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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了反對媒體壟斷，近 9 千名聲援學生及學界、媒體界及藝文界等民眾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希望政府修法制
定反跨媒體壟斷法，防止新聞媒體被單一集團所壟斷。依據上述內容判斷，下列關於「反媒體壟斷大遊行」
的敘述何者正確？ 
目的在於維護新聞自由與媒體第四權的功能 防止媒體因追求利潤造成壟斷而形成白癡文化 
起源是為了阻止總白癡化及置入性行銷問題 屬於公民不服從運動，為民眾公民權的實踐 

2 小華發現丈夫與外遇對象在自家臥室內發生自願性行為，蒐證後小華決定維護自己權益。下列那一個選項小
華無法主張？ 
 依民法訴請與丈夫離婚  依刑法控告丈夫與外遇對象通姦罪 
依民法控告丈夫與外遇對象共同侵權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提出妨害善良風俗 

3 蘇花公路沿線每逢大雨易發生坍方，導致交通道路中斷。花蓮生產的農產品無法及時運送北部販售，造成 
農民重大經濟損失。公益組織發起「一人一袋，送菜到臺北」的活動，號召在花蓮搭火車的民眾幫忙帶菜
北上，最神奇的是在臺北火車站收菜時，居然沒有短少。下列何者最能用來說明上述活動的精神？ 
可彰顯志願服務的專業分工 有助於結社自由的人權保障 
突顯志願結社的外部性問題 展現社會資本的累積與深化 

4 有關「次文化」的敘述，下列何者最正確？ 
次文化的出現乃是多元社會中的自然現象  
次文化的「次」具有「次級」、「劣等」之意涵 
次文化乃是相對於主流文化而言，有較具時髦感、流行感的特色 
次文化是指處於弱勢、被忽略、被歧視的團體之文化特色，不宜出現過多 

5 內政部曾基於防範役男藉故出境，逃避其應盡之服兵役義務，乃在「役男出境處理辦法」中設有限制役男出
境之規定，然而此規定遭大法官宣告違憲。此規定被宣告違憲，主要是侵犯下列何種人民的基本權利？ 
人身自由權 居住遷徙的自由 集會結社的自由 意見表達的自由 

6 歷經 7 次修憲之後，我國立法委員選舉制度有了重大的變革。下列有關我國現行立法委員選舉的敘述，何者
正確？ 
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的聯立制 新投票制度的設計有利於小黨獲得席次 
目前制度與美國國會選舉一樣 立法委員總席次由 225 席減為 113 席 

7 警察和軍人都負有保衛人民的任務，他們分別代表國家的那一項功能？ 
警察－安全；軍人－秩序 警察－秩序；軍人－安全 
兩者皆為秩序  兩者皆為安全 

8 某直轄市經由人民提案，欲申請地方公民投票事項，依據我國公民投票法的規定，下列何項案由可能是該市
所提的公投提案？ 
經濟不景氣，為使政府撙節支出，本市公務員月薪調降 1％ 
擔任本市各單位的行政首長前，必須先擔任過市議員一職 
為保障國防安全，由人民公投決定是否應該增加軍購預算 
為促進地方經濟繁榮，舉辦觀光賭場結合性交易專區公投 

9 某國之國會議員選舉制度與我國立法委員選舉制度一樣，下表為該國主要 5 個政黨在今年國會選舉中，不分
區代表得票統計結果，根據表格內容選出正確的論述？ 
 

 
 
 
 
 
 
 

由於國會沒有過半數政黨，該國勢必要組成聯合內閣 
 C 黨是因為沒有通過席次分配門檻而無法獲得不分區席次 
國會議員總席次乘以 35.36％即為 A 黨本次選舉可以獲得總席次 
 D 政黨「通過門檻後得票率」所增加的 3.83％，都是來自 C 黨的得票數讓渡 

政黨 原始得票率 通過門檻後得票率 
A 黨 32.5％ 35.36％ 
B 黨 5.7％ 6.20％ 
C 黨 3.5％ ----- 
D 黨 43.4％ 47.23％ 
E 黨 10.3％ 11.21％ 
總計 95.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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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我國相關法律之規定，對於政黨的「成立」及「解散」，其負責的機關各自為下列何者？ 
法院、憲法法庭 內政部、憲法法庭 立法院、司法院 內政部、立法院 

11 「公平稅制改革聯盟」係以「告別短視近利，追求公平正義」為訴求的利益團體，其理念傳承自「泛紫聯

盟」，並以社會運動的方式，持續對稅制不公等情況提出針砭。下列關於「公平稅制改革聯盟」的相關敘述，

何者正確？ 
為實現其目標，以積極培育公職候選人為職志 就性質而言，與「泛紫聯盟」皆屬「第二部門」 
為了保持政治中立性，不對政府機關進行遊說 為實現其目的，透過輿論等方式影響政府決策 

