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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主國家對於違法或失職的中央或地方公務人員多訂有彈劾機制，依我國現行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列

何者有權對總統與副總統提出彈劾案？ 
立法院 行政院 司法院 監察院 

2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因此，具有共同理想或主張的人民可以籌組政黨，爭取選民支持

，獲取政治權力以實現政治理想。請問組成政黨須依據下列那一個法律？ 
政黨法 集會遊行法 人民團體法 地方自治法 

3 依我國現行憲法及增修條文，在立法委員選舉中，對於下列那些對象訂有保障名額或比例的相關規定？ 

 婦女 原住民 海外僑民 身心障礙者 
    

4 我國對於各項公職人員或民意代表候選人的年齡有所限制，若按照各候選人的年齡由高到低排列，下列何

者正確？ 
總統、副總統→立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 
總統、副總統→直轄市長→立法委員→縣（市）長 
總統、副總統→立法委員→縣（市）長→直轄市長 
總統、副總統→直轄市長→縣（市）長→立法委員 

5 選舉發揮了下列那些主要功能？提供人民政治參與的途徑 提供人民影響決策的機會 維持社會安

寧 加速經濟發展 
    

6 根據少年事件處理法的規定，「少年」是指下列何者？ 
未滿 12 歲  7 歲～18 歲  12 歲～18 歲  14 歲～18 歲 

7 過去民法規定：「關於父母對未成年子女權利行使意思不一致時，由父行使之。」此項規定與憲法牴觸，

因此被那一個機構宣布無效？ 
司法院 立法院 監察院 行政院 

8 下圖是某城市從 1970 到 2000 年的物價指數與地價上漲簡化為倍數的比較圖。請問下列那一項解釋最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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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價格接近於合理價格  物價指數的漲幅相對過高 
物價漲幅是地價漲幅的 10 倍 地價漲幅相對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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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列何者是我國立法院三讀通過，經總統公布的法律？ 
公民投票法施行細則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地方稅法通則 立法院議事規則 

10 人民違反刑法的規定而構成犯罪時，必須負擔刑事責任，接受刑事制裁。下列那一項行為應負起刑事責任？ 
公共場所亂吐檳榔汁 公然在醫院大廳抽菸 積欠銀行信用卡費用 網路上張貼色情圖片 

11 證嚴法師所創辦的慈濟醫院是屬於下列那一種法人團體？ 
公法人 財團法人 公益性社團法人 營利性社團法人 

12 由某公司退休人員所組成的「長青聯誼會」開會選舉下屆會長，被提名的候選人依序為：趙自強、錢安邦

、李定國，試問主席提付表決時應由那位候選人先獲表決？ 
趙自強 錢安邦 李定國 由主席裁定 

13 2005 年德國大選結果陷入僵局三個星期後，新總理人選終於在協議後出爐。當時領導社會民主黨的總理施

洛德與對手基督教民主黨領袖梅克爾會晤談判，最後達成共識，由梅克爾擔任德國首位女總理，也是首位

出身東德的總理。上述中的協議主要是因為選舉結果無法達成民主政治中的那一項運作原則？ 
人民主權 多數統治 分權制衡 權責相當 

14 德國在 2005 年的國會改選後，由梅克爾所領導的基督教民主黨顯然無法在選舉中單獨獲勝，所以即使梅克爾

在協商後獲得總理的職位，在籌組政府時仍然必須採用其他政黨的人員，此即是政治學上所稱的何種政府？ 
跛腳政府 有限政府 聯合政府 再造政府 

15 下列有關社會互動形式的討論中，那些同學的答案完全正確？ 
曉琪：工廠為了使工人增加生產而提倡工作競賽，是藉合作來達到競爭 
志強：「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就是說明內部的衝突變為合作是因與外力發生衝突 
幼蕙：兩個男子為了追求同一個女子，彼此仇視甚至決鬥，這是由競爭發展成衝突 
世名：合作與競爭互相矛盾，合作產生好的影響，競爭完全不利社會發展 
曉琪、志強 幼蕙、世名 曉琪、世名 志強、幼蕙 

16 下列那一個組織有「經濟聯合國」之稱？ 
歐洲聯盟（EU） 世界貿易組織（WTO） 東南亞國協（ASEAN） 亞太經合會（APEC） 

17 經過一定的制定程序，以國家權力而強制執行的人類生活規範是： 
宗教 習俗 道德 法律 

18 在資本主義經濟制度下，本著自由主義的精神，強調由「一隻看不見的手」來主導經濟活動，下列那一項

主要是由這隻無形的手所完成的？ 
全民健保保費 家電產品價格 大專院校學費 綜合所得稅率 

19 依據我國憲法與地方制度法的相關規定，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權責有爭議時，由何者解決之？ 
行政院 監察院 立法院 總統 

