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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明借住姑姑家，常常為了保護姑姑不被姑丈毆打，因而也常被姑丈毆傷。下列依據上述案例的敘述，
若依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規定，何者正確？ 
小明與姑丈並非直系血親，故不受該法保障 小明因挺身保護姑姑而被打，不受該法保障 
小明和姑姑均可依法向地方法院聲請保護令 小明可向地方法院聲請剝奪姑丈親權的行使 

2 成年公民是指自我發展達到成熟，對社會具有權責觀念與參與意願的公民。下列何者屬於公民素養中「公
民參與」的面向？ 
小風為增廣見聞於每年寒暑假參加遊學團 小青自行設計品牌吸引國內外消費者購買 
小瑜積極參與公益社團活動協助弱勢團體 小珍藉由參與演講學習做好個人生涯規劃 

3 近來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熱銷，使 Android 系統成為受歡迎的作業平台，而 Android 軟體工程師的職
缺需求也跟著大增，使得身價跟著水漲船高。上述受到產業、職業、企業組織的變化等整個大環境的影
響，所造成的社會流動應是指下列何種？ 
代間流動 水平流動 向下流動 結構流動 

4 近年來，政府推動「一鄉一特色」的觀光發展，如苗栗公館紅棗節、嘉義民雄鵝肉節等。鼓勵各地運用
在地資源，透過文化包裝發展地方獨具的特色。有關「一鄉一特色」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顯示次文化的元素轉變為主流文化符號 公私部門協力合作的社區營造發展活動 
運用分散風險的投資原則進行產業經濟 邊緣文化的興起有助於社區認同的凝聚 

5 某新聞媒體提到警方抓到一名嫌犯，身分證上顯示為男性，但其外貌卻像是一名「女性」，經詢問才得
知，該名嫌犯喜歡男扮女裝。警方驚訝的表示：「無論外表、舉止、談吐或身材，簡直比女性更具女性
特質。」此表示顯示警方具有下列何種觀念？ 
性傾向多元 性別主流化 性別認同偏差 性別刻板印象 

6 根據我國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事項可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地方建設案 政府預算案 企業稅率案 院長人事案 

7 早期只有男性才具有投票權，經過多年的努力，婦女也享有投票權。這項投票情形的轉變，若依我國憲
法的規定來看，主要象徵何項選舉原則的落實？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8 我國於九二一大地震時，由總統李登輝先生發布緊急命令，以因應這場重大的緊急危難。依據我國憲法
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關於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的敘述，何者正確？ 
直接發布緊急命令，但不須經立法院追認 
經立法院決議後發布緊急命令，並於發布後 10 日內由行政院追認 
經行政院會議決議後發布緊急命令，並於發布後 10 日內由立法院追認 
直接發布緊急命令，但須於發布後 10 日內由立法院追認 

9 2011 年，我政府「某單位」針對臺電購買的變壓器中，發現有 3 萬多具偷工減料之情事，乃對其提出糾
正，臺電亦隨後認錯。依據我國憲法規定，文中所提的「某單位」，尚具有下列何項職權？ 
彈劾不當的公職人員 懲戒失職的公職人員 辦理公務人員的考試 負責公務人員的任用 

10 我國歷經 7 次修憲後，中央政府體制呈現偏向法國雙首長制的運作。下列關於我國與法國政府體制之敘
述，何者正確？ 
皆具備多數黨組閣的憲政習慣 皆發生過「聯合內閣」的情形 
元首皆為民選，均可主持部長會議 元首公布法律時皆須閣揆及相關閣員「副署」 

11 某國國會議員選舉，第一大黨的得票率 36.1%，席次率 47.4%，第二大黨的得票率 29.1%，席次率 39.9%，
第三大黨的得票率 23.0%，席次率 8.8%。由該國三大政黨「得票率」與「席次率」之間產生落差加以推
判，該國國會議員的選舉制度最可能是指下列何者？ 
單一選舉區相對多數制 複數選舉區單記圈選制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兩輪投票絕對多數制 

12 我國文官體制包括政務官與事務官，下列關於權責與保障的敘述，何者正確？ 
事務官無須肩負政治責任 事務官主要負責政策的決策與制定 
政務官與事務官享相同退休制度保障 政務官工作任期受到保障，所以又稱「鐵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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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國因不易與其他國家發展正式外交關係，政府乃致力爭取加入各種國際組織，以爭取我國參與國際政

治的能見度。下列選項中的國際組織中，我國已經成為何者的正式成員國？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4 外交係指國家、城市或組織等在國際關係上的活動，其目的在於建立能夠滿足彼此需求的關係。下列關

於各種不同外交形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正式外交係指國與國之間的官方外交，邦交國互派遣大使 
多邊外交係指兩國間直接且單獨建立互動關係的正式外交 
城市外交指運用城市有利資源開展外交活動，為正式外交 
國民外交係透過地方政府，利用金援關係達成的外交任務 

