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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了改善女性在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地位，政府修訂相關法律規範婚後的住所和子女監護權。請問此相關

法律所指為何？ 
民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騷擾防治法 

2 近年來，空中大學、社區大學、長青學苑等學習管道蓬勃發展，成效良好；上述機構設立的主要目的是什

麼？ 
學校教育 終身學習 老人安養 職業教育 

3 英國柏納李（Tim Berners-Lee）是全球資訊網（www）的發明者，他認為人類所有的成就都是互動的結果，

應彼此分享。因此，為了讓每個人都有機會利用網路，他堅持不申請下列何項權利，促成今日網路資訊的

蓬勃發展？ 
專利權 商標權 著作權 人格權 

4 《京都議定書》於西元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關於這份協議所代表的意義與規範，下列那一項敘述

是正確的？ 
我國參與簽訂《京都議定書》，必須遵守溫室氣體減量的規範 
各國可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或增加森林的面積 
全球所有國家均簽字同意遵守該協議的內容 
目的是要保護瀕臨絕種的野生動物 

5 臺灣留學生剛移居至國外就學時，剛開始常出現價值觀適應問題，但隨著時間推移，並與當地人相處一段

時間後，即可漸漸融入當地的生活中。上述過程顯示了下列那一種概念？ 
文化乃是後天學習而來的 
次文化是為了滿足需求及解決問題而產生 
次文化是指社會所有成員普遍共享且代代相傳的文化模式 
主流文化在全球化潮流中逐漸式微 

6 近年來，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組成自由貿易區，區內各國關稅減免，將對臺灣產業造成衝擊。此「東

南亞國家協會」是屬於那一種組織？ 
全球性國際組織 區域性國際組織 國際非政府組織 專門性的國際組織 

7 某縣政府衛生局由於明知執行精神疾病通報、輔導、戒護就醫等相關計畫面臨諸多困境，卻未妥為謀求改

善，肇生憾事連連等情均有違失，因而應依法由那一個機關提案糾正？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立法院 

8 健忠多年來設籍在新竹市海山里，他不可能參加以下那一種公職人員的選舉投票？ 
新竹市市議員 新竹縣縣長 海山里里長 新竹市市長 

9 依照我國憲法的規定，若中央與地方在事務的分配上遇有爭議時，應先交由下列那一個單位解決？ 
立法院 大法官會議 行政院會議 最高法院 

10 政府主管機關針對電視購物頻道播放不實廣告之處罰，係彰顯政府的那一項經濟功能？ 
提供公共財 保障私有財產 改善所得分配 維持公平交易 

11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利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療保

健等社會福利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列。」此項主張明文揭示憲法應保障

人民何種基本權利？ 
自由權 平等權 社會權 參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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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右圖判斷，圖中的甲 /乙 /丙分別指的是何者？ 
總統 /立法院 /司法院 
立法院 /總統 /行政院 
總統 /司法院 /立法院 
行政院 /立法院 /總統 
 
 
 
 

13 快樂國的某次國會選舉，各政黨席次與得票率如下表，請根據下表判斷，快樂國的政黨政治型態，最可能

屬於下列那一種？ 
政黨別 鼠黨 牛黨 虎黨 兔黨 龍黨 其他 無黨聯盟 
得票率 35.7% 32.8% 14% 7.8% 0.1% 6% 3.6% 
席 次 89 79 34 12 1 4 6 

混合制 兩黨制 多黨制 一黨獨大制 
14 為有效降低二氧化碳排放量，政府預計最遲在民國 100 年整合現有污染及能源稅制，並逐步調高稅額，以

期達成節能減碳的效果，政府此舉最主要的目的為何？ 
直接管制拒絕污染  使外部成本內部化 
解決公共財無法排他的問題 降低碳排放市場的資訊不對稱 

15 根據我國國籍法的規定，下列何人可以依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與中華民國國民有同居事實的外國人 繼父母為中華民國國民之外國人 
出生於中華民國，但父母無可考的嬰兒 出生於中華民國，但父母都是外國人 

