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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貿易代表署宣稱，中國未能妥善保護多項商品的著作權及商標權，對未通過政府審查的音樂和電影
盜版光碟視若無睹，並容許海關沒收的盜版和仿冒物品，在拿掉品牌標籤或商標後，重新流入市場。美
方認為中國違反貿易法規，因而向下列那一個國際組織提出要求中國賠償？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世界貿易組織 國際法庭 聯合國安全理事會 

2 民國 98 年台灣南部颱風肆虐，政府救災遲緩，為平息民怨，而有更換行政院院長之議。依我國憲法增修
條文規定，新任行政院院長的產生方式為何？ 
 總統提名，經由立法院同意 總統提名，經由監察院同意 
立法院立法委員互選產生 總統任命行政院院長 

3 17 歲的小強與一群朋友在馬路上飆車，小強因精神過度亢奮，見到圍觀路人即以木棍追打，導致兩位民
眾身受輕傷。依上述內容判斷，少年法院最可能對小強作出下列何項裁判？ 
立悔過書 感化教育 強制工作 褫奪公權 

4 自民國 92 年立法院通過公民投票法之後，人民即有權用直接投票的方式，參與公共事務的決定。有關該法
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可據以罷免不適任的縣長 可複決立法院通過的法律 
可投票的年齡是年滿 20 歲 受褫奪公權宣告者不可投票 

5 北韓政府為對抗通貨膨脹和打擊黑市交易，2009 年 11 月 30 日實施幣值改革，100 元舊鈔兌 1 元新鈔，
每人最多可用 10-15 萬元舊鈔換新鈔，多出的舊鈔必須存入公營銀行，日後不能兌新鈔，民眾則趕往黑市
把北韓幣兌換成人民幣或美元。請問：北韓幣制改革，嚴重衝擊那一項政府經濟功能？ 
 提供公共財 保障私有財產 提供社會福利 獎勵外部效益 

6 《史記》〈張釋之列傳〉當中記載：漢文帝出巡，途經中渭橋，有人突然自橋下走出，驚嚇到皇帝車騎。
張釋之按法律規定判處犯蹕者罰金。文帝很不高興，要張釋之加重處罰，但張守法不依，他認為君主應
該嚴格執行法律，不可以一時喜怒隨意治人罪。否則，「是法不信於民也」。請問根據上文，張釋之具
備下列那一項執法的概念？ 
 罪刑法定主義 誠實信用原則 審檢分立原則 習慣法禁止原則 

7 就讀國中的豬太郎，經常逃家蹺課，並有觸犯刑法的傾向。類似像豬太郎這樣的人，我國法律稱之為什麼？ 
 犯罪少年 矯治少年 待罰少年 虞犯少年 

8 小李偷了老王的自行車去賣，被車行老闆小陳識破；事後老王接受小李道歉，不再追究，但小陳實在看
不過去，堅持想讓小李去坐牢。若小陳到警察局去檢舉此事，在法律上稱為何種程序？ 
 自訴 告訴 告發 公訴 

9 依據我國刑法規定，下列那些人可以完全免除刑事責任，屬於「無責任能力」？①10 歲的小雅 ②15 歲
的小飛 ③80 歲的李爺爺 ④心神喪失不能辨識其行為違法的小麥 ⑤瘖啞人小天 
 ①④ ②⑤ ③④ ①⑤ 

10 近年政府極力宣導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雖不容許智慧財產權遭到侵犯，但是也允許合理的使用。下列
何種行為是屬於著作權的合理使用？ 
 阿福將其閱讀過，具優美、深度的文句，貼上在自己的部落格上，並未引述文章出處 
大雄下載免費軟體（freeware）供自己使用 
宜靜定期以電子報方式大量轉寄別人在部落格上發表的文章 
技安把從別人部落格上收集來的文章整理出版 

11 16 歲的小強經常與朋友一起吸菸、嚼檳榔，甚至混進酒家飲酒作樂，遭員警臨檢查獲後，父母親也被處
以罰鍰。依上述內容判斷，其父母所受的處罰最可能是依據下列何項法律？ 
 少年事件處理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兒童及少年福利法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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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老王因細故對小李動手，造成小李左肩瘀青腫痛。事後老王請里長陪同向小李道歉，雙方簽定和解書，
約定由老王負擔醫藥費，而小李則放棄對老王提起刑事訴訟。上述和解書具有何種法律效力？ 
 不具任何法律上之效力  僅具民法上契約之效力 
具民事一審判決之效力  具民事確定判決之效力 

