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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 歷史科 考試卷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 

1. （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原本設都於南京，但因為袁世凱不願意在南京就職，便以北方兵變為藉口，將首都遷往何處？  (A)

北京  (B)上海  (C)廣州  (D)重慶。 

《答案》A 

2. （  ）西元 1911 年 12 月 3 日，各省代表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即日由全體省代表簽名宣布，同時

決定臨時政府的所在地，確定為總統制共和政府。請問：臨時政府所在地設在何處？ (A)北京 (B)南京 (C)武

昌 (D)上海。 

《答案》B 

3. （  ）新文化運動改變近代中國文化思潮，影響甚大。下列何者是揭開新文化運動序幕的媒介？ (A)《民報》 (B)《新

青年》雜誌 (C)《新民叢報》 (D)《公車上書記》。 

《答案》B 

4. （  ）中共展開長征的期間，經過好幾處地方，最後到達陝西北部一帶。請問：中共之所以要進行「長征」的主要原因

何在？ (A)國民黨進行清黨 (B)寧漢分裂的局勢形成 (C)西安事變爆發 (D)國民黨多次圍剿共黨勢力。 

《答案》D 

5. （  ）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

秩序，交通、生產活動等。請問：紅衛兵主要是哪一種身分的人所組成的？ (A)國家軍隊 (B)商業團體 (C)青

年學生 (D)政府官員。 

《答案》C 

6. （  ）大躍進運動期間，中共將原有的農村合作社編成何者，試圖提高生產力，結果適得其反？ (A)消費福利社 (B)

生活互助會 (C)人民公社 (D)集體農場。 

《答案》C 

7. （  ）哪場戰爭期間，東南各省督撫與外國人簽署了〈東南互保辦法〉，使得地方政治與軍事權力進一步擴張，是以相

對使中央權力大為下降？  (A)英法聯軍  (B)甲午戰爭  (C)中法戰爭  (D)八國聯軍。 

《答案》D 

8. （  ）民國 32 年，中、英、美三國領袖召開哪個會議，會後發表宣言，聲明戰後東北、臺灣、澎湖等地歸還中華民國？  

(A)巴黎  (B)曼谷  (C)開羅  (D)雅爾達。 

《答案》C 

9. （  ）中共在統治區內的農村召開村民大會，沒收何者的土地，重新分配給眾多的貧苦農民，亦即「土地改革」，又稱

「土地革命」？  (A)自耕農  (B)地主  (C)官員  (D)佃農。 

《答案》B 

10. （  ）國民黨討袁運動失敗後，袁世凱脅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總統，繼而解散國會，廢止哪個法律，成為大權獨攬的統

治者？  (A)《憲法》  (B)《臨時約法》  (C)《三民主義》  (D)《刑法》。 

《答案》B 

11. （  ）拜上帝會新入教者受洗誓詞：「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真心悔過……懇天父皇上帝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

魔迷。」可得知太平天國模仿哪一宗教的教義來吸引民眾？ (A)道教 (B)佛教 (C)基督教 (D)伊斯蘭教。 

《答案》C 

12. （  ）下列何人是中華民國第一位正式大總統？ (A)袁世凱 (B)孫中山 (C)段祺瑞 (D)黎元洪。 

《答案》A 

13. （  ）某大學話劇社正在籌備年度公演戲劇「五四運動」，劇本中應該加入哪句口號才符合史實？ (A)師夷長技以制夷 

(B)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C)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D)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答案》B 

14. （  ）中共宣稱張學良為「民族英雄」，周恩來也推崇他是「千古功臣」；但張學良卻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

們的評語都是以哪件史實為背景？  (A)清黨 (B)九一八事變 (C)西安事變 (D)中日八年抗戰。 

《答案》C 

15. （  ）張學良率領東北軍遠離東北，最後引發了西安事變。東北軍為何要背離家鄉，離開東北？ (A)為了國共的合作 (B)

