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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會將社會所面對不同的角色期待加以整合，並形成個人未來的行為模式或準則，即概括化
他人的歷程。下列敘述何者屬於概括化他人的例子？ 
志明因受雷諾瓦繪畫精神的感動，勤加練習，終於成為國內知名的畫家 
那美從小深受父親文學的陶冶，促使他日後決心成為一名小說創作者 
看了周大觀的傳記後，視障者小黃決定以他為榜樣，用樂觀態度看待人生 
阿利為了符合大眾對教師的觀感，換掉喜愛的嘻哈裝，改穿襯衫去上課 

2 我國教育部於 2002 年公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並正式宣布推動媒體識讀等相關教育，培養公民
在面對多元的傳媒內容，能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下列對於大眾媒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大眾媒體提倡公益，不以營利為目的 藉由影像畫面呈現，必定為真實消息 
從收視率的高低可判斷節目品質良窳 閱聽人應對傳媒內容有洞察判斷能力 

3 下列那些政策的制定，符合性別主流化的精神？①宣導夜歸婦女儘量不要穿著過於暴露，以免受性騷擾  
②考量男女如廁時間不同，增加女性公共廁所的數量 ③在火車與捷運上增設禁止男性進入的女性專用車
廂 ④將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融入學校教育中，提倡性別平權的觀念 ⑤立法禁止男性擔任計程車司機，以
防止夜歸婦女受害 
①④ ②③ ②④ ③⑤ 

4 針對我國在民國 97 年開始推動的國民年金制度之說明，下列何者 為正確？ 
是以特定職業為對象，區隔身分條件的社會保險 制度設計是為了因應高齡化與少子化帶來的影響 
內容不包含身心障礙年金、喪葬給付及生育給付 對象全為弱勢族群，為平衡收支須提高自付費用 

5 過去在美國曾實施種族隔離制度，有位非裔的羅莎．帕克斯女士乘坐公車時，因故意違反種族分區座位之規
定，因而被判入獄服刑。美國金恩博士於是開始遊說人民不搭乘公車，讓民眾能重視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
依據上文敘述判斷，其符合下列何者的概念？ 
多數暴力 鄰避現象 公民不服從 搭便車現象 

6 阿魯巴（Aruba）是一個位於加勒比海地區的島嶼，原為荷屬安地列斯群島的一部分，後來升格為荷蘭王國
內的一個獨立自治屬地，從此以後，荷蘭王國便成為由荷蘭、荷屬安地列斯、阿魯巴這三個個體所組成的
國家。阿魯巴雖擁有完整的內部事務自治權，然而國防、外交與 高司法權是由荷蘭王國中央政府負責。
阿魯巴目前無法被視為一個國家，是因它缺乏下列那一個國家構成要素？ 
人民 主權 政府 土地 

7 我國政府為提升政府效能，進行政府改造，推行「地方化、委外化、去任務化、法人化」。下列有關四化的
內容敘述，何者 正確？ 
地方化：由教育部規範全國教育政策 委外化：臺灣高鐵採 BOT 經營模式 
去任務化：修正票據法將其除罪化 法人化：將菸酒公賣局改為臺灣菸酒公司 

8 不同的選舉有不同的制度，其中有政治學者將選舉區分為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依據我國相關法律及政治學
概念判斷，下列何者 正確？ 
各縣市長選舉：單一選區 總統選舉：複數選區 
鄉民代表選舉：單一選區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單一選區 

9 小強想要籌組一個新的政黨，以貫徹他的政治理念，乃依法向相關的政府機關提出申請。若依我國相關法令
規定，下列針對小強申請成立政黨的相關敘述，何者 正確？ 
小強是依據政黨法來提出新政黨的申請 受理小強提出申請的機關為內政部 
政黨的發起人並沒有年齡限制 政黨違憲事宜由大法官會議負責審查 

