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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艾瑞克森提出的心理社會理論中指出，一般人在青少年時期會在擺脫依賴的過程中，試圖整合出一個
自我形象，以逐漸發展出穩固的自我認同。依據該理論，此發展階段主要是受到下列何者的影響？ 
同儕 家長 伴侶 教師 

2 大明至便利商店購買飲料，拿取果汁準備結帳前，又臨時將果汁更換為汽水後結帳，此舉屬於民法契約
自由的那一種自由？ 
相對人選擇自由 內容自由 方式自由 變更自由 

3 某報刊登以下更正啟事「本報於昨日刊登受訪者吳志明醫師，誤植為張志明醫師，經當事人來函後，特
此更正，造成張志明醫師困擾致上歉意，特此澄清。」報社刊登此則更正啟事是對當事人何種權利的展
現？ 
文化權 隱私權 媒體接近權 媒體使用權 

4 隨著生物科技的發展，相關倫理也備受重視，下列何者屬於生物科技的倫理議題？ 
代理孕母合法化  興建核能電廠 
手機電磁波對健康的影響 網路交易詐騙事件 

5 近年來，臺灣的家庭型態日趨多元，下列有關家庭組成型態的敘述，何者 正確？ 
同性夥伴同居生活，是我國民法中規定的同性戀家庭 
年幼的小民被送到鄉村由祖父教養，該家庭應屬單親家庭 
小軒未婚收養小孩，後與女友結婚，所組成家庭屬擴展家庭 
阿喜離婚後帶著前次婚姻的子女再婚，所組成家庭屬重組家庭 

6 在選舉權的原則中，「不分種族、性別、宗教、黨派、階級、財產等，只要具備公民資格，一律享有選
舉權」。依據我國憲法之規定，上述選舉權的取得是基於下列何項原則？ 
平等 普通 直接 無記名 

7 假設我國某次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如下：在 113 席總席次中，甲政黨獲得 57 席，乙政黨獲得 45 席，丙政
黨獲得 6 席，丁政黨獲得 5 席。依照我國現行憲政制度，此結果對於未來立法院的組成和運作情形之敘
述，下列說法何者 正確？ 
此次選舉之後甲政黨可立即取得組閣權 乙政黨席次已達到提議罷免總統的門檻 
丁政黨席次應是全來自單一選區勝選而取得 丙、丁兩政黨合作即可通過監察委員的任命案 

8 擔任公職人員候選人為我國人民行使參政權之重要途徑之一，根據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
列何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曾受勒戒處分已執行完畢者 犯竊盜罪但受緩刑宣告者 
現役警察  現役替代役男 

9 依據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總統之職權？ 
發布緊急命令 審查政府預算 解釋憲法及法律 任命立法院院長 

10 依我國國籍法規定，若僅針對下列選項之說法推判，下列何人目前 不可能是我國的國民？ 
柚子：「我爸爸是花蓮原住民，媽媽是苗栗客家人」 
橘子：「我爸爸是美國人，媽媽是臺北人」 
花爸：「我爸媽都是來臺灣旅遊的日本人」 
花媽：「我來自泰國，我的養父是彰化人」 

11 依據民國 92 年公布施行之公民投票法，下列關於全國性公民投票程序之敘述，何者 正確？ 
人民提案後，須經行政院會議表決後，再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投 
人民提案後，須經審議委員會審核通過，且經人民連署通過後，方可進行公投 
行政院提起憲法修正案後，須經立法院院會討論， 後再交由人民公投 
總統提案後，須經立法院院會議決，再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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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某學者認為：「民主只是一套政治程序，這個程序藉由選舉來對菁英汰劣存優，選舉出來的菁英組成政

府來制定與執行政策」。根據西方民主理論判斷，這個學者的觀點比較符合下列何者的主張？ 
古典民主理論 審議式民主理論 多元民主理論 經驗民主理論 

13 有關當前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以「中華臺北」的名稱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 
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 
是以「中華臺北」的名義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是以「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義參與聯合國 

14 英國社會學者紀登斯（Giddens）提出一項意識形態主張，期望將左派與右派的理念加以融合，尋求一種

折衷的政策方案。該意識形態的內涵包括保護弱勢、關注社會正義等。依上所述判斷，此意識形態應是

指下列何者？ 
無政府主義 新保守主義 第三條路線 古典自由主義 

15 某地區首長選舉中，實力 強勁的甲政黨，其推出的候選人主張積極建設與開發；敵對陣營的乙政黨，

其候選人則主張減少開發並重視環保與生態；丙政黨候選人則提出當選後保證提高生育、老農、失業等

社會福利津貼以因應該地區各種社會問題；丁為無黨派支持獨立參選人，相較前三位候選人過去弊案連

連，他提出清廉與提升行政效率的政見。選舉 終結果，丁擊敗其他候選人勝出。若僅依上述推判該區

選舉的結果，該區選民投票的主要考量因素應為下列何者？ 
政治意識形態 政策相關利益 政黨支持屬性 官員的品德操守 

16 下列何人的法律行為，「毋須」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或允許，即具有法律效力？ 
19 歲的「惠惠」與交往多年的男友結婚 6 歲的「小明」將自己的玩具車送給鄰居 
14 歲的「大華」於病榻前寫下一封遺囑 16 歲的「阿文」收下親友所送的摩托車 

