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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不服從是近年來常常被討論的議題，下列有關公民不服從的敘述，何者正確？
行動者是基於自身的利益與信仰
不服從必須是公開且故意的違法行為
只有在野領袖才有權帶領公民不服從
行動若有其必要，可採取暴力的手段
當代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主張，營造社會資本可促進民主政治實現。若依該學者的說法，
下列何者有助於社會資本的累積？
鼓勵公民結社
推動經濟建設
加速社會流動
強化政府職權
在政治意識型態的發展脈絡中，中間路線成為多國參考的國家發展方針。下列有關「第三條路」的政治
意識型態之敘述，何者正確？
 18 世紀時，西方政府緩和經濟管制，融入社會主義思想，代表學者如紀登斯
第三條路在政治意識型態上應偏向右派，亦即仍以追求社會正義和政治解放為核心
第三條路應積極提供人類統一相同的生活方式，強調時代變遷中，邁向共同一致的價值觀
面對經濟高度發展產生之問題也回應重視生態議題，對全球化的新危機提出關注
「糊紙」又稱紙紮，是指廟宇舉行建醮或普渡使用、或是製作燒給往生者的紙類裝置品。最早出現在漢
朝，後來傳到臺灣，但近年來糊紙沒落，工藝逐漸消失。日前法國某知名策展人來臺灣旅行，發現糊紙
是難得的藝術，於是邀請糊紙製作者到巴黎博物館展示其作品。若依文化活動形式來看，文中所述「糊
紙藝術」較屬於下列何者？
民間文化
官方文化
大眾文化
流行文化
南韓政府重金培植的財團表現亮眼，看似成了經濟的主要推手，不過造成財閥錢、權一把抓，貧富不均
日益惡化。南韓國家統計局 2015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小企業職員的薪水，平均只有財團員工的 62%。
相較之下，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比例約為 80%。據調查，每 10 位大學畢業生當中僅有 3 位有能力
償還就學貸款。目前只剩不到 1/5 的民眾認為能靠自己的能力，往上層階級移動。依據上文判斷，南韓的
社會流動具有下列何種特色？
社會特質為開放式社會
代內垂直向上流動更容易
出現階級流動僵固化現象
形成階級衝突對立的現象
我國解嚴後，人民團體蓬勃發展，也帶動臺灣社會的改革與進步。政府宣布解除戒嚴，制定相關法律，
讓人民可以依法組成人民團體，提供了人民志願結社的何種基礎？
形式條件
經費來源
分工與管理制度
人力與人脈
媒體的置入性行銷常引起社會爭議，某學者認為：媒體的新聞自由可以提供人民政治事務資訊，協助人
民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權。政府耗費公帑，收買媒體從事「隱藏式的政策宣傳」行為，徹底破壞媒體
與政府之間的制衡關係，因此反對「政治性」的置入性行銷，更主張不能置入在新聞中。下列敘述何者
較符合該學者的說法？
經由媒體加工後呈現的新聞內容，更能反映事實 新聞變成可以買賣的商品，弱化媒體第四權功能
媒體型塑消費形式與品味，影響閱聽者政治偏好 媒體各有其政治立場，所有的報導都是扭曲真相
在一場我國立法委員與美國眾議院議員的交流茶會中，雙方皆談論到自己國家的政府體制，下列為四位
議員的發言，何者正確？
我國立委甲：「我國總統提名行政院院長，必須獲得立委的多數同意才行」
我國立委乙：「我國立委若有意受邀出任部會首長，應先自行辭去立委職務」
美國議員丙：「美國總統每一年度都要定時到眾議院，接受國會議員的質詢」
美國議員丁：「國會對於行政部門的法案若難以認同，我們可以提出倒閣案」
我國即便於聯合國沒有代表權，但仍積極參與政府間或非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以爭取國際地位，參與國
際社會。目前我國是下列那些國際組織的成員？①世界銀行 ②世界貿易組織 ③東南亞國協 ④世界
衛生組織 ⑤亞洲開發銀行
①④
②④
②⑤
③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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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我國公職人員相關法律規定，下列何種公職人員，任期上有連選得連任一屆的限制？
直轄市議員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村里長
鄉鎮市長
歐美西方民主國家，受到希臘民主理論的影響甚多，下列何者是「民主國家」必須具備之要件？
須具備一部規範嚴謹的成文憲法
須擁有有效宣傳政府政令的媒體
須有科層體制分工嚴密的政府體制
須有憲政主義運作下的有限政府
在現代民主國家中，權力分立下的政府體制主要有內閣制、總統制、雙首長制。下列關於政府體制的敘
述，何者正確？
採內閣制者必為君主國
採內閣制者應有虛位國家元首
國家元首稱為總統者，必屬總統制
採雙首長制者，最高行政首長應為總統
政黨與利益團體都在反映民眾對各項政策的訴求，下列針對利益團體與政黨比較之敘述，何者正確？
利益團體成立目的在於取得執政權，而政黨成立目的在影響政策制定
利益團體活動策略在參與選舉活動，而政黨活動方式主要是進行遊說
利益團體利用展現團結力量來影響政策，而政黨則推舉候選人參政
利益團體關注的政策議題較為廣泛，而政黨關注之公共議題較為特定
