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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東和小茜即將結婚，積極在看房子，最近看上了一個建案，簽約之前東東要求要把契約書拿回去仔細研

究一番。依據那一項法律，東東有權要求契約審閱權？ 
公平交易法 消費者保護法 公司法 行政法 

2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後，某國際組織提供緊急金援措施，成為金融危機受創國的及時雨。但其提供金援貸

款的同時，也要求受援國進行重大財經改革，有時會引起爭議。該組織是指下列何者？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國際貨幣基金（IMF） 
世界貿易組織（WTO）  世界銀行（Word Bank） 

3 中國大陸曾經用「全民大煉鋼」的方式，企圖「超英、趕美」，根據生產函數 Q＝f（K，L）的概念來看：

投入 L（勞動力）確實可以增加 Q（產量），但隨著投入 L的增加，卻不見 Q呈正比例成長，印證了經濟

學中的那種法則？ 
需求法則 供給法則 比較利益法則 邊際報酬遞減法則 

4 下列那個例子最適合用右圖來表示？ 價
格

數量 

S1

S政府對香菸課徵健康捐之後，廠商減少提供的香菸數量 
面板製造技術提升之後，廠商增加提供面板的數量 
預期柳丁價格大跌，農人紛紛將柳丁園轉作 
百貨公司週年慶大打折扣，廠商出清存貨 
 

Δ圖 供給的變化 5 下列何者不屬於移轉性支出？ 
國防預算 健保補助 失業救濟津貼 八八風災受災戶補助 

6 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當國內景氣熱絡，外國人對台灣的投資環境看好，而加碼投資台灣股市時，對

新台幣的匯率會有什麼影響？ 
不變 升值 貶值 無法判定 

7 下列那一項行為，最適合用「供給法則」來解釋？ 
由於柳丁的價格持續偏低，使農人將柳丁園轉作其他農作物 
由於氣候異常、地球暖化，使許多地方穀物欠收 
由於石油價格上漲，使得耗油量大的車市場業績很差 
由於金融海嘯的襲擊，使得股票市場的金融股價一落千丈 

8 經濟學者認為「一隻看不見的手」可以決定資源的效率分配，請問下列那些項目，最可能是由所謂「一隻

看不見的手」所決定的？①政府預算分配 ②成衣價格高低 ③國際期貨升降 ④公務人員薪資 
①② ②③ ①④ ③④ 

9 下表是快捷運輸公司上個月從事生產所付出的生產成本，該公司上個月從事生產所付出的「人力資源」共

是多少元？ 

項目 司機薪資 工人薪資 加油費 拖車設備 車輛耗損 

金額 40萬 20萬 10萬 5萬 30萬 

 20萬  40萬  60萬  65萬 
10 文嘉在高中時，父親再婚，繼母若未收養文嘉，文嘉與繼母在法律上的關係是什麼？ 

姻親 直系血親 旁系血親 法定血親 
11 根據報導指出，臨終前原諒肇事者的 90歲阿嬤，她的么子亦謹遵母親遺願，不僅原諒肇事騎士，甚至協助

肇事者度過難關。若依據精神分析理論，這種「化悲憤為力量」的行動，最符合心理防衛機制中的何項作

用？ 
固著作用 昇華作用 投射作用 壓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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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報載日前有一男子酒後開車被攔檢，隨後被警察帶回派出所並銬上手銬、腳鐐。請問警方執行此項職務時，

明顯違反那個法律原則？ 

12 佛洛依德（S. Freud）認為每一個人都同時具有三個「我」，請依「本我：自我：超我」的類比順序選出正

確的組合。①生物的我：真實的我：道德的我 ②生物的我：道德的我：真實的我 ③快樂原則：現實原

則：完美原則 ④原始的衝動：本我與超我間的調節器：道德的規範 ⑤內在的驅力：原始的衝動：道德

的規範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④⑤ ②③⑤ 

13 大力的父母離婚後，大力的父親因工作繁忙無暇照顧他，將他送回老家，由祖父母負責養育。現在大力所

居住的家庭屬於下列那種家庭型態？ 
隔代家庭 折衷家庭 單身家庭 重組家庭 

14 王姓富商娶了三房妻子，大房是法律上的配偶，但未生下任何子女，而王姓富商與二、三房共生下九名子

女。依據我國民法規定，這九名子女為非婚生子女，但是王姓富商本人可依法辦理何項手續將這些子女視

為婚生子女？ 
收養 認領 準正 認養 

15 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女、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律上一律平等。」下列

