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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眾多影響自我形成的因素中，「社會化」可說是最關鍵的一項因素。下列對社會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是把「社會我」發展成為「主我」的過程 是把「生物我」發展成為「主我」的過程 

是把「社會我」發展成為「生物我」的過程 是把「生物我」發展成為「社會我」的過程 

2 某學者研究報告指出：「在地方選舉中，甲候選人民意支持度約達 50%，而乙候選人只有 20%，在經過媒體

報導後，使得原來未表態的民眾，選擇表態支持甲，而原先表態支持乙的選民，也因此轉向支持甲或者選

擇不表態。」本研究報告符合以下那一項概念？ 

框架理論 置入性行銷 總白癡化現象 沉默螺旋理論 

3 基於對性別角色期待的不同，導致許多社會都認為護士、國小教師等較需關懷性特質的職業，多半由女性擔

任；而認為醫師、高階主管較需工具性特質的職業，多半由男性擔任。針對此種男女勞動者分別集中在不

同職業的現象，下列何種解讀較符合？ 

這是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取得平衡的結果 造成此現象的主因在於男女生理構造不同 

性別職業隔離現象符合社會建構論的主張 此為性別歧視所造成的性別職業隔離現象 

4 社會學家通常會從「功能論」和「衝突論」兩種觀點來探討社會階層化的現象。下列何者為「衝突論」的主張？ 

在一般社會中，階層是普遍存在且為必要的 階層化是適當的社會分工，有利社會的運作 

個體所屬的階層取決於所屬群體擁有的資源 主張工作與報酬分配是基於個人能力與努力 

5 「中式英語」是指那些語法不對、拼寫錯誤，帶有中文習慣的英語。如：「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給你點顏色看看）。此一具華文特色的英文，已逐漸成全球通行詞彙，甚或被部分英文詞典正式收錄。

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以闡釋上述現象？ 

不同文化間互相採借所形成的涵化 傳播科技的發達加速文化的雜異化 

彰顯語言在特殊脈絡下的文化位階 屬於異文化接觸後的文化震撼現象 

6 在民主多元社會中，利益團體對於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影響力。下列有關利益團體之敘述，何者正確？ 

以賺取私人利潤為目的  大部分是有限公司或商業行號 

旨在提名候選人參與選舉來影響政策 較關注特定議題與政策 

7 我國為彰顯主權在民原則，落實直接民權之行使，於 2003 年制定公民投票法。根據公民投票法，下列何者

為該法全國性公投的適用事項？ 

立法原則之創制 憲法修正案之創制 中央預算案之複決 中央人事案之複決 

8 根據我國現行法規，下列關於我國中央與地方民意代表選舉之敘述，何者正確？ 

不分區立委採複數選區制 直轄市議員採讓渡投票制 

縣市議員採單記投票制  鄉鎮市民代表採絕對多數制 

9 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這句話指出政

府權力的運作應該要重視何種原理？ 

主權在民 分權制衡 權能區分 責任政治 

10 現行世界各國所採行政府體制有許多種，下列配對，何者正確？ 

英國：委員制 法國：混合制 瑞士：總統制 中華民國：內閣制 

11 我國當前存在外交困境之一，就是不易加入政府間的國際組織。目前我國尚未成為下列那一個國際組織的正

式會員國？ 

世界貿易組織 亞洲開發銀行 世界衛生組織 艾格蒙聯盟防制洗錢組織 

12 

土變更案   案 

統罷免案 

甲乙丁 甲乙戊 甲丙丁 乙丙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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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行政院針對立法院通過之法案，認為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核可後提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該覆議案應進 

行院會表決。根據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列針對覆議案相關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超過 15 天仍未進行議決，原決議則有效，行政院須執行  

未達全體立法委員 2／3 贊成，覆議案不通過，行政院不須執行 

經全體立法委員 1／2 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 

若提出覆議時立法院已經休會，則該決議自動失效，行政院不須執行 

14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中，政黨之得票率若未超過多少，

則不予分配當選名額？ 

1% 3% 5% 7% 

15 在蘇聯解體之後，世界僅剩一個超級強權，也就是美國。但在此同時，諸如中國、日本、歐盟等國家或組織
亦有其不可忽視的政經實力。面對這種局面，我們通常將之稱為何種政治體系？ 

