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測試（筆試）題庫 

                                                   105年 7月 15日修正 

【政府組織類】 

問題 1、依憲法規定，總統是由誰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的？ 

（1）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 

（2）立法委員。 

（3）直轄市及縣（市）長。 

答案：（1）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 

問題 2、總統的任期是多久？ 

（1）2年。 

（2）3年。 

（3）4年。 

答案：（3）4年。 

問題 3、我國總統每幾年選一次？ 

（1）3年。 

（2）4年。 

（3）5年。 

答案：（2）4年。 

問題 4、我國的元首稱為什麼？ 

（1）總理。 

（2）國王。 

（3）總統。 

答案：（3）總統。 

問題 5、我國的中央政府組織有五院，以下哪一項不是屬於五院之一？ 

（1）中央研究院。 

（2）行政院。 

（3）立法院。 

答案：（1）中央研究院。 

問題 6、中華民國最高的行政機關是什麼機關？ 

（1）行政院。 

（2）立法院。 

（3）司法院。 

答案：（1）行政院。 

問題 7、中華民國最高的立法機關是什麼機關？ 

（1）行政院。 



（2）立法院。 

（3）司法院。 

答案：（2）立法院。 

問題 8、依憲法規定，誰可以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1）監察委員。 

（2）考試委員。 

（3）立法委員。 

答案：（3）立法委員 

問題 9、立法委員自第 7屆起，每幾年改選一次？ 

（1）3年。 

（2）4年。 

（3）5年。 

答案：（2）4年。 

問題 10、以下哪一個是屬於我國地方自治的層級？  

（1）行政院。 

（2）直轄市、縣（市）。 

（3）內政部。 

答案：（2）直轄市、縣（市）。 

問題 11、直轄市、縣（市）首長是如何產生的？ 

（1）人民選舉產生的。 

（2）政府官派的。 

（3）行政院院長兼任的。 

答案：（1）人民選舉產生的。 

問題 12、直轄市、縣（市）首長每幾年選一次？ 

（1）2年。 

（2）3年。 

（3）4年。 

答案：（3）4年。 

問題 13、以下哪一個是縣（市）的立法機關？ 

（1）立法院。 

（2）縣（市）議會。 

（3）村里民大會。 

答案：（2）縣（市）議會。 

問題 14、全國農業事務主管機關為何?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3)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答案：(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問題 15、請問國內除了臺北市、高雄市、桃園市為直轄市外，還有哪個直轄市？ 

（1）新北市。 

（2）臺中市。 

（3）臺南市。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國旗類】 

問題 16、我國國旗的式樣是什麼？ 

     （1）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 

     （2）星條旗。 

     （3）紅、藍、白色的條紋旗。 

答案：（1）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 

問題 17、尊重國旗的意義是不是就代表尊重國家？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參政權類】 

問題 18、以下所列人民的參政權中，哪一項是對「人」的投票？ 

（1）創制權。 

（2）選舉權。 

（3）複決權。 

答案：（2）選舉權。 

問題 19、下列哪一項是屬於人民的參政權？ 

（1）選舉權、罷免權。 

（2）創制權、複決權。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問題 20、歸化國籍並設戶籍（領到國民身分證）後，多久就可以投票選舉縣（市）

長？ 

（1）4個月。 

（2）6個月。 

（3）10個月。 

答案：（1）4個月。 

問題 21、憲法規定國民年滿幾歲就具有選舉權？ 

（1）18歲。 

（2）20歲。 

（3）23歲。 

答案：（2）20歲。 



問題 22、歸化國籍後，至少須滿幾年才可以申請登記成為候選人？ 

（1）5年。 

（2）10年。 

（3）15年。 

答案：（2）10年。 

問題 23、歸化國籍後，可不可以立即登記成為總統、副總統選舉的候選人？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一般法律類】 

問題 24、哪個法是國家基本大法？ 

（1）民法。 

（2）國籍法。 

（3）憲法。 

答案：（3）憲法。 

問題 25、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為誰所有？ 

（1）總統。 

（2）軍人。 

（3）全體國民。 

答案：（3）全體國民。 

問題 26、國民的基本權利是受到哪個法律的保障？ 

（1）國籍法。 

（2）憲法。 

（3）刑法。 

答案：（2）憲法。 

問題 27、以下哪些是屬於憲法所賦予國民的主要基本權利？  

（1）平等權。 

（2）人身自由權、行動自由權、意見自由權、通訊自由權、宗教自由權、集

會結社自由權。 

（3）參政權、選舉權。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28、哪個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不論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

律上一律平等？ 

（1）國籍法。 

（2）憲法。 

（3）刑法。 

答案：（2）憲法。 



問題 29、民法規定幾歲為成年？ 

（1）18歲。 

（2）20歲。 

（3）22歲。 

答案：（2）20歲。 

問題 30、父母婚姻關係存續中，誰是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的法定代理人？ 

（1）祖父母。 

（2）叔伯。 

（3）父母。 

答案：（3）父母。 

問題 31、販賣第一級毒品（例如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等），最高會被判

處什麼刑責？ 

（1）死刑。 

（2）坐牢。 

（3）罰錢。 

答案：（1）死刑。 

問題 32、在選舉及前往投開票所投票的時候，可不可以拿候選人贈送的禮物或「走

路工錢」？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33、哪個法規定女兒和兒子一樣，都有遺產的繼承權？  

