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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佛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人格是在與他人互動中，在彼此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的。依此判斷，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自我是遵循現實原則，在立即滿足與延宕之間尋求平衡 
超我以享樂為追求，受到本能欲力的驅使，展現生物的我 
本我受到道德原則規範，以 高標準約束個人的內在良心 
客我是內化他人觀點與團體規範的結果，以符合社會期待 

2 某國甲、乙二公司聯合供應該國 99%以上的自來水，其費率由主管機關訂定。這樣的現象屬於公平交易

法中何種行為類型？ 
獨占行為 結合行為 聯合行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 

3 小華覺得大學學生會會費太高，故選擇不加入，但他卻享受學生會為該校學生爭取權益後帶來的好處。

就學生會推動公益的立場而言，小華的行為是屬於下列何者？ 
搭便車問題 鄰避效應 誘因不足 共有財悲劇 

4 俗話說：「你不理財，財不理你。」坊間出版各種理財書籍，社會也提供現代人各種理財工具與投資管

道，使得現代人越來越重視個人的理財規畫。上述改變主要屬於下列那一種層次的社會變遷？ 
器物生活 社會風俗 價值觀念 人際互動 

5 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好萊塢電影挾帶優勢，使得我國的本土電影可能面臨生存危機。面對此危機，

應採取下列何種因應措施？ 
設立電影審查機關，以篩檢外國電影 避免文化交流，以保護本土電影發展 
全盤接受並加以學習，以迎合主流文化 肯定認同本土文化，進而文化創新 

6 法國學者杜瓦傑（M. Duverger）認為，不同的選舉制度會影響政黨體制的發展。依據上述杜瓦傑的說法，

下列何者正確？ 
採用一輪投票，政黨將趨向多黨制 採用兩輪投票，政黨將趨向多黨制 
採用政黨比例代表制，政黨將趨向兩黨制 採用複數選區制，政黨將趨向多黨制 

7 依我國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應為 高的行政首長？ 
總統 立法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 總統府秘書長 

8 甲國採民選方式選舉總統，類似南韓；乙國國家領導人由前領導人兒子繼任，類似北韓。依社會學者韋

伯（Max Weber）對統治正當性的分類，下列何者正確？ 
乙國領導人屬於軍事領袖型權威 甲國領導人屬於合法與理性型權威 
兩國領導人同屬傳統型權威 兩國領導人同屬領袖魅力型權威 

9 我國全國性的公民投票經多次提案與投票，迄今均無任何提案通過，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提案方式與規定過於鬆散 辦理全國性選舉經驗不足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把關不嚴 投票及通過的門檻都很高 

10 有關西方古典民主理論的代表人物與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洛克提出剩餘價值說  盧梭主張社會契約論  
孟德斯鳩提出五權分立  熊彼德主張審議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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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我國國籍法規定，國民在何種條件下，經內政部許可後，可喪失國籍？ 
生父為外國人，未經其生父認領者  
為外國人之配偶，並擔任中華民國公職者  
為外國人之養子女，因刑事案件被判刑尚未執行完畢  
年滿 20 歲，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人，自願取得外國國籍者 

12 契約是雙方當事人合意成立之法律行為，屬私法自治的展現，但基於維護權利之社會性與公平正義，契

約內容必須是合法的。下列四種契約行為，依我國民法之規定，何者具法律效力？ 
網路廠商標價錯誤，買家低價下單 個人和公司簽訂月薪 17000 元的僱用契約 
雙方父母替子女決定婚約關係 父親和子女登報約定，拋棄親子關係 

13 小剛上網購買智慧型手機，20 天後向廠商要求退換貨。依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可，屬於智慧財產權的商品拆封後不能退換 不可，已經超過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 7 天鑑賞期 
可以，買東西本來就可以退換 可以，還沒超過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 30 天鑑賞期 

14 依中華民國憲法規定，若行政院和監察院之間產生爭執，下列何者有權召集有關院長會商解決其爭議？ 
總統 副總統 立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15 某知名藝人返臺積極參與總統大選活動。除對外表態支持對象，並向影迷訴求共同支持該候選人，選舉

當天更以私章蓋在選票上。依上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違反「普通原則」，因藝人身分與一般人有別  
違反「平等原則」，因身為公眾人物具影響力 
違反「直接原則」，因直接對民眾表達其支持者 
違反「無記名原則」，因選票上明顯有具名之況 

