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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志明說明某一概念時，以自己為例，提到「我是個大學生，也是原住民、基督教徒，同時還擔任國小學

生的課輔志工，在人際互動中我儘量表現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根據上述判斷，他最可能是在闡釋下

列那一概念？ 
社會角色 社會流動 重要他人 鏡中自我 

2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的侵害。下列何者不是家庭暴

力防治的保護對象？ 
同住的岳父 同寢室的室友 前妻或前夫 同居的同志伴侶 

3 阿華、阿明、阿志、阿國四人於公民課討論「公共利益」，每人各自提出下列觀點： 
阿華：「推動公共利益須注意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之上。」 
阿明：「公共利益應該優先於私人利益，團體較個人重要。」 
阿志：「若能讓多數人都感到滿意和幸福，就屬公共利益。」 
阿國：「私人利益如果被充分滿足，公共利益自然會實現。」 
從上述四人的觀點，他們探討公共利益的理論依據，何者配對正確？ 
阿華－資本主義 阿明－古典自由主義 阿志－效益主義 阿國－社群主義 

4 有關我國社會團體的分類，下列那些組織屬於非營利社團法人？①蘇澳區漁會 ②慈濟基金會 ③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 ④晚晴協會 ⑤扶輪社 
①② ②④ ③⑤ ④⑤ 

5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以「M 型社會」一詞描述日本社會原以中產階級為社會主流，最後卻逐漸消失。此一

詞彙可以用來說明近年來臺灣社會的何種現象？ 
企業發展全球化 財富分配兩極化 貧窮世代循環現象 文化資本發展快速 

6 依我國法律規定，下列有關政黨成立與解散的敘述，何者正確？①成立政黨的法源依據是政黨法 

②政黨成立須向內政部備案 ③若政黨久沒運作，政府可依法解散 ④政黨違憲解散事項由司法院負

責審理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7 公民投票為我國人民直接行使創制複決的重要管道，依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適用？ 
法律之創制  立法原則之創制  
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8 現代文官體系包含「政務官」及「事務官」，兩者扮演的角色、任用資格和職掌有所不同，例如：政務

官多隨政黨進退、任期不一定。依此標準判斷，下列何者屬於政務官？ 
文化部部長  教育部常務次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臺北市消費者保護官 

9 某國採行類似法國中央政府體制，在今年國會大選中由 A 黨取得過半席次，屬於 B 黨的總統按照憲政慣

例任命 A 黨的黨魁出任閣揆。上述情況一般稱為： 
權能區分 均衡制度 左右共治 聯合內閣 

10 春嬌的爸爸是現任某直轄市市議員，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她爸爸的職權？ 
質詢教育局局長 推動社會福利工作 對市長提出糾正案 行使市府首長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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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英國的國體和政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體為共和國，政體為民主體制 國體為君主國，政體為獨裁體制 
國體為君主國，政體為民主體制 國體為共和國，政體為獨裁體制 

12 我國政府積極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貿易組織（WTO）、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國

際性組織，此乃實現國家存在之何種目的？ 
增進公共利益 落實社會正義 維持安全與秩序 維護文化傳統 

13 有關彈劾總統、副總統與公務人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皆屬於監察院的職權   
皆屬於司法院的職權 
彈劾總統是立法院與監察院的職權；彈劾公務人員是考試院的職權 
彈劾總統是立法院與司法院的職權；彈劾公務人員是監察院的職權 

14 依憲法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對行政院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的工作及設施，可行使下列何

項職權？ 
審計權 彈劾權 糾舉權 糾正權 

1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間最主要的衝突在於兩大強國致力「軍備競賽」，因各自擁有大量核子毀滅

性武器，所以雙方都儘量避免正面的軍事衝突。這段時期國際政治的權力結構，應為下列何者？ 
單極體系 兩極體系 多極體系 一超多強 

16 民眾不假他人之手，親自前往投票支持心目中的候選人，此乃落實下列何項原則？ 
普通原則 平等原則 直接原則 無記名原則 

17 下列何項政府作為著重於對消極人權的保障？ 
開辦國民年金制度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落實校園零體罰政策 創設原住民族電視臺 

18 阿傑因酒後駕車撞死一名婦人，被害者家屬為防止阿傑脫產，可於提起訴訟前向法院聲請何種保全程序，

以確保日後損害賠償之債權能獲得清償？ 
假扣押 假處分 假執行 假擔保 

19 某國的法律未明文禁止婦女開車，但曾有婦女因違反婦女不准開車的宗教戒律，遭法院判處十下鞭刑。

關於上述判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符法治國的依法統治原則 宗教戒律對非教徒有約束力 
法院依法審判確保基本人權 法律並非萬能，宗教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 

20 曉明愛好登山，有一次登山時迷路受困山中，因飢餓數日，迫不得已之下潛入小英家的果園偷摘水果充

飢，經法官認定此行為可阻卻違法。上述行為，是符合下列何項阻卻違法的事由？ 
依法令行為 正當防衛行為 正當自助行為 緊急避難行為 

21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中被告經過下列何人的審訊後，如認為被告確有羈押的必要性，可向法官聲請

羈押？ 
警察 律師 公設辯護人 檢察官 

22 「小米曾被法官判決褫奪公權 3 年，目前已經服刑完畢。」依上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小米受到某一民事糾紛的判決 小米喪失當年鄉長候選人資格 
小米同時受法官科處死刑判決 小米無法報考當年度大學指考 

23 大偉酒駕遇警方臨檢，因拒絕接受酒測，警方開立 9 萬元罰單。大偉不服，該如何爭取自身權益？ 
向事發地警察局所在地方法院交通法庭聲明異議 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請撤銷訴訟 
向事發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向地方法院提出國家賠償訴訟 

