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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一本書上說：「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經濟事務的最佳裁判者，自由競爭和致富的慾望可以導致社會整體財

富的增加。儘管每個人都是自私的、而且常常不顧及共同的利益，但是他們的共同活動，卻自然地趨於全

體的共同經濟福祉。這種情況，就如同有一隻看不見的手在調節一切一樣。」文中所謂「一隻看不見的手」，

指的是什麼？ 
市場的自然運作 社會的預期心理 資本家的幕後操控 政府無所不在的影響力 

2 共同基金是理財方式之一，它是將大眾的資金募集起來，交由專業經理人投資在不同投資標的上。根據上述，

關於共同基金的推論下列那些是正確的？①就同一股票市場而言，投資共同基金比投資單一股票的風險低

②共同基金因為是由專業經理人管理，因此可以規避循環性風險  ③共同基金是「不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

同一個籃子裡」理念的展現  ④因投資共同基金所需的資金較大，所以較不適合一般大眾投資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3 依據現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立法院對於總統可以提出彈劾案與罷免案，但兩案還須經由何種程序

才能迫使總統下台？ 

彈劾必須再經由司法院憲法法庭之審理 罷免必須再經由任務型國民大會之決議 

兩者皆須再經由全國公民複決投票通過 兩者皆須再經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審理 

4 為解決全球暖化之問題，波爾國政府決定設立「碳交易」市場，以減少企業的二氧化碳排放量。碳交易市場

的設置，是透過經濟學上的那種方法，以提升社會的整體效益？ 

增加政府污染防制的公共支出 降低企業稅率以提高企業獲利 

將生產的外部性納入成本考量 強化企業節能減碳的道德認知 

5 大陸曾驚爆毒奶粉事件，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大量銷售到鄰近國家，我國有多家廠商誤購毒奶粉，製成各

種產品販售。從經濟學的角度來看，廠商誤購毒奶粉事件，是屬於何種市場失靈原因所導致？ 
市場不開放 資訊不對稱 財產權不完整 交易成本過高 

6 本國某銀行銷售一種以美元計價的金融商品，保證一年後可得 5%的利息以及取回美元計價之本金。假設目

前 1 美元可兌換 30 元新臺幣，一年後則為 1 美元可兌換 33 元新臺幣。若現在阿霞以 30 萬元新臺幣購買該

項金融商品，並於一年後將本金及利息兌換回新臺幣，其投資報酬率約略為何？ 
可獲利 5% 會損失 5% 會損失 15% 可獲利 15% 

7 世界各國由於其經濟條件的差異，生產的產品也有所不同，彼此之間透過國際貿易的方式，取得自己沒有生

產的物品，這就是「國際分工」。請問國際分工最主要是基於下列那一項原則來進行的？ 
生產效率 機會成本 比較利益 絕對利益 

8 下表為披蕯市場之價格與供給量、需求量之對應表，若依據此表該市場的均衡價格為多少？ 

價  格 需 求 數 量 供 給 數 量 
90 135 26 

100 104 53 
110 81 81 
120 68 98 
130 53 110 
140 39 121 

 100  110  12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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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品的生產過程中，常會產生汙染水、空氣等情形，在其他條件不變的狀況下，若政府要求廠商必須自行處

理這些汙染，供給需求的圖形，最可能會產生下列何種變化？ 
     

 
 
 
 
 

10 若技術進步表示用相同的資源可生產更多的產品，或者是運用較少的資源，來生產相同數量的產品。當臺灣

引進先進的草莓栽種方法與設備，以提升農民種植技術與產量，若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栽種成功之後

在短期內會造成草莓市場上的供給價格及數量分別如何變動？ 
下跌、減少 下跌、增加 上漲、減少 上漲、增加 

11 口蹄疫發生時，購買豬肉的人減少，而轉去購買牛肉，代表豬肉和牛肉之間的關係為： 
自由財 季芬財 互補品 替代品 

12 我國民法近年來經歷多次修正，下列那項是修改之重點？ 
為保護遺產繼承人權益，強制採用「限定繼承」  
結婚成立要件已由「登記婚」改為「儀式婚」 
未成年子女得自由變更為從父姓或從母姓 
妻婚前名下之不動產即為妻所有，但婚後妻子購買的不動產則為夫妻共同財產 

13 依據我國家庭暴力防治法的規定，被害人要向那一個單位聲請保護令？ 
警察機關 社工單位 地方法院 縣市政府 

14 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職權與角色，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核發監聽票、搜索票指揮警察辦案 為社會正義雖無人提告亦可主動偵查 
對被告依偵查結果可決定予以假釋或緩刑 擔任自訴與公訴的原告角色負有舉證的責任 

