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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或性傾向，在教學、考試或獎懲上給予差別待遇，這是基於下列何種法律之規定？ 
民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國民教育法 

2 學者研究芬蘭老年照顧政策發現：該國自 1993 年起老年照護機構明顯減量，呈現老年照顧「去機構化」
之特色，改以結合家人和專業照護力量，共同幫助社區的居家老人，且由政府提供家事服務、喘息服務
等相關福利措施。下列那一項概念最足以用來說明上述（芬蘭）轉變後的政策？ 
在地老化 全球照顧鏈 家務勞動平權化 再生產勞動有報酬 

3 不同文化透過接觸與交流，會促使該文化逐漸產生變化。例如：西方的速食漢堡傳入慣用米食的東方世
界後，發展出米漢堡的產品。下列何者可用來說明上述情況？ 
在地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反全球化 同化現象 

4 公民社會是指在民主國家中，人民自發性的由下而上建構而成的社會，主要在參與和監督公共事務，並
影響政府的決策。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公民社會的概念？ 
勞工團體舉行秋鬥大遊行，提倡社會正義，呼籲政府照顧勞工族群 
立法院初審通過刪除民法中規定債權人得向債務人配偶追債的權利 
同志伴侶為了爭取結婚權而告上法庭，高等行政法院考慮聲請釋憲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國民幸福指數」草案，以量化國人的生活幸福程度 

5 米德認為自我在成長的過程，在各個不同階段都存在對自我具特別影響的人，也是個體行為時的模仿對
象。米德將這些人稱之為何？ 
假想觀眾 重要他人 概括化他人 個人傳奇 

6 大雄的爸爸今年被總統提名為司法院大法官人選，依照我國憲法規定，大雄的爸爸還必須經過下列那一
機關行使同意權？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監察院 

7 根據民國 94 年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有關修改憲法程序的描述有那些正確？①立法院提出憲法
修正案 ②行政院提出憲法修正案 ③公告半年後，由國民大會議決 ④公告半年後，由公民投票複決 
①③ ②③ ①④ ②④ 

8 我國於 2001 年啟動政府改造工程，並於 2010 年完成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正，逐步將行政院改造成包含「14
部、8 委員會以及其他 7 個機關」的組織，而此改造工程主要希望達到下列何種功效？ 
擴充政府職能，提升人民施政滿意 劃分機關權限，實現權能區分理想 
精簡組織架構，提升政府服務效能 減少國家干預，朝向「小政府」發展 

9 某選舉制度係採「各政黨先依其政黨得票率分配到的總席次，先扣除各政黨在區域選舉已當選的席次後，
剩下就是各政黨依政黨得票比例分配的席次。」依上所述推判，該選舉制度應為下列何者？ 
法國的兩輪投票制  比利時的比例代表制 
日本的並立式混合投票制 德國的聯立式混合投票制 

10 各國政府通常會立法保障勞工的最低工資，以避免勞工受資本家剝削，對此說法下列何者應會反對此種
主張？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新保守主義 法西斯主義 

11 許多美洲國家常會仿效美國採用「總統制」。下列關於美國總統制特色的敘述，何者正確？ 
國會大選獲勝的政黨，其領導人依法成為總統 
元首名稱是否為「總統」是總統制的判別標準 
國會對於總統的人事任命權，均無權過問 
總統若覺法案窒礙難行，可以行使「覆議（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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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方各式民主政治理論的形成與演進，皆有其歷史情境與時代脈絡，各式民主理論的發展更加豐富了民
主的內涵與實踐的意義。下列何者最接近「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論？ 
強調公開討論、理性溝通的公平過程，以形成合理的共識與公共政策 
民主政治是一種選擇領導者、產生行政首長或民意代表的過程，並使公共政策合法化的程序，決策者

是一群政治菁英 
公民可組成各種團體，追求共同的利益，並且讓各種不同社會勢力互動，使民主政治成為多元政體 
人都是理性且平等，每位公民均能積極、理性的參與政治，政治亦可提高人民的政治美德與能力 

