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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能幫助社會發展，卻也能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若欲減少科技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其最主要的關鍵點

為何？ 

在於科技使用者是否擁有高學歷 在於科技使用者是否使用電腦網路 

在於科技使用者是否遵循相關倫理規範 在於科技使用者是否信仰宗教 

2 物價上漲中，生活水準最容易降低的人是： 

 商店主人 領固定薪水的人 國貿廠商 中小企業老闆 

3 下列何者「不」屬於司法院的組織？ 

 審計部 憲法法庭 最高行政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4 19 歲的阿強與小他 2 歲的小芬一起離家出走，因缺錢花用而搶奪便利商店的財物。請問：兩人被捕後，最

可能的結果是什麼？ 

兩人均須負完全刑事責任  兩人均可以減輕刑事責任 

阿強負完全刑責，小芬可減輕刑責 阿強負完全刑責，小芬則完全不罰 

5 人民要申請或補發身分證時，應該到那個機關辦理？ 

派出所 社會課 衛生所 戶政事務所 

6 小文時常遭父親毆打虐待，經鄰居報警偵辦後，小文的父親被移送法辦。依據我國的法律規定，那一個機

關可以判決小文父親停止行使親權？ 

警察局 社會局 檢察署 各級法院 

7 以下是報紙的一段敘述：「我國加入WTO後，公賣局所製造的紅標米酒將由原本的 22元調漲到 130元，

此消息傳出後，造成民眾瘋狂搶購米酒。」請問：造成民眾恐慌而提早購買米酒存放的原因為何？ 

物價上漲，一般民眾收入增加 物價上漲，貨幣購買力降低 

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水準提升 物價上漲，民眾儲蓄意願升高 

8 莊先生年收入比劉先生高，故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金額也比劉先生多，這是基於何種原則？ 

受益 比較利益 負擔能力 使用者付費 

9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搜索，應用搜索票」，請問下列何人得簽發搜索票？ 

轄區警察局局長 案發時值勤警員 地檢署之檢察官 地方法院之法官 

10 吳正家平日勤於公益、熱心助人，為進一步實現服務大眾、造福人群的理想，於是登記參加他所居住地區

的縣長選舉。請問：依我國相關法律規定，吳正家的年齡至少已滿幾歲？ 

 23歲  26歲  30歲  35歲 

11 香賺企業向鴻海銀行融通資金，香賺企業的做法屬於經濟活動循環中的那一環？ 

商品需求 商品供給 生產要素供給 生產要素需求 

12 某食品公司為能增加其產品業績和利潤，不惜重金大作不實廣告。對此種行為的處罰，應由那一行政機關

負責？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財政部國庫署 經濟部商業司 消費者保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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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國刑事訴訟採三級三審制，請問三級法院是指那三級？ 

普通法院、最高法院、憲法法院 地方法院、最高法院、憲法法院 

普通法院、行政法院、最高法院 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 

14 以我國而言，一般辦理選舉的程序如下所示，若依先後排列，其順序應為何？候選人展開競選 選舉

人進行投票 政黨提名候選人 選舉委員會公布當選 候選人辦理登記 

    

15 文化的內涵非常廣泛，分為器物、制度和理念三個層次，下列何者屬於「制度層次」？ 

宗教信仰 法律規定 捷運系統 高科技產品 

16 政府為年滿 65歲以上的老人免費施打流感疫苗，此舉為我國社會福利中的何項措施？ 

福利服務 社會救助 社會平等 社會保險 

17 政府為興建公共建設，得依法徵收私人土地，這項措施符合憲法第 23條的何項規定？ 

維持社會秩序 促進經濟發展 增進公共利益 促進都市發展 

18 關於我國憲法之修憲提案、公布、解釋，分別由下列那些單位負責？ 

立法院、總統、監察院  立法院、總統、司法院 

立法院、行政院、司法院  行政院、司法院、監察院 

19 下列何者為國際環保公約？ 

歐洲協定 京都議定書 巴拿馬公約 日內瓦公約 

20 全球知名咖啡連鎖店所屬的總公司，挾帶成功跨足音樂領域的雄心，將跨界到電影與書籍產業，慎選與其

品牌有關的音樂、文學與電影產品，在各連鎖店加以展售，希望藉由「口碑相傳」擴大消費群。請問：這

是屬於企業創新中的那一種做法？ 

引進新的原料供應 採用新的生產方法 開發新的行銷通路 組成新的企業型態 

21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除了民間踴躍的捐輸外，政府也對死傷者發放慰助金，對於房屋全倒或半倒者給

予補償費，這些措施是屬於： 

社會福利 社會救助 社會保險 社會組織 

22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那一個機關同意任命？ 

司法院 監察院 立法院 憲法法庭 

23 依我國地方自治組織的運作規定來看，各級地方政府在推動地方自治工作時擁有下列那兩種權力？ 

行政權與司法權 行政權與立法權 司法權與立法權 立法權與考試權 

24 依我國法律規定，行政救濟的程序為何？ 

不服行政處分→訴願→再訴願 

不服行政處分→訴願→和解→調解→訴訟 

不服行政處分→訴願→高等行政法院→最高行政法院 

不服行政處分→訴願→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25 時下一些女孩想盡辦法花錢整形、打扮，一心想嫁入豪門，夢想著「麻雀變鳳凰」，請問下列那一概念，

