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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我國，政黨成立依據那一法令為之？向那一個單位登記？ 
集會遊行法、教育部  人民團體法、內政部  
政黨法、行政院  地方制度法、法務部 

2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慈濟功德會不僅以最快速度到達災區賑災，並持續投入組合屋興建與重建災

區學校的工作，功不可沒。華泰電子公司創辦人杜俊元夫婦捐出近三十億元給慈濟功德會，杜俊元表示，

在他經歷病痛折磨時，宗教力量是他最大的支柱，因此現在他不但捐獻金錢，同時還擔任慈濟醫院的義

工。慈濟功德會屬於何種性質的團體？關係取向 工作取向 職業性團體 社會性團體 
     

3 承上題，宗教在杜俊元身上發揮了何種影響力？使他名利雙收 抒解撫慰病痛 激發慈悲喜捨的情

操 幫助他獲得權位 使他心靈平和，創造美滿人生 
     

4 由於人口高齡化，屏東地區的農會紛紛推出「老有所終」的各樣服務，包括醫療保健、喪葬儀禮等，頗

受地方居民好評。根據「人民團體法」，農會是屬於什麼性質的團體？ 
社會性團體 職業性團體 政治性團體 服務性團體 

5 下列未經著作權人同意，而重製他人著作的情形中，何者違反著作權的規定？ 
學生因撰寫報告所需而引用數個段落 影印店為學生大量印製整本著作內容 
教師因授課需要而截取其中一個章節 學校為編製試題所需而摘取部分內容 

6 人類是群居的動物，而且比其他動物擅長運用各種「團體」的力量來解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難題，所以

組成各式各樣的「團體」是人類社會的一大特徵。下列那一種新興團體是為了因應全球化之下跨越洲際

的環保、貧窮等問題所組成的？ 
民族國家 跨國企業 非政府組織 學習型組織 

7 在公共領域中，人們可以自由平等的發表意見，並透過理性的溝通，形成一些共識。請問下列敘述之事

項何者超出公共領域討論之範疇？ 
核能電廠的興建 國家的教育政策 政治人物的婚姻 垃圾掩埋場的選定 

8 近年來，臺灣中小企業紛紛出走，轉往大陸投資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配合政府的大陸經貿政策  掌控大陸的經濟命脈 
利用經貿促進兩岸統一  尋求「最低成本」的生產 

9 母親節當天剛好也是阿亮的祖母生日，家族成員紛紛從各地趕來為大家長慶生祝壽，包括有阿亮和爸爸、

媽媽及下列成員。請問：這些家族成員中，那些與阿亮是具有三親等旁系血親的關係？哥哥 伯父

姑姑 表哥 堂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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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宏有一間 40坪大的一樓店面，他有以下幾種用途可考慮（如表格），最後他選擇租給肯德基。請問：

他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用 途 自己開店 租給通訊行 租給麥當勞 租給肯德基 
月收入 5萬元（淨賺） 7萬元 8萬元 10萬元 

 8萬元  13萬元  15萬元  20萬元 
11 我國目前有關服兵役的人員、年齡、期間以及免役、緩徵等事項，是以何種形式加以規定的？ 

憲法 憲法增修條文 法律 命令 
12 衡量一國政治的民主化程度有許多指標，下列何者是最初步的判斷標準？ 

定期舉辦選舉 選民溫和理性 政黨輪替執政 媒體多元開放 
13 由於現代社會的多元發展，家庭的型態也呈現了有別於傳統的多樣性，在農村或山上經常可見年輕的父

母到城市去謀生，留下小孩由家鄉的祖父母照護養育，此種家庭是屬於下列那一種型態？ 
小家庭 大家庭 折衷家庭 隔代家庭 

14 民國 60 年代，國際間發生兩次石油危機，因而物價大幅上漲，形成通貨膨脹現象。近年來國際石油價格

持續不斷飆漲，難免發生通貨膨脹之現象。依據上述，下列關於「通貨膨脹」之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薪水階級影響不大  本國貨幣價值保持不變  
黃金價格可能持續上漲  貨幣存放銀行較能保值 