張作霖被日人炸死 (C)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 (D)參與清黨。 

《答案》C 

16. （  ）民國 34 年 8 月，國共雙方在美國調停之下，舉行談判會議，此時國民政府的領導人是蔣中正，而中共的領導人為

何？  (A)劉少奇  (B)毛澤東  (C)江澤民  (D)胡錦濤。 

《答案》B 

17. （  ）毛澤東為了反制大躍進失敗後中央的經濟政策，在西元 1966 年發動哪一事件，藉以奪回最高權力？ (A)大躍進 (B)

文化大革命 (C)抗美援朝 (D)動員勘亂。 

《答案》B 

18. （  ）孫中山聘請蘇俄顧問改造國民黨，並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史稱這個時期為何？  (A)抗美援朝  (B)二次革命 

(C)護法運動  (D)聯俄容共。 

《答案》D 

19. （  ）西元 1958 年起，中共開始推行「大躍進」政策，希望加速發展農業與工業，並以什麼為口號，企圖超越西方國家？  

(A)超日趕德  (B)追法趕義  (C)超英趕美  (D)追德趕俄。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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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北伐期間，國民黨內部容共與排共之間的衝突日趨嚴重，於是民國 16 年蔣中正在何處實施「清黨」政策？ (A)

上海 (B)南京 (C)武漢 (D)南昌。 

《答案》A 

21. （  ）阿杜爺爺回憶起他年輕時期說道：「這一段時間國家的建設大有進展，不但四處修建鐵路、公路，並且增加航空

運輸的設置，使全國的交通大為便利。」阿杜爺爺所回憶的應該是什麼時期的事情？ (A)十年建設期間 (B)北伐

期間 (C)護法運動期間 (D)新文化運動期間。 

《答案》A 

22. （  ）民國 21 年初，日軍在何處發動「一二八事變」，卻遭遇中國守軍頑強抵抗？  (A)南京  (B)上海  (C)天津  (D)

北京。 

《答案》B 

23. （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以後，中國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將幾個地方割讓給日本，其中有一個地方的割讓引起

俄國的不滿，俄國便聯合其他國家一同干涉。請問：俄國干涉的是哪個地方的割讓？ (A)臺灣 (B)澎湖 (C)遼

東半島 (D)九龍司。 

《答案》C 

24. （  ）大雄在撰寫歷史報告時，蒐集了某個時期的一些流行口號，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破四舊、立四新」、

「無產階級專政」等。請問：這應該是何時的流行口號？ (A)五四運動 (B)大躍進運動 (C)黃金十年建設 (D)

文化大革命。 

《答案》D 

25. （  ）阿志剪掉辮子褪去唐裝，阿秋脫掉裹腳布穿著西式衣服，兩人自由戀愛後決定結婚。上述這些生活形態的改變，

最早應該出現在中國的哪個時期？ (A)明末清初 (B)甲午戰爭前 (C)清末民初 (D)北伐成功後。 

《答案》C 

26. （  ）中國十年建設期間的「內憂」與「外患」各是指何者？ (A)軍閥與蘇聯 (B)軍閥與日本 (C)中共與美國 (D)中

共與日本。 

《答案》D 

27. （  ）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事業後，將中華民國的首都定於何處？ (A)廣州 (B)武漢 (C)北京  (D)南京。 

《答案》D 

28. （  ）抗戰勝利後，多方阻撓國軍接收東北，扶植中共的國家是下列何者？ (A)蘇聯 (B)美國 (C)英國 (D)日本。 

《答案》A 

29. （  ）義和團以設立神壇、畫符請神等方法祕密聚眾，傳授信眾修練一種據稱可以刀槍不入的法術。下列何者最可能是

他們喊出的口號？  (A)公有共享  (B)扶清滅洋  (C)師夷長技以制夷  (D)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答案》B 

30. （  ）民國 6 年，孫中山在何地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推動「護法運動」？ (A)南京 (B)武漢 (C)廣州 (D)北京。 

《答案》C 

31. （  ）中共在躲避國民政府追剿期間，展開所謂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請問：此時期的中共由何人實際主掌軍政大權，

並成為中共的領袖人物？ (A)朱德 (B)周恩來 (C)鄧小平 (D)毛澤東。 

《答案》D 

32. （  ）西元 1915 年，中國雲南省來了許多外地人，包括軍人和知識分子。他們聯合發表聲明：「反對中央政府改變政體，

更反對開倒車回復專制體制。為了維護現有的政治，不惜發動武力和中央對峙。」請問：這項聲明的背景為何？ 

(A)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 (B)護國軍起義 (C)發動武昌起義 (D)反對臨時約法。 

