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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第 4 條規定：「文化多樣性之維護與人性尊嚴之尊重是不可劃分的，此
意味著對人權與基本自由之承諾。」依上所述，下列何項推論之敘述最為正確？
文化權與基本人權、尊嚴之重要性不相上下 聯合國人權宣言的存在是文化多樣性的根本
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的地位比各國憲法還高 單一文化的國家都違反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2 每年 12 月卑南族都會舉行「大獵祭」的年祭活動，其活動不只是打獵，還包括除喪（慰問喪家）與成年
禮儀式。因此政府將 12 月 31 日訂為卑南族的歲時祭儀放假日，以方便散居各地的族人會返家團聚。上
述政府的作法具有何種意涵？
提升我國國民文化品味 提升主流文化的同化效果
加強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加強原漢文化融合的效果

3 現代社會中成立有許多與家庭相關的支持性民間團體，下列各組織與服務對象的配對組合，何者正確？
家扶基金會—獨居長者 世界展望會—貧困兒童
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受虐兒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家事服務

4 某學者主張每個人在不同發展階段都有特定的問題及挑戰，且要面臨不同的衝突與危機。若能處理得當，
將有助於下一個階段的發展。依上所述推斷，該學者應是指下列何者？
顧里 米德 佛洛伊德 艾瑞克森

5 大眾運輸工具的博愛座是針對老弱婦孺的需求而設計，在我國社會乃形成讓座文化，因此一般人在搭車
時看到老弱婦孺都會主動讓座。上述若依學者米德（Mead）的理論來看，其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鏡中自我 理想的超我 重要他人 概化他人

6 小緹透過網路看到以下的報導：「氣象局凌晨發布大雨特報指出，新竹以北地區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
的機率，中南部及金門地區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及連日降雨，山區請慎防坍方
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漲，低窪地區請慎防淹水」。上述報導主要展現媒體的何種公共角色？
提供資訊 評論事件 設定議題 形成輿論

7 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下列關於選舉原則
之敘述，何者正確？
普通原則：每位合法公民都只有一張等値選票
平等原則：無分男女老少富貧都有投票權
直接原則：所有選舉均由選民針對特定候選人選舉之
秘密原則：選民不須也不得於投票時，在選票上簽名或簽章，即無記名

8 下列那一項勞動所得，可以同時計入我國 GDP 與 GNP 兩項經濟指標？
友邦駐臺外交使節的薪水 女神卡卡來臺演唱會收入
學生澳洲度假打工半年的所得 具本國國籍的員工退休後在賣場賺的計時薪資

9 「憲法解釋」制度是我國憲政體制的重要設計，下列何者屬於我國「憲法解釋」制度的運作？
針對政府開罰的行為，手機叫車業者擬提出行政訴訟要求撤銷裁罰
最高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將原判決撤銷，發回二審法院更為審理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認定徵收土地的法條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宣告違憲無效
檢察官負責偵查犯罪行為，如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即依法提起公訴

10 我國自民國 80 年以後，陸續進行 7 次憲法的增修工程，確立我國現今的憲政體制，下列那一個選項的敘
述，與憲法增修之後的內容相符？
監察院院長得接受立法院邀請，出席立法院院會，並接受質詢
司法院設正副院長及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總統依立法院選舉結果，任命多數黨同意的人選擔任行政院院長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由立法院提案後，經憲法法庭判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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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部分學者將我國與法國歸類為「雙首長制」國家，但兩國政府體制仍有些許差異。下列針對兩國總統的
敘述，何者正確？（註：本題選項之「總理」，在我國為行政院院長）
均可直接解散國會，重新改選 均可任命總理，無須經國會票決同意
均由人民選舉產生，採相對多數制 均可主持部長會議，商討國家大事