15 黃老闆開設一家電動機車製造工廠，急需招募 3 名工人，請問：黃老闆在經濟活動中扮演那些角色？商

品市場的供給者 人力市場的需求者 商品市場的需求者 人力市場的供給者 
    

16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指出：戶籍法第 8 條為達到國民身分證之防偽、防止冒領、冒用等目的而要

求人民按捺指紋，屬損益失衡、手段過當。請問大法官認為按捺指紋以領取身分證的規定違反了下

列何項原則？ 
比例原則 正義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17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會不自覺的出現性別刻板印象，下列何項敘述帶有性別刻板印象？ 
老闆對吳小姐說：「公司要裁員，你年資最淺，只好請妳離職！」 
媽媽對兒子說：「男兒志在四方，不宜選讀家政、護理等科系。」 
班長對同學說：「全班烤肉，第一組負責生火，第二組負責洗菜。」 
爸爸對女兒說：「後天你生日，想要遊戲機還是圖書當做生日禮物？」 

18 臺灣的藝術工作者在國際上已享有盛名，下列有關四位藝術工作者藝術成就的描述，何者正確？ 
朱銘的「太極」銅雕系列  朱宗慶的「雲門舞集」 
楊麗花的「明華園」  林懷民的「打擊樂」 

19 利益團體匯集部分人的利益或意見，關心相關的公共事務或政府的決策。利益團體最常會透過下列那一

種方式發揮影響力？ 
宣傳遊說以施壓 入閣擔任政務官 提名候選人參選 提出全面性政策 

20 學者主張，網路的某一特殊性質可促使更多人加入公共議題討論，但卻也同時助長了犯罪交易的可能。

請問，該學者所指的特性，最可能是下列何者？ 
匿名性 非法性 無線性 專業性 

21 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消費者的需求」與「生產者的供給」會循著一定的法則進行，我們稱之為

「供需法則」。而在供需法則的運作下，下列何種情形屬於市場上「供過於求」的現象？ 
情人節時的玫瑰花價格  都市商業區的土地價格 
果農豐收時的水果價格  颱風剛過後的蔬菜價格 

22 超級市場裡，到處張貼「西瓜大減價」的廣告。如果我們從供需法則來判斷，此時西瓜的供給和需求關

係為何？ 
需求量大於供給量 需求量等於供給量 需求量小於供給量 無法判斷 

23 依我國刑法的規定，主要採取那一種手段來處罰破壞各種法益的人？ 
勸告 感化 制裁 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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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歷年來我國政府的行政部門，都一直努力的透過各種管道來推動軍購案，希望能在立法院中順利通過預

算審查，以完成軍備的採購。政府的此種作為即為達成現代民主國家的那一項目的？ 
維護安全 維持秩序 伸張正義 發展福利 

25 群體生活中會產生一些具有「外部效果」的行為，下列何者會產生負面的外部效果？ 
商店街規劃統一格式的市招 各層住戶自行增建改裝房舍 
鄰里巷弄架設錄影監控設備 社區推動資源回收垃圾減量 

26 一個年滿二十歲的青年，向電腦公司簽定契約購買電腦，依照民法該買賣契約的效力為何？ 
完全有效   
完全無效 
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才有效力  
簽約一週內未遭父母或監護人發現而拒絕，即生效力 

27 路口架設交通號誌，使每個用路人經過時都能平安通行，不會因為有某些人未繳稅金而被排除使用。這

種特性，在經濟學中稱為： 
資本財 公共財 消費財 炫耀財 

28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罷免案被提出後，該罷免案的最後決定者為：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  立法院 
監察院  最高法院 

29 為了阻擋對人體有害的輻射，在聯合國的主導下，各國簽署何種文件，承諾彼此進行科技合作，共同保

護臭氧層？ 
蒙特婁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 華盛頓公約 布萊頓森林公約 

30 警察大隊查獲阿泰在網路上販賣只授權給 KTV業者的「公播帶」，阿泰向警方供稱他所販售的公播帶，
都是從網路上下載歌曲，燒錄成光碟再上網販售。請問：阿泰的行為，最主要是違反下列那一種法律的

規定？ 
民法 著作權法 公平交易法 消費者保護法 

31 未成年人的法定代理人之設置，以下列何者最為優先？ 
父母 監護人 配偶 檢察官 

32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郵購或訪問買賣的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幾日內退回商品，無須說明理由或

