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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行政院統計資料顯示，當前的臺灣社會以那一種家庭型態最多？

核心家庭 主幹家庭 單親家庭 折衷家庭

2 某學生搭乘公車上學途中遭到陌生人刻意的觸碰而感覺被侵犯。經該學生投訴後獲得警方處理，發現該陌

生人為某校教師。按其情節，本案最可能依照下列何種法律程序處理？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3 近年來，臺灣社會常因精神病患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而導致犯行，引起社會關注。為解決此一問題，有設

置「司法精神病院」收容病患之提案，但籌設地點卻常受當地民眾反對而無法實現。請問民眾的反對展現

了下列何者概念？

鄰避效應 棄保效應 破窗效應 搭便車效應

4 近 10 多年來，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出現了興建「不分性別廁所」（unisex toilet）或稱「全性別廁所」（all gender

toilet）的風潮，我國則多稱之為「性別友善廁所」或「無性別廁所」。請問興建此類型廁所最能回應下列何

種需求？

減少女性如廁等候的需求 避免跨性別特質者選擇男或女廁困境的需求

親子共用的需求 壓低興建成本的需求

5 下列何者對於政府的決策行為能產生最大的影響力？

世界咖啡館 參與式預算

對公共政策舉行公投複決 公民會議

6 《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將「虞犯」改稱為下列何者？

偏差少年 迷途少年 非行少年 曝險少年

7 社會權是人權發展到 20 世紀之後增加的重要內容，其目的在充分發展個體生產和生活能力的保障及良好

地發育個體精神人格和社會人格的權利。下列何者不屬於落實社會權的行為？

制定《勞動事件法》協助弱勢勞工得以獲得公平的司法對待

下修《公民投票法》的投票年齡，增進年輕公民直接民權的行使

加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的刑責，確保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

通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鼓勵中高齡前輩持續在職場貢獻所長

8 某甲說：「我小時候，家裡窮！爸媽總是靠打零工養家。但是，我靠著努力讀書，才當上高中老師的」。某

甲的例子可以說明下列何種現象？

代內水平流動 代內向上流動 代間水平流動 代間向上流動

9 某公立高中接獲檢舉，多位在校學生疑似受到學校教師 A 的性騷擾，該校依據「甲」法啟動調查程序，最

後此位教師遭到解聘及罰鍰，此懲處屬於「乙」。依據題幹資料判斷，「甲」、「乙」應分別為下列何者？

刑法、刑事責任 性騷擾防治法、民事責任

性別平等教育法、行政責任 性別工作教育法、行政責任

10 某國警方原設有嚴格服儀規範，現為鼓勵各族群民眾投入警察工作，決定取消部分服儀規範，允許如頭巾

等宗教民俗信物之穿戴。該國這項作法，最符合下列何種目的？

保障國家安全 維護司法正義 推動社會安全 維護多元文化

11 2020 年 11 月，眾所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尋求連任的川普落敗，隸屬民主黨的拜登挑戰成功，

入主白宮成為新任美國總統。關於美國總統統治正當性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新任總統拜登的當選受到對手的質疑，故不具正當性

拜登是依法選出並且最終獲得選舉人團多數票支持，故具正當性

國家領導人只要能為國家人民謀福利，即具有統治正當性

依韋伯的分類，拜登因具群眾魅力而當選故屬魅力型



代號：2501
頁次：4－2

12 有關目前我國政府體制運作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總統認為立法院通過之法案窒礙難行時得行使覆議權

立法院可行使人事同意權對象包含審計長與檢察總長

總統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必須有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之任免命令須有行政院院長副署

13 有關目前立法委員之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有志參與立委選舉須年滿 30 歲始具有參選資格

區域立委係採取每區選出一席之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者，以全國為選舉區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立委皆採用複數選區可讓渡投票制

14 我國中央政府組織是由總統及五院共同組合而成，制度的設計兼具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特徵，在憲政體制上

較類似於混合制。關於我國憲政體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權與立法權兩權彼此相互融合，類似英國的內閣制

行政權與立法權兩者間的信任制度，類似美國的總統制

國家元首為人民直選並掌部分行政權，類似法國的雙首長制

行政院院長依例由立法院多數黨黨魁出任，類似德國的內閣制

15 依照我國的地方政府體制，關於臺中市霧峰區與高雄市那瑪夏區兩者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兩者皆為地方自治團體，設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