（1）民法。 

（2）憲法。 

（3）刑法。 

答案：（1）民法。 

問題 34、撿到別人遺失的財物，如果不知道是誰遺失的，可以送到哪裡保管？ 

（1）警察派出所或分駐所。 

（2）自己藏起來。 

（3）戶政事務所。 

答案：（1）警察派出所或分駐所。 

問題 35、為了自身的安全，你可以私自持有槍械嗎？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36、遭到別人勒索強取財物時，你應該向哪個機關報案處理？ 

（1）戶政機關。 

（2）警察機關。 

（3）消防機關。 



答案：（2）警察機關。 

問題 37、我國法律是不是禁止獵捕如台灣黑熊、穿山甲、石虎等保育類動物？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38、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有規定，父母不可以單獨讓幾歲以下的兒

童獨處？ 

（1）18歲。 

（2）10歲。 

（3）6歲。 

答案：（3）6歲。 

【簽證及護照類】 

問題 39、外國護照的效期在幾個月以上，才可以申請來臺簽證？ 

（1）2個月以上。 

（2）4個月以上。 

（3）6個月以上。 

答案：（3）6個月以上。 

問題 40、想在我國境內居留超過 180天以上的外籍人士，必須要申請哪一種簽

證？  

（1）停留簽證。 

（2）居留簽證。 

（3）外交簽證。 

答案：（2）居留簽證。 

問題 41、未滿 18歲的人，在申請護照時，需要得到誰的同意？ 

     （1）父或母或法定代理人。 

     （2）法院。 

     （3）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 

答案：（1）父或母或法定代理人。 

【居留類】 

問題 42、遺失外僑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應向那個機關申請補發？ 

    （1）衛生所。 

    （2）居留地之移民署服務站。 

    （3）戶政事務所。 

答案：（2）居留地之移民署服務站。 

問題 43、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境後，必須在 15 天以內，向哪一個機關申請外僑

居留證？ 

   （1）居留地之移民署服務站。    

   （2）衛生所。 



   （3）戶政事務所。 

答案：（1）居留地之移民署服務站。 

問題 44、外國人持有的外僑居留證在到期前多久，應該辦理延期？ 

（1）60天內。 

（2）15天內。 

（3）30天內。 

答案：（3）30天內。 

問題 45、外國人在國內的居留地址有變更時，應該向哪一個機關申請登記？ 

    （1）居留地之移民署服務站。 

    （2）衛生所。 

    （3）戶政事務所。 

答案：（1）居留地之移民署服務站。 

問題 46、外國人在國內逾期居留的話，會受到哪些處罰？ 

（1）罰錢。 

（2）驅逐出國。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問題 47、外國人所持的外僑居留證如果沒有按時申請延期的話，除了會被罰錢及

驅逐出國外，是不是也會影響到日後申請歸化時的合法居留期間之計

算？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48、在哪些情形下，外僑居留證會被註銷？ 

（1）申請資料係虛偽或不實。（例如提供虛偽的房屋租賃契約辦理居留地址

的變更） 

（2）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變造之證件。（例如持用假造的居留簽證辦理外

僑居留證） 

（3）經司法機關判處 1年以上有期徒刑。（例如因竊盜罪被法院判處 1年以

上有期徒刑確定）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49、外籍配偶在臺合法居留期間，國人配偶如不幸死亡，該外籍配偶可不可以

繼續在國內居留？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1）可以。 

問題 50、外國人在國內居留期間，如果護照不小心遺失了，可以向內政部移民署



（以下簡稱移民署）哪個單位申辦遺失報案紀錄證明，以便向駐華機構申請

新護照？ 

  （1）居留地之移民署服務站。 

  （2）在機場之移民署國境事務隊。 

  （3）在港口之移民署國境事務隊。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歸化類】 

問題 51、申請歸化國籍，須要具備哪些要件？ 

（1）合法居留一定期間；有行為能力。 

（2）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相當的財力。 

（3）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52、申請歸化國籍，除了有不可歸責當事人之事由外，須不須要喪失原屬國

的國籍？ 

（1）須要。 

（2）不須要。 

答案：（1）須要。 

問題 53、申請歸化國籍者，其「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認定方

式為何？ 

（1）曾就讀國內公私立各級各類學校 1年以上。 

（2）曾參加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上課總時數或累計時數達一定時

間以上。 

（3）參加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

試合格。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54、外國人應先向哪個機關提出歸化國籍的申請？ 

      （1）居留地的戶政事務所。 

      （2）居留地的警察局。 

      （3）居留地的區公所。 

答案：（1）居留地的戶政事務所。 

問題 55、我國人的外籍配偶或外籍養子女，可不可以不經過歸化之申請程序，就

自動取得我國國籍？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56、一般的外籍人士在我國合法居留繼續幾年且每年合計有 183日以上居留

事實就可以申請歸化國籍？  

（1）3年。 

（2）5年。 

（3）7年 

答案：（2）5年。 

問題 57、我國人的外籍配偶、年滿 20歲之養子女，在我國合法居留繼續幾年且

每年合計有 183日以上居留事實就可以申請歸化國籍？  

（1）不須居留一定期間。 

（2）1年。 

（3）3年 

答案：（3）3年。 

問題 58、申請歸化國籍人的未婚未成年子女，可不可以申請隨同歸化國籍？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1）可以。 

問題 59、歸化國籍的申請，須經過哪個機關的許可後生效？  

（1）外交部。 

（2）教育部。 

（3）內政部。 

答案：（3）內政部。 

問題 60、在歸化國籍後幾年內，如果發現申請歸化時不符合國籍法規定時，內政

部就會撤銷歸化國籍之許可？  

（1）2年。 

（2）5年。 

（3）8年。 

答案：（2）5年。 

問題 61、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時，外僑居留證即將到期者，是否須要向內政部移民

