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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滿幾歲之人有完全之行為能力？ (A)14 歲 (B)16 歲 (C)18 歲 (D)20 歲 
2. 何者既是人民義務又是基本權利？ (A)選舉 (B)服公職 (C)納稅 (D)受國民教育 
3. 下列有關總統之敘述，何者錯誤？ 

(A)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須經立法院同意 (B)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競選 
(C)其選舉採相對多數當選制      (D)總統解散立法院無須行政院院長副署 

4. 公布勞動基準法保護勞工生活與實施勞工失業及就業輔導等，是落實我國那一項基本國策？ 
(A)國民經濟 (B)社會安全 (C)教育文化 (D)國防外交 

5. 數名少年在路上飆車，觸犯刑法中何罪？ (A)妨害秩序罪 (B)公共危險罪 (C)妨害公務罪  
(D)妨害自由罪 

6. 某甲走在馬路上，一腳踩到沒有加蓋的陰溝，整個人跌進溝渠，脊椎摔傷，在醫院躺了三個月才出 
院，某甲可以依據下列那一種法律來請求救濟？ (A)國家賠償法 (B)刑法 (C)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 (D)社會秩序維護法 

7. 下列有關傷害行為的敘述中那一項是正確的？ 
(A)傷害行為只構成刑法上的傷害罪，沒有民事責任 
(B)為朋友主持正義乃正當防衛，傷害別人也沒有關係 
(C)喝醉酒，出拳打傷別人，因為行為時意識不清，所以不負任何責任 
(D)傷害行為發生時，在場助勢的人，雖然沒有出手，仍然成為傷害行為的共犯 

8. 未滿十八歲的人，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者如何處理？ 
(A)不予處罰 (B)適用刑法規定處理 (C)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處理 (D)以上皆非 

9. 依憲法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幾歲者得被選為總統、副總統？ (A)二十六歲 (B)三十五歲  
(C)四十歲 (D)四十五歲 

10. 某甲沒有駕駛執照，騎機車超速肇事，而使某乙身受重傷是犯了： 
(A)無照駕駛 (B)超速駕駛 (C)過失致重傷罪 (D)以上皆是 

11. 法律保障創作和發明，下列那一種行為違反著作權法？ 
(A)偷看別人的書信 (B)模仿他人的簽名 (C)拷貝電腦遊戲程式賣給同學 (D)考試作弊 

12. 可以依法定程序對人民加以審問、處罰的機關是 (A)警察 (B)司法機關 (C)檢察官 (D)法院 
13. 下列何者為動產？ (A)房屋 (B)高架道路 (C)桌椅 (D)生長中的樹木 
14. 關於請願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依法應提起訴願、訴訟處理之事項，不得提起請願 (B)提起請願，應基於公共利益，而非私人 
利益(C)受請願者，負有受理並迅速處理之義務 (D)受請願者，對請願內容並無使其實現之義務 

15. 下列何者非屬法律？ (A)民法 (B)刑法 (C)後備軍人召集規則 (D)民事訴訟法 
16. 下列何者推論正確？ 

(A)凡是喝酒就不開車，所以沒開車的人一定喝了酒 (B)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所以沒人敢吃免費 
的午餐 (C)人都是父母所生，所以父母養育的都是父母的骨肉 (D)只有本校學生才可參加運動會， 
所以參加校運的都是本校學生 



17. 班長與四個班兵排成一縱隊行軍，甲走在乙和班長間，丙走在丁的前面，班長走在丙的前面。請問 
誰的位置在隊伍中間？ (A)班長 (B)甲 (C)乙 (D)丙 

18. 有甲、乙、丙、丁、戊5人，其中丁比甲高，戊比丙矮，乙比丁矮，戊比乙高，丁比丙矮，乙是5人 
中最矮的，則最高的人是誰？ (A)甲 (B)丙 (C)丁 (D)戊 

19. 父親現在的歲數是兒子的三倍，十年後的年齡將會是兒子的二倍，問兒子現在幾歲？ 
(A)10歲 (B)12歲 (C)18歲 (D)20歲 

20. 小華以單價100元買進一批貨物，照原價加20%後，再打8折出售，下列何者是正確的出售價格？ 
(A)等於原價 (B)比原價高2% (C)比原價高4% (D)比原價低4% 

21. 阿花說：「雙子座或射手座的人花心。」阿草說：「這不準啦！我對你的愛始終如一。」阿草的意思 
是： (A)雙子座或射手座的人不花心 (B)雙子座和射手座，一者花心，一者不花心 (C)雙子座和 
射手座的人都不花心 (D)其他星座的人更花心 

