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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現代社會裡，許多高社經地位的家長願意花費鉅資，讓子女就讀昂貴的私立學校，希望其下一代擁有對等

地位的人際對象，接觸賢達名流的生活模式。上述現象可以用下列何種概念來說明？ 
代間流動 彼得原理 社會變遷 階級複製 

2 輿論對興建蘇花高速公路的議題有許多主張，部分人士主張興建蘇花高速公路，即可改善花蓮對外交通，促

進東部經濟發展，為東部居民帶來最大福祉。此種論述最符合下列何者的觀點？ 

社群主義 效益主義 社會正義論 古典自由主義 

3 我國社會女性的擇偶條件通常會要求具備「三高」的標準，即對方能夠在身高、學歷、所得或成就上，比自

己的條件更為優秀。上述現象最能以下列何者加以說明？ 

婚姻斜坡之概念 玻璃天花板現象 親密關係民主化 生理性別差異觀 

4 小明的表姊從事貿易賺進千萬財富，卻從不覺快樂，反在辭職後經營有機農場，才逐漸獲得心理上的滿足。

下列那位學者的理論最適合用來解釋上述狀況？ 

顧里－鏡中自我理論  馬斯洛－需求發展論 

佛洛伊德－精神分析理論 艾瑞克森－社會人格發展論 

5 小智的父親近年參加扶輪社，他發現該社成員來自各種不同的職業，社員會提供各項社會服務，定期舉行聚

會、辦理講座，藉此拓展人際關係與視野。依上文所述推判，下列何者最可能是小智父親積極參與扶輪社

的原因？ 
實現政治參與 監督政府運作 維持收入來源 累積社會資本 

6 政府為提升國民素質、強化國家競爭力，教育部規劃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後，交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教育單位配合辦理，並提出具體的做法，以期能於 103 年順利推動。上述內容最能說明何種政治理念？ 
權能區分 均權制度 地方自治 權力分立 

7 國家是由人民、領土、主權、政府等四種要素組合而成，缺乏其中一個要素，便不能稱為一個國家。下列有

關國家構成要素的說明何者正確？ 
人民：必須擁有相同的血統及語言 
領土：本國駐外國的大使館並非本國領土範圍 
主權：國家與他國簽訂條約必須取得聯合國的授權 
政府：政權的更替並不會影響國家在國際享有的權利和地位 

8 臺灣醫療改革基金會調查發現，全臺灣有 12 個縣市沒有完整的五大急重症「特照中心」或「重度級醫院」

的醫療設施。民眾都繳交健保費，卻可能因居住不同縣市而遭受「同卡不同命」的待遇。此調查結果，主

要反映國家那一項統治目的的缺失？ 
維持安全秩序 促進經濟發展 發展社會福利 維護傳統文化 

9 2012 年法國總統大選結果，歐蘭德得票率為 51.7%，薩科奇得票率為 48.93%，在野黨候選人歐蘭德成為 1995 年

密特朗下台以來，法國近 20 年來第一位社會黨人當總統。上述內容最能展現民主政治的那些內涵？ 
民意政治、責任政治 責任政治、法治政治 法治政治、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民意政治 

10 美國早期的黑人歧視政策，和南非過去的種族隔離政策，當時都是於法有據，但這些政策都因為難以獲得人

民接受或認同，而引發一連串的抗爭，造成政府施政上的危機。下列那一概念可以說明上述危機？ 
統治正當性 統治合法性 法案執行性 政策適切性 

11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我國總統享有重要的人事提名權，下列何者是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

意後任命？ 
審計長 教育部部長 國家安全局局長 不管部會政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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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由於前行政院衛生署督導不周，使得中藥添加西藥的問題日益嚴重，乃由（甲）機關提案行使（乙）通過。

上述中「甲機關」和「乙職權」分別是指下列何者？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彈劾 監察委員、糾正 
監察委員、糾舉  憲法法庭、彈劾 

13 地方自治團體是指依地方制度法實施地方自治，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依該法辦理自治事項，並執行上級政

府委辦事項。下列何者不屬於地方自治團體？ 
新竹市 桃園市 永和區 埔里鎮 

14 我國在選舉時，只要符合法定資格的人都享有投票權，不因其種族、性別、階級、財富等而受影響，其主要

目的在落實選舉的何種原則？ 
普通原則 平等原則 直接原則 無記名原則 

15 每次選舉過後，我們常會聽到有關選舉訴訟的消息。若選舉委員會辦理選舉涉及違法，足以影響選舉結果時，

則候選人可以提出下列何種選舉訴訟，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對當選者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對當選者提出選舉無效之訴 
對選舉委員會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對選舉委員會提出選舉無效之訴 