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可區分為民主與獨裁兩種，下列何者為其區別標準？
政治權力是否可以受壟斷且由單一勢力獨占
市場經濟機能是否可能受到政府公權力干預
政府公權力之行使是否須要嚴格遵從法律
政府體制中是否存在一種選舉國家元首之制度
員警阿文在追捕通緝犯的過程中，開槍誤擊行人阿德，阿德因此受傷，阿德計畫請求國家賠償。下列有
關國家賠償的敘述，何者正確？
採「訴願先行主義」，應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訴願
國家賠償準用行政訴訟法，應向行政法院提出訴訟
本案屬國家賠償法中的「公務人員怠於行使職權」
國家賠償法，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回復原狀為例外
阿文與娟娟結婚後，育有一子阿國，未料婚後阿文竟然與未婚的秘書小咪外遇，小咪並為阿文產下一子
阿凱。依我國法令規定，下列關於本案的分析敘述，何者正確？
因小咪未婚生下阿凱，故阿凱為小咪的非婚生子女
阿凱若經阿文認養，則可視為阿文的婚生子女，並具有繼承權
若阿文離婚後與小咪結婚，阿凱即因準正成為婚生子女
若阿文不願負起父親的責任，阿凱可向法院請求強制收養
我國在歷經七次修憲後，政府體制已有大幅變遷，有關我國政府運作的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通過但窒礙難行的法案可以提出覆議，無須總統核可
立法委員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制，其中不分區立委婦女保障名額為 1/3
修憲後政府體制偏向雙首長制
我國最高行政首長對於總統公布之法律案、預算案皆應副署，以示負責
一名拾荒維生的長者，將他人所有的紙箱誤以為是廢棄物而撿拾回家，因而遭移送法辦，檢察官偵訊後
為不起訴處分。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下列何者是檢察官作出此處分最可能的理由？
行為人犯行輕微，依據微罪不舉而不起訴
行為人的行為並未符合竊盜罪的構成要件
行為人為限制責任能力人，符合減刑條件
行為人的行為乃業務上正當，可阻卻違法
民法的重要原則是「私法自治」，充分尊重私人之間自由完成法律關係。但有時為了公益原因，會對私
法自治原則加以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為人能自由決定締約與否，故自來水公司可以拒絕用戶接水的締約要求
行為人能自由決定契約內容，故簽訂以器官買賣抵償債務的契約應屬有效
行為人能自由決定立約方式，故無論何種契約當事人皆可合意以口頭為之
當事人能自由變更契約內容，故雙方在締約後仍得變更買賣契約
當事人不得創設物權的種類，除法律允許外，亦不能自由約定物權的內容，稱為物權法定原則。下列何
項不屬於民法規定之物權？
留置權
農育權
礦業權
抵押權
關於依法行政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行為應有法律明文授權依據才可為之，屬於法律優位原則
行政行為應受憲法、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分為消極的法律保留原則及積極的法律優位原則
目的是透過法律，貫徹國家公權力
警方偵訊一名嫌疑犯後直接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甲召開偵查庭蒐集事證完備後，乙決定起訴，而後由
丙判決有期徒刑三年，最後丁執行該刑罰。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針對甲、乙、丙、丁應分別填入的
角色名稱，何者正確？
檢察官、檢察官、法官、法官
法官、檢察官、法官、檢察官
檢察官、法官、法官、檢察官
檢察官、檢察官、法官、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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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民主法治國家重視人權的保障，我國憲法也透過列舉與概括的方式，舉出必須保障的人權項目。下
列各項敘述，與其所受侵害的權利間之配對，何者正確？
遲到的員工在公司門口被主管責罵是遲到大王：隱私權
寒流來襲時，街友被警察強制移置收容中心：自由權
小美因懷孕生產請假，而被公司解僱：生命權
媒體遭禁止報導政府與財團的合作案：參政權
2015 年關於洩漏軍事機密或國防秘密之阿帕契案偵結，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認為被告等人犯罪嫌疑不
足，根據罪刑法定主義，全案為不起訴處分。下列有關罪刑法定主義的敘述，何者正確？
得適用習慣法為該主義的重要內涵之一
效力溯及既往原則是由該主義延伸而來
犯罪是否成立，需檢視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之構成要件
法律未規定的事項，只要性質類似，則可類推適用至刑法
下表是甲國與乙國在腳踏車與奇異果每週的生產量。根據表中資料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國
400
400