《答案》B 

詳解：蔡鍔、唐繼堯在雲南組織護國軍起義討伐袁世凱。 

33. （  ）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何人繼任鄧小平中共領導人的位置，著重穩定發展的局面？  (A)毛澤東  (B)江澤民  (C)

胡錦濤  (D)陳雲林。 

《答案》B 

34. （  ）因為民主與科學觀念的形成，輿論出現攻擊儒家學說、否定歷史文化的激烈言論，反傳統的風氣快速傳播，何者

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  (A)中國化  (B)日本化  (C)西化  (D)傳統化。 

《答案》C 

  國中 地理科 考試卷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 

1. （  ）全球氣候分類中，溫帶氣候主要以哪兩個緯度之間為範圍？ (A)0 度～23.5 度 (B)23.5 度～66.5 度 (C)66.5 度～

90 度 (D)90 度～180 度。 

《答案》B 

2. （  ）下列何項可以提高華北地區農業生產量？ (A)加強交通建設 (B)大量使用化學肥料 (C)鼓勵外地勞工移入 (D)

建立完善的水利系統。 

《答案》D 

3. （  ）藏北高原平均高度超過 4,000 公尺，就地勢及氣候條件判斷，其地表植被應以下列何者為主？ (A)針葉林 (B)混

合林 (C)苔原 (D)灌木林。 

《答案》C 

4. （  ）中國哪一少數民族信仰佛教，長期實施政教合一，宗教已成為人們精神生活與社會生活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政治、

歷史、文化、藝術無不瀰漫濃厚的宗教氣息？ (A)藏族 (B)回族 (C)蒙古族 (D)維吾爾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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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5. （  ）昆明氣候冬暖夏涼，有「春城」之譽，下列哪項為昆明冬季較不冷的主因？ (A)地勢較高 (B)盆地地形 (C)緯

度較低 (D)南有高山屏障。 

《答案》C 

6. （  ）青藏高原有世界第三極之稱，主要與下列哪項特色關係較大？ (A)日光資源豐富 (B)湖泊數量眾多 (C)平均高

度 4,000 公尺以上 (D)深居內陸距海遙遠。 

《答案》C 

詳解：青藏高原因地勢高氣溫低，出現如極地的荒涼景觀。 

7. （  ）日本最主要的人口精華區位於群島中的何處？ (A)九州島的南端 (B)四國的北部沿海 (C)本州島的東南沿海 

(D)北海道的西南地帶。 

《答案》C 

8. （  ）天山、崑崙山地勢高聳，氣溫與植被呈現垂直分布，可知此兩地應屬於何種氣候類型？ (A)季風氣候 (B)草原氣

候 (C)高地氣候 (D)沙漠氣候。 

《答案》C 

9. （  ）同時跨越熱帶、溫帶及寒帶氣候地帶的大洲為下列何者？ (A)非洲 (B)歐洲 (C)亞洲 (D)大洋洲。 

《答案》C 

10. （  ）世界的人口已於西元 2015 年突破 73 億，預估西元 2050 年時，人口將達到 96 億。下列各洲中，哪洲是目前人口

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之一？ (A)美洲 (B)歐洲 (C)亞洲 (D)大洋洲。 

《答案》C 

11. （  ）下列何者是形容朝鮮半島山脈排列最恰當的詞句？ (A)呈「人」字形 (B)像一個「豸」字 (C)像一個「易」字 

(D)呈 形狀。 

《答案》B 

12. （  ）若要外派一位外交官到中南美洲，他最好要會何種當地使用的主要語言？ (A)法語 (B)漢語 (C)西班牙語 (D)

德語。 

《答案》C 

詳解：中南美洲除巴西主要語言為葡萄牙語外，其他大多數國家皆通行西班牙語。 

13. （  ）地表上有許多壯闊的地形景觀。請問：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是下列哪個？ (A)雲貴高原 (B)青藏高原 (C)巴