20 依據我國現行的相關法規，那些公職人員是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行政院院長 臺灣省主席 連江

縣縣長 高雄市議員 
    

21 近來青少年興起在網路上使用「火星文」來溝通，引起許多家長及社會上的關心，形成青少年的次文化之

一，一般而言，青少年的次文化常常會與主流文化的價值觀不同，這代表的意義是： 
次文化低於主流文化，是難登大雅之堂的 
社會上只有年齡差異才會產生次文化 
次文化不同於主流文化，沒有優劣之分 
為了避免次文化危害主流文化，政府應消滅所有的次文化 

22 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應由下列何組織進行審理？ 
刑事法庭 憲法法庭 最高法院 最高行政法院 

23 就國家永續發展而言，下列何者是目前臺灣地區最應重視的永續發展課題？ 
增加國民所得 解決勞資糾紛 提升環境品質 國營事業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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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臺灣社會近年來受到工業化、都市化等的影響，鄉村型態的社區逐漸演變為都市型態的社區，下列那一敘

述最符合都市型態的社區特質？ 
社區的組成常以血緣關係為主 人際關係通常較鄉村社區冷淡 
比鄉村更重視鄰里的守望相助 對生長的社區有強烈的認同感 

25 法律規定未成年人為沒有完全行為能力的人，因此父母便成了未成年子女的法定代理人，法律賦予為人父

母者負擔保護及教養子女的權利與義務。依上所述，報章媒體所披露的父母虐待年幼子女事件，在法律上

是屬於下列何種行為？ 
合理懲戒 家庭教育 自力救濟 濫用親權 

26 對我國中央政府經費運用的監督方式，包括那些？由立法院負責審查預算 由司法院大法官進行審查 

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考核經費支出 由監察院審核決算 
    

27 受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金之宣告，法院認為暫不執行為適當時，得宣告二年以上五年以下之觀察

期間，此觀察期間稱之為何？ 
緩刑 假釋 緩起訴 消滅時效 

28 酒後駕車，極可能肇事，而造成駕駛人本身與其他人生命財產的重大傷亡與危害，因此警方極力取締酒醉

駕駛。警方這樣的做法是符合經濟學的何種理念？ 
需求法則 外部效益 內部效益 機會成本 

29 依據民意調查顯示，某國人民對政府重大政策的評價，連續出現U型曲線的意見分布情形。依據這些訊息判

斷該國的國情，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人民對政府的評價很低  政治上由兩黨輪流執政 
該社會的民意趨於兩極化  民意與政策可以互相結合 

30 民國 88 年發生集集大地震後，總統頒布緊急命令，展開救災重建等相關工作。總統頒布緊急命令，需經過

下列那一機關的追認，才具效力？ 
立法院 行政院 考試院 監察院 

31 在經濟生活中，要預防「天有不測風雲」的情形，應該養成何種習慣？ 
交易 消費 儲蓄 記帳 

32 一位社會學者觀察全球社會經濟後指出「貧富差距的增加導致社會抗爭激增」。請問下列何者與該學者論

點最為接近？ 
越是貧窮的社會，抗爭事件越頻繁 越是富裕的社會，抗爭事件越頻繁 
越是專制的社會，越容易產生社會運動 經濟起飛中的社會，較易產生抗爭事件 

33 依我國民法親屬編的規定，下列有關林阿信一家人親屬關係的敘述，何者正確？ 
阿信的父親與母親因婚姻關係而成為親屬，稱為姻親 
阿信與舅舅因父母結婚而成為親屬，稱為姻親 
阿信與母親因血緣關係而成為親屬，稱為血親 
阿信的父親與其岳母因血緣關係而成為親屬，稱為血親 

34 由文化的內涵與結構來看，下列何種對應是正確的？ 
學校校訓：制度層次  惡有惡報，善有善報：理念層次 
元宵節提燈籠：器物層次  總統直選：理念層次 

35 1948 年聯合國發表「世界人權宣言」，揭示人類生而自由平等，其用意主要是解決國際社會的那項問題？ 
化解族群紛爭 擴大區域統合 防止疾病擴散 落實人權保障 

36 This magazine article                 organized crime in our city. The police should read it carefully. 
deals with comes about does without runs out of 