12 政府決策過程中，「政策合法化」是指決策機關應依照一定程序審核，使政策具有合法化的地位，進而
產生拘束力與執行力。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政策合法化」的概念？
交通局針對塞車問題，研擬「交通改善方案」，並於市政會議報告
縣議會通過「風景區開發案」法案，規定以 BOT（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方式進行
研考單位依據上年度辦理經驗，提出「提升人民陳情案件之效率與品質」的修正計畫
市政府指示相關局處對於今年要執行的「老舊社區拆遷案」，積極與民眾溝通，減少阻力

13 立法院制衡總統的方式之一是「人事同意權」的行使。總統所任命的人員中，何者並非採用上述的方式
產生？
監察院審計長 司法院大法官 行政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14 依據我國憲法及相關規定，下列針對中央政府體制的敘述，何者是類似於美國總統制的設計？
總統擁有行政實權，但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行政官員不得由立法委員兼任
行政院院長須至立法院做施政報告
立法院可對行政院院長提不信任案

15 所謂「需求法則」是指物品價格與其需求量呈反向變動的關係，下列何者屬於需求法則的例外？
政府補助民眾購買節能家電產品，使節能家電熱賣 享受富豪生活，遊艇每台上看億元，企業名流搶訂
百貨公司抗景氣寒冬服飾換季三折，民眾排隊搶購 寒害加年節，菜價驚驚漲，家庭主婦大嘆買不下手

16 在民主制度的實施運作中，是透過下列何者讓人民選擇執政者，並使政府接受民意檢驗，以展現責任政
治的精神？
政治平等 公民投票 依法行政 定期改選

17 13 歲的小華與同學積怨已久，便從家中取出農藥落葉劑，加進同學的食物中，欲毒殺同學，同學食用後
身體不適緊急送醫，急救後挽回生命，警方調查發現小華犯案，做完筆錄後，將小華移送法辦。法院最
不可能對小華為下列何種裁判？
安置輔導 感化教育 有期徒刑 保護管束

18 小雯 7 月 10 日向電視購物頻道購買一只 10 萬元的鑽戒，並於 7 月 11 日上網刷卡付費，7 月 12 日收到鑽
戒，未料仔細查看後發現戒檯有缺損，小雯於 7 月 22 日去電要求退換貨，但卻遭到拒絕。依據相關法律
規定，下列關於上述事件的說明，何者正確？

7 月 12 日收到鑽戒時，買賣契約始成立
戒檯有缺損，廠商應負起瑕疵擔保責任
鑽戒屬高價品，故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解除權」之規定
7 月 22 日已超過 7 日解除權期限，因此廠商不需負責

19 某天深夜阿旺酒後返家與女友阿菊發生爭吵，兩人扭打到街上，阿菊一怒之下將阿旺推倒在人煙罕至的
鄉間道路上，阿旺即醉倒在路上，憤怒的阿菊心想「讓他清醒一下也好，若真的被車撞到那就是他自己
倒楣」，即自行返家，隨後阿旺遭到車輛撞死。依上所述判斷，阿菊的行為在刑法上應屬於下列何者？
直接故意 間接故意 有認識過失 無認識過失

20 某地發生連環殺人案，檢警受到輿論及受害者家屬的壓力，不斷召開記者會說明辦案內容與進度。上述
若依相關法律判斷，其主要違反下列何者？
審檢分立 無罪推定 偵查不公開 審判不公開

21 下列有關無體財產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無體財產權不具實體，不可轉讓也不可分割
無體財產權包括人格權與身分權，不可繼承
我國法律對無體財產權的保障，沒有期間的限制
若無體財產權受侵害，可依民法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

