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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 年國內某航空公司空服員集體罷工，經勞資雙方協調談判，資方同意改善工作條件並增加空服

員服勤津貼；但該航空公司空服人員的工會事後表示，非工會成員不得適用新的勞資協定。依據該

工會的說法判斷，其主要是針對下列何種增進公益的難題而提出？ 

誘因不足 共有財分配不均 搭便車問題 鄰避效應 

2 好鄰居全人關懷協會成立「食到味」社區餐廳，不僅提供工作機會給二度就業婦女，也定期送愛心

蔬果盒、果汁與餐點，給社區三十多位獨居老人、身障者，希望能藉由實質幫助，讓更多人溫飽，

感受到人情溫暖。下列何者最能用來說明此種公民行動的意義？ 

財團法人非營利的利他精神 有助於結社自由的人權保障 

突顯志願結社公共性的不足 展現社會資本的累積與深化 

3 從事餐飲服務業的阿如在孩子出生後，希望能親自照顧，因此向任職的公司申請一年的留職停薪育

嬰假，但主管卻以「請假時間太長，造成其他同事困擾」為由拒絕。依據我國相關法令，阿如可採

取下列何種行動以維護自身的權利？ 

可向地方法院提出刑事訴訟 可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可向大法官會議提釋憲聲請 

4 某大學學生 A 疑似受同學 B 性侵，大學應依下列何種法律所定之程序處理？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5 年幼的大熊常和同伴玩「123‧木頭人」遊戲，並藉此學習和同儕的互動，猜拳輸的他必須當鬼抓人，

大熊心裡即使不太願意，但他也會要求自己遵守遊戲規則。上述大熊的表現，若根據米德（G. H. Mead）

的社會化三階段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處於模仿階段，學習扮演遊戲中各個角色的外在行為 

處於嬉戲階段，透過同儕間遊戲，尋求重要他人認可 

處於團體遊戲階段，受概化他人影響而扮演團體角色 

處於主我支配客我的階段，需從互動中獲得自我肯定 

6 某社會學者對貧富不均現象提出觀點，指出（甲）高階管理階層獲得超高薪資並非因其擁有特殊才

能，而是這些群體彼此建立人際網絡、長期壟斷利益所致。建議各國政府應降低財富過度集中現象，

否則將危害民主社會（乙）依照個人才能與努力決定報酬的基本價值。若以社會理論來看，下列何

者依序為（甲）、（乙）的主張？ 

衝突論、功能論 功能論、衝突論 文化資本論、衝突論  功能論、文化資本論 

7 報導描述：「早期港星、港劇在臺灣風靡一時，90 年代後期有『哈日』潮，今天『韓流』正在改變

年輕人的喜好。」下列何者最能用來描述報導的現象？ 

民間文化 主流文化 流行文化  邊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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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6 年臺灣社會因隨機殺人的社會案件，媒體連日報導該事件的進展，掀起死刑議題的論戰；但同

一時間，在基隆外海因油輪擱淺漏油造成環境生態的浩劫，卻少有媒體關切。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來

描述上述之現象？ 

媒體自律性不足，進而影響閱聽者知的權利 

媒體以營利為主，報導偏向娛樂化與商業化 

媒體扮演守門人，篩選並決定社會事件的重要性 

媒體再現的報導內容可能扭曲民眾的認知 

9 下列有關內閣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元首皆為虛位，因此內閣制皆為君主國 

人民不能直選領導者，故較總統制國家不具民主性 

由議會多數黨組閣，採權力分立，行政立法非合一 

解散國會與不信任案利於解決政治僵局，較具彈性 

10 下列有關現行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目前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採取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相對多數投票制 

