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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son）之「人格發展理論」指出：「每一個發展階段皆有危機，且危機
的出現有特定時間，每一階段的危機都是一種新技巧或態度的學習。」就其理論認為下列那一階段易出
現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的心理危機呢？ 
學齡期 青少年期 成年期 老年期 

2 支持甲意見的人感受到團體的主流偏好對己有利，就會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反之，支持乙意見的人則
可能感受到主流偏好不利於己，就保持緘默。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勇於表達意見者越發積極；保持沉默
者，即使人數較多，反而失去勇氣表達言論。下列何種理論，可以用來說明上述現象？ 
框架效果 沉默螺旋 預示效果 樂隊花車效果 

3 傳統上南韓人喜愛就著鍋蓋吃泡麵，認為此種吃法 富滋味。而同桌共吃泡麵時，能以鍋蓋吃泡麵者就
是享有特權的人。但近日南韓某泡麵廣告出現以鍋蓋吃麵的習俗，卻被日本人批評為未開化的餐桌禮儀。
關於該廣告所呈現文化差異的爭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日本人與南韓的麵食文化仍存在著文化的普同性 
從日本人的批評顯示出日本的文化位階高於南韓 
日本人是以文化相對主義角度來看待南韓的吃泡麵文化 
日本人是以我族中心主義的態度面對南韓的吃泡麵文化 

4 臺灣過去曾進行過社會職業聲望研究，其中發現：醫師和會計師能享有較高的職業聲望分數。下列那一
種說法較符合功能論的主張？ 
要屬於高社經地位家庭，才有機會擔任這兩種職業 
兩項職業對社會具有其重要性，自然擁有較高聲望 
其社會地位高，是因掌權者刻意保護其權益而產生 
兩職業雖不需有良好知能，卻能擁有較多社會資源 

5 小王在大學畢業後與好友創立了一家科技公司，擔任公司董事長，但因經濟大環境影響，公司經營不善
而倒閉，為維持生計小王只好到社區擔任保全警衛。根據社會聲望的概念，下列何者可以說明小王職業
角色的轉變過程？ 
代內水平流動 代間水平流動 代內垂直流動 代間垂直流動 

6 根據我國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之相關規定，下列關於立法院之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於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對其進行訊問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後，立法院須於七日內進行追認 
政黨提名不分區立法委員名單，婦女名額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立法院通過不信任案後，行政院院長於十日內必須辭職 

7 28 歲住在臺中的阿豪，對於政治有著濃厚的興趣，他若想要擔任公職人員為民眾服務，依據我國相關法
令規定，下列那些是他可以利用的管道？①參選立法委員 ②參選臺中市長 ③參加公職考試 ④參加
法官遴選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8 我國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自第七屆起有所變革，目前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中不包括下列何者？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 比例代表制 單一選區兩輪決選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 

9 在現代民主政治的運作中，利益團體與政黨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其兩者並不完全相同，關於利益團
體與政黨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利益團體僅針對特定的議題進行遊說與溝通，政黨關注的議題較為全面 
利益團體以追求商業利潤為導向，政黨以實現政治理念為導向 
利益團體與政黨都可以登記參加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提出候選人名單 
所有的利益團體必定是公益團體 

10 我國為了使憲法更符合國家整體發展的需要，自 1991 年至 2005 年進行了七次修憲工程，下列何者屬於
修憲後所做的調整？ 
中央民意代表由人民直選產生 裁撤省政府及省諮議會 
總統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副署 領土變更之議案由立法院提出 

11 領土包括了領空、領陸及領海，根據相關法律規定，下列何者為我國領海範圍？ 
領土邊界向外延伸 12 浬 海岸線向外延伸 12 浬 
基線向外延伸 12 浬  離島海岸線向外延伸 12 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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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據報載：某直轄市工務局局長離職後，立刻轉任民間營造公司總經理，每月薪資 20 萬元，因為違反公務
員服務法中之旋轉門條款的規定，遭到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並沒收 2 年多來的薪資 545 萬餘元。下列敘
述何者 適合用來說明上述報導內容？ 
藉由法律的約束力，來杜絕公務機關之利益輸送 經由迅速的司法判決，顯示依法行政之難能可貴 
公務員被判刑，代表其終身不能再擔任公職 要求政府資訊公開透明，以提高公共事務之品質 

13 下列有關政府體制的敘述，何者顯示我國政府制度中與內閣制相同者？ 
總統有覆議否決權  國會議員可兼任行政官員 
行政首長有副署權  內閣不可解散國會 

14 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向來實施「均權制」，即依事務之性質劃分，具全國一致性質者歸中央，因地制宜
者則歸地方。依我國現行體制，則由立法院制定地方制度法，各地方政府根據該法實施地方自治。依上
所述，下列有關我國現行中央與地方政府組織運作之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政府屬中央政府的派出單位，其職權應由中央政府主導 
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的委辦事項，仍為地方自治實施範疇 
地方政府實施地方自治之後，就違背均權制度的意涵與精神 
地方政府實施地方自治後，就不再具有公法人之條件與地位 