13 我國人民可藉由各種定期的公職人員選舉，發揮自己對政治事務的影響力。下列何者是由人民直接投票
選舉產生的？ 
正副總統、考試院院長  臺北市市長、大安區區長 
立法院院長、立法委員  彰化縣議員、埔鹽鄉鄉長 

14 政府為提升我國公共衛生與防疫效能，專業思考關切全球共同衛生課題，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在 2009
年獲得邀請，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下列那一項國際組織？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世界貿易組織 WTO 
世界衛生大會 WHA  國際紅十字會 IFRC 

15 某一廣播電台傳來以下的呼籲：「各位聽眾！明天要投票了，投票時要記得帶：①印章 ②戶口名簿 
③投票通知單 ④國民身分證。」若依我國相關法令規定，投票人要順利進行投票行為，上述何項是一定
必須攜帶的？ 
① ② ③ ④ 

16 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指出，大學生只要受教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受到侵害，無論是否為退學或類似的處分，
依法都可向法院尋求救濟，有別於過去釋字第 382 號解釋中認為須受退學或類似之處分才得提起訴訟之
見解。依釋字第 684 號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尊重大學自治，司法無介入之權限 現行特別權力關係下對國家尚無訴訟權 
訴訟權不得因具有學生身分而產生不合理限制 法院得以就教師及學校的專業進行審查 

17 我國刑法對於刑事責任能力的規定，主要依據行為人的年齡、精神狀態及生理狀態而決定，分為「無責
任能力」、「限制責任能力」及「完全責任能力」。下列那些情形屬於同一種責任能力？①未滿 14 歲 
②滿 80 歲 ③瘖啞人 ④年滿 18 歲未滿 80 歲且行為時精神正常 
①② ②③ ②④ ③④ 

18 「一事不再理」原則係指對於已經起訴的案件，當事人不得在訴訟進行中再行提起訴訟；或經判決確定
者，法院亦不得再予審理。下列何者為此一原則的主要目的？ 
減輕法院負擔  限制法院審理範圍僅限當事人請求內容 
降低人民在繁複的訴訟過程中訴訟之煩累 避免法院重複審理而產生裁判矛盾情形 

19 土地法規定，土地登記如有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須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才可更正。但土
地登記規則卻規定，登記機關可自行判定並完成更正。依上所述判斷，其可能違反下列何項行政法的原
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禁止恣意原則 憲法保留原則 

20 上課時老師指定同學閱讀一本已公開發表之課外讀物，小明到圖書館翻閱後，決定影印其中幾頁帶回家
閱讀，小華則從圖書館把書借出來後，請影印店影印一整份。針對上述案例，若依據我國相關法律之規
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明和小華的行為都違反著作權法 小明侵害的權利是屬於著作財產權中的「重製權」 
小華僅須負擔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無刑責 有無違法的關鍵在於是否符合「合理使用」原則 

21 春嬌因販毒遭判刑 15 年入監服刑，老公志明認為夫妻為此分居逾十年，已難再共同經營夫妻生活，因此向
法院訴請離婚。法院審理後認為，春嬌長期在監服刑，客觀上已達動搖夫妻的共同生活，致夫妻喪失維持
婚姻的意願，故判准二人離婚。關於志明和春嬌的案例，若依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志明和春嬌的離婚方式，稱為兩願離婚 
志明和春嬌的案例，僅志明有資格請求離婚 
上述離婚訴訟，於起訴前，應先經律師調解，調解不成，才進入訴訟程序 
志明和春嬌的離婚案，經法院判決確定後，須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才能生效 

