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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刑法》規定，刑罰的種類可分為主刑和從刑兩種。以下那一種不屬於主刑？ 
沒收 徒刑 拘役 罰金 

2 根據我國相關法律的規定，「調解委員會」是設立在下列那一層級？ 

地方法院 行政院 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3 依我國法律的規定，法院的審判應以下列何種方式為之？ 

以公開審判為原則，不公開審判為例外 以不公開審判為原則，公開審判為例外 

應公開審判，無例外情形 應不公開審判，無例外情形 

4 一般成文憲法國家，為使憲法條文能與時俱進，以合乎時代潮流的要求，大多設置了相關的釋憲機關，以求

更合理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權利。在我國，發揮前述功能的機關指的是下列何者？ 

總統府 立法院 最高法院 大法官會議 

5 刑事訴訟是為了維護社會秩序，而去追究犯罪者的責任，給予犯罪者處罰的訴訟制度。但須依據那一項原則，

執法機關必須找出被告犯罪的證據，不能要求被告證明自己沒犯罪？ 
無罪推定原則 自由心證原則 罪疑唯輕原則 證據排除法則 

6 依《民法》規定，男女皆有平等的繼承權利。除配偶外，遺產繼承順序以下列何者為第一優先？ 
祖父母 父母 兄弟姊妹 直系血親卑親屬 

7 基於基本人權的保障，下列那項規定符合法治國家對於被告人權保障的要求？ 
被告的羈押權，須由檢察官裁決核可  
偵查及審判過程均不得公開 
被告可行使緘默權   
警察認為有搜索必要者，可書面聲請檢察官核發搜索票 

8 阿威開車與小福發生擦撞，兩人自行談好賠償事宜後，雙方皆同意以書面方式簽妥 1 份契約為憑，此種糾紛

處理的方式，我們稱為下列何者？ 
訴訟上和解 訴訟外和解 仲裁 調解 

9 消費者保護法中有關郵購買賣得在 7 天內退貨的規定，乃是下列何種權利行使原則的具體落實？ 
誠實信用原則 契約自由原則 不告不理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10 目前英、日兩國雖為民主國家，但仍維持傳統的君主制度，此類君主制度具有何種特色？ 
君主接受國會的監督 君主由國會選舉產生 君主不具決策的權力 君主有否決內閣人事權 

11 太陽國曾於 1990 年舉行國會大選，但由於軍政府的嚴密監控及管制，許多政黨被取締或宣告解散。軍政府

強迫政黨解散，此乃剝奪人民的何種基本權利？ 
平等權 自由權 社會權 受益權 

12 行政院的網站上有公布行政院院長的每日行程，下列那一項公開行程不屬於行政院院長的權責？ 
至立法院備詢 視察中央氣象局 向立法院提出施政報告 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13 一般來說，人民參與政治程度的高低，與其接觸公共事務的參與管道多寡有關。下列那項做法或行動，屬於

人民參與政治的途徑？ 
投書至報紙言論廣場批評時政 至商店門口靜坐抗議售後服務不佳 
到縣政府擔任導覽志工  參加社區里民聚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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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灣第一個實施地方自治的縣，乃是民國 39 年 7 月舉行第一屆縣（市）議員選舉的花蓮縣，爾後並逐步開

放鄉鎮長、縣長、省議員民選。這些地方自治事項的實施，最符合政治發展中何項指標的落實？ 
 民主化 自由化 制度化 現代化 

15 我國公民投票法的制定，在於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行使。下列事項中，何者最符合該法中直接民權可行使的

範圍？ 
檢察總長的任免 遺產稅應否取消 總統待遇的調整 觀光賭場的設置 

16 在我國現行的政府體制當中，下列何者最能彰顯總統制的特徵？ 
行政院院長得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行政院院長須到立法院作施政報告、接受立委質詢 
總統公布法律，發布命令，須經行政院院長之副署  
行政院對於立法院通過之法律案，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 