16 國家經常會動用政府的力量干涉市場價格，若政府所規定的價格低於「均衡價格」時，商品會出現什麼現

象？ 
停滯 短缺 過剩 均衡 

17 大雄想利用暑假期間打工來賺取下學期的學費，但他面臨了工作上的抉擇，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A
工作薪水 22,000 元，B 工作薪水 20,000 元，C 工作薪水 18,000 元，若大雄選擇「A 工作」時，若依經濟學

的理論分析，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大雄選擇 A 工作具有絕對利益 大雄的機會成本是 38,000 元 
大雄放棄的最大價值是 20,000 元 大雄選擇 A 工作的總成本是 60,000 元 

18 『日據時代末期，因戰爭而導致資源缺乏，白米昂貴，而人們普遍貧窮，所以白飯中都摻了很多價格較為

便宜的地瓜，才能吃得飽。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當地瓜價格上升時，人們整體購買能力下降，所以

反而購買更多的地瓜摻入較少的白米之中。』這樣的消費行為完全違背了經濟學上所謂的「需求法則」。

按上文中有關地瓜與白米的消費情形，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白米與地瓜皆為劣等財  白米與地瓜皆為正常財 
地瓜為正常財，白米則為劣等財 白米為正常財，地瓜為劣等財 

19 下列那種行為較符合綠色消費的理念？ 
購買高山蔬菜 回鍋油重複使用 將廚餘製成堆肥 外出飲食使用免洗餐具 

20 冰淇淋市場的需求量與供給量如右表：請問均衡價格是多少？ 
 5 元 ▽表   
 6 元 價格 需求量 供給量 
 7 元 4 元 135 球 26 球 
 8 元 5 104 53 
 6 81 81 
 7 68 98 

8 53 110  
9 39 121  

 
21 政府施政有許多支出的項目，下列何者屬於「社會福利支出」？ 

改善監獄設備 發放消費券 興建國民住宅 支付公務員薪水 



 代號：2501 
頁次：4－3 
22 稅目的屬性有中央稅、地方稅及直接稅、間接稅。下表中稅目屬性的整理，何者正確？ 

 中央稅 地方稅 
直接稅 （甲）關稅 （丙）個人綜合所得稅 
間接稅 （乙）貨物稅 （丁）贈與稅 

甲 乙 丙 丁 
23 經濟學上常用「供給法則」來說明生產者的生產行為，請問「供給法則」是用來說明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

況下，產品的供給量和下列何者之間的關係？ 
生產技術 原料價格 商品價格 生產資源 

24 美國政府補貼獎勵發展生質能源，因而農民一窩蜂改種玉米，玉米產量增為 150%，導致其他穀物產量減少，

受影響最大的是小麥，其價格亦同步上漲。在供需失調的壓力之下，下列何項推論最符合上文敘述？ 
依心理學家馬斯洛的需求層次理論，糧食對人類而言屬於安全需求 
玉米價格上漲使小麥供給量減少，小麥供給線上的點往左下方移動 
美國政府的補貼獎勵，使得玉米的供給增加，新的供給線向右移動 
為了確保國內糧食的貨源穩定，政府可以採取出口補貼的貿易政策 

25 下列那些是通貨膨脹發生時，可能反映出的經濟現象？①物價上漲 ②物價下跌 ③貨幣貶值 ④貨幣升值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26 22 歲的小王想與 19 歲的女友結婚，依據我國現行民法的規定，若要使此樁婚姻具有法律效力，下列何項敘

述不正確？ 
必須女方法定代理人同意 必須舉行正式的結婚儀式 
必須兩位以上證人在書面上簽名 必須雙方親自前往戶政機關登記 

27 某私立高職餐飲科主任因不滿該科王姓學生亂丟廚餘，屢勸不聽，憤而要求校方將該學生退學處分，此事

件的懲處有違什麼法律原則？ 
比例原則 明確原則 平等原則 誠信原則 

28 日常生活中，有些行為妨害了安寧秩序或善良風俗，譬如製造高分貝的噪音，故意偷窺他人如廁等，這些

行為已觸犯下列何項法律？ 
民法 刑法 違警罰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29 下列何者不屬於刑法上阻卻違法的事由？ 
無因管理 正常防衛 緊急避難 依業務上的正當行為 

30 我國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不得逮捕或拘禁，此「法定程序」是指： 
刑法 行政程序法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31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政府為了迅速執行救災、防疫等工作，依法就特定區域實施管制，限制一般民眾進