單極體系 兩極體系 多極體系 一極多元體系 

16 老王承攬某社區下水道工程，因社區管理委員會未告知鑽孔處附近有埋設水管，造成施工過程中嚴重漏水。

針對老王與管委會關於後續防水工程費用該由誰負責產生爭議之問題，老王「無法」以下列那個管道爭取其權
益？ 

至當地鄉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於社區附近的地方法院提民事訴訟 

向當地檢察署按鈴控告管委會疏失 私下與管委會協調各付一半來和解 

17 年滿 16 歲的大雄因患重病，心想來日不多，於是親筆寫下一封遺囑，遺囑中提到在他死後將把所有的遺產

8 萬元悉數捐給公益團體，而未將遺產留給父母。針對上述情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於大雄尚未成年，因此不得為遺囑 大雄的遺囑應經父母之認可始生效力 

大雄最多僅能捐出 4 萬元給公益團體 大雄的父母至少應獲得 6 萬元的遺產 

18 政府為了保障著作權人的智慧財產權，乃制定著作權法。依據該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著作財產權因具有市場價值，故可轉讓亦可繼承  

將自行購買的正版 CD 重製一份給同學，並不違反著作權 

商家可將自購的正版 CD 拿到店裡公開播放以吸引顧客 

網路作家尚在腦海構思中的創作也是著作權保障的對象 

19 犯罪偵查是刑事訴訟的重心，下列有關犯罪偵查程序的敘述，何者正確？ 

犯罪被害人得自行向檢察官告發，陳訴犯罪的事實，請求追訴犯罪的行為 

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檢察官不得在自行發覺犯罪行為後，開始進行偵查程序 

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告發者並無任何資格的限制，不論任何人均得告發 

犯罪人於犯罪被發覺後向檢察官自動陳述犯罪事實的行為，稱為自首，依法應減輕其刑 

20 大雄因法官計算錯鋘，以致於在監獄裡多服 2 年刑期，出獄後他該如何爭取自己權益？ 

依據國家賠償法要求法務部國家賠償 依據刑事補償法向政府提出國家補償 

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申請被害補償 依據冤獄賠償法向法院提起社會補償 

21 13 歲的小志在河濱公園販售毒品時，被巡邏的警察發現，帶回警局偵訊。偵訊後，警方應如何處理？ 

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移送當地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管轄 

交付少年所屬學校老師帶回輔導 羈押警局偵訊室後等待家長領回 

22 隱私權為現代社會極為重視的個人權利，下列關於我國對隱私權的規範，何者正確？ 

明訂於憲法增修條文  於憲法本文中明文規定 

屬憲法第 22 條之概括基本權 屬憲政慣例的內容 

23 根據行政程序法的規定，行政程序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締結行政契約、訂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
確定行政計畫、實施行政指導及處理陳情等行為之程序。監理機關委託民間汽車修理廠辦理汽車定期檢驗 

，屬於那一類型的行政程序？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法規命令 行政計畫 

24 罹患精神疾病的大雄，日前涉嫌向路人潑灑硫酸，造成數名路人嚴重灼傷，大雄後來被認定行為當時因精神
障礙以致辨識行為違法的能力顯著減低。關於大雄的刑事責任，下列敘述有那些是正確的？①大雄為限制責
任能力人 ②大雄為無行為能力人 ③大雄合乎刑法上得減輕其刑的條件 ④大雄合乎刑法上不罰的條件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25 內政部統計全國家暴通報件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顯見家暴受害者願意向外求援的比例升高，突顯家暴防治

的重要。以下有關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因刑法中有妨礙性自主罪，故將家庭中的性暴力排除在家暴行為之外  