15 為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基本人權，我國已於 97 年 10 月 1 日開辦國民年金保險，請問這項政策最能體現下列

那一項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平等權 自由權 社會權 參政權 

16 15 歲就讀高中的小威，為了幫助父母改善家庭經濟而休學，到一家電子零件工廠去上班。依勞動基準法規

定，小威在該工廠的下列何項工作行為是不合法的？ 
假日到工廠加班  每日工作 8 小時 
從事電子零件的包裝工作 中午 12 時工作到下午 8 時 

17 小李偷了老王的自行車，雖然沒被人發現，但事後覺得良心不安，主動向警察局報告此事，並交出該輛自行

車，小李到警察局去報告與交出該車的行為，在法律上稱為何種程序？ 
自訴 自首 告訴 投案 

18 為了避免能源浪費並減少廢氣排放，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定汽機車暫停超過 3 分鐘以上，駕駛者必須熄火，

否則將被處以罰鍰，此規定屬於： 
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 行政處分 行政執行 

19 人民若認為行政機關的行政處分違法或不當，侵害人民權利時，可經由原處分機關向管轄機關提出權利救濟，

這是憲法所保障人民的何項權利？ 
請願 訴願 訴訟 仲裁 

20 民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不能辨識

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相關人士或有關機關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有關受監護宣告者所為的法

律行為，下列何者具有法律效力？ 
單純獲得利益的行為  日常生活所必需的行為 
事先得到監護人允許的行為 所有法律行為均須由監護人代為行使 

21 19 歲就讀大學的大明和 16 歲就讀高中的女友小芳交往，半年後因兩情相悅進而發生性交的行為。依上述內

容判斷，下列何項敘述正確？ 
雙方均不成立犯罪  大明成立加重強制性交罪 
大明成立對未成年人為性交罪 由當地性侵害防治中心認定是否成立性侵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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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若依據我國人民團體法及相關法規，小花欲擔任發起人召集大學同好，向政府申請人民最大黨之組成，下列

程序何者符合該法之規定？ 
向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案 主張的內容中不得記載共產主義 
團體類別應清楚標示為社會團體 擔任發起人的小花必須年滿 23 歲 

23 政府為了落實社會正義的理念，規劃許多社會福利政策，下列那些作法符合我國社會福利政策之內涵？①警

察開單取締未戴安全帽機車騎士  ②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提供青年創業貸款  ③全國不分區立委保障婦

女當選名額  ④縣市政府簽約提供家暴受害者住宿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24 我國公民投票法第 1 條揭示，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並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行使，特制定本法。下列國

民中，何者可以行使這項權利？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的苗苗 在選舉區居住滿 4 個月的阿草 
被褫奪公權尚未復權的大樹 年滿 18 歲的大一新鮮人小花 

25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規定，我國地方政府中省政府委員與省諮議會議員的產生方式，與下列那

一類公務員相同？ 
副總統 教育部部長 行政院院長 司法院大法官 

26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陸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於入國（境）接受

證照查驗或申請居留、永久居留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運用生物特徵辨識科技，蒐集個人識別資料後錄

存。」此一條文一直存在正反對立的意見，贊成者認為此舉可以有效防堵犯罪及恐怖主義，是維護國家安

全的必要措施。反對者認為指紋等生物特徵屬於個人敏感性資訊，其自主性應受到保障。請問上述兩種正

反不同的意見，呈現了什麼衝突？ 
自由權的保障與依法行政 公共利益保障與個人隱私 
社會權的保障與正當程序 弱勢保障與居住遷徙自由 

27 承第 26 題，反對民眾可透過何種方式，促使該規定喪失法律效力？ 
透過示威遊行、靜坐抗議等方式製造社會壓力，並罷免支持該法案的立法委員 
參與社會運動向移民署施壓，請移民署官員基於保障人權拒絕執行該法律 
以超過公民人數百分之三的連署，向立法院提出法律修正案廢止該規定 
請願促使行政院以適用法律有牴觸憲法疑義為由，提請大法官宣告違憲 

28 2009 年立法院通過菸害防制法修正案，將菸品健康福利捐大幅提高，使得香菸售價提高，藉由以價制量，

減少民眾吸菸誘因，促進國民健康。請問：菸品健康福利捐屬於政府那一類的收入？ 
規費 罰款 租稅 財產收入 

29 依據我國公民投票法的規定，關於公民投票案的提出方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國防部可針對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全國性公投  
立法院將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交付全國性公投 
司法院大法官可以將憲法修正案交付全國性公投 
澎湖縣可針對是否設置博奕專區提出地方性公投 