10 源起於歐洲的「內閣制」，被世界許多國家所採用，可以說是很普遍的一種政治制度。下列關於內閣制的敘
述何者 正確？ 
內閣制主要在限制國王權力，採用此制的國家均為君主國 
強調「國會至上」，所以行政官員須完全聽令於國會議員 
「閣揆」或「首相」雖然不是元首，但實為政治上的領袖 
元首無實權，故需藉「副署制度」讓元首簽署後，法案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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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民主理論包括古典、代議與審議等學派，下列針對「代議民主」與「審議民主」的相關敘述，何者 正確？ 
「審議民主」認為「代議民主」會走向少數菁英獨裁，故主張分散權力，強調多元平衡 
「審議民主」認為人非理性，要人人參與政治是不可能的，故主張由少數代表達成共識 
「代議民主」鼓勵由公民選出代議士，藉由代議士代替公民討論，用形成共識取代投票 
「代議民主」認為民主政治是一套讓菁英取得權力，讓政策或理念合法化的程序或制度 

12 菲律賓公務船 102 年間射殺我國漁民，我國立即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此國家安全會議應
是由誰主導召開？ 
總統 外交部部長 國防部部長 參謀總長 

13 現年 30 歲的阿隆，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發現自己竟然無法投票，依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推判，下列何者
是 可能的原因？ 
受到監護宣告 擁有雙重國籍 未達到法定年齡 被宣告褫奪公權 

14 民主政治首重任期政治，換言之，公職人員透過選舉定期改選係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根據我國現行法律之
規範，關於我國公職人員的任期，下列何者 正確？ 
總統任期 6 年 立法委員任期 4 年 鄰長任期 6 年 直轄市區長任期 4 年 

15 德國思想家馬克思（Karl Marx）曾於其著作《德意志意識型態》提及：「在某種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
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範疇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
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
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依題述判斷，該思想家所提的社會狀況，應為下列何者？ 
自由主義 共產主義 保守主義 新保守主義 

16 目前就讀大一的阿德，某日因在校園張貼政治人物的競選海報，遭學校以違反校規為由，記大過一次。下列
關於阿德維護其權利的敘述，何者 正確？ 
只能尋求校內救濟管道維護權利  
可向教育部提出訴願，若不服可再提出行政訴訟 
因記過並未喪失學生身分，因此不能提出行政訴訟  
應提出訴願及刑事訴訟 

17 民間團體呼籲立法機關修改集會遊行法，以保障人民的集會遊行權利。依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除了依上述
方式外，下列何者亦為直接針對該法律使其失效的 可能管道？ 
上街頭示威抗議  聲請大法官解釋  
遊說法院法官不再適用該法律 立法委員促請總統廢止該法律 

18 依我國現行鄉鎮市調解條例，下列那一事件根本「無法」透過調解途徑來解決紛爭？ 
有關不動產糾紛民事事件 有關過失傷害罪刑事事件 
有關公然侮辱罪刑事事件 有關強制性交罪刑事事件 

19 志明騎乘租借而來的機車出遊，不慎將騎機車的春嬌撞倒，導致春嬌受傷。依上所述判斷，志明和春嬌之間，
涉及那一種債權關係？ 
無因管理 不當得利 締結契約 侵權行為 

20 春嬌與志明結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我國民法規定，針對兩人婚後之財產關係，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兩人之婚後財產各歸所有，無須互負報告之義務 一方於婚後所負之債務，另一方負連帶清償之責 
一方死亡後，另一方無法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兩人得協議一定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 

21 大學生整理有關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筆記，下列何者完全正確？ 

甲 乙 丙 丁 
22 某學者主張：刑罰之目的在於公正的處罰犯罪行為人的罪責，同時威嚇以及教育社會大眾，並且對於個別犯

罪行為人進行矯治。此學者的主張應屬於下列何種刑罰理論？ 
綜合理論 應報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23 透過違法蒐集的證據，縱使其後所衍生出直接或間接獲得之另一證據合法，但此證據在適用上將欠缺證據能

力而受質疑。上述旨在說明下列何種法律概念？ 
自由心證原則 證據排除法則 毒樹果實理論 證據裁判主義 

 

 項目 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甲） 管轄法院 被告住所地 被告住所地或犯罪地 

（乙） 舉證責任 原告 檢察官 

（丙） 法官審判 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當事人進行主義 

（丁） 限制上訴 訴訟標的金額 100 萬以下，不得上訴至第三審 重本刑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得上訴至第三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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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1 年 10 月間國內三大乳品業者調漲鮮乳價格，遭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構成聯合行為，業者雖依法遞交書