15 若以現代國家所發揮的各項功能來看，下列那一則新聞最能發揮現代國家政府的「安全」功能？ 
新聞一：桃園國際機場爆發外籍觀光客毆打本國人，警察逮捕涉案人士 
新聞二：某企業公司負責人被法官以涉及刑法背信罪判處徒刑 
新聞三：為解決房價過高問題，政府將釋出社會住宅給首購族 
新聞四：政府編列預算向美國購買 30 架 F-16 戰機，以充實軍備 
新聞一 新聞二 新聞三 新聞四 

16 法律的制定主要分為提案、排入議程、三讀程序之討論表決、總統公布施行 4 個步驟。下列針對三讀程

序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一讀會須立委二分之一出席 一讀會後審查時對爭議法案可進行黨團協商 
二讀會主要進行法律文字修正 三讀會為三讀中最重要的階段 

17 16 歲的亞姿參加歌唱比賽，成績卓越，因此唱片公司打算與她簽約出唱片，便單獨約亞姿商談合約內容，

雙方高興簽定契約。若依民法之規定，針對該合約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敘述，何者正確？ 
具有效力，因亞姿為自然人，簽名具民法上效力 
不具效力，因亞姿未滿 20 歲，為限制責任能力人，行為無法律效果 
不具效力，因亞姿未滿 20 歲，所有法律行為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 
效力未定，因亞姿未滿 20 歲，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事後承認 

18 大慶為 A 地的所有權人，而當 A 地被鄰近的 B 地所包圍以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大慶依民法的規定，可

向 B 地之所有權人請求經過 B 地以通行至鄰近的公路，如此才能充分發揮 A 地的經濟效用。上述案例主

要在強調民法的何種原則？ 
物權絕對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所有權相對原則 無過失責任原則 

19 憲法是一個國家法律體系中最高位階的法律，憲法的目的在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以達成其所追求的核心

理念。下列何者是憲法透過保障基本人權所要達成的核心理念？ 
追求法治國家 增進公共利益 維護社會秩序 實現人性尊嚴 

20 小蘭過世時留有遺產新臺幣 1,200 萬元，父母雙亡，其配偶老吳已歿，兩人未曾生育子女，所有後事皆由

小蘭的妹妹小雲一人處理。而小蘭留有一份遺囑，內容將所有遺產跟權利均贈與「甲政黨」。依據上文，

若根據民法之規定，有關小蘭的遺產分配，下列何者正確？ 
甲政黨得 10 萬元，其餘照應繼分規定分配 
甲政黨得 30 萬元，其餘照應繼分規定分配 
甲政黨得 600 萬元，其餘照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規定分配 
甲政黨得 1,200 萬元 

21 志華因犯罪被宣告褫奪公權且尚未復權，志華將會被剝奪下列何種權利？ 
投票罷免總統 反核四公民投票 擔任村長候選人 參加研究所入學考試 

22 為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立法院整合「高級中學法」及「職業學校法」，並於院會三讀通過「高級

中等教育法」，至於該法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若該施行細則之某條文規定，與「高級中等

教育法」有所牴觸時，應如何適用？ 
「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為特別法，應優先適用 
「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之該條文無效 
「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之該條文應送立法院修法 
「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之該條文應聲請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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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制行政訴訟法為三級二審制，大華因稅額新臺幣 30 萬元的爭議事件，欲提起行政訴訟，應該向那一個

法院提出訴訟？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地方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24 依我國刑法的規定，如果一個行為符合「特定事由」的條件時，就可以否定此行為的違法性與可罰性。

下列何種行為不屬於上述特定事由的範圍？ 
警察依法開槍逮捕搶劫犯 
基於醫療的必要，醫生在徵得病患或其家屬的同意後，於手術過程中切除患者手臂 
為免火勢擴大，鄰居自發性敲破門窗，破門而入滅火 
獵人打獵時不小心誤傷同行友人 

25 關於法律上的糾紛解決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遇有當事人任何一方不同意調解結果時，則調解無法成立 
訴訟上的和解筆錄，與判決書效力不同，故無法聲請法院強制執行 
所有的民、刑事案件，均可經當事人同意後聲請調解 
訴訟中若當事人決議交付仲裁，則須透過法院，由法官選定數名仲裁人進行仲裁 

26 老王因細故對小李動手，造成小李左肩瘀青腫痛，事後小李不接受老王的道歉，堅持要提起刑事訴訟。

下列有關本事件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李可對老王向警察機關提起告發 鄰居小陳可對老王向法院提出自訴 
檢察官得知此事，不得主動展開犯罪偵查 檢察官認被告有犯罪事證，應提起公訴 

27 日本央行力拼通貨膨脹達 2%的目標，在其他因素不變下，此顯示日本的下列那一個數據會跟著提高？ 
失業率 痛苦指數 吉尼係數 人口成長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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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方自行協議解決。上述經濟學家的解決方式應為下列

