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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自成立後通過下列各種重要的人權公約，如：①婦女政治權利公約 ②世界人權宣言 ③兒

童權利公約 ④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若以人權發展的歷程來看，上述宣言及公約通過的先後

次序，應為下列何者？ 

②①③④  ①③④②  ④②①③  ②③①④  

2 文樂（木偶淨琉璃）是日本大阪獨具特色的木偶劇，被聯合國世界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無形文化

遺產。但前大阪市市長認為，文樂的票房不好，代表「人民不喜歡看」，人民不喜歡就砍掉，要收

回市政府的補助款。此令一出，讓許多人擔心歷史悠久的文化消失在這一代。該市長的觀點較符合

下列那一理論的主張？ 

義務理論 效益主義 社群主義 正義理論 

3 據報載，某大學學生在臉書上貼文，控訴其就讀同校的女友於校園內遭學弟性侵，該系教師及學校

未依法定程序處理，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表示，教育部應即刻展開調查，以維護受害者權益。

上述提及之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此一志願結社團體，應屬於下列何者？ 

正式團體 營利團體 職業團體 政治團體 

4 小華代表班上參加大隊接力比賽，卻因不慎掉棒，導致班上名次從領先變成落後，賽後檢討有人歸

咎於他身體協調能力不佳；小華因此認為自己的運動細胞很差，不適合參加運動競賽。依上所述判

斷，較適合以下列那一位學者的理論來說明？ 

米德的「概括化他人」 顧里的「鏡中自我」 

佛洛依德的「超我」  艾瑞克森的「自我混淆」 

5 某新聞學者指出：報紙也許無法成功地告訴人們「做什麼判斷」（What to think），但它卻可以告訴

讀者「該關注什麼問題」（What to think about）。亦即當媒體以其關注的焦點，對該事件採取篇幅

詳盡且優先順序的報導時，會影響閱聽人的認知方式。根據上述判斷，學者旨在凸顯媒體的何種公

共角色？ 

形成輿論  設定議題  評論曲直  報導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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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球公民協會」的成立是以「提升人民環境意識並採取行動，善盡地球公民之責任」為宗旨。2011 年

轉型成為基金會組織，於是更名「地球公民基金會」。下列針對「地球公民協會」轉型為「地球公

民基金會」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從「非正式團體」轉型到「正式團體」 設立宗旨從社會倡議到照顧會員權益 

從「公益社團法人」到「公益財團法人」 從向內政部登記法人轉向法院登記為人民團體 

7 自我的形成是社會化的重要關鍵，美國社會學家米德（G.H. Mead）提出「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理論，來說明這個現象。下列有關於「概括化他人」的說法，何者正確？ 

確實存在生活中對個人行為深具影響力的人 屬於自我中具有創造力、主動的那一個部分 

是社會規範、價值觀與社會期待的抽象組成 嬰兒從出生起就能注意到概括化他人的存在 

8 下圖為某國「扶老比」（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老人比率）與「扶幼比」（工作年齡人口扶養幼兒比率）

的統計圖。針對圖中數據判斷，該國政府可以採取下列何種政策因應？ 

延後退休年齡，以提高勞動參與率 減縮移工人數，保障本國勞工權益 

廣設大專院校，讓高等教育普及化 鼓勵節育，以減緩社會高齡化速度 

9 「社區營造」是指透過居民自主的參與過程，凝聚社區居民共識與情感，包括了感情、文化、產業、

提升生活品質等各面向的經營。下列何種做法符合上述理念？ 

居民配合政府老舊社區都市更新政策，主動提出都市更新計畫案 

企業興建老人照顧中心，讓社區老人可以「在地安養、在地老化」 

災區居民透過討論、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方式和政府一起重建家園 

社區居民針對附近工廠造成的環境污染，集體向企業抗議和求償 

10 王先生想參與今年的直轄市市議員選舉，若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何者是他參選的必要條件？ 

年滿 26 歲 大專以上學歷 在中華民國出生 未受褫奪公權判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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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報載「面對我國邁入高齡化社會，政府力推長照體系，行政院院長邀請專家研討籌措財源，成立長