面報告陳述調整的原因，但仍不為採信而被處以高額罰鍰。上述業者依法遞交書面報告以落實陳述意見之
權利，具備何種意義？ 
基於人權保障，行政機關皆須給予陳述意見機會  
陳述意見有助於人民監督行政機關權力是否濫用 
為落實正當法律程序，完成開罰後始得陳述意見  
確保人民免於不可預期的行政行為致生權利侵害 

25 在我國，大學入學管道為人民重要的權利事項，在行政程序法施行後，相關規範應提升為法律位階。依此規
定，蒙藏學生需經過語文甄試合格後，在大學入學考試才可享有額外加分的權利。此措施的正當性，應是
基於下列何者？ 
蒙藏學生屬於少數民族，社會有共識後可加分 大學法授權教育行政機關訂定辦法，即可實施 
基於大學自治，各大學入學簡章規定即可實施 學生依蒙藏族身分證明條例取得族籍便能加分 

26 元宵節的天燈為平溪帶來大筆的經濟效益，但假期過後人潮走了，留下來的就是凌亂的天燈垃圾，破壞原本
的美景，也造成當地的垃圾問題。對平溪居民來說，面對當地環境美景，與天燈帶來的經濟收入，這種取
捨上兩難的情況，符合下列何種經濟學概念？ 
機會成本 比較利益 需求法則 分散風險 

27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三讀通過後，奢侈稅正式上路。奢侈稅分配及運用辦法規定，優先撥供國民年金保險
中央應補助之保險費及應負擔款項之用。政府對上述稅收的運用， 符合政府支出的何種原則？ 
公平原則 效率原則 量出為入原則 量入為出原則 

28 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宗旨是藉由制定國際貿易的規範，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之國際貿易環境，下列對
WTO 貿易原則的解說，何者錯誤？ 
 惠國待遇－要訂立多國貿易的遊戲規則並由多邊的協議來解決紛爭 
國民待遇－外國企業進入本國後應可享受與本國企業完全相同的待遇 
關稅原則－非關稅的貿易限制政策只有在本國特殊的情況下才可採用 
諮商原則－面對成員間的貿易爭端時，應先由爭端雙方相互諮商解決 

29 小芬在市中心租了一間小店面，購入麵粉等原料，同時訂製煎板、烤箱等設備，並聘請二位助手，開設一家
早餐店。下列有關生產要素的敘述，那項是 正確的？ 
承租的店面屬於土地  煎板、烤箱屬於資本  
二位助手屬於企業能力  小芬對早餐的研發屬勞動 

30 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OECD）對 2013 年中國大陸經濟的表現感到樂觀，預估其經濟成長率將可以達到
8.5%，而在未來的十年將可以維持平均每年 8%以上的成長。針對上述經濟數據，下列對中國大陸目前的經
濟現況的敘述，何者 正確？ 
地下經濟數值應大幅降低 民眾的休閒時數顯著提升 
國內生產產品的數量增加 城鄉與貧富差距明顯改善 

31 某電子公司工廠位於高速鐵路行經路段旁，自高速鐵路通車後，其行車時的震動影響電子公司的生產線運作
造成產品不良率提高，對此爭議經濟學家提出可由高速鐵路單位補償電子公司不良率提高之產品損失，或
該電子公司補貼高速鐵路的減震系統，由兩者自行協議即可解決。上述經濟學家所提出的解決方式，應是
透過下列何種方式來處理市場失靈？ 
公共財 資訊不對稱 交易成本 確定財產權 

32 當某甲的年所得提高 15%時，某甲卻會減少其對 A 產品的購買數量。若以經濟學的觀點來看，A 產品對甲
而言，應是屬於下列何者？ 
正常財 消耗財 劣等財 耐久財 

33 假設柳丁的市場均衡價格與數量是由供需雙方決定，若今年柳丁產量大增，加上媒體的報導指出，柳丁的維
他命 C 可以調整食用者體質，消費者因此大量採購柳丁，但柳丁的均衡價格仍然下跌。依上所述判斷，應
是下列那一種情況所導致的結果？ 
柳丁的供給增加大於柳丁的需求 柳丁的需求增加大於柳丁的供給 
柳丁的供給減少小於柳丁的需求 柳丁的供給減少大於柳丁的需求 

