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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化是一形成人格和學習社會規範的終生歷程，藉由各種機構產生互異的影響。下列有關社會化途徑的敘

述何者正確？ 
社會化是指個體全然被動接受外界影響的歷程 
個人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學校中進行「再社會化」 
「歹竹出好筍」說明家庭是個人最早社會化的場所 
「物以類聚」突顯同儕團體在社會化過程的重要性 

2 2011 年挪威發生血腥屠殺事件後，全球媒體最初的報導多把矛頭指向穆斯林，如今換來一片檢討指責聲，

因為兇手證實是挪威本土極右派反穆斯林分子。美國歷史學家席娃．巴拉吉表示：「挪威悲慘的一天，也是

新聞界可恥的一天。」該新聞主要突顯媒體報導的何種問題？ 
報導內容娛樂化 置入性行銷問題 資訊來源片面化 潛藏隱藏性歧視 

3 女性在面臨職場升遷時，常常會遇到「玻璃天花板」，阻礙了可能的升職希望，以致男性主管遠多於女性主

管。影響所及，會產生下列何種現象？ 
性別角色職業化 性別角色階層化 性別角色社會化 性別角色世俗化 

4 近年來，發生幾起法官輕判性侵幼童案件，引發數十萬網友撻伐，並成立「正義聯盟」，發起以「白玫瑰」

為名的遊行活動，訴求納入化學去勢、全面公開加害人資料庫等。下列有關該運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透過倡議以發揮輿論的力量，有助於社會立法 屬自主性的活動，參與者擁有著豐沛的政治力 
活動須有來自於第二部門的經濟力才得以運作 表達對政府施政不滿，展現由上而下的社會力 

5 在某些社會中，黑色是哀傷的顏色，但在其他社會中，白色或紅色才聯想到悲傷。根據上述判斷，下列何種

說法最貼近其意涵？ 
符號的使用不會顯現當代的價值觀念 不同國家的人以符號溝通不會有障礙 
符號所代表的意義並非是一成不變的 符號是評斷各地文化水平高低的指標 

6 選舉制度中關於選舉類型可分為大小選區制、相對多數及絕對多數決。依照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各項

選舉類型的配對，何者正確？ 
總統－大選區制、相對多數決 縣市長－小選區制、絕對多數決 
鄉民代表－大選區制、絕對多數決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小選區制、相對多數決 

7 2013 年 9 月德國國會大選結果出爐，已經連任兩屆的現任總理梅克爾，其率領的基督教民主黨獲得四成多

的得票率，贏得了國會總席次 630 席中的 311 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具有組閣的主導權。下列四位高中生

運用課堂上所學針對此時事發表評論，何者敘述正確？ 
小光：梅克爾若還是該黨黨魁的話，則將由她繼續出任閣揆一職 
小美：基督教民主黨是國會第一大黨，因此該黨可進行單獨執政 
小華：前內閣被倒閣後國會才改選，因此梅克爾無法再籌組內閣 
小同：行政首長有任期限制，梅克爾若續任總理乃違反憲政習慣 

8 在近期國際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曾出現「兩極對立」的結構，此局面主要以那兩個國家為首而形成的國際對峙？ 
南韓、北韓 美國、蘇聯 美國、中國 中國、日本 

9 在民主政府體制中，代表立法權的國會與代表行政權的內閣，兩者相互制衡監督，於是部分政府體制中設計

有「解散國會」的機制，但這樣的機制各國不盡相同。下列針對各國解散國會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英國：首相可於國會否決其重大政策時，呈請國家元首解散國會 
法國：總統須於國會通過內閣的不信任案後，經總理提請才得解散國會 
我國：總統可以直接解散立法院 
美國：總統可以直接解散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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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張小英看到一則報導，有關立法院對於某一法案行使覆議投票。根據我國憲法規定，覆議案應由下列那一機

關提出？ 
行政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11 下列關於政黨和利益團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政黨僅透過遊說、陳情等方式來達到目的 利益團體是透過選舉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 
利益團體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要取得政權 利益團體經過發展，亦有成為政黨的可能 

12 我國自 1991 年至 2005 年，曾以增修條文的方式進行七次修憲，下列的敘述何者並不屬於修憲的內容？ 
總統任期縮短為四年，並由人民直選產生 司法院增設憲法法庭並審理政黨違憲案 
立法院得對行政院院長主動提起不信任案 立法院得提出並通過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13 立法院三讀通過法案，行政院認為窒礙難行，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重表決。這種「由行政院發動，目的在

推翻立法院原決議」的作法稱為？ 
復議 覆議 審議 附議 

14 海峽兩岸關係在初期互相對峙，甚至兵戎相見；下列何者促使兩岸開始進入民間交流時期？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我國解除戒嚴令 
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兩岸簽訂 ECFA 

15 現代民主國家，除了要依循「法治」的概念外，更要符合憲政主義的精神。下列關於憲政主義的敘述，何者

正確？ 
擁有憲法的國家必定符合憲政主義 
只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才能符合憲政主義 
憲政主義之精神在於政府可用憲法來約束人民的權利 
憲政主義要求政府的組織架構是權力分立、相互制衡 