署辦理延期？ 

（1）須要。 

（2）不須要。 

答案：（1）須要。 

問題 62、歸化國籍並領取臺灣地區居留證後，是不是仍須在國內居留滿一定的期

間後，才可以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臺灣地區定居證，再向戶政

事務所申請初設戶籍登記及申領國民身分證？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63、已取得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是否可以作為已歸化我國國籍之證明？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64、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之作用為何？ 

      （1）沒有作用。 

 （2）僅供外國人持憑向其原屬國申辦喪失原有國籍。 

      （3）作為已歸化我國國籍之證明。 

答案：(2)供外國人持憑向其原屬國申辦喪失原有國籍。 

問題 65、外籍配偶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是否須由當事人親自申請？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66、外籍配偶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是否須先經過國人配偶同意？ 

(1)須要。 

        (2)不須要。 

答案：(2)不須要。 

問題 67、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之有效期限？ 

（1）1年。 

（2）2年。 

（3）3年。 

答案：(2)2年。 

問題 68、歸化國籍後，應續向哪個機關申請臺灣地區居留證在臺居留，俾利辦理

後續定居設戶籍事宜？ 

    （1）居留地之移民署服務站。 

    （2）衛生所。 

    （3）戶政事務所。 

答案：（1）居留地之移民署服務站。 

問題 69、辦理（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書）時，可不可申請中英文對照版？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1)可以。 

【戶籍類】 

問題 70、國民年滿幾歲應請領國民身分證？ 

（1）10歲。 

（2）12歲。 

（3）14歲。 

答案：（ 3） 14歲。 

問題 71、國民身分證是要向哪個機關申請？ 



（1）區公所。 

（2）警察局。 

（3）戶政事務所。 

答案：（3）戶政事務所。 

問題 72、辦理戶籍登記時，身分證上記載事項如有變更，是不是應同時申請換發

國民身分證？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73、歸化國籍並經核准可以在我國定居，並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初設戶籍後，

還須多久時間就可以申辦初領國民身分證？ 

（1）30天。 

（2）7天。 

（3）馬上。 

答案：（3）馬上。 

問題 74、歸化國籍並拿到臺灣地區定居證後，多少天之內，要到戶政事務所辦理

初設戶籍登記？  

（1）30天。 

（2）60天。 

（3）90天。 

答案：（1）30天。 

問題 75、有死亡、判決離婚、認領、收養、監護等情形時，應該在多少天內向戶

政事務所辦理登記？  

（1）30天。 

（2）60天。 

（3）90天。 

答案：（1）30天。 

問題 76、外國人與我國人結婚辦理結婚登記時，是不是要取用中文姓名，且符合

我國國民使用姓名的習慣？ 

（1）是。 

（2）不是。 

答案：（ 1）是。 

問題 77、以下哪些人可以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戶籍登記資料或交付謄本？ 

（1）本人。 

（2）利害關係人。 

（3）受委託人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78、辦戶籍登記，應向哪個機關辦理？ 

（1）區公所。 

（2）警察局。 

（3）戶政事務所。 

答案：（3）戶政事務所。 

問題 79、夫妻協議離婚時，未成年子女的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如何確定？ 

（1）由夫一方決定。 

（2）由妻一方決定。 

（3）由夫妻雙方書面協議約定。 

答案：（ 3）由夫妻雙方書面協議約定。 

問題 80、收養他人或配偶之子女，是否應向法院聲請裁定認可才生效？ 

（1）是。 

（2）不是。 

答案：（ 1）是。 

問題 81、申請戶籍謄本要向哪個機關申請？ 

（1）區公所。 

（2）警察局。 

（3）戶政事務所。 

答案：（3）戶政事務所。 

問題 82、子女出生後，應該在多少天內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  

（1）30天。 

        （2）60天。 

        （3）90天。 

答案：（2）60天 

問題 83、辦理出生登記時，新生兒的姓氏如何決定?  

        （1）從父姓。 

        （2）從母姓。 

        （3）父母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 

答案：（3）父母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 

問題 84、子女出生後，應向哪個機關辦理出生登記？ 

      (1)區公所。 

      (2)警察局。 

      (3)戶政事務所。 

答案：(3) 戶政事務所。 

問題 85、國民身分證遺失，應由誰申請補領？ 

      (1)父母。 

      (2)本人親自補領。 

      (3)本人可委託他人代領。 



答案：(2)本人親自補領。 

問題 86、國民身分證遺失應向哪個機關申請掛失、補領？ 

     （1）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 

     （2）警察局。 

     （3）戶政事務所。 

答案：(3) 戶政事務所。 

問題 87、以下何種情形，會受到處罰？ 

     （1）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 

     （2）冒用他人國民身分證。 

     （3）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使用。 

      (4) 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88、以下何種戶籍登記行為，應受處罰？ 

     （1）虛偽結婚登記。 

     （2）故意為不實之申請。 

     （3）無正當理由，於胎兒出生後第 61日始辦出生登記。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89、戶口名簿遺失，應由誰申請補領？ 

       (1)戶長。 

       (2)家人。 

       (3)父母一方。 

答案：(1)戶長。 

問題 90、請問內政服務熱線是幾號？ 

        (1)1999。 

        (2)1996。 

        (3)1995。 

答案：(2)1996。 

問題 91、如果身分證遺失要申請掛失或是需要詢問內政部各項業務問題可以撥打

哪支服務電話? 