照局統一管理，並以四年為期完成社區長照基礎建設，之後再評估增加稅收或開辦長照保險。」上

述政策屬於政府決策過程中的那一階段？ 

問題認定 政策規劃 政策合法化 政策評估 

12 總統、行政院與立法院間的關係如下圖，依憲法相關規定，針對行政與立法間的「信任關係」，其

運作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甲乙丙 乙甲丙 丙乙甲 甲丙乙 

13 2013 年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與蘇格蘭首席大臣薩蒙德（Alex Salmond）簽署蘇格蘭獨

立公投協議後，蘇格蘭選民於 2014 年進行公投，公投議題為：「你是否同意蘇格蘭成為一個獨立的

國家？」根據上述資訊，下列何者是該國公投的目的？ 

界定明確的國家主權 處理領土疆界的糾紛 追求民主政治的轉型 落實政黨間公平競爭 

14 美國是總統制政府體制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分權制衡為其最大特徵。下列關於美國總統制的描述，

何者正確？ 

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享有絕對的否決權 國會通過法律後，須由總統簽署始能生效 

國會對總統有倒閣權，總統可解散眾議院 總統是國家元首，國務卿是最高行政首長 

15 許多學者同意，國家的功能在使社會內分擔責任、安排社會地位，以及分配資源上符合「社會正義」

原則。如果依據上述說法，下列何項政府作為最能具體落實此一目的？ 

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落實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行政院設立文化部，推動文創產業與文化立國 

降低各項稅負，鼓勵大陸臺商企業回臺灣設廠 推動社會保險與福利服務，以維護人民社會權 

16 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得提出彈劾案。下列何者若涉及違法失

職，依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得由監察委員提出彈劾？ 

總統 縣長 立法委員 鄉（鎮、市）民代表 

17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依據臺北市競選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強力拆除違規競選布條、旗幟等

小型廣告物；並清查大型違規競選看板、廣告物，每件將處以新臺幣 2 萬 5000 元罰鍰，並將連續處

罰到改善為止。上述作為屬於公共政策的那一階段？ 

議題設定 政策規劃 政策執行 政策合法化 

（乙）行政院院長辭職， 
   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甲）總統諮詢立法院院長，

   宣告解散立法院 

（丙） 
立法院提出不信任案，

並且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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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原住民族政策協會要求候選人簽署承諾書，承諾在當選後會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 4 條」、立法院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等精神，落實原住民族自治權。依上所述，下列有關「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的性質與作為之敘述，

何者正確？ 

為實現其目標，以積極培育公職候選人為職志 

在性質上「原住民族政策協會」屬「第二部門」 

為了保持政治中立性，不對政府機關進行遊說 

為實現其目的，透過輿論等方式影響政府決策 

19 下列何種情形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之保護事件之規定？ 

 9 歲國小學生經常至住家附近之便利商店行竊 

 12 歲國中生經常於公共場所吸菸、吃檳榔 

 10 歲學生經常逃家逃學，且常與有偷竊之慣犯交往 

 16 歲學生主謀並實施擄人勒贖，並使受害人受重傷 

20 新開幕的小南百貨祭出史上最大優惠，「買 600 元，就有機會抽價值一億元豪宅一棟」，引發市場

震撼，也衝出上億元的業績。依據相關法律規定，下列關於該業者作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合法：金額雖然懸殊，但只要未涉及詐騙即屬合法 

合法：未損及消費者權益，因此並未違法 

違法：該行為屬消費者保護法中的妨害競爭行為 

違法：業者的行為將影響其他對手公平競爭的機會 

21 娟娟與阿德同居多年，家中事務多由娟娟負責，某日阿德突然身體不適送醫後不治身亡，檢察官調

查後發現阿德自幼即患有「蠶豆症」，不能接觸「樟腦丸」，但檢方卻在他們家中的衣櫥起出不少

「樟腦丸」，因此認定購買「樟腦丸」的娟娟涉嫌利用阿德的疾病殺害他，遂以殺人罪起訴，但法

官卻判決娟娟無罪。法官判決無罪的理由可能是下列何者？ 

罪疑惟輕原則 罪刑法定主義 禁止習慣法原則 禁止類推適用原則 

22 我國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規定司法或警察機關逮捕人民需經過法定程序。下列針對此程序的