34 假設世界上只有甲、乙兩國，在相同資源與技術可分別生產 A、B 兩種財貨，且兩國針對 A、B 財貨進行貿
易往來，已知甲國在生產 A 財貨時具有比較利益，推判下列何者 正確？ 
乙國生產 A 財貨具有比較利益 乙國生產 B 財貨具有比較利益 
甲國生產 B 財貨具有絕對利益 甲國生產 A 財貨具有絕對利益 

35 在某部影片中，主角吃完不知名的藥物後，頭腦變得比以前聰明，數學與理化的解題能力均比以往提高，若
以生產可能曲線來說明，X 軸代表數學的解題能力，Y 軸為理化的解題能力，試問：影片主角吃完不知名的
藥物後，其生產可能曲線會如何變化？ 
整條生產可能曲線往內移動 整條生產可能曲線往外移動 
在同一曲線上往右移動  在同一曲線上往左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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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the fire, call 119 immediately. 
In place of In need of In case of In spite of 

37 Drivers and passengers in the front seat of a vehicle must wear seat belts to avoid       of traffic regulations. 
obedience observation variation violation 

38 It became dark; a heavy rain followed, with thunder and       that lasted for less than fifteen minutes. 
nature mountain lightning sunshine 
Look at your street outside your window. Is it wide? Is it narrow? Read about other streets. Then   39   if your 
answer is the same. 
One street is very wide. It is in Argentina. It is the main street of Buenos Aires. It is   40   9 de Julio Avenue. 
(Argentina’s birthday is on July 9, 1816.) How wide is this street? It has twelve lanes! It is over 360 feet wide! 
One street is very narrow. It is in Germany. It is in the city of Reutlingen. Its name is Spreuerhof Street. It     
  41   in 1727.   42   a car nor a bike can go down it. Two people can’t walk   43   at the same time. Some 
people have to turn sideways. Its widest part is twenty inches. Its narrowest part is just twelve inches! 

39 walk see dive seem 
40 painted called seen lied 
41 came was ruined was built flew 
42 Both Not only Either Neither 
43 abreast abroad against afterwards 
44 I cannot afford to buy books anymore since the prices have       so much due to inflation. 

contrived decreased collected increased 
45 Can you tell me       now? I have an appointment at 10:00 a.m. today. 

what is time when is it what time it is when is the time 
    What is acceptable at home doesn’t necessarily apply in other countries. Here are four distinctive customs for you to 
use as a passport to new experiences and friendships. 
    (1) Be careful when presenting flowers to a friend or business associate in Russia. Yellow flowers signify deceit or a 
relationship break-up. Skip red carnations, too. Traditionally, red carnations are placed on the graves of the dead, or are 
offered to surviving war veterans. 
    (2) Who needs a watch? Here’s one place where being early or on time is viewed as being rude. In Venezuela if you 
are invited over to someone’s home for a meal, it’s recommended that you arrive 10 to 15 minutes later than the requested 
time. Early or punctual guests are viewed as being too eager, even greedy. 
    (3) In Bolivia, it’s rude to discuss business during a social occasion such as a wedding, or a dinner party. The dining 
experience is meant to enrich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ot to make deals. If you’re attending a business lunch or dinner, 
wait until your host brings up the subject of work before diving into the topic. Your Bolivian counterpart will want to chat 
about family before tackling business issues. 
    (4) When doing business in Turkey, it’s the custom for your host to pay for your meal. Requests to split the bill will 
be viewed as a polite gesture, but won’t be accepted. If you would like to pay your fair share, Turks recommend inviting 
your host to a follow-up meal. At that time, you can reciprocate and extend the same courtesies that were offered to you. 
46 I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is being punctual considered inappropriate? 

Bolivia. Russia. Turkey. Venezuela. 
47 What does the passage say about doing business in Turkey? 

Don’t discuss business in a wedding. Don’t be late for the meetings. 
Don’t split the bill with the host. Don’t send your business associates yellow flowers.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It is proper to give your Russian friends red carnations. 
It is a must to arrive at a party on time in Venezuela. 
What is appropriate at home isn’t always perceived the same elsewhere. 
Bolivian hosts welcome their guests to share the meal expenses.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from the passage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word “reciprocate”? 
Return. Request. Refuse. Remember. 

50 Which proverb below best describe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