 (1)消費者保護專線 1950。 

 (2)求職專線 0800-777-888。 

 (3)內政服務熱線電話 1996。 

答案：(3)內政服務熱線電話 1996。 

【教育類】 

問題 92、國民義務教育的對象是幾歲到幾歲的國民？  

(1)6到 18歲。 

(2)15到 17歲。 



(3)17到 20歲。 

答案：（1）6歲到 18歲。 

問題 93、國民義務教育共有幾年？ 

(1)6年。 

(2)9年。 

(3)12年。 

答案：（3）12年。 

問題 94、年滿幾歲的國民應就讀國民小學？ 

（1）3歲。 

（2）6歲。 

（3）9歲。 

答案：（2）6歲。 

問題 95、你可以向哪個機關查詢登記合格的幼兒園？ 

（1）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2）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局。 

（3）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工局。 

答案：（1）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問題 96、學生就讀哪些學校可以申請就學貸款？ 

(1)高中職及專科。 

(2)大學及研究所。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問題 97、對於未接受正規教育或失學的民眾，可以到哪些學校登記入學？ 

（1）國小附設補習學校（年滿 12歲以上）。 

（2）國中附設補習學校（年滿 15歲以上）。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問題 98、政府補助低收入戶、清寒或家庭突發因素之學生「午餐費」，是在哪個

求學階段？ 

(1)國民小學。 

(2)國民中學。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問題 99、資賦優異的未足齡兒童，可不可以由父母或監護人提出提早入國民小學

之申請？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1）可以。 



問題 100、發現學校合作社有販賣不符規定的東西時，可以向哪裡檢舉？ 

（1）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2）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局。 

（3）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局。 

答案：（1）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問題 101、學齡兒童自國外返國就學，只要檢附經我國派駐當地辦事處認證之成

績證明，即可到哪裡申請銜接就讀？ 

（1）戶籍所在地的戶政事務所。 

（2）戶籍所在地的警察局 

（3）戶籍所在地學區的國民中小學。 

答案：（3）戶籍所在地學區的國民中小學。 

問題 102、如果您不知道子女就讀國民中小學的學區，可以向哪裡查詢？ 

（1）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局。 

（2）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 

（3）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答案：（3）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財稅金融類】 

問題 103、納稅是不是國民應盡的義務？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104、你如果有個人工作的所得收入，應該要繳納什麼稅？ 

（1）綜合所得稅。 

（2）地價稅。 

（3）房屋稅。 

答案：（1）綜合所得稅。 

問題 105、申報年度綜合所得稅的期間是什麼時候？ 

（1）次年 2月 15日至 3月 15日。 

（2）次年 3月 1日至 3月 31日。 

（3）次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 

答案：（3）次年的 5月 1日至 5月 31日。 

問題 106、你可以利用以下哪個方式申報綜合所得稅？ 

（1）向戶籍地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申報。 

（2）郵寄申報。 

（3）網路申報。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107、為了避免商店逃、漏稅，在買東西之後，記得要向店家索取什麼？ 



（1）統一發票。 

（2）公益彩券。 

（3）紅利積點卷。 

答案：（1）統一發票。 

問題 108、支付房東的房租，可以申報哪一種租稅的扣除額？ 

（1）贈與稅。 

（2）娛樂稅。 

（3）綜合所得稅。 

答案：（3）綜合所得稅。 

問題 109、你開店做生意賺的錢，每年結算申報時應該要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還是「印花稅」？ 

（1）營利事業所得稅。 

（2）印花稅。 

答案：（1）營利事業所得稅。 

問題 110、贈與給下列哪些人的財產，不論金額是多少，都可以免被課徵贈與稅？ 

（1）父母。 

（2）子女。 

（3）兄弟姊妹。 

（4）配偶。 

答案：（4）配偶。 

問題 111、外國人持有哪些文件，就可以向全國各地的銀行開設存款帳戶？  

（1）護照。 

（2）居留證正本。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兵役類】 

問題 112、歸化我國國籍的男子，是不是有服兵役（當兵）的義務？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113、依我國現行兵役義務 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須服役期間為？ 

(1)4個月。 

(2)8個月。 

(3)1年。 

答案：（1）4個月。 

問題 114、歸化我國國籍的役齡（19歲至 36歲）男子，自初設戶籍登記之次日起，

屆滿幾年就要服兵役？ 

（1）1年。 



（2）2年。 

（3）3年。 

答案：（1）1年。 

問題 115、我國女子有沒有服兵役的義務？ 

（1）有。 

（2）沒有。 

答案：（2）沒有。 

問題 116、歸化我國國籍之役齡男子，自初設戶籍之翌日起至屆滿 1年前，如需

出境應向哪個機關申請核准？  

（1）內政部役政署。 

（2）入出國及移民署。 

（3）內政部戶政司。 

答案：（2）入出國及移民署。 

【社會福利類】 

問題 117、國民年金保險加保對象為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其年齡限

制是幾歲？ 

(1)20歲~60歲。 

(2)25歲~60歲。 

(3)25歲~65歲。 

答案：(3)25歲~65歲。 

問題 118、國民年金保險是由哪一個機關辦理？ 

 (1)中央健康保險署。 

（2）勞工保險局。 

（3）戶政事務所。  

答案：（2）勞工保險局。 

問題 119、如果家人不幸因為颱風、水災或土石流災害死亡，要向哪個

機關申請災害救助 ?  