22 某農戶因其土地被政府強制徵收，進行訴訟失敗後，欲聲請釋憲。依相關法律規定，其應向下列何者提
出聲請？
行政院法務部 司法院大法官
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23 對於犯罪行為人，因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之虞或有事實足認其會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虞者，得予
以羈押。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何者有權力決定羈押與否？
法官 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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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市政府查出某石化公司的油槽未經環評就違規儲油，對其開罰 150 萬元。該公司認為被罰之設施並非新
設置的儲油槽，市政府裁罰 150 萬元並不合理，擬提起行政訴訟。依上所述，該公司所提起的行政訴訟，
應屬於下列何者？
確認訴訟 撤銷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25 某連續劇中描述男主角為家中養子，愛上自己的姪女，兩人情投意合。針對兩人可否結婚的敘述，下列
何者符合我國現行民法的規定？
可以，因兩人情投意合 可以，因兩人並無真正的血緣關係
不行，因兩人為直系血親 不行，因兩人為旁系血親三親等

26 阿傑租屋後，發現廚房水龍頭會漏水，對生活造成不便，要求房東修繕，但房東認為只是小漏水而不處
理，經阿傑多次催促，房東仍不理會，於是阿傑自己花錢請人來修理，擬由下個月租金中自行扣除修理
費。上述情形若依民法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以直接扣除，因為民法沒有相關規定，就依一般習慣處理
不可以直接扣除，因為雙方租屋契約並沒有事先約定
可以直接扣除，房屋修繕費用應由出租人負擔
不可以直接扣除，阿傑自作主張修繕，所以費用不應由出租人負擔

27 「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的創新、擴散與應用為基礎的經濟，在知識經濟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經濟發展要
素應為下列何者？
人造資本 人力資本 自然資本 社會資本

28 某知名歌手的封麥告別歌壇演唱會曾造成搶購風潮，網路上一票難求，倘若演唱會的票價為每張 5,000
元，限量 2,000 張，但市場上有 2 萬個歌迷願意花 5,000 元購票進場聆聽這場演唱會。依上所述判斷，在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演唱會門票市場較可能出現下列何種現象？
演唱會票價調降可以解決此種供不應求的現象
在黑市價格上會出現高於 5,000 元的演唱會票價
若將門票的供給量增加到 2 萬張會使票價下跌
限量發行的經濟福祉會高於以市場機能運作時的經濟福祉

29 下列有關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制度為單一選區兩票制
未獲政黨推薦者，仍可透過人民連署來參選
媒體在投票日前一天仍可公布總統大選民調的結果
正副總統與縣市長候選人的年齡資格限制皆相同

30 甲國發生經濟危機，伏特加酒價格居高不下，伏特加在半年內約漲價 30%。因此，總統下令實行有效的
價格上限政策，用以控制持續飆漲的伏特加酒售價。從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
此項政策可能會對市場造成下列何項影響？
社會整體的經濟福祉因此而增加 廠商成本因此下降故有利於生產
伏特加酒可能出現供過於求現象 此一政策可能導致酒品市場的黑市交易

31 政府為了增進人民的生活福祉，應提供各種純公共財。下列何者正在享用政府提供的純公共財？
接受義務教育的小明 正在學校使用水和電的大雄
正在海邊釣石斑魚的龍哥 到超商買菸和酒的阿忠

32 報導指出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影響國內經濟復甦步調也停滯不前，中央銀行決議降息半碼，中央銀行總
裁指出，救經濟需要貨幣政策搭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結構性改革三管齊下才行。針對上述分析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降息半碼目的在減少市場貨幣數量 可以用加稅來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
商業銀行對公司票據貼現率將提高 中央銀行降息是採行寬鬆貨幣政策

33 南美洲某石油出產大國，近兩年因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導致經濟陷入混亂，相關數據指出，目前該國一
個漢堡要價約合新臺幣 5,554 元，在日常用品方面，肉品漲幅 61.7%、五穀根莖類漲 50.2%、糖和鹽漲了
40.7%、蛋和奶製品則漲 38.7%、蔬果則漲了 18.4%。根據上述內容，下列何者最可能是該國目前經濟情
勢會造成的現象？
生產者的菜單成本增加 對房東較不利
對領固定薪資者較有利 該國中央銀行將採取寬鬆貨幣政策

