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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項並非艾瑞克森關於心理發展理論的特徵？ 
將人的一生視為連續不斷的心理發展歷程 
心理發展在各個階段有著不同的議題，面對不同任務 
上個階段發展的結果，將密切影響著下個階段的發展 
在青少年後的心理發展其實是不斷循環幼年時的經驗 

2 近年來網際網路愈發普及，越來越多閱聽者是透過網路來瀏覽新聞與各種節目，並在網路社群討論時事。

請問這樣的趨勢，特別有利於民眾何項媒體權利的實現？ 
媒體接近權 媒體使用權 媒體監督權 媒體評論權 

3 經濟成長率往往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進步的指標，下列何項作為有利於經濟成長率的增加？ 
政府與民間合作擴大再生能源建設 降低進口商品的關稅以利民間消費 
增加中低收入戶補貼減緩貧富差距 提高民間消費稅額以增加國家收入 

4 澎湖知名海產「馬糞海膽」為觀光客必吃的美食，但也造成海膽濫捕的問題，甚至有學者觀察指出馬糞

海膽即將因此滅絕。從經濟學判斷，馬糞海膽面臨滅絕主要是因為下列何項特質？ 
馬糞海膽具有共享性而無法管制 馬糞海膽的滅絕是共有財的悲歌 
捕抓馬糞海膽的交易成本低所致 消費馬糞海膽符合韋伯倫財特性 

5 若依影響需求的因素來看，則下列何種情況，會使需求曲線整條平行向右移動？ 
未來邁入高齡化社會，對老人醫療器材的需求 志明得知即將失業，對一般民生消費品的需求 
百貨公司全面打五折，對降價商品的需求 隨汽油課徵污染稅後，對汽車市場的需求 

6 某高中制定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規定，若學生服裝不符校規規定，打手心 50 下。該校的作為因違

反教育基本法中禁止體罰的規定，顯然無效，主要是因其牴觸行政法中的何種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法律優越原則 法律明確原則 

7 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 Giddens）認為民主的精神應擴及到私領域層面，讓親密關係民主化，方能讓社

會整體走向真正的民主。上述學者提及之「私領域」是指下列何者？ 
學校 家庭 社區 社團 

8 古今中外皆存在特有的成年禮儀式，如：中國古代男子二十歲行冠禮，女子十五歲行笄禮、傳統漢人社

會的「做十六歲」等，從這些儀式可以看出它們具有特殊的意義。下列有關成年禮的概念，何者正確？

①傳統漢人的成年禮年紀已符合我國民法成年規定 ②成年禮可使個人開始學習調適與他人關係及角色

的轉變 ③代表個體的權利義務將逐漸被限縮 ④公開宣示個人取得成年身分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9 嘉嘉為一名國小老師，平時認真教學、熱心公益，並積極參與團體活動。除了加入地方性的教師會外，

也於假日參與創世基金會等非營利團體的公益活動。關於上述內容，下列何者正確？①教師會為「正式

團體」 ②非營利團體為「第三部門」 ③創世基金會為「職業團體」 ④非營利團體不應有任何營利

活動 
①② ①④ ②③ ②④ 

10 A 國的稻米生產與消費，是由政府預估全國稻米的總需求量，然後推算需要多少耕地、調查那些地方適

合種植，以確定稻米的生產總量；稻米收成後則由政府統一決定如何分配。上述經濟體制應屬於下列何

種類型？ 
統制經濟制度 自由經濟制度 市場經濟制度 混合經濟制度 

11 知名藝人開演唱會時，常有許多人搶著買票，買不到票的民眾甚至用較高的價格去購買「黃牛票」。在

其他條件不變下，上述現象代表該演唱會門票市場，呈現下列何種情況？ 
票價低於均衡價格，導致供過於求 票價低於均衡價格，導致供不應求 
票價高於均衡價格，導致供過於求 票價高於均衡價格，導致供不應求 



代號：2502
頁次：4－2 

12 「藍海策略」一書中言明：企業可以超越為追求利潤極大化而殺紅了眼的「紅海」，想辦法去開創出一

片「藍海」。此書所謂的「藍海」就是指下列那一種生產要素中的新契機？ 
土地 勞力 資本 創新 

13 每當颱風過後，常有人為囤積哄抬或趁機發颱風財之情形。因此，政府相關單位積極進行了解與查處，

以遏止歪風。上述相關單位最有可能是何者？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消費者權益促進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14 自由權係指在憲法保障下，人民有一定行為的自由，而不受國家公權力侵害的權利。同時，個人對於自