      （1）戶籍所在地的衛生所。 

      （2）戶籍所在地的戶政事務所。 

（3）災害發生地的鄉（鎮、市、區）公所。  

答案：（3）災害發生地的鄉（鎮、市、區）公所。  

問題 120、低收入戶可以向哪個機關申請生活扶助？ 

（1）戶籍所在地的警察局。 

（2）戶籍所在地的戶政事務所。 

（3）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  

答案：（3）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  

問題 121、低收入戶的認定，可以向哪個機關提出申請？ 

（1）戶籍所在地的警察局。 



（2）戶籍所在地的戶政事務所。 

（3）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  

答案：（3）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  

問題 122、如果生活發生緊急事故或意外事件，造成家庭經濟陷於困境時，可以

向哪個機關提出急難救助申請? 

      （1）警察局。 

（2）鄉（鎮、市、區）公所。 

      （3）戶政事務所。  

答案：（2）鄉（鎮、市、區）公所。 

問題 123、如果已參加勞工保險是否可以同時參加國民年金？ 

         (1) 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124、農保的投保單位是哪個單位？ 

       (1)漁會。 

       (2)農會。 

(3)鄉（鎮、市、區）公所。 

答案：(2)農會。 

問題 125、身心障礙參加社會保險（如：健保），政府是否有補助保費？ 

(1)有。 

(2)沒有。 

答案：(1)有。 

問題 126、父母、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什

麼為最優先考量？  

（1）兒童及少年的最佳利益。 

（2）父母的情緒。 

（3）清寒證明。 

答案：（1）兒童及少年的最佳利益。 

問題 127、出版品、電腦軟體、電腦網路應予分級，兒童及少年可以觀看的是哪

一級？ 

（1）限制級。 

（2）普遍級。 

（3）成人級。 

（4）沒有限制。 

答案：（2）普遍級。 

問題 128、發展遲緩兒童應於幾歲以前做早期療育較能改善其發展？ 

（1）3歲。 

（2）10歲。 



（3）15歲。 

答案：（1）3歲。 

問題 129、如何發現孩子有疑似發展緩慢，使其提早接受早期治療? 

（1）醫院或診所之兒童預防保健服務檢查。 

（2）衛生所、幼稚園、托兒所及學校之健康檢查。 

（3）參加政府或民間福利機構團體辦理之篩檢活動。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130、發現兒童及少年受到虐待，可以打哪支電話幫助他們？ 

（1）166。 

（2）113。 

（3）104。 

（4）105。 

答案：（2）113。 

問題 131、農民有資金需求時，可向哪個機關申請農民低利貸款？ 

         （1）農會。 

         （2）銀行。 

         （3）郵局。 

答案：（1）農會。 

問題 132、如果農民因為颱風、水災或土石流災害而造成農作損失要向哪個機關

申請災害補助？ 

         （1）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2）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3）戶籍所在地之衛生所。 

答案：（2）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問題 133、加入農會成為會員是那個單位審查? 

(1)農會。 

(2)鄉鎮區公所。 

(3)以上皆是。 

答案：(1)農會。 

問題 134、如果已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農暇時可否再參加勞工保險？ 

      (1)可以，無條件重複加保。 

      (2)可以，但每年度以參加勞工保險累計 180日為限。 

      (3)不可以。 

答案:(2)可以，但每年度以參加勞工保險累計 180日為限。 

問題 135、105年起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原敬老津貼），每人每月發給金

額為多少? 

（1）7,000元。 

（2）4,700元。 



（3）3,628 元。 

答案：（3）3,628 元。 

【家庭暴力防治類】 

問題 136、有家庭暴力事件發生時，哪些單位可以協助您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1）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2）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派出所。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問題 137、有家庭暴力事件發生時，可以向法院聲請什麼？ 

（1）保護令。 

（2）訴訟狀。 

答案：（1）保護令。 

問題 138、有家庭暴力事件發生時，可以向哪個機關聲請保護令？ 

（1）衛生所。 

（2）區公所。 

（3）法院。 

答案：（3）法院。 

問題 139、如果你遭受到家庭暴力或性侵害時，可以撥打哪支專線電話求助？  

     （1）「113」保護專線。 

     （2）「0800-088-885」外籍配偶諮詢專線。 

     （3）以上皆是。 

答案:（1）「113」保護專線。 

問題 140、如果希望了解在臺灣生活需求及適應方面的相關訊息(例如居留、工

作、教育文化、交通、健保、福利等)，可以撥打哪支多國語言服務的專

線電話？ 

（1）「113」保護專線。 

（2）「0800-024-111」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線。 

（3）以上皆是。 

答案: （2）「0800-024-111」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線。 

【地政類】 

問題 141、要申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或是地價謄本等證明，可以向哪一個機關申

請﹖ 

（1）戶政事務所。 

（2）地政事務所。 

（3）衛生署。 

答案：（2）地政事務所。 

問題 142、土地買賣簽約後，應在幾個月內到地政事務所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以

免逾期受罰？ 



（1）1個月內。 

（2）2個月內。 

（3）3個月內。 

答案：（1）1個月內。 

問題 143、被繼承人死亡，繼承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幾個月內到地政事務

所辦理繼承登記，以免逾期受罰﹖ 

（1）6個月內。 

（2）9個月內。 

（3）12個月內。 

答案：（1）6個月內。 

【全民健保及醫療類】 

問題 144、外籍人士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且無工作者，自在臺居留滿多久起，應參

加全民健康保險？  

（1）4個月起。 

（2）6個月起。 

（3）7個月起。 

答案：(2)6個月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條、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8條) 

