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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重製著作」，依著作權法規定，即使經過授權使用，重製影印的比例也不得超過著作內容多少百分比？ 

 20%  30%  40%  50% 

2 近年來性別平等的觀念逐漸在法令面落實，下列那一項法律與性別平等無關？ 

性別平等教育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3 刑事訴訟採三級三審制，但若犯法定刑較輕的罪，經第二審法院刑事判決，不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下列那幾

項的罪是屬於不得上訴第三審法院的？①竊盜罪 ②詐欺罪 ③重傷罪 ④賭博罪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④ 

4 下列敘述那些符合臺灣地區近 10 年來家庭變遷的現象？①父母的權威日益增強 ②家庭成員逐漸減少 

③單親家庭數量減少 ④雙薪家庭逐漸增加 ⑤離婚率有升高的情況 

①③④ ②④⑤ ①②⑤ ③④⑤ 

5 漂流到荒島的船長阿魯與大副阿吉，他們在捕魚與蓋茅屋的能力，如下表，請問船長阿魯蓋一間茅屋的機會

成本為何？ 

 捕一餐魚 蓋一間茅屋 

阿魯 5 小時 10 小時 

阿吉 10 小時 30 小時 

放棄 2 餐魚 放棄 3 餐魚 放棄 5 餐魚 放棄 10 餐魚 

6 承上題，荒島上的船長阿魯與大副阿吉最後決定：由阿魯負責蓋屋，阿吉負責捕魚。請問這符合以下那一經

濟理論？ 

絕對利益法則 供需均衡法則 比較利益法則 效用遞減法則 

7 我國憲法保障人民的平等、自由、受益與參政四項基本權利，下列那一項權利的行使，係屬於參政權的範圍？ 

石小姐利用休假時出國觀光旅遊 朱先生投票給自己支持的候選人 

賓小姐接受邀請到民間社團演講 謝先生到法院按鈴申告提起訴訟 

8 依據我國相關法律之規定，無黨籍人士欲參選下列何種公職人員選舉時，必須尋求公民連署才能登記為候選

人？ 

直轄市市長 總統、副總統 縣（市）長 立法委員 

9 任何人受到傷害並持有醫院出具的驗傷單，可以向地檢署提出何種書狀？ 

告訴狀 自訴狀 起訴狀 公訴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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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民可要求國家維持最低程度的生活條件，以延續生命，稱為生存權。請問「生存權」屬於下列何項基本權

利？ 

平等權 自由權 受益權 財產權 

11 近年來人民當家的意識抬頭，在民主的洪流下，擴張了人民的角色，此種情形很容易形成下列何種狂潮？ 

自由主義 民族主義 民主主義 民粹主義 

12 有學者認為臺灣是一個高度依賴對外貿易及能源進口的海島型國家。請問當臺幣升值時可能會產生什麼影響？ 

國內資源不足，交易量減少 國民出國留學的費用變貴了 

購買外國商品變得比較便宜 有助於出口，增加我國對外貿易量 

13 某個國家在國會大選之後，各政黨的得票比率依序為：甲黨 42%，乙黨 28%，丙黨 12%，丁黨 18%，結果

由甲黨和乙黨組織聯合政府。請問：該國應屬於那一種政黨體制？ 

多黨制 兩黨制 一黨獨大制 一黨專政制 

14 多數決定原則是民主國家最常用的表決方式，此原則與下列何項民主政治的特色最有關係？ 

民意政治 法治政治 責任政治 政黨政治 

15 刑法對一個人是否具有判斷是非的能力，取決於那些條件？①年齡 ②精神狀態 ③家庭背景 ④教育程度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16 由憲法第 1 條條文的內容，可以得知我國是屬於那種國體、政體？ 

君主、共和 共和、民主 君主、民主 民主、共和 

17 聯合國人權宣言主張各國免費提供人民基礎教育，因為它不僅對受教育者有利，更對整個人類社會有利。若

由經濟學觀點來解釋，這是因為教育事業具有什麼特性？ 

外部性 共享性 獨占性 排他性 

18 下列何種行為是觸犯「妨害電腦使用罪」？ 

在網路上辱罵他人 

任意將他人的創作，張貼到網路上供人閱覽或下載 

設置網站販售色情光碟片、錄影帶 

竊取網路遊戲玩家的遊戲帳號、虛擬貨幣等，造成他人的損害 

19 佳佳打算自己開設一家麵包店當老闆，下表是她試賣期間四種麵包的銷售情形，根據內容判斷佳佳銷售那一

種麵包的獲利最高？ 

麵包種類 甲 乙 丙 丁 

銷售數量（個） 1200 1000 1500 1100 

成本（元／個） 5 9 6 12 

售價（元／個） 15 20 18 25 

甲 乙 丙 丁 

20 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謂的「看不見的手」，必須在下列那一種市場中，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有效

率的狀態？ 

寡占市場 獨占性市場 自由競爭市場 壟斷性競爭市場 

21 推動社區參與，需要那些條件配合？①找出需要大家共同解決的公共事務 ②只要少數熱心人士領導即可 

③居民要有社區意識 ④成立有組織的社區團體 ⑤由政府出面主導規劃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⑤ ②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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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目前全世界規模最大，組織最健全的區域組織為： 