15 我國憲法第 23 條明文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
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上述條文除了採用法律保留原則之外，還
隱含下列何項原則的精神？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法律優越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6 人民可以透過投票決定自己的民意代表、直轄市長甚至總統。依據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針對現行
各項公職人員選舉之敘述，何者正確？ 
直轄市長為大選區相對多數制 原住民立法委員為大選區相對多數制 
不分區立法委員採連記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鄉鎮市民代表採相對多數讓渡投票制 

17 依據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債之發生原因？ 
不當得利 侵權行為 無因管理 拋棄物權 

18 大仁與阿蘭生有一女小青，兩人因感情不睦而離婚，小青的監護權歸阿蘭所有，之後阿蘭再嫁給喪偶的
阿明，帶著小青住進阿明的家，與阿明的獨子志文共四人一起生活，且阿蘭與阿明皆未收養對方之子女。
針對上述案例，依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阿明與小青的親屬關係屬於直系血親一親等 志文與小青屬於旁系血親關係因而無法結婚 
阿明死後，僅有阿蘭與志文能繼承阿明的遺產 大仁死後，阿蘭與小青皆不得繼承大仁的遺產 

19 一位年滿 10 歲，正就讀國小四年級的甲，在學校竊取班上同學的零用錢。針對甲的偷竊行為，若依刑法
對於構成犯罪要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構成犯罪，因為甲不是無行為能力人  
構成犯罪，因為其行為符合竊盜罪之構成要件 
不構成犯罪，因為甲不具有責任能力 
不構成犯罪，因為其行為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20 阿文於 20 歲那年，父母離異但父親卻時常於酒後返家，以粗話辱罵並毆打母親及阿文。依上所述，根據
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父母已離異，不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若聲請緊急保護令，檢察官應盡速於四小時內核發 
言語及精神虐待部分，只適用刑法 
阿文雖已成年，但仍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21 法律是生活的基本界限，使社會大眾的行為有一定的規則可循。下列那一法律特性即代表法律制定的內
容並非針對特定人、特定個案而訂，且含有平等原則的意涵？ 
有限性 安定性 普遍性 強制性 

22 交通部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授權，訂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此規則是屬於下列何者？ 
行政處分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指導 

23 憲法規定除現行犯外，人民即使有犯罪行為，皆須依照法定程序才可逮捕拘禁，且僅能拘留 24 小時。此
規定是為了保障下列何種基本人權？ 
言論自由 人身自由 隱私自由 遷徙自由 

24 無前科的志國在觀賞海芋田時，順手偷摘一朵海芋回家，經人告發，檢察官偵辦後認為微罪不舉，不再
追究。依上所述，檢察官基於「微罪不舉」，應該是做了下列何種決定？ 
緩起訴處分 不起訴處分 無罪宣告 罰金宣告 

25 少年法院法官對於少年不當行為，可以裁定將該少年安置於民間教養機構進行輔導，此「裁定」性質為
何？ 
不起訴處分 保安處分 保護處分 感訓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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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部落客作家甲將自己創作完成的小說，投稿到報社，被錄用刊登。甲何時可取得小說的著作權？ 
完成著作權登記時 作品完成時 被報社刊登時 出版成書時 

27 小華和同學一起去看電影、逛街購物，請問：此時他們 可能要負擔下列那一種稅賦？ 
所得稅 健康稅 財產稅 銷售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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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價格不但飆漲，甚至還有人買不到番石榴。依此

敘述判斷，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對於「番石榴市場」的敘述，何者正確？ 
因為價格飆漲，導致需求增加 買不到番石榴，是因為供不應求 
供給沒有增加，交易數量就下降 因交易數量減少，故供給也減少 

29 假設以下事件均在今年度發生。小青以 300 元的材料費縫製了一隻泰迪熊玩偶，並以 400 元賣給玩具店，

一個月後，玩具店再以 700 元的價格將泰迪熊賣給消費者小珊，三個月後，小珊再以 800 元的價格將這

隻二手的泰迪熊賣給小玉。若以上述資料判斷，GDP 一共增加了多少？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30 志明接受某連鎖咖啡廠商委託，記錄杏花村村民對該廠牌「咖啡與奶精」產品市場的消費情況，下表資

料是他觀察一年的結果。若依據此資料判斷，對該村的居民而言，關於該廠牌「咖啡與奶精」的財貨性

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咖啡價格（杯） 奶精（1 包）價格 90 元時

的咖啡需求量 
奶精（1 包）價格 100 元時 
的咖啡需求量 

100 元 300 杯 250 杯 

120 元 200 杯 180 杯 

兩者互為互補財  兩者互為替代財 
奶精是劣等財，咖啡是奢侈財 咖啡是獨立財，奶精是季芬財 

31 美國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投訴，指控中國大陸為了搶攻新興國家汽車市場，違反 WTO 規定提供其