13 根據報導指出，養殖虱目魚的陳姓漁農為了推廣虱目魚加工食品，經過十多年的研究及無數次的失敗後，
終於突破技術限制，成功推出紅燒、油漬、洋蔥茄汁等三種新口味。陳姓漁農這種勇於嘗試、不畏艱難的
精神，最符合何項生產要素？ 
 自然資源 人力資源 人造資本 企業才能 

14 從資本主義的市場中，減肥、美容的商品供應遠多於救命的瘧疾、霍亂疫苗，對此現象可以推知生產者
最主要的目的為何？ 
 滿足自己的需要 追求最大利益 實現社會正義 實踐美好生命 

15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宣告解散立法院的先決條件為何？ 
立法院通過總統及副總統之彈劾案 立法院否決行政院提出之法律案 
立法院拒審行政院提出之預算案 立法院通過行政院院長之不信任案 

16 如果台北市政府想要在信義商圈徵收交通擁擠稅，可以採取何種方式進行徵收？ 
 由台北市政府制訂辦法實施 由台北市議會制定相關法規 
立法院提案通過後由總統公布實施 人民連署提案公民投票通過後實施 

17 生產要素是指土地、勞動、資本及企業才能，其報酬分別為地租、工資、利息及利潤，其中那一項是伴
隨負擔虧損風險的報酬？ 
地租 工資 利息 利潤 

18 YY 村長宣布即日起用「雞蛋」做為該村莊市場交易時所使用的「貨幣」。請問使用「雞蛋貨幣」的 YY
村民最可能發生什麼問題？ 
 無法作為「交易媒介」 無法作為「計價標準」 無法「價值儲存」 無法「清償債務」 

19 當我國外匯市場上出現「台幣升值」時，接著可能會出現那些現象？①進口外國商品將變得較便宜 ②有
助於我國出口商 ③我國進口商的成本將會降低 ④出國旅行較為昂貴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0 如果某年我國對某國的出口總額為 800 億美元，進口總額為 750 億美元，表示該年我國對某國的貿易呈
現下列何種情況？ 
 貿易平衡 貿易入超 貿易逆差 貿易順差 

21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更高，若為自由故，兩者皆可拋。」我們從經濟學的觀點來看，為爭取自由所付
出的機會成本應是那一項？ 
 生命 愛情 財富 生命與愛情 

22 二氧化碳過度排放，引發全球暖化，「碳交易」機制因而漸受重視。一般而言，政府可先藉由總量管制
來發放汙染排放許可權證，以達減碳之目標。若碳交易市場上，每公噸二氧化碳排放權的價格居高不下，
那麼下列何種情況最可能存在？ 
廠商的生產成本將會增加 企業已大量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民眾對於汙染的忍受程度提高 政府發放過多的汙染排放權證 

23 下列關於我國公民投票的敘述，何者正確？ 
 投票的對象是「人」而非「事」 彰顯選舉權和罷免權的功能 
選民只有同意與不同意的選擇 可以取代代議政治 

24 依我國憲法規定，下列關於罷免與彈劾總統、副總統之敘述，那一項最為正確？ 
 由立法院直接投票罷免之  
罷免案和彈劾案都是由立法院提出 
由立法院提出彈劾案後，交由公民投票罷免之 
由立法院提出罷免案後，交由司法院大法官作最終審理 

25 我國立法院院會於民國 98 年 4 月三讀通過何項法律之修正案，明定縣市合併人口達 125 萬以上即符合申
請升格要件，但行政院仍擁有最終核定權？ 
地方自治法 縣市升格法 地方制度法 省縣自治法 

26 東南亞國家協會成立於 1967 年，當時是為了防止共產主義的蔓延，在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下，東南亞國
家協會逐漸形成一個東亞經濟共同體，目前熱門討論的議題「東協加三」是指東南亞國家協會之外加那
三個國家？ 
 中國、韓國、新加坡  韓國、印尼、菲律賓 
中國、日本、韓國  泰國、越南、新加坡 

27 依據我國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擁有下列那些公務員之提名權？ 
 副總統 審計長 立法院院長 最高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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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句名言「權力使人腐化，絕對的權力，絕對的腐化」，為避免權力被濫用，侵害人民的自由與權利，

因此，現代國家的中央政府體制，大多是依循何種原則來設計？ 
權能區分 地方自治 直接民權 權力分立 

29 知名偶像歌手在中正紀念堂辦演唱會，附近住戶抱怨連連，但周圍學校的學生樂不可支，即使買不起門

票，晚自習時就可聽到偶像歌聲。請問：演唱會所帶來的是外部效益還是外部成本？ 
 對住戶而言是外部效益  對學生而言是外部效益 
對想睡的人而言是外部效益 對想聽的人而言是外部成本 

30 我國國籍法第 1 條：「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這項規定顯示我國國籍之認定，主要遵循

