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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我國現行相關法令，何者擁有補選副總統之職權？ 
 立法院 監察院 憲法法庭 人民投票 

2 法國《人權宣言》第四條規定，自由的本質在於能夠為所欲為而不傷害他人。因此，每一個人的自然權利的

行使沒有界線，其唯一界線即是保障社會其他分子享有這些相同權利。這些界線只能由法律給予確定。上

述畫線顯示了何種精神？ 

 比例原則 公益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3 我國中央政府「預算」審查與「決算」審核工作，依序分別是由那些機關負責？ 

行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 行政院主計總處、立法院  

財政部、審計部  立法院、審計部 

4 一家生產石化產品的工廠將有毒廢氣排入空氣中，此時若政府要求該工廠負擔其所增加之社會成本，這就是： 

 比較利益法則 內部性的外部化 外部性的內部化 外部成本效益化 

5 志淵與淑均是堂兄妹，請問：就民法的親屬關係而言，他們二人的親屬關係為： 
旁系血親三親等 旁系血親四親等 旁系姻親三親等 旁系姻親四親等 

6 大同參加公務人員考試錄取後，在公家機關任職。請問：參加公務人員考試是《憲法》保障人民的那一項基

本權利？ 
 平等權 受益權 參與政權 參與治權 

7 我國《民法》〈親屬編〉規定夫妻財產制，以規範夫妻於婚姻共同生活中彼此的財產關係。請問：採用下列

何種制度的夫妻，在婚姻解消後享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法定財產制 約定財產制 共同財產制 分別財產制 

8 溫和的通貨膨脹可能使我們的資產價值被侵蝕，例如幸福國去年所得增加百分之五，物價膨脹率是百分之七，

該國人民實際變得更窮，購買力也減弱了。下列關於「物價膨脹」的敘述，何者正確？ 
 實質 GDP 因此提高 對有貸款的人有利 對進口商是不利的 全民痛苦指數提高 

9 法律在制定之時，難免有缺漏之處，為填補法律的疏漏，《民法》有所謂的「帝王條款」，亦為《民法》中

的最高指導原則。下列何者為《民法》的「帝王條款」？ 
 無過失責任的採用 定型化契約的介入 誠實信用原則的強調 締約方式自由的限制 

10 皮皮針對今年的幾個颱風發現：只要媒體報導颱風要來的消息，即使颱風還沒有真的造成任何葉菜類蔬果的

損傷，市場上葉菜類蔬果的價格都一定會馬上飆漲。依據皮皮的觀察，造成葉菜類蔬果價格飆漲的主要原

因應為下列何者？ 
消費者對葉菜類蔬果的需求下降 消費者對葉菜類蔬果的預期心態 
生產者對葉菜類蔬果的供給量減少 生產者對葉菜類蔬果的預期量提高 

11 幸福國農業部針對該國七月份鳳梨市場的供需做調查，紀錄如下：七月上旬，鳳梨每斤 10 元，市場的供給

量為 100 斤，需求量為 500 斤；七月下旬，鳳梨每斤 20 元時，市場的供給量為 200 斤，需求量則為 400 斤。

請問：該國鳳梨市場供需量的情形，在經濟學上稱為下列何者？ 
 過剩 短缺 供過於求 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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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某研究針對我國上班族的調查發現：46％民眾已因為油價上漲而減少開車，改搭公車或捷運。這些民眾中「

過去以開車及騎機車」為主者占 53％，明顯反映油價上漲，讓開車族不得不改變交通方式的情況，已十分

普遍。請問：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形下，下列何種因素則會導致石油市場的需求曲線整條向右移動？ 
 石油價格上漲 石油價格下跌 汽車價格上漲 汽車價格下跌 

13 英國女王伊麗莎白二世在 2012 年的倫敦奧運開幕式致詞時說：「這將是在倫敦舉辦的第三屆奧運會。我的

曾祖父曾在倫敦白城體育場宣布 1908 年奧運會開幕。而我的父親在溫布利體育場宣布 1948 年奧運會開幕。

而今晚，我將非常榮幸在倫敦東區的斯特拉特福體育場宣布 2012 年倫敦奧運會開幕。」根據上述資料判斷，

英國的「國體」最有可能是屬於下列何者？ 
 民主國 共和國 君主國 獨裁國 

14 當經濟發展過度熱絡，可能會出現物價不斷上漲的現象，此時我國中央銀行可以採取下列何種政策，以穩定

物價？ 
 調降重貼現率  增加貨幣供給數量  
放寬信用管制手段  標售中央銀行發行之定期存單 

15 在臺灣由於詐騙集團猖獗，民眾被「騙怕了」，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互信程度降低，也會對政府措施產生不信

