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學年度明新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暨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招生考試 

一  般  常  識  測  驗  試  題    准考證號碼：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30 題，每題 1 分，總分 30 分，以選擇題四選一方式，每題都有(A) (B) (C) (D)四個答案，其中只有一 
個答案是正確或最佳答案。答案採用電腦閱卷，請將正確的答案選出，然後使用 2B 黑色鉛筆依規定在答案卡上 
劃記。答錯者不倒扣，不答者或光學讀卡機無法判讀計分者以零分計。 

2.本試題空白處，可作草稿使用。不得污損答案卡或在答案卡上顯示自己身分、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 
3.請在試題卷首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本頁右上方)，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及「試題」一併繳

回。 

 

1. 預防感染疾病應該勤（A）洗手 （B）按摩 （C）玩耍 （D）運動 

2. 職場倫理應包括（A）服務熱忱 （B）認真負責 （C）積極進取 （D）以上皆是 

3. 自104年7月1日起臨時工讀生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多少?（A）100（B）110（C）115（D）120 元 

4. 依我國民法規定幾歲成年，有完全的行為能力，須對自己的行為負責任？（A）18 （B）19 （C）

20 （D）21 歲 

5. 被勒索或霸凌應如何處理？（A）忍耐自認倒楣 （B）想辦法報復 （C）再向同學勒索 （D）告訴

父母、老師或報警，請求協助 

6. 志明在路上罵人「王八蛋！」，可能構成下列哪種罪？（A）不構成犯罪 （B）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 （C）刑法公然侮辱罪 （D）妨害自由罪 

7. 志明騎車闖紅燈撞傷小華，一時害怕馬上離開現場，此行為構成（A）妨害自由罪 （B）妨害公眾

往來安全罪 （C）肇事遺棄罪 （D）毀損罪 

8. 在行車途中如目睹前車發生車禍，你應該 （A）不理會 （B）暫留現場，協助救護受傷者，並向處

理人員作證 （C）如遇查詢可謊稱不知道 （D）加速離開 

9. 因行車速度較慢,後方按喇叭要求讓路時應（A）立即停車讓其超越 （B）不理會 （C）稍靠右並打

方向燈或手勢表示允讓 （D）下車理論 

10. 將網路上他人的文章內容轉貼到自己的部落格上，可能侵犯了什麼法？（A）著作權法 （B）隱私

權保護 （C）個人資料保護法 （D）社會秩序維護法 

11. 遇到疑似詐騙的行為，應撥打（A）168 （B）167 （C）166 （D）165 

12. 訊號不良、無SIM卡 手機求救可撥打（A）104 （B）112 （C）165 （D）168 

13. 數學式 1-2*3+6 計算後的結果是? （A）1 （B）2 （C）3 （D）4 

14. 人肉搜索可能違反（A）公然侮辱罪 （B）個人資料保護法 （C）著作權法 （D）社會秩序維護法 

15. 下列何者不屬於噪音？（A）汽機車排氣管不裝消音器 （B）工地施工聲 （C）風吹樹葉的聲音 （D）

深夜用麥克風唱卡拉OK 

16. 「歐猪五國 (PIIGS)」中哪國家還在借貸度日?（A）西班牙 （B）葡萄牙 （C）英格蘭 （D）希臘 

17. 1, 3, 4, 7, 11, ____（A）13 （B）16 （C）18 （D）20 



 

18. 為強化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資訊之揭露，以提供消費者知的權利，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擴大實

施範圍，將現行包裝食品擴大至食品添加物及散裝食品 （B）非基因改造食品原料非有意攙入基因

改造食品原料超過3％，即視為基因改造食品原料，須標示「基因改造」等字樣 （C）直接使用基

因改造食品原料，於終產品已不含轉殖基因片段或轉殖蛋白質之高層次加工品，由得免標示調整至

應標示 （D）以上皆正確 

19. 下列何者是2015年世界學生運動大會的舉辦城市? （A）台北 （B）光州 （C）北京 （D）倫敦 

20. 目前勞基法對於工時基準的規定，如需延長工時，每月加班上限不得超過 （A）56 小時 （B）60 小

時 （C）46 小時 （D） 40 小時 

21. 市面上的智慧型手機(Smartphone)，常見的內建作業系統為（A）Android （B）iOS （C）Windows 

Mobile （D）以上皆是 

22. 三心：二意 = 四分：（A）五裂 （B）五體 （C）五味 （D）五行 

23. 有一個皮包以四折賣出，小明花了40 元買了這個皮包，請問這個皮包的原價是多少？（A）160 （B）

140 （C）120 （D） 100 

24. MERS冠狀病毒最早在2012年時從哪個國家的一名嚴重肺炎病人的痰液中分離出來的？（A）韓國 

（B）中國大陸 （C）沙烏地阿拉伯 （D）香港 

25. 信用卡是建立在償債能力的信用上，以一位國中生而言，下列何者為正確？ （A） 雖然不能申請

信用卡，借用一下又何妨 （B）用父母親的信用卡並模仿他（她）的簽名 （C）日後有付款的能力，

再去申請信用卡 （D）先享受後付款，把卡刷爆也沒關係 

26. 班上總共有 50 位學生，喜歡籃球的有35 位，喜歡棒球的有30 位，請問班上50 位學生中同時喜好

籃球和棒球的最少有多少位？（A）25 （B）20 （C）15 （D）10 

27. 「捶胸頓足」與下列何者意思相近？ （A）胸有成竹 （B）呼天搶地 （C）拍案叫絕 （D）驚心

動魄 

28. 勞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原則上不超過幾小時？ （A）六 （B）八 （C）十 （D）十二 

29. 已知甲比乙高，乙比丙矮，丙比甲矮，丁比乙矮。請問甲、乙、丙、丁四個人中，誰最矮？（A）

甲 （B）乙 （C）丙 （D）丁 

30. 7月1日起開車吸菸可能要接罰單了。根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未來駕駛人行駛於道路，手持香

菸吸食、點燃致影響他人行車安全，處罰鍰新台幣（A）300元 （B）600元 （C）900元 （D）1200

元 

 

 

 

 

 



 

 

一般常識測驗試題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A 11 D 21 D 

2 D 12 B 22 A 

3 D 13 A 23 D 

4 C 14 B 24 C 

5 D 15 C 25 C 

6 C 16 D 26 C 

7 C 17 C 27 B 

8 B 18 D 28 B 

9 C 19 B 29 D 

10 A 20 C 30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