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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立於民國 73 年的董氏基金會，致力於營造無菸環境、推動菸害防制相關法案及器官捐贈等活動。依據我

國法律規定，下列那一選項能正確代表該會的屬性？ 
社團法人，政治團體  財團法人，政治團體 
社團法人，社會團體  財團法人，社會團體 

2 性騷擾的現象和問題存在於許多社會中，並且不時引起人們的爭議和討論，臺灣也不例外。針對這個現象和

問題，下列那些敘述是正確的？①性騷擾只發生在異性之間，不是嚴重的問題 ②性騷擾經常是受騷擾對

象引誘的，並且誇大其詞 ③性騷擾與男女正常接觸之間的界線不容易劃分 ④性騷擾可以是單一發生的

事件，也可能是一種持續的行為傾向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3 下列何者不屬於「家庭暴力防治法」中所謂的家庭成員？ 

離婚的夫妻 同居的男女 繼父母與繼子女間 住在同一宿舍的室友 

4 某知名品牌咖啡連鎖商，其咖啡連鎖店遍佈全世界各地。這家公司的咖啡豆來自於中南美洲瓜地馬拉，當地

工人採集咖啡豆五個工作天的薪資，才能夠買得起一磅此知名品牌咖啡。這反映了下列那一種現象？ 
人才流動分配的不均衡  企業成長比重的不均衡 

生產分工利潤的不平等  文化傳播的不均衡 

5 西元 1996 年於英國愛丁堡大學複製成功的桃莉羊，被視為是何種科技的里程碑？ 
資訊科技 農業科技 生物科技 環境科技 

6 19 歲的阿寶酒後駕車，迎面撞死了對向車道的機車騎士，當時酒測值超過酒醉駕駛標準。依上述內容判斷，

阿寶的行為應如何處理？ 
非屬故意，不成立犯罪  無責任能力，不成立犯罪 
屬有過失，成立過失致死罪 意識不清不成立犯罪，但須損害賠償 

7 當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民眾如果在警報區內海域從事活動，不聽從執法人員勸導，主管機關可依《災害防

救法》之規定開單處罰。上述法律規定，最主要是依據《憲法》上的何項理由？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 增進公共利益 

8 依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關於憲法的修改方式與程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行政院提修憲案，立法院投票議決 立法院提修憲案，司法院大法官投票議決 
立法院提修憲案，公民投票複決 司法院大法官提修憲案，公民投票複決 

9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才能分配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

立委席次，此種「政黨分配門檻」的限制，其主要理由是： 
方便計算席次 反映多元民主 保障少數族群 避免小黨林立 

10 依我國憲法規定，司法院設有十五位大法官，有關大法官的敘述，何者正確？ 
為維持司法獨立，依我國憲法規定，大法官享有終身職 
大法官負責審理上訴至最高法院的民、刑事訴訟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公務人員之彈劾案 

11 八八水災，造成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其中的原因之一為過度開發，造成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每逢大雨時，

山區土石流釀成大禍。為矯正此外部成本，下列何者是政府最適當的作法？ 
將山區民眾全部遷居至平地 在災後進行撫卹與補償 
在山區村落配置直升機與推土機 制定並確實執行環境保護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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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那一個地方政府層級與其他三者不同？ 
嘉義市 基隆市 嘉義縣 桃園市 

13 某部長因其洩漏公務機密資料，收受不當利益，違法失職事證明確，遭受彈劾。請問下列何者有權向該部

長提出彈劾？ 
考試院 立法院 司法院 監察院 

14 「公共財」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概念，下列那一個敘述，最足以說明「公共財」的特徵？ 
共享而且無法排除他人使用的物品或勞務 在公共場合擺設的各種攤位 
由政府提供的物品或勞務 由國家經營的公營事業 