我國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採德國式的聯立制，有利大黨，利於形成兩黨制 

立法委員參選年齡資格與縣市行政首長相同，均須達 26 歲以上始可參選 

由政黨推薦之不分區立法委員當選人，喪失黨籍後仍具立法委員資格 

11 我國政府為宣示護漁決心，決定派海巡船艦常態性至相關海域巡視。政府此種作法，主要在落實國

家存在的何種目的？ 

安全 秩序 正義 經濟 

12 選舉之後，社論分析某政黨勝選原因，其中包括了認真經營新世代選民、經營網路社群，以爭取年

輕選民的支持。依據上文所述，該政黨之作法應該是為了達成下列何項目的？ 

匯聚人民意見，取得政治權力，進而組織政府 

教育民眾，形成輿論，達成政治社會化的功能 

組織團體，透過遊說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 

以更多的政策主張，遊說相近利益團體的支持 

13 我國自 2009 年起受邀以「中華臺北」名義及觀察員身分列席世界衛生大會（WHA），下列關於世

界衛生大會及我國參與情形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世界衛生大會為聯合國體系的正式會議  

世界衛生大會為全球非政府組織的活動 

我國以非官方名義參與，屬於民間交流的模式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代表我國已經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 

14 下表為我國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席次統計資料：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臺 聯 新 黨 時代力量 其 他 

35 68 3 0 0 5 2 

針對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及正副總統彈劾與罷免案之相關敘述，若依第九屆立法委員席次分析，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民進黨席次過半，將使在野黨無法獨力提案彈劾總統 

民進黨席次優勢，可輕易阻擋在野黨所提出對正副總統的罷免案 

國民黨立法委員席次超過四分之一，可輕易阻擋民進黨所提修憲案 

國民黨立法委員席次僅四分之一，未達總統罷免案之提案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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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憲法規定，下列關於監察院的組織及職權之敘述，何者最正確？ 

委員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院長、副院長是由監察委員互選產生 

負責進行公務人員的彈劾及懲戒 下轄審計部負責擬定政府的預算案 

16 2016 年奧運在巴西里約舉行，各國頂尖運動員藉此盛會進行彼此交流，我國也派優秀運動員前往參

加。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應屬於下列那一種國際組織？ 

政府間國際組織 區域性國際組織 非政府國際組織  一般性國際組織 

17 1967 年成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若依國際組

織的分類來看，其屬性應為下列何者？①全球性 ②區域性 ③政府間 ④非政府間 ⑤一般性 

⑥專門性 

①③⑥ ①④⑤ ②③⑤  ②③⑥ 

18 阿德發現同事小芳被丈夫以生活費脅迫發生性行為，忿忿不平，認為夫妻之間仍應互相尊重彼此性自

主權，於是阿德至當地檢察機關提告小芳丈夫的惡行，但遭檢察官拒絕起訴。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因檢察署所在地之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 本案件屬於告訴乃論罪，阿德無告訴權 

本案屬於家庭暴力事件，並非刑事案件 阿德應至警察局報案，由警察移送法辦 

19 癌末病人甲認為時日不多，於是親手在病房寫下書面遺囑，慎重地記明日期、簽名並密封在信封裡，

並與一名律師一起在紙袋的封口處簽名，請律師在他逝世後 3 日召開記者會對外公開與說明。根據

上述，請問甲的遺書應屬於何種？ 

自書遺囑 公證遺囑 密封遺囑  口授遺囑 

20 下列關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敘述，何者最正確？ 

對於少年保護處分之執行，至多執行至滿 21 歲為止 

少年保護事件之審理原則上不公開，但當事人得請求公開之 

少年刑事案件之審判應不公開，但得許少年之親屬、學校教師旁聽 

對於少年之訓誡由少年保護官為之，並得命少年立悔過書與向被害人道歉 

21 在我國涉及販毒而遭警方逮捕，有關嫌犯人權保障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①警方應於逮捕嫌犯

時對其進行「權利宣告」 ②嫌犯有權拒絕夜間偵訊 ③嫌犯有權拒絕回答警察的訊問 ④對嫌犯

的羈押原則上應由法官裁定，若出於急迫可由檢察官裁定 ⑤嫌犯於警察偵訊時坦承犯罪即符合「自

首」要件 

①②④ ①②③ ①④⑤ ②③⑤ 

22 有關我國大法官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大法官須具有法官身分始得出任 

為捍衛憲法，大法官應主動解釋法律 

並為司法院正副院長的大法官，不受任期保障 

大法官的產生，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後任命 

23 小明與小美婚後爭吵不斷，小美認為婚姻已難以維繫，向小明提出離婚的要求，不料小明不同意，

認為小美有婚外情才想離婚，雙方尋求法律途徑解決。以我國民法相關規定，有關此案的敘述，何

者最正確？ 

小美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不須經調解直接由法官做出判決 

法庭上小明需提證據證明小美有婚外情，是由於無罪推定原則 

若雙方在法庭上達成離婚和解，經書記官做成筆錄後即發生婚姻關係消滅之效力 

基於一事不再理原則，小美若撤回起訴即不得再提起離婚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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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寵物食品及用品連鎖通路業者為保障通路利潤，一起開會要求供應商管控零售價格，如有供應商不

