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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典最大玩具連鎖店 TOP TOY 耶誕節產品的型錄裡，只看到男孩抱著洋娃娃，公司指出未來 TOP TOY 的

玩具將走向性別中立。依上述，該公司的政策調整主要在於破除何種性別迷思？ 
異性戀霸權 性別階層化 女性貧窮化 性別刻板印象 

2 日前有報導指出：「海洋魚類承受不了人類的過度捕撈，專家甚至提出警告，如果人類再不節制，到了 2048
年，地球上將沒有魚可吃！」由上述報導可說明下列何種現象？ 

搭便車現象 鄰避效應 西瓜效應 共有財的悲劇 

3 某報導指出：「貧富拉大、文憑貶值和創業困難是當前臺灣社會階層不流動的三大原因。」即便多數學派皆

不否認「教育」在社會階層化的重要性，但亦有學者指出「文憑不是能力的保證，而是優勢階級透過學校

教育過程『再製』既存社會階級利益的不平等歷程。」上述對學校教育的批判觀點，符合下列何種理論的

主張？ 

交換理論 衝突理論 結構功能論 符號互動論 

4 印度基於宗教信仰不吃牛肉，麥當勞為拓展市場，2013 年在印度開設素食餐廳。試問麥當勞公司的此種作

法，可說明何種文化現象？ 

在地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另類全球化 文化帝國主義 

5 下列針對社會流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美的雙親都是大學教授，小美是個基層的勞工，是向下的代間流動 
阿立自幼家境貧困清寒，靠自學努力讀書考取公職，是向上的代間流動 
跨國企業的總裁經常往來各國的分公司視察業務，是垂直的代內流動 
阿明從貿易公司的董事長，到現在擔任保全人員，是水平的代內流動 

6 法國政治學者杜瓦傑（M. Duverger）觀察許多民主國家的經驗後，認為選舉制度會深深影響一國的政黨體

系的發展。下列有關杜瓦傑觀察研究結果的敘述，何者正確？ 
兩輪決選制較易形成多黨聯盟  
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容易產生政黨輪替 
單一選區兩票制容易產生一黨獨大  
採行比例代表制易形成兩黨制 

7 一般我們所稱的公務員，按照其任用資格、保障制度與權責的不同，又可分為政務官與事務官兩大類。下列

關於事務官體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沒有任用資格規定  依法享有各種保障與福利  
負責各項政策的規劃與監督 隨政策成敗或政黨執政進退 

8 我國公民投票制度中，對於提案與交付的「提出」方式有嚴格的規定，下列何者無法「提出」？ 
總統 行政院 立法院 人民連署 

9 擔任外交大臣的某甲，因決策錯誤而被免除外交大臣職務後，他只好回到國會中，全心全意擔任國會議員的

工作，以上情境可能發生在那一個國家？ 
美國 法國 瑞士 英國 

10 依我國憲法規定，如果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發生爭議，應由那一機關負責解決？ 
司法院 立法院 監察院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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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關於我國中央政府組織與職權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政府經過修憲後，中央民意機構主要在立法院與監察院 
中央政府各院院長，皆由總統提名，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 
中央政府公務人員，皆需秉持行政中立、依法行政原則做事 
立法委員為民喉舌，負責監督公職人員財產與政治獻金的申報 

12 下列何者的敘述顯示，我國與該國擁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我國國民在南非護照遺失，可向南非共和國臺北聯絡代表處求救 
我國國民在阿根廷需要幫助，可找阿根廷臺北商務辦事處提供支援 
我國國民在史瓦濟蘭需要幫助，可向我國駐史瓦濟蘭王國大使館求助 
我國國民在印度尼西亞遭遇強震受傷，可找駐印尼臺北經貿代表處求助 

13 萱萱一向非常關心臺灣的政治事務，最近她積極尋求黨員的支持，希望能號召國人支持該黨舉辦「東海岸禁

止商業開發」的全國性公民投票。如果今年 12 月能順利舉行該議題的全國性公民投票，依據我國相關法律

的規定，下列那一位可以行使投票權？ 
年滿 18 歲剛從高中畢業的小英 來臺工作的印度籍工程師阿山 
因故受法院監護宣告的小美 遭褫奪公權 2 年且目前剛服刑完畢的小花 

14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02 號解釋文認為，教師於行為不檢有損師道時，禁止終身再任教職確實能達成保障學

生受教權的作用，然而終身禁止對人民工作權所造成的限制過於強烈，因而違反下列那一原則而宣告違憲？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5 總統為避免國家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時，得經（甲）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令，但須於

