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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名的 KTV 錢櫃與好樂迪曾經想要合併，但是政府擔心其結合行為會影響消費者權益，故依法未予同意。

政府所根據的法律是那一項？ 
民法 民事訴訟法 公平交易法 消費者保護法 

2 根據鄉鎮市調解條例的規定，下列那些事件可以申請調解？①民事事件 ②非告訴乃論的刑事案件 ③告

訴乃論的刑事案件 ④內亂罪、外患罪 
①② ①③ ①④ ②④ 

3 志玲從電視新聞看到我國某一機關進行不信任投票，請問：下列那一機關有此職權？ 
臺北市議會 立法院 嘉義縣議會 監察院 

4 老王因細故對小李動手，造成小李左肩瘀青腫痛，事後小李不接受老王的道歉，堅持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下列有關本事件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李必須先向法院提起刑事訴訟 法院必須要主動調查和蒐集證據 
老王不得聘請律師為訴訟代理人 老王在判決前可向法院聲請和解 

5 公民投票法第 54 條規定，公民投票若涉及中央與地方職權劃分或法律之爭議時，應由那一個機關解決之？ 
總統府 立法院 行政院 司法院 

6 小高所開設的某文理補習班，日前被高雄市政府裁定違規營業，而遭受罰鍰及斷水、斷電的處分。若小高

不服此項行政處分，欲採行有效的法律救濟途徑，則依法他應採取下列那一種救濟方式？ 
提起民事訴訟  提起刑事訴訟 
提起訴願、行政訴訟  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申訴 

7 刑事訴訟法規定告訴乃論之罪，提告必須在多久的法定期間內為之？ 
三個月 六個月 一年 三年 

8 依我國國籍法的規定，國籍的取得是以下列何項原則為主？ 
屬人主義 屬地主義 彈性主義 歸化主義 

9 在民主國家，政府行使公權力必須依據各項行政法規。依一般法律分類，下列何者屬於行政法規？ 
公司法 勞動基準法 刑事訴訟法 家庭暴力防治法 

10 中華民國憲法第 8 條明確規定除現行犯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不得逮捕拘禁人民。請問：

此乃保障人民的何種基本人權？ 
言論自由 人身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11 中華民國憲法第 23 條規定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者

外，不得以法律限制人民之基本權利。依此規定可知限制人民基本權利除了依法律外，還必須符合下列那

一種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原則 比例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2 動新聞以動畫「模擬新聞」，腥羶色尺度直逼成人片，不管用手機掃描「QR Code」收看或上網看，都毫無

管制，引發婦幼、教育、媒改團體抨擊。請問「動新聞」可能違反下述何種法律的規範？ 
少年事件處理法  兒童及少年福利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 

13 依我國現行法律規定，因犯罪而被宣告褫奪公權者，會遭剝奪下列那些權利？①參加公職人員選舉投票 

②擔任公務員之資格 ③登記成為公職候選人 ④參與公共服務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14 檢警根據線報破獲了一個走私農產品的集團，就走私的犯罪案件處理而言，下列法令的適用優先順序為

何？①刑法 ②懲治走私條例 ③走私進口農產品處理辦法 
①②③ ①③② ②③① ②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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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國立法委員自第七屆起席次減半改為 113 人，分別為直轄市及縣市 73 人、平地及山地原住民各 3 人、全

國不分區及僑民 34 人。下表為 2008 年第七屆立法委員選舉中的各政黨名單得票率，下列敘述何者符合各

政黨應得席次？ 

政黨 中國國民黨 民主進步黨 臺灣團結聯盟 新黨 其他 
政黨名單得票率 51% 37% 4% 4% 4% 

中國國民黨可獲得 20 席不分區立法委員 民主進步黨可獲得 13 席不分區立法委員 
臺灣團結聯盟可獲得 1 席不分區立法委員 新黨可獲得 1 席不分區立法委員 

16 我國在解嚴後進行人民團體法之修正，以落實中華民國憲法中結社自由之實質保障，自此各種人民團體亦

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以政治團體為例，截至 98 年 12 月底，在政府備案政黨名冊中已共計有 158 個；