17 司法院設有大法官負責釋憲，為避免濫用司法資源，其聲請資格有一套規定。依據相關法律之規定，下

列關於聲請大法官釋憲的敘述，何者 正確？ 
地方機關若要聲請釋憲，必須透過中央機關才能提起 
法官在審理案件，對其適用之法律確信有違憲疑義時，可聲請釋憲 
總統若遇到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也能聲請大法官釋憲 
立法委員若要聲請釋憲，只要 15 人以上就可以聲請 

18 志忠為精神障礙者，觸犯殺人罪後，法官考慮其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特施以「監護」。上述的「監護」

是屬於下列何者？ 
刑法之從刑 刑法之保安處分 民法之監護宣告 精神衛生法之強制治療 

19 民國 86 年政府修正戶籍法規定人民應捺指紋並錄存，方可請領國民身分證。此措施原希望請領身分證時

同時建立全民指紋資料，以利後續犯罪偵查工作。但大法官認為，強制按捺指紋既無法達成行政機關所

稱「辨識身分」等立法目的，且嚴重侵犯人民人格權，因此解釋違憲。根據上述解釋文判斷，大法官認

為此措施主要是違反下列那一種法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過度禁止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0 我國立法院負責制定法律，當法律草案送進立法院，經由委員會的審查以及三讀程序後，表決通過完成

法律制定。其中針對法律草案廣泛討論、依次逐條討論、重付審查、修正、撤銷等進行決議，應是指下

列何者？ 
一讀會 二讀會 三讀會 程序委員會 

21 兩兄弟的年邁雙親同時過世，生前並未立遺囑，哥哥小剛是單身，弟弟小強已成家並育有二子小明和小

華。根據民法規定，關於小剛雙親的遺產繼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剛和小強平均繼承雙親的遺產 小剛可繼承雙親遺產的四分之一 
小強與小明和小華共同繼承遺產的二分之一 若小強拋棄繼承權，其二子就可以代位繼承 

2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調查市售食品，發現產品的實際內容物與標示不符，龍蝦丸沒有龍

蝦，水果果凍沒有水果，只有香料和起雲劑。針對以上行為，政府可依何種法律處罰廠商？ 
民法 民事訴訟法 公平交易法 消費者保護法 

23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被告權益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被告的自白，可以作為判決有罪的唯一證據 
為了顧及被告的名譽，法院開庭應該以不公開為原則 
當證據不夠明確時，法官應朝向對被告有利的方向審判 
為避免檢察官以刑求方式取得被告自白，偵查以公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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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關「和解」的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為維護法律的尊嚴，任何訴訟只要進入審判程序，即不得和解 
訴訟外的和解同時兼具刑事、民事上之效力，與法院之判決結果同一法律效力 
訴訟上的和解其效力如同確定之判決，日後當事者一方對同一事件不得再行訴訟 
訴訟上的和解一旦成立，若當事人反悔不依和解書履行債務時，則另一方應立即提起上訴，保障其自

身權益 
25 有關刑事案件與刑事訴訟程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刑事訴訟採公訴與自訴並行的制度 
所有刑事案件均採三級三審制 
所有刑事案件均可約定調解或仲裁 
在公訴案件中，關於犯罪事實與證據，法官須負舉證責任 

26 80 歲獨居的王爺爺依規定向縣政府申請敬老福利生活津貼，縣政府卻以申請資格不符為由不予核發。此

時王爺爺可先依下列那一種法律途徑來保障自己的權益？ 
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向警察機關提出告訴 
向上級行政機關提起訴願 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27 租稅按照課徵的對象可分為銷售稅、財產稅、所得稅三大類，下列各組配對何者完全正確？ 
銷售稅：關稅、娛樂稅  財產稅：地價稅、貨物稅 
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營業稅 財產稅：證券交易稅、土地增值稅 

28 幸福國在 2012 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3%，而人口成長率為 5%，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依相關資料判斷，下列

針對該國的推論，何者正確？ 
平均每人所得會下降，即每人的實質生產力是下降的 
由於實際購買力增加，該國因每人所得提高而變富有 
人口成長幅度大於經濟成長率，每人所得會大幅增加 
整體經濟是成長的，因此每人的實質生產力是增加的 

29 下列何者由於對貨幣市場的影響 為溫和，而成為中央銀行 常用來調控貨幣供給的「貨幣政策」？ 
調整法定存款準備率 調整重貼現率 增減財政收支 公開市場操作 

30 曉明、筱梅是鄰居，她們都在 MM 服飾工廠上班，下表呈現兩人不同的生產力；假設生產衣服和襪子所

獲之利潤相同，根據「比較利益法則」，老闆應該如何分配她們工作，產量組合 理想？ 

生產力比較表 

 曉明 筱梅 

衣服 100（件／月） 40（件／月） 

襪子 50（雙／月） 80（雙／月） 

曉明專門做衣服，筱梅專門做襪子 曉明專門做襪子，筱梅專門做衣服 
曉明做衣服、襪子各半個月，筱梅專門做襪子 曉明專門做衣服，筱梅做襪子、衣服各半個月 

31 小文在速食店打工，每小時工資為 110 元，他和同學相約看電影，預計請假 4 小時，來回交通費為 100
元，門票為 280 元，請問他看電影的隱藏成本是多少元？ 