何種原則？①血統規則 ②歸化規則 ③屬人主義 ④屬地主義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31 假設美國、台灣生產液晶螢幕和電腦主機板兩種商品，每人每單位產品產量如下表。若依據比較利益原

則而言，台灣與美國應如何生產下列商品，以追求最佳利益？ 

產品                        國家 美國 台灣 
液晶螢幕（單位產量／一小時每人） 10 12 

 6 10 電腦主機板（單位產量／一小時每人）

美國應同時生產兩種產品 台灣應同時生產兩種產品 
美國生產液晶螢幕，台灣生產電腦主機板 美國生產電腦主機板，台灣生產液晶螢幕 

32 「需求法則」是指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形下，當某商品的價格上升時，消費者對該商品的購買量會減少；

反之，當某商品的價格下跌時，消費者對該商品的購買量則會增加。這種關係可用下列那一圖形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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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下圖是某國近 40 年出生率與死亡率的變化資料，根據此項資料，下列那些社會福利政策是該國最應優先

實施的？①全民健康保險轉為公辦民營的方式 ②鼓勵生育並提供更完整的托育服務 ③成立老人居家

照護的社會服務體系 ④興辦國民年金，以保障國民基本生活 ⑤增設多所高中大學以滿足未來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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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表是阿明的投資標的。就長期而言，這四種投資標的所隱含的風險，若依由大到小的順序排列，下列

何者正確？ 
甲 台灣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乙 台灣財政部發行的債券 
丙 投資在台灣上市公司的股票型共同基金 
丁 投資在台灣某一產業的股票型共同基金 

甲乙丙丁 甲丁丙乙 乙丙丁甲 丙乙丁甲 
35 下列有關美國國會和總統之間關係的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幕僚由國會議員兼任 總統可對法案行使覆議權 
總統公布法令須內閣副署 國會可對總統提不信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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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We hope you can come here on your       from New York to Washington. 
 road way street avenue 

37       are not allowed to smoke on the plane. 
Producers Printers Passengers Painters 

38 I am really       to you; I could not have finished the work in time without your help. 
generous grateful crucial scary 

39 A burglar       my house yesterday, and took all my jewelry. I still could not figure out how the thief 
unlocked the door. 
broke into fell off went after turned in 

40 We enjoyed the trip because of the leisurely walks and the fresh air in the      . 
factory countryside river sidewalk 

  Today, many young people feel that they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ll the things they need. In other 
words, it’s difficult for them to make ends meet. It is,   41  ,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learn to get the most for their 
money. Here are some   42   given by a money saving expert. Martha Logan, about buying clothes in a store: First, 
choose styles that you can wear for a long time. Be sure that    43   and you like the way it looks. If you are not sure 
if a piece of clothing looks good on you, just   44  . Next, buy the best quality you can afford.   45   will last 
longer. Try to control yourself and do not shop while clothes are on sale. 
41 for example on the one hand therefore in addition 
42 thumbs tips trumpets twists 
43 it fits you well you fit well you are fit in it well fitting it well 
44 take it off try it on call it off clean it up 
45 Good quality clothes Affordable prices Cheap items Reasonable sales 

  Ellen Glanz lied to her teacher about why she hadn’t done her homework; but, of course, many students have lied 
to their teacher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Ellen Glanz was a twenty-eight-year-old high school social studies teacher who 
was a student for six months to improve her teaching by gaining a fresh prospect of her school. 
  She found many classes boring, students doing as little as necessary to pass tests and get good grades, students 
using tricks to avoid assignment, and students skillfully persuading teachers to do the work for them. She concluded 
that many students are turned off because they have littl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education. 
  Ellen Glanz found herself doing the same things as the students. There was the day when Glanz wanted to join her 
husband in helping friends celebrate the purchase of a house, but she had homework for a math class. For the first time, 
she knew how teenagers feel when they think some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homework. 
46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Ellen Glanz felt that      . 

she shouldn’t have lied because she herself is also a teacher 
students have the right to lie to the teachers 
teachers should be partly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lying to them 
students should never lie to their teachers 

47 Ellen Glanz became a student again because she      . 
wanted to know whether the teacher would recognize her as an older student 
wanted to learn new teaching skills 
wanted to find out why her students lied to her 
had felt tired of always being a teacher 

48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the phrase “turn off”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 
lose interest in something  refuse the request 
dislike certain people  change attitude completely 

49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article?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students, teachers should sit in another teacher’s class every once in a while. 
Students feel the classes boring because they are cheating and irresponsible. 
In order to encourage students, teachers should tolerate students’ lying. 
Teachers should allow students to have more control over their learning. 

50 What is Ellen Glanz’s attitude toward students’ lying? 
understanding negative positive cheerf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