然而，反觀各項公職人員當選名單中，實際取得執政機會的政黨數目卻是寥寥可數。上述登記有案與實際

取得執政機會之政黨數目間的落差，主要顯示我國何種政黨現象？ 
獨大型政黨居多 掮客型政黨居多 外造型政黨居多 泡沫型政黨居多 

17 公民投票讓一般民眾有機會直接對重要的公共事務表達意見，下列那一個選項對公民投票的敘述是正確的？ 
公民投票能讓外籍人士也參與本國政治 公民投票可以彌補代議政治的不足 
國家的各種政策都可以交由公民投票來決定 公民投票是多數決，議題不須經過充分討論 

18 2009 年 2 月間日本財務兼金融大臣中川昭一在羅馬「七大工業國會議」記者會中，因酒醉而胡言亂語，加

上日本政府面對金融危機的應變失當，引發社會不滿，因而辭職下台。請問：中川大臣的辭職，顯示民主

政治的何種運作原則？ 
民意政治 責任政治 政黨政治 法治政治 

19 附表是花媽家十一月份的支出帳目，其中共有多少元屬於我國的政府收入？ 

支出項目金額 購買公債 5000 元 繳地價稅 800 元 繳房屋貸款 20000 元 水電費 2000 元 投資購買股票 10000 元

37800 元 17800 元 7800 元 2800 元 
20 志明為了因應大賣場絡繹不絕的消費顧客，於是登廣告招聘新員工。志明此一行為是屬於經濟活動循環中

的那一項？ 
生產要素供給 生產要素需求 商品供給 商品需求 

21 月光族是指每個月將所賺的錢用光、花光的人，他們只要吃得開心，穿得漂亮，根本不在乎錢財，顯然這

些人缺乏什麼樣的概念？ 
理財 賺錢 消費 創業 

22 一般而言，經濟制度可區分為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經濟學家是以下列何者介入經濟的方式與程度來區分

經濟制度？ 
消費者 企業 政府 勞工 

23 為了促進我國消費者權益之保障，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分別於 1980、1994
年成立，2008 年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與海峽兩岸關係協會第二次會談中，亦對食品安全管理機制進行

協商。上述組織中，屬於我國的官方機構者共有幾項？ 
1 項 2 項 3 項 4 項 

24 下列那一位人士的生活狀態會被政府歸類為「失業」人口？ 
13 歲的阿海辦理休學後，正找工作好貼補家用 
26 歲的小莉今年嫁做人婦，專心在家相夫教子 
18 歲的阿榮為了服兵役，辭掉便利商店的工作 
24 歲的小玲大學畢業前即寄履歷表求職，二年來還在等回音 

25 許多高汙染的產業會由先進國家遷廠至第三世界國家，若以生產者的角度來思考，下列那種說法最能解釋

此現象？ 
第三世界國家的環保法規較嚴格 可以增加第三世界國家就業人口 
藉以降低生產成本擴展企業版圖 可以促使先進國家的產業升級 

26 下列那一個英文縮寫是指現今全球性最大的國際貿易組織，這個組織以促進貿易自由化、解決國際貿易問

題為宗旨？ 
APEC UN WTO O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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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08 年發生的美國次級房貸及全球金融危機，導致臺灣經濟衰退，針對此狀況，中央銀行可採用那些貨幣

政策以刺激投資？①降低重貼現率 ②調高存款準備率 ③發行消費券 ④在貨幣市場買回公債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28 亞當斯密說：「每一個勤儉持家的人都會奉行：如果外面買的比在自己家裡做的便宜，那就不要自己做。

裁縫師不會想要自己做鞋子，而會跟製鞋人買。製鞋人不會想要自己做衣服，而會跟裁縫師訂做」。這句

話所闡述的經濟學原理為何？ 
比較利益 規模經濟 供需法則 市場失靈 

29 政府擬規劃實施國中小學營養午餐全面免費，但有立法委員擔心會產生經費的排擠效應。立法委員所擔憂

的經費排擠最能說明經濟學上的那一種概念？ 
外部成本 比較利益 機會成本 供需失衡 

30 傑綸和志齡合夥開【狗不理包子店】，店裡販售鮮肉包和豆沙包。下表是兩人每小時的平均產量，根據下

表的資料，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狗不理包子店】每小時平均產量表 

         姓名 
   每小時平均產量 
品名 

傑綸 志齡 

鮮肉包  40 個 50 個 
豆沙包  30 個 40 個 

以鮮肉包而言，傑綸每做一個的機會成本比志齡低 
以豆沙包而言，志齡每做一個的機會成本比傑綸高 
不論是做鮮肉包或是豆沙包，志齡都具有比較利益 
若依據比較利益原則分工，傑綸應該專業做豆沙包 