280 元 380 元 440 元 820 元 
32 小王以每股 40 元買進二張股票，一年後獲得每股 0.5 元的現金股利，然後再以每股 42 元賣出。小王購買

股票的投資報酬率為多少？ 
5% 6.25 % 7.5 % 12.5%  

33 全球 大的商業智能軟件和服務的提供商，對員工提供多種福利：每月 410 美元的優質幼兒園、一個由 4
名醫師和 10 位護理人員組成的雇員免費醫療中心、占地 66,000 平方英尺的健身中心和游泳池、一個圖書

館以及一個兒童夏令營。就「該廠商對員工提供福利」的作法，應是對於下列何種經濟發展要素的投資？ 
政府效能 企業才能 人造資本 人力資本 

34 環保團體指出，石化廠設置於河川出海口，可能會對濕地生態造成破壞，並使海洋生物瀕臨絕種。從經

濟學角度而言，該環保團體會用下列何者來描述此一生態浩劫現象？ 
供需法則 邊際效益遞減 共有財的悲歌 生產可能曲線 

35 假設某商品市場只有 A、B 兩個需求者，A 的需求函數為 Q = 10-2P，B 的需求函數為 Q = 20-P，

當該商品的價格為 15 元的時候，此時該商品的總需求量為多少？ 
-20 -1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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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In recent months, people worldwide have waited for the U.N. to       immediate action against ethnic 
cleansing in Sudan.  
 voice  make  put  take 

37 The differences are so       that no one can tell them apart.  
 huge  bold  subtle  plain 

38 Online shopping is fast and easy, but some online stores       customers for returns. This may make people 
shop more carefully. 
 scare  bring  cancel  charge 

39 It would be a serious mistake       the warnings on packs of cigarettes. 
 ignorance  will ignore  to ignore  ignored 

40 I will never go eat at that restaurant again because the waiter was very       and even spilled the wine on my 
dress. 
 polite  famous  useful  rud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The   41   season to visit the city of Mumbai is the months in the middle of September and April. Around this time 
the rains and typhoons have stopped unleashing their power and the humidity levels are at their   42   minimal. 
Actually guests can visit at whatever time of the year.   43   summer months have a tendency to be too humid and 
hot,   44   a tour not extremely charming. But if you are arranging a business trip and will stay indoors and in a 
cooled solace, then the   45   doesn’t make a difference. 
41  horrible  ideal  stormy  worst 
42  highest  lowest  most  best 
43  However Moreover  Once  Therefore 
44  makes  to make  has made  making 
45  climate  economy  society  tourism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he term vegan was coined in England in 1944 by Donald Watson, co-founder of the British Vegan Society, to mean 
“non-dairy vegetarian”; the society also opposed the consumption of eggs. In 1951, the society extended the definition of 
veganism to mean “the doctrine that man should live without exploiting animals,” and in 1960, H. Jay Dinshah started the 
American Vegan Society, linking veganism to the concept of avoidance of violence against living things. 
  Veganism is a small but growing movement. In many countries, the number of vegan restaurants is increasing. Also, 
some of the top athletes in certain endurance sports—for instance, the Ironman triathlon and the ultramarathon—practice 
veganism, including raw veganism. 
  Well-planned vegan diets have been found to offer protection against certain degenerative conditions, including 
heart disease, and are regarded by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and Dietitians of Canada as appropriate for all 
stages of the life-cycle. Vegan diets tend to be higher in dietary fiber, vitamin C, vitamin E, iron, and phytochemicals, 
and lower in calories, saturated fat, cholesterol, vitamin D, calcium, zinc, and vitamin B12. Because uncontaminated 
plant foods do not provide vitamin B12 (which is produced by micro-organisms such as bacteria), vegans should eat 
foods fortified with B12 or take a daily supplement. 
46 Why is Donald Watson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Because he was for the idea of eating eggs. 
 Because he founded American Vegan Society. 
 Because he asked people to avoid exploiting animals. 
 Because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use the word “vegan.”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organizations advocates living without violence to other creatures? 
 American Vegan Society.  British Vegan Society.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Dietitians of Canada. 

48 What is paragraph 3 mainly about? 
 Food that is high in nutrients.  Vitamins that can be found in food. 
 Vegan diets and health information.  Benefits of veganism for athletes. 

49 What doe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suggest that vegans do to gain all necessary nutrition? 
 Eat more fiber.   Exercise daily. 
 Take vitamin B12 supplement.  Prepare their daily diets at hom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mentioned a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vegan diet? 
 Low in calories.   Low in cholesterol. 
 High in vitamin C.   High in micro-org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