30 依據我國憲政慣例，下列何者的產生方式是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檢察總長 新聞局局長 銓敘部部長 國家安全局局長 

31 小美比較美國、法國、英國以及我國的政府官員之後，發現下列那一位行政官員可以同時兼任國會議員？ 
美國國務卿 法國財政部長 英國外交大臣 我國經濟部部長 

32 中央選舉委員會在 2009 年縣市長選舉中創舉，準備小塑膠袋，讓領完選票的選舉人，先把私章裝入塑膠袋，

避免誤用私章在選票圈選候選人，此舉的目的，希望達成民主國家的那一項選舉原則？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33 我國國民任小虎剛滿 30 歲，對政治一直有自己獨到的見解，因而想參選公職人員以一展抱負。依據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他可以擔任行政機關中何種公職人員之候選人？ 
立法委員 直轄市市長 總統、副總統 縣（市）議員 

34 2008 年四川大地震中，有許多 NGO 投入救災，發揮了極大的成效；然而對於大多數的四川居民而言，NGO
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如果要向災民介紹 NGO，下列那些較恰當？①是「非政府組織」的英文縮寫  ②WTO
就屬於這一種組織  ③具有非營利的性質  ④通常被歸類為第一部門 
①② ①③ ②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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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據我國民法的規定，下列那一個人具有「完全行為能力」？ 
 5 歲正就讀幼稚園的小花  15 歲就讀高一的阿信 
 27 歲受監護宣告的阿珠   19 歲已經結婚的小凱 

36 Dad told Mary to       the phone in five minutes because she had been talking on the phone for an hour. 
 hang up  put down  turn off   chat with 

37 John doesn’t smoke, yet his older brother is a       smoker. 
 second-hand  non  chain  strong 

38 I hate       comments. I cannot stand people who always criticize. 
 negative  positive  ideal  kind 

39 Of all the board games, this one is       difficult to play. 
 least  less than  the less  the least 

40 The goal of our meetings is to make the directors       our problem. 
 be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  understood  understanding 

41 Mark is one of our best employees and       working in the company for two years. 
 has  has been  is   will 

When I was a kid, I did not like to play the piano. My parents asked me to practice the piano every day, but I just 
  42   to go out and play with my classmates. I was so bored with practicing the same piece of music for hours that I 
almost gave it   43  . When I was ten years old, I began my piano lessons with an   44  teacher, Beth, who allowed 
me to choose the piece I would like to play and urged me to play for the pleasure of the music. Instead of criticizing me, 
she encouraged me and taught me to have self confidence. I also learned from Beth that the beauty of music comes from 
passion rather than from techniques. I am grateful to her   45   introducing me to the wonderful world of music. 

Now I enjoy playing the piano. I practice not for my parents but for   46  . Playing the piano can be a lot of fun.   
42 want wants wanted wanting 
43 up out off back 
44 angry inspiring intensive absent 
45 for at with by 
46 I we myself they      
47 John: How often does Bus 625 run every day? 

Jean:      . 
 It runs on weekends too   It runs every 30 minutes 
 It runs very fast   It comes so slow 

Sam, who was born in Canada, moved to Taipei with his family last year. Now he is studying Chinese in a language 
schoo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re are very friendly to him. In the school, Sam not only studies Chinese but gets to 
learn about Chinese culture. He is also learning to eat with chopsticks and write with brushes. 

For Sam, Taipei is a city full of excitement. There are food stalls everywhere and they offer him a variety of meal 
choices. Besides, Sam also finds the Shih-lin Night Market very convenient for it sells everything that Sam wants to buy. 
Sam loves to wander around from one vendor to another vendor. He is overwhelmed by the variety of products he finds at 
the night market. 

On weekends, Sam usually goes to the movies and goes jogging in the park. And he also loves to go to Beitou to 
enjoy the hot spring in winter. In summer, Sam likes to go surfing in Fu Long. Sam really loves his life in Taipei. 
48 Where is Sam studying now? 

 A senior high school.  A college.  A language school.  A junior high school.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Sam’s impression of Taipei? 

 Taipei is an ugly city.   There are many bad people in Taipei. 
 People in Taipei know how to use chopsticks.  Taipei is an exciting city.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does Sam usually do on weekends? 
 He goes to the movies only.  He goes to the movies and goes jogging. 
 He goes jogging.   He goes d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