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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那個敘述符合「需求」的定義？ 
在某個特定的價格下，消費者願意並且能夠購買的數量，也就是需求線上的一點 
在各個不同價格下，消費者願意並且能夠購買的數量，其價量關係由需求線來描述 
在各個不同價格下，廠商願意並且能夠提供的數量，其價量關係由供給線來描述 
在某個特定的價格下，廠商願意並且能夠提供的數量，也就是供給線上的一點 

2 依據我國票據法規定，下列何者為可逕行流通之票據？ 
股票 郵票 匯票 鈔票 

3 「壓力團體」不同於政黨，其主要特質表現在那二方面？①不提名參與選舉 ②不以執政為目的 ③關心

所有政治議題 ④不參與助選或遊說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4 根據一般議事規則之規定，當議場的突發事件或狀況，例如有人大聲喧嘩、鼓譟，造成會場秩序混亂，足

以影響出席人的權益時，出席人得向主席提出何種問題，來保障開會成員的權益？ 
秩序問題 動議問題 權宜問題 程序問題 

5 白約翰是某國政府官員，日前代表國家出席一項官方國際組織的年會，並簽署一份促進國際合作的共同備

忘錄。白約翰出席的國際組織年會可能是下列何者？ 
國際特赦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 
國際紅十字會  國際奧林匹克委員會 

6 依照勞動基準法的規定，所謂「童工」是指幾歲的少年？ 
 12 歲以上未滿 15 歲  13 歲以上未滿 14 歲  14 歲以上未滿 15 歲  15 歲以上未滿 16 歲 

7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的提案權與審理權分別屬於那些機構？①立法院 ②行

政院 ③監察院 ④憲法法庭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8 依據我國憲法的規定，那些職務的人在行使其職權時，必須超出黨派之外，獨立行使其職權，以保持其立

場的公正與客觀？①法官 ②監察委員 ③考試委員 ④立法委員 ⑤政務委員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⑤ ③④⑤ 

9 憲法為保障人身自由權，明文規定非依法定程序，不得逮捕或拘禁，此處「法定程序」是由下列何種法律

所規定？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刑法 民法 

10 下列何者為影響經濟學「供給法則」的關鍵因素？ 
商品銷售的數量  商品銷售的價格 
所得水準的高低  社會的預期心理 

11 我國人民選舉權的行使，必須依照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四大原則來進行，下列有關此四大原則的敘

述，何者正確？ 
每個選民投票的效力皆相同即為普通原則 每個人滿 20 歲都有投票權即為平等原則 
選民能親自或委託他人投票即為直接原則 選民可以秘密圈選候選人即為無記名原則 

12 我國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消費者以郵購方式購買商品，若不滿意可在幾天內退回商品並取回貨款？ 
 3 天  7 天  15 天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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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老師要同學們找不同的國家進行政治制度的比較，於是大雄就著手蒐集英國和沙烏地阿拉伯的相關資料，

以便做專題報告，結果他發現這兩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有相同也有相異之處，請問下列大雄對於兩國政治

制度所作的比較，何者正確？ 
國家元首產生的方式相同 兩國的國家元首都握有政治實權 
兩國的政體相同  兩國的統治者都不必向人民負責 

14 貨幣數量增多並不見得是好事，因其會引發下列那一種現象？ 
通貨膨脹 信用緊縮 物價下跌 產生比較利益 

15 面對全球化的浪潮，何種觀點與做法是較不正確的？ 
應和諧開放與尊重差異的多元文化 了解文化交流帶來的影響都是正面 
努力推動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 國際共同打擊犯罪、遏止疾病傳染 

16 對於未滿 14 歲的少年犯罪行為，應依何種法律加以處置？ 
刑法  少年事件處理法 
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 家庭暴力防治法 

17 小小、大大、中中、心心四個人熱烈討論我國社會團體的主要任務，請問：下列四個人的說法，何者是錯

誤的？ 
小小說：「勵馨基金會就是從事不幸少女的救援與輔導工作」 
大大說：「董氏基金會在推動禁菸及反毒害的工作」 
中中說：「臺灣更生保護會在推動平時和戰時的救災和救援行動」 
心心說：「喜憨兒基金會致力於改變社會大眾對心智障礙者之刻板印象，讓他們由『被服務者』能成為