16 祥宇平時積極關心國家大事，最近他有意籌組「公民最大黨」，號召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監督政府。在我

國，祥宇必須依（甲）法令的規定，向（乙）機關登記，才能成立該團體。上述中甲和乙應分別依序填入

下列何者？ 
集會遊行法、內政部警政署 人民團體法、內政部 
政黨法、內政部  民法、法務部 

17 設籍臺中的小玫向設籍高雄的耀中借了 10 萬元，之後當耀中請求小玫返還債務時，小玫卻翻臉不認帳，於

是耀中求助於在新竹地方法院擔任法官的好友，並委請家住臺南的某位律師擔任訴訟代理人。針對上述案

例，耀中若欲提起民事訴訟，應向下列何者提出？ 
臺中地方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 新竹地方法院 臺南地方法院 

18 依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下列何項權利在性質上屬於著作財產權？ 
公開傳輸權 姓名表示權 公開發表權 禁止不當修改權 

19 日前桃園查獲一處大型職業賭場，全案經調查後，賭客們被依法裁處罰鍰。此賭博行為應是規範在社會秩序

維護法的何者之中？ 
妨害安寧秩序 妨害他人身體財產 妨害善良風俗 妨害公務 

20 定型化契約係指企業經營者為與不特定多數消費者訂立同類契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契約條款。有關定

型化契約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定型化契約應以書面之形式訂立 
消費者享有七日猶豫期間之保障 
契約內容若牴觸個別磋商條款者，其牴觸部分亦有效 
契約內容若產生疑義時，應該作對消費者有利之解釋 

21 依據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規定，下列何者依法不在犯罪被害補償金的申請人之中？ 
因犯罪行為被害而受重傷者 因性侵害犯罪行為而被害者 
因竊盜犯罪行為而損失財產者 因犯罪行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 

22 當事人對法院所為之裁定不服者，依法可提起何種救濟程序？ 
上訴 抗告 再審 訴願 

23 某市政府指定特定人士所擁有的古厝為市定古蹟，此一決定稱為何者？ 
行政指導 行政契約 行政處分 行政規則 

24 由於資本主義高度發展產生許多社會問題，使公權力必須介入某些私法領域，因而形成公、私法綜合之社會

法。下列何者最能體現上述社會法的性質？ 
刑法 勞動基準法 行政程序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25 稚暉向臺北市政府申請建築執照獲准後立即動工興建，未料在建築即將完工之際，北市府竟以該建築物位於

行水區為由，要求立即停工。依上所述，稚暉要求北市府賠償其損失，是因北市府違反下列何項原則？ 
比例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禁止不當聯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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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我國現行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後，若發現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令者，何人得向最高法

院提起非常上訴？ 
法務部部長  高等法院院長 
不服判決之當事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27 依我國民法之規定，透過那些途徑可使非婚生子女依法成為婚生子女？①準正 ②收養 ③監護 ④認領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8 依法律位階理論，法律體系依其效力高低，可區分成憲法、法律及命令三層級。下列各組法規配對中，何者

屬於同一位階？ 
中華民國憲法－刑法  兵役法施行法－大學法施行細則 
人體試驗管理辦法－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臺北市公園管理自治條例 

29 對於家戶與廠商在經濟活動循環圖中的關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家戶提供勞動力投入生產行列，因此在經濟活動中屬生產單位 
家戶在要素市場提供勞動力，由此獲得的薪資是生產要素報酬 
廠商在商品市場購買生產要素，生產商品提供給家戶單位消費 
廠商供給消費者各種商品，所以消費者付出的價格為廠商利潤 

30 靜香於探訪山林之際，即興寫下一首新詩，依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她應是在何時才可以取得該首新詩的著

作權？ 
創作完成時 公開發表時 註冊登記後 出版問世後 

31 在市場經濟制度下，透過價格機能可以使社會資源配置到最好，即符合「經濟效率」。下列何項說明符合經

濟效率之概念？ 
市場上總效益加上總成本之值即為經濟效率 供需線相交之均衡數量與價格即達到經濟效率 
消費者剩餘減去生產者剩餘之值即為經濟效率 藉由政府管制調整供需失衡才能達到經濟效率 

