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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衛生習慣的改善、醫學科技的進步，使國民的平均壽命延長，出現人口老化現象，近年來臺灣已邁向高

齡化社會，依照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這表示臺灣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口至少必須占全國人口總數的

多少百分比？ 
 6%  7%  8%  9% 

2 下列何者不屬於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範圍？ 

 妨害性自主 妨害個人自由 交通事故糾紛 妨害個人名譽 

3 有一句臺語俗諺「歹竹出好筍」，意義是「表現差的父親也會生出優秀的小孩」，這種父親與兒子之間職業

的改變，屬於何種性質的社會流動？ 

平行流動 向下流動 代內流動 代間流動 

4 維持人際關係的和諧並非難事，端看自己有無做到尊重與寬容的修養。以下那一種行為屬於「尊重」修養的

實踐？ 

新聞記者採訪災難事件，面對罹難者家屬詢問：「你有什麼感覺？會不會很難過？」 

媒體對於災難新聞的報導，著重賠償金額的多寡甚於懲前毖後的分析 

政治人物對於他人的批評能夠謹慎的檢討自己，以事實作理性的回應 

政治人物服從上級長官的指示，對政治對手勇於黨同伐異 

5 下列何者不是公共財？ 
無線電視 國防 知識 教科書 

6 經濟學提到：市場裡有隻「看不見的手」能夠將生產資源做最適當的調配；這隻手是指： 
政府政策 價格機能 消費偏好 生產成本 

7 就經濟學觀點來分析，下列何種情況變動會引起社會對自用汽車的需求減少？ 
汽油價格持續降低 預期所得繼續增加 捷運系統趨於完備 汽車進口關稅降低 

8 輸出愈多，國內的生產與就業機會就會增加，請問下列何者不是影響輸出的因素？ 
進口國的所得水準 本國的生產成本 本國的生產技術 進口國人民的年齡結構 

9 春嬌透過郵購方式，劃撥了 4500 元購買冬天的棉被，結果產品送到時發現棉被色澤的深淺和目錄上有差異，

於是立即向廠商請求退貨還款，但廠商卻以「非商品瑕疵」為由拒不退貨。此時春嬌可以採取那一種法律

途徑，以保障自己的權益？ 
行政訴訟 民事訴訟 刑事訴訟 請願、訴願 

10 經濟學上常用需求法則來說明消費者的消費行為，請問需求法則主要是解釋消費者需求量和那一項因素之間

的關係？ 
商品價格 所得水準 預期心理 主觀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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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菲菲是個優秀的銷售員，月薪 15 萬元，他在電視購物頻道為老闆張先生的寶石銷售業創下百萬業績。請問：

「電視購物頻道」相當於經濟循環圖中的何者？ 

要素市場 商品市場 消費者 生產者 

12 承上題，張先生在市場經濟中扮演下述的那些角色？①要素市場需求者 ②要素市場供給者 ③商品市場需

求者 ④商品市場供給者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13 經濟學中的「比較利益」法則，最適合用來說明下列那一種狀況？ 

分工與貿易 生產與消費 投資與利潤 報酬與風險 

14 社會變遷，經濟環境隨之變動不定，小雄想繼續出國進修，但又考量到家庭收入可能短少，還有面臨將來回

國後謀職的種種問題。請問小雄對於上述種種考量，最符合經濟學的那一種觀念？ 

供給法則 機會成本 受益原則 使用者付費原則 

15 為了保護消費者的權益，郵購或訪問買賣的消費者，得於幾天內退回商品，無須說明理由或負擔任何費用？ 

 5 天  7 天  10 天  15 天 

16 下表中，列出林林公司員工每小時生產手球或籃球的數量。若以機會成本觀念來比較每位員工生產手球或籃

球的數量，在不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那一位員工生產「籃球」的相對成本較低？ 

產品 阿明 小花 永倫 阿秀 

手球 6 6 3 12 

籃球 3 13 6 5 

阿秀 阿明 永倫 小花 

17 小茜平日總是省吃儉用，但購買鞋子時，卻情有獨鍾一定挑選某個知名品牌，即使定價不便宜，她也認為相

當值得，不買則已，一買就是好幾雙，卻一點也不心疼。請問：上述現象，反映了小茜的購買需求，主要

是受到何種因素的影響？ 

所得水準 個人偏好 預期心理 價格高低 

18 下列那一項犯罪行為所侵害的是個人法益？ 

賭博 通姦 吸食鴉片 聚眾鬥毆 

19 依我國刑法規定，受徒刑之執行完畢，或一部分之執行而赦免後，五年以內故意再次犯有期徒刑之罪者，稱

之為何？ 

累犯 從犯 牽連犯 連續犯 

20 所謂狹義的法律，是指由立法院三讀通過，並經下列何者公布？ 

總統 行政院院長 立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21 強調「個人自由以不侵犯他人之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為下列何人之主張？ 

盧梭 孟德斯鳩 彌勒氏 沙德 

22 阿山未經過小軒同意，即任意在網路上轉貼小軒發表過的文章，阿山此舉可能侵犯了小軒的下列那一項權利？ 

 著作權 專利權 商標權 言論免責權 

23 年滿 18 歲的小強最近因某項行為違反刑法規定而須負起刑事責任，下列何者最可能是小強的該項行為？ 

無照駕駛汽車 積欠債務不還 穿戴仿冒服飾 言語誹謗他人 

24 當政府的行政處分違法或不當，致使人民的權益受損時，人民依法可採行的行政救濟程序，下列何者正確？ 

行政訴訟→請願 請願→行政訴訟 行政訴訟→訴願 訴願→行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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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若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的兒童有觸犯刑責行為時，應依何種法律來處理？ 