『服務者』」 
18 小明的父母離婚後，小明的父親將小明送回老家，由祖父母照顧養育，小明的父親則隻身赴國外工作。請

問：小明與祖父母相依為命，這是屬於下列那種家庭類型？ 
核心家庭 折衷家庭 單親家庭 隔代家庭 

19 我國於民國 76 年解除戒嚴之後，政府為實現憲法所保障的人民結社自由，特別制定那一種法律以為規範？ 
人民團體法 地方制度法 集會遊行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20 「不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裡」是分散風險的做法，下列那一項投資理財的工具其風險比較低，但相對

報酬也較低？ 
存款 股票 債券 基金 

21 我們的牙齒偶而也會咬到自己的舌頭，更何況是個性差異的獨立個體聚在一起。一家人朝夕相處，發生衝

突與摩擦的機會相當多，但大多數都是為了家人彼此，因此要妥善而技巧的處理，下列那一種是處理家庭

衝突較適宜的方式？ 
子女撥打婦幼專線對應親子管教的衝突 
透過家庭會議共同解決家務分工的衝突 
停止發放零用錢以避免親子金錢的衝突 
家人不要同住一屋可免生活習慣的衝突 

22 當行政機關有違法或不當處分，造成人民權益受損，人民有權向原處分機關的上級機關提起訴願，不服訴

願決定時，首先可以向下列那一個機關提出行政訴訟？ 
地方行政法院 地方法院行政庭 高等行政法院 最高行政法院 

23 小趙因懷疑女友玫瑰變心，而將玫瑰關在他的房間裡，一週後終於被玫瑰的父母找到。請問：小趙的行為

在法律上應負何種責任？ 
民事責任 刑事責任 行政責任 道義責任 

24 吳念真導演曾報導一則關於單親且隔代教養的真實故事－「阿祖的兒子」，引發社會各界對當事人的關心

和協助，這是發揮何種力量？ 
家庭 同儕團體 學校 傳播媒體 

25 趙先生從外國買進一輛轎車自用，運回臺灣時，他必須為此車負擔何種稅？ 
關稅 貨物稅 贈與稅 營利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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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本最南端的珊瑚礁島「沖之鳥島」，近年來因受到地球暖化、水平面上升等環境變化影響，使得周邊珊

瑚漸減，已有遭水淹沒之虞，水產廳正在設法全力搶救。請問：上述日本的做法，最主要是為了避免構成

國家的那一個要素受到衝擊？ 
人民 主權 政府 領土 

27 依據我國憲法規定，政府是依五權分立的形式行使治權，相較於三權分立的國家，我國是將考試權和監察

權依序分別從那兩項治權中獨立出來？ 
行政權、立法權 行政權、司法權 立法權、司法權 司法權、立法權 

28 「歷史可以被原諒，但不可以被忘記」，臺灣政治的發展歷經多次重大事件，犧牲了不少先人寶貴的生命，

民主的果實可謂得來不易。下列這些事件都是我國追求民主、自由的重要里程碑，若依發生時間的先後排

列其順序應為何？①中壢事件 ②228 事件 ③總統民選 ④解除戒嚴 
①②③④ ②③④① ②①④③ ①②④③ 

29 汽車通過高速公路收費站所交的通行費，是屬於政府的那一項收入？ 
租稅 規費 公營事業 公債 

30 技安今年 25 歲，觸犯刑法的規定而構成犯罪行為時，需負刑事責任。請問下列那一項行為，應負起刑事責

任？ 
訂婚後解除婚約  騎乘機車行走快車道 
將拾獲的物品占為己有  與有犯罪前科的人結婚 

31 就我國現行憲法之規定，下列何者屬於人民享有的「受益權」範圍？ 
訴訟權 出版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參加國家考試之權 