相關敘述，何者最正確？ 

即便是對現行犯，檢警也須具備令狀才能逮捕 逮捕行為須由檢察官向法官聲請許可才能實施 

逮捕後，雖尚未起訴，嫌犯亦可以選任辯護人 逮捕後，至遲於 48 小時內須將嫌犯移送法院 

23 阿誠與阿明因細故發生口角衝突，雙雙掛彩，一怒之下兩人皆到警察局報案，要向對方提出傷害罪

的告訴。阿誠事後念及雙方友誼，在里長的陪同下到阿明家表達歉意，兩人也向警察局撤回此案的

所有告訴。下列關於此案紛爭解決機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此案採取行政機關調解方式，故調解成立後不得再行訴訟 

此案經撤回告訴後，縱在告訴期內，若兩人反悔仍不得再提告訴 

此案是由里長作為仲裁人，雙方都有遵守仲裁結果的義務 

此案採取的紛爭解決機制，與訴訟上和解具有相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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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國為了保障在勞資關係中屬於弱勢一方的勞工權益，故制定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來規

範勞動契約的合理性。下列針對政府制定勞基法的相關原則與敘述，何者正確？ 

契約自由限制：勞動契約原屬私法自治範圍，政府基於保護勞工而立法干預 

信賴保護原則：基於勞工對政府的信賴，故須制定勞基法保障勞工權利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基於保護勞工權益，勞資雙方締結的勞動契約應先經主管機關核准 

法律保留原則：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基法的最低標準 

25 我國司法制度目前採「司法二元制」，原則上若為公法爭議事件，得依行政訴訟程序，由行政法院

來審理，但亦有例外。依目前法律規定，下列何者應是採取上述行政訴訟程序審理？ 

選舉無效訴訟  核課稅捐案件  

公務員懲戒事件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事件 

26 阿凱與前妻育有一就讀國中的女兒小麗。阿凱與前妻離婚後，與同事阿美結婚，並依法收養阿美的

兒子小奇。一日阿凱意外身亡，身後留有遺產。下列關於阿凱遺產處理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奇與阿凱之間沒有血緣關係，所以小奇不能繼承阿凱遺產 

由阿美繼承阿凱全部遺產，再由阿美私下分配給小麗與小奇 

小麗就讀國中尚未滿 20 歲，是限制行為能力人，還不能繼承 

阿凱的前妻已與阿凱無婚姻關係，所以不能繼承阿凱的遺產 

27 炸的酥酥脆脆的香雞排是許多學生與上班族的最愛，現若國內發生禽流感導致雞隻大量死亡，使供

給減少；而民眾也因恐慌而少買雞排，使需求減少。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上述雞排市場會

出現下列何種現象？ 

均衡價格上漲，但均衡數量不確定 均衡價格下跌，但均衡數量不確定 

均衡價格不確定，但均衡數量減少 均衡價格不確定，但均衡數量增加 

28 臺灣人民在 921 大地震、日本 311 地震及 2016 年的臺南強震，都展現了彼此互助與社會支援的力量，

因此許多來臺的觀光客都讚譽臺灣最美的地方是人。依上所述推判，觀光客的讚譽主要是強調下列

何種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要素？ 

人造資本 自然資本 企業才能 社會資本 

29 日常生活中常看到有人拿信用卡消費，有人將其稱為「塑膠貨幣」。下列針對信用卡是否為貨幣的

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它是貨幣，因為可以讓消費者先享受後付款，具有延遲支付的功能 