由權的行使，也應以不妨礙他人利益為前提。下列那一敘述符合前述自由權之精神？ 
不自由，毋寧死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自由是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做任何事的權利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15 教師法曾規定，教師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學校可將之解聘，且該師終身不得任教。

有關終身不得任教之懲處，恐有過度侵害教師工作權。依此敘述主要是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裁量合宜原則 禁止恣意原則 

16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

處罰。上述內容旨在保障人民的何項權利？ 
工作自由 人身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17 「保安處分」著重特定行為人的社會危險性所採取的社會防衛措施，此種觀點較傾向於何種刑事理論？ 
應報理論 綜合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18 公務員小剛奉命拆除小強之違章建築時，小強縱放猛犬攻擊小剛，小剛隨手撿起木棍反擊，造成猛犬眼

傷送醫。關於小剛反擊猛犬的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剛屬於公務員依法令之行為而符合阻卻違法要件 
小剛得依正當防衛事由而符合阻卻違法要件 
小強可向小剛請求猛犬眼傷的精神撫慰金 
小強可依公務員不法行為，請求國家賠償 

19 我國刑法第 2 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

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以上條文內容最能體現何種精神？ 
無罪推定 從舊從輕 刑期無刑 罪疑唯輕 

20 就讀高三的阿菊前往超商買啤酒，結帳時並主動出示身分證，向老闆表明自己已滿 18 歲，但老闆卻表示，

自己覺得學生不宜飲酒，所以拒賣啤酒給阿菊。依上所述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根據民法規定，阿菊未成年不可飲酒 阿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根據契約自由，老闆可以自由決定交易對象 老闆違反公平交易法，無權拒絕服務消費者 

21 民法上所謂的「不動產」是指土地及其定著物，下列何者屬之？ 
車子 橋樑 公共電話亭 公車站牌 

22 剛過世的阿強，生前瞞著家人寫下一份遺囑存放於友人小莉處，遺囑內容說明死後欲將所留遺產全數送

給小莉。若其遺囑符合法律之規定要件，內容查驗屬實，則阿強家人可透過下列何種法律程序來主張自

己的繼承權益？ 
行政訴訟 刑事訴訟 民事訴訟 非常上訴 

23 依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中規定，對於少年依其性格及環境，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稱為「虞犯」。下

列關於現年 15 歲小藍的行為表現，若依上述法令規定，何者不會被視為虞犯？ 
吸食強力膠 在賭場打工 時常於深夜流連網咖 擔任加油站大夜班員工 

24 歌曲「沒有國那裡會有家」說明了國家的重要性。下列有關國家組成要素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人民：居住在我國的人民，皆持有身分證 領土：僅領陸範圍固定，其餘皆可變動 
主權：其對內具最高性，對外則具獨立性 政府：具有管轄權，其位階在主權之上 

25 在國際互動頻繁的今日，國際組織在各項事件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下列何者是「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的主要功能？ 
確保區域安全與會員國的利益 執行貿易協定與解決貿易爭端 
提供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資源 提供國際司法仲裁以維護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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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我國現行立法委員之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制，除了不分區立委之席次外，尚設有區域立委及原住民立委

之席次。依據我國相關法令之規定，下列關於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與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相比較，較有利於小黨 
與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相比較，較有利於小黨 
區域立法委員當選席次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因為每一區域只能有一位當選，所以稱為單一選區制 

27 阿宗在班上人緣極佳，因家裡從事餐飲業，故他極力爭取擔任謝師宴主辦人。但班上多數人對於謝師宴

的地點與方式與阿宗不同，且有多人欲爭取主辦。班上在投票選出謝師宴主辦人時，採取下列何項原則

既可避免尷尬，且較能選出真正合適的主辦人？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28 為了規範個人或團體對競選或其他政治活動的無償性捐獻，我國於民國 93 年制定何項法律加以管理之？ 
人民團體法  政治獻金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29 根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提出憲法修正案，是屬於下列那一機關的職權？ 
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30 美國對於兩岸問題雖強調「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但為避免雙方軍力失衡，也不排除提供臺灣防

禦性武器。上述美國的立場與作法，具體落實在下列何者？ 
臺灣關係法 中美建交公報 反分裂國家法 台美共同防禦條約 

31 依據我國憲法和增修條文規定，人民享有罷免權，下列何者可由人民依法罷免之？ 
總統 行政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 監察院院長 

32 無論是否採行民主制度，許多國家皆會採取選舉制度以產出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此舉較符合德國學者

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那一類型權威？ 
傳統型權威 魅力型權威 天縱英才型權威 理性法治型權威 