發布後 10 日內提交（乙）追認。上述中甲、乙分別是指那一機關？ 
立法院、司法院 行政院、監察院 考試院、司法院 行政院、立法院 

16 下列何者依民法屬於限制行為能力人，但在刑法上則為無責任能力人？ 
 12 歲之青少年  18 歲之瘖啞人  88 歲之老年人 受監護宣告之人 

17 小蘭過世時留有遺產 1,200 萬元，父母雙亡，其配偶老吳已歿，兩人未曾生育子女，所有後事皆由小蘭的妹

妹小雲一人處理。而小蘭留有一份遺囑，內容將所有遺產跟權利均贈與照顧自己的看護工小明。依據我國

民法之規定，下列有關小蘭遺產分配的敘述，何者正確？ 
尊重被繼承人的遺志，遺產全由小明繼承 小雲得主張與小明平均分配小蘭的遺產 
小雲得遺產的三分之一，其餘遺贈給小明 小蘭因無子女，故遺產全歸國家所有 

18 1957 年美國電影《十二怒漢》描寫 12 位陪審員決定少年是否為殺父兇手的過程。剛開始 11 位陪審員因目

擊證人指認及少年在貧民窟長大的背景，尚未討論就認定其為兇手，最後卻因 8 號陪審員鍥而不捨的質疑

而改判被告無罪。若依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判斷，上述陪審員的作法，是違反下列何項原則？ 
無罪推定 罪疑唯輕 罪刑法定 證據排除 

19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犯罪行為有告訴乃論之罪與非告訴乃論之罪的區別，下列四人的言談中，何者的說法正確？ 
小雪：非告訴乃論之罪在檢察官發覺犯罪情事後可逕行處理 
小美：非告訴乃論即為公訴罪 
小光：告訴乃論之罪即為自訴 
小梅：告訴乃論之罪沒有時效限制 

20 明偉為國立大學的學生，因參與反學費高漲遊行並發表談話，被校方認定影響校譽，經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

開會討論，且在沒有通知明偉到場的情況下，即作出記大過的處分，明偉表示不服，想透過法律途徑進行

權利救濟。針對上述情況，若依我國相關法令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校方進行行政處分前，應給予明偉有陳述意見的權利 
校方有維護校譽與管教學生的責任，故此行政處分並無不當 
若明偉不服學校的行政處分，可直接向學生自治會提出申訴 
學校並未侵害明偉的學生身分，故明偉僅可向教育部提出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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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關我國法律制定程序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法律案提出後應送立法院院會排定審議先後順序  
法律案應於相關委員會中進行三讀會之議決程序 
完成三讀的法律案應由立法院咨請總統公布施行 
行政院對於窒礙難行的法律案得移請立法院覆議 

22 張三與李四因生意往來發生糾紛，張三透過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經雙方接受後，由調解委員會將

調解書送到地方法院並核定通過。依上所述判斷，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由張三支付雙方調解費用 調解事件以民事紛爭為限 
調解書與法院確定判決相同效力 調解書僅具有民事上契約之效力 

23 我國現行刑事訴訟制度下，法院原則上扮演公正第三人，於必要時才會依其法定權限，介入案件之調查。 
此種訴訟原則為下列何者？ 
自由心證主義  法定證據主義  
改良式當事人進行主義  當事人進行主義 

24 若依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列各項權利之敘述，何者主要是針對被告權利之保障的規定？ 
可要求犯罪被害補償金 可拒絕夜間進行訊問 可拒絕出庭應訊 可拒絕與被告對質 

25 國內三大鮮奶業者私下約定，於 6 月 15 日起將一公升裝鮮乳價格皆調高 10 元。業者的上述行為屬公平交易

法中的何項行為？ 
獨占行為 結合行為 聯合行為 壟斷行為 

26 現代社會的人們通常只要從事一兩項專長工作，再透過市場交易，就能夠衣食無虞，甚至比從前農業社會還

要豐富。若以「比較利益」法則來說明該「專長工作」，下列那一項敘述最正確？ 
最符合供給法則 生產力較低 機會成本較高 機會成本較低 

27 商家常以「買一送一」的策略來吸引消費者，藉以促銷商品。這種「買一送一」的行銷方式，是希望達到下

列那一種效果？ 
增加需求 減少需求 增加需求量 減少需求量 

28 「銷售收入－成本＝利潤」、而「銷售收入＝產品售價×銷售量」，下列那些敘述可以使利潤增加？①若售

價和成本固定，則需增加銷售量  ②直接抬高售價 2 倍，可增加利潤，也不會影響銷售量  ③若售價和銷

售量固定，則需降低成本  ④若成本和銷售量固定，則需降售價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9 每逢冬季結束初春來臨時，百貨公司都會舉行冬裝的換季大拍賣，以吸引消費者。下列那一種論述可以用來

