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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禮記禮運大同篇：「使老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理念與西

方的什麼社會制度的關懷是相同的？ 

人民民主制度 自由經濟制度 社會福利制度 憲政法治制度 

2 跨國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越來越重要，請問下列何者即為跨國非政府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紅十字會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3 中油公司被規定每年必須繳交一定金額的法定盈餘給國庫，這是政府的那一項收入？ 

租稅 公營事業 規費 舉債 

4 奇摩網站上的一則新聞敘及：「珍珠颱風即將來襲，市場上的菜價已蠢蠢欲動，家庭主婦去採買時，可能會

買到價格昂貴的青菜。」針對以上所述，在颱風來襲前，造成青菜價格上漲，影響民眾消費行為的因素為

何？ 

個人偏好 所得水準 價格高低 預期心理 

5 按照我國民法規定，年滿幾歲，才可稱為「成年人」？ 

 23  20  18  16 

6 依我國刑法規定，於「夜間」攜帶螺絲起子等器械侵入民宅行竊，觸犯何種犯罪？ 

搶奪罪 強盜罪 普通竊盜罪 加重竊盜罪 

7 小明的爸爸從電視宣導中，得知車輛行經雪山隧道時應注意的事項，這是透過何種方式融入社會生活？ 

家庭 學校 同儕團體 大眾傳播媒體 

8 我國社會相當重視家族及其親屬關係，在《民法》親屬編中特別規定了親屬的種類及親系，其中所謂：「己

身所從出，或從己身所出」是指何種親屬關係？ 

姻親 配偶 直系血親 旁系血親 

9 在家庭生活中，因為居住成員的不同而產生了不同的家庭型態。請問下列那一種型態的家庭，不但能兼顧傳

統孝道，與年老父母同住，又可以避開姑嫂、妯娌間相處所衍生的不必要紛爭，是社會學家所推崇的家庭

型態？ 

大家庭 折衷家庭 小家庭 核心家庭 

10 世界人權宣言主張：「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利上一律平等。」然而，人生終究要面臨生老病死，社會

也必定有老弱婦孺存在，在這種因缺乏生活能力，可能深陷生活困頓的泥淖時，若要實踐「人人在尊嚴和

權利上一律平等」的理念，政府首先必須從下列何者著手？ 

民主平等 計畫經濟 社會福利 憲政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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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近年來社會結構快速變遷，人民團體數目急遽增加，依照我國人民團體法將團體區分為三類，其中以「社會

性團體」增加最多。請問下列何者屬於「社會性團體」？ 

政黨 漁會 律師公會 消費者文教基金會 

12 有關我國憲法規定的「人民基本義務」，下列那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國家基於統治方便而加以規定 只有憲法規定的義務才須遵守 

這是人民對國家最起碼的義務 如果不遵守則應受罰鍰的處罰 

13 在現代民主國家中，政府經由民意的託付而產生，因此執政者便享有決策的權力，但是如果決策錯誤致使人

民的權益受損時，執政者也必須依循慣例道歉認錯甚或辭職下台，此即為民主政治中的那一項特色？ 

民意政治 政黨政治 法治政治 責任政治 

14 一般來說，內閣制如果實施在小黨林立的國家時，比較可能形成下列何種情形？ 

聯合內閣 一黨獨大 獨裁體制 影子內閣 

15 火災現場，不配合消防隊員疏散指示，可施以何種處罰？ 

罰鍰 拘役 罰金 有期徒刑 

16 下列那一個團體不具法人之法律地位？ 

農會 農民銀行 農田水利會 農民權益促進會 

17 張三、李四、王五三人討論國家的中央政府體制。張三說：我國是虛位元首，沒有實權，行政權由國會的多

數黨所掌握，多數黨組閣負責實際政務，並為政策成敗負責。李四說：我國政府組成依據「五權分立」的

原則，元首由人民選舉產生，具有相當的權力。王五說：我們元首是由人民選出的選舉人團投票產生，掌

管國家行政大權。張三、李四、王五依序為何國國民？ 

美國、中華民國、英國  美國、英國、中華民國 

英國、美國、中華民國  英國、中華民國、美國 

18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至遲於幾個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12 小時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19 我們進行投資理財時，下列那一觀念比較恰當？ 

只有利潤高，不必考慮是否違法 投資理財必須考慮風險高低 

高報酬率的方式，不會有高風險性 不必考慮低風險性的投資理財方式 

20 下列關於經濟價值與價格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生產價值決定市場價格  總效用決定市場價格 

使用價值決定市場價格  交換價值決定市場價格 

21 李文衛在一場演講中談到：「我已經連任了三屆公職人員，只要有機會，我非常願意繼續為大家服務」。

請問：依我國相關法律規定，李文衛最可能擔任的公職為何？①鄉鎮長 ②縣市議員 ③縣市長 ④立法

委員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2 由於社會現代化、科技化的發展，容易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疏離，政府乃自 1994 年以後，積極推動「社區總