兒童及少年福利法 少年事件處理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刑事訴訟法 

26 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於人民私有古蹟之管理、處分、維修與買賣均有所限制，乃基於憲法第 23 條的那一項規

定？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護社會秩序 增進公共利益 

27 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從民國 85 年第九任起，改為下列何種選舉？ 

間接民選 直接民選 國民大會選舉 立法院選舉 

28 在某些國家中，雖由一個政黨長期掌握政權，但仍有其他政黨合法存在，然其政治實力卻無法和這個大黨相

抗衡，這是何種政黨體制？ 

兩黨制 多黨制 一黨專政制 一黨獨大制 

29 民國 94 年 6 月 7 日，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表決通過憲法修正案，中央政府的組織與職權由此產生了重大的

變革。根據此次修憲的結果，若要進行對總統及副總統的彈劾，須透過下列何者行使職權才可完成？ 

立法院、司法院大法官  立法院、國民大會 

司法院大法官、監察院  監察院、國民大會 

30 我國中央政府中，掌理各項考銓行政的機關為下列何者？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 考試院 

31 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極為強調依法行政的原則。請問依法行政的主要內涵包括下列那二項？①法律由民意

代表制定 ②法律能給予特定人特別的權利 ③法律能對特定人課予特別的義務 ④政府的施政須依據法律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32 法國學者孟德斯鳩認為政府權力應分為行政、立法、司法三權分立，但孫中山先生則主張把考試、監察兩權

獨立出來成為五權分立的政府體制，原因之一是擔心「行政權兼考試權」容易產生何種流弊？ 

造成國會專制  發生濫用私人  

政府效能的低落  行政權與立法權的衝突 

33 根據最新修正之相關選舉、罷免法律規定，有關總統、直轄市市長、縣（市）長、立法委員等候選人的年齡

依序分別為多少歲？ 

 40、30、30、23  40、35、30、23  45、35、25、23  45、30、25、23 

34 近年來，我國出生人口和出生率持續降低，對於未來社會發展會產生那些影響？①人口出生率降低、高齡化

社會有助於經濟發展 ②有關部門必須加強老人安置和照顧工作 ③經過若干年後，青年人的負擔將會加

重 ④政府應強迫人民生育，以維持適量人數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35 我國民法親屬編規定有各種親屬關係，其中姻親乃因婚姻關係而成立，下列何者不屬於親屬關係中的姻親？ 

 姑丈 岳父、岳母 媳婦的爸爸 丈夫的嫂嫂 

36 Please       the whole contract and see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 

 cut in  get across  make up  go over 

37 In order to keep the community clean, more than 100 volunteers helped       trash in the neighborhoods. 

 bring about  go through  pick up  vote for 

38 Henry is leaving for New York tonight,       he won’t be 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in Taipei tomorrow morning. 

 till  but  or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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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alesgirl: Can I help you? Are you looking for anything particular? 

Customer: No.                 

Salesgirl: Take your time. If you need me, I’ll be right here for you any time. 

 I don’t enjoy shopping.   I’m not in a hurry.  

 I’m just looking around.   I cannot find my size. 

40 I                a real lunch during the week since I only have time for a quick bite. 

 do not usually have  do usually not have  do usually have not  do not have usuall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Popular folktales are often made into movies for children.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xamples is Beauty and the 

Beast. However, the story was not originally meant for children. The story of the woman who married the beast was 

written down by a French lady named Madame Villeneuve in the 18th century. She borrowed the unusual idea of the 

animal bridegroom from folktales and made it into an interesting novel to read to her rich adult friends in Paris. In her 

story, when the woman falls in love with him, the beast turns into a prince. Many other versions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followed and in 1991 Walt Disney made the story into a movie for children. 

41 The passage is mainly about               . 

 where traditional folktales come from  the sources of a famous movie for children 

 the children of Madame Villeneuve  why Walt Disney likes French stories 

4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NOT true of the story “Beauty and the Beast”? 

 The story was first written for children.  The story was based on some old folktales. 

 The story was first written down by a woman.  There is a movie version by Walt Disney. 

43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Madame Villeneuve was               . 

 a cartoon character  an American woman  the writer of a novel  a movie director 

44 The strange part of the story of Beauty and the Beast is that a young woman               . 

 escapes from her stepmother  refuses to get married 

 becomes very old   has to marry an animal 

45 In the story, the beast, who is in animal form,               . 

 becomes an old man  is a king of the beasts  transforms into a prince  cannot change into a man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Young children don’t always know how much money their parents make, or understand how their parent’s earnings 

affect them. But parents can help their children   46   some very important attitudes no matter what their incomes are. 

Kids can learn to tell the   47   between what they want and what they need. They can learn how to make a budget and 

how to keep spending within that budget.   48  , when children want an expensive toy that costs more than they have in 

allowance, parents can help them to   49   how many weeks it will take to save the money to buy it. In the end, the most 

important way parents   50   their children’s attitude toward money i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of responsible money 

management in the way they budget, spend, and save money themselves. 

46  reveal  explore  develop  recover 

47  diligence  difference  difficulty  display 

48  Nonetheless  As a result  For example  On the contrary 

49  pay for  give up  carry on  figure out 

50  learn  promise  describe  influ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