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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節團圓、清明節祭祖、端午節划龍舟等是我國主要的節慶活動，這是受到何種社會規範的影響？ 

宗教信仰 法律命令 風俗習慣 倫理道德 

2 立法院通過「家庭暴力防治法」，政府的公權力可以介入家庭，來保護遭受家庭暴力威脅的家庭成員。請

問根據「家庭暴力防治法」的規定，當我們面對家庭暴力時，可以向那一個單位申請保護令？ 

警察局 法院 內政部 社會局 

3 有關西餐禮儀，下列敘述何者正確？麵包放在右側 飲料放在右側 餐具由外而內依序使用 餐

具由內向外依序使用 

    

4 台南縣率先推動村里關懷中心，提供生活照顧送餐服務，以及行動醫院全民健檢等服務，做好在地關懷及

在地照顧工作。可見構成社區的要素有那些？空間 血緣 心理 互動 職業 

    

5 有一群人，他們具有共同理念或共同利益，透過團體的力量影響政府決策，尋求成員們或社會大眾的利益，

我們稱之為利益團體，下列何者屬之？ 

松柏晨泳會 高雄同鄉會 全國教師會 臺大校友會 

6 過去有人認為「未婚懷孕」是「說不出口」的羞事，往往採取低調方式補辦婚禮；而現在有人則認為「先

有後婚」是「雙喜臨門」的好事，無須隱瞞還要歡聲慶祝，時代果然是變得不一樣了。請問：上述內容，

主要在說明因社會變遷所帶來何種層次的改變？ 

生活器物 風俗習慣 社會制度 價值理念 

7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處處都有可以學習的對象與場所，父母親友甚或社區鄰里都是終身學習的好對象，

下列那一種場所提供的學習最具有系統性也最有效？ 

學校 教會 圖書館 藝文中心 

8 在家庭生活中，常會和許多親屬往來，但這些親屬不一定都住在一起，我們常以親等做為計算親屬之間親

疏遠近關係的標準，堂兄弟（姐妹）之間是屬幾親等？ 

一親等 二親等 三親等 四親等 

9 下列何者屬於官方的國際組織？ 

國際紅十字會 國際世界展望會 世界衛生組織 綠色和平組織 

10 依現行法律規定，行政機關的違法處分使人民的權益受損時，經人民提起訴願而不服訴願之決定，應如何

處置？ 

向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向上級機關提起再訴願  

向行政機關抗議  向一般法院提出訴訟 

11 個人不能離群索居，學習適應、參與、關懷社會，並且培養社會互動中應具備的基本素養，是個人融入社

會生活的重要課題。現代社會中那一種社會化機構力量強大是傳統社會所不及的？ 

家庭 學校 同儕團體 大眾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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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蘭 葡萄牙 

一公尺布 1小時 2小時 

一公升酒 2小時 1小時 

如上表，英國製造一公尺布匹的時間是 1小時、製造一公升酒的時間是 2小時，葡國則剛好相反；如果兩

國從事貿易，英國賣布給葡國、葡國賣酒給英國，則兩國均能各蒙其利，這是屬於什麼貿易法則？ 
絕對利益法則 比較利益法則 相對利益法則 邊際效益遞減法則 

13 下列是台灣的經濟制度內容，從那個項目可知台灣並「不屬於」純粹市場經濟制度的類型？ 
私有財產制度 經濟發展計畫 鼓勵自由創業 使用貨幣交易 

14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句話最符合下列那一個經濟學上的概念？ 
需求法則 比較利益 供給法則 機會成本 

15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若不能兼顧環境資源的維護，將賠上後代子孫的生存空間，就如同下列何種觀念？ 
看不見一隻手 機會成本 比較利益 邊際效益 

