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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為了共同的需要而建立國家，下列那一項不是人民建立國家的主要目的？

改善經濟生活 促進社會進步 保護個人財產安全 限制個人自由發展

2 小寶在逛街時遭歹徒搶奪手提包，如果他選擇直接向法院對該名歹徒提起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處歹徒搶

奪罪刑。則上述此種程序在法律上稱為什麼？

上訴 公訴 自訴 告訴

3 下列那一團體是完全以致力於社會服務和慈善工作為目的？

律師公會 宗親會 同鄉會 董氏基金會

4 阿紫和媽媽兩個人，春節期間前往百貨公司購買「福袋」，沒想到竟然抽中一部轎車，兩人興奮莫名，在

旁的服務人員提醒他們依規定需繳納 15%的稅金。請問：百貨公司的服務人員所說的稅金是下列何者？

所得稅 贈與稅 貨物稅 娛樂稅

5 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這句話主要是說明何種社會化途徑的影響？

家庭 學校 同儕 傳播媒體

6 就我國現行地方自治的層級而言，下列何者與「台南市」相同？

高雄市 桃園市 宜蘭市 嘉義縣

7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

捕拘禁。」上述規定明列於我國那一部法律中？

刑法 憲法 行政訴訟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8 在台灣你可以吃遍天下，不論台菜、粵菜、川菜，日式、法式、義大利式……這世界上少有的飲食匯聚之

區，不僅內容豐富還不斷創新。這麼精采的飲食文化應該是屬於那一層次的文化內涵？

器物層次 技術層次 制度層次 理念層次

9 「社區總體營造」是政府於 80 年代所提出的計畫，旨在激發居民關心社區生活環境，並與民間團體及地方

政府共同努力，開發地方特有產業，營造地方特色。請問負責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中央單位是下列何

者？

經濟部 內政部

教育部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地表增溫是空氣中那種氣體的含量增加所造成的？

臭氧 氮氣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11 處在地球村的時代，一個國家或區域性的經濟危機，可能造成全球性的影響，下列何者最能說明這種「牽

一髮而動全身」的現象？

蛛網理論 鐘擺效應 寒蟬效應 蝴蝶效應

12 從生產的觀點來說，所謂「機會成本」，是指為了生產某一產品，所需犠 牲 生 產 其 他 產 品 中 的 ：

價值最低者 價值最高者 中間價值 平均價值

13 每年 5 月是很多人荷包大失血的月份，因為大部分的人都要結算申報綜合所得稅。請問：所得 稅 的 課徴 是

從經濟學的那一種觀念來考量的？

受益原則 需求法則 比較利益原理 負擔能力原則

14 交通警察向民眾開出交通違規罰單屬於下列何種行政行為？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行政計畫 行政指導



代號：3501
頁次：4－2

15 社會規範是用來約束社會成員行為的規則，一般而言，社會規範中最具有強制性的是：

宗教 道德 輿論 法律

16 政府收入的最主要來源為何？

規費 公營事業盈餘 租稅 舉債

17 依最新修訂之刑法第 36 條規定，受褫奪公權宣告者，下列何項權利會受褫奪？

公民投票權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

為公職選舉人之資格 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18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跨國婚姻在各年度的結婚對數比例中，從民國 87 年的 17%逐年增加，到民國 92 年

已高達 34%；在生育率方面，民國 87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所生嬰兒數，占台灣地區嬰兒出生數的比率為 5%，到

了民國 92 年已提升至 13%。請問：依上述內容判斷，因應這種社會變遷趨勢，政府應關注下列何種問題？

老年人照護與安養 青壯年人負擔加重

多元文化與語文教育 國家勞動力供應不足

19 我國民法親屬篇裡曾規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到了民國 87 年修法成「夫

妻各保有其本姓」、「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請問：上述法律內容的修改，可以反映何種理

念已逐漸落實？

防治家庭暴力 保障居住自由 重視兩性平權 調解家庭糾紛

20 在成本沒有變動下，若某衛生紙廠商聯合同業一起漲價，以便能獲得更高利潤。對於這種行為，政府可用

何種法律來維持經濟秩序？

人民團體法 公平交易法 消費者保護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21 世界各國在追求性別平等這個議題上，不論是形式的立法或實務的達成都是非常努力在持續進行著，下列

何者是我國專屬於職場上性別平等的法案？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交易防治條例 性別工作平等法

22 社會變遷有器物、制度、價值觀三大面向，若工業化造成農業社會改變的現象如下所列，則何者屬於社會

變遷中價值觀念的變遷？

汽、機車交通工具的普及便利 為避免空氣污染，訂定防治污染法規

機器取代人力，商品大量生產 婦女進入職場，不再強調「男主外女主內」

23 個人的住所有不可受到任意的侵入或搜索的權利，這是：

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 遷徙自由 結社自由

24 雙方發生民事糾紛，原告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應向下列那一個機關提起訴訟？