37 Lisa                 in a gym nearby three times a week because she wants to lose weight. 
watches out works out runs out goe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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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Nancy: Honey, where should we go on vacation? 
John:                . 
Nancy: Sounds great. 
Let’s go to the beach I hate hamburgers Yes, let’s do it I have to work now 

39 Judy: I cannot find my key. I must have left it somewhere. 
Grace: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it ? 
Judy:                . 
I cannot remember  A thief stole it 
I forgot to lock my room  I have been looking for it for hours 

40 Do you think it is right to                 on animals for the sake of developing new drugs? 
exclude explode experiment excuse 

    Have you ever noticed a woman who isn’t particularly beautiful either in face or figure, but still somehow appears 
very attractive, confident, and stylish? Don’t ever believe being       41       equals being beautiful. There are many 
thin women in the world who don’t know how to dress to make themselves       42       really good. Beauty is style, 
it’s confidence, and above all       43      , it’s a positive attitude. Being well-dressed has less to do      
44       fashion trends. As many experts point out, a well-dressed woman wears clothes      45       are right for 
her body, fit her perfectly, and are appropriate for the occasion.（請依上述文章，回答第 41～45 題） 
41 thin white fat clear 
42 looking looked looks look 
43 what there else which 
44 of with at for 
45 who that what these 
    Valentine’s Day is the most romantic day of the year. People often give flowers, chocolates and they send 
Valentine’s cards as well. Lots of people take their loved one for a romantic meal, to the theater, or even on a special 
Valentine holiday! But until recently message-writing wa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Valentine’s tradition. Good love is 
always about good communication. Today, many people think that Valentine’s Day is too easy and too commercial. Card 
shops sell Valentine cards every year, and people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chocolates and sweets! Sending a text message 
by mobile phone is even easier! But really romantic people can always find unusual and personal ways to say “I love 
you” on this special day.（請依據上述文章，回答第 46～50 題）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popular Valentine gift,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Chocolate. Soap. Theater. DVD. 
47 Why is Valentine’s Day the most romantic day of the year? 

It’s a day to get married.  It’s a day for lovers. 
It’s a day to thank people around you. It’s a day for world peace. 

48 Why do some people think that Valentine’s Day is too commercial? 
People send messages to each other. People have to buy mobile phones. 
People spend too much on Valentine gifts. People talk too much on Valentine’s Day. 

49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Valentine presents. 
a card shop  a mobile phone 
a Valentine holiday  good communication between lovers 

50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lentine’s Day tradition,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A romantic meal.  A visit to the theater. 
Sending a message to a loved one. Buying a box of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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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you ever noticed a woman who isn’t particularly beautiful either in face or figure, but still somehow appears very attractive, confident, and stylish? Don’t ever believe being       41       equals being beautiful. There are many thin women in the world who don’t know how to dress to make themselves       42       really good. Beauty is style, it’s confidence, and above all       43      , it’s a positive attitude. Being well-dressed has less to do              44       fashion trends. As many experts point out, a well-dressed woman wears clothes      45       are right for her body, fit her perfectly, and are appropriate for the occasion.（請依上述文章，回答第41～45題）
	41 thin white fat clear
	42 looking looked looks look
	43 what there else which
	44 of with at for
	45 who that what these
	    Valentine’s Day is the most romantic day of the year. People often give flowers, chocolates and they send Valentine’s cards as well. Lots of people take their loved one for a romantic meal, to the theater, or even on a special Valentine holiday! But until recently message-writing wa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Valentine’s tradition. Good love is always about good communication. Today, many people think that Valentine’s Day is too easy and too commercial. Card shops sell Valentine cards every year, and people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chocolates and sweets! Sending a text message by mobile phone is even easier! But really romantic people can always find unusual and personal ways to say “I love you” on this special day.（請依據上述文章，回答第46～50題）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popular Valentine gift,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Chocolate. Soap. Theater. DVD.
	47 Why is Valentine’s Day the most romantic day of the year?
	It’s a day to get married.  It’s a day for lovers.
	It’s a day to thank people around you. It’s a day for world peace.
	48 Why do some people think that Valentine’s Day is too commercial?
	People send messages to each other. People have to buy mobile phones.
	People spend too much on Valentine gifts. People talk too much on Valentine’s Day.
	49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Valentine presents.
	a card shop  a mobile phone
	a Valentine holiday  good communication between lovers
	50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lentine’s Day tradition,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A romantic meal.  A visit to the theater.
	Sending a message to a loved one. Buying a box of chocol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