16 建民到戶政事務所申請一份戶籍謄本，承辦人員向他收取 30元費用，這是屬於政府的那一項收入？ 
規費 租稅 舉債 公營事業 

17 受到全球經濟的影響，匯率波動在所難免，若新臺幣對美元的匯率由 33：1調至 32：1，請問此時新臺幣的
價值是： 
無法估計 升值 不變 貶值 

18 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曾說：「單用剪刀的上半部分不能剪紙，單用剪刀的下半部分也不能剪紙，只有合用

剪刀的上下兩部分，才能剪紙。」請問這一比喻在說明什麼理論？ 
效用理論 生產理論 彈性理論 供需理論 

19 某甲的土地被某乙的土地包圍，因而無法與公路有適宜之聯絡，則依民法規定應如何處理？ 
某乙應無償提供某甲通行之便道 某甲應支付某乙過路費始得通行 
某乙應出售土地給某甲供其通行 某甲應承租某乙之土地作為通行 

20 民法所規範私人間的權利義務關係，可分為那兩方面？ 
工作與生活 工作與財產 工作與身分 財產與身分 

21 犯罪被害人，可以委任律師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稱為： 
告訴 公訴 告發 自訴 

22 下列何者是屬行政上的受益權？ 
刑事訴訟 選舉訴訟 生存權、工作權 請願、訴願 

23 下列那一機關，具有審查預算、質詢與監督政府等職權？ 
行政院 立法院 監察院 司法院 

24 小偉是一位醫生，卻對年邁、毫無謀生能力的雙親不聞不問，他的父親在屢次溝通無效後提起告訴。請問：

小偉的父親最有可能提起的告訴是下列何者？ 
妨害信用罪 妨害名譽罪 傷害罪 遺棄罪 

25 小迪送給阿光三顆安非他命，想讓阿光嚐試吸食的感覺，不料返家途中被員警臨檢查獲。請問：有關上述

兩人的行為，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小迪不是販售，不成立犯罪 阿光尚未吸食，不成立犯罪 
兩人都觸犯持有毒品罪  小迪觸犯轉讓毒品罪，阿光觸犯持有毒品罪 

26 消費者對已使用過商品，藉故要求退貨或解除買賣契約，這種權利的濫用，違背了下列那項原則？ 
契約自由 過失責任 誠實信用 公共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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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根據我國現行憲法與增修條文之規定，立法院若有意修憲，其所提出的憲法修正案，必須經過何項程序才

算通過？ 

監察院的複決 憲法法庭的審議 國民大會的複決 全體公民的複決 

28 我國是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所以政府的組成是經過選舉所產生的，因此政府的施政也必須依循多數人民

的期望，此最能彰顯民主政治中的那一項特色？ 

民意政治 政黨政治 法治政治 責任政治 

29 英國歷史學家艾克頓爵士（Lrod Acton）一針見血地觀察到「權力使人腐化，絕對的權力帶來絕對的腐化」。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認為人性有專恣的傾向，掌權者易濫用權力，恣意侵害人權。此說明

了政府體制中何種觀念的重要？ 

主權在民 責任政治 民意政治 分權制衡 

30 依現行行政區域之劃分，下列那些地方自治單位是屬於相同的層級？高雄市與高雄縣 新竹市與新竹

縣 台東市與台東縣 台中市與台中縣 嘉義市與嘉義縣 

    

31 小明在找尋有關我國中央政府的組織及其職權時，進入某一個網站點選所屬各機關時，出現有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請問這是那一個中央政府組織的網頁？ 

考試院 監察院 司法院 立法院 

32 面對中共武力不斷擴張的威脅，行政院編列預算購買軍事設備；高雄市政府則編列預算整治愛河，希望給

市民一個乾淨的空間，雖然行政院和高雄市政府都有權編列預算，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限有所不同，請

問二者之權限是根據那一種標準來區分？ 

經費額度的多寡  事務的性質 

中央與地方民意機關的協商 中央政府的授權 

33 政府推動民主化，定期舉辦各種選舉，宜靜經由選舉制度擔任公職，但因故被開除黨籍，因而喪失擔任該

公職之身分，請問：宜靜所擔任的是下列那一項公職？ 

大法官 縣議員 直轄市市長 全國不分區立法委員 

34 高雄捷運工地發生泰國勞工暴動事件，待事情處理告一段落後，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主委及高雄市代理市長

