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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名導演李安在電影界成就非凡，然而他卻坦言自己本質上是個脆弱之人，早期在美國沉潛 6 年才發跡，
多虧妻子的支持，使他得以堅持自己的信念，並以最好的表現來回報家人的鼓勵及鄉親與影迷的期待。若
以米德的理論分析李安的自我形成歷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自我坦言是脆弱之人為李安「客我」的呈現 
李安的妻子是其自我形成中的「重要他人」 
透過奧斯卡獎項殊榮評價自身為「鏡中自我」 
家人、鄉親與影迷的支持影響李安的「主我」 

2 英國哈利王子在拉斯維加斯狂歡的裸照外流，引發皇室風暴，太陽報不顧王室警告，率先刊登哈利王
子 2 張裸照，並宣稱如果大眾要對哈利王子裸照事件進行辯論，就應該刊登照片，了解事件全貌，接受公
評，此舉符合公共利益。依據上述太陽報的宣稱內容判斷，其主要是捍衛媒體的何項權利？ 
知的權利 媒體近用權 新聞自由權 個人隱私權 

3 小美說：「熟識的朋友常戲謔稱 ①我表現像個男人婆，但是 ②我自己喜歡也接受女生這個性別。」 
文中①、②依序應是指那些性別概念？ 
性傾向、性別認同 社會性別、性傾向 性別氣質、社會性別 性別氣質、性別認同 

4 根據研究指出勞工階級的子女對學校傳授的知識如英語、文學、藝術等，與其生活現況的關聯性較小，造
成他們學習之陌生感，因而在學習過程中容易遭受挫折，學習表現可能會受到影響。下列何者可用來說明
上述現象？ 
文化再製 社會資本 全球在地化 種族中心論 

5 公民不服從的概念是由美國作家梭羅所提出，進而影響印度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美國金恩博士的黑人
人權運動。以下有關「公民不服從」概念的闡釋，何者正確？      
公民不服從的違法行為是在過失之下造成 面對治安單位武力鎮壓，必須以暴力回擊 
公民基於良知反省而採取追求正義的行動 公民不服從的行為不需付出任何社會成本 

6 我國總統依法擁有「大赦」與「特赦」的權力，但大赦與特赦在程序、對象及效力上皆有所不同。下列有
關大赦與特赦的敘述，何者正確？ 
特赦案須經行政院院會通過，立法院議決後，再交由主管機關法務部研議與執行 
被特赦者的罪行宣告無效，罪行在法律上將完全消滅 
大赦案的程序是由總統直接下達命令即可生效 
大赦案的對象是總統針對全國性的「特定罪行」，來行使赦免權 

7 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競選活動進行了許多規範，目的在確保選舉活動的公平與公正。下列各項針對
選舉活動規範及其目的之敘述，何者正確？ 
規定候選人的年齡限制以及須具本國籍，以避免賄選發生的可能性 
規定競選活動時間不得超過晚上 10 時，以避免競選活動花費過大 
規定競選經費最高限制，以避免參選人間因財富落差造成競選不公 
規定選舉訴訟須二審終結，以避免政治勢力影響司法權的獨立運作 

8 小萱的奶奶現年 75歲，每逢選舉一定親自前往投票。下列何項組合是小萱的奶奶可以投票選出的公職人員？ 
縣長、立法委員、省諮議員 縣長、鄉民代表、監察委員 
鄉長、縣議員、正副總統 直轄市長、區長、立法委員 

9 依我國國籍法的規定，我國國籍的取得，原則上是採取下列何者？ 
屬人主義  屬地主義  
屬人主義為主，屬地主義為輔 屬地主義為主，屬人主義為輔 

10 在強調競爭與效率的時代，政府也應該與時俱進，適時改革以避免組織僵化與效率不彰。下列關於我國政
府再造的敘述，何者正確？ 
為達「單一窗口」的目標，將各級政府縮編整合，調整員額與架構 
為落實「委外化」，將為數眾多的公營事業如台汽、中船等民營化 
為避免業務集中而造成民眾辦理上的混亂，採取行政程序「分散化」 
為迎合資訊網路時代，朝「電子化政府」邁進，乃開辦各項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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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若我國政府欲與外國政府簽署經濟貿易協議，其主要內容是兩國互開放數十個產業領域、上千種行業，對此
某公民團體提出訴求：『要求立法院應就開放的每一個產業，個別召開公聽會；在行政院綜合公聽會意見，
提出產業衝擊評估報告及國安衝擊評估報告前，立法院不得進行實質審查與表決；行政部門應依立法院逐
條逐項的修改結論，重啟談判。』針對上述推判，下列何者可能是該公民團體的主要訴求？ 

公民團體希望政府能夠尊重少數民意，以彰顯第四權的落實  

公民團體希望透過舉辦公聽會，暢通人民和政府討論的管道 

公民團體希望政府能落實五權分立，使行政立法可各司其職 

公民團體希望政府藉由落實程序正義，保障我國的國際尊嚴 

12 有關各國在政府體制（內閣制、總統制、雙首長制與委員制）上之配對，下列何者正確？ ①俄羅斯—內 

閣制 ②南韓—總統制 ③法國—委員制 ④我國—雙首長制 ⑤瑞士—內閣制 

①② ②④ ③⑤ ④⑤ 

13 「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雖具有共通性，但仔細區分兩者仍有不同。下列有關兩者的敘述，何者正確？ 