問題 145、外籍人士無工作，又不符合以眷屬身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者，可以到

哪裡加保？ 

     (1)居留地的鄉、鎮、市、區公所。 

     (2)居留地的戶政事務所。 

    （3）居留地的衛生所。 

答案：(1)居留地的鄉、鎮、市、區公所。 

問題 146、國民符合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資格，是不是有義務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147、如果你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後，在國外緊急就醫，回國後，可不可以在

治療或出院當日起六個月內提出證明文件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申請退還醫療費用？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1）可以。 

問題 148、如果你是屬於健保重大傷病就醫時，提憑重大傷病證明卡是不是因上

開證明所載傷病之相關治療就醫免部分負擔費用？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149、要詢問有關全民健康保險的問題，可以向哪個機關詢問？ 

（1）戶政事務所。 

（2）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3）社會福利機關。 

答案：（2）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問題 150、到醫療院所看病的時候，是不是記得要帶健保卡？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151、看小病的時候，可以到診所或衛生所；看重大疾病的時候，就要到大

型醫院，對不對？ 

（1）對。 

（2）不對。 

答案：（1）對。 

問題 152、下列哪個機關可以提供各種健康服務及諮詢？ 

（1）戶政事務所。 

（2）區公所。 

（3）衛生所。 

答案：（3）衛生所。 

問題 153、什麼地方可以提供幼兒接受預防接種注射（打預防針）或身體檢查？ 

       （1）里鄰長辦公室。 

       （2）區公所。 

（3）全國各地衛生所或預防接種合約醫院診所。 

答案：（3）全國各地衛生所或預防接種合約醫院診所。 

問題 154、預防腸病毒的最好方法是什麼？ 

（1）常洗手。 

（2）多運動。 

（3）睡眠充足。 

答案：（1）常洗手。 

問題 155、未滿 18歲的人可不可以去商店買菸酒？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就業類】 

問題 156、取得外僑居留證的外籍配偶，如果想要工作，須不須要申請工作許可？ 

（1）須要。 

（2）不須要。 

答案：（2）不須要。 



問題 157、外籍配偶想要找工作，如果雇主因為他（她）沒有國民身分證就拒絕

僱用，可以向哪些單位求助？ 

（1）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或就業服務站。 

（2）縣（市）政府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工主管單位。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問題 158、外籍配偶可以利用哪些方式找工作？ 

      （1）向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或就業服務站詢問。 

      （2）撥打求職專線：0800-777-888。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問題 159、外籍配偶找工作有困難時，可以尋求哪些協助方式？ 

（1）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或就業服務站提供就業諮詢。 

（2）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或就業服務站提供就業促進研習活動。 

    （3）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工主管單位提供就業

諮詢、促進研習活動。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160、雇主僱用外籍人士時，可以收取保證金或扣留證件嗎？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161、公司行號僱用外籍人士及本國人之外籍配偶時，是否應該要為他們投

保勞保及健保?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162、勞工就業遭受求職防騙的申訴管道為何？ 

      （1）向縣（市）政府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工主管單位申訴。 

      （2）向縣（市）政府警察局等勞工主管單位申訴。 

      （3）以上皆是。 

答案：（1）向縣（市）政府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工主管單位申訴。 

問題 163、為增加就業技能，勞工可以到哪些單位參加職業訓練？ 

（1）職業訓練中心。 

（2）縣（市）政府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工主管單位。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問題 164、勞工及雇主間所訂立之口頭或書面勞動契約有變更的時候，需要得到



誰的同意？ 

（1）勞工一方。 

（2）雇主一方。 

（3）勞雇雙方。 

答案：（3）勞雇雙方。 

問題 165、若勞工與雇主有所爭議時，可向哪一個機關申請協助調解？  

       （1）法院。 

       （2）警察局。 

（3）工作地的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工主管單位。 

答案：（3）工作地的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工主管單位。 

問題 166、勞工自民國 94年 7 月 1日以後進入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職場工作，雇主

必須為勞工提繳每月工資至少百分之幾以上的退休金？ 

（1）5﹪。 

（2）6﹪。 

（3）7﹪。 

答案：（2）6﹪。 

問題 167、目前在國內適用勞動基準法勞工，是否有最低基本工資之保障？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168、老闆對於求職的人或是員工有就業歧視的情形，可以去哪裡申訴？ 

（1）事業單位（如：公司、工廠等）所在地的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工

主管單位。 

（2）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業務主管機關。 

（3）直轄市、縣（市）政府交通業務主管機關。 

答案：（1）事業單位（如：公司、工廠等）所在地的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工主

管單位。 

問題 169、如果你想要找工作或接受職業訓練，可以向哪個機關詢問相關資訊？ 

（1）行政院衛生署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的衛生局。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的環保局。 

（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

工主管單位。 

答案：（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

工主管單位。 

問題 170、哪個機關可以免費提供國民求職登記服務、就業諮詢服務？ 

（1）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或就業服務站。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勞工局或社會局等勞工主管單位。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交通安全類】 

問題 171、機車的前座駕駛人或後座被載的乘客，沒有戴上安全帽的話，駕駛人

會被處罰多少元？  

（1）300元。 

（2）500元。 

（3）不會被罰錢。 

答案：（2）500元。 

問題 172、外國人經許可在國內停留或居留多少年以上，就可以報考駕駛執照？ 

        （1）3個月以上。 

        （2）6個月。 

        （3）1年以上。 

答案：（3）1年以上。 

問題 173、考領普通(自用)小型車駕駛執照、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須

年滿幾歲？ 

      （1）18歲。 

      （2）19歲。 

      （3）20歲。 

答案：（1）18歲。 

問題 174、託人代考駕照者，報考人除了會被取消考試資格外，幾年內不能再行

報考駕照？ 

（1）3年。 

（2）4年。 

（3）5年。 

答案：（3）5年。 

問題 175、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其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