入災區觀光、旅遊，受災戶遷村等。此種限制人民自由的作法主要是根據憲法第 23 條對於基本權利限制之

條件的那一項？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 增進公共利益 

32 關於刑法中「褫奪公權」的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此刑罰屬財產刑範疇  被判刑確定者將被剝奪投票的權利 
此刑的執行期間是由主刑執行完畢後開始計算 被判決此刑確定者，意即將被剝奪犯罪所得 

33 有關我國民事訴訟過程的說明或分析，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民事訴訟的提起，分為公訴與自訴兩種方式 
提起民事訴訟須先由原告當事人至警局報案後方可展開 
所有的民事紛爭，均可透過民事訴訟程序上訴至最高法院 
當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糾紛，如借貸、婚姻關係等，皆可請求法院以公正第三者地位介入 

34 依據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的財產權應予保障，下列有關財產權的敘述，有那幾項是正確的？①財產權的

保障內容泛指一切具有實體存在感的物品 ②當個人私有財產遭受到他人不法侵害時，國家應加以保護 

③子女是父母的財產 ④破舊家具雖可能已不具備經濟價值，但仍屬於財產權範疇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35 下列有關著作權法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創作後須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登記，方受著作權法保護 
著作權採創作保護主義，當創作完成之後即享有著作權 
僅由網路下載影音創作，若非為營利目的，即未違反著作權法 
將他人著作張貼到網路供人閱覽，只要註明作者、出處，即未違反著作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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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George could see that he wasn’t going to get the support he needed, so he handed in his       immediately. 
 contribution  resignation  enthusiasm  optimism 

37 The fierce lion is kept in the       for safety reasons.  Don’t go near it. 
 cage  camp  playground  farm 

38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unnel has helpe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cities. 
 tighten  recover  escape  shorten 

39 She told herself that she would be satisfied with       she could get. 
 whenever  wherever  whatever  however 

40 John’s never talked to a foreigner,       ? 
 has he  will he  is he  was he 

41 Eliza failed the math exam again. She              much harder before taking it last week. 
 need to study  ought to study  should have studied  must have studied 

42 Robert :  You look lost. Can I help you? 
Tourist :                             
Jane: It’s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See the tall building over there? 
 Please don’t ask. I’d rather not talk about it. 
 No, thank you. I know the place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Yes, please. I lost three hundred dollars. Could you lend me some money? 
 Oh, yes.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post office. 

43 Jamie:  How long does it take you to get to the office from your apartment? 
Daisy:          
Jamie:  That’s not too bad. 
 About five kilometers.   About twelve thousand dollars. 
 About half an hour.   About twenty degrees Celsius. 

  Penguins are birds, but they cannot fly.  However, they swim very fast.  They can swim  44  a speed of 
more than 15 miles per hour.  While swimming, penguins use their feet  45  rudders to help them turn.  
Penguins feed on animals in the sea, such as fish,  46  , and shrimp-like creatures.  The penguins’ spiky  
tongues help them hold on to the slippery fish.  All penguins have very strong beaks,  47  they also use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enemies.  There are 17 different kinds of penguins, but not all live in the ice and snow.  
For example, the fairy penguin lives along the shores and islands of souther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44  for  on  about  at 
45  because  as  and  but 
46  squid  eagle  cheetah  kangaroo 
47  which  that  who  they 

  One of the nice things about the city of Washington, D.C.,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it has a 
number of large museums.  People who live there can visit one of the fine national museums many times during 
the year. Although some exhibits are permanent, there are also many special travelling exhibits which are only 
shown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entrance fees are not expensive, and they have special rates for groups.  So 
if you like art, natural sciences, technology,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or just want to take a walk inside a nice clean 
air-conditioned museum at a reasonable price, museum visiting is one of the best pastimes. 

請回答下列第 48 題至第 50 題 
48 The writer of this excerpt likes Washington, D.C. mainly because         . 

 it is a very large city   it has some good museums 
 it is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her hometown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the price of visiting museums in Washington, D.C. is          . 
 too high  not high enough  just about right  too cheap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a “special exhibit” in a museum is one which is        . 
 only temporary  very expensive  always on display  not open to the publ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