那些做法最符合該條文的意涵？①各縣市社區大學廣設外籍新娘研習班、識字班及文化生活等課程 ②國人

依收入多寡，繳交不同的醫療保費，看病時接受同等的醫療照護 ③國人有信仰宗教或不信仰宗教的權利 

④經大法官釋憲後，內政部放寬役男出境處理辦法 
①② ①③ ②③ ②④ 

16 莎士比亞名著威尼斯商人敘述：主角安東尼歐向放高利貸的商人夏洛克借款 300 枚金幣，雙方並約定，若日

後安東尼歐還不出 300 枚金幣，就要割下其身上 1 磅的肉作為抵償。根據故事內容，對照我國民法規定，下
列敘述何者正確？ 
依私法自治、契約自由的精神，雙方可自行約定契約內容  
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安東尼歐應履行該項契約 
該契約因攸關個人生命，應以書面方式簽訂才有效力 
該契約內容因違反公序良俗，故契約無效 

17 就讀某大學的小芳，因不滿同學阿強考試作弊而獲得高分，在網路留言版中散布阿強竊取他人財物等不實

言論。依上述內容判斷，小芳的行為最可能成立何項犯罪？ 
誹謗罪 公然侮辱罪 偽造文書罪 妨害電腦使用罪 

18 某周刊記者因恐嚇富商而遭判刑，該記者自行銬手銬到地檢署要求提「非常上訴」。依刑事訴訟法規定，

下列何者才有權提出非常上訴？ 
警政署長 檢察總長 法務部長 司法院院長 

19 承上題，要提起「非常上訴」，其成立要件為何？ 
此案件的審判違背法令  承辦檢察官涉及違法蒐證 
證物或證詞確定是偽造  發現新證據足以證明清白 

20 家住淡水鎮的老王因細故對鄰居小李動手，造成小李左肩瘀青腫痛。事後小李有意透過調解來解決此糾紛，

下列有關該項調解的敘述何者正確？ 
因本案屬刑事案件所以無法聲請調解 應由淡水鎮公所調解委員會受理聲請 
調解成立之調解書即具法院判決效力 調解案經法院核定即具一審判決效力 

比例原則 不溯及既往原則 平等原則 受益原則 
22 當人民違反行政法規或行政處分時，行政機關可依法要求人民負起行政責任，下列何者屬於行政罰？ 

拘役 吊銷執照 損害賠償 褫奪公權 
23 為了避免未成年人因不懂法律而無端繼承龐大債務，因此民法設有強制限定繼承的規定。有關強制限定繼

承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繼承人應於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請 繼承人只繼承遺產而不繼承債務 
繼承人可以選擇繼承遺產或債務 繼承人只在所得遺產範圍內繼承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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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台北市從 93 年起陸續建置公車動態資訊系統，但成效不佳，98 年監察院派員視察發現公車預計到站準確率

還不到 5成，因此要求市府檢討改善，此屬於監察院何種職權的行使？ 
審理權 彈劾權 糾舉權 糾正權 

25 政黨的目的之一是透過公開選舉以獲得政權，但不同的選舉制度也會形塑不同的政黨生態。依據目前我國

各項公職人員的選舉，以下選舉何者最有利於小黨的存在？ 
桃園縣縣長 台北市議員 區域性立委 魚池鄉鄉長 

26 「地方自治單位」意指實施地方自治、具有公法人地位的團體，下列機關中何者屬之？ 
台灣省諮議會 龜山鄉龍華村 台北市大安區 南投縣魚池鄉 

27 依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關於公職人員之選舉，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年滿三十五歲可參選正副總統 年滿二十六歲可參選縣市長 
年滿二十三歲可參選立法委員 年滿二十歲可參選村里長 

28 2009 年八八風災重創台灣，各方建議，總統可依職權做出必要處置，以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

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上述的處置為何？ 
總統得經行政院會議之決議宣佈戒嚴 總統得經立法院之同意發布緊急命令 
總統得依公民投票之結果發布緊急命令 總統得經行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令 

29 根據我國公民投票法的規定，下列何者可以作為我國公民投票案的議題？ 
行政院長的薪俸 綜合所得稅的稅額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興建蘇花高速公路 

30 關於目前我國立法院的職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複決憲法修正案  對行政院長提出不信任案 
議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審議中央政府決算案 