全帶者，會不會受到處罰？ 

（1）會。 

（2）不會 

答案：（1）會。 

問題 176、慢速車及大型車行駛高速公路時，應該行駛在哪個車道？ 

（1）內側車道。 

（2）外側車道。 

答案：（2）外側車道。 

問題 177、可不可以利用路肩超車？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178、交通號誌燈顯示紅燈時，可不可以因為沒有來車，就闖越紅燈自行通

過馬路？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179、搭飛機是否可以隨身攜帶指甲刀或瑞士刀？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180、搭乘我國國內線飛機應經過安全檢查？ 

     （1）是。 

     （2）不是。 

答案：(1)是。 

問題 181、搭乘我國國內線飛機是否可以使用行動電話？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182、飛機上的緊急逃生艙門（Emergency Exit）是否可以任意開啟？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183、飛機的駕駛艙好像很有趣，我可以要求機長或是空服員讓我進去參觀?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184、以下哪些物品不得隨身攜帶上飛機？ 

      (1)液體、膠狀（如乳液）及噴霧類物品容器 100毫升以上。 

      (2)高爾夫球桿、撞球桿、釣魚竿。 

      (3)折疊刀、菜刀。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環境保護類】 

問題 185、機車出廠滿 5年，每年應實施幾次排氣定期檢驗？ 

（1）1次。 

（2）2次。 

（3）3次。 

答案：（1）1次。 

問題 186、新出廠機車在幾年內，可以免接受排氣定期檢驗？ 



（1）1年。 

（2）2年。 

（3）5年。 

答案：（3）5年。 

問題 187、家中的廢棄物應該先分為哪幾類後，才能交由清潔隊清除？ 

（1）資源類。 

（2）廚餘類。 

（3）垃圾類。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188、清除室外的積水容器，可以防治傳染何種疾病？ 

（1）腸病毒。 

（2）肺炎。 

（3）登革熱。 

答案：（3）登革熱。 

問題 189、發現有人或工廠排放廢水、製造噪音時，可以向什麼機關陳情或檢舉？ 

（1）警察局。 

（2）衛生所。 

（3）環境保護局。 

答案：（3）環境保護局。 

問題 190、容器或物品標有下列何種標誌，代表可回收再利用，丟棄時應分類在

「資源」類？ 

（1）  

（2）  

（3）  

（4）  

答案:（1） 。 

問題 191、節能減碳十大無悔措施，其中冷氣控溫不外洩，冷氣應控溫於幾度？ 

（1）20℃～22℃。 

（2）23℃～25℃。 

（3）26℃～28℃。 

答案：(3)26℃～28℃。 

問題 192、當民眾因環境污染事件引發抗爭時，是否可循公害糾紛處理程序申請



當地政府進行調處？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1）可以。 

【災害防治類】 

問題 193、颱風期間可不可以進入山區、海邊…等危險警戒管制區域？ 

（1）可以。 

（2）不可以。 

答案：（2）不可以。 

問題 194、發現沒有貼合格標識或逾期未檢驗的瓦斯桶，應該撥打哪支電話號碼

向消防局檢舉？ 

（1）104。 

（2）119。 

（3）113。 

答案：（2）119。 

問題 195、房間中發生火災且濃煙瀰漫往上竄升時，可利用哪個空間吸取殘存的

空氣，以利逃生？ 

（1）貼近地面處。 

（2）靠近天花板。 

（3）以上都是。 

答案：（1）貼近地面處。 

問題 196、如果你發現有影響治安的事情發生，或是遇到急難需要警察協助的時

候，應該撥打哪支電話號碼向警察機關報案？ 

（1）110。 

（2）105。 

（3）113。 

答案：（1）110。 

問題 197、如果你遇到災害或意外、路倒病患無法行動、孕婦待產等急待救護的

情形時，可以撥打哪支電話號碼求救？ 

（1）104。 

（2）119。 

（3）113。 

答案：（2）119。 

問題 198、以下哪一項是臺灣常見的天然災害? 

（1）颱風。 

（2）地震。 

（3）以上皆是。 

答案：（3）以上皆是。 



問題 199、如果你遭遇緊急危難（如地震、颱風、山難、海難）需要救援，欲撥

打行動電話求救卻發現收不到訊號，請問可試撥打下列哪支電話求救？ 

    （1）104。 

    （2）112。 

    （3）113。 

答案：（2）112。 

【消費者保護類】 

問題 200直接保護消費者權益最重要的基本法規是什麼法？ 

（1）消費者保護法。 

（2）公平交易法。 

（3）商品標示法。 

答案：（1）消費者保護法。 

問題 201、以郵購（例如電視購物頻道）或訪問買賣（例如馬路推銷員）的方式

購買的商品，可以在收到商品後的幾天內退回，不需要說明理由及負擔

任何費用？ 

（1）5天。 

（2）7天。 

（3）10天。 

答案：（2）7天。 

問題 202、當你因為商品或服務不好，而與商家發生消費爭議時，可以向哪裡申

訴？ 

（1）業者。 

（2）消費者保護團體。 

（3）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問題 203、商店業者對於消費者的申訴，應該在申訴之日起多少天內處理？ 