最能解釋「麻雀變鳳凰」的現象？ 

社會變遷 集體行為 階層文化 社會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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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由於中央政府對地方的建設經費補助經常不足，因此各地方政府各顯神通以增加財政收入，下列何者屬於

地方政府所興建可增加財政收入的「公共造產」？ 

桃園縣立圖書館 基隆市立文化中心 臺南市公有停車場 臺北縣立三重高中 

27 老邱和老趙是多年的鄰居，近日卻因停車紛爭起了衝突，老邱被老趙持刀砍傷，事後老邱可以向檢察官提

出  ，或委任律師向地方法院提起  ，請求司法機關追訴老趙的犯罪行為，並加以處罰以作為刑事救

濟。請問：上述空格，依序應填入下列何者？ 

上訴、告訴 公訴、自訴 告發、上訴 告訴、自訴 

28 依據下文敘述：「新加坡為達成這一目標而實施的政策有：要求進入市中心的汽車要付一種稱為電子道路

費（其金額依每天之時段不同而不同）、計程車被要求在儀表板上加裝一個鐘，而在他們超速時會持續地

且很吵鬧地響、大卡車被規定要在車頂上有一黃燈，一旦超速，則黃燈就會啟動。」新加坡政府最有可能

是為了達成什麼目標？ 

平衡汽車市場的供需 減少交通的外部成本 增加政府的財政稅收 提供完善的公共財 

29 簽約購屋後，若買方事後發現房屋有瑕疵，可先要求建商負起什麼責任？ 

民事賠償 侵權責任 刑事責任 行政責任 

30 大雄因為漏報所得，被國稅局查獲後通知補稅。請問：大雄漏報所得的行為違反的是： 

民法 刑法 行政法 民事訴訟法 

31 小華的父親在教育界服務近四十年了，即將於年底退休，因此，特別關注「公務員退休所得合理化改革方

案」的發展，請問該項業務是由政府那一個機關所掌理？ 

行政院 立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32 民主政治體制已為大多數的國家所採行，請問民主政治的主要精神有那些？人民直接參與公共事務 

維護世界和平 和平轉移政權 強調政府的效率 

    

33 美國是總統制的國家，下列有關總統制特徵的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國會開會時總統必須列席為其政策提出辯護 

行政權屬總統，立法權屬國會，行政權向立法權負責 

總統雖然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但國會有權罷免總統 

總統是國家元首，也是最高行政首長 

34 依據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下列那一公職候選人的年齡限制最低？ 

縣市長 立法委員 正副總統 直轄市長 

35 依據我國人民團體法的規定，如要組織政黨，應報請下列那一機關備案？ 

內政部 銓敘部 總統府 憲法法庭 

36 Visitors to the museum have to       an entrance fee. 

 buy  fine  pay  fix 

37 This has been a long discussion. I hope we can come to some       by dinner time. 

 agreement  battle  meaning  purpose 

38 Alan has always been careful about money while his brother always lends out his money without      . 

 an amount  a possibility  an experience  a second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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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ccording to recent medical reports, people       will probably live longer. 

 although they do not smoke  and do not smoke 

 do not smoke   who do not smoke 

40 The good time we spent together in college       a deep impression on my mind. 

 has remained  has stayed  has left  has done 

Pearl Island Holiday! 

Come and Enjoy Pearl Island. 

1 Night 2 Days NT$ 2,999 

2 Nights 3 Days NT$ 3,999 

3 Nights 4 Days NT$ 4,999 

We also offer weekday specials from NT$1,300 per person staying 1 night 2 days. 

Our prices include airport pick-up, boat return ticket, hotel (comfortable rooms, own bathroom, cable TV) 

Relax in beautiful beaches and lots mor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pearlislandholiday.com 

Bookings: pearlislandholiday@yahoo.com or dial 0800-888-888 

41 How much does one need to pay if staying on Pearl Island one night during a weekday? 

 NT$3,999  NT$2,999  NT$1,300  NT$4,999 

42 When is one likely to pay for higher prices? 

 on Monday  on Thursday  on Saturday  on Tuesday 

43 Which item might one have to pay for the trip? 

 having dinner  watching TV  traveling from the airport  taking a shower 

44 Where might one get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ip? 

 from TV  from beaches  from airport  from the Internet 

45 If one wants to book this trip, one should       

 visit the island.  call the police.  send an e-mail.  talk with a friend. 

  Frank R. Stockton was born in 1834. His   46   famous stories are in the form of fairy tales, ghost stories, or 

romances. But in all of them his humor has an edge   47   a knife. When “The Lady, or the Tiger?” was published in 

Century Magazine in 1882, it caused excitement   48   country. Hundreds of people wrote letters to the magazine or to 

their newspapers about it. Many letters demanded   49   the question that the story asks. Others asked   50   the story 

was really about government, or psychology, or the battle of the sexes, or something else. Wisely, Stockton never 

answered any of the letters. The story remains as fresh today as it was then. 

46  most  very  the most  best 

47  from  like  as if  to 

48  among the  all over the  around several  in many 

49  an answer to  in reply to  to apply to  response to 

50  when  that  if   unt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