配合，7 家通路業者就下架所供應的商品，此事經人檢舉後，由主管機關分別處以罰鍰。若以公平交

易法來看，其屬於下列何者？ 

獨占行為 結合行為 聯合行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 

25 侵權行為是指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需負損害賠償責任。下列何者屬於侵權行為？ 

晚上睡覺夢見自己持刀外出殺人 在私人日記裡寫批評上司的文字 

為了省錢跟同學借原文書整本影印 購物時向店員殺價導致店家虧本 

26 報載：某殯葬業者將歇業旅館的房間改裝成靈堂，但仍保留旅館外觀樣貌。市府在民眾蒐證舉發後，

認定業者未申請經營屬實，且該設備屬違建，乃依法開罰 30 萬元，並限期強制拆除。若業者對此處

罰不服，目前進入司法訴訟階段，該案件應適用下列何者？ 

民事訴訟 刑事訴訟 行政訴訟 國家賠償訴訟 

27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以「市場當中那隻看不見的手」來形容價格機能。下列何者較符合上述價格機

能的概念？ 

財政部調漲稅率以充實政府推動老人長照政策所需經費 

政府為提振景氣推出換購節能家電產品補助兩千元政策 

中央銀行總裁宣布解除房市管制，房價將交由買賣雙方決定 

財政部為活絡經濟全面調降遺產稅、贈與稅與奢侈稅稅率 

28 每當全球性的經貿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 20 大工業國（G20）

等召開會議時，場外往往聚集許多反全球化的抗議民眾，認為這些經貿組織都是在大國主導下達成

結論，且大都對已開發國家有利，卻未必對開發中國家有利。上述抗議民眾所持的理由較可能為下

列何者？ 

貿易只對出口國有利，對進口國非常不利 全球化的貿易利益分配不均且差距更擴大 

自由貿易更弱化了已開發國家的經濟表現 反全球化是以小國立場希望取消貿易壁壘 

29 烏魚是洄游魚類，每年秋冬之際洄游至臺灣海域附近，但近年來因為漁民過度捕撈而使產量大減，

烏魚子價格也水漲船高。若從經濟學的角度，下列何者可用來解釋這種海上漁業資源被過度捕撈的

現象？ 

因為公海漁業資源的財產權不明而導致共有財悲歌 

因無法杜絕中國大陸漁民的削價競爭所衍生的供需失衡 

近年來臺灣捕魚技術落後中國大陸，顯現人力資本匱乏 

全球化後的貧富差距惡化，漁民缺乏政府補貼所致 

30 某國為因應石油耗竭的問題，研發從頁岩煉解出石油的新技術，而該國的消費者也都在生活中力行

節能減碳運動，例如拒買傳統車輛，改買電動車。根據上述，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該國石

油市場的均衡價格及數量將如何變動？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減少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不一定 

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減少 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不一定 

31 資源技術相同的甲國與乙國都生產香米跟芒

果，右圖是兩國各自的生產可能線，圖中 A 點

是甲國貿易前的生產點與消費點，B 點是乙國貿

易前的生產點與消費點。若兩國各自生產具有

比較利益的產品，然後在兩國之間自由買賣，

下列何者是兩國進行貿易後可能出現的狀況？ 

甲國消費 36 斤香米與 50 斤芒果 

甲國消費的香米與芒果都超過 40 斤 

乙國消費 24 斤香米與 10 斤芒果 

乙國消費的香米與芒果都是 45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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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近年來因房價上漲，導致房屋租金也逐年上升。若政府對租屋市場採取有效的租金上限政策，下列

