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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越來越多的家庭是數代單傳，家庭人口一直維持每代兩人，這種家庭不朝橫向發展，而朝縱向傳宗接代，

像菜豆莖依附竹竿爬升一樣瘦長。請問這種家庭「絕不可能」成為下列何種家庭型態？ 

擴展家庭 核心家庭 折衷家庭 隔代家庭 

2 政府機構、公司行號等都是不同於以親情關係為網絡的家庭，這種具有明確組織目標、分工權力架構的大

型團體稱為什麼？志願團體  社會組織  初級團體  科層組織 

    

3 政府以往對原住民族採行「山地平地化」政策。當時認為山地生活即代表落後，應儘速向平地社會同化才

是正途。在這種情況下，有不少原住民藝術品被丟棄，母語被禁止使用，祭典時間遭縮短，傳統服飾也被

視為不雅的象徵。請問：上述現象顯示當時未能落實那一項原則？ 

促進社會統整與共識 了解與認同世界文化 尊重不同文化的特色 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 

4 小華的爸爸以開計程車為業，他若想要爭取相關權益，應該加入特定的社會團體，最能達成上述目的，則

小華的爸爸所加入的團體，應屬於那一種取向的團體？ 

工作取向 政治取向 關係取向 公益取向 

5 小銘的祖母住在伸港鄉「泉州厝」，附近鄰居的祖先都是由福建泉州移民而來，請問這種社區主要是由何

種關係的居民所組成？ 

親戚 血緣 同鄉 職業 

6 為了推廣終身學習的理想，政府近年來與許多學術單位建置了亞卓市（educity）的平台，以利推動此一理想

的實現。請問「亞卓市」類似下列那一種社區？ 

都市社區 網路社區 鄉村社區 地理社區 

7 下列有關文化的敘述，何種對應是正確？承恩門：器物層次  中華文化力求安定，西方文化喜好冒險：

理念層次  中華民國總統由人民投票選舉產生：制度層次  不自由，毋寧死：制度層次  過年舞龍

舞獅：器物層次。 

    

8 中小學生學習民主生活的知能，可以從成立自治組織開始，接著就是召開班級會議，依照會議規範，宣布

開會和確認議程，是下列那一個角色的權責？ 

司儀 主席 記錄 老師 

9 龍寶社區中熱心的住戶們自願免費開設閱讀學習班，協助社區孩童閱讀經典，既達到安親又可節省經費。

由此可知，下列構成社區要件中最重要的因素為何？ 

擁有共同的活動中心  居民平時有互動  

居民間有彼此認同的社區意識 住在同一個地理空間範圍內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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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列那一項權利，屬於參政權的範圍？ 
發表自己的藝術作品  參加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發起成立文教基金會  向縣政府提起訴願 

11 王大民想成立一個新政黨，他必須依據那一種法律提出申請？ 
社會秩序維護法 人民團體法 民法 政黨法 

12 依據我國憲法規定，公務員懲戒為下列那一機關之職權？ 
行政院 考試院 司法院 立法院 

13 由於社會進步，現代選舉的競選活動不僅蓬勃熱烈，宣傳花招也五花八門，下列那一項競選活動確實符合

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規定？ 
登記參選 30天後才可展開競選活動 候選人不得接受外國團體經費之捐助 
競選文宣可以依需求張貼在任何地方 宣傳活動最後期限為投票日早上 8點 

14 在民主社會裡，不管是成人還是小孩，都有表達自己意見的權利和自由，而每一個人也都能安全的保有不

同的政治立場，「我雖不同意你，但仍然捍衛你的表達權利。」此語即是下列那一項民主素養？ 
具有法治精神 互相尊重包容 保持溫和理性 參與公共事務 

15 年滿 20歲且具有完全行為能力的公民，無論其性別、學歷、種族、宗教、財富、階級為何，皆有投票權，

這是說明選舉的何種原則？ 
普通原則 無記名原則 直接原則 平等原則 

16 下列有關「我國選舉制度」之敘述，何者正確？ 
民選首長採「單一選區絕對多數制」 第 7屆立法委員採「單一選區兩票制」 
縣、市議員採「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 地方村、里長採「單一選區絕對多數制」 

17 剛滿 17歲的小高想與 30歲的阿美先訂婚，2個月後再結婚。有關兩人的行為，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兩人的訂婚無效  兩人的結婚無效  
如小高的父母反對，則結婚無效 即使結婚，小高也不負民事責任 

18 下列那一項不屬於大法官的職權？ 
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律命令  
公務員懲戒  組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解散事項 

19 薛大華與黃中恆等人邀集志同道合的人士組織政黨，並準備推薦候選人參與選舉。請問：薛大華等人成立

政黨，應向那一個政府機關登記？ 
內政部 中央選舉委員會 當地政府 憲法法庭 

20 行政處分的通常救濟程序為何？ 
訴願－行政訴訟  請願－行政訴訟  
請願－訴願－行政訴訟  訴願－再訴願－行政訴訟 

21 小陳向老張購買房屋，小陳於何時取得房屋所有權？ 
兩人以書面簽訂買賣契約時 小陳付清買屋尾款給老張時 
老張將房屋所有權登記給小陳時 老張將房屋鑰匙交給小陳時 

