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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國人類學家范傑納（A. Van Gennep）指出，個人社會身分轉換時所採取的儀式為「通過儀式」，此種儀
式具有三種特性，依其理論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結合、分離與過渡 同化、結合與分離 成熟、過渡與結合 分離、同化與過渡 

2 日本評論家大宅壯一於 1950 年代末期指出，現代社會電視充斥聲光絢麗、內容膚淺的節目，長期下來將使
閱聽人失去思考判斷的能力。上述現象可用下列那一個概念來說明？ 
刺激反應理論 置入性行銷 總白痴化危機 資訊片面化 

3 2012 年我國首定 3 月 5 日為「同酬日」，希望將來能透過男女同工同酬達到職場性別平等的理想。下列何
種作法，最有助於促進職場性別平等？ 
開放夫妻雙方皆可申請家庭照顧假和育嬰假 營造玻璃天花板環境，以落實性別實質平等 
健全性別職業隔離制度，保障女性就業機會 降低女性勞動參與率，避免蠟燭兩頭燒現象 

4 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是政府推動社會安全政策的重要環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福利不包含對弱勢族群之救助 全民健保、國民年金屬於社會福利 
社會保險採強制投保與使用者付費 社會保險是由民間保險公司來辦理 

5 美國好萊塢電影，以商業化手法行銷全球，曾經在某部影片中出現「美國明星教導南歐當地的小孩製作漢堡」
的畫面，誘發地中海飲食文化即將瀕臨消亡的爭論。上述事例，反映何種文化現象？ 
文化相對論 另類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文化帝國主義 

6 選舉制度中混合制又分為聯立制與並立制，而我國立法委員選舉在第七次修憲後，改採混合制中的並立制，
也對國會席次的分配產生些許影響。關於聯立制與並立制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並立制較符合比例代表制的精神，可將政黨得票率轉換成國會總席次 
聯立制的投票設計上，選民有一張選票，只可圈選單一選區候選人 
聯立制與並立制的席次都包括比例代表制席次與單一選區席次 
並立制的優點是每個當選者必定擁有超過半數的民意支持 

7 籌組政黨與政治團體是憲法保障人民的結社自由權。依據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若人民欲籌組此類團體時，
係依下列那一部法律，並向那一個機關提出申請？ 
集會遊行法，警察局  人民團體法，法務部 
集會遊行法，內政部  人民團體法，內政部 

8 1791 年法國制憲議會，溫和的保王黨人坐在議場右邊（支持貴族利益），而激進的革命黨人則坐在左邊（反對
階級利益），從此產生「左派」、「右派」的意識之爭。關於左右兩派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選項 --- 左派 右派 
甲 立場 支持社會主義 支持自由（資本）主義 
乙 理念 強調公平創造 主張自由競爭追求財富 
丙 主張 個人主義 集體主義 
丁 政府作為 偏好有限政府 偏好萬能政府 

 甲乙 甲丙 乙丁 丙丁 
9 下列關於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鄉鎮長：參選年齡須年滿 23 歲；連選得連任一次；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縣議員：參選年齡須年滿 23 歲；無連選連任之限制；採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鎮民代表：參選年齡須年滿 20 歲；無連選連任之限制；採單一選區兩票制 
直轄市長：參選年齡須年滿 30 歲；連選得連任一次；採單一選區絕對多數決制 

10 國父孫中山先生參酌西方三權分立概念，將考試權與監察權獨立出來，變成五權分立的政府。下列關於我國
監察院的敘述，何者正確？ 
目前的監察院屬於民意機關 監察院院長是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總統任命之 
監察院設有審計部，審查立法院通過之預算案 監察委員具彈劾、糾舉、糾正權 

11 關於我國現行釋憲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釋憲案的提出：公民可透過連署進行提案 
釋憲會議召開：需全體大法官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做成解釋：需全體三分之二以上大法官同意 
進行方式：主要為合議制，但亦可採審判制進行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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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臺北市政府為增進國際友誼，加強文化交流，分別與 32 個國家的 48 個都會締結姊妹市。此姊妹市的締結，
屬於下列那一項外交方式？ 
正式外交 多邊外交 城市外交 務實外交 

13 甲：「民主就是一套選擇決策者的程序，民眾過度熱衷反而不是好現象。」乙：「公民的政治行為是理性的，
人人積極參與才能實現人民主權的目標。」上述兩者的說法，分別是屬於何種民主理論的主張？ 
甲：菁英民主理論 乙：多元民主理論 甲：古典民主理論 乙：程序民主理論 
甲：審議民主理論 乙：經驗民主理論 甲：菁英民主理論 乙：古典民主理論 

14 幾年前行政院發放消費券的政策，對於當時的經濟發展有了一定的成效。現在若有某縣的縣長想仿效中央發
行消費券以刺激地方經濟發展，則必須經由何項程序使其具備合法性？ 
縣政府做出決算後，再交給監察院監督使用狀況 
由縣議會通過其預算後，由議會監督縣政府辦理 
行政院提出預算後，交由立法院進行審核並議決 
由縣政府直接做成決議，並經由全國公投後生效 