西高原 (D)東非高原。 

《答案》B 

14. （  ）下列何者是造成黃土高原表面溝谷散布、崎嶇不平的主要作用力？ (A)流水侵蝕 (B)風力侵蝕 (C)斷層作用 (D)

溶蝕作用。 

《答案》A 

15. （  ）每逢溫暖的生長季，降水量卻稀少，因而橄欖樹有葉厚根深的特性。依上文可知，橄欖的特性是為適應何種氣候

類型而來？ (A)熱帶莽原氣候 (B)溫帶沙漠氣候 (C)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D)高地氣候。 

《答案》C 

16. （  ）下列世界各大洲中，哪個洲的面積最大？ (A)亞洲 (B)歐洲 (C)美洲 (D)非洲。 

《答案》A 

17. （  ）在教義當中，規定信徒不能食用不聖潔的食物如豬肉、酒類，並要依時刻朝聖地跪拜的宗教為何？ (A)佛教 (B)

基督教 (C)印度教 (D)伊斯蘭教。 

《答案》D 

18. （  ）在南亞地區若想要見到熱帶風情的珊瑚礁景觀，應前往下列哪個國家？ (A)印度 (B)孟加拉 (C)斯里蘭卡 (D)

馬爾地夫。 

《答案》D 

19. （  ）西南非沿海地區為沙漠景觀，與下列哪種性質的洋流相關性最大？ (A)暖流 (B)涼流 (C)寒流 (D)熱流。 

《答案》B 

20. （  ）下列何者位於南美洲西部，且為世界上最長的山脈？ (A)喜馬拉雅山脈 (B)阿爾卑斯山脈 (C)安地斯山脈 (D)

落磯山脈。 

《答案》C 

21. （  ）青藏高原天空碧藍、太陽輻射強，日照非常充足，主要是受哪項因素影響？ (A)緯度較低 (B)距海較遠 (C)地

勢較高 (D)高壓中心。 

《答案》C 

22. （  ）朝鮮半島上的平原因為地勢平坦，成為人口與耕地的主要分布區。請問：朝鮮半島的精華區主要分布於下列何處？ 

(A)中、韓國界 (B)黃海沿岸 (C)日本海沿岸 (D)停戰線附近。 

《答案》B 

詳解：朝鮮半島的平原多分布於西南部黃海沿岸。 

23. （  ）朝鮮半島有「東亞陸橋」之稱，其介於中國和下列哪個地區之間？ (A)南洋群島 (B)印度半島 (C)日本群島 (D)

阿拉伯半島。 

《答案》C 

24. （  ）下列何者是水半球的中心？ (A)澳洲 (B)智利 (C)南極洲 (D)紐西蘭。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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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下列哪種牲畜是內蒙古的主要交通工具，有「沙漠之舟」的美稱？ (A)天馬 (B)犛牛 (C)駱駝 (D)山羊。 

