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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在教育子女過程中，對兒子較嚴厲，並且要求兒子具備堅強、勇敢、冒險等精神，結果兒子在他培育

下，表現出陽剛的特質。上述情形較符合下列何種理論的觀點？

生物決定論 結構功能論 社會建構論 符號互動論

2 基於環境資源屬於全體人類，近年土地荒漠化日益嚴重，聯合國大會決定將每年的 6 月 17 日定為「世界

防治荒漠化和乾旱日」，目的在喚起人們防治荒漠化的責任心和緊迫感。由此可知，聯合國此一決策旨

在克服地球永續發展所面臨的何種難題？

鄰避效應 誘因不足 共有財悲歌 社會資本欠缺

3 某丹麥學者提出「建設性新聞」（Constructive News）的主張，認為多數媒體普遍使用「單眼」報導，採

訪建立在假設上，雖可找到人來佐證，但不一定是全貌，而「建設性報導」強調用「雙眼」看世界，就

是提供正反兩面平衡報導，讓大眾獲得「最佳真相的版本」，且應能激發對策，解決面臨問題。下列何

者最能詮釋該學者的主張？

回歸市場機制運作，尊重閱聽人應有「知的權利」 維護弱勢團體擁有平等言論自由，確保媒體近用權

新聞是媒體再現的結果，應反思資訊的產製與視角 媒體新聞的置入性行銷，影響民眾對事實真相探知

4 某高中已婚男性老師公布自己變性的消息，獲得全校師生正面支持。之後，她自承心中住了一個女人，

自己愛的也是女人。若僅依據上述資料判斷，下列針對該教師的敘述，何者正確？

「性傾向」是屬於雙性戀者 因擔心患有「恐同症」而變性

「性別認同」是認同女性的特質 「性別角色」源自先天因素

5 政府為統籌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等機構的營運，以新的公部門組織型態來執行公共事務，設置國家

表演藝術中心，掌管表演藝術文化與活動之策劃、行銷、推廣及交流，以增進表演藝術水準並提升國際

競爭力，使公共事務執行更具彈性及效能。上述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設置，是屬於政府再造「四化政策」

中的那一項？

地方化 委外化 去任務化 行政法人化

6 2014 年立法院修正通過地政士法部分條文。行政院認為「地政士若登錄有誤，經檢舉或糾正，只要在期

限內修正資訊就不會受罰」的修正條文將會衝擊實價登錄制度，為捍衛土地正義，因此提出覆議，最後

立法院以 60 票贊成、45 票反對，行政院所提覆議案成立。依上所述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院是在總統公布該修正案後提出覆議

覆議案成立表示立法院否決原修正法條內容

立法院至少需有 75 票反對才能推翻該覆議案

若立法院維持原案，行政院可請司法院進行統一解釋

7 位於臺北市萬華區的「剝皮寮」，是一條在清代即形成的街衢，歷經日治、民國時期，發展過程中融合

了各時期不同的建築風格，2009 年臺北市政府成立了「剝皮寮歷史街區」，將完整的市街型態與鄉土教

育相互結合。上述臺北市政府的作法，是在落實下列何項國家存在的目的？

維持社會安全與秩序 保護自然生態與環境 保持國家領土的完整 維護文化傳統的發展

8 我國於民國 35 年制定憲法，而後自民國 80 年起歷經 7 次修憲。若以修憲的內容來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無需立法院同意

司法院負責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由立法院提案，交公民投票複決

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9 針對我國「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較，依相關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政務官經國家考試任用，事務官經政治任命產生

政務官需對政策負責，但不適用公務員懲戒規定

政務官與事務官均受公務人員任用法保障，不得任意免職

政務官需負責規劃政策，事務官應負責政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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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選舉制度依照當選人數、當選方式分成許多類型，下列關於我國公職人員產生方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縣市議員：比例代表制 總統：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

縣市長：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不分區立委：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

11 取得某國國籍屬於國家構成要素的那一項？

領土 主權 國民 政府

12 某產業市場有幾家知名廠商，其市占率分別為：甲公司 40%、乙公司 30%、丙公司 20%，三家業者定期

開會研討產業發展，並決定產品價格。這樣的現象屬於公平交易法規範的何種行為類型？

獨占 結合行為 合併事業 產業促進行為

13 阿國與鄰居阿德感情不睦，雙方時常爭吵，某日雙方爭執時阿國失足跌倒，阿國不慎將阿德家的蟠龍花

瓶打破，阿德一怒之下也毀損阿國的名車洩憤。針對上述情境，依相關法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阿德可以主張阿國為毀損罪現行犯，立即將其逮捕

阿國可以主張阿德為毀損罪現行犯，立即將其逮捕

因阿國先打破阿德的蟠龍花瓶在先，阿德可主張正當防衛

兩人都只須負起相互的民事賠償責任即可

14 數名勞工在某公司前的廣場抗議資方未遵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卻被警察以「未事先申請」為由，依