32 下列關於「一黨制」政黨體制的敘述，那一項是正確的？ 
古巴、北韓、墨西哥就是「一黨專政制」的典型國家 
「一黨專政制」的政黨體制通常不會出現在實行民主政治的國家 
一個國家如果只准許一個政黨合法的存在，稱為「一黨獨大制」 
由一個主要的政黨長期執政，其他小黨合法存在，卻無法與之抗衡，稱為「一黨專政制」 

33 亞洲開發銀行協助會員國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主要是透過那些途徑？①資金提供 ②技術支援 

③經驗交換 ④軍備採購 ⑤文化交流 
①②③ ①③⑤ ②③④ ②④⑤ 

34 愛德華八世原本是英國王位繼承人，但最後他為了和心愛的人結婚，宣布退位並被降為溫莎公爵。依據相

關經濟概念，下列敘述何者最符合溫莎公爵「不愛江山，愛美人」選擇的意義？ 
江山是一種「機會成本」 江山是一種「內部成本」 
美人是一種「會計成本」 美人是一種「外部成本」 

35 下列何種法律的制定目的在維護交易秩序，以確保公平競爭並促進經濟的安定與繁榮？ 
消費者保護法 公平交易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信用合作社法 

36 Betty has been very     towards Tom since their quarrel last week. 
 afraid  bothering  clever  cold 

37 My father loves to     the mountains every Sunday morning. 
 point  climb  trace  become 

38 The cookbook contains a wonderful     for roast chicken. 
 system  spell  vehicle  recipe 

39 Before Sally and John divorced, they tried a    . 
 widow  wedding  sequence  separation 

40 I love this song a lot because it has a sweet    . 
 noise  melody  flour  wa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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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inside” is no longer a safe way to escape from unhealthful air.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door air 
pollution is almost always two to five times worse than outside pollution. Buildings create their own pollution, and the air 
inside many homes, office buildings, and schools is full of pollutants including chemicals, bacteria, and smoke. These 
pollutants are causing a group of unpleasant and dangerous symptoms such as eye or throat discomfort, headache, 
dizziness, and tiredness, which experts call “sick building syndrome.” 
  There is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sick” buildings. A scientist at NASA was trying to find ways to clean 
the air in space stations. He discovered that houseplants actually remove pollutants from the air. But we don’t know 
enough yet.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For instance, which pollutants can plants remove? Which can’t they remove?  
How many plants are necessary to clean the air in the room? When we are abl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might find 
that plants offer an important pollution-control system for the 21st century. 
請回答下列第 41 題至第 45 題 
41 The phrase “sick buildings” refers to the buildings which    . 

 are unfriendly to the disabled  are about to fall down 
 provide a place for the sick to stay in  have indoor air quality problems 

42 How would you summarize the first paragraph? 
 Domestic pollution poses greater risk to health than we have thought. 
 Indoor pollution causes discomfort.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s safer than staying home. 
We are advised to open windows to bring fresh air into the house. 

43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 scientist at NASA advised us to return to nature. 
 Growing houseplants is a possible way to reduce indoor air pollution. 
 Houseplants can make home look more attractive. 
 Houseplants could be a source of domestic pollution. 

44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the word “pollutant” refers to the substance which    . 
 prevents bacteria from growing 
 is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slows down the growth of houseplants 
 is created at space stations 

45 The most appropriate title for the passage would be “   .” 
 Sick Building Syndrome 
 The Cooperation of Science and Nature 
 Indoor Air Pollution Problem and Its Solution 
 Houseplants and Their Use 

 
  There i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great Mas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Confucius (551-479 BC), 
and his writings. He had many students, or disciples. Most of  46  scholars know today comes from the writings of 
the students who studied under Confucius.  47  his death, a few of his students began to record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They also tried to  48  some of the history texts and poetry that Confucius edited. However,  49  all of 
the writings that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Confucius, we are still not completely sure  50  parts were actually written 
by Confucius himself. Despite the uncertainty, future scholars will continue the task of keeping and exploring 
Confucius’s teachings. 
請回答下列第 46 題至第 50 題 
46  what  how  those  which 
47  Until  For  Upon  At 
48  ignore  distress  preserve  shock 
49  along  between  into  among 
50  that  which  whose  tho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