家暴聲請對象包括配偶或前配偶、曾有或現有同居人及直系血親親屬 

受害人可向法院聲請緊急保護令，法院可不經開庭程序於 4 小時內核發 

檢察官可核發保護令，要求加害人遠離被害人住居所、學校及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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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小剛 25 歲有精神障礙，受法院監護宣告，鄰居小強愛捉弄小剛，一見小剛就猛吹口哨讓他歇斯底里。下列
針對小剛在法律上的權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不可做出權利的主張，因小強行為屬個人自由 

不可做出權利的主張，因小剛無權利能力 

可做權利主張，因小強侵害小剛的人身權，得由法定代理人請求損害賠償 

可做權利主張，小剛可依法向法院聲請民事保護令，要求小強遠離小剛 

27 日本政府為擺脫通貨緊縮，依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將「物價穩定目標」定在 2%。政府為達此
目標，除了加印鈔票外，日銀將採每月購進一定數額金融資產或債券。受到上述貨幣政策的影響，將產生
下列何種經濟現象？ 

臺灣將減少對日購買機械 臺灣訪日觀光旅客將增加 

日商將大量增加對臺灣的投資 日商將大量進口臺灣平板手機 

28 政府為興建高速公路、高鐵等重要國家建設時，必須徵收土地，並給予人民補償，此舉是符合憲法第 23 條
的何種理由而不構成違憲？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增進公共利益 維持社會秩序 

29 某研究調查發現：幸福國的牛肉價格普遍偏高，在爆發美牛瘦肉精問題後，該國消費者對牛肉的偏好降低，
在政府宣布開放美牛進口後，牛肉市場的交易數量卻大幅減少，而此時牛肉的價格仍然居高不下。依上所
述，下列何種推論較符合牛肉市場的供需法則？ 

雖然需求減少，但供給卻有增加 雖然需求減少，但供給沒有減少 

需求與供給減少的幅度相差不大 需求量與供給量都有微幅的增加 

30 彰化縣田尾鄉花卉農場所種植的花卉，讓周圍的養蜂場在無須付出額外成本的情況下，得以採集花蜜使蜂蜜
產量提升。造成此種花農種植花卉，卻使得養蜂場得以無償獲利之原因為何？ 

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  產品具有公共財特性 

經濟行為產生外部性  生產者之間缺乏競爭 

31 某國政府 2012 年的民間消費支出是 500 億元、政府消費支出 200 億元、進口值 350 億元、出口值 600 億元
、投資支出 250 億元。依據上述資料，若從支出面來做估算，該國在 2012 年的 GDP 應為多少億元？ 

1900 1200 1100 950 

32 假設幸福國的勞動市場中，均衡工資低於基本工資的情況下，該國政府為了照顧勞工又將基本工資調高。在
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此時該國的勞動市場會出現下列那個現象？ 

勞動市場會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 消費者剩餘比原本均衡工資還多 

勞動市場會出現超額供給的現象 此為政府保護勞動需求者的作為 

33 每當機票價格降低，民眾對國外旅遊的需求隨之提高，由此可知，上述這兩種產品之間的關係，和下列何組
商品相同？ 

咖啡粉和罐裝咖啡 眼鏡和隱型眼鏡 汽車和車位 全脂鮮奶和低脂鮮奶 

34 甲國原本對該國的汽車工業採取保護措施，但加入 WTO 之後，甲國決定對乙國進口的汽車降低關稅。在其
他條件不變下，甲國的貿易政策的改變，會造成下列何種情形？ 

甲國生產的汽車銷售量因此增加 甲國向乙國進口的汽車價格上升 

乙國對甲國的汽車進口量會增加 乙國生產者因甲國降關稅而受益 

35 2013 年 3 月，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在首爾展開第一輪自由貿易談判，試圖繼北美和歐盟之後，將組成占
全球 GDP 的 20%世界第三大自由貿易區。前述國家是透過下列何種方式來進行經濟合作？ 

漸進式取消成員彼此間關稅 最終將擁有一致的對外關稅 

生產要素將可以自由移動 將採取一致的總體經濟政策 

36 Many parents want th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basic knowledge in      such as English 

compositio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ubjects teams uniforms planets 

37 John, though tall and strong, is a      young man. He does not like to quarrel with other people. 

peaceful vacant destructive moist 

38 Teacher: How’s the homework coming? 

Mary: Fine.                                 