法勒令解散。上述是限制那項人民基本權利？

結社自由 工作權 生存權 表現自由

15 小花是一名公務人員，某次擔任政府招標案主持人時，發現父親經營的公司亦來參與競標。依據我國相

關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無投標廠商提出迴避之申請時，小花不須迴避此案

招標開始前，其他投標廠商得命令小花迴避

小花收受投標廠商迴避之申請時，得自行決定無須迴避

小花所屬機關收受投標廠商迴避之申請時，原則上應停止此案之程序

16 某會員制大賣場，主打「滿意保證」服務：商品有任何瑕疵或不滿意之處皆可退費。若有消費者在該賣

場購買蛋糕，食用完畢後持空盒到賣場要求退費，賣場也同意消費者退費的要求。上述行為符合民法上

的何項原則？

契約自由 過失責任 誠實信用 強制締約

17 某男明知臺北 101 大樓外觀已註冊立體商標，卻從他國進口臺北 101 立體拼圖，再以逾 10 倍價格在網路上

販售，遭檢方起訴，另須負擔民事責任。依上所述判斷，某男須負擔民事責任的主要原因，應為下列何者？

侵權行為 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 契約

18 下列何者不屬於刑法規定得減刑的範疇？

16 歲的阿花在網路留言霸凌她討厭的同學 53 歲的瘖啞人阿龍至便利商店竊盜點數卡

85 歲的老翁闖紅燈導致車禍，造成數人受傷 30 歲的大明酒後駕車，撞傷路人

19 某國近年來受到國際油價下跌影響，國內糧食、資源嚴重短缺，同時貨幣貶值、物價高漲、經濟接近崩

潰邊緣，學校關門大吉，人民叫苦連天，紛紛聚眾上街抗議要求罷免執政者。依上所述推判，下列關於

基本權利的敘述何者正確？

學校無法營運，學生無法上學，顯示政府無法保障學生受教權

國內糧食短缺，人民買不到民生物資，顯示政府無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人民發動罷免執政者，是屬於人民請願的權利

人民聚眾上街發起抗議，是屬於人民結社的自由

20 有人認為，死刑存在並無助於遏阻犯罪，因此反對死刑。上述反對死刑的論點較傾向於下列何者？

應報理論 罪刑法定 一般預防 個人責任

2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鼓勵消費者透過綠色消費的行為，降低對環境之衝擊，同時帶動生產業者創新綠色

產品，推動各項環保標章，以作為民眾消費的依據。根據上文判斷，下列何者為政府推動環保標章的主

要目的？

消除生產製造過程的外部性 解決供需雙方資訊的不對稱

避免發生「搭便車」的行為 克服環境資源的產權不明確

22 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可以發揮一定的經濟效果，下列有關各種財政收支的敘述，何者正確？

由於高齡人口急增，長期照護等社會福利給付屬於政府的消費性支出

購買運輸機、裝甲車與戰鬥機等國防武器防禦外侮屬政府投資性支出

貨物稅或營業稅屬消費稅，是針對產品與服務的生產、銷售所課的稅

政府釋出公營事業股票與出售國有地籌措財源屬營業盈餘與事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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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某國去年失業率高達 15%，創歷史新高。此一失業率是如何計算而來？

（失業人口／總人口）×100% （失業人口／就業人口）×100%

（失業人口／民間人口）×100% （失業人口／勞動人口）×100%

24 某國的產業大量外移，許多工廠因此關閉，導致失業率節節攀升。就失業的類型來看，此屬於下列何者？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過渡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

25 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宣導各國共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2015 年終於達成一份取代京都議

定書（Kyoto Protocol）的歷史性協議，希望達成全球均溫上升不超過攝氏 2 度的目標。此一取代京都議

定書的歷史性文件為何？

巴黎協定 里約宣言 生物多樣性公約 斯德哥爾摩公約

26 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上下班期間長期塞車，有官員提出課徵「擁擠稅」構想，研擬針對進出內湖的自用