體營造」運動，透過居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關心及參與，使社區得以永續發展。請問：上述做法，主要是

希望藉由下列那一種方式來建立新的地緣關係？ 

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加速地區產業升級 凝聚居民共同意識 推動社區的工業發展 



 代號：2904 
頁次：4－3 

23 依據法院組織法的規定，「非常上訴」是屬於那一級法院的職權？ 

行政法院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24 下列有關歐盟的敘述，何者正確？①促進會員國間的自由貿易 ②歐洲國家可自由加入 ③對會員國的人民

提供多種權利的保障 ④是軍事性的國際組織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25 我國憲政史上第一次政黨輪替，由中國國民黨的手中將政權和平移轉給民主進步黨，是臺灣民主政治的重要

成就，此政黨輪替是發生在那一次的選舉？ 

民國八十九年總統大選  民國八十九年立委改選 

民國九十三年總統大選  民國九十三年立委改選 

26 政府為了應付財政危機，而大量印製鈔票的結果最有可能產生下列那一種現象？ 

貧富差距變大 商品數量增加 商品價格上升 生活水準提升 

27 下列何者為聯合國所屬機構？ 

世界展望會 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 國際綠色和平組織 

28 近來國人深感環境惡劣，若要提高環保機關的預算以改善環境，需要那些機關的相互配合？①行政院 ②立

法院 ③司法院 ④監察院 

①② ①③ ②③ ②④ 

29 下列那些屬於「非告訴乃論」之罪？①過失傷害罪 ②誹謗罪 ③竊盜罪 ④妨害性自主罪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30 所謂「量能課稅」是指政府會依人民負擔租稅的能力高低而課稅，例如我國的所得稅就是採用什麼稅率？ 

單一稅率 雙軌稅率 固定稅率 累進稅率 

31 依據我國現行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下列何者不能被罷免？ 

總統 縣市長 立法委員 行政院院長 

32 人類將大量有毒物品棄置於河海中，使魚蝦受到污染，人類再食用因而中毒，這個事實提醒我們何種觀念的

重要？ 

人類和大自然皆互依互存，形成生命網絡 政府應負起食物品質控管之疏失責任 

自然資源豐富，人類應慎重選擇 人們應加強醫療科技發展 

33 當事人可以在起訴前，聲請由法院進行調解的衝突事件，下列何者正確？ 

刑事事件 訴願事件 民事事件 請願事件 

34 在自家騎樓前堆置雜物，阻礙行人通行，迫使行人必須繞道而行，違反法律的何項權利原則？ 

公共財產 公共利益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35 若將「臺灣文化」當成一個整體，那麼「原住民族文化」、「客家文化」和「眷村文化」等均可稱為： 

次文化 邊緣文化 大眾文化 精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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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The river is       , so it is not clean. 

 flowing  destroyed  polluted  lying 

37 He always faces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in a highly        way. He will never run away from them. 

 pessimistic  materialistic  experimental  optimistic 

38 What Mr. Jones said is       ; he doesn’t tell lies. 

 crazy  real  true  story 

39 Most Americans will        their homes for Christmas. 

 deny  contain  decorate  complain 

40 Today I am        than I was yesterday. 

 happy  happier  more happy  more happier 

41 These are        hats. 

 women  women’s  woman  womans 

42 What kind of food        their company produce? 

 is  does  have  has 

43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must pay to have archeologists        the historical sites. 

 study  studied  studying  to study 

請回答第 44 題至第 48 題： 

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help your health is just to sleep eight hours or more every night.   44  ,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not sleeping enough.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ver half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may be sleep-deprived. The result of this is not just a lot of tired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sleepy 

drivers   45   at least 100,000 car crashes and 1500 deaths a year. 

According to experts, sleep is like   46  . If you sleep only five hours a day, you don’t “get used to it,” but instead, 

build up a “sleep deficit.” “It’s like a credit card,” says Dr. Mass. “You are only   47   time. You always have to pay it 

back.” The more hours you don’t sleep,   48   you should sleep to “pay back” the hours on your “sleep credit card.” 

44 Moreover  However  Therefore  Because 

45  cause  result  make  lead 

46  time  trick  money  medicine 

47  lending  using  collecting  borrowing 

48  the more hours  the better  all the more  the better hours 

49 Waiter: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sir? 

Steven: Yes,       . 

 let’s go Dutch   keep the change 

 a soup and a steak   the food tastes really good 

50 Stacia: I’m getting married. 

Linda:       . 

Stacia: Thank you! Neil and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our wedding. 

What a crazy idea!  Congratulations!  I’m sorry.  Excuse 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