22 對於犯罪證據不足的犯罪嫌疑人得作不起訴處分的司法人員，為下列何者？ 
大法官 檢察官 法官 書記官 

23 往昔英國法律規定，某大學的學生可在學校內投一票，在家鄉再投另一票。上述情形，違反現今民主國家

的何項原則？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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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記者組成記者公會最主要是基於下列何種需求而產生的團體？ 

 情感需求 工作需求 自我實現 安全需求 

25 小蓉最喜歡在百貨公司換季打折時，到百貨公司「血拼」，因為這個時候衣服的價格只剩下平時的一半。

小蓉因為百貨公司換季拍賣，而增加了購買的意願與數量，這就是經濟學中強調的何種理論？ 

機會成本 比較利益原理 需求法則 慾望無窮 

26 承上題，若是小蓉購買到瑕疵品時，可以在 7 日內要求換貨或退錢，這樣的規定應該會出現在下列那一個

法律中？ 

公司法 消費者保護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公平交易法 

27 燈塔、防洪設施、國防安全等勞務的提供，因為無法避免「搭便車」現象，所以大多由公務部門供應，稱

為「公共財」；可見「公共財」具有什麼特性？ 

普遍性 獨占性 外部性 不可排他性 

28 大雄最近正在找工作（如下表），僅就這三個工作機會而言，如果他選擇甲工作，那麼他的機會成本是： 

工作機會 甲工作 乙工作 丙工作 

時薪 110元 100元 95元 

 195元  110元  100元  95元 

29 人類要生產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或財貨時，必須利用各種生產資源。下列各選項中的生產資源，何者符合

「自然資源、人力資源、資本」的排列順序？ 

牛皮、鞋匠、皮鞋  池塘、養殖業者、蚵仔  

椅子、木匠、樹木  土地、作業員、廠房 

30 當物價全面且持續性上漲時，稱為通貨膨脹。下列有關通貨膨脹帶來衝擊的景況之敘述，何者最正確？ 

一元商品到處可見 存款利率持續調低 貨幣的購買力下降 收入固定者較受益 

31 每年 5月要繳交房屋稅和所得稅，請問「房屋稅」是屬於那一種類型的租稅收入？ 

財產稅 銷售稅 規費 貨物稅 

32 一般經濟活動的生產與分配都由「看不見的手」所完成，下列那一項交易價格就是由「看不見的手」所形

成的？ 

百貨公司換季時的服裝價格 高速公路的通行費 

大學生的學雜費  公共電話的通話費 

33 聯合國某組織發表一項聲明指出，許多語言正快速流失，並呼籲大家加入拯救弱勢語言的行動。請問該聲

明最可能來自下列何組織？ 

聯合國環境署 聯合國安理會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經濟及社會理事會 

34 下列何者不是全球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資訊科技 交通便利 區域整合 電腦網路 

35 掌理我國各級公務人員之任用、銓敘、撫卹及退休等事宜是屬於中央那一機關的職權？ 

立法院 行政院 考試院 監察院 

36 Jane does not really need to lose any more weight. She already looks      . 

 sharp  short  slim  strong 

37 No one knows the actress is in her thirties. She looks like a girl       a woman. 

 far beyond  rather than  well above  in pla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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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he sun always       in the east. 
 rose  rises  has risen  does rise 

39 Mrs. Wang made us       late again after class today. 
 stay  to stay  staying  stayed 

40 The river       runs through London is the Thames. 
 it  who  where  which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題至第 45題 
Suzanne Lenglen, the first great star of women’s tennis, was born in France. She   41  , from a very early age, by 

her father. At fourteen, she won a local tennis competition and the next year she won the French Championships. She 
became   42   famous when, in 1919, she won at Wimbledon in the first championship held after the war. After this,   
43   she went, she was ‘news.’ Crowds of fans would flock to see her play. For the next seven years she remained the 
best woman tennis player in the world, losing only one   44   in this time. In 1926, she shocked the tennis world, by   
45   to arrive for an important match on the central court at Wimbledon when Queen Mary was in the audience. Soon 
after this she retired from competitive tennis. 
41  training  was training  was trained  trains 
42  scarcely  accordingly  internationally  daily 
43  when  whatever  where  wherever 
44  club  match  credit  racket 
45  failing  forcing  coming  changing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題至第 50題 

Much of what we say to others is communicated not only through words, but also through body language, including 
our facial expressions and gestures. It’s important to know what your body is telling others because body langu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on. You should also know how to interpret other people’s body language. Here are some 
typical examples of one’s body language: A smile is usually a sign of friendliness and interest; however, some people 
smile out of politeness. So you have to decide if she or he is friendly or not by getting other clues. Also, be aware that 
when someone keeps pointing at you while talking, it could mean the person is angry or feels superior in some way.  
46 People communicate mostly with one another using      . 

 only words   only facial expressions  
 body language and words   Gestures and words 

47 A smile can show friendliness, interest, and      . 
 sometimes politeness  often attention  shyness  being scared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part of body language? 
 words  facial expressions  gestures  smiling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someone who points a finger directly at you may be      . 
 friendly  excited  angry  interested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Body language is less important than spoken words. 
 Body language is always used in a fixed way. 
When someone keeps pointing at you, it’s a good sign. 
 Body language is no less important than words to convey one’s true in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