17 依公民投票法規定，具中華民國國籍，年滿 20 歲的阿平，未受褫奪公權或監護宣告，戶籍設立在高雄市剛

滿 5 個月，若當時高雄市正在進行地方性公民投票，請問：阿平可以行使投票權嗎？ 
可以，阿平滿 20 歲  可以，阿平居住超過 4 個月 
不可以，阿平未滿 23 歲  不可以，需居住滿 6 個月 

18 美國在過去，女人和黑人都沒有投票權，這是違背民主國家的那一項選舉原則？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19 我國中央政府分為五院，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的院長共有幾位？ 
 2 位  3 位  4 位  5 位 

20 在某次公職人員選舉開票後，確知王文瑩為甲選區中 3 位當選人的第一高票。依我國現行法律規定判斷，此

次王文瑩所當選的應是下列那一種公職人員？ 
立法委員 監察委員 市議員 省諮議會議員 

21 小玉時常遭受父親毆打虐待，經鄰居報警偵辦後，小玉的父親被移送法辦。依據我國現行相關的法律規定，

那一個機關可以決定停止小玉父親行使親權？ 
社會局 警察局 檢察署 法院 

22 現代家庭展現多元樣態，下列關於家庭類型的敘述何者正確？ 
重組家庭是指和外籍人士結婚組成的家庭 頂客族家庭是指雙薪且無小孩的家庭 
單親家庭是指單親父或母再婚後的家庭 折衷家庭是指夫妻和未婚子女組成的家庭 

23 社會大眾對於性別氣質仍有某些迷思，如在電影「我的野蠻女友」中女主角伸張正義的個性被形容為「野蠻」；

而同樣行為的男生則會被稱為「英雄救美」。因此應該從小培養對多元性別氣質的尊重，為了達成此目的，

我國特別制定下列那一項法案？ 
 《教育基本法》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24 臺灣路竹醫療和平會、荒野保護協會均屬《人民團體法》中的那一種團體？ 
 社會團體 政治團體 職業團體 義工團體 

25 「白包」在日本指的是參加喜宴的賀禮，在臺灣則是指參加喪禮的奠儀，二者代表意義大不相同。這是屬於

文化現象中那一部分的差異？ 
語言 符號 道德 價值 

26 臺灣每年舉辦的「飢餓三十」、「資助兒童計畫」等活動，主要是那一個非政府組織所發起的？ 
臺灣路竹會 慈濟功德會 嘉邑行善團 臺灣世界展望會 

27 下列那一個區域組織於 2010 年與中國合作成立全球人口數量最大的自由貿易區，並於 2010 年 1 月 1 日正式

運作（南韓和日本也預定在 2012 年加入該貿易區）？  
世界貿易組織 WTO  北美自由貿易協定 NAFTA 
東南亞國協 ASEAN  歐洲聯盟 EU 

28 宜蘭福山植物園由於保有自然度極高的天然環境，因此，除了採行生態承載量之管制，限制入園人數，以降

低人為干擾外，每年三月為園區野生動物繁衍的高峰期，不對外開放，以減低對野生動物族群的驚擾，此

一規定具有下列何種觀念？ 
永續發展 經濟成長 降低成本 企業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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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各國為維持物價的穩定，避免通貨膨脹的情形發生，所以必須將貨幣發行的數量控制在適當的範圍內。下列

何者是我國負責發行新臺幣的政府機關？ 
中央銀行 臺灣銀行 中國商業銀行 第一銀行 

30 無論生產者或是消費者，都以價格的漲跌做為調節供需的依據，這就叫做「市場機能」。下列那位學者稱此

「市場機能」為「一隻看不見的手」？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李嘉圖（David Ricardo） 
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亞當斯密（Adam Smith） 

31 長久以來，塑膠袋及免洗碗筷一直是環保的嚴重問題，因此，各縣市政府努力推動「限用塑膠袋及免洗餐具」

的政策，此符合了環保人士推行綠色消費行動，所提出的「3R」觀念中的那一項？ 
回收 重複使用 減量 再生 

32 「需求法則」假設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產品的需求價格與需求數量間呈現的反向關係。下列現象中，