34 小志在學習國民所得概念時，抄到一個公式：「GNP = GDP +（甲）－（乙）」。若小志想以選項事例來
說明此公式中的（甲）或（乙），下列何者正確？
甲：小加在網路購買二手平板電腦 甲：志明寒假到澳洲非法打工的收入
乙：瑪丹娜來臺舉辦演唱會的收入 乙：臺籍球員在美國職棒的薪資所得

35 2016 年 1 月的寒害加上 4 月的連續大雨，若此氣候變異卻導致水果市場的交易數量增加與均衡價格上漲，
在不考慮其他條件時，下列何者最能用來說明水果市場的供需改變情形？
市場供給線不移動 市場供給線向右移動 市場需求線向右移動 市場需求線向左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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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I need to lose weight, but I hate eating low-fat foods because they do not like the real foods.
bite bake cook taste

37 Students should avoid while watching television because a majority of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silence is
best for study.

study studying to study to be studying
38 Sam a lasting friendship with the girl he sat next to in elementary school.

take took form formed
39 The little girl was because she couldn't tie her own shoes.

frustrated unexpected fascinated unassisted
40 I really everything my parents have done to help me successfully get through my college education.

affect express appreciate experimen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Planning a vacation with family members can be a stressful situation if everyone going on the trip has different
interests. 41 ,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a place that provides activities that all will enjoy. It won't be a good
family vacation if only one person is having all the fun while 42 feel bored. For example, if the kids want
to 43 a ski trip, but you don't ski, consider other options at that place, such as ice skating, or visiting a spa.
While it is 44 to pursu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in a family trip, planning some time together every
day is also important. After all, a family vacation is all about spending 45 time with loved ones. A family
vacation will not be complete without creating lasting memories together.
41 Besides Therefore However Otherwise
42 other others another the others
43 go take come dream
44 dull funny fine bad
45 quality quantity height humor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n Earth-observation satellite for Taiwan's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was launched into orbit from California
in August 2017. The Formosat-5 satellite lifted off from coastal Vandenberg Air Force Base atop a SpaceX Falcon 9
rocket, which successfully landed its first stage on a drone ship floating in the Pacific Ocean as the second stage
continued on and deployed the satellite.

Moments before the first-stage touchdown the video link to the vessel froze, then reappeared and showed the
rocket standing. Cheers erupted in the SpaceX control room in the Los Angeles suburb Hawthorne. "This is the 15th
successful landing of a Falcon 9," said Lauren Lyons, the SpaceX webcast launch commentator.

Formosat-5 is the first satellite to be fully designed by Taiwan's space agency and is intended to advance the nation's
space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hile providing global imagery with a wide array of uses ranging from natural
resource studies to disaster management. Planned to operate for five years in low-Earth orbit, about 446 miles (720
kilometers) high, its main instrument is a sensor that can produce high-resolution black-and-white and color images.

A predecessor satellite, Formosat-2, produced more than 2.5 million images over 12 years of operation before it
wore out and was decommissioned a year ago. The landing of the Falcon 9 first stage aboard the drone ship Just Read
the Instructions was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successful recoveries at sea or on shore by SpaceX, which sees reusability
of major rocket components as key to driving down launch costs.
46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satellite being launched into orbit?

Earth-observation Formosat-5 Formosat-2 SpaceX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was the primary reason that SpaceX control room cheered at the time?

Because the webcast was successful. Because the vessel was not frozen.
Because the landing of the rocket was successful. Because the control room was recovered successfully.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the satellite?
Its main mission is to survey the earth. The satellite provides global imagery.
The satellite is in low-Earth orbit, about 720 km high. The satellite conducts studies only on natural resources.

49 What is NOT true about Formosat-2?
It took roughly 2.5 million pictures during its lifetime.

It provided over 12 years of service.
It is expected to produce more images in the years to come.
It retired in 2016.

50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Satellite for Taiwan Launched from California

Earth-Observation Satellite Formosat-2
Return of SpaceX's 15th Rocket Booster to Port of Los Angeles
Failed Landing of Falcon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