12 憲法增修條文為落實人民主權，擴大人民直接行使複決之權利。但是針對下列何事項之程序，則不須交由 
人民直接複決？ 
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領土變更案 憲法修正案 

13 報載「立法院院會行使考試院副院長被提名人甲、考試委員被提名人乙和丙同意權投票，以贊成 66 票、反

對 6 票，同意任命。」依據我國現行法律之規定，下列何者與上述人員的產生方式不同？ 
大法官 檢察總長 監察委員 行政院院長 

14 請就我國與法國兩國政府體制的比較，選出正確選項： 
我國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法國總理由國會勝選多數黨自行任命 
我國總統有被動解散立法院之權；法國總統有主動解散國會之權 
我國立法院無權提案罷免總統；法國國會則有權提案罷免總統 
我國總統可將重大議題提交公民複決；法國總統則無此權限 

15 下列何人從事的活動，符合中華民國憲法保障的「服公職」範疇？ 
小明從事社會運動以抗議政策制度不公 小花參加審議式民主會議討論社會議題 
小衫參選執政黨黨主席，順利高票當選 小紫報考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16 大學畢業即將邁入職場的年輕人，為避免工作期間遭雇主不當對待，共同報名參加勞工權益的專題演講， 
下面關於他們的分享何者錯誤？ 
文勇：每日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 8 小時，若延長工時加班費須超過平日時薪 
偉倫：雇主不可強迫員工從事特定工作，且有責任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佳珊：懷孕期間，如有較輕易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主不得拒絕且不得減薪 
芸臻：女性工作滿 1 年、孩子滿 3 歲前可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但男性不適用 

17 2016 年將於巴西舉辦國際奧林匹克運動會，該項運動競賽發揮國際組織的何種功能？ 
扮演中介者角色 保障國家安全利益 提供各國合作的場域 使弱勢國家利益組織化 

18 我國民法規定，請求權因 15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亦即「消滅時效」。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若為已知有損害者，消滅時效則為 1 年 所有類型之債權其消滅時效皆為 15 年 
消滅時效之規定是為維護法律的安定性 當事人於時效內主張之權利稱為抗辯權 

19 志明與春嬌婚後育有一女娟娟，但因夫妻感情不睦，因此志明過世前寫了一份遺囑，特別強調「本人過世後，

要將全數財產留給獨生女娟娟…」。依我國民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春嬌仍可主張自己的特留分 關於遺囑的內容，民法並未限制 
遺囑內容應經由配偶相互同意才有效 春嬌之應繼分，應為志明財產的四分之三 

20 我國家庭暴力防治法中，有民事保護令的規定，以保障受害人的安全，下列何者並非現行民事保護令的內容？ 
將加害人予以逮捕  禁止聯絡騷擾被害人  
遠離被害人經常出入處所 給付被害人醫療、租金或律師費 

21 檢察官在案件送到法院前，可能對被告作出下列那一種處分？ 
緩刑 沒入 緩起訴 保安處分 

22 到花蓮出遊的志明（戶籍臺北市）無照駕車肇事，將騎機車的阿華（戶籍高雄市）撞倒，導致阿華受傷。 
根據上述案例，若阿華打算尋求權利救濟，依據我國相關法律規定，應向下列何者提出訴訟？ 
花蓮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 臺北地方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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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住在臺北市的阿茂，某天收到超速的交通罰單，但阿茂認定當天自己絕對沒超速，因此決定提出訴訟，保障

自己的權利。依據我國行政訴訟法的規定，下列有關阿茂提出訴訟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該訴訟案件屬於交通裁決事件 此訴訟一審採合議制方式審理 
此訴訟二審應上訴至最高行政法院 訴訟管轄法院為臺北高等法院行政訴訟庭 

24 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權利，使其權利受損，人民得依法律向國家請求賠償。依據我國相關法令規定， 
下列有關國家賠償的敘述，何者正確？ 
提出國家賠償時，亦得以口頭方式提出  
若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權利，應向公務員所屬機關提出國家賠償 
若要請求國家賠償，知有損害時起，因 5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提出國家賠償後 2 個月內不協議，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25 在法治國家中，法律須經民主正當程序制定而產生，依據我國相關法律之規定，下列何者能夠成為法律案的

提案者？①總統  ②行政院  ③監察院  ④考試院  ⑤公民連署 
①②③ ①②⑤ ②③④ ③④⑤ 

26 奧地利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提出法位階理論，將法規範體系分為基本規範、一般規範與個別規範。 
下列那個選項，不屬於一般規範？ 
原住民族基本法 人民團體獎勵辦法 工會財務處理準則 國有公用房地使用契約 

27 為節省締約的時間，單方預先擬定好條款，提供不特定消費者簽訂契約，又稱定型化契約。依據我國相關 
法令規定，下列對於定型化契約的敘述，何者正確？ 
審閱期間應為 60 天內   
如有疑義時，應作出對消費者有利的解釋 
契約內容若要更改，僅能重新制定，不可部分修改  
門口張貼的告示不為定型化契約的範圍 