16 志明騎機車不慎撞倒了同樣騎機車的春嬌，春嬌車毀但人並無大礙。因此兩人彼此協議達成約定，由志

明全額支付春嬌修理機車的費用。上述春嬌與志明解決紛爭的方式，應屬下列何者？ 
訴訟外的和解 訴訟上的和解 調解 仲裁 

17 為落實民眾訴訟權，在法庭上協助被告進行辯護，身穿鑲綠邊法袍者，是法庭上的何種司法人員？ 
法官 書記官 檢察官 公設辯護人 

18 美莉離婚後與志雄結婚，志雄十分喜歡美莉與前夫所生的小孩小威，如果志雄希望小威能有遺產繼承權，

除了以遺囑的方式外，還可以透過什麼手續，讓小威能繼承其遺產？ 
準正 認領 認養 收養 

19 在我國實施憲政的過程中，下列何者 能揭示我國開始修憲，重啟憲政體制的開始？ 
解除戒嚴  第一次總統直選 
終止國家統一綱領  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20 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那些案件的審理「不公開」？①保護令事件 ②誹謗案件 ③少年保護事

件 ④過失傷害案件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1 法律的制定必須按照一定的程序，有關我國法律制定的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程序委員會編入議程→一讀→委員會審查→二讀→三讀→公布 
法制委員會編入議程→一讀→二讀→三讀→全院委員會審查→公布 
程序委員會編入議程→一讀→二讀→委員會審查→三讀→公布 
法制委員會編入議程→委員會審查→一讀→二讀→三讀→公布 

22 小剛酒後與好友小強發生口角，回家後傳手機訊息給小強，內容寫著「你死定了」，小強決定對小剛提

出恐嚇告訴。依我國刑事訴訟相關法規，下列何者正確？ 
若證據證實小剛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才提起公訴 
法官審理後認為小剛無明顯犯意，應為不起訴處分 
小強如果對於處分不服，可以再提起上訴 
小強是本案有告訴權人，可請求法官偵查 

23 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下列那些事件之第一審應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負責審理？①通常訴訟程序事件 

②簡易訴訟程序事件 ③交通裁決事件 ④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4 某人因偷 2 塊錢的空寶特瓶被控竊盜，警方依法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該行為者犯後有悔意，又非

慣犯，承辦的檢察官依微罪不舉予以不起訴處分。檢察官以不起訴結案，符合下列何項原則的精神？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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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國家為保障勞動者之基本權利，乃制定勞動基準法，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此種規定主要在落實憲法所保障的何種權利？ 
平等權 社會權 參政權 自由權 

26 某記者跟拍名人夫妻，遭警方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裁罰罰鍰，該記者認為損害其新聞自由， 後依法

向司法院聲請釋憲。大法官為了審理此釋憲案，雙方應透過下列何者來進行言詞辯論？ 
 高法院 憲法法庭 大法官會議  高行政法院 

27 高中畢業的阿國面臨就業或繼續升學的兩難。就業每月薪水 25000 元，生活費每月 6000 元；讀大學 4 年

學費共計 160000 元，生活費每月 6000 元。下列何者是阿國念大學 4 年的機會成本？ 
1360000 元 1488000 元 1648000 元 1936000 元 

28 需求法則是一般人消費行為的慣常模式，此一法則主要在說明何種關係？ 
 需求量隨價格作反方向變化 需求量隨偏好作同方向變化 
需求量隨所得作同方向變化 需求量隨預期作反方向變化 

29 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提供消費者安全、健康、值得信賴的商品，近來大受消費者青睞，成為消費者

購物的新選擇。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倘若市場上消費者對此類商品的需求增加，供需的變動情形與下列

那一現象相同？ 
旅日職棒好手因經典賽表現優異而使其相關周邊商品缺貨 
便當業者在成本增加的情形下仍未調整價格 
政府降低對進口商品課徵的關稅，使民眾對進口商品需求量提高 
速食業者推出優惠活動，造成大排長龍購買餐點 

30 某知名蛋捲店，家庭號 1 包 22 支賣 135 元，而禮盒 1 盒 25 支賣 230 元。由於每日供應數量固定，有人

排隊花 135 元買家庭號，轉手就以 150 元賣出，花 230 元買禮盒，轉手馬上以 235 元賣出，買的越多，

賺的也越多，以致每天都有黃牛排隊搶買。依上所述，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下列何者正確？ 
應是店家為賺取較多利潤，促銷該產品的手段 排隊花時間雖有成本，但轉手出售即可賺利潤 
排隊的黃牛應是搶買禮盒，因為賣的價格較高 因為有黃牛排隊搶買，會使該店家的利潤增加 

31 王大智發明一種水做的眼鏡，順利申請到專利。有廠商看中他的發明創意，以一百萬元向他購買專利，

準備明年開始量產。該廠商購買的專利權，應屬於下列何種生產要素？ 
資本 勞力 自然資源 企業才能 

32 當某產品市場出現外部效益時，政府通常會採取補貼的方式。當政府採取補貼政策時，對於該產品市場

的均衡數量影響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均衡數量增加 均衡數量減少 沒有影響 無法判定 

