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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學家柯爾柏格指出，道德是循序漸進發展的，並因心智年齡的增長而有不同階段的發展。大華為了贏得

班上同學的讚賞，自願擔任班上風紀股長，其行為應屬於柯爾柏格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的那個階段？ 

避罰服從取向 相對功利取向 尋求認可取向 遵守法規取向 

2 近年來，臺灣商業媒體充斥「腥羶色」，媒體亂象層出不窮，不少人歸咎於未善盡媒體的公共責任，有違新

聞專業倫理；那麼下列何者符合「新聞專業倫理」的要求？ 

新聞媒體持續追蹤毒澱粉的相關情況，使民眾確切掌握新消息 

某電視台主辦某漫畫人物的展覽，製作許多關於該展覽的報導 

主播在報導公共議題時，提出個人見解試圖左右觀眾思考 

SNG 現場轉播雖然可能難以求證，但可快速呈現，因此符合新聞專業倫理 

3 光輝里里民雖然不反對政府設置精神療養院，卻對於政府選擇該里設置精神療養院群起抗議。前述里民行為

可由下列何者加以解釋？ 

鄰避效應 社會正義論 搭便車現象 共有財的悲劇 

4 家庭的理財規劃是現代社會重要的課題，下列那一個事例是家庭理財最為周延的做法？ 

相準百貨公司週年慶，大肆採購大減價的商品 儘量節省生活開銷，把錢借給親友生利息 

除了正常工作，另外再找兼差多賺些外快 有效規劃日常收支，並檢視自己的消費是否恰當 

5 全球化一般是指經濟的跨國化、科技的標準化，並因網路的發達，將世界各地連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合體；

而為了與地區或國家的自然人文環境加以融合，又有「全球在地化」的趨勢，請問下列何者屬於「全球在

地化」的例子？ 

北非中東的茉莉花革命 全臺反媒體壟斷之請願 印度麥當勞的素食漢堡 雲門舞集海外巡演活動 

6 比例代表制是歐陸國家經常使用的選舉制度，但它在分配國會席次時，通常會設有「最低門檻」的限制。此

種門檻設置的主要目的為何？ 

避免大黨勢力過大，藉此打壓對手政治勢力 避免小黨林立，意見分歧不易整合 

協助匯集社會中的各項多元民意 鼓勵民眾籌組政黨參與政治事務 

7 中央政府各院院長為國家重要之官員，關於我國現行各院院長的產生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立法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立委互選後任命之 

考試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後任命之 司法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8 小華是一個經高等考試及格的公務人員，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及其施行細則，下列小華的那一種行為合

乎「行政中立」的概念？ 

小華可以登記加入其心儀之政黨，並兼任政黨職務 

小華於上班期間，可於胸前貼上特定候選人的胸章 

小華可以請假去參加某候選人的造勢場合，在台下加油 

小華可以在放假時幫政黨拍攝具名的廣告，呼籲選民支持 

9 為依遵憲法主權在民的原則，並確保國民行使直接民權，我國制定了公民投票法，下列有關全國性公民投票

的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重大政策複決案，得經總統之核可，交由中央選舉委

員會辦理公民投票 

立法院對於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之事項，得附具主文、理由書，經立法院院會通過後，交由中央選舉委

員會辦理公民投票 

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

公民投票 

年滿 20 歲，未受監護宣告之國民亦可提案公民投票，此提案人數應達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

總數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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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根據我國國籍法之規定，下列那一種情形無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一對美國籍夫妻，於我國旅行時產下之嬰兒 

出生於我國境內，父親為我國國民的臺美混血兒 

旅居美國的我國籍職棒選手，其妻於美國境內產下的小孩 

父親為我國籍，母親為日本籍，但出生於父親死後的嬰兒 

11 西元 2011 年 7 月，在歷經多年抗爭與獨立公投後，南蘇丹宣布脫離蘇丹共和國，建立南蘇丹共和國，與此

同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議通過一項表決案，派遣一支維持和平部隊至南北蘇丹邊境，協助南蘇丹完成建

國。以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主要是根據何種國際政治運作上的原則？ 

權力平衡 保護主義 多邊結盟 民族自決 

12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相關法律對於投票權與被選舉權都有年齡的規定，下列有關我國投票權及公職人員被

選舉權年齡限制之敘述，何者正確？ 

20 歲可以擁有投票權；23 歲可以參選立法委員 18 歲可以擁有投票權；26 歲可以參選村長 

23 歲可以擁有投票權；35 歲可以參選總統 20 歲可以擁有投票權；33 歲可以參選臺北市市長 

13 根據報載，某國際組織資助印度政府，籌建納馬達水壩，希望增加該國電力生產、灌溉以及供水，但因可能

造成 245 個村莊遭淹沒，4 千萬人須搬遷，引發爭議。依上所述情節，前述國際組織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國際貨幣基金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銀行 國際紅十字會 