15 在西方國家政治的發展歷史中，現代國家約在 16 世紀開始慢慢形成，主要的原因在於此時許多國家的封建
勢力逐漸削弱，加上歐洲發生了「三十年戰爭」，戰後各國簽訂了何項重要的條約，使得「主權」的概念
得以確立？ 
西發里亞條約 日內瓦公約 紐倫堡公約 巴黎和約 

16 據報載：為有效遏阻酒駕發生，立法院在民國 100 年 11 月通過刑法第 185 條之 3 修正案，將酒駕刑責提高，
新法將適用於法律生效後之酒駕違規者。上述報導主要在強調罪刑法定主義中的何項原則？ 
從舊從輕 不得溯及既往 禁止類推適用 絕對不定期刑禁止 

17 下列針對 8 歲童星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和刑法中的責任能力之配對，何者正確？ 
有權利能力、屬限制行為能力、無刑事責任能力 有權利能力、無任何行為能力、無刑事責任能力 
有權利能力、屬限制行為能力、有刑事責任能力 無權利能力、屬完全行為能力、無刑事責任能力 

18 行政院公布施行「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新法，規定未來就讀進修學校逾 28 歲者不得緩徵。上述行
政院的作為是屬於下列何種行政行為？ 
行政處分 行政命令 行政契約 行政規則 

19 某週刊記者因多次跟拍某名模，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裁罰 1500 元。依上所述，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
該記者最可能受到那一機關之裁罰？ 
警察機關 行政執行署 法院簡易庭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 我國憲法第 134 條規定，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我國目前立法委員選舉，採取何種制度來保障女性
參政權？ 
各政黨在立法委員選舉，推出女性候選人名額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縣市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名額每超過四人，應有女性當選名額一人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當選名單女性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各政黨在立法委員總席次中，女性當選人名額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21 志明無照駕車肇事，將騎機車的阿華撞倒，導致阿華受傷。志明或阿華可以透過鄉鎮市區公所所設置的某單位，
協調如何解決這場紛爭。依據我國法律的規定，這樣的紛爭解決機制稱之為何？ 
訴願 調解 和解 仲裁 

22 消費者保護法中規定，有關定型化契約若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該法的此項規定，
應是針對以下何種原則的限制？ 
過失責任 依法行政 公平互惠 契約自由 

23 根據奧地利學者凱爾森（Hans Kelsen）「法規範階層」之設計，將法規範體系由上至下分為「基本規範」、
「一般規範」與「個別規範」。其中基本規範的位階最高，且下位階的規範不得牴觸上位階規範。依據上述，
此種體系主要是基於下列何項性質建構而成？ 
適用先後 效力高低 具體與否 數量多寡 

24 依據我國智慧財產權的法律規定，下列何種權利無法繼承或讓與他人？ 
植物品種權 著作人格權 著作財產權 專利申請權 

25 我國憲法對人權的保障採取列舉式、概括式並行，憲法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
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即為概括式保障條款。下列何者屬於憲法概括式保障之權利？ 
受益權 隱私權 平等權 參政權 

26 某企業創辦人在受邀至某大學演講時，就企業經營者的立場暢談創新的理念，認為創新必須跨領域合作，
在大學中培養人才應該先以人文素養、人本教育為主軸，學生具備基礎的「人文服務力」，再進到一個專
業領域，才是企業所需要的專業人才。前述觀點應出自於經濟行為流程圖中的何種角色？ 
產品市場的需求者 產品市場的供給者 要素市場的需求者 要素市場的供給者 

27 民眾到連鎖速食店、便利商店及飲料店購買飲料，只要自備飲料杯，店家依規定應提供折扣或加量等獎勵措施。
上述做法，最適合以下列何種觀點解釋？ 
公益與私益的衝突互斥關係是兩難困境 建立誘因機制，使公益與私益相容互補 
強制回收空杯，可減少「搭便車」問題 商店善盡回收義務，有助社會資本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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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表是幸福國將其資源投入生產 A、B 兩種產品的生產組合，依據表中資料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生產組合 產品 A 產品 B 
甲 X 單位 6000 單位 
乙 500 單位 5600 單位 
丙 2800 單位 1000 單位 
丁 Y 單位 0 單位 

從產量來看，生產組合「乙」的生產效率較「丙」為高 
生產 500 單位產品 A 的「成本」，為 6000 單位的產品 B 
從「生產可能線」的概念推斷，X 的數值可能為 500 或 0 
從「邊際成本」的特性推算，Y 的數值通常會小於 3300 

29 資源相同的甲國與乙國都生產稻米與玫瑰，下表是甲乙兩國每天的生產力。若以機會成本的觀點而言，下列

有關甲、乙兩國生產以及貿易的敘述何者正確？ 

甲國與乙國一天生產稻米或玫瑰的數量 

 甲國 乙國 
稻米 200 公斤/天 80 公斤/天 
玫瑰 160 株/天 100 株/天 

甲國具有生產稻米的比較利益 乙國生產玫瑰上具有絕對利益 
甲國向乙國進口稻米比較有利 乙國生產玫瑰的機會成本較高 

30 下圖是小明對紅豆餅的需求線，請判斷圖中的那一點是小明無法接受的價格？ 

 