腳踏車（台/週）
奇異果（公斤/週）

26

甲國生產一部腳踏車的機會成本是 2 公斤奇異果 甲國與乙國生產一部腳踏車的機會成本皆相同
乙國在生產奇異果與腳踏車上都具有絕對利益
甲國應專業生產奇異果，乙國專業生產腳踏車
台語歌后封麥告別歌壇演唱會曾造成搶購風潮，網路上一票難求，倘若演唱會的票價為每張 5000 元，限
量 2000 張。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演唱會門票市場的供給線應為下列何者？
 P 價格
 P 價格

 P 價格
P 價格

Q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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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國
500
200

Q 數量

Q 數量

Q 數量

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十年公布一次「人口與住宅普查調查報告」，最近一次為民國 99 年發布，其中調查全國空
閒住宅率（空屋率）為 19.3%，可換算為 156 萬戶住宅無人居住。根據此調查內容，全國房屋市場應有下列
何項推論？
市場價格應低於均衡價格，未來房價將繼續攀升
市場供給量大於需求量，市場價格低於均衡價格
市場中有超額需求的情況，市場價格高於均衡價格
市場中有超額供給的情況，市場價格高於均衡價格
發明 3M 便利貼的人，本來是想研發一種超強的黏合劑，而結果卻令他大失所望，後來他靈機一動，將他
的失敗作品做成可以隨撕隨黏的便利貼，結果廣受好評，因此申請專利，為 3M 公司賺取許多利潤。下列
針對上文的分析敘述，何者正確？
 3M 公司是「產品市場」中的需求者
便利貼的專利權屬於 3M 公司的「資本」
便利貼對 3M 公司來說是一種「生產要素」
 3M 公司在「生產要素市場」中販售生產要素
從各國進出口總額占該國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來做比較，其主要在判斷該國的何種狀況？
財富分配的平均
人民生活的富裕
物價上漲的變化
經濟體系的開放
政府擬在春節假期採取凍漲汽柴油價格措施，此措施對汽柴油市場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價格管制對消費者剩餘沒有影響
市場交易價格會低於市場均衡價格
價格管制會使生產者剩餘增加
政府干預將會增加社會福利
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在《氣候變遷雜誌》撰文指出，化石能源發電的成本不應只有購買成本，還應包含兩者，
一是因污染造成健康危害，以致造成龐大的醫療支出，另一個則是因為燃燒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以及
還有未來可能的氣候災變成本。下列針對化石能源發電的市場價格之敘述，何者最能用來闡釋上文的內容？
市場價格無法呈現生產時所造成的外部效益
市場價格會自動呈現社會福祉最大化
市場價格無法呈現生產所造成的外部成本
市場價格會呈現生產造成的社會成本
故宮文創商品將「唐人宮樂圖」畫中的墜馬髻設計成頸枕；若戴在頭上，馬上變成唐朝人，不少民眾將
此作為萬聖節的搞怪造型。這種作法不但讓國寶文物更貼近一般民眾，也能帶動新的潮流。下列敘述何
者最能說明此一現象？
主流文化是由精緻文化所主導
官方文化主導流行文化的發展
精緻文化轉變為流行文化符號
邊緣文化結合精緻文化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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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我國非營利的人民團體之敘述，若依據相關法令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須向法院登記成為正式團體
按集會遊行法屬於社會團體
屬於非政府部門的志願團體
沒有收益行為的公益型事業
34 在我國處理兩岸事務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扮演重要的對話「窗口」之角色，下
列有關該組織的敘述，何者正確？
為我國辦理海峽兩岸交流所衍生各項事務的正式政府組織
由國臺辦以公權力授權而成立的組織，對外簽署相關協議
解嚴後面對兩岸人民交流的需要，由外交部主導成立的機構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而成立與運作的機構
35 當人工智慧系統 AlphaGo 戰勝人類九段圍棋高手的那一刻，全人類開始惶惑。有專家預言本世紀末，70%的
職業會被自動化技術取代，將有 50%的白領智慧工作者會失業。上述所提及的失業類型，應屬於下列何者？
摩擦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隱藏性失業
in her community.
36 After rescuing a child from the fire, Angel has become a
 front runner
 stylish fad
 role model
 trendy idol
is very good for someone his age. He is already 90 years old!
37 Pierce's
 scene
 sight
 passport
 punch
reading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if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38
 Dependent
 Extensive
 Courageous
 Generous
available, but once we have it, we'll send it to you.
39 The product you order is not
 basically
 primarily
 currently
 contemporarily
the project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design the best possible framework, it is also a hugely complex