14 依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憲法法庭是隸屬於下列那一機關？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15 在英國，雖然到了 18 世紀時，已確立了對法庭獨立性和新聞自由的尊重，但在整個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仍只認定擁有一定程度的財產、具備一定教育程度的人，才能享有選舉權。一直到西元 1928 年，凡

年滿 21 歲的男女公民才均享選舉權。前述歷史演進過程強調的是下列何項原則？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16 依我國現行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是形成擬制血親的原因？ 

認領 收養 準正 監護 

17 某日阿勇前往花花百貨公司購物，發現該百貨公司附設超市所販售的商品比一般超商貴。下列何者最適合說

明關於該百貨公司售價較高的問題？ 

涉及暴利行為，違反民法規定 涉及獨占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依誠實信用原則，百貨公司應退差價 屬契約自由原則，百貨公司並不違法 

18 阿龍和阿鳳生下小剛後才結婚，婚後又收養了小強。根據我國民法的規定，下列有關前述父母子女關係之敘

述，何者正確？ 

小剛尚須經過認領程序，才能成為阿龍和阿鳳的婚生子女 

小強因與阿龍和阿鳳無血緣關係，故無權繼承阿龍的遺產 

13 歲的小剛因常與父母吵架，依法可宣布脫離親子關係 

小強原從母姓，成年後仍得依其意願變更姓氏，改從父姓 

19 國內兩家 KTV 業者申請合併，遭公平交易委員會駁回，業者訴願失敗後提起行政訴訟，法院認定業者合併

對市場無明顯好處，判決業者敗訴。下列何者最可能是法院裁判的理由？ 

虛偽不實的廣告影響消費者的權益 聯合行為不利於市場上的自由競爭 

結合行為不利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利誘不當攬客將妨害公平競爭行為 

20 小強在刑法課本上讀到以下內容：「若有其他手段可以防止不法時，則不輕易動用刑法……」。該內容主要

在反應下列何者？ 

罪刑法定主義 特別預防理論 應報理論 刑法謙抑思想 

21 刑事制裁在法律上稱為刑罰，刑罰包括主刑與從刑。依據刑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從刑」（附加刑）？ 

沒收 追繳 罰金 褫奪公權 

22 在臺中地方法院擔任法官的寶真，某日意外發現大偉偷竊鄰居的花卉。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寶真可

以採取下列何項作為，來追究大偉的法律責任？ 

告訴 告發 自訴 緩起訴 

23 北部某公園發現一名女童疑似遭人姦殺致死，手段兇殘，引起社會關注，警方調閱監視器鎖定夜市攤販小良

為犯罪嫌疑人，隨後地方法院檢察署傳喚小良到案說明。下列針對此案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檢察官偵訊後認為小良有逃亡之虞，裁定羈押看守所 

檢方為避免小良與辯護律師串供，看守所全程監聽與錄音談話內容，且威脅小良寫下犯罪自白書 

一審法官依自白書判決小良 15 年的有期徒刑 

經媒體批露辦案過程有瑕疵，小良最終獲得無罪判決定讞，並對羈押期間所受的損失提出國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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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當民眾不滿意監理所作成的交通裁決事件時，依據現行相關法律之規定，可向何種機關進行權利救濟？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地方法院民事庭 

25 我國法律規定，行政行為，應依「某原則」為之，其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其二，有多種同

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其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

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根據上述說明，「某原則」應為下列何者？ 

誠實信用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26 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下列有關人民權利保障的敘述，何者正確？ 

青年樂生聯盟上街頭抗議新莊捷運機廠興建，是結社自由的表現 

限制媒體不得隨意跟追採訪，是保障被跟追之當事人身體自由與隱私權的表現 

為保障視障者的生存與工作，限定僅能由其從事按摩業，是平等權的表現 

勞工工會與雇主就勞動條件訂立團體協約書，是維護自由權的表現 

27 假設生產一支手機與一台筆記型電腦，甲國需要 4 個小時與 6 個小時，乙國需要 2 個小時與 5 個小時，根據

上述題意，甲國生產一支手機的機會成本為下列何者？ 

2/3 台筆記型電腦 3/2 支手機 3/2 台筆記型電腦 2/3 支手機 

28 在國際貿易裡，各國生產自己相對優勢的財貨，再透過國家間自由貿易互通有無，則彼此皆能獲利。此一貿

易方式是以那種理論為基礎？ 

自由競爭法則 機會均等法則 比較利益法則 絕對利益法則 

29 當其他條件不變時，經濟學上通常是以下列何者來表示需求曲線？ 

在一定的期間內，某產品的價格與需求之間的關係 

在一定的期間內，某產品的價格與需求量間的關係 

產品自身價格跟需求量間會呈現負向關係 

產品自身價格跟需求量間會呈現正向關係 

30 就雞肉市場而言，雞排與雞腿屬於互補品，當禽流感盛行的時候，每個人面對雞肉相關產品時會變得比較

謹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就供給者而言，當雞排的價格下降，將會導致雞腿市場產生下列何種