（1）30天。 

（2）15天。 

（3）5天。 

答案：（2）15天。 

問題 204、消費者因為商家的商品或服務不好，而向業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等單位提出第一次申訴後，如果沒

有獲得妥適處理時，可以再向哪裡申訴？ 

       （1）法官。 

       （2）警察局。 

       （3）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 

答案：（3）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 



問題 205、全國消費者保護專線電話是幾號？ 

（1）4321。 

（2）1234。 

（3）1950。 

答案：（3）1950。 

【自然環境及原住民類】 

問題 206、臺灣最長的山脈是什麼山脈？ 

（1）雪山山脈。 

（2）中央山脈。 

（3）玉山山脈。 

答案：（2）中央山脈。 

問題 207、臺灣最高的山峰是什麼山？（也是東北亞第一高峰） 

（1）阿里山。 

（2）太平山。 

（3）玉山。 

答案：（3）玉山。 

問題 208、臺灣最長的河流是什麼溪？ 

（1）大甲溪。 

（2）濁水溪。 

（3）高屏溪。 

答案：（2）濁水溪。 

問題 209、臺灣位處世界的哪一洲？ 

（1）美洲。 

（2）非洲。 

（3）亞洲。 

答案：（3）亞洲。  

問題 210、最早生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是什麼人？ 

（1）西班牙人。 

（2）原住民。 

（3）日本人。 

答案：（2）原住民。 

問題 211、目前人數最多的原住民族是哪一族？ 

（1）阿美族。 

（2）泰雅族。 

（3）鄒族。 

答案：（1）阿美族。 

問題 212、全國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為何？ 

     （1）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行政院客家委會。 

     （3）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答案：（1）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問題 213、如果多了解臺灣原住民族之歷史、文化及現況，可以收看第 16頻道之

哪一個電視台？ 

        （1）客家電視台。 

        （2）原住民族電視台。 

        （3）公共電視台。 

答案：（2）原住民族電視台。 

【民俗節慶類】 

問題 214、吃粽子、划龍舟是哪個節日的習俗？ 

（1）端午節。 

（2）中元節。 

（3）元宵節。 

答案：（1）端午節。 

問題 215、到祖先墓園掃墓是哪個節日的習俗？  

（1）端午節。 

（2）清明節。 

（3）元宵節。 

答案：（2）清明節。 

問題 216、吃月餅、吃柚子是哪個節日的習俗? 

（1）端午節。 

（2）清明節。 

（3）中秋節。 

答案：（3）中秋節。 

問題 217、貼春聯、吃團圓飯、發壓歲錢是哪個節日的習俗？ 

（1）端午節。 

（2）清明節。 

（3）農曆春節。 

答案：（3）農曆春節。 

問題 218、迎花燈、猜燈謎、吃湯圓是哪個節日的習俗？ 

（1）端午節。 

（2）清明節。 

（3）元宵節。 

答案：（3）元宵節。 

問題 219、國慶日是幾月幾日？ 

（1）1月 1日。 

（2）5月 5日。 

（3）10月 10日。 

答案：（3）10月 10日。 



問題 220、勞動節是幾月幾日？ 

（1）5月 1日。 

（2）6月 1日。 

（3）7月 1日。 

答案：（1）5月 1日。 

問題 221、教師節是幾月幾日？ 

（1）9月1日。 

（2）9月15日。 

（3）9月28日。 

答案：（3）9月 28日。 

問題 222、婦女節是幾月幾日？ 

（1）2月28日。 

（2）3月8日。 

（3）12月25日。 

答案：（2）3月 8日。 

問題 223、兒童節是幾月幾日？ 

（1）2月2日。 

（2）4月4日。 

（3）6月6日。 

答案：（2）4月 4日。 

問題 224、臺灣以農立國，請問是哪個節日讓農民紀念慶祝同時舉辦各種競賽頒

獎，鼓勵農業改進? 

(1) 農曆春節。 

(2) 元宵節。 

(3) 農民節。 

答案：(3)農民節,每年立春約 2月 4日。 

【日常生活類】 

問題 225、在臺灣所使用的貨幣叫什麼？ 

（1）美金。 

（2）日圓。 

（3）新臺幣。 

答案：（3）新臺幣。 

問題 226、防詐騙的電話是幾號？ 

（1）165。 

（2）125。 

（3）105。 

答案：（1）165。 

問題 227、在國家公園內採折花木，或是在樹林、岩石及標示牌上刻文字或圖形，

會不會被罰錢？ 

（1）不會。 



（2）會，罰新臺幣 1000元以下罰鍰。 

答案：（2）會，罰新臺幣 1000元以下罰鍰。 

問題 228、住戶間有糾紛難以解決的時候，可請求哪個單位幫忙調解？ 

     （1）鄉鎮市區戶政事務所。 

     （2）鄉鎮市區衛生所。 

     （3）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  

答案：（3）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  

問題 229、年齡未滿幾歲的人，不可以進入電玩店？ 

（1）18歲。 

（2）沒有限制。 

答案：（1）18歲。  

問題 230、家中的家屬如果失蹤，可以向哪個機關報案請求協尋？ 

（1）戶政機關。 

（2）衛生機關。 

（3）警察機關。 

答案：（3）警察機關。 

問題 231、行政院 97年 3月 10日頒布人口政策白皮書，針對我國幾個人口問題

提出對策及具體措施？ 

(1)少子女化。 

(2)高齡化。 

(3)移民。 

(4)以上皆是。 

答案：(4)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