31 請問下列何者屬於政府租稅中的財產稅項目？ 
所得稅 貨物稅 房屋稅 營業稅 

32 奇奇國大選結果，民主黨得票率為 35%，獲得 210個國會議員席次，社會黨 30%，獲得 180席，兩黨皆未

過半，無法單獨組閣。後來，兩黨達成協議，在新內閣中各擁有 8 個官員席位，平分秋色，並由民主黨的
黨魁出任總理。這樣的做法最符合那一種憲政運作的模式？ 
雙首長制 兩黨制 左右共治 聯合政府 

33 中華民國憲法第 111 條規定的精神，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依據均權制度的原則，當有爭議時，則應由那

一個機關解決之？ 
總統府 立法院 行政院 司法院 

34 台灣高鐵是以法國 TGV 車廂，結合德國 ICE的機車頭組成，核心機電卻是日本系統；因此營運管理較不容

易。如果以「文化交流」的角度來描述這件事，下列何者最恰當？ 
車廂、車頭是器物層次的文化，相對比較容易複製 
營運管理屬於制度層次的文化，相對比較容易複製 
營運管理屬於理念層次的文化，相對比較容易複製 
核心機電屬於規範層次的文化，相對比較容易複製 

35 有位社會學者認為所謂「全球化」是一種世界體系的展現，依照國際分工模式，可以區分為「核心」、
「半邊陲」與「邊陲」，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不平等的。這是那一位社會學者提出的概念？ 
馬克思（Karl Marx）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韋伯（Max Weber）  華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36 There are so many beautiful dresses.  I cannot       up my mind which to buy. 
 make  put  come  take 

37 Mary gave him       on how to write a good piece of writing. 
 advice  definition  notice  request 

38 I’m so      !  I’m going to take a trip to Japan this winter. 
 painful  disappointed  excited  fea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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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nglish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Computer program instructions, for example, are often        only 

in English. 
 measured  given  invented  spoken 

 

 
 

40       are a lovely and friendly kind of animal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sea around Taiwan. 
  Dolphins  Koalas  Donkeys  Hippos 

 
 

 
 

41 John has to study tonight because he has a       tomorrow. 
  text  test  desert  dessert 

 

 
  

 
  

 
  

 
 
 
 
 
 
 
 
 
 
 

  

 
 

  
 

  
 

 

  I arrived in America two weeks ago. I’m writing this e-mail to tell you what happened to me this morning. I was 
on the bus and a man spoke to me, but I   42   understood him. I was so upset!   43   isn’t my English getting 
better? I want to   44   lots of American friends, but this just isn’t happening! It’s also hard for me to tell my 
classmates what I feel. I’m really   45  ! I miss my friends and family in Taiwan so much. 

42  only  suddenly  usually  hardly 
43 Why When  How What 
44  play  take  make  receive 
45  independent  homesick  generous  humble 

 

 

 

 

 

Many processes within our bodies are timed to a cycle of about twenty-four hours. If the body temperature is 
taken every hour or so throughout the day or night, each person is found to have a certain pattern. The temperature 
rises and falls about two degrees every twenty-four hours. Some people’s temperatures rise very rapidly after 
awakening and then begin to fall in the afternoon and evening. For others their temperatures rise very slowly at 
first, reach a peak in the late afternoon or evening, and do not begin to drop until quite late in the day. In all cases, a 
person’s temperature is at its lowest during the time of sleep. People tend to feel most wide-awake and can work 
best at the high point of their temperature. You may have noticed that some people jump out of bed bright and early 
and are cheerful and active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day, then grow tired in the evening and go to bed quite early. 
Others find it difficult to get up in the morning and do not seem able to get going very well until afternoon; during 
the evening, they are wide-awake and hate to go to bed. People can usually adjust to a different schedule if 
necessary, but it seems to be more difficult for some people than for others. 

46 The author says that people’s body temperature        
 rises two degrees when they first wake up. 
 falls two degrees when they first wake up. 
 rises and falls two degrees while they sleep. 
 rises and falls two degrees each day.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people can get more things done        
 in the morn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when their temperature is highest.  when their temperature is lowest.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When people are sleeping, their body temperature does not change. 
 A person’s body temperature is at its lowest point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Some people are more active in the morning and others are more energetic in the evening. 
 It is always easy to change a person’s schedule because our body temperature follows a certain pattern.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people who have trouble 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probably        
 should try to be more cheerful and active in the morning. 
 show a temperature pattern that rises quickly in the morning. 
 show a temperature pattern that is highest in the afternoon or evening. 
 should adjust to a different schedule by changing their body temperature pattern. 

50 What does “peak” mean in line 5 of the passage? 
 change  low point  high point  temper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