Teacher: Make sure that you hand it in by nine tomorrow morning. 

I’m sorry. I like to watch it. I know my rights. I’m almost done. 

39 John: Hello Mary. How are you?  

Mary: John!        The last time I saw you was months ago. How are you? 

John: Fine, thanks. 

What a nice surprise!  What a handsome boy!  

Nice to meet you.  Christmas is two days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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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回答第 40 題至第 41 題： 
Sarah is a wonderful girl, but she is driving her mother crazy. Why? Because she talks constantly on her 

cell phone. Sarah thinks cell phones are the greatest invention of all time. She loves being able to stay in touch 
with all of her friends wherever she goes. However, Sarah’s mother gets annoyed because she’s tired of hearing 
the cell phone ring . She considers it an unwelcome interruption to family conversations. Now she has given 
Sarah two rules. First, no answering the cell phone during dinnertime. Two, no using the cell phone while 
driving. It is very dangerous to drive and talk on a cell phone. Sarah has promised to follow these rules, and she 
tries not to use her cell phone too much when she is with her mother.   
4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does Sarah constantly talk on her cell phone? 

She is annoyed by her mother.  
She likes to drive her mother crazy. 
She thinks cell phones are beautiful.  
She loves being able to stay in touch with all of her friends wherever she goes. 

41 What can you infer about Sarah’s mother from the paragraph? 
She doesn’t have a cell phone.  
She likes to hear the cell phone ring. 
She thinks that cell phone is the greatest invention of all time. 
She is quite bothered by Sarah’s constant talking on the phone. 

請回答第 42 題至第 46 題： 
The conclusion of an essay is often a neglected part of the essay. One reason is that students often run out of time 

during the essay examination and  42  get beyond the body of their paper. Another  43  is that students often do 
not know how or when to end their essay.  44 , failure to end your essay is similar to not finishing the final 
chapter of a book. Your reader is left with unanswered questions. You must provide the  45  before you 
finish your paper.  46   you have gone through the recommended organization steps about writing 
compositions, finishing your essay should soon become an easier task. 
42 always ever never sometimes 
43 factor graph look force 
44 Although Yet For example In turn 
45 answers ideas questions thoughts 
46 Because Although If Then 

請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More than 200,000 women currently serve in the U.S. military. They make up about 15 percent of all service 

members. Until recently, women were barred from officially serving in combat units. That all changed on January 24, 
2013, whe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ended the policy that excluded women from serving in direct-combat positions 
during an armed conflict. 

About 237,000 positions that have been closed to women could now be open to them under the new policy. Women 
would need to meet the same standards as men to get those jobs. Some positions may remain exceptions to the rule if a 

thorough analysis finds that women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ose job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grees that 
opening combat units to women will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Recent polls by CBS News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example, showed that two thirds (66 percent) of Americans support ending the ban. 

Dempsey and Panetta said the new policy reflects the realities of female soldiers’ changing roles over the past 
decade. More than 280,000 women have been deployed to Iraq and Afghanistan, and more than 150 have died. They’ve 
patrolled dangerous areas as military police, served as machine gunners atop military vehicles, searched Iraqi and Afghan 

women for weapons, and more. New jobs will be opened gradually to women throughout the next few years. The entire 
process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 by January 1, 2016. 
47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article? 

Women in Combat  Gender Discrimination  
United States Weapon Systems Death Poll in the Middle East 

48 What percentage do male service members account for in the U.S. military now? 

15% 34% 66% 85% 
49 What did the CBS poll show? 

Americans generally agree with the new policy. 
More than half of the U.S. armed forces will be female. 
President Obama disagrees with the new policy. 
Sixty-six percent of American women will join the army.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the new policy in terms of job assignment? 
All positions will be open to females. Women may serve as machine gunners. 
No more new positions could be open to females. A different standard will be adopted for fema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