變化？ 

供給量增加 供給量減少 供給增加 供給減少 

31 小新發現最近 A 品牌同一性能筆記型電腦，在市場中的價格有持續下降的現象，下列何者可能是這種現象

發生的原因？①所得提高 ②供過於求 ③需求增加 ④技術進步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32 某校學生參加科展時，發明一種水做的眼鏡，也順利申請到專利。有廠商看中他的發明創意，以 100 萬元向

他購買專利開始量產，此舉也為該廠商開創了新的產品市場。「該廠商決定花錢購買專利權加以量產」的

做法，應是屬於下列何種經濟發展的要素？ 

政府效能 企業才能 人造資本 人力資本 

33 某一經濟體，去年的名目 GDP 為 800 億美金，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 100，今年的名目 GDP 為 945 億

美金，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 105。該經濟體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應最接近下列何者？ 

18.1% 16.8% 12.5% 5% 

34 元宵節的天燈為平溪民眾帶來大筆的經濟效益，卻也留下來了天燈垃圾，破壞美景。為了保持環境清潔，新

北市政府推出獎勵政策，讓當地居民回收天燈紙，5 個天燈垃圾就可以換一包垃圾袋，50 個就可以換一瓶

醬油。上述政府的作為，最可能是欲達成下列那一個目的？ 

降低機會成本 產生外部效益 分散投資風險 落實比較利益 

35 根據新聞報導：為持續激勵民間消費及投資信心，我國中央銀行將持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下列何者是

中央銀行為達成目標而可能實施的策略？ 

買進合格票據 發行政府公債 調高重貼現率 調降個人所得稅率 

36 The woman        you talked with on the phone is my cousin. 

which what whose whom 

37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and many buildings were destroyed by Super Typhoon Bopha. 

reduced injured arranged calculated 

38 This is the most       novel I’ve read for a long time. I spent the whole morning reading it. 

dizzy exciting negative obedient 

39 At the wedding      , the bride and groom walked to different tables to toast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banquet horizon charity manner 

40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usually last for fifteen days, allowing time for various       to be enjoyed. 

samples members demonstrations entertai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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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My little brother is so irritating. All day long he says, “ Eddie, I wonder why people can talk but animals can’t.” Or, 

“ I wonder why the ocean looks blue.” Of course, I don’t know the answers, but I don’t let him know that. I just make up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and he accepts them as if I’m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world. Before I answer one of his 

questions, I usually tell him that he’s pretty stupid and asks too many questions. 

Well, yesterday we both got our report cards. I got B’s and C’s, and he got straight A’s. Under the “ Comments ” 

section on my report card, it said, “ Eddie would be getting better grades if he asked more questions.” Of course, on my 

brother’s report card, it said just the opposite. 

To make things worse, my brother squawked all day about how I was so stupid for not asking questions! I just sighed 

and told him he was right─I wouldn’t make fun of him anymore for asking so many questions. 

Yes, I learned a lesson from my little brother: Never be afraid to ask questions, and NEVER be afraid to wonder 

why. 

4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the article? 

The article is about how the author’s older brother loved to ask questions. 

The article is about how the author loved to ask questions. 

The article is about how the author learned a lesson from his older brother. 

The article is about how the author learned a lesson from his younger brother. 

4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irritating” in paragraph one? 

annoying curious playful impolite 

43 How did the author respond to his brother’s questions at first? 

The author ignored his brother’s questions. 

The author helped his brother find the correct answers to his questions. 

The author invented answers to his brother’s questions. 

The author tried to answer his brother’s questions but often failed. 

44 What does a report card do? 

It helps a student learn the English alphabets. 

It shows a student’s progress in learning the English alphabets. 

It helps a student review what the teacher has taught. 

It shows a student’s performance at school.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what the author learned from his brother? 

One should never laugh at one’s older brother. 

One should never laugh at one’s younger brother. 

One should never stop feeling curious about things in life. 

One should never stop working hard at school.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Given that “ No pets ” signs have become ubiquitous at stores and restaurants in major cities nowadays, is it really 

impossible to take your pet shopping or dining? Not necessarily. One store chain that specializes in home decor 

merchandise has never   46   pets from entering in the company of their owners since its founding 15 years ago. 

Furthermore, four to five years ago, it took   47   step toward welcoming four-legged furry friends with open arms by 

providing pets-only shopping carts for pet owners to spend   48   time shopping with their pets. 

When asked whether any   49   customers have opposed the service, Chen said that as of today, there have not 

been any complaints about the service, which is widely accepted by customers. Occasionally, the store finds that the 

service encourages   50   interaction among customers since pets are a great reason for starting up a conversation. Use 

of the pet cart service is high, and there are frequently no vacant carts during weekends and holidays. 

46 ban banning banned bans 

47 other one another another others 

48 quality quantity queer quarrel 

49 consecutive conservative consequent conscious 

50 neutral negative detached posi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