40
undertaking.
 Because
 As if
 Whether
 While
up behind me, settle back, and write by hand with my exercise book
41 I enjoy writing on my bed; I pile the
on my knees.
 pillows
 pans
 politics
 plumber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2 題至第 46 題：
the
Most of us became skilled at managing, or at least trying to manage, the lives of many people. We
42
responsibilities of family members far too often. We were trying,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to meet very
of ourselves too. So when we heard others talk about their struggle with taking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high
43
their lives, we didn't take it seriously at first. Surely many of us were already doing that.
for
We all have to learn what it means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ourselves. Fortunately, there is no
44
how quickly we need to learn the skills we need to do that. Going to meetings frequently, listening to the wisdom of
other people, and praying for understanding will help us
45 what there is to learn. We, learn, soon enough, that
being fully responsible means being responsible for every action we take, every word we speak. It means giving
to control and admitting it when we do try to control anyway!
up our
46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ourselves is a bigger challenge than we first thought. In time we see it keeps us busy－
too busy to mind the business of others.
42  appointed
 assumed
 improved
 described
43  occasions
 opportunities
 encouragements
 expectations
44  broadcast
 notebook
 timetable
 relationship
45  absorb
 abandon
 abuse
 annoy
46  effects
 items
 offers
 attempt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Most illustrations of Benjamin Franklin's famous kite experiment show him conducting the test (and the
of the experience, his son William flew the kite.
electricity) by himself. But according to his personal
47
Legend has it that he put a wire at the top of the kite and a key at the base of the wet string. His 21-year-old son
William flew the kite
48 Franklin watched. Reportedly, the string reacted to a lightning strike, and Franklin
drew sparks by placing his knuckle on the key. Luckily for the father and son, the electrical charge was weak enough
that they were not
49 . Philadelphians reacted to the news of Franklin's amazing test by flocking to his home.
him－a
They hoped to catch a glimpse of his greatness. The colleges of Harvard, Yale, and William & Mary
50
man with no formal education－special honorary degrees to mark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discoveries.
47  prediction
 performance
 property
 account
48  therefore
 because
 while
 then
49  harmed
 flying
 crying
 fooled
50  charged
 awarded
 criticized
 comf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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