任感。如果政府對詐騙集團的犯罪行徑不做有效處理，將會對我國那一項經濟發展要素形成不利影響？ 
 自然資本 人力資本 人造資本 社會資本 

16 大學剛畢業的安安打算要出國旅遊，因此依規定前往外交部申辦護照，並繳交新臺幣 1200 元的申請費用。

請問：其所繳交的這筆費用應屬於我國政府的那一項收入？ 
租稅 規費 財產收入 舉債收入 

17 不同的司法人員穿著不同的法袍。在法庭上，下列何者是身穿黑袍鑲白邊者？ 
 法官 律師 檢察官 書記官 

18 修鞋師傅表示：「金融風暴發生後，生意反而變好了，許多顧客拿舊鞋來修改。」鞋店老闆則表示說：「逛

街買鞋的顧客大量流失，快撐不下去了。」依上所述判斷，針對修理舊鞋的市場而言，下列何者才是導致

顧客消費型態改變的主要原因？ 
 所得的減少 預期的心態 消費者的偏好 消費者的人數 

19 花媽在小孩都長大且成家立業後，決定要重回職場二度就業。以下三個是目前花媽可以挑選的工作機會。請

問：如果花媽選擇丙工作，她的機會成本應是下列何者？ 
 工作內容 月薪 
甲 早餐店店長 25500 元

乙 量販店收銀員 27000 元

丙 內衣專櫃小姐 30000 元

 52500 元  22500 元  27000 元  82500 元 
20 日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對涉及節目廣告化、違反新聞製播原則的電視臺開罰，總共對 10 個案

件做出懲處。其中，所謂「節目廣告化」乃指媒體透過下列何種方式以影響閱聽人的認知？ 
 資訊片面化 媒體近用權 置入性行銷 混淆價值觀 

21 報載：「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總會已對全球 150 多個分會發出『緊急救援』聲明，促

請會員在今年 8 月 29 日前，以寫信方式向中國大陸施壓，援救『臺灣法輪功成員鍾鼎邦』。」有關「國際

特赦組織」之屬性，下列何者錯誤？ 
第一部門 第三部門 非營利組織 非政府組織 

22 傳統上認為：領導權應屬於男性，因此，基於一些態度上或組織的偏差所造成的人為障礙，使得女性無法與

男性同樣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此種女性陞遷的無形障礙稱之為何？ 
 異性戀霸權 職場性騷擾 性別社會化 玻璃天花板 

23 現代社會媒體發達，因媒體報導所生的人權侵害，成為日常生活中愈來愈嚴重的議題。請問：記者以「狗仔

隊」的方式跟拍，最有可能侵犯下列何者？ 
 媒體近用權 身體自主權 個人隱私權 新聞自由權 

24 下列何種主張，最能表現「尊重文化差異、平等對待各個族群文化、採取積極措施維護少數族群權益」的精

神？ 
族群中心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 文化中心主義 文化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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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國各級公務機關積極推動單一窗口服務（one-stop service），其最主要目的是為落實政府改造的何種理念？ 
 精簡行政組織 強化市場機制 強調顧客導向 調整府際關係 

26 新聞報導摘要（各大媒體/2012.08.01）：「臺北市政府勞工局公布 5、6 月違反《勞動基準法》企業名單，

總計 27 家業者違規，包含多家知名企業；違規項目多為超時工作、超時加班及例休假未休等，依違規情節

開罰兩萬元起跳。」若依據「法律關係的主體」做分類，報導中的《勞動基準法》應屬於下列何者之範疇？ 
 公法 私法 基本法 社會法 

27 希臘哲學家亞里斯多德（Aristotle）將「平等」定義為：「相同的事物應被相同對待，不同的事物則應予以

不同對待。」因此，《憲法》上的「平等原則」，其主要的內涵為何？ 
 過度禁止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禁止恣意原則 類推禁止原則 

28 中央或地方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的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的單方行政

行為，稱之為何？ 
 行政處分 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 職權命令 

29 報載：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7 月間曾舉行「核二廠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臺電建照執照申請案聽證會，

邀請立法委員、新北市政府、基隆市政府、萬里區居民及環保團體共同參與。請問：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舉