32 某知名咖啡店舉辦買一送一活動，使得咖啡店大排長龍。下列各選項有關供需變動的敘述，何者與上述現象

相同？ 
美國頁岩油產量增加使國際油價下降 因老年人口增加使得醫療需求量大增 
我國晉級世棒經典賽使周邊商品熱賣 百貨公司週年慶打折活動買氣搶搶滾 

33 各國在國際貿易關係下往往建立區域性的經貿組織，下列各經貿組織之關係何者符合由寬鬆到緊密程度之排

列？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歐洲聯盟、北美自由貿易協定、南錐共同市場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北美自由貿易協定、南錐共同市場、歐洲聯盟 
北美自由貿易協定、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歐洲聯盟、南錐共同市場 
北美自由貿易協定、南錐共同市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歐洲聯盟 

34 若我國為刺激出口貿易，政府實施貨幣政策引導新臺幣趨貶，此政策將導致下列何項結果？ 
物價將可能因進口品價格提高而上升 民眾存款意願將大增以避免通貨膨脹 
我國貿易依存度將因貨幣貶值而降低 出國旅遊人數將較國內旅遊人數增加 

35 附圖為甲國生產可能性曲線（PPC）從 2011 年至 2012 年的變化圖（由實線往虛線移動），下列何者可以解

釋該國生產可能性曲線的變化？ 
 
 
 
 

 
 
 

 
失業人口上升 生產技術進步 人口急速銳減 國民所得下降 

36 When doing a scientific experiment, you should be careful not to jump to a       . All factors must be considered. 
 disaster  reason  research  conclusion 

37 Learning that he was       to Harvard University, Shawn didn’t show any sign of excitement because he knew 
that he couldn’t afford the high tuition. 
 transmitted  permitted  admitted  submitted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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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ocial networks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have       young people’s social life and communicating mode. 
 dominated  denounced  deported  discharged 

39 Taylor Swift is undoubtedly a(n)       artist. Besides singing and songwriting, she can play the banjo guitar, 
piano, and ukulele. 
 indigenous  versatile  intentional  vulnerable 

40 A major source of pollu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greatly       the wildlife in this region. 
 arrested  struggled  opposed  threatened 

41 At the carnival, everyone is expecting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fireworks show that follows. 
 paradise  parade  paralysis  paradox 

42 The salesperson       Mom to buy a new pot which she doesn’t need. 
 persuaded  proved  pursued  permitted 

 
    Astronauts eat freeze-dried foods from plastic bags. Freeze-drying is a special   43   that removes moisture from 
foods that have been quick-frozen. When food is treated in this way, it lasts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spoiling. It is also 
lightweight and easy to pack in a spacecraft, where every ounce and every inch count. When an astronaut is ready to eat, 
he uses a special   44   to inject water into the package. The water he injects replaces the   45   moisture that was 
removed from the food. Now the freeze-dried food will taste   46   fresh food. The astronaut can use hot or cold water 
for his meal. He can have hot soups as well as cold drinks. 
43  process  product  property  prospect 
44  advice  device  notice  service 
45  abnormal  formal  marginal  original 
46  like  to like  likely  alike 
 

Her life seemed perfect to many people. Diana Spencer was born in 1961 to wealthy parents in Sandringham, 
England. She grew up with money, education, and love and in 1981 she did what many little girls dream about. She 
married a prince. By 1984, Diana had two beautiful sons, William and Harry. How could life be more perfect? 

But Diana’s life wasn’t perfect. She was terribly unhappy in her marriage to Prince Charles. In 1992 they separated, 
and in 1996 they divorced. But people in Britain and all over the world still loved Diana and respected her for the work 
she did to help people in poor countries. The press still followed her everywhere and reported everything she did, in both 
her public and private lives. 

And it seems that this adoring, sometimes critical, but always invasive press was at least partly responsible for 
Princess Diana’s death on August 31, 1997. Diana and Dodi al Fayed, who was reported to be her fiancé, were killed in a 
car crash in Paris while trying to escape a group of paparazzi. The princess’ death left many people wondering about just 
how far report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go to get a story. Is a good story or photograph worth risking someone’s life? 
47 How old was Diana Spencer when she died? 

 38 years old.  36 years old.  34 years old.  30 years old. 
48 How did Diana Spencer die? 

 She committed suicide.   She died in a car crash. 
 She died from illness.   She was murdered. 

49 What does the word “paparazzi” mean? 
 Reporters who follow famous people to reveal their private life. 
Writers who write about the life of famous people. 
 Business people who try to buy information about famous people.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indifferent to famous peopl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n NOT true? 
 People say that invasive reporters may be one of the causes of Diana’s death. 
 Dodi al Fayed married Diana Spencer after she got a divorce from Prince Charles. 
 Diana Spencer was not happy in her marriage with Prince Charles. 
 Diana Spencer died in Par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