負擔任何費用？ 
三日內 五日內 七日內 十日內 

33 政府稅收有各種不同名目，請問以下何者是銷售稅？ 
房屋稅 遺產稅 營業稅 地價稅 

34 依據我國國民教育法的規定，應受國民教育的年齡為何？ 
六歲至十二歲 六歲至十三歲 六歲至十四歲 六歲至十五歲 

35 在三權分立的國家內，下列有關其立法權與行政權制衡關係之敘述，何者不正確？ 
總統得運用咨文權來影響民意，使國會讓步 
總統可以運用覆議的否決權來反制國會所通過的法案 
國會可以透過法案議決和預算審核來牽制總統 
國會可對總統進行不信任投票，予以罷免或解職 

36 Fortunately, the man       to escape before the old building collapsed. 
 commanded  hesitated  managed  pretended 

37 Miss Young is very       with her students so they all are afraid of her. 
 kind  strict  lazy  confused 

38 In some places, people still need the assistance of an       to make a long-distance call. 
 engineer  amateur  athlete  operator 

39 It’s easy to get around the city because it has a very good transportation      . 
 level  system  society  instrument 

40 John’s ideas are simply ridiculous! I don’t see how any       person could agree with him. 
 sensitive  stable  superior  se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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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l, 
 
You’re invited to attend Rachel and John’s housewarming party at 7 Worthworth Road, Lancaster on Sunday, May 25. 
The party will begin at 11:30 am. We will have a pot luck lunch or   41   for those who has just got up. But you can 
also bring along your   42   food or anything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us. House wine and homemade cheese are 
particularly welcome! We will also   43   food to those who do not eat meat or dairy products. You do not need to 
dress up. Wear   44   you find comfortable. After the meal, songs and dances will be performed. And there are a lot 
more   45   coming up on the day. Therefore, don’t hesitate to join us for this special occasion. Do come and enjoy 
yourselves! 
 
Cheers, 
Rachel and John Dickenson 
Email: rmdickenson@gamil.com 
41  loss  dinner  brunch  napkin 
42  childish  favorite  positive  central 
43  cause  bite  serve  lift 
44  whenever  whoever  wherever  whatever 
45  surprises  causes  examples  dangers 

  A panda walks into a café. He orders a sandwich, eats it, then draws a gun and fires two shots in the air. “Why?” 
asks the confused waiter, as the panda makes towards the exit. The panda produces a badly punctuated wildlife manual 
and tosses it over his shoulder. “I am a panda,” he says, at the door. “Look it up.” The waiter turns to the relevant entry 
and, sure enough, finds an explanation. “Panda. Large black-and-white bear-like mammal. Native to China. Eats, 
shoots and leaves.” So, punctuation really does matter, even if it is only occasionally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In 2003 Lynne Truss published Eats, Shoots and Leaves: The Zero Tolerance Approach to Punctuation. The book 
became a runaway success in the U.K., hitting number one on the best-seller lists and prompting extraordinary 
headlines such as “Grammar Book Tops Bestseller List” (BBC News). This is a book for people who love punctuation 
and get upset when it is mishandled. The above passage is printed on its back cover. 
46 Eats, Shoots and Leaves became a bestseller because it is a book about      . 

 the long-time misuse of punctuation  an endangered species in China 
 a panda who runs away successfully after shooting  a panda who speaks human language 

47 With the comma deleted between the words “eats” and “shoots” in “Eats, shoots and leaves,” the new phrase 
“Eats shoots and leaves” means the panda eats      . 
 the gun bullets before he leaves  the badly punctuated wildlife manual 
 the sandwich made with bamboo shoots fillings  the new growing of bamboo leaves 

48 The sentence “Punctuation really does matter, even if it is only occasionally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means 
that      . 
 a misplaced punctuation kills a panda 
 punctuation gives the panda an excuse to kill 
 a tiny change in the use of punctuation may change the meaning significantly 
 punctuation matters only in 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 

49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Lynne Truss      . 
 is nothing but a great lover of pandas  
 is making a big fuss over small useless things 
 has called up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right use of punctuation 
 has spent much time writing extraordinary headlines 

50 The words “shoots” and “leaves” whose meaning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different contexts are the primary 
source of       in the panda joke. 
 spelling  strategy  definition  hum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