16 我國公民投票的提案方式有三種，下列何者並不包括在內？ 
總統交付 行政院提案 立法院提案 人民連署提案 

17 春嬌與志明同居多年，有一女小珍，小珍 16 歲時，志明每次酗酒過後都會對母女兩人拳打腳踢，甚至出言

恐嚇要殺春嬌娘家。親友建議春嬌和小珍應循法律途徑保護自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春嬌與志明無婚姻關係，故不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春嬌可向法官提出要求志明離開這個家，稱為遠離令 
若情況急迫危險，警察局應於四小時內核發緊急保護令 
小珍可委託三親等內的血親或姻親，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18 已婚的阿榮與秘書妞妞外遇，遭妻子發現並提出刑事告訴，未料二年後阿榮與秘書妞妞舊情復燃，又遭妻子

發現，再次提出告訴。下列關於檢察官對本案處理原則之說明，何者正確？ 
駁回：因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駁回：因違反一罪不兩罰原則 
受理：檢方依法受理告訴案件 受理：因通姦罪屬非告訴乃論之罪 

19 依我國民法規定，自然人與法人皆是法律上的權利主體，享有權利能力。但相較於自然人，法人並沒有享有

民法中的那些權利？①物權 ②債權 ③身分權 ④繼承權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0 阿慧與阿志是一對夫妻，生有天賜、良緣兩名子女。天賜婚後兩年因病過世，留下遺孀及其兒子添財，隨後

不久，阿志為了返鄉探望年邁的母親罔市，不幸發生車禍而身亡，死後共留有 120 萬元的遺產。針對上述

案例，在不考慮夫妻婚後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的情況下，依現行民法之規定，有關阿志的法定繼承人及其應

繼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添財應可繼承阿志 20 萬元的遺產 阿慧應可繼承阿志 60 萬元的遺產 
良緣應可繼承阿志 40 萬元的遺產 罔市應可繼承阿志 30 萬元的遺產 

21 為解決紛爭金額較小或性質較為簡單的案件，地方法院民事庭設小額訴訟與簡易訴訟兩種程序，下列對於兩

種程序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額訴訟程序主要處理爭議金額在 50 萬元以下的案件 
簡易訴訟程序能處理僱傭期間一年以下之僱傭契約的訴訟 
小額訴訟程序為獨任制，簡易訴訟程序為合議制 
部分小額訴訟案件經許可，能上訴至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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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阿勇向房東承租房屋，租期一年，但承租三個月後，房東將房屋出售，新屋主於交屋後要求阿勇立即搬離。

依據我國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新房東為所有權人，阿勇必須搬離 因買賣不破租賃原則，阿勇不必立即搬離 
因租約是與原房東簽訂的，新房東不受約束 阿勇必須立即搬離，並向原房東求償 

23 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若侵害人民的權利或造成人民的損失，人民除可提起訴訟救濟途徑外，還能依法向國家

請求賠償或損失補償。下列何者符合損失補償之事例？ 
政府疏於維修水溝蓋而導致路過民眾跌傷 警察於夜間巡邏時因駕駛不慎而撞傷行人 
政府怠於取締違規遊艇業者以致出船失事 國家為了建設高速公路而向人民徵收土地 

24 某名模民國 99 年遭國稅局認定漏報 92 到 94 年度的稅金八百多萬，被要求補稅並處以罰鍰，其後因訴願未

果而提起訴訟。法院審理後認為其無逃稅之惡意而判決免繳罰鍰，但仍需補稅。下列關於其所提出之權利

救濟的敘述，何者正確？ 
該名模應向要求其補稅之原處分機關國稅局提出訴願 
該名模不服國稅局補稅之行政處分亦得逕行提起訴訟 
罰鍰屬人民財產權之限制，故應向民事法院提起訴訟 
此係公法上權利義務之爭議，故應採取行政訴訟程序 

25 對於觸犯本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被告，若法官念在犯人是初犯，且犯後態度良好，欲給予其

改過遷善的機會。此時承審法官於判決時，得做下列何種之宣告？ 
假釋 緩刑 假執行 緩起訴 

26 「法律位階」屬於基礎法學中極為重要的觀念，請將下列條文依法律位階觀念，由高至低選出正確的排序：

①都市更新條例 ②釋字第 702 號解釋 ③高雄市愛河水域管理自治條例 ④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訴

字第 503 號判決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③ ②①③④ ②①④③ 

27 東南亞地區自 1970 年代起，為防堵共產勢力而組成「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近年來轉向經濟合作，

建立自由貿易區。依上所述推判，加入此一組織的會員國，經濟合作上的內容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使用相同貨幣 降低彼此關稅 放棄經濟政策自主權 允許生產要素自由移動 