22. 「並不是所有地震都會造成傷害。」這表示： 
(A)至少有一次地震不會造成傷害 (B)剛好有一次地震不會造成傷害 (C)所有地震都不會造成傷害 
(D)有些地震不會造成傷害，有些地震會造成傷害 

23. 周渝民和言承旭都不是帥哥。若這句話是錯的，這表示： 
(A)周渝民和言承旭，一者是帥哥，一者不是帥哥 (B)周渝民和言承旭都是帥哥 (C)周渝民或言承 
旭是帥哥 (D)朱孝天才是帥哥 

24. 「不是不美」的同義句為： (A)美 (B)不美 (C)醜 (D)不醜 
25. 「日間部每一班的每一位老師都是男老師。」的否定句為何？ 

(A)日間部每一班都至少有一位老師不是男老師  
(B)日間部至少有一班的至少有一位老師不是男老師  
(C)日間部至少有一班的每一位老師不是男老師  
(D)日間部每一班的每一位老師都不是男老師 

26. 某製造易開罐工廠品管人員，由今天製造出來的鐵罐中抽取 100 個，經由壓力檢測後，發現合格的 
有80個，於是推論：今天製造的鐵罐不良率為兩成。請問此品管人員的立論依據為何？ 
(A)類比推理 (B)歸謬法推理 (C)完全歸納推理 (D)不完全歸納推理 

27. 小明是小華的同學，小華又是小遠的同學，則有什麼結論？ 
(A)小明是小遠的同學 (B)小明不是小遠的同學 (C)小明不一定是小遠的同學 (D)無法下結論 

28. 如果減肥不當，則會傷身又傷心。現在小明傷身又傷心，則 (A)表示小明減肥不當 (B)表示小明 
沒有減肥 (C)小明應好好調養自己 (D)無任何結論 

29. 由「每次颱風過後，蔬菜的價格就會上漲；每次蔬菜價格上漲，自助餐店老闆就會愁眉苦臉。」則 
下列何者為有效推論？  
(A)如果現在自助餐店老闆愁眉苦臉，那麼一定是颱風過後 
(B)如果現在不是颱風過後，那麼自助餐店老闆一定不會愁眉苦臉 
(C)如果現在自助餐店老闆沒有愁眉苦臉，那麼一定不是颱風過後 
(D)颱風來不來和自助餐店老闆的愁眉苦臉沒有關係 

30. 若P表示：「天下雨」，Q表示：「露天的操場地面濕」，則P是Q的什麼條件？ 
(A)充分且必要條件 (B)充分條件 (C)必要條件 (D)以上皆非  

31. 老師指著某支粉筆說：「這支粉筆是紅色的」，小華卻對著同一支粉筆說：「這支粉筆是黃色的。」請 
問你有什麼結論？ (A)兩人至少一個人說對 (B)兩人至少一個人說錯 (C)兩人都說錯 (D)剛好 
一人說對一人說錯 
 
 



32. 有甲、乙、丙三個盒子，今有一張美女的照片放在其中一個盒子裡。每個盒子上都寫有一句話，其 
中只有一句話是真話。甲盒上寫著：「照片在此盒中」，乙盒上寫著：「照片不在此盒中」，丙盒 
上寫著：「照片不在甲盒中。」請問，美女的照片放在哪個盒子裡？ (A)甲盒 (B)乙盒 (C)丙盒 
(D)無法判定 

33. 在某一個藝術展覽會中，需將五件雕塑品放在編號 1-5 之架子上。然而，現在有八件雕塑品(其編號 
為M,N,P,Q,R,S,T,U)可供選擇。為此，館長規定如下： 
(一)在M或U中，至少有一者一定要被展示 
(二)若M為展示品之一，則M必放在架子1 
(三)放在架子3的，不是R就是S  
(四)若T為展示品之一，則P也必為展示品，且兩者必需放在相鄰之架子上 
若T放在架子2，則下列那一件雕塑品必為展示品？ (A)M (B)R (C)S (D)U  

34. 甲、乙、丙三人分別住在台北、台中、台南。其中住台北的是獨子，在三人中最矮。丙是乙的姐夫， 
他長得比住台中的高。根據上述條件，可推出甲住的地方是： (A)台北 (B)台中 (C)台南 (D) 
推不出  