針對政府此政策的分析敘述，何者最正確？ 

政府的租金上限應高於市場均衡價格 該政策產生絕對損失使經濟福祉減少 

出租者和租屋者都會因此產生淨效益 租屋市場將產生供過於求的情況 

33 消費者在通貨膨脹時，因擔心物價上漲，購物時都會「貨比三家」，來來回回比較多次，也會減少

持有身上現金，寧願把現金存在銀行賺利息，需要用錢時才去銀行領錢。上述現象在經濟學上稱為

什麼？ 

內部成本 外部成本 菜單成本  皮鞋成本 

34 由於南化山區土質屬泥岩地形，因此能夠生產出頂級的芒果，且大都銷往國外。若以貿易的觀點來

分析南化芒果外銷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貿易後，會導致芒果出口國的消費者剩餘增加 

貿易後，會導致芒果出口國的社會福祉增加 

貿易後，會導致芒果進口國的社會福祉減少 

貿易後，會導致芒果進口國的生產者剩餘增加 

35 根據 GDP 的定義，下列何者不能計入我國的 GDP？ 

自有房屋的設算租金  從事直銷所賺取的業績獎金 

農民自用的農產品  我國棒球好手陽岱鋼在日本職棒的年薪 

36 His father was      and put in jail as a result of his crime. 

arrested cheated elected  protected 

37 Would you mind keeping an eye      my kids for just a few minutes? 

at in down  on 

38 A sudden      of wind turned my umbrella inside out. 

breath gust rumble  stroke 

39 Eric Haralson likes the pretty girl so much that he is eager to      his expensive new car to her. 

bump into figure out show off  tear down 

40 Animals and plants have special      that help them to live in very hot or cold climates. 

features defects quantities  challenge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The babies of women living in high air pollution neighborhoods may have lower IQs. A study   41   low-income 

pregnant women in the South Bronx and upper Manhattan. The women wore monitors during the last months of 

pregnancy. They lived in areas that had high pollution from cars, buses and trucks. Before starting school, the children 

took IQ tests. The children most exposed to air pollution scored lower than children with lower exposure   42  . The 

difference of four or five points may affect schoolwork. Experts say the differences do not mean that children will 

not learn to read and write. It shows that air pollution may harm children   43   lead does. The research may 

explain why these children do not do well in school.  Earlier research showed that air pollution could increase 

the   44   of cancer, lower birth weight and asthma. Researchers plan to continue monitoring and testing the 

children. They want to know   45   school performance is affected over a long time. Experts said this research 

was important. They said there should be mo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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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informed followed requested controlled 

42 were must did had 

43 as much as despite the fact because in view that 

44 aid cure quest risk 

45 although even hence if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46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ost? 

To sell new office furniture. To get rid of old furniture. 

To find furniture for the office. To check out the fitness studio. 

47 Who probably posted this? 

A moving company. A furniture store. A fitness studio. A designer's office. 

48 Why did they want to sell their furniture? 

They are moving to a new office at a different place. 

They tried to make money to re-design their place. 

The furniture is too old to be used in this office. 

They do not need the furniture in the newly designed office.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tems are not likely to be found in this sale? 

Clothing. Chairs. Desks. Shelves.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this post is true? 

The sunflower chair is not for sale. A reservation is needed to enter this office. 

The furniture is not available right now. All the furniture for sale was used. 

Office Furniture for Sale 

We're re-designing our offices and trying to give our offices a new look , so 

we cleared some nice stuff that we don’t need anymore. Most stuff is in 

very good shape. 

 

Bookcase with locking drawers $20; tables $35 each; sofa $50; 

bookshelves $35; sunflower chair $30; white board $15; poster frames 

$5-$15, and more. 

 

If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sofa or sunflower chair, please ask. They’re in a 

different room, not in the main office. Please be prepared to take all the 

sale items right after you pay. 

 

Time: 

July 29 @10:00 A.M. Come early and get the best stuff! 

 

Address: 

Magic Fitness Studio 

1910 Camden Avenue 

San Jose, CA 95124 

 

Please note: Our studios are across from the high school and behind the 

Hookah Castle. Please park at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Ring the doorbell 

to enter. We only take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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