保守主義所認為的自由，是建立在責任與義務上的  

自由主義認為人生而不平等，此乃社會的自然現象 

保守主義反對任何的改革，社會秩序安定即是美好 

自由主義極崇尚歷史與傳統，主張維持現狀的美好 

14 大法官於釋字第 707號中指出，教師待遇之高低，關係教師生活之保障，不僅涉及憲法第 15條財產權之保障，
同時也屬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現行公立學校高中以下教師之敘薪規定，因未以相關法律或其明確授權之
法規命令作為規範。依據上述釋憲內容，現行公立學校教師敘薪辦法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平等 比例 法律優位 法律保留 

15 馬來西亞於 2013 年 5 月舉行國會議員大選，開票結果如下：國民陣線得票率 48.6%，人民聯盟得票率 51.4%，
而國民陣線贏得 133 個國會議席與 275 個州議席，人民聯盟則贏得 89 個國會議席與 230 個州議席。由於馬
國的選舉區沒有按照人口比例劃分，造成政黨得票率與贏取席位失衡的問題，由此推論馬國議員選舉採取
那一種選舉制度？ 

比例代表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複數選區絕對多數決制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聯立制 

16 志明在社群網站分享自己虐貓的過程，並將照片 PO 上網，馬上引來網友撻伐，動用人肉搜索將其姓名、地
址公諸於世。雖然志明行為不當，但網友這些作法可能侵犯他的什麼權利？ 

言論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人格權 受益權 

17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被尊稱為「憲法守護神」，職司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以下對於大法官的敘述，
何者正確？ 

大法官不能主動解釋法律 

大法官的產生，由總統直接任命 

對於違憲的法律，應於釋憲文中直接修正 

最高法院法官可同時兼任大法官 

18 為提供五都縣市合併升格之法源依據，我國立法院修正地方制度法第 7 之 1 條，三讀後，卻發現不小心
將「縣（市）議會」誤植為「縣（市）會議」。依據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可透過下列何種作法來解決此
類的疏漏？ 

立法院會審議該修正案內容 

無相互牴觸後，直接做文字修正 

立法委員於院會散會前提出復議，補正審理三讀通過之法案 

立法院會逐條表決該法案，未通過法條再送程序委員會做審查 

法案通過後，立法院要求行政院提出覆議，以便修改法條 

19 近年來國內重大公共工程契約，若有爭議多採「仲裁」方式來化解糾紛。下列關於「仲裁」的說明何者正確？ 

與法院之確定判決具有同一效力 仲裁與和解都是由第三人介入協調 

由最高法院開仲裁庭進行仲裁 必要時可由大法官會議進行仲裁 

20 阿嘉車禍癱瘓，現在靠媽媽幫傭養家，入不敷出。阿嘉的媽媽如果要申請低收入戶的補助，應該向下列那個單位
提出？ 

社會課 財政課 建設課 民政課 

21 只有在人民主動向法院提起訴訟時，法院才會審理案件。上述概念主要是指下列何者？ 

辯論主義 不告不理原則 一事不再理原則 當事人進行主義 

22 阿輝性喜漁色，分別與一名 23 歲及一名 17 歲女子性交易，遭警方查獲。阿輝與上述兩名女子的性交易行為，
依序違反下列何項法律？ 

社會秩序維護法、刑法  刑法、社會秩序維護法  

刑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社會秩序維護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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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檢察官及相關執法人員在偵查過程中，雖可為尋求證據而進行通訊監察，但不可過度侵害當事人的秘密通訊

與隱私權等基本人權，若因此做出違法或逾越的監聽行為，所取得之證據不得使用。依上所述，主要是基

於下列何種概念？ 

偵查不公開 無罪推定 毒樹果實 類推適用 

24 交通部為了瞭解興建蘇花高速公路正反雙方的意見，舉辦一場會議聽取雙方言詞辯論。此次會議屬於行政程

序法那一種程序？ 

仲裁 聽證 資訊公開 陳述意見 

25 食品工廠接到環保局來函，告知有人檢舉其未適當處理工廠汙水，導致附近河川汙染並經查證屬實，要求該

工廠限期 30 日內改善，否則將處以罰鍰，但環保局卻於事發兩週即對該工廠課處 50 萬罰鍰。依上所述，

環保局的作法顯然違反行政法的何種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禁止恣意原則 明確性原則 