31 下列何者最符合「平等」的意義？ 
男生、女生均不用服兵役 考試時延長視障生作答時間 
制定法律規定性交易罰娼不罰嫖 政府規定按摩工作限由視障者從事 

32 明華園歌仔戲起源於宜蘭，發展至今已有 100 多年的歷史，但表演風格已由早期的歌謠轉變為現代的劇場

形式。上述內容主要在說明文化的何種現象？ 
普遍性 差異性 文化失調 文化創新 

33 我國馬拉松選手林義傑參加過許多難度極高的國際比賽，他曾經用 110 天跑過 7500 公里，橫越撒哈拉沙漠，

挑戰世界紀錄成功。他這種不斷接受挑戰的精神，主要是滿足馬斯洛需求理論中的那一層次的需求？ 
生理需求 安全需求 自我實現 愛與歸屬的需求 

34 下列那些事例，是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所產生？①國際間有形的疆界越來越明顯 ②文化交流機會變多 

③強勢文化傳播威脅弱勢族群的生存 ④企業遷移到成本低的地區，造成遷出地區關廠失業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35 持文化多元主義觀點的學者，強調各種文化的存在均有其價值，因此他們主張對不同族群的文化應加以尊

重。在臺灣，下列何種具體措施可落實文化多元主義的精神？ 
鼓勵原住民族群全力學習漢人主流文化 
推行母語教學，學習尊重不同族群的語言與文化 
將不同族群的生活聚落隔開，以降低族群間的摩擦 
強化各族群團體的自我意識，立法禁止不同族群通婚 

36 My brother and I often have lunch at the school       together. 
bathroom cafeteria department pool 

37 Barry looked       when he was told he had passed the test. 
excited exciting to be exciting excite 

38 Drinks are provided in a set meal, but you can only have one. In fact, you are allowed to choose     tea or coffee. 
both too also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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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anielle’s parents will       a party for her to celebrate her 18th birthday. 
do hold make use 

40 The faster Tom walks,      . 
the more tired he gets more tired he gets tired he gets more tired 

 
【Questions 41-45, please select the answer option that best completes the following passage.】 

The Interne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ety. Nowadays, people can use an Internet search engine to find 
any information they need, chat   41   friends on MSN and even make a phone call by Skype. 

  42  , the Internet also causes some problems. The main threats to Internet users are hackers who 
may   43   viruses or spyware into the users’ computers.   44  , children can find a lot of sex pictures if they 
google the word “sex.” And some hackers can easily steal our credit card number on the Internet. Therefore, it is 
time for us to   45   more attention to thes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Internet. At the very least, computer 
users should install anti-virus software to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new threats from the Internet. 

41 at on with out 
42 However Accordingly Therefore As a result 
43 instruct install interpret invade 
44 On the other hand As a result In contrast For example 
45 see receive take pay 
 

Making a good speech in public is a big challenge for most people, but there are some basic rules you can 
follow. First of all, you need to know what kind of audience you have. Maybe they are a friendly audience who 
knows you already, or maybe they are strangers you need to get acquainted with. Next, the topic of your speech 
needs to be something you know a lot about. If you are a fashion designer, for example, you should not give 
medical advice. You had better talk about what styles are best for what kinds of body shapes. Also, in your speech 
you will want to give your audience strong images that will linger in their minds after the speech is over. Finally, 
don’t make your speech too long. Nobody wants to go hungry or go to bed late because of a long speech. 

【Please answer questions 46-50 according to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bove passage.】 
46 The writer of this passage is      . 

teaching people how to be good fashion designers 
telling how to speak to a friendly audience 
giving advice to people who may want to give a speech 
telling people how to make long speeches 

47 When giving a speech, one had better      .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new and exciting talk about the subject as long as you can 
talk about all the friends you have talk about a topic you are very familiar with 

48 For a fashion designer, body shap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 
people should lose weight to look like fashion models 
people should always look for the newest fashions 
people should wear clothes which fit their own figures 
people basically all have the same shape 

49 The writer of the passage is most probably      . 
a medical doctor  an experienced public speaker 
a fashion designer  a successful politician 

50 How many rules does the writer give for making a good speech? 
Two. Three. Four. F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