車輛收費。若真的課徵「擁擠稅」，其產生的影響為何？

公車班次縮減 開車成本提高 捷運票價會變便宜 園區週邊停車費變貴

27 我國中央銀行若要「減少」市場上的貨幣數量，應採取下列那一項貨幣政策？

調高存款準備率 調降直接稅稅率 降低重貼現率 買入公債券

28 國內甲企業計畫收購國外乙企業，然因乙企業態度反覆，使甲企業花費許多時間與乙企業協商談判，比

預定時間多了一倍才完成收購。依上所述判斷，甲企業花費雙倍時間去和乙企業協商的作為，說明經濟

學的何種概念？

交易成本 外部成本 機會成本 社會成本

29 某報導對一國的社會作出如下的描述︰「以發展重工業為優先，同時推動農民加入集體生產。政府在各

級行政區建立監控體系，並指定國民的工作項目，依照年齡與勞動性質配給各項物資，各種民生必需物

資則由政府統一分配給各家庭布票、油票等配給券向國營商店兌換。」根據報導內容，該國的經濟制度

較屬於下列何者？

市場經濟制度 混合經濟制度 計劃經濟制度 自由經濟制度

30 現在很多人結婚拍婚紗照會選擇到大學校園取景，但因為太熱門，有時一天多達十數組新人，不但製造

垃圾還影響學生上課，因此有的學校調漲清潔費，希望能夠達到數量管制。上述作法若依據經濟學原理，

較符合下列何者？

比較利益法則 需求法則 供給法則 機會成本

31 2012 年甲以個人名義投資某工廠。接手一年後，讓原本虧損連連的工廠轉虧為盈。甲將自身獲得的股東

紅利，全數發放給同仁，激勵員工的士氣。上述內容說明何種經濟發展要素的重要性？

企業才能 人造資本 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

32 某國政府為保護農民，採用有效的稻米最低成交價格的政策，以避免稻米價格過低，造成賤穀傷農。下

列有關此一政策的敘述，何者正確？

制定價格上限來保障生產者 稻米成交價格高於均衡價格

消費者剩餘在管制後比管制前大 社會福利在管制後比管制前大

33 司法院大法官第 535 號解釋認為，警察實施臨檢勤務時，不得不顧時間、地點，任意或隨機臨檢，因警

察行使臨檢此一公權力時，可能對人民的那一自由權產生限制或侵害？

人身自由 通訊自由 集會自由 遷徙自由

34 行政制裁是行政機關或法院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依法所科以的制裁，以符合行政目的並確保行政目

的之達成。行政制裁的種類廣泛，但下列何者並「不」屬於行政制裁的種類？

沒入 告誡 罰金 停止營業

35 臺北車站有上萬名外勞湧入席地而坐，旅客因動線受阻，憤而批評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管理不當。該

局豎立告示，依法對於在大廳喧嘩、躺臥或從事集會活動者，最高可處以 6000 元罰款。依社會秩序維護

法之規定，上述行為違反下列何者？

妨害安寧秩序 妨害善良風俗 妨害公務 妨礙他人身體財產

36 I would like to for dropping your cell phone on the ground and I promise it won’t happen again.

collect comment apologize apply

37 Most people find it hard to the summer heat so they prefer staying in a cool room to going outdoors.

hit bear make keep

38 The singer is putting her music on hold indefinitely because of her husband’s cancer and her own illness.

brand career quantity recipe

39 Kevin was very sorry for breaking his neighbor’s window and he said that it was all his .

honor damage faul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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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People may believe that sharing songs on the Internet doesn’t hurt anyone; , when musicians don’t earn

enough money, they stop making music.

thus moreover still however

41 I’ve been with Helen for a long time and I don’t even know whether she’s married or not.

out of town out of sight out of touch out of order

42 People work for a living but only a very small of them are happy with their job.

utility minority item token

43 People are encouraged not to fruit because the skin often contains plenty of nutritional goodness.

shred wash peel drain

44 The city’s poor people, with hardly any of water at their disposal, are forced to buy expensive water

brought in by tanker.

shop storage power product

45 Losing weight sounds easy in theory, but , it’s really difficult for some people.

in fact in all at last at res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axicab drivers in Edinburgh, Scotland, are upset about a strict new dress code that says they must wear flannel

trousers, a shirt, and shoes.

Cabbies say the code is too restrictive. Furthermore, they complain that it takes away freedom to wear the national

dress—including the Scottish kilt. Cabbie Jim Taylor, of the Edinburgh Street Taxi Association, says that cabbies will

go to court if they are forced to follow the dress code.

Taylor remarks, “Most drivers already dress appropriately so there is absolutely no need for such a restrictive

dress code. What if a driver wants to wear a kilt? According to this new code, he can’t. After all, we are self-employed

drivers. We are not city employees. It is unreasona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us follow a dress code like this. No

judge can tell us how to dress.”

However, Phil Attridge, a member of the city council, disagreed. “We do not think the dress code is strict. Most

drivers already follow it. We don’t want drivers to wear jeans or shorts. Dress is important because drivers often go

into hotels to pick up passengers—they should be well-dressed.”

On the issue of kilts and national dress, Attridge added, “If a driver wants to wear some kind of national dress that

is not in the code, he or she can ask permission.”

He said a survey showed that 76 percent of cabbies and taxi owners wanted the dress code. In fact, police officers

are already enforcing the dress code, and one driver has already paid a fine for wearing corduroy trousers instead of

flannel.

46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The reasons for regulating taxi drivers’ dress.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new taxi drivers’ dress code.

The problem the new taxi drivers’ dress code may cause.

The advantages of following the new taxi drivers’ dress code.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ay taxi drivers in Edinburgh be permitted to wear?

Kilts Jeans Shorts Corduroy trousers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reason why taxicab drivers disagree with the new dress code?

Taxicab drivers are not city employees.

Most drivers already dress appropriately.

Taxicab drivers do not go to hotels very often.

The dress code takes away freedom to wear the national dress.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Phil Attridge is a city employee.

The new dress code has not been put into practice.

The city council does not think the dress code is strict.

According to a survey, most taxi drivers wanted the dress code.

50 Where is this passage most likely to appear?

A fashion magazine. A children’s storybook.

A newspaper in Scotland. A book on taxi drivers’ ma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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