兩者皆屬於市政府派出機關，不具有公法人地位

前者為地方自治團體，後者屬於市政府派出機關

前者屬於市政府派出機關，後者為地方自治團體

16 為使政黨政治健全發展，我國在解嚴後陸續通過相關法律作為人民從事政黨活動與集會遊行的法律依據。

關於政黨與利益團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兩者之成立的法源依據皆為人民團體法 政黨關切的議題層面一般較利益團體廣泛

政黨以推出候選人並贏得選舉為主要目的 利益團體以遊說與陳抗為影響政策的主要工具

17 學理上所謂防衛性民主，是指民主也應受特定價值之拘束，不得逾越憲法基礎秩序。下列何者為我國憲法

制度中採行防衛性民主思想的主要例證？

司法院大法官得組成憲法法庭，宣告政黨違憲並強制解散

憲法之修改最終須經公民投票複決，以二分之一以上選舉人贊成始為通過

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所提不信任案如未通過，1 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國家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時，必須合乎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18 行政權某些運作領域涉及高度專業性，且應與各政治勢力保持一定距離，因此有設置獨立機關之必要。下

列何者為我國現行制度下的獨立機關？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9 近代國家組成要素之一為國民，我國憲法第 3 條即明文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關

於我國現行國籍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國籍法並未直接否認雙重國籍，因此雙重國籍者於我國亦得依法擔任各類公職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後於臺灣地區設籍時起，依法即可擔任公務人員

僅有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始得依法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必須於法定期間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20 政黨為現代民主政治運作不可或缺的元素，其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並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

關於我國政黨相關制度設計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以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之立法委員，於其喪失黨籍後，即喪失立委席次

政黨為特殊性質之人民團體，故各政黨主席須向監察院申報其自身財產

內政部經調查後認為某政黨有危害我國憲政秩序時，得強制解散該政黨

我國政黨得受內政部特許經營電視媒體，以宣揚理念或從事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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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加坡於 1965 年成為共和國。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PAP）是該國自 1959 年成為自治邦後，

首次於選舉中勝出並持續執政迄今之唯一執政黨。2020 年 7 月中，PAP 在國會選舉中贏得 83 席（得票率

達 61.24%），持續以超過 2/3 的席次執政。依據上述所言，新加坡政黨生態較符合下列何者？

非競爭型：一黨專政制 競爭型：兩黨制

競爭型：多黨制 競爭型：一黨獨大制

22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於 2019 年大幅修正，下列有關本次修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犯重罪之少年得令入少年監獄服刑

少年假釋之服刑比例由二分之一調整為三分之一

兒童犯罪者不再適用少年保護處分

未滿 14 歲觸犯重罪者不得宣告有期徒刑

23 司法院大法官對於失聯移工經查獲後受強制收容處分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外國人並非我國憲法的基本權利主體，僅能主張法律層級保障的人身自由

受收容處分的外國人不服該處分，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訴，而無法提請法院裁決

失聯移工遭查獲後，皆須進行強制收容

若暫時收容期間將屆滿，而內政部移民署倘認有繼續收容之必要，須移送法院依法審查決定

24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傳染疫情，自海外返國之民眾須接受 14 日之居家檢疫。接受檢疫者於檢疫期

間，則可依法每日領取新臺幣 1,000 元。試問，該給付的法律性質屬於下列何者？

民事賠償 行政補償 國家賠償 刑事補償

25 甲女已離婚多年，但前夫仍常藉酒裝瘋上門借錢，若借錢不著則拳打腳踢，連甲母也蒙受其害。在一次激

烈爭吵後，甲母女倆都被打傷，甲女忍無可忍，遂報警處理。依我國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情況急迫，甲女可聲請緊急保護令 甲母可向法院聲請家暴保護令

保護令須由家暴受害人親自向檢方聲請 已離婚的甲女，非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之對象

26 依司法院釋字第 790 號解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

者，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罰金。」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處以 5 年

以上有期徒刑。係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誠信原則

27 甲男患思覺失調，其犯殺人罪後，法院判決無罪，依據犯罪三階段理論，是因為不具備下列何種要件？

構成要件該當性 罪刑法定主義 違法性 有責性

28 甲男與乙女已有婚姻關係，與丁女外遇生有一子戊男 5 歲，並定時給丁女、戊男生活費，試問戊男與甲男

的關係為下列何者？

擬制血親 非婚生子女 準正 認領

29 承上題，若甲男過世，不考慮其他情形下，關於產生的繼承問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女、丁女及戊男皆有繼承權 僅乙女及戊男有繼承權

僅乙女有繼承權 僅丁女有繼承權

30 為防止新冠肺炎（COVID-19）擴散造成社區感染，政府防疫措施要求大眾出入公共場所皆須配戴口罩；為

避免口罩價格飆漲，亦同時採行口罩凍漲政策。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上述政府措施，將對本國口罩市場造