24 立法院對於已通過之議案認為有錯誤或不當情形，允許在一定之條件下，由立法院於同一會期中提出修

改或補救措施，此種做法稱為： 
覆議 復議 附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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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許多店家在結帳櫃臺張貼「貨品售出，概不退還」的字樣。依我國民法規定，關於張貼內容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無效：店家仍應負起損害賠償責任 
無效：店家仍應負起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有效：此屬定型化契約，店家對商品不須負任何責任 
有效：此屬契約自由原則，店家對商品不須負任何責任 

26 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下列何者應以法律定之？ 
監察院審計部職員之休假措施 國外學歷查證及認定作業要點 
人民繳納綜合所得稅之稅率 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 

27 王先生為月薪 10 萬元的廠長，因無法配合公司前往國外廠工作而離職。幾經尋找，王先生目前有三個工

作機會，分別是甲公司月薪 6 萬、乙公司年薪 30 萬、丙公司年薪 50 萬。王先生最後決定到丙公司工作，

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他做此一決定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年薪 30 萬 年薪 50 萬 年薪 72 萬 年薪 120 萬 

28 某市立圖書館的閱讀區座位，每到學校段考總是一位難求；而每逢各校期末考時，使用者更得耗費多時

排位。依上所述，關於該圖書館座位之供需現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供給固定，需求增多 供給減少，需求不變 供給增多，需求減少 供給減少，需求增多 

29 當商品價格以外的因素改變時，需求也會跟著改變。針對奶粉市場而言，下列何者會使需求曲線向右平

行移動？ 
對奶粉有需求的新生兒數量增加 市售奶粉的預期價格下跌 
部分奶粉被查出添加有毒物質 飼養乳牛的牧草價格不斷上漲 

30 食品加工廠將未經處理的廢水，直接排放到河川裏，造成負面的外部效果，顯示該食品加工的產品市場

出現下列那一種經濟情況？ 
市場出現供不應求 政府制定價格上限 公共財的提供不足 經濟效率未達最大 

31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屬於何種性質的租稅？ 
所得稅 財產稅 消費稅 地方稅 

32 各國無不希望國內生產毛額（GDP）越高越好，因為代表該國的經濟一直成長，下列那一個數據的提高，

會使該國的 GDP 提高？ 
老人年金 外國風災捐款 全民健保保費 政府支出 

33 有關政府發放消費券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政府希望能透過所得效果提升民間消費支出 政府希望消費券能同時降低失業率及物價指數 
發放消費券為古典經濟學理論所支持的作法 發放消費券屬於政府的一種擴張性貨幣政策 

34 為響應解決地球暖化問題，全球 500 大企業合組供應鏈領導聯盟，要求旗下供應商公布碳排放資料。按

照這個趨勢，企業若要永續經營，最需要採取下列那一種作法？ 
到環保法規比較嚴格的國家去投資設廠  
成立基金會從事濟貧活動，並且廣為宣傳 
不僅要低成本，還要低碳，才符合未來發展趨勢 
環保意識抬頭所增加的成本，應從其他生產資源去縮減 

35 當某國的痛苦指數從 4.8 上升到 5.6 時，下列那個情況是最有可能造成該國痛苦指數上升的原因？ 
所得稅率調降 政府減少公共投資 失業率上升 基本工資調升 

36 The weather forecast says it is going to clear       soon. 
 up  out  over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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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Prior       his departure, the man wrote an email to his daughter. 
 to  of  in  on 

38 You may not like this place because it’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and you have to       all the inconvenience.  
 catch up with  keep up with  put up with  come up with 

39 Take a       at the time when your body most needs to sleep. 
 nap  lap  cap  pan 

40 I often think of the school       I went to and the friends I made there. 
 that  what  when  where 

41 This time he took his medicine without       to do so. 
 have reminded  having been reminded  reminding  to remind 

  Nowadays, computers have becom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People use computers to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r 
simply play computer games. 
  I use my computer twice a week. I frequently use it to download pop songs and movies from the Internet. I often 
use Facebook to keep in touch with friends who are far away. Sometimes I write something and post it on my blog in 
order to let others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 my life. 
  Computers are convenient; however, they do cause serious problems. For example, some teenagers play computer 
games so often that they ignore their studies. They become addicted to computer games and stop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inally forgetting how to function in the real world. In addition, long hours of computer use can result in poor 
eyesight and other health problems. 
42 How often does the speaker use his or her computer? 

 every day  every other week  two times a week  twice a day 
43 All of the following problems are named in the article except 

 expensive cost  health concern  internet addic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 
44 When the author list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computer, he or she is especially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have many friends.  poor and lazy students. 
 those in their old age.   young people between 13 and 19. 

45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people may not be able to see well because they 
 eat too much.   don’t wear glasses. 
 study very hard.   use computer for too long. 

  The endangered leopard cat is one of only two wild cat species native to Taiwan. They are ash-brown or yellow 
brown   46  , and weigh three to six kilograms. Their bodies are 55-65 centimeters   47  . Truth be told, leopard 
cats don’t look all that different from a housecat; 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is the white patch they have behind 
their ears. 
  Miaoli County has a   48   large population of leopard cats and they live right among us. The reason why leopard 
cats choose to live so close to human habitations is because the grasslands, forests, and fields are full of rodents, birds, and 
hares on which they prey, and the forests provide the cats   49   protected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rear their young. 
Recently, the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has endangered this cleverest of cats. We must work together if we are to save them 
from the threats they   50  . 
46  in size  in shape  in color  in figure 
47  tall  fat  high  long 
48  relatively  recklessly  physically  optionally 
49  with  that  for  to 
50  deal  reduce  pose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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