警察機關 地檢署 地方法院 司法院

25 現代社會的選舉，過程緊張又刺激，而投票結果則是現實又殘酷，下列有關候選人和選民各種表現的敘述，

何者最符合民主風範？

揭發競選對手家人的桃色緋聞 坦然接受失敗結果並賀喜對方

投票時以民調數據為首要考量 選民應追隨意見領袖們的導引

26 年滿 17 歲的高中生小康為了列印作業，而單獨到電腦用品店購買一瓶 900 元的墨水，依我國民法規定，其

法律效力如何？

無效 有效

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有效 由父母親代為購買才有效

27 情人節來臨，巧克力是最有魅力的情人禮物之一，平常不買的人，此時也會應景的消費一些。所以情人節

時，市場上巧克力的價格上升、需求量增加；若用圖形表示，則應該會是下列那一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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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所謂「供給法則」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之下，生產者對於財貨或勞務的供給量會與什麼呈正向變動

關係？

生產成本 未來預期 技術 價格

29 我國刑法所規定的刑罰分為「主刑」與「從刑」兩種，下列何者不屬於「從刑」？

拘役 沒收 褫奪公權 追繳或抵償

30 由全球 141 個國家所簽署的文件，主旨是希望透過世界各國的努力，共同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減緩

溫室效應對全球環境的破壞。這份文件應該是下列何者？

京都議定書 世界人權宣言 蒙特婁議定書 生物多樣性公約

31 加拿大境內的魁北克省，多年以來意圖脫離加拿大而獨立，經過多次公民投票並未成功。目前魁北克省並

不被視為是獨立的國家，最主要是因為缺乏構成國家的何項要素？

人民 領土 政府 主權

32 我國現行中央政府的組織運作，一方面採用五權分立的體制，一方面則融合歐、美權力分立的制衡原理，

就行政院與立法院的互動而言，當立法院認為行政院施政不佳時，可以提出何種作為以改善施政不佳的情

形？

彈劾案，迫使行政官員下台 糾舉案，糾舉違法失職的公務人員

糾正案，糾正行政院及其相關部會之不當施政 不信任案，迫使行政院倒閣重組

33 人民對於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律，認為對人民不利，可以依一定程序加以變更，這項權利稱為：

創制權 複決權 覆議權 立法權

34 日本終於在 2006 年 3 月份結束零利率政策，走出折磨多年的通貨緊縮期。請問下列那些敘述是通貨緊縮的

正確含意？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 商品普遍出現供給過剩現象 錢變薄使得能買的商品變少

太少的貨幣追逐太多的商品

   

35 在某一經濟體系中有兩個國家（甲國與乙國）生產小麥與玉米，其生產力如下，請問甲國生產一單位小麥

的機會成本為多少單位的玉米？

項 目 甲國 乙國

小麥（單位產量／每人每月） 400 100

玉米（單位產量／每人每月） 200 100

 0.25 單位  0.5 單位  1 單位  2 單位

36 Helen’s school is near her house. It’s just two from her house.

 neighbors  insects  pages  blocks

37 My brother is good at sports. He often plays on Sundays.

 toy cars  badminton  the piano  computer games

38 Today, many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o family and friends. The Internet is the best way to get people

connected.

 come up with  end up with  keep in touch with  stay up with

39 Ken has traveled a lot, but he to Taiwan.

 has never been  has never  is never  was never

40 No sooner had the telephone rung Ellen rushed to answer it.

 and  then  o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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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Halloween American children take their costumes and masks to school. Typical Halloween costumes are the

witch, ghost, skeleton, monster, vampire or alien. Young people have fun 41 their own costumes, but some prefer

to buy them in the stores. In the afternoon the children 42 their costumes and have a Halloween party at school.

Schools 43 with pumpkins, ghosts, witches and bats.

American children go “trick-or-treating” on Halloween evening. They go from house to house in their costumes and

ring doorbells. When the door 44 , they shout, “Trick or treat?” People usually give them sweets or money. 45 ,

the children play a trick! They write on windows with soap or spray shaving cream on cars and people.

41  make  made  making  to make

42  put on  look for  make up  take apart

43  will decorate  are decorated  have decorated  are decorating

44  opens  opening  be opened  was opened

45  Then  If not  In that case  No matter what

A refugee is a person who leaves his or her country to find a safer place to live. Refugees are usually running away

from their countries due to reasons of war or differences in beliefs or races. Millions of refugees are living in crowded

camps. The situation i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for children. Losing their parents, many young refugees have become the

heads of their families. They have to act older and wiser than they really are.

It is said that the number of refugees has been going down by 18 percent.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First,

the smaller number of refugees may be caused by increased efforts to help refugees go back home. Another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it has become more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seek help in other countries. For example, some countries have

changed the rules for refugees who want to cross their country lines and stay there.

Though the decreasing number is good news, 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running away from their own country.

Hopefully, the world will try hard to keep refugee numbers down.

46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about how many refugees are there in the world now?

 18 percent  Several millions

 Less than 18 percent  Fewer than several hundreds

47 Refugees are those who .

 leave their countries for safety  control certain beliefs or races

 live in the safer places of their countries  are the heads of their families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mentioned by the author as a reason for the decreasing number of refugees?

 People have helped many refugees to go back home.

 It becomes harder to seek help in foreign countries.

More countries don’t let refugees get across their country lines.

 The world has not done its best to help.

49 Many young refugees have to act older and wiser than they really are because .

 their parents are gone  their camps are full of people

 they lost their beliefs in God  they grow bigger in the refugee camps

50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a refugee problem .

 is not a problem anymore  cannot be solved one way or another

 still needs attention from us  makes the world a worse place to l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