28 某研究調查發現：「火鍋湯裡面的亞硝酸鹽被吃進體內，會產生致癌物亞硝胺，飯後多吃番石榴，才能降低 
罹病的風險。」此調查報告經媒體披露後，消費者對番石榴趨之若鶩。依此敘述判斷，在其他條件不變的

情況下，此時「番石榴市場」會呈現下列何種變動？ 
供給立即增加，需求增加 供給立即增加，需求減少 
供給不變，需求減少  供給不變，需求增加 

29 紐西蘭今年夏天天氣乾旱，導致牧草量不足以養活牧場中的牛羊，很多農場主就提前屠宰部分牛羊，換取 
金錢來購買飼料。針對上述內容判斷，下列何者的推論是正確的？ 
農場主賣掉牛羊買飼料，將使牛羊的肉品市場減少供給 
天氣乾旱將使牧草減少，宰殺牛羊將導致肉品需求增加 
農場主提前宰殺牛羊，是預期奶製品將漲價採取的手段 
天氣乾旱使牧草減少，農場主買飼料是為養活其他牛羊 

30 香港政府於 3 月 1 日實行奶粉限帶令，限制每位離港的人士只能帶兩罐奶粉。政府對於奶粉市場所採取的 
干預方式，屬於下列何種類型？ 
價格上限 價格下限 管制需求數量 管制供給數量 

31 應國際債權人要求，希臘政府厲行公務員減薪措施，引發希臘公共部門員工舉行罷工，抗議新的撙節措施與

擬議中的裁員行動，本地交通為之停擺，航班停飛，學校與稅務機關也跟著停課關門。希臘政府的此項措

施，會對其國內生產毛額的那一項計算項目產生直接影響？ 
消費 投資 政府消費支出 進口淨額 

32 就讀書的效果而言，假設小王念國文與英文的生產可能線為一條由左上向右下的直線，也就是說，當小王念

第 1 個小時的國文時，要放棄 2 個小時的英文，那麼小王念第 5 個小時的國文之機會成本應為多少小時的

英文？ 
 1 小時  2 小時  3 小時 無法判斷 

33 美國自金融海嘯以降，聯邦準備理事會便不斷收購美元公債，此作為與下列何項措施對總體經濟的影響相同？ 
政府為避免財政赤字減少重大公共工程支出 中央銀行藉由賣出外匯增加民眾貨幣購買力 
財政部宣布減稅政策使人民可支配所得提高 銀行法定準備率調升以確保金融資產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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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明因身分證遺失到戶政事務所重新申請身分證，其所支付的費用，應屬於政府的何項收入？ 
規費 罰款 租稅收入 公營事業收入 

35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締約方第 18 屆大會在 2012 年年底舉行，世界各國正在加強採取行動

對抗氣候變遷。因應國際趨勢，我國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也將「溫室氣體減量法」列為推動重點。上文的作

法符合下列何者的理念？ 
里約宣言 森林原則 京都議定書 生物多樣性公約 

    George Washington first proposed a military school in 1783. Two decades  36  Washington’s first proposal, on 
March 16, 1802,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opened. It was located at West Point, New York, 50 miles north of 
Manhattan. 
    West Point became an important American school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Civil War, establishing  37  as the 
country’s finest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Its graduates held  38  roles in American life. They  39  began to 
serve as junior officers, many later rising to command arm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Civil War. 
     40  the later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West Point focused on military courses. When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World War I, its graduates had charge of almost every major field command. 
請依上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36  despite  after  with  above  
37  one  them  itself  theirs 
38  small  doubtful  empty  key 
39  also  never  barely  seldom 
40  Although Whether  During When 
41 Genie: Excuse me.       

John: Take the first right after the post office. 
Genie: Thank you very much. 
 Is it far away from the post office?  I think you are standing in my way. 
 Can you give me a ride to the post offic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rk? 

42 Louise: You look nice in your new dress. Where did you buy it? 
Francis: Oh,       
 I bought it an hour ago.   I bought it with my mother. 
 I got it at a department store.  I also got a new pair of shoes. 

43 If the boy       to his parents, he wouldn’t have been in trouble. 
 had listened  has listened  listens  listened 

44 It was a windy and rainy night;      , I decided to go out. 
 hence  although  therefore  however 

45 Their research project failed, yet John and his team-workers are      . 
 worth praise  worth praising  worthy praise  worthwhile praising 

46 The movie was okay, but I would rather       to the concert last night. 
 go   went  have gone  have been gone 

47 Nancy must have been       me because I haven’t seen her for a month. 
 avoiding  climbing  receiving  swallowing 

48 Denise spent hours sitting in front of her desk. She still could not       out how to solve the puzzle. 
 set  figure  look  knock 

49 With just four weeks left in the Presidential       it’s impossible to say who will win. 
 campaign  admission  defense  station 

50 The       of this book is a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tutor singer trainer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