娃，並遵循傳統的「過香」儀式，使其成為大受年輕人歡迎
的平安護身符，並成為搶手的伴手禮。下列敘述何者最能說明上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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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於 2015 年 12 月修正通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不但將罰金額度提高 10 倍，且可「一事一罰」
，累
罰無上限，但仍無法處罰 2014 年餿水油事件的違法者。依上所述判斷，應是在說明下列何者的概念？
習慣法的禁止
不溯及既往
絕對不定期刑的禁止
禁止類推適用
甲男婚後外遇，和外遇對象生下乙女，甲男並未離婚，但會定期匯款給外遇對象，供乙女生活之用。依民
法規定，下列何者可用來說明上述現象？
準正
認領
收養
認養
依據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下列那個行為是公務員阿華在選舉期間可以做的？
申請加入特定政黨，成為黨員
在上班期間為自己的同學站台、拜票
在民眾洽公櫃台上張貼候選人的競選海報
在大眾傳播媒體刊登具銜支持的聯名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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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二章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要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必須以緊急命令的方式來發布
國家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可以法律合理限制人民部分的自由
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只限於本國人，外籍勞工無法獲得保障
憲法未列舉的權利，不在政府保障範圍，人民無法要求保障
阿傑租屋後，發現廚房水龍頭偶有漏水現象，雖然未對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響，阿傑還是要求房東修繕，
但房東認為只是小小漏水而已，不願配合處理。若依我國民法的相關規定，下列針對房東是否應修繕水龍
頭的敘述，何者正確？
可以不修繕，因為對日常生活影響不大
可以不修繕，擁有房子所有權的房東可自由處分
可以不修繕，房客的意見只供房東參考
應予修繕，因為房子漏水代表有瑕疵
讀大學的小杉周末午後有兩小時的空暇，他有下列選擇：到便利商店打工，兩小時薪水共 300 元；在
學校圖書館工讀，兩小時薪水共 400 元；擔任家教，兩小時薪水共 1,200 元；待在宿舍睡一覺換得飽
滿的精神。若小杉選擇睡一覺，其機會成本是多少？
 300 元
 400 元
 1,200 元
 1,900 元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長年衝突不斷，但是巴勒斯坦一名 8 歲的女童塔米米，用手機拍攝以巴衝突的畫面再自
己配音剪接成新聞，上傳網路，希望透過自己力量，把當地每周一次的家鄉訊息，傳達全世界。下列何者
最能說明上述這種資訊傳播的方式？
媒體再現
公民媒體
媒體監督
公共媒體
2014 年美國民主黨在國會的期中選舉慘敗，共和黨拿下參議院過半席位，且蟬聯眾議院多數黨，讓執政的
民主黨在兩院都淪為少數黨。共和黨一舉站上國會的主導地位，讓歐巴馬總統在剩下的任期面臨國會「朝
小野大」的困局，成為「跛鴨總統(lame duck)」。有關「跛鴨總統」的敘述，下列何者解讀較為正確？
總統無法掌握國會過半的席次，因此法案和預算等容易受到杯葛
國會可對歐巴馬總統提起不信任投票，因此總統面臨跛腳的命運
美國總統權力甚大，可解散國會，「跛鴨總統」的評論言之過重
美國總統可運用黨政軍的影響力，迫使國會做出讓步不致於跛腳
凱因斯曾以流動性偏好理論來解釋貨幣需求，指出人們會基於交易、預防、投機的動機而保有貨幣。下列
關於該理論的敘述，何者正確？
交易及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會與所得呈現負相關，所得越高，人們保有貨幣的意願越低
人們為了價值的儲存或應付個人日常生活的開支而保有貨幣，是基於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
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會與市場利率呈現負相關，利率越高，人們保有貨幣的意願就越低
人們為了應付突發事件，例如生病或車禍意外等而保有貨幣，是基於交易動機的貨幣需求
我國電信業者因應網路時代來臨，競相推出「4G 網路吃到飽」方案，消費者只要支付一定金額，就可以無
限制的使用網路流量，結果消費者經常抱怨網路塞車、上網速度變慢。造成上述現象的最主要因素，應是
下列何者？
網路使用不具排他性
網路使用具共享性
網路使用不具共享性
網路使用不具大規模經濟
不久的未來，機器人將取代現有的人力，如貨車司機將被自動駕駛取代、電子工廠作業員也可能由自動化
機械手臂代替，自動化設備與科技的發展，帶來的可能是大量的失業問題，這種失業應為下列何種類型？
摩擦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
隱藏性失業
Nobody knows what food we can eat now because many businessmen think only of profits _____ people’s health.