28 報載：我國外匯市場年關資金需求旺盛，銀行及出口商拋匯，新臺幣兌美元匯率因中央銀行阻升，新臺幣轉

貶 3.7 分，收在 29.622 元，出口商喜上眉梢。若出口以美元計價，臺灣的出口商為什麼看到新臺幣貶值會喜

上眉梢？ 
出口商能以更優惠的價格增加國內銷售量 出口商拿到價款後，換成新臺幣利潤會增加 
貶值使進口產品價格下跌，降低出口商成本 出口的意願會降低，競爭的程度也隨之下降 

29 坊間常見的公司幾乎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對於這種公司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擁有股份的股東就是老闆，必須對公司債務負完全責任 
公司容易籌得資金、吸引經營人才、股權轉移方便 
營運權掌握在經理人及小股東之手，為平民化組織 
利潤由所有股東平均分享，是最有經營效率的組織 

30 針對失業率的計算標準來看，下列何者屬於「勞動力」人口？ 
廣告收入費已破百萬的 13 歲偶像 重考了三年研究所的 26 歲年輕人 
修補衣服賺外快的 29 歲單親媽媽 剛被解僱尚未找工作的 31 歲青年 

31 菲律賓曾因環境衛生不佳導致蟑螂橫行，該政府為解決蟑螂問題，於是實施抓蟑螂者可領取獎金的政策，

然而實施結果蟑螂不再橫行，但卻使得家家戶戶都在養蟑螂，此結果符合下列何項推論？ 
政策實施顯示民眾對蟑螂的鄰避效果 民眾養蟑螂的行為將會帶來外部效益 
政府忽略誘因導致民眾養蟑螂的行為 該結果應為古典經濟理論實施的弊病 

32 中國籍的王先生來臺旅遊時，為自己買了支美國製手機，又買了日本進口的化粧品送給老婆，然後帶了臺灣

特產鳳梨酥回家送給朋友。依上所述，王先生在臺灣的消費，對當年度各項經濟數據影響之敘述，何者正確？ 
臺灣的 GDP 增加 美國的 GNP 增加 日本的進口增加 中國的出口增加 

33 假設人們吃漢堡時通常會喝可樂，但多吃漢堡卻會減少人們對便當的消費。依上所述判斷，若以影響需求的

因素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漢堡的價格上升時，人們對便當的需求會下降 當漢堡的價格下降時，人們對可樂的偏好度降低 
當漢堡的價格上升時，人們對可樂的需求量下降 當漢堡的價格下降時，人們對便當的偏好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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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今年舊曆年後，高麗菜的價格暴跌，每公斤從 20 元降至 3 元，農民無奈地說：「請人工採摘，根本不敷成本，

乾脆放著讓它自然腐爛，或開放給公益團體去採收，當作是積功德。」依上所述判斷，針對此時「高麗菜

市場」的敘述，下列何種推論是正確的？ 
市場成交價格為每公斤 3 元 市場供給價格為每公斤 20 元 
開放採收就是為提高市場價格 高麗菜的生產成本是每公斤 20 元 

35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年擴大，如美國某公司所設計的智慧型手機，由美國負責研發，委託臺商公司在中

國進行代工組裝後再出口回到美國，因此在貿易統計時，將其記錄為中國的出口品，美國的進口品。根據

上文內容推判，下列何項推論較為正確？ 
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有助於降低美國進口該智慧型手機之生產成本 
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將因該智慧型手機在美國的銷售量增加而減少 
如果該智慧型手機在美國銷售量增加，中國對美國之貿易逆差因而擴大 
依現有國際貿易統計中國出口該智慧型手機高估了其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36 Dogs have a very good      of smell and are often trained to search for survivors in an earthquake. 
 sense  view  means  idea 

37 The house in      I grew up has been changed to a huge department store. 
 it  what  that  which 

38 After arguing with his boss several times, Mike finally decided to      his job. 
 quit  pick  get  find 

39 You should      all the lights before you go to bed. 
 turn off  put off  call off  keep off 

40 Let me      you with those packages. 
 to help  helping  helps  help 

41 Emily was so happy because she came first      the English speech contest. 
 for  of  in  among 

42 Labor groups      a protest at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gainst US support of Israel amid the 
Israel-Hamas conflict. 
 celebrated  exchanged  quoted  staged 

43 Entrepreneurs possess      that many workers do not have, such as being creative, self-motivated, and passionate 
in what they are doing. 
 quantities  qualities  duties  differences 

44 The horse is limping. It must have hurt its     . 
 paw  hoof  mane  trunk 

45 If you did not eat your meals, you      enough energy to play games, stay awake, or even think. 
 had not had  did not have  would not have  would not have ha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On the Indonesian island of Sulawesi there is a myth about earthquakes. The islanders say that the world is   46   on 
the back of a pig. When the pig’s back becomes   47  , it rubs against a giant palm tree. The world then rolls and 
shakes, as it   48   in an earthquake. The pig grunts   49   happiness as it scratches its back. These grunts are the 
loud rumbles that can be heard   50   there is an earthquake. 
46  engaged  balanced  massaged  shadowed 
47  itchy  sore  tender  hurt 
48  is  has  can  does 
49  in  at  with  down 
50  what  when  which  whet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