《答案》C 

26. （  ）以下關於亞洲位置的敘述，何者正確？ (A)東瀕大西洋 (B)南臨印度洋 (C)北至烏拉山 (D)西接太平洋。 

《答案》B 

27. （  ）中國的東北地區一般稱之為「關外」。請問：這主要是指下列哪個界線以外的地區？ (A)太行山以東 (B)秦嶺以

北 (C)長城以北 (D)大興安嶺以北。 

《答案》C 

28. （  ）新疆地形的特點為「三山夾兩盆」，其中三山是指下列哪幾座山？ (甲)阿爾泰山 (乙)天山 (丙)崑崙山 (丁)巴顏喀

喇山 (戊)岡底斯山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戊 (D)丙丁戊。 

《答案》A 

29. （  ）中國最早進入工業化的地區為下列何地？ (A)西部 (B)華南 (C)華北 (D)東北。 

《答案》D 

30. （  ）北韓擁有豐富資源，奠定其工業發展的基礎，其中包括利用哪條河流來進行水力發電？ (A)鴨綠江 (B)烏蘇里江 

(C)黑龍江 (D)雅魯藏布江。 

《答案》A 

31. （  ）中國哪個地區位於歐亞往來的中途，自古為東西經濟與文化交流要道？ (A)蒙新地區 (B)華中地區 (C)東北地

區 (D)華南地區。 

《答案》A 

32. （  ）下列哪些為終年有雨的氣候類型？ (甲)熱帶莽原氣候 (乙)熱帶雨林氣候 (丙)溫帶海洋性氣候 (丁)溫帶地中海型氣

候 (戊)溫帶大陸性氣候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答案》B 

33. （  ）印度德干高原西北部為棉花的主要產地，下列哪座城市因地利之便，成為棉紡織工業中心，也是印度主要的港口？ 

(A)孟買 (B)哲雪鋪 (C)新德里 (D)加爾各答。 

《答案》A 

詳解：孟買位於印度西海岸，接近棉花產地，為印度的棉紡織工業中心。 

34. （  ）中國文化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而日本亦在豐臣秀吉時代曾借道此半島攻擊中國，其原因與朝鮮半島何項地理

因素有關？ (A)氣候 (B)地形 (C)位置 (D)植被。 

《答案》C 

 

  國中 公民科 考試卷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 

1. （  ）公民老師上課時提到：「人民在憲法保障的範圍內，享有自行決定做哪些事，或不做哪些事的權利。」公民老師

所說的權利，是指下列何者？ (A)平等權 (B)自由權 (C)受益權 (D)參政權。 

《答案》B 

2. （  ）少年刑事案件是指少年觸犯《刑法》中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且犯罪時已滿 14 歲，這類案件由下

列何者負責調查及審理？ (A)法院 (B)行政法院 (C)少年法院 (D)憲法法庭。 

《答案》C 

3. （  ）從刑是指附加於主刑所科處的刑罰，除有特別規定外，不得單獨科處。下列何者為刑罰的從刑？ (A)有期徒刑 (B)

拘役 (C)罰金 (D)褫奪公權。 

《答案》D 

4. （  ）國中生正值青春期，思慮不周，且易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政府為了保護少年，特別制定下列何種法律來處理

少年事件？ (A)《刑法》 (B)《勞動基準法》 (C)《少年事件處理法》 (D)《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答案》C 

5. （  ）人民可以聲請調解的事項，包括民事事件，以及下列何者？ (A)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B)非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C)行政事件 (D)所有刑事案件。 

《答案》A 

6. （  ）依據《憲法》規定，下列何者既是人民的權利，也是必須履行的義務？ (A)納稅 (B)服兵役 (C)受國民教育 (D)

選舉投票。 

《答案》C 

7. （  ）公然用不雅的言詞或行動侮辱他人，就構成何種罪行？ (A)誹謗罪 (B)公然侮辱罪 (C)恐嚇取財罪 (D)普通傷

害罪。 

《答案》B 

8. （  ）檢察官依偵查結果認為有犯罪嫌疑時，向法院提起下列何者？ (A)告訴 (B)自訴 (C)公訴 (D)訴願。 

《答案》C 

9. （  ）如果對行政機關的訴願決定不服，可以依法向行政法院提起下列何者？ (A)請願 (B)民事訴訟 (C)刑事訴訟 (D)

行政訴訟。 

《答案》D 

10. （  ）依照《勞動基準法》的規定，所謂的「童工」年齡為何？ (A)15 歲以下 (B)18 歲以下 (C) 12 歲以上未滿 15 歲 

(D) 15 歲以上未滿 16 歲。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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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國家最高位階的法律為下列何者？ (A)憲法 (B)法律 (C)命令 (D)緊急命令。 

《答案》A 

12. （  ）法律和命令不可以牴觸下列何者，否則該法律和命令無效？ (A)憲法 (B)總統命令 (C)《民法》 (D)司法院命

令。 

《答案》A 

13. （  ）人民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處分違法或不當，以致損害個人權利或利益時，可透過哪一項權利的行使，來維護自身

權利？ (A)生存權 (B)財產權 (C)請願權 (D)訴願權。 

《答案》D 

14. （  ）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均採取下列何種制度？ (A)二級二審 (B)二級三審 (C)三級二審 (D)三級三審。 

《答案》D 

15. （  ）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被即時發覺的人，稱為下列何者？ (A)當事人 (B)受刑人 (C)