26 根據統計，臺灣有三項世界第一：每年給付洗腎 300 億元、呼吸器 260 億元、葉克膜 10 億元，就占健保一

年支出的 8.7%。專業醫師指出前述的醫療行為大多數屬於無效的醫療，不但無法挽救病人的生命，也排擠

了其他病症的健保給付，同時使健保虧損的情況雪上加霜。為了讓健保可以永續，應該檢討浮濫的健保給

付，並把錢花在刀口上。上述看法符合下列何種經濟學的概念？ 

機會成本 邊際成本 絕對利益 比較利益 

27 假設生產一支手機與一台筆電，甲國需要 4 個小時與 6 個小時，乙國需要 2 個小時與 5 個小時。依據比較利

益法則的觀點，乙國應該專業生產何種產品？ 

手機 筆電 手機與筆電 兩個都不生產 

28 我國通過立法開徵「菸品健康捐」，希望以價制量，期能有效降低國人吸菸率。菸品健康捐開徵之後，短期

內對我國菸品市場的需求面會產生下列何種變化？ 

原需求曲線整條向右移動 原需求曲線整條向左移動 

原需求曲線上的需求點往右下移動  原需求曲線上的需求點往左上移動 

29 幸福市的人民都愛吃火鍋，某調查發現：「火鍋湯煮了 90 分鐘，湯裡面的亞硝酸鹽飆升到 9.83 倍，而這 

些亞硝酸鹽被吃進體內，會產生致癌物亞硝胺」。此調查結果經媒體披露後，讓幸福市的人民對火鍋的興

趣退怯不少。依此敘述判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幸福市「火鍋市場」的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會如

何變動？ 

價格一定會降低，數量一定會減少 數量會減少，但價格不一定會降低    

價格一定會降低，但數量則會增加 數量不一定減少，價格一定會上漲 

30 政府為了促進社會公平與公共利益，對產品市場以設定價格上限的方式進行價格干預，此措施「不」可能對

市場造成下列何種影響？ 

 出現供不應求的超額需求 

出現透過關係才能買到商品的走後門現象 排隊時間成本較高者須至黑市中購買商品 

31 生產過程中，所投入的生產要素通常會獲得相對的報酬，在下列四種生產要素中，何者的報酬可能為「負值」？ 

土地 勞動 資本 企業才能 

32 關於 GDP 無法正確反應經濟福祉的理由，下列何者正確？ 

①未扣除折舊與間接稅 ②未扣除汙染等負產品 ③未反應中間產品價值 ④未反應產品品質改進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33 政府立法通過實施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俗稱奢侈稅），例如志明在一年內買了又賣掉非自用不動產，則

要課稅 15%。下列關於政府此一稅制之敘述，何者正確？ 

符合量能課稅的公平原則 是屬於縣市徵收的地方稅 

是政府收入類型中的財產收入 依財政量入為出的原則來課徵 

34 下列那一個國際組織，臺灣與中國大陸均是該組織的會員？ 

東南亞國協 國際貨幣基金 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35 依大法官會議的解釋，我國的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原有 3 個，但經過 7 次修憲後，我國的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剩

下那一個？ 

省議會 國民大會 監察院 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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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There are many, many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ut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things that we don’t have 

names for! For example, what should we call all the coke, popcorn, and candy that  36  the floor after a 

movie is finished? There is no name for that! Wouldn’t it be useful if there  37  a word we could use to 

describe it! Well, this site has a word for it: CINEMUCK! But it’s a made-up word because you won’t find  3888 

in any dictionary. Actually, lots of real words  39  made-up words. You’ll find a long list of made-up words 

and their definitions at this funny site. Now, go to the site and see if you can guess why a certain word  4088 

to describe something?  

36 cover with sit down stick to walk across 

37 be is were will be 

38 it those some them 

39 compare to mistake for pick up start as 

40 be used use could use is used 

請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Wedding customs vary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the night before a man 

gets married, his friends give a party for him. This party is only for men. When the bride gets dressed for her 

wedding, she puts on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borrowed, and something blue.” When she 

enters the church, everyone stands up. After the groom puts the ring on his bride’s finger, he kisses her. As the 

newly-wed leave the church, the guests throw rice at them. At the wedding party, the bride dances with her 

father before she does with her new husband. Finally, friends and family decorate the groom’s car with empty 

cans and colored paper before he and his bride leave the party to begin their honeymoon. 

41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edding customs are 

different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import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eldom followed in America. similar all over the world. 

4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in America, as the happy couple leave the church, the wedding guests 

dance with them.  stand up to welcome them. 

throw rice at them.  wave them goodbye. 

43 The all-men’s party for the groom is held 

a week after the wedding.  

on the wedding night.  

the evening before his wedding day 

when the bride is getting dressed. 

44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at the wedding party 

only relatives of the couple may dance with the bride.  

the bride must dance with her new husband first. 

the groom cannot dance with his bride until she does with her father. 

the groom’s friends must dance with the bride one by one. 

45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r that takes the newly-wed away for their honeymoon is customarily decorated with 

canned food. colored paper. rice. something blue. 

請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witter is a social network that allows users to send and  46  short messages, called tweets. Tweets 

can be  47  140 characters long. You can post an upcoming event, organize group conversations or just tell 

the world  48  you are at the moment. Twitter has become very  49 . Since its birth in 2006 ever on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50  it regularly.  

46 receive reject require rebel 

47 up to up against up close up front 

48 where what which when 

49 popularity popularly population popular 

50 use used have been using had u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