甲 乙 丙 丁 
31 小智的叔叔白手起家創業有成，經過多年努力成為公司老闆，還會在休假時參加各種志願團體，熱心公益的他，

因此累積了許多人脈網路，建立了公司的企業形象，也使社會大眾認同該公司的產品。依上所述推判，

小智的叔叔對公益活動的參與，對下列何項經濟發展要素最有貢獻？ 
人力資本 自然資本 社會資本 物質資本 

32 下列是今年發生在我國的各項經濟活動的敘述，何者不會計入我國的 GDP？ 
外國藝人來臺開演唱會的門票收入金額 外國遊客來臺於機場免稅店的消費金額 
政府於地震之後重建倒塌橋梁的總支出 政府發放給地震災民們的救助金總支出 

33 當一國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時，社會上可能會出現下列那一種現象？ 
人民的購買能力增加 人民的儲蓄意願下降 人民的生活水準提升 人民的黃金需求減少 

34 《論語．顏淵》中有一個典故，魯哀公問有若：「收成不好，國家稅收的用度不夠，該怎麼辦？」有若說：

「何不只徵收 10%的稅呢？」哀公不以為意地說：「我現在抽 20%都不夠，抽 10%怎麼會夠呢？」有若

回答說：「如果百姓的用度夠，您的稅收怎麼會不夠？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您的稅收怎麼會夠呢？」

有若對稅收的觀念，和下列那一經濟學的概念相吻合？ 
生產可能性曲線 比較利益法則 拉法曲線 寇斯定理 

35 過去溫泉業者僅需在水源處裝設引管即可享有溫泉水，然而溫泉水源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自民國 92 年

制定溫泉法之後，該法規定：「溫泉為國家天然資源，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因此許多溫

泉業者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溫泉水權登記並繳納使用費用。依據上文所述推判，在制定溫泉法前，溫泉的

財貨性質應屬於下表中的何者？ 

 可排他 無法排他

共享性 甲 乙 
獨享性 丙 丁 

甲 乙 丙 丁 

數量

價
格 

0 

丙 丁 

乙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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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Hackers can       our computers and steal 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ake up take off take over take away 

37 Many women take up karate       to feel secured in the streets at night. 
in case so that so as in care 

38 People in this town wanted to       the overpriced shop although it has a great variety of imported goods. 
brake boycott broaden brew 

39 Every time I       a new word, I look it up in the dictionary. 
fall over bound for cruise in come across 

40 When ordered by their parents to eat vegetables, many children do so only      . 
deliciously gracefully reluctantly unknowingly 
 

第 41 題至第 45 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合適者 
   Taiwan ranked ninth among 12 Asian countries rated in an English skills index, outperforming only Vietnam, China 
and Thailand. The   41   was reported by Education First,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mpany, that rated 1.7 million 
adults from 54 countries globally from 2009 - 11 based on tests covering English listening and reading proficiency. 
Taiwan ranked ninth in Asia and 30th in the world and its global ranking was   42   the 26th - 38th range that 
represents low pro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 
   Commenting on Singapore and Malaysia’s English skills, Education First Senior Vice President Christopher McCormick 
said the two nations have higher proficiencies because their populations are composed of multiple   43   groups who 
rely on English to communicate.   44   South Korea（21st overall）and Japan（22nd overall）put a high priority 
on education, the lack of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the focus on memorization and the passive interaction 
  45   teachers and students led to their proficiency levels falling below the OECD average, he said. 
41 result achievement game cooperation 
42 at over under within 
43 athletic ethnic political age 
44 Although Because Whatever Nevertheless 
45 during within around between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P classes are college-level courses taken during high school that will provid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earn credit or 
advanced standing at mo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The College Board, AP classes help students： 

 Gain the edge in college preparation 
 Stand out in the college admissions process 
 Broaden your intellectual horiz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to register and the benefits of scheduling AP courses, talk to your high school counselor, an 
AP instructor or go to http://www.CollegeBoard.com. 
If your high school doesn’t have all of these class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consider this fact. Also,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pecial admissions procedures for students who have high academic potential but need help to reach 
that potential because of educational or other disadvantages. 
46 What is mainly described in this passage？ 

The College Board.  Disadvantaged high school students. 
College admissions procedures. Special classes in secondary schools. 

47 Who are the target readers of this passage？ 
College professors. High school students. College board members. Admissions officials.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AP courses？ 
They are offered in all schools. 
They make students more knowledgeable. 
They prepare students for college studies. 
They are recognized for college credit in many universities. 

49 What does AP most likely stand for in this passage？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d Press. Account Payable. Advanced Placement.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from the passage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advantage”？ 
Credit. Standing. Edge. Potent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