嫌疑犯 (D)現行犯。 

《答案》D 

16. （  ）小秉和同學小祥因為打掃工作發生爭執，回家之後愈想愈氣，於是在班級的臉書粉絲團中批評小祥小心眼，是個

自私的人。請問：小秉此種行為可能構成何種犯罪？ (A)妨害自由罪 (B)妨害性自主罪 (C)妨害名譽罪 (D)妨

害電腦使用罪。 

《答案》C 

17. （  ）依玲利用假期與全家人開車出遊，但因駕駛不慎追撞前方車輛，請問：依玲可能需負起何種法律責任？ (A)侵權

行為責任 (B)契約不履行責任 (C)契約自由責任 (D)誠實信用責任。 

《答案》A 

18. （  ）我國《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訴訟之權。請問：下列何者是訴願的受理機關？ (A)法院 (B)

主管行政機關 (C)民意機關 (D)憲法法庭。 

《答案》B 

19. （  ）訴訟上和解成立後，由法官做成和解筆錄，其與下列何者具有相同的效力？ (A)契約 (B)命令 (C)行政處分 (D)

法院確定判決。 

《答案》D 

20. （  ）人民針對民選的公職人員，有依法定程序使其去職的權利，這是指何種參政權？ (A)選舉權 (B)罷免權 (C)創

制權 (D)複決權。 

《答案》B 

21. （  ）我國關於法律和命令的名稱是由下列哪項法律規定？ (A)《憲法》 (B)《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C)《中

央法規標準法》 (D)《地方制度法》。 

《答案》C 

22. （  ）想要讓自己或他人不法擁有，而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其他方法，使他人無法抗拒，而強取他人物品，

這是指下列何種犯罪？ (A)竊盜罪 (B)搶奪罪 (C)強盜罪 (D)恐嚇取財罪。 

《答案》C 

23. （  ）法規命令是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而制定的命令，用以補充法律的相關規定。根據上述定義，下列何者屬於法

規命令？ (A)《性別教育平等法》 (B)《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C)《憲法增修條文》 (D)《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 

《答案》B 

詳解：(A)法律。(C)憲法。(D)法律。 

24. （  ）憲法的修改要慎重與周延，修改程序最為嚴格。這是憲法的何種特性？ (A)最高性 (B)穩定性 (C)原則性 (D)

一般性。 

《答案》B 

25. （  ）目前我國的義務教育年限為幾年？ (A)3 (B)6 (C)9 (D)12。 

《答案》C 

26. （  ）我國的法律依照位階可分為三個層級。下列何者屬於「命令」？ (A)《憲法增修條文》 (B)《集會遊行法》 (C)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D)《教師法施行細則》。 

《答案》D 

詳解：(A)《憲法增修條文》為憲法。(B)、(C)法律可以定名為法、律、條例、通則。 

27. （  ）人民在法律規範的相同條件下，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權利，負擔相同的義務，國家不可任意為差別對待。這是哪

種基本權利的內涵？ (A)自由權 (B)受益權 (C)平等權 (D)參政權。 

《答案》C 

28. （  ）行政訴訟採三級二審制，交通裁決事件的第一審法院為下列何者？ (A)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B)高等行政法院 

(C)最高行政法院 (D)地方法院民事法庭。 

《答案》A 

29. （  ）《勞動基準法》規定，基本上雇主不可雇用未滿幾歲的人？ (A)12 (B)14 (C)15 (D)16。 

《答案》C 

30. （  ）我國有關遺產繼承的法定繼承制度，是以下列何者為原則？ (A)拋棄繼承 (B)限定繼承 (C)自由繼承 (D)全部

繼承。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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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雙方約定，一方將物品租給他方使用，而他方支付租金的契約，在《民法》上稱為下列何者？ (A)繼承 (B)租賃 

(C)買賣 (D)購買。 

《答案》B 

32. （  ）想要讓自己或他人不法擁有，而以恐嚇的方法，使人心生畏懼而交出財物，這是指下列何種犯罪？ (A)竊盜罪 (B)

搶奪罪 (C)強盜罪 (D)恐嚇取財罪。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