 in fact
 instead of
 for certain
 by contrast
This singer is _____ of plagiarism because his new song is mostly in accord with the original lyrics created by a
previous master.
 accused
 excused
 executed
 acclaimed
You don't need to shop at the supermarket because many _____ gather around the plaza every morning, selling
vegetables and fruits.
 soldiers
 vendors
 tourists
 sa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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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parties are the most celebrated _____ event in the West. Everyone would bring a gift to the party.
 social
 obscure
 isolated
 detached
40 Malala Yousafza’s incredible courage has _____ many girls to study politics, gender issues, social justice, and peace.
 aided
 inspired
 burst
 operat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In 1271, 17-year-old Marco Polo left Venice to begin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odysseys of all time. Marco,
along with his father Nicolo and his uncle Maffeo, was about to enter Asia, a land completely unknown to
Europe. The mysteries that Marco Polo saw and reported
41
not only his life but also the lives of
Europeans in general.
Marco Polo was amazed by the wonders and riches he saw.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Orient made Europe
seem
42 . While the weavers of Venice were just learning to work with silk, Oriental weavers had been
producing exquisite brocade for centuries. In making porcelain, Oriental
43
had long used techniques
that were unknown in the West. Throughout the empire of Kublai Khan, money made of paper was used for
business
44 , something unheard of in Europe. In all, Marco Polo spent 24 years
45
the Eastern
world from Venice to Cathay. The diary of his travels remains a remarkable tale of adventure as well as a record
of the Orient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41  restored
 destroyed
 changed
 spoiled
42  primitive
 advanced
 modernized
 scientific
43  architects
 sailors
 weavers
 craftsmen
44  transitions
 transactions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45  recovering
 proposing
 sheltering
 exploring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he Australian crocodile is the largest crocodile in the world. It can grow up to seven meters long, and the biggest
can weigh up to 1,000 kilometers. It has only two muscles to open its mouth but 40 to close it! What makes crocodiles
so dangerous is that they attack extremely quickly, and they take their victims under the water to drown them. They
usually attack in the water, but they can suddenly come out of a river and attack animals or people. And they can run on
land as fast as 17 kilometers per hour.
Every year in Australia there are crocodile attacks on humans. Two years ago a 24-year-old German tourist died
when she went for a swim in a lake. Although there were signs warning people that there might be crocodiles, the woman
and her friends decided to go for a midnight swim. The woman suddenly disappeared, and the next morning her body
was found. Near it was a four-meter long crocodile. And only last month two Australian boys watched in horror as their
friend was killed by a crocodile when they were washing their bikes in a river. They climbed a tree and stayed there for
22 hours while the crocodile waited below.
But you can survive a crocodile attack. Last year Norman Pascoe, a 19-year-old, was saved from a crocodile when
his aunt hit it on the nose. Norman’s aunt said: “I hit it and I shouted, ‘Help!’ The crocodile suddenly opened its mouth
and my nephew escaped.”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Australian crocodiles is true?
 They have more muscles to open their mouths than to close them.
 The average weight of Australian crocodiles is 1,000 kilometers.
 They only attack animals or people in the water.
 They are bigger than all other kinds.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ethods is NOT how an Australian crocodile attacks people?
 Opening its mouth and hitting people on the nose  Taking people under the water
 Coming out a river to attack people
 Drowning people
48 When was a 24-year-old German tourist killed by a crocodile?
 When she washed her bike in a river.
 When she went for a midnight swim.
 When she climbed the tree.
 When she hit a crocodile on the nose.
49 What could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Nature’s Perfect Killing Machine: Australian Crocodiles
 How to kill a Crocodile
 Crocodile's Tears
 How to Make Friends with Crocodiles
50 How did Norman Pascoe survive from a crocodile attack?
 He hid in the water and waited for the crocodile to leave.
 He escaped by climbing up a tree.
 His aunt hit the crocodile on the nose and it opened its mouth.
 His aunt asked him to run as fast as he cou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