何者符合需求法則之內涵？ 
黃金價格居高不下投資客改買鑽石 油價不斷上漲下民眾減少汽油消耗 
週休二日實施後國人增加旅遊頻率 颱風來襲前消費者將蔬果搶購一空 

33 資本是生產活動的要素之一，以資本的特性而言，下列那項交通工具屬於人民在生產活動中所投入的資本？ 
小蘭營業時所開的早餐車 柯南開爸爸的賓士車去兜風 
珊迪去木柵動物園搭的捷運 小新耍帥騎的哈雷機車 

34 現今世界各國所使用的貨幣，普遍多是由政府負責發行紙鈔；持有這種類型的貨幣，最可能面臨那種風險？ 
通貨膨脹 商品價值不易估算 交易耗時費力 發行數量不敷使用 

35 以下有關失業率的敘述何者正確？ 
老陳因屆滿 65 歲自保險公司退休，近日在幸福社區擔任保全工作，老陳再入職場將使我國失業率下降 
小威利今年將從高中畢業，決定先服完兵役後再繼續升學，小威利進入軍中服役將使我國失業率下降 
丁丁正在唸大學，利用課餘時間到便利商店打工，丁丁投入勞動市場將使我國失業率下降 
小西瓜去年遭逢金融風暴，被公司資遣，現因景氣恢復，公司通知其復職，這將使我國失業率下降 

36 CSI and Sex and the City are my favorite TV        . 
 programs  courses  classes  festivals 

37 The chemical factory is         the river and doing great damag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oisoning  increasing  displaying  broadcasting 

38 Rose         how to play the piano since she was seven years old. 
 learns  was learning  was to learn  has learned 

39 Tonight I made the decision         Alice to help me with my homework. 
 ask  asked  asking  to ask 

The closest English word to The Chinese expression guanxi would be “relationship.” However, guanxi has a stronger 
meaning, similar to the English expression “You scratch my back and I’ll scratch    40   .” To build up good guanxi, 
you have to do things for people: give them gifts, take them to dinner, grant favour, and so on. 

Once this is done, an unspoken    41    exists. It is perhaps because of this unspoken debt that people    42    try 
to refuse gifts. They may not wish to establish guanxi    43    someone, because, sooner or later, they may have to 
repay the favour.    44    it is “repaid,” guanxi is rarely terminated. It is a continuing process of mutual gift-giving, 
back-scratching and favouritism that can last a lifetime. 
40  mine  yours  ours  my 
41  exception  incident  modesty  obligation 
42  magically  reluctantly  automatically  organically 
43  with  from  for  upon 
44  As soon as  Even after  So far as  I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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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ary: Steve looks taller and stronger. 

Peter: Yes, he         after school every day. 

Mary: Good for him. Sports make one healthier. 

 plays basketball  plays computer games  reads books  watches TV 

Clean drinking water is a basic human need. Unfortunately, more than one in six people still lack reliable access to 

this precious resource. The problem requires immediate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is project 

examines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water suppl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 It is divided into sections on sources, 

treat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drinking water. The sources section reveals where water is found on Earth and how such 

areas can be protected. The kinds of sources available also determine the types of management techniques that can be 

used to make the most of every drop. In the treatment section, we examine the ways in which both humans and nature 

pollute our water—and what can be done to clean it. Finally, because most people do not live near their water source, the 

distribution section includes the many ways water can be moved or transported to those who use it every day. 

46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mentioned in the passage? 

 To examine the state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To examine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ld’s water supply and discuss ways of improving it 

 To examine the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in the world 

 To examine how humans pollute the sources of drinking wate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problem of clean water supply most serious?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The natural world   The developing world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discussed in the project? 

 The sources of drinking water  The treatment of drinking water 

 The price of drinking water  The distribution of drinking water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e project discusses the sources of water on Earth in the sources section  

 The project examines the ways in which humans pollute water in the distribution section 

 The project examines the types of water management techniques in the treatment section 

 The project says that new sources of clean drinking water can no longer be found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does the project discuss the ways of transporting water? 

 Because water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on Earth  

 Because most people do not live near their source of water 

 Because water can be found only in the oceans 

 Because the price of transportation is ri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