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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般法律常識、公民、電子計算機概論
單選題（第 1-30 題，每題 2 分）
【3】1.為貫徹對個人資料之保護，適用客體不再以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為限，故將「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名
稱修正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該法自 101 年 10 月 1 日施行。有關個人資料保護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銀行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非公務機關
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對象為生存的自然人，已死亡之人不受該法之保護
民眾至銀行開立存款帳戶，銀行一定要事先取得開戶民眾之書面同意，才可以將其開戶時所填之個人基本資料鍵入電腦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之權利
【1】2.張先生基於同學情誼，借給曾小姐 200 萬元作為其創業基金，並未簽訂任何借據，亦無任何特別約定。無奈半
年後曾小姐創業失敗，張先生為維護自己權益，決定訴請曾小姐償還借款，原則上張先生應至何法院起訴？
曾小姐住所地之法院
張先生住所地之法院
如無特別約定，應至台北地方法院起訴
借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100 萬元者，應至曾小姐住所地之法院；如未達該金額，應至張先生住所地之法院
【4】3.下列何選項之內容，如果被他人複製後使用於他人的作品中，負責撰寫或錄音之人不可以主張著作權被侵害？
報紙社論
電腦程式
廣播錄音
司法官考試試題
【2】4.到銀行匯款為多數民眾日常生活處理之事務之一。如果甲到銀行匯款欲匯款給 A，不小心寫錯帳號，以致於款
項誤入 B 之帳戶，則甲對 B 有何請求權？
無因管理
不當得利
侵權行為
時效取得
【2】5.陳小姐為一上班族，名下已經擁有一間小套房。今為創業所需，向銀行申辦借款 300 萬元，並提供該小套房作
為擔保，在最高限額 360 萬元內設定之抵押權，依民法規定，其名稱為何？
普通抵押權
最高限額抵押權
不動產役權
典權
【4】6.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我國定有著作權法。該法規定之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內政部
教育部
公平交易委員會
經濟部
【3】7.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
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係觸犯刑法之下列何罪？
侵占罪
詐欺罪
背信罪
竊占罪
【1】8.我國行政院院長，由何人任命之？
總統
副總統
立法院院長
大法官

【3】9.張小姐在銀行理專並未充分說明風險、不瞭解商品特性情形下，購買衍生性金融商品，一年後全部虧空，經上
網查知，政府為迅速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已經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捐助成立了爭議處理機構，得到該機構申訴
或申請評議。請問該機構稱為下列何者？
公平交易委員會
調解委員會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銀行公會消費者服務中心
【1】10.某周刊記者為了提升周刊銷售率，尾隨某知名藝人潛入私人招待所偷拍其約會鏡頭。該藝人知悉後大怒，表示
將提出訴訟，其得主張下列何種權利被侵害？
人格權
財產權
著作權
姓名權
【1】11.我國立法院現有委員 113 人，依據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其職權？
提出總統彈劾案
行使總統罷免權
提出防禦性公投案
行使行政院院長同意權
【2】12.「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案」第一期（2017/9-2018/12），於 2017 年 7 月送至立法院進行三讀，此為政府決策
過程中的哪一階段？
政策規劃
政策合法化
政策執行
政策評估
【2】13.大同已連續擔任了三屆不同的公職人員，仍想繼續參與下一次的公職人員選舉，但若連任成功，則不能再繼續
參與同一職務之選舉。依據我國相關法令判斷，大同目前應是擔任下列何項職務？
里長
鄉長
市議員
立法委員
【2】14.幸福國的國會選舉採行與德國相同的聯立制，
總席次為 200 席，區域代表與比例代表各 100 席，
甲黨
乙黨
丙黨
丁黨
最後選舉結果如【右表】，哪一政黨所獲得的總席位最多？
甲黨
區域 45 席 30 席 20 席 5 席
乙黨
比例 30%
35%
25%
10%
丙黨
丁黨
【4】15.有許多媒體在某些節日，如母親節、情人節時，總會在新聞時段報導某餐廳有特惠活動等，新聞媒體以新聞之
名但卻是在為該餐廳大作廣告的作為，需要閱聽人具有下列何項能力，始能避免受媒體之不當影響？
排除文化歧視
接受全球化
文化多元觀
媒體識讀
【2】16.因國內房價高漲，購買自用住宅對許多人而言是極重的負擔。因此政府補助購屋貸款之利息，幫助首購族能夠
一圓夢想。上述政府的做法，是發揮下列哪一項政府功能？
保障人身自由
落實公平正義
維持社會秩序
維護國家安全
【4】17.幸福國大亞水泥公司由於取得採礦權，因此在山區進行挖掘。但環保團體認為該公司的做法嚴重破壞生態環境
且負責審核的經濟部審核過程不夠嚴謹，因此發起抗議遊行並要求該部長下台。該國部長若因此下台，則是負起下
列何項責任？
行政責任
法律責任
社會責任
政治責任
【2】18.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家庭成員受到不法傷害時，可申請家暴保護令。依據我國法律，家暴保護令應
由何人核發？
警察
法官
檢察官
大法官
【1】19.我國因受到中國之影響，使我國的外交處境十分艱困，但政府仍積極尋求機會，加入國際組織。目前我國已加
入下列哪一國際政府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WTO)
世界衛生組織(WHO)
國際紅十字會(ICRC)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
【3】20.我國於 2016 年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辦理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由民主進步黨推
薦的蔡英文女士與陳建仁先生當選正副總統。依據韋伯的理論，此屬何種權威的類型？
傳統型
魅力領袖型
合法理性型
政黨選舉型
【1】21.位址是指資料在主記憶體中的位置，CPU 透過位址匯流排(Address Bus)存取記憶體內的資料。假設某電腦的位
址匯流排有 36 條位址線，則該電腦可定址的最大記憶體空間為多少？
 64GB
 32GB
 16GB
 36GB
【1】22.在網路上要和指定的主機連線時，我們通常都是使用網域名稱(Domain name)。請問下列哪一個 Internet 網域名
稱與教育機構有關 ?
 www.bsu.edu
 www.nthu.net
 www.nccu.com
 www.ntu.gov.tw
【1】23.在系統或應用程式上發現之安全漏洞，並在問題被廣泛公布及修正之前，對其脆弱性進行的惡性攻擊稱之為：
零時差攻擊
無差別攻擊
逆向攻擊
進階持續性攻擊
【3】24.中央處理器(CPU)中的 ALU 之功能為何？
管理輸出輸入裝置
儲存使用者密碼