成何種影響？

口罩價格較均衡價格低，需求數量大於供給數量

口罩價格較均衡價格高，需求數量大於供給數量

口罩價格較均衡價格低，供給數量大於需求數量

口罩價格較均衡價格高，供給數量大於需求數量

31 國際非政府組織「樂施會」在其 2020 年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全球貧富不均的狀況已經到達「失控」狀態，

而偏差的經濟體制放任極少數億萬富豪坐享鉅額財富卻對社會幾無貢獻，而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

的肆虐將又可能導致 5 億人陷於貧窮之中。關於上述對於貧富不均惡化現象所提到的偏差經濟體制，應是

指何種制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共產主義強調效率至上的制度，導致資源誤置進而造成貧富差距惡化

資本主義強調市場機能，於全球化趨勢加上技術進步下導致貧富差距惡化

共產主義制度主張農工階級至上，但卻忽略資本家因而導致貧富不均

資本主義追求分配公平，卻因此造成生產力下降，反而拉大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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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X 與 Y 兩財貨具有聯合供給的關係，若 X 價格上漲，對 Y 財貨的影響為何？

供給曲線右移，供給量增加 供給曲線右移，供給量減少

供給曲線左移，供給量增加 供給曲線左移，供給量減少

33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且供給法則與需求法則成立。當資本存量增加且勞工變得較重視休閒時，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均衡勞動僱用量一定增加 均衡勞動僱用量一定減少

均衡工資率一定上升 均衡工資率一定下降

34 假設衛生紙的價格不變且國內某家衛生紙廠商去年年底有 5 萬包存貨，今年生產了 10 萬包，且今年年底

有 3 萬包存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它對我國今年的 GDP 的貢獻為 7 萬包的價值 它對我國今年的 GDP 的貢獻為 15 萬包的價值

它對我國今年的 GDP 的貢獻為 10 萬包的價值 它對我國今年的 GDP 的貢獻為 12 萬包的價值

35 我國 2002 年加入 WTO（世界貿易組織），當時不分酒精濃度每公升課稅 185 元，因此一瓶米酒從新臺幣

24 元暴漲至 185 元，請問較可能與 WTO 下列何種原則有關？

最惠國待遇 國民待遇原則 禁止歧視原則 關稅減讓原則

36 We need to a babysitter so that we can both go to my father’s birthday party.

 hide  hire  hunt  hold

37 People in different cultures may have different of greeting.

 contracts  customers  contacts  customs

38 It rained so heavily this morning that I could walk in the street.

 only  really  hardly  clearly

39 Sea level rise is a (n) of global warming that has been threatening small-island nations and coastal regions.

 impact  journal  object  contest

40 The voting for building a park for dogs in this city will next week.

 take off  bring in  take place  bring about

41 Professor Lee is one of those rare scientists who can explain something technical so well that a can

understand.

 defender  mentor  layperson  mocker

42 flights are generally cheaper and shorter than most international flights.

 Domestic  Electric Medical  Original

43 The school education i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that students should develop their full potential.

 principle  rotation  construction  treatment

44 Nowadays many people to the online music service instead of buying the real musical DVDs or CDs.

 subscribe  supply  sustain  submit

45 Tina was mad with her boyfriend at the party, but she didn’t want to make a in public.

 sense  scent  science  scen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uthorities in Hawaii are proposing a ban on the popular tourist activity of swimming with dolphins off the

Hawaiian coast. The dolphins have 46 as a magnet for tourist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However, federal officials

say the increasing tourism is 47 to the dolphins because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resting and socializing. The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proposes to prohibit swimming with, or approaching within 50 meters of, Hawaii’s

spinner dolphins. That would put an end to many tour group activities, which involve sailing alongside the 48 in a

boat and snorkeling with them. Ann Garrett, a spokeswoman for the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said she didn’t

think the ban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49 the tourist trade in Hawaii. Tour operators 50 with Ms. Garrett’s

assessment. They warned that it would be the end of legitimate dolphin swimming in this area. Dolphins typically are

most active at night and sleep and relax during the day, which is when the tourists interact with them.

46  served  protected  traded  inspected

47  essential  practical  harmful  restless

48  creatures  passages  substances  directors

49  with  at  on  by

50  promised  insisted  suffered  disag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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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各類科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A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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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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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B D C D

B C C D A A C # A

D C D B B B D D B A

B A C B B D C A C

C A A A D A C A C D

B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2題答Ａ給分，第19題一律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