它不是貨幣，持卡人只能透過它讓發卡機構先行支付款項，繳費日到期時仍要用貨幣清償 

它是貨幣，雖然是塑膠材質，但因接受度高，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 

它不是貨幣，一般信用卡以個人信用為擔保，保障不足，要國營機構發行的才能算是貨幣 



代號：2301 
頁次：8－6  

30 假設世界上只有甲、乙兩國，彼此採行完全的自由貿易，但新任的甲國總統建議對來自乙國的進口

產品收取 45% 的關稅，理由是有助於保障甲國人民的工作機會，促進該國商業發展。若甲國真的採

行此政策，下列針對甲國的敘述，何者正確？ 

消費者剩餘增加，生產者剩餘減少 甲國貿易量增加，但乙國貿易量減少 

生產者剩餘與消費者剩餘都會增加 總剩餘減少，整體社會福利會下降 

31 某年夏季颱風來襲，使得當季應盛產的香蕉因風雨打落導致產量銳減，此時又有網路謠言傳出食用

頭尾綠的香蕉易致癌。依上所述，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此時的香蕉市場應有下列何種變化？ 

供給減少，需求增加，因此交易價格上升 供給減少，需求減少，因此交易數量下降 

供給減少，需求減少，因此交易價格上升 供給減少，需求減少，因此交易價格下降 

32 臺灣生產泡麵的兩大龍頭公司，擬進行結合行為，遭到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廠商結合後市場占有率過

高為由禁止，相關廠商則認為政府干預太多會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下列何者可能是政府禁止其結合

行為的主要理由？ 

政府限制廠商結合，有助於達到平均分配所得，縮小貧富差距 

干預廠商的結合行為，也能算是尊重市場「看不見的手」自由運作 

全面介入經濟活動是政府的職能，方可使資源公平且有效利用 

壟斷市場形成市場失靈，故政府在必要時應維持公平競爭秩序 

33 報載：由於鰻魚苗至今無法由人工繁殖，再加上海洋環境惡化和捕撈過度等因素，導致近年來國內

鰻魚苗日益減少，鰻魚苗價格節節攀升。根據上文內容判斷，在不考慮其他因素下，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鰻魚苗無法人工繁殖，代表生產可能線向外擴張 

鰻魚苗屬於公共財，故具有共享性及無法排他性 

鰻魚苗過度捕撈的原因，是海洋的財產權不明確 

鰻魚苗價格節節攀升的原因，是市場失靈所導致 

34 國內生產毛額（GDP）係指一國在特定期間內，生產的最終產品與勞務之市場價值的總合。下列何

者不會計入我國之 GDP？ 

農民自產自用的稻米  公司發放的業務獎金  

地下錢莊的借貸利息  在臺工作的外籍工程師薪資 

35 當社會發生通貨緊縮時，對下列何者較為有利？ 

沒有固定收入的陳奶奶 提供小額信用貸款的銀行  

每月交房屋貸款的張先生 從事進口貿易的王老闆 

36 Reading stories about someone who       obstacles may motivate you to reach your goals.   

 overcame  overthrew  overwhelmed  overboard 

37 The boy’s mother       he would start losing weight as he got a little older. 

 confused  evidenced  anticipated  persuaded 

38 Children with poor eating habits are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o       health problems than those with 

good eating habits. 

 put up with  keep in touch with  take the blame for  end up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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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Guests can only check in at the hotel after 3:00 p.m.,       please leave your bags here and check in later. 

 but  so  then  and 

40 Mosquitoes and black flies caused the hikers much       when they went hiking in the forest in summer. 

 ferment   comment   torment   fragmen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Just because Vitamin C is of no use against a cold doesn’t mean you should forget about this vitamin. 

Vitamin C helps   41   many other health problems, including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s. This vitamin is also 

good for your eyes, increases brain power, and it can prevent wrinkles. There are   42   parts of the body that 

don’t get a boost from Vitamin C. 

Now that you know the real health benefits of Vitamin C, you might want to know the best way to get it work 

for you. The current recommended dose of this vitamin is 500 mg a day.   43   you could just take a pill, there 

are many fruits that carry high doses of Vitamin C, like guavas, papayas, strawberries, kiwis, and oranges. You 

can also get Vitamin C from vegetables such as red peppers, dark leafy greens, and broccoli. Eating these foods 

will give you the C you need,   44   many other vitamins and minerals that keep you healthy. 