15 我們有時會看到部分一樓住家，白天將盆栽移至屋外占用門前小空地，以便於晚間停車之用。上述違反公

共利益的情形，主要是屬於《民法》上權利行使的何項原則？ 
消滅時效 誠實信用 權利濫用 損害賠償 

16 不論是人類心智或體力的活動，凡從事生產以獲取收入為目的之勞務，皆稱為勞動。若以此定義，下列那

一項活動不屬於勞動的範疇？ 
藝人開演唱會 律師替客戶辯護 醫師到海地義診 工人建造光纖系統 

17 《民法》規定買賣商品時，只要雙方當事人彼此口頭約定，契約即可成立，但是，民法亦規定有些契約必

須以書面方式才具有法律效力。下列那幾種買賣行為須簽訂書面契約才具有法律效力？①黃金買賣 ②土

地買賣 ③房屋買賣 ④汽車買賣 
①② ②③ ①④ ②③④ 

18 如果世界上只有甲國和乙國兩個生產資源相同的國家，利用相同的生產資源，甲國能生產 800 噸稻米和 200
噸大豆，乙國則能生產 1000 噸稻米和 600 噸大豆，根據比較利益法則，兩國應如何生產？ 
乙國對生產稻米有比較利益 甲國生產大豆之機會成本較低 
甲國應出口稻米，進口大豆 乙國應出口稻米，進口大豆 

19 有關我國民事、刑事訴訟制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檢察官與法官辦案均應秉持不告不理、無罪推定原則 
民事糾紛只要進入法院訴訟程序後，就不能再進行和解或調解 
最高法院屬於書面審、法律審，應以原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 
重大犯罪被告或嫌疑人有串證、逃亡之虞時，檢察官依法可逕行羈押 

20 依我國民法規定，關於年齡與行為能力的相關規範，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十四歲以下者屬於無行為能力人 
十六歲已婚者為完全行為能力人 
腹中胎兒由於尚未出生，故無權利取得亡父的遺產繼承權 
未滿十四歲的兒童，其法律行為必須經由法定代理人為之，否則無效 

21 人類文化行為存在著一些共同特徵，這些特徵在所有的社會中被發現，例如任何人群社會都有婚姻、家庭制

度，都會有語言系統…等。這是屬於文化的那一種特性？ 
普遍性 差異性 累積性 約制性 

22 我國近來一直積極爭取加入國際組織，拓展外交空間。下列何者是我國已經參加的全球性政府間國際組織？ 
聯合國（UN）  亞洲開發銀行（ADB） 
世界貿易組織（WTO）  國際特赦組織（AI） 

23 以下關於「國際貿易」的敘述，那項是正確的？ 
「關稅」和「配額」是在稅制上做調整，但其目的是完全相反的貿易政策 
只要擁有「絕對利益」，不一定要擁有「比較利益」，兩國之間就可以藉著貿易互蒙其利 
「配額」與「自動出口設限」，都是在數量上對出口商品的限制 
不管是關稅、配額或那種型式的貿易政策，只要是干預自由貿易，都會造成市場總效益的減少 

24 消費者對於洋洋車廠出產之新型跑車趨之若鶩，促使該項產品的市場需求增加，而洋洋車廠也主動增產，

則下列敘述何項最為正確？ 
市場均衡價格下降，但均衡數量增加 
市場均衡價格上升，且均衡數量也增加 
市場均衡價格上升，但均衡數量可能增加或減少 
市場均衡價格可能上升或下降，但均衡數量一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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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非洲國家辛巴威於 2007 年 12 月發行 75 萬辛元面額的紙鈔，復於 2008 年 1 月 18 日發行 100 萬、500 萬與

1000 萬辛元面額的紙鈔。由辛巴威紙鈔面額的變化，可推知該國的經濟狀況為何？ 
物質缺乏，製幣成本增加 國家強盛，紙幣價值升高 
經濟發達，貨幣需求量大增 通貨膨脹，貨幣購買力變低 

26 綠色國民所得（Green GDP）是目前新興的概念，假設海綿電子公司某年的年營業收入為 1200 萬，廠房設

備的原始成本為 600 萬，但是使用一年後產生損耗與折舊，該年只剩下 400 萬的價值，而該公司對環境的

衝擊產生 400 萬的環境成本。海綿電子公司該年度對綠色國民所得的貢獻是多少？ 
 200 萬  400 萬  600 萬  1200 萬 

27 自從臺灣旅美棒球投手王建民在美國職棒發光發熱之後，與他有關的周邊產品造成大熱賣，民眾相繼搶購。

若就影響消費行為的因素來看，此一現象最有可能受到下列那一個因素影響？ 
商品價格 所得水準 預期心理 主觀偏好 

28 以交易平臺的性質來看，下列那些平臺具有「無形市場」的性質？①百貨公司 ②便利商店 ③網路商店 

④證券交易所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29 NN 超商成立「綠色基金」，長期贊助「荒野保護協會」的活動與研究。下列那一個選項最能反映上述作法