何項理論之主張？ 
柏拉圖最適境界 費雪效果 李嘉圖均值定理 寇斯定理 

29 純公共財具有共享性與無法排他性。下列何者屬於「純公共財」？ 
收費的國道高速公路 中油公司供應的汽油 國際公海中的魚蝦蟹 保障國家安全的國防 

30 下圖為下午茶套餐的市場供需圖，假設該市場維持均衡狀況，此時市場上的消費者剩餘為多少？ 
 
 
 
 
 
 
1,500 元 2,000 元 6,000 元 7,600 元 

31 聯合國大會正式宣布 3 月 21 日為「國際森林日」，從 2013 年起，每年都會辦理慶祝活動，向世人宣導

森林和樹木對地球上生命的重要性，共同保護森林，杜絕毀林、防止環境退化。上述做法主要是基於下

列何種觀念而推動？ 
社會安全 永續發展 經濟成長 經濟發展 

32 政府制定「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等相關法律，以規範廠商的生產與銷售行為，保障消費者

的基本權益，這是政府為人民提供的何種服務？ 
促進景氣繁榮 處理外部效果 維持經濟秩序 縮小貧富差距 

33 《世說新語》中有一則「王戎辨苦李」的典故，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於年幼時，曾與遊玩的同伴一同發

現路邊一顆結實累累的李樹，同伴紛紛爬上樹摘李子，但王戎卻篤定那些李子是苦的，果不其然，樹上

滿滿的李子都是苦的。若從經濟學概念來看，下列何者的推判應是王戎辨識苦李的理由？ 
自己處於「資訊不完全」的情況 路邊的李子無法達到「市場均衡」 
李子若不苦就理應有「超額需求」 苦李的「外部成本」高於「外部效益」 

34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民國 101 年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只有月退俸兩萬元以下，以及因公傷殘

死亡的人員或遺族等兩大類人員可領取，發放人數由四十二萬三千餘人減少為約四萬兩千人。在計算 101
年 GDP 時，不會把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等項目列入統計，下列何者為主要原因？ 
屬於移轉性支付  應列入 102 年的 GDP 
若列入當年度 GDP，易高估經濟成長率 尚未通過立法院預算，恐引發朝野對立 

P（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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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若某國將國民義務教育年限增加為 12 年，以提升國家競爭力，果真如此，則此政策的推行將會使該國的
生產可能曲線（PPC）產生何種變化？ 
PPC 向外擴張  PPC 向內縮小 
生產組合點在 PPC 上移動 生產組合點由 PPC 外側移至內側 

36 Visitors love       the museum is so close to the shopping center and that several restaurants and cafes ar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as long as  truth be told  none other than  the fact that 

37 I cut to the chase, “we just do not have       money for the project.” 
 broad  efficient  enough  enormous 

38 Daisy’s a really pretty girl,      ? 
 isn’t she  aren’t she  hasn’t she  won’t she 

39 As we all know, the       in Canada is much colder than that in Mexico. 
 denture  pressure  moisture  temperature 

40 The drunk driver is to       for the accident that resulted in 10 deaths last night. 
 blame  report  breathe  persuade 

 
第 41 題至第 45 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適合者 

From a young age we are told that our inner qualities matter more than the clothes we wear — but do you know that 
your shoes can actually speak   41   to strangers?   42   a study by researchers at Wellesley College in Massachusetts, 
people could accurately   43   a stranger’s age, gender and income just by looking at their shoes.   44   that isn’t 
necessarily surprising, what made researchers   45   was the second level of analysis.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could 
also tell whether another person was insecure in her close relationships, or more laid-back and relaxed, based on the 
shoes she wore.  
41  width  volumes  category  shapes 
42  Contrary to  Given that  According to  Rather than 
43  transform  determine  consent  regulate 
44 While  Since  Shown  Even 
45  fall apart  clear up  take notice  figure ou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have one police force. Instead, there are different police agencies around the country. 
At the head of each police department is the Chief. The police force includes police officers and detectives.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and they respond to calls for help, direct traffic, investigate a burglary, etc. They often patrol a 
specific area and work with a partner. Detectives are plainclothes investigators who gather facts about specific cases. 
An officer or detective can be promoted to corporal, sergeant, lieutenant, or captain. 

Citizens who are at least 20 years old can enter the police force but there are specific requirements. They must 
pass certain written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s. In addition, senior officers, psychiatrists, or psychologists find out 
about the candidates’ personality by interviewing them or giving them a personality test. 
46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is the title for the head of each police department? 

 Captain  Chief  Director  Lieutenant 
47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he duty of police officers? 

 To respond to calls for help.  To direct traffic. 
 To gather facts about special cases.  To investigate a burglary. 

48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e United States has only one police force. 
 Detectives often wear uniforms. 
 All citizens over 20 years old can enter the police force if they choose to do so. 
 Police officers often patrol a specific area. 

49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The police force includes police officers and detectives. 
 All the police officers must be over 20 years old. 
 Detectives do not wear uniforms. 
 All the police officers will be promoted to captains. 

50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qualified to evaluate a candidate’s personality? 
 Fellow candidates  Psychiatrists  Psychologists  Senior offic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