處理運算

【請接續背面】

管理記憶體

【2】25.電腦記憶體容量大小的單位常用 KB、TB、GB、MB 等來表示，請問其大小順序為：
 1KB > 1GB > 1MB > 1TB
 1TB > 1GB > 1MB > 1KB
 1KB > 1MB > 1GB > 1TB
 1KB > 1TB > 1GB > 1MB
【4】26.下列何者不是 GPS 全球定位系統的應用？
船舶遠洋導航和進港引水
公車行車路線追蹤
飛機航路引導和進場降落
高速公路測速照相
【1】27. 29 吋的顯示器，是指螢幕的什麼長度為 29 吋？
對角線
水平線
垂直線

橢圓曲線

【2】28.電腦開機時，會最先被啟動，載入至主記憶體中，對電腦設備進行檢查與測試的是：
作業系統(OS)
 BIOS
 BIAS
 IDE
【4】29.悠遊卡是利用哪一種通訊技術進行資料傳輸？
 Bluetooth
 NFC
 LTE
 RFID
【3】30.消費者透過網路到特定的網路商店購買物品，是屬於下列何種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
 B2B
 C2C
 B2C
 C2B

複選題 13 題（第 31-43，每題 2 分）
【2,3】31.勞動基準法係規定勞動條件最低標準，為保障勞工權益，加強勞雇關係，適用勞動基準法之勞工權益將獲得
最基本之保障。有關勞動基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勞動基準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由雇主與勞工個人訂立、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稱為團體協約
【2,3】32.政府公布了多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有關定型化契約之敘述，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原則上應有至少 60 日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
定型化契約書經消費者簽名或蓋章者，企業經營者應給與消費者該定型化契約書正本
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
企業經營者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內容，如果屬於主管機關公告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消費者必須向主管機
關提出申訴，由主管機關決定是否有效
【2,3,4】33.我國於 106 年 7 月 20 日 APG 年會大會中，正式獲得各會員的支持，已順利脫離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
之過渡追蹤國家名單，其中之一的努力，即為我國於 105 年制定資恐防制法及修正洗錢防制法。下列何者屬於洗錢
防制法規定之洗錢行為？
至銀行存款新臺幣 50 萬元
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1,3,4】39.將類比訊號轉換為數位訊號（0 或 1）的過程稱為「訊號數位化」，其轉換過程需經過哪幾個步驟？
量化(Quantization)
解碼(Decoding)
取樣(Sampling)
編碼(Encoding)
【2,4】40.關於隨機存取記憶體的說明，以下何者正確？
是唯讀(read only)記憶
簡稱 RAM，是可與CPU直接交換資料的記憶體，也叫主記憶體
屬於非揮發性記憶體
讀取或寫入記憶體時，所需時間與讀取或寫入的位置無關
【1,2,4】41.關於電腦病毒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通常具有傳播性。例如將病毒自動複製並群發給儲存的通訊錄名單成員
某些病毒具有感染性，比如感染中毒使用者電腦上的其他檔案
大部分病毒在電腦關機後即會自動消失
部分病毒有一定的「潛伏期」，在特定日子，或由特定的條件觸發後，才開始產生破壞
【2,3】42.關於密碼(pass word)的設定與管理，下列何者正確？
用自己的生日，姓名及住址等等自身資訊組合成密碼，安全好記又不容易忘
應加上英文字母大小寫及特殊符號以增加安全性
密碼長度愈長愈安全
預設密碼如果已經夠安全的話，就不需要更改
【2,3】43.下列哪種設備同時兼具輸入與輸出的功能？
掃描機
外接硬碟
觸控式螢幕