Vitamin C may not be a cure for a cold. However, by keeping your heart, eyes, brain, and skin   45   working 

order, this vitamin does its best to make sure you look and feel fantastic.  

41  boost  prevent  evaluate  measure  

42  few  less  little  more  

43  How  That  While Where 

44  as well as  as soon as  no less than  no more than   

45  at  in  for  with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Urban legend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popular culture, experts say, offering insight into our fears and the 

state of society. They’re also good fun. “Life is so much more interesting with monsters in it,” says Mikel J. 

Koven, a folklorist. “It’s the same with these legends. They’re just good stories.” Like the variations in the stories 

themselves, folklorists all have their own definitions of what makes an urban legend. Academics have always 

disagreed on whether urban legends are, by definition, too fantastic to be true or at least partly based on fact, said 

Koven, who tends to believe the latter. 

Urban legends aren’t easily verifiable, by nature. Usually passed on by word of mouth or in e-mail form, they 

often invoke the famous clause—“it happened to friend of a friend”（or FOAF）that makes finding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 story virtually impossible. Discovering the truth behind urban legends, however, isn’t as important 

as the lessons they impart, experts say. “The lack of verification in no way diminishes the appeal that urban 

legends have for us,” writes Jan Harold Brunvand in “The Vanishing Hitchhiker: American Urban Legends and 

Their Meanings.” “We enjoy them merely as stories, and tend to at least half-believe them as possibly accurate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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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nowned folklorist, Brunvand is considered the pre-eminent scholar on urban legends. The definition of an 

urban legend, he writes, is “a strong basic story-appeal, a foundation in actual belief, and a meaningful message or 

moral.” Most urban legends tend to offer a moral lesson, Koven agreed, that is always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individual. The lessons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be of the deep, meaning-of-life, variety, he 

said. 

Urban legends are also good indicators of what’s going on in current society, said Koven. “By looking at 

what’s implied in a story, we get an insight into the fears of a group in society,” he said. Urban legends “need to 

make cultural sense,” he said, noting that some stick around for decades while others fizzle out depending on their 

relevance to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It’s a lack of information coupled with these fears that tends to give rise to 

new legends, Koven said. “When demand exceeds supply, people will fill in the gaps with their own information 

as they’ll just make it up.” The abundance of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legends surrounding 9/11, the war in Iraq 

and Hurricane Katrina seems to point to dis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mong some groups, he said. 

But urban legends aren’t all serious life lessons and conspiracy theories, experts say, with the scariest, most 

plausible ones often framed as funny stories. Those stories can spread like wildfire in today’s Internet world, but 

they’ve been part of human culture as long as there has been culture, and Brunvand argues that legends should be 

around as long as there are inexplicable curiosities in life.    

46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Urban legends are all nonsense that we needn’t pay attention to. 

 Urban legends have many levels of concepts and they will survive. 

 Urban legends are a good way to escape from government control. 

 Urban legends should not spread before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is confirmed.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a characteristic of urban legends？ 

 They only told stories long time ago.  They are sometimes creepy and scary. 

 They sometimes have moral lessons.  They are not easy to prove true or false. 

48 According to the expert, what is people’s common attitude toward urban legends？ 

 They don’t believe them at first, but after verification, they do. 

 They dismiss them as nonsense; they don’t believe them at all. 

 They not only believe them but also spread them without consideration. 

 They tend to think they are stories, or half-believe them with some details.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statement below is NOT true？ 

 The Internet helps a lot on the spreading of urban legends. 

 It is easy for people to verify urban legends through the Internet. 

 As long as people remain curious, the urban legends are here to stay. 

 People’s fear may sometimes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tion of urban legends. 

50 What type of writing does this passage belong to？ 

 Narrative.  Analytical.  Descriptive.  Pedagogi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