說明上述現象？ 
冬裝供不應求，消費者為了搶買冬裝，願意多付錢，均衡價格因而上漲 
冬裝供不應求，供給者會因有利可圖而增加供給量，因此降價吸引買氣 
冬裝供過於求，供給者因為產品無法全數賣出，因此供給者會降價求售 
冬裝供過於求，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上升，而增加需求量，均衡價格上漲 

30 有關各項經濟發展要素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技職訓練屬於人造資本  利息是企業才能的報酬  
民眾公德心屬於社會資本 高爾夫球場屬於自然資本 

31 下列那一個數據的提升，並無助於我國國民生產毛額的提高？ 
政府興建高速鐵路   3 月份的外銷訂單暢旺 
政府調降貨物稅  美國大學給臺灣學生的全額獎學金 

32 元宵節的天燈為平溪帶來大筆的經濟效益，但留下來的就是凌亂的天燈垃圾，破壞原本的美景。為了保持環

境，有人建議政府針對販售的天燈加徵環保稅，否則讓當地居民忍受天燈垃圾，是不公平的。針對上述建

議政府的作為，下列何者的說法是正確的？ 
防止別人坐享其成，也就是禁止搭便車的行為 希望政府採補貼方式，補償居民忍受垃圾之苦 
希望政府採課稅方式，讓亂丟垃圾者付出代價 透過政策將環境界定價錢，使外部效益內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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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本新任央行行長黑田東彥表示，為了儘快達成 2％通貨膨脹目標以擺脫通貨緊縮，日本央行將著手研究新

一輪的寬鬆貨幣政策。下列何者是日本央行可能採取的做法？ 
調升重貼現率  調升存款準備率  
進行選擇性的信用管制  在公開市場中增加國債購買 

34 明宏為了一圓自己開店當老闆的夢想，辭掉了月薪 5 萬元的大學助教工作，回家鄉開設博士雞排店。他找了

一間月租 2 萬元的店面，每月的進貨成本約為 3 萬元，水電費約為 1 萬元，同時明宏的太太也辭去了月薪 4
萬元的工作到店裡幫忙。依據上述資料推判，明宏夫妻開店的隱藏成本及外顯成本各為多少萬元？ 
15，9 9，6 9，5 6，9 

35 承上題，明宏開設博士雞排店的機會成本是多少元？ 
 5 萬元  6 萬元  9 萬元  15 萬元 

    Halloween was not Mary’s favorite holiday. Oh, sure, when she was a little kid, Mary liked dressing up in a  36  
and going trick or treat. But now she was getting a little old for all that. In fact, the day after Halloween, Mary would  37 
thirteen. She would  38  think she is just a little kid. Mary would never admit it, but she had one other big  39  for not 
liking Halloween. When your birthday falls on November 1, no one ever makes a big  40  out of it－because it is right 
after Halloween!  
請依上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36 costume harvest clown headline 
37 move change shift turn 
38 any longer no longer rather than  more than 
39 request answer reason action 
40 shake  mistake deal order 
41 Bill: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taxi stand is? 

The Clerk:     . 
 Just follow that sign   Just follow that schedule  
 You can find it inside the duty-free shop  You can find it in the cafeteria 

42 Ann: The new manager is going to      and move into the office next Monday. 
Bill: I heard about it already. 
 take in   take care  take off  take over 

43 Peter was not interested in geometry.     .  
 So did I  Neither did I  So was I  Neither was I 

44 I feel so tired this evening. I’ve been working hard     . 
 all day  every day  each day  day by day 

45 My sister has a lot of fun      her English with a pen pal in the U.S. 
 of practice   practicing  to practice  of practicing 

46 Of the two dictionaries you recommended, this is the      one. 
 good  better  best  goodly 

47 Unlike his cousins, who ate a lot at the party, he didn’t seem to have any     . 
 appetite  hunger  manner  taste 

48 After knowing that she could not get her money back, Victoria      having lent the money to her sister. 
 reserved  required   repeated  regretted 

49 I haven’t been feeling well     , Doctor Lin. 
 afterwards  at last  recently  suddenly 

50 There is a house for     . I want to buy it. 
 buy  order  pay   sa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