麥克風

貳、國文閱讀測驗（第 44-48 題為單選題，第 46-50 為複選題，每題 2 分）
你從何時開始不愛照鏡、討厭照相，即標示了你從那時開始變老。青春氣息是沛然莫之能禦的，即使以炭塗面、
衣衫襤褸，仍掩不住那蒸蒸騰騰的香氛。從未聽聞一樹枯葉埋得了一條奔跑的溪。所以，青春傾向張揚，愛攬鏡自照，
愛攝影留戀，愛不擇手段使那輝煌的美更美。反之，當肉身這條浪蕩舟航過五湖四海，犁過悲歡歲月，所累積的脂肪
與財力同等雄厚——，年輕時的坐姿，像一把名師設計的雅致單人椅，中年變成皮沙發，再幾年，沙發上多了抱枕，
接著，一陣不必細述的肉體土石流之後，變成沙發床——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傾向於閉鎖，看鏡子不順眼，認為應該賞
賜給高畫素高解析攝影機一顆石頭。（節錄自簡媜〈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
【2】44.根據本文，作者對時下自拍現象的想法最不可能是何者？
自拍不是攝影師的工作，不必一定要記憶旅行足跡才想自拍
自拍是窮人自娛娛人的方式
青春就是本錢，自拍可以體現人生最精華的時光
自拍可以凸顯人生的豐富歲月
【1】45.下列句子何者不用比喻寫成？
青春氣息是沛然莫之能禦的
年輕時的坐姿，像一把名師設計的雅致單人椅

當肉身這條浪蕩舟航過五湖四海
應該賞賜給高畫素高解析攝影機一顆石頭

【1,2,3】35.小張因為情緒失控，砸爛鄰居機車，法官念其初犯又有悔意，判有期徒刑 6 個月確定，並宣告緩刑 3 年。
請問有關緩刑之敘述，下列何者為正確？
小張因為是受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認符合刑法規定情形且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
法官得斟酌情形，命小張向鄰居道歉
緩刑期內，如果小張犯下殺人罪，被判無期徒刑確定，則緩刑宣告會被撤銷
如果緩刑 3 年期滿，緩刑宣告未經撤銷，小張不用入監服刑，但小張的刑事紀錄證明還是會有記載犯罪紀錄，小
張仍無法取得良民證

【3】46.依據本文，青春氣息的演繹表現在何處？
累積財力
不擇手段

浪蕩張揚

【2,3,4】36.我國經過七次修憲後，總統的權力也因此有所變動。若依現行法律規定，下列哪些是修憲後總統的人事提
名權？
立法院院長
司法院大法官
監察院監察委員
考試院考試委員

【1】48.下列敘述何者最貼近文意？
「蒸蒸騰騰的香氛」，可能包括流汗產生的體味
青春「愛不擇手段使那輝煌的美更美」，此處的「美」包括心靈和思緒
「所累積的脂肪與財力同等雄厚」
，意謂青春狂蕩、體態豐盈
「犁過悲歡歲月」，「犁」寫出了未妥善控制方向而隨時可能翻覆的速度感

【1,2】34.下列何者為直系血親卑親屬？
孫子
女兒

妹妹

弟弟

【2,3】37.甲女於上班時，同事乙常對其開黃腔，一日甚至對甲女襲胸。甲女決定不要姑息同事乙之行為，可援引我國
哪些法律，以保護自身權益？
刑法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1,4】38.依據我國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列哪些項目可進行公民投票？
繼續使用核能發電
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
決定行政院院長人選
暫緩執行《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

以炭塗面

【3】47.「從未聽聞一樹枯葉埋得了一條奔跑的溪」，所暗示的情意狀態最不適合下列何者？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我們是一籃在戀愛中受傷的桃子，翻轉皮肉來承受鞭打

【1,3】49.依據本文，以下何者是變老的癥狀？
心態封閉
衣衫襤褸

歷盡悲歡

獨愛照鏡

【1,2,3】50.本文以哪些語詞形容體態？
皮沙發
單人椅

沙發床

土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