33 政府官員因政策疏失而造成人民的痛苦或權益受損，除應公開向人民道歉，必要時甚至辭職下台。此種

作法，最能彰顯民主政治的那一項特色？ 
責任政治 法治政治 政黨政治 民意政治 

34 克羅埃西亞於 2013 年中加入歐盟，正式成為歐盟第 28 個會員國。下列關於歐盟的敘述，何者正確？ 
英國向來是歐元區經濟穩定的國家 歐盟的前身是「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會員國簽訂里斯本條約取代原先擬議的歐洲憲法 其會員國皆以「經濟體」的名義參加 

35 依據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下列何種行為，就算沒有得到著作人的同意，也不會侵害著作權？ 
將美國總統就職演說翻譯成中文 將 DVD 出租店的影片拿到遊覽車播放 
將原著小說改編成電影  老師將學生的作文以學生的名義拿去投稿 

36 You have stayed       all morning, and you don’t look well. You should go out and enjoy the sunshine. 
lately  indoors  early  outdoors  

37 Comics is a mono-sensory medium; it relies on only one of the       to convey a world of experience. 
sensors  senses  scents  scenes  

38 After our new staff members       the training program, they will receive a certificate. 
complete  compete  complain  command  

39 Indi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used to be       by the English-speaking powers. 
invented  ruled  designed  finished  

40 Over millions of years, birds such as ostriches, emus and penguins have       lost the ability to fly. 
gradually  properly  suddenly  temporarily  

 
第 41 題至第 45 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合適者 

It is vital that parents recognize the strong influence they   41   o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decisions and 
career path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appear   42   the size of the family, parenting style, and the attitudes 
parents have about work in general.   43   is essential for parents to recognize that the long, ever-changing process 
of career choice begins when children are still young. Educators   44   parents who are not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45  , positive or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i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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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ake  get  have  pull  
42 be  been  being  to be  
43 He  What  It  Which  
44 are concerned about  have the idea  get the opinions  are in the mood  
45 scattering  enduring  finite  drifting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For decades inflation was the bogeyman in rich countries. But now some economists reckon that deflation, or 
falling prices, may be a more serious threat—in America and Europe as well as Japan. That would be decidedly 
awkward, given the surge in borrowing by firms and households in recent years. Particularly worrying is the rise in 
borrowing by American households to finance purchases of houses, cars or luxury goods. Deflation would swell the 
real burden of these debts, forcing consumers to cut their spending. 

Defl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bad. If falling prices are caused by faster productivity growth, as happen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n it can go hand in hand with robust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if deflation reflects a slump in demand 
and excess capacity, it can be dangerous, as it was in the 1930s, triggering a downward spiral of demand and prices. 

Today, both the good and bad sorts of deflation are at work. Some prices are falling because of productivity gains, 
thanks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t the weakness of profits suggests that most deflation is now bad, not good. 
Deflation is particularly harmful when an economy is awash with debt. Total private-sector debt is now much higher 
than when deflation was last experienced in the 1930s. Falling prices not only increase the real burden of debt, they 
also make it impossible for a central bank to deliver negative real interest rates, because nominal rates cannot go below 
zero. 

If deflation causes real debts to swell, debtors may have to cut spending and sell assets to meet their payments. 
This can unleash a vicious spiral of falling incomes, asset prices and rising real debt. Irving Fisher, an American 
economist, described this process in a famous article in 1993 entitled “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 He described how attempts by individuals to reduce their debt burden by cutting costs could 
paradoxically cause their debt burden to swell. Unable to increase prices to boost profits, firms have to cut costs, either 
by reducing labour costs and hence household income or by buying less from other firms. This is sensible for an 
individual firm, but it reduces demand in the economy, thwarting the desired improvement in profit, leading to another 
round of cuts and putting further downward pressure on prices. 
46 The word “bogeyman” is used to express that inflation was 

frightening  well studied  not a problem  surprising  
47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passage is to 

inform what happens when price level rises  
inform how dangerous it could be when price  level goes down 
compares between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argue for a strong deflation  

48 Under what situation would deflation not be a threat to the society? 
When product availability exceeds people’s demands  
When firms are borrowing money from the banks  for business 
When people are borrowing to purchase houses  
When it is caused by faster productivity growth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does downward spiral of demand and prices refer to? 
the prices go up but the demand goes down  the prices go up but  the demand goes up 
the prices go down but the demand goes down  the prices go down and the demand goes up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of deflation? 
Deflation could be both good and bad.  
Deflation could cause real debts to swell.  
The surge in bo rrowing by firms and households causes deflation. 
Both the good and bad sorts of deflation can be seen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