行「聽證會」的做法最有助於落實下列何種行政程序的基本原則？ 
 前置程序：自我審查 公開程序：資訊透明 公正程序：避免偏頗 民主程序：兩造兼聽 

30 近年來，商品仿製及購買在許多地方極為盛行，中國大陸也形成獨特的「山寨文化」。由於「山寨文化」是

一種以模仿為核心內涵的現象，因此，最有可能侵犯到下列何項權利？ 
 智慧財產權 私有財產權 資訊隱私權 公民文化權 

31 「沒有法律明文規定，就沒有犯罪；沒有犯罪，就沒有刑罰。」此即下列何者之意涵？ 
 阻卻違法 罪刑法定 無罪推定 刑法謙抑 

32 根據最新修訂的《行政訴訟法》（101 年 9 月 6 日施行），行政訴訟係採下列何種審級制度？ 
 一級一審 二級二審 三級二審 三級三審 

33 依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下列何者職掌統一解釋法律、命令？ 
 司法院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任務型國民大會  
司法院憲法法庭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34 「三讀會」是世界各國大部分立法機關通過法案的過程，因法案需要被宣讀（討論）三次而得名。下列有關

「三讀會」之敘述，何者錯誤？ 
 第一讀會：由主席將議案宣付朗讀，及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第二讀會：將議案朗讀後，得就委員會審查意見或原案要旨，先做廣泛討論，再針對法案內容逐條提付討論 
第三讀會：除發現法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及其他法律相牴觸者外，只得為文字之修正，並將全案

交付表決 
在三讀會完成並通過議決後，法律制定程序即告完成，同時產生實質效力 

35 當多數民眾認為縣議會所制定的法規不利人民時，公民有權依一定的程序決定保留或是廢除這項法規。以上

敘述最符合公民的何種參政權？ 
 複決權 創制權 罷免權 選舉權 

36 One       common at wedd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wing rice at the bride and groom as they leave the 
place where the wedding ceremony takes place. 
 carpet  conflict  custom  castle 

37 Their conversation was       by the announcement over the radio that the typhoon was now attacking the island. 
 interrupted  outlined  revised  sprayed 

38 This is a very popular hotel. All the rooms are beautifully      . 
 invented  decorated  progressed  complained 

39 John didn’t have a good time, and      . 
 neither did Mary  so did Mary Mary didn’t, too Mary did,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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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0 題至第 44 題 
The largest object in the solar system is the Sun. It contains 99 percent of the   40   of the solar system. At the 

center of the solar system, the Sun is glowing, not burning. It glows because its temperature is about 10,000 degrees 
Fahrenheit. This heat is not   41   by burning, but rather by fusion. The nuclear fusion takes   42   deep in the Sun’s 
core at a temperature of about 15 million degrees. As the heat travels out of the Sun, it becomes much   43  , but still 
hot enough to glow in visible light. For   44  , the temperature of a wood fire is less than a thousand degrees 
Fahrenheit. 
40  mess  math  mass  maze 
41  avoided  felt  passed  produced 
42  space  place  part  apart 
43  cooler  colder  calmer  bitter 
44  comparison  concept  contact  concern 
45 Jason: What’s the matter, Luke? You look awful. 

Luke:       
Jason: You did? I’m sorry to hear that. 
 I just failed my test again.   I just made a new friend. 
 I just bought a new dress.   I just came back from my vacation. 

46 David: When can we get together? 
Doris:        
David: OK, I will pick you up at seven. 
 Great!   Let me check my schedule. 
 Anytime after six will be all right.  It would be a pleasure to see you again.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Nicholas Black Elk was a famous North American Indian of the Dakota Sioux tribe. He liv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400 years after Columbus discovered the New World and 200 years after the British began to settle 
New England. Black Elk was a medicine man who had many visions. When he became ill as a young boy, he dreamed 
that he joined his ancestors who taught him how to help his tribe keep their culture. This Great Vision w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the Indians who were forced by the white settler society to give up their lan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His tribe had also lost the free buffalo herds they depended upon for food. Black Elk’s visions still remind 
Indians today to work hard to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 values and spirit of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was happening in history during Black Elk’s life? 

 English people were moving to the East coast of America. 
 The western frontier was being taken over by the white men. 
 Columbus was discovering a New World. 
 His tribe was being conquered by other Indian tribes.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were the buffalo important to the Indian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The Sioux ate the meat of the buffalo. 
 The buffalo were used to plow the land on farms. 
 These animals were being killed by the white men. 
 The buffalo were to be used in cowboy shows. 

49 In his Great Vision, Black Elk was told by whom regarding what would happen in the future? 
 A fearful god.  A white man.  His tribal ancestors.  A buffalo spirit.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do many Indians think of Black Elk as an inspiration for the tribe? 
 He lived a very long time ago. 
 He told them how to maintain their most important values. 
 He used plants to heal people from disease. 
 He wanted to live like the white 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