的意涵？ 
企業從事公益活動是善盡其社會責任 企業回饋社會是基於遵守政府的規定 
企業重視環保活動可以直接增加利潤 企業保護荒野可能妨礙其本業的經營 

30 一般成文憲法國家，為因應時代潮流的演進，除透過修憲程序外，先進民主國家亦常採下列何種作法，以

使憲法能更有效發揮功能？ 
由政府號召各政黨菁英進行政治協商 透過公投過程重新制定一部新憲法 
由政府召集憲法學者不定期舉行釋憲會議 由固定的釋憲機關進行相關條文的釋憲任務 

31 為了維持法律關係的穩定，《民法》有「消滅時效」的規定，若權利人經過一定的時間不行使其權利，其

權利將會喪失或受到限制。民法中規定的時效最長是幾年？ 
 5 年  10 年  15 年  20 年 

32 請問下列那一項為法國混合制政府的正確敘述？ 
總統任命總理須經國會同意 總統與總理分屬不同政黨時，會出現左右共治 
總統公布法令皆須總理副署 總理可以行使覆議否決權 

33 以下是小美爸爸投資理財的情形，何種理財工具的投資報酬率最高？ 

理財工具 甲 乙 丙 丁 

投資金額 10 萬元 6 萬元 12 萬元 8 萬元 

獲利金額 4000 元 3500 元 6000 元 1600 元

甲 乙 丙 丁 
34 各項行政法規中，規定人民必須配合行政機關執行各項公務，遵守各項行政法規。以下何者不屬於行政機

關對個人所做的行政處分或行政罰？ 
警察開交通罰單 國稅局補稅通知 勒令停業或歇業 判決後科以罰金 

35 19 歲的小張為了抵抗持刀闖入家裡的竊賊，在慌亂中隨手拿起球棒將該名歹徒打傷，小張不成立傷害罪的

主要理由是什麼？ 
不符犯罪構成要件 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不具有故意或過失 當時並無責任能力 

36 That cake on the table looks very delicious,      ? 
 isn’t  doesn’t it  is that  does that 

37 We tried our best to help you, but things didn’t turn out as expected. It’s really       our control. 
 beyond  under  from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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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We       to the rock radio station when Mother walked into our room. 
 listened  have listened  were listening  listen 

39 I had a good time last night. Many wonderful things      . 
 happens  happened  were happening  happen 

40 The meeting was       because the boss was ill, but they would set a new date for the meeting. 
 cancelled  denied  judged  marked 

41 Students learn to work closely with others in group sports       baseball and basketball. 
 as if  for example  that is  such as 

42 Karen: How often do you go grocery shopping? 
Diana:      . 
Karen: I wish I could go as often as you do. 
 John does the shopping   Twice a week 
 Only when I have time   Hardly ever 

43 Tom: This is a great party. I really like the music. 
Mary:       
Tom: Yes, I love it. I play drums in a band. 
 Is that so? Do you play any sport? 
 Really? I didn’t know you liked jazz. 
 It sounds great. Do you like to go to parties? 
 I like the food, especially the cake. Do you like it? 

44 Jason: We’re going to be late for the party. Are you ready yet? 
Sophia:       Just a minute. 
 Almost.  Out of the question.  Never.  Don’t wait for me. 

45 Mother: Tell me, how is Jake doing in Math this year? 
Teacher: He’s doing very well.        
Mother: I’m happy to hear that. Thank you. 
 You should be proud of him.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him. 
 You have never heard of it.  You must punish him. 

 
    Some want to make and save a lot of money in order to retire early. I’ve seen people   46   higher-paying and 
challenging jobs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y take no vacations,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ir families, and make many 
personal sacrifices   47   high income. 
    This retirement planning may not be as perfect as it appear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happy retired life   48   come. 
Even if all goes according to plan, will they know how to take it easy and enjoy their retirement if they spend their entire 
life making money? More importantly, who will be around to   49   their retirement leisure time if they did not 
successfully balance their work and family lives? One of the costs of entering into an intense career is that time is always 
spent   50   friends and family. They may indeed realize their goal of retiring early. But this may not be good news for 
them if this goal is achieved by sacrificing their social and family lives to their careers. 
請依上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46  pursuing  to pursue  pursues  pursued 
47  in spite of  in exchange for  in addition to  without considering 
48  will not  will  might  might not 
49  save  share  lose  take 
50  for  on  away from  w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