雙雙請辭，這種做法最符合民主政治的何種特色？ 

民意政治 法治政治 責任政治 政黨政治 

35 孫中山先生對於地方自治實施地域範圍有其主張，依據我國現行地方層級的劃分方式，下列何者最符合他

的設計？ 

板橋市 嘉義市 台北市 桃園市 

36 Stella is late again; she probably         the bus. 

 mistook  missed  changed  forgot 

37 There is no         that Joanna will pass the French exam. She has studied so hard for it. 

 idea  worry  doubt  rush 

38 My boyfriend doesn’t like it if I speak to other boys when we’re out. He gets really        . 

 ambitious  jealous  religious  obvious 

39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  We’d better do the shopping as soon as possible. 

 around the corner  for a moment  one step ahead  in the way 

40 These products are not for export; they are for         market only. 

 foreign  domestic  realistic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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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of the strangest features of motherhood i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mothers prefer to cradle their 
babies in the left arm.  Why should this   41  ?  The obvious reason seems to be that the majority of 
mothers   42   right-handed and they wish to keep their right hand free.  Unfortunately, this explanation  
 43   apply, because left-handed mothers also favor their left arm for holding their babies.  The precise 
figures are 83 percent for right-handed mothers and 78 percent for left-handed mothers.  The most likely 
reason, therefore, is that the mother’s heart is on the left side and, by holding the baby in her left arm, she is 
consciously bringing her baby closer to the sound of the heartbeat.  This is the sound which the baby heard 
when it was inside the mother’s body and which is therefore connected to peace, comfort, and security.  Tests 
are carried out in baby’s rooms   44   some babies were played the recorded sound of a human heartbeat, and 
, sure enough, those babies were caused to sleep twice as quickly   45   the others.  We also know that the 
sound of the mother’s heart is able to be heard clearly inside the body and that the unborn baby has 
well-developed hearing. 

41  is  like  for  be 
42  is  has  are  have 
43  ever  cannot  no  can 
44  where  how  whom  why 
45  to  as  more  instead 

    Among most peoples in the world, children are given na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ldren have a family name, 
or a “last name,” and a first name. Most also have a middle name. However, not all people name children in the 
same way. 
    Some peoples believe that the spirits of those who have died are reborn in babies. To name a baby, the parents 
begin by saying the names of the child’s ancestors. The baby may sneeze, smile, or cry when a certain name is said. 
The parents think that means the ancestor is reborn in the baby. The baby is given that name. 
    Some peoples change their names. Navaho Indians change their names when they want new ones. The Navaho 
can decide to use the mother’s last name rather than the father’s. They may want an English name in place of a 
Native American one. Or they may change their English name into a Navaho name. The Navaho do not think it 
important to keep the same name. 
    In some parts of Africa, a baby’s name is kept secret. No strangers are allowed to learn it. People there believe 
that the name is part of the child. They think that anyone who learns the name will have power over the child. 

46 On the whole, this story is about        . 
 giving ancestors a name.   changing the name of an African child. 
 how people are given their names.  keeping secret of people’s names. 

47 Why is it easy for Navaho Indians to change their names? 
 They feel that it is not important to keep the same name. 
Whenever they sneeze, they change their names. 
 They believe a name is part of them. 
 They will have power over a child when they know the child’s name. 

48 In some parts of Africa, strangers are not told the name of        . 
 the baby  the family  the ancestors  the mother 

49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Parents everywhere tell all their friends the name of their baby. 
 Peoples have different reasons for choosing a baby’s name. 
 All children are named after their ances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children have a middle name. 

50 The word “ones” in line 1 of paragraph 3 means        . 
 babies  Navaho Indians  parents  na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