歐洲聯盟 北美自由貿易區 北歐國家會議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23 在民主國家，各政黨為了爭取選民支持，取得執政的機會，最常透過什麼方式來達成目標？ 

輿論壓力 社團活動 社會運動 選舉活動 

24 下列何種行為屬於刑法中所規定的阻卻違法事由，因而不構成犯罪行為？ 

拳擊賽中將對方打傷倒地 戳破違規停放車輛之輪胎 

竊取錢財後良心不安而自首 進入債務人家中逕行搬走財物 

25 近年來，政府所發行的公益彩券盈餘，對社會福利的支出經費挹注良多。而政府對公益彩券經銷商的遴選，

規定必須為原住民、身心障礙者或低收入單親家庭才具有申請資格。此作法基於下列那一種理念而實施的？ 

維護社會正義 促進階層流動 區隔特定族群 增進公共利益 

26 下列有關我國「所得稅」的敘述，何者正確？ 

屬縣（市）稅 每年十二月申報 採固定稅率 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 

27 下列那些是政府可以提供的公共財？①採購國防武器 ②改良警察裝備 ③減少大學教育經費 ④經營國

有計程車行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8 因為社會變遷的影響，現代的家庭結構與功能已有很大變化。下列關於現代家庭結構與功能的敘述，那一項

正確？ 

生物及醫學技術的進步，幾乎可以完全取代了家庭的生育功能 

家庭的社會化功能可由各級學校、社教機構及傳播媒體所替代 

家庭漸由生產單位轉變為消費單位，家人分享成果參與休閒活動 

「男主外、女主內」的分工模式，漸被「男主內、女主外」取代 

29 由於社會進步，加上教育水準及民眾參與的程度提高，近十多年來，臺灣地區各地方民眾無不積極展開各種

自動自發的地方性事務及活動，來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上述現象即為下列那一種作法？ 

文化建設 政治改革 社區營造 自我實現 

30 憲政制度中，實施委員制最具代表性的國家為下列何國？ 

瑞士 英國 美國 德國 

31 政府為保障青少年的權益，以法律明文規定父母應禁止少年吸菸、飲酒、嚼檳榔、吸毒、觀看足以妨害其身

心健康的出版品。上述內容規定於下列何項法律中？ 

少年事件處理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兒童及少年福利法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 

32 阿強偷了班上同學小趙的錢去替好友阿平賠醫藥費而被逮捕，阿強應負何種責任？ 

無任何責任 只須負民事責任 只須負刑事責任 須負刑事及民事責任 

33 林立的塑膠工廠排放的廢水、廢氣污染了鄰近地區，造成附近居民身體不適。請問：林立工廠的污染情形，

反映出經濟學上的那一種概念？ 

機會成本 生產成本 外部成本 供需法則 

34 深受小朋友喜愛的卡通蠟筆小新和爸爸、媽媽、妹妹以及小白狗一起居住，請問這是符合何種型態之家庭？ 

核心家庭 折衷家庭 聯合家庭 三代相鄰家庭 

35 當政府政策不當造成國家重大損失，立委要求有關部會首長下臺，這種情形符合民主政治的那一種精神？ 

法治政治 政黨政治 民意政治 責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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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Mr. Johnson is a successful manager. He can handle any situation       . 

movably puzzlingly skillfully trembly 

37 When Bess couldn’t locate her motorcycle for eight hours, she thought she had lost it for       . 

good best better well 

38 Your article is good        the spelling. 

in addition instead of in case of except for 

39 The tree is 150 feet       . 

high story polluted tall 

40 Wiliam, you        for three hours already. It’s time you go out with some friends to relax. 

are studying studied had studied have been studying 

41 The knives are        the kitchen counter. 

at in on across 

42 The train went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an on the plains. 

slow down slow more slowly slowing 

43 Michelle        to make a birthday cake and write a song for Charles, but she ran out of time. 

intends has intended is intending had intended 

請回答第 44 題至第 48 題： 

Headphones seem to be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But are the ones that sit inside you ears   44   for you than 

traditional ones that sit over you ears? 

They can be,   45   your music is too loud.  Earphones pushed into the ear are going to deliver a greater sound 

pressure level compared   46   normal ones.  And this c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damage. 

If you hear ringing in your ears or things sound muffled   47   listening, you’ve overdone it.  Usually the problem 

subsides, but listening to loud music regularly, with any type of headset, could   48   permanent hearing loss.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limiting use to an hour or less per day at no more than 60% volume for over-the-ear styles－and even 

less for ear-buds.  Never sleep with them on. 

44 bad worse best worst 

45 or as if so 

46 with at by for 

47 at since without after 

48 fall in start over lead to come up 

49 Luke: Do you mind if I smoke? 

Lucy:         You can’t smoke in the building.  You have to go outside. 

Luke: Oh, OK. 

It’s OK. Go ahead. I’m sorry. Not at all. 

50 Candy: Have you been to that restaurant before? 

Alicia:         

Candy: Enjoy your dinner. 

Yes. I will call and find out. Yes. That’s a good idea. 

No. Not at all.  No. I’m going for the first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