35. 甲、乙、丙三人中只有一個人從不說謊，但不誠實的有時也會講真話，現在甲說：「乙從不說謊，丙 
說謊」，乙說：「丙從不說謊」。那麼他們三人中誰是從不說謊的人？ (A)甲 (B)乙 (C)丙 (D) 
無法判斷 

36.   2010 年的世界盃足球賽，進入 16 強的國家球隊中，亞洲只有 2 個，除日本外，請問還有哪一國的 
球隊？ (A)南韓 (B)北韓 (C)沙烏地阿拉伯 (D)泰國 

37. 今(99)年 12 月台灣將有 5 個院轄市，即除現有的台北市、高雄市外，另外 3 個是新北市、台中市、 
台南市。請問新北市是由原何縣改名而來？ (A)新竹市 (B)基隆市 (C)桃園縣 (D)台北縣 

38. 馬英九總統在今(99)年 7 月初指出，下列哪些人或事，都是台灣軟實力的展現？ 
(A)陳樹菊 (B)林育群 (C)海地馳援 (D)以上皆是 

39. 陳樹菊係因何種作為？先是被富比士雜誌選出為 2010 年 48 位亞洲慈善英雄之一，後又被美國時代 
雜誌將其列入2010年最具影響力「時代百大人物」英雄項目第8位，並出席時代雜誌舉辦的百大人物 
晚宴，可說是為台灣爭光。 (A)出席國際勞工會議 (B)賣菜捐款興學、興建圖書館及作多種慈善 
善行 (C)當選多屆模範母親 (D)工作勤奮為勞工楷模 

40. 已邁入第 11 屆的海洋音樂祭，每年夏天在貢寮辦理期間，均湧入大量人潮及車潮，成功打造出一屬 
於華語環境的海洋音樂盛會，請問貢寮係屬台灣何縣？ (A)基隆市 (B)宜蘭縣 (C)台北縣 (D) 
花蓮縣 

41. 某甲在其所住的公寓中養了一隻狗，每每於夜間狂吠，讓鄰居無法入眠，而報警取締。警方可依據 
「社會秩序維護法」中的何項來處罰飼主？ (A)妨害善良風俗 (B)妨害安寧秩序 (C)妨害公務  
(D)妨害他人身體財產 

42. 小明未滿 18 歲，誤交損友而染上吸食強力膠之惡習，請問其犯罪行為宜由何種法院處理？ 
(A)行政法院 (B)交通法庭 (C)勞工法庭 (D)少年法院(或地方法院內的少年法庭) 

43.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者，少年法院可以適用何種法來處理？ 
(A)少年事件處理法 (B)家庭暴力防制法 (C)社會救助法 (D)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44. 依據菸害防制法之規定： 
(A)未滿18歲者不得吸菸 (B)孕婦不得吸菸 (C)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18歲者 (D)以上皆是 

45. 我刑法規定，犯罪行為人若未滿 14 歲不受處罰，但得： 
(A)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B)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C)令入相當處所，強制治療     (D)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或交有關單位保護管束 
 



46. 甲男見其女友乙女似乎移情別戀，便約至教室談判，後來乙女要求離去時，甲男竟不許。請問甲男 
犯了什麼罪？ A)擄人勒贖罪 (B)妨害自由罪 (C)公共危險罪 (D)妨害秘密罪 

47. 我國憲法規定，我國國民須年滿幾歲，有依法選舉之權？ (A)18 歲 (B)19 歲 (C)20 歲 (D)21 歲 
48. 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也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指的是： (A)國家賠償法 (B)人民團體法 (C)憲法 

(D)刑法 
49. 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不得僱用未滿幾歲的人從事工作？ (A)13 歲 (B)14 歲 (C)15 歲 (D)16 歲 
50. 王小明已年滿 15 歲，但未滿 16 歲，被某超商僱用從事工作，其先決條件為： 

(A)王小明須先徵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B)王小明不須徵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C)王小明向其就讀的學校報備即可  (D)王小明請兩位同學擔保其健康無虞即可 

 
 
 
 
 

綜合測驗試題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D 11 C 21 C 31 B 41 B 

2 D 12 D 22 A 32 B 42 D 

3 A 13 C 23 C 33 D 43 A 

4 B 14 B 24 A 34 A 44 D 

5 B 15 C 25 B 35 C 45 A 

6 A 16 D 26 D 36 A 46 B 

7 D 17 A 27 C 37 D 47 C 

8 C 18 B 28 D 38 D 48 C 

9 C 19 A 29 C 39 B 49 C 

10 D 20 D 30 B 40 C 50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