國內汽車和汽車零件業者大規模的補貼，此舉造成美國汽車業者面臨龐大的壓力，因此燃起兩國貿易戰

火。上述中國大陸的政策，對新興國家汽車市場所造成的影響應為下列何者？ 
消費者剩餘減少 消費者剩餘增加 生產者剩餘不變 生產者剩餘增加 

32 經濟制度是用來解決經濟問題、規範經濟行為的一套規則。下列敘述中，何者屬於計畫經濟制度的特色？ 
承認私有財產 尊重價格機能 政府配置資源 重視利潤動機 

33 嘉義的某人氣蛋捲老餅店，因為每天清晨就有民眾排隊搶購，造成吵鬧及環境髒亂，讓附近居民抱怨說：

「餅店在賺錢，我們卻得因此而受害」。就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居民的抱怨說明了該餅店的何種問題？ 
生產上的外部成本 生產上的外部利益 消費上的外部成本 消費上的外部利益 

34 各種不同的國際經濟組織對其會員國的要求不同，下列那一種經濟組織會要求成員國必須放棄自己的貨

幣而採用共同貨幣？ 
經濟聯盟 共同市場 關稅同盟 自由貿易區 

35 下表為立軒去年的繳稅資料，其中屬於地方政府收入的有多少元？ 

項目 地價稅 房屋稅 所得稅 遺產稅 汽車牌照稅

金額 4,000 元 9,000 元 35,000 元 10,000 元 7,000 元 

65,000 元 30,000 元 20,000 元 13,000 元 
36 John ate and yawned with his mouth wide open. His       manners shocked everyone. 

vulgar  delicate   civil decent  
37 Both coffee and naps can       mood individually; when combined, they are magical.  

devastate  decrease  improve  invest  
38 People are annoyed by advertisements that       on the YouTube all the time. 

start up  stand up  save  up show up  
39 I grew up near the ocean,       is probably why I love going to the beach! 

when  what  where  which  
40 Jeff went to Tainan last night. I       with him if he had told me a day before. 

should go  would go  would have gone  should be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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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With thirty e-devices, four hundred e-titles, and two thousand print items,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became 

the world’s first e-book library in an airport. Titles are   41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the e-devices vary 
from iPads to e-readers with e-ink. The library is   42   by the duty-free shop at the airport. The   43   for the 
project comes from the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a government agency. The total cost of the project was about 
US$102,000. Airport passengers are   44   to borrow the devices and read the e-books in the airport, but they cannot 
download any   45   for their own devices. With more than seventeen million passengers passing through the airport 
each year, this is likely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much bigger. 
41 added  limited  required  available  
42 opened  checked  mana ged published  
43 basis  reason  funding  direction  
44 trying  willing  allowed  prepared  
45 medals  mistakes  materials  machines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In 1945, leaders from 51 countries met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where the United Nations (UN) was 

organized. At that time, World War II had just ended. People hoped they could build a future of world peace through 
this new organization. Today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a member of the UN. Each country has signed an 
agreement that says: 
1. All members are equal. 
2. All members promise to solv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in a peaceful way. 
3. No member will use force against another member. 
4. All members will help the UN in its actions. 
5. The UN will not try to solve problems within countries except to enforce international peace. 

Obviously, the United Nations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successful in its actions.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wars 
since 1945. However, the organization has helped bring peace to some countries that were at war. Besides, it has helped 
people who left their countries because of wars. It has also helped bring independence to colonies. 

The main UN organization is in New York City, but the UN has a “family” of other related organiz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ese organizations try to provide a better life for everyone. One example is UNICEF, an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s poor children with food, medical care, and many other services. Another example i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ch develops medical programs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are thousands of UN wor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y work as planners to increase production in farming and industry. They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improve education programs, and spread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hey develop programs that provide jobs and better 
living conditions. They help countries control their population growth. The UN also holds lar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here people meet to discuss important world issues. One conference was about the uses and ownership 
of oceans. Another was about women. There are also International Years for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situations and solve problems. 
46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The UN has helped refugees who left their countries because of  war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now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ll members of the UN promise to solv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in a peaceful way.  
UN wor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lan how to increase production in farming and industr y. 

47 Why has the UN not been completely successful in its actions? 
No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UN are equal.  
Several wars have occurred since 1945.  
There have been no solutions about poverty.  
The UN has solved problems within particular countries.  

48 Which service is NOT provided by UN? 
Improving education programs.  Spreading scientific information.  
Hold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Using force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49 What is the miss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scussing the uses and ownersh ip of oceans.  
Developing  medical programs all over the world. 
Helping countries control their population growth.    
Providing poor  children with food wherever they liv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 can best describe the status of “colonies” in the sentence “It has also helped bring 
independence to colonies”? 

Free . Active . Governed . Autonomou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