33 美國實施寬鬆的貨幣量化政策（QE）執行的時機與目的，與下列何者相同？ 
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買進有價證券 中央銀行調高重貼現率 
政府提高所得稅稅率  政府減少公共支出 

34 經濟學中所謂的公共財同時具有共享與無法排他兩種特性。下列財貨中，何者屬於純公共財？ 
臺北大眾捷運系統 花蓮港的港口燈塔 一票難求的職棒比賽 購票參觀的世貿展覽 

35 曉晴希望透過投資外幣累積財富，時值政府公債利率為 1.5%，她將其原有的 30 萬新臺幣換成美元（匯率

為 30：1），並在 1 個月後（當天匯率為 32：1）轉回新臺幣，在不計其他利息收入的狀況下，曉晴的投

資結果應為下列何者？ 
曉晴投資之報酬率約為 10% 此次投資之風險貼水約為 5% 
曉晴資本利得 30000 元新臺幣 此次投資可視為無風險投資 

36 People in this neighborhood are      . We are moving to a place which is more friendly. 
 desirable  open-minded  kind-hearted   hostile 

37 John was neither intelligent nor diligent. However, to my      , he passed the test. 
 involvement  commitment  engagement  astonishment 

38 Paula and I are       about each other. We fell in love the first day we met online three months ago. 
 sad  crazy  loving  attractive 

39 I will be here for       four years. 
 the other  another  others  one another 

40 While we were waiting for the train, we saw two tourists who seemed lost, so we       to help. 
 offered  cautioned  hesitated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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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ome old cities in Turkey. Some of the cities are over 2,000 years old. No one lives in these 
cities today, but people still   41   them. Why do tourists want to see them? Because the cities are under 
the ground! 
        The cities had kitchens. They had meeting rooms. They had places to   42   cereal. They had tables. 
They even had air tunnels or chimneys. The air tunnels made it   43   to breathe more than one hundred 
feet under the ground. They kept fresh air flowing through the   44  . 
        The cities had locking stones. The stones could only be opened or closed   45   inside. The locking 
stones were used to keep the people safe inside the cities. 
41  destroy  invent    arrest  visit 
42  harvest  store  grow  search 
43  safe  hard  cruel  tight 
44  Turkey  rooms  cities  stone 
45  from  to   of   with 

Did you know that 7 out of 10 students have cheated at least one in the past year? Did you know that 50 
percent of those students have cheated more than twice? These shocking statistics are from a survey of 9,000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Incredibly, teachers may even be encouraging their students to cheat! Last year at a school in Detroit, 
teachers reportedly provided their students with answers to statewide standard tests. Students at the school 
told investigators that they were promised pizza and money if they cheated on the test as told. Similar charges 
at several schools in San Diego county have prompted investigation. A student at a local high school says she 
sees students cheating on almost every test, and the teachers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The kids claim that they’re tempted to cheat because of peer pressure and intense competition to get top 
grades. Many kids also say that their parents are setting a bad example by “fudging” on income taxes, lying 
about age to pay lower admission prices, or cheating their way out of a speeding ticket. They are sending a 
message to their kids that it is okay to cheat and lie. 

Finding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is difficult. In our school’s math classes, each student has different 
problems on their test papers, so it is useless to look at someone else’s answers. Teachers could also 
randomly mix the problems throughout the page. Another solution is for adults to lower their expectations. 
Chances are that students believe cheating is the only way to meet unreasonably high expectations. Perhaps it 
is time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seriously examine whether higher test results are important enough to 
encourage cheating.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article? 

Working in America  Cheating in America  Students in America  Teachers in America 
47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at did teachers at a school in Detroit ask their students to do? 

 They asked their students never to cheat on tests. 
 They asked their students to cheat on tests. 
 They asked their students never to have pizzas for lunch. 
 They asked their students to have pizzas for lunch.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is correct about “tempted” in paragraph three? 
 told do the right thing   advised to pay a speeding ticket 
 urged to set a good example  encouraged to do wrong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is correct about “fudging” in paragraph three? 
 to act dishonestly  to act bravely  to act fairly  to act smartly 

50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e problem of cheating among students cannot be easily solved. 
 Intense competi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cheating on exams. 
 Bad examples from parents send a message to their children that it’s okay to laugh at others. 
 It’s time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s performance on ex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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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A A C D B C B D B

D B A D A D D D B

A A C B B B A A A B

A A B B D D B B A

D B A B A B B D A A

A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