22 智雄向經濟部申請公司執照，經濟部依據公司法規定審查後通過其申請案。經濟部的作為屬於行政程序
法中那種行為？ 
行政救濟 行政指導 行政計畫 行政處分 

23 新聞報導：「繼櫻花蝦、吻仔魚、飛魚卵等海洋生物每年有特定禁捕期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公
告自 2013 年起實施，每年六月禁止漁民在臺灣東北海域捕撈鯖魚。」上述訂定禁捕期的做法，最適合從
下列何種觀點解釋？ 
國家以保證價格方式進行政府干預，解決經濟誘因不足問題 
政府以行使公權力的方式，減緩漁業資源共有財悲劇的困境 
漁民屬相對經濟弱勢，基於社會正義政府得以差別待遇保護 
政府限制個人利益，以降低漁業資源捕撈的「搭便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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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某學者主張：刑罰的目的在於嚇阻潛在的犯罪行為人，殺雞儆猴使民眾不敢心存僥倖，以預防更多的犯
罪。該學者的主張屬於下列何種刑罰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應報理論 綜合理論 

25 行政院發布施行「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新法，規定未來就讀進修學校逾廿八歲者不得緩徵。內
政部表示，新法不影響其他就讀正規學制學生及碩、博士生。上述內政部的說法是基於行政法中的何種
原則？①裁量合宜原則 ②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③信賴保護原則 ④誠實信用原則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6 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對於訪問交易的商品，消費者可以在收到商品的「七日」內，無須說明理由退貨。
此一規定，應是對於下列何種原則的限制？ 
誠信原則 過失原則 契約自由 依法行政 

27 如果世界上有甲、乙兩國，兩國未進行貿易之前，甲國國內稻米的均衡價格為每公斤 25 元，乙國則為每
公斤 29 元。若兩國依比較利益進行自由貿易，稻米每公斤的價格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22 元 25 元 27 元 30 元 

28 市場上某一財貨的供給減少且需求增加，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則此一財貨的市場價格會產生什麼變化？ 
下跌 上升 不變 不一定 

29 某經濟學者曾說：「若有 10%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 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 50%的
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 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法律；有 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
冒著絞首的危險。」上文主要在描述下列何種經濟制度？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共產主義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民族主義經濟制度 

30 下圖為春嬌對數位相機的需求曲線，若需求曲線由 D 移至 D1，其原因可能是下列何者？ 
數位相機價格下跌 
數位相機生產技術提升 
春嬌預期未來價格下跌 
春嬌對數位相機的偏好增加 
 
 

31 我國政府制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其中針對持有不到兩年而出售的非自用住宅課徵 10%或 15%的重
稅，政府希望藉此影響自用住宅之市場價格，此政策實施後賣屋者因而減少供給，買屋者則預期未來房
價下跌亦減少需求。若其他條件不變，根據上文所述應有下列何項推論？ 
該政策使自用住宅價格回歸市場機能後必然下跌 
此政策增加自用住宅需求者之交易成本反而使房屋價格上升 
此種課稅為使房屋供給量減少之「皮古稅」並使房屋價格下跌 
房產市場的交易量將因此大幅下降，但房屋價格不必然會下跌 

32 國內生產總值（GDP）可反映一國經濟成長概況，但隨著社會發展，GDP 統計的缺陷也逐漸浮現，下列
何者對 GDP 的解釋符合現況？ 
GDP 未能計算對環境的破壞與影響使 GDP 被低估 
GDP 的成長可顯示經濟現況但無法反映所得分配 
GDP 因為排除未在市場交易之經濟活動而被高估 
GDP 透過市場價值可以展現商品品質改進的效果 

33 我國常因盜採林木或過度開發等而引發土石流等災害，對人民生命與財產造成危害。政府於 1996 年發布
施行「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依法進行特定水土保持區之
劃定與維護工作，以保障人民之生命與財產安全。上述政府的作為是希望透過法令達成下列何種效果？ 
禁止出現搭便車的行為  補償當地居民財產的損失 
讓破壞環境的人付出代價 界定環境權解決外部性問題 

34 政府可用課稅的方式縮小貧富差距，下列何種稅制的訂定可以達成縮小貧富差距的目標？ 
調降營業稅的稅率 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 提高進口貨物的關稅 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 

35 美國因中國對其太陽能電池的補貼政策而實施懲罰性關稅，中國商務部則向某國際組織提起申訴，最後
裁決美國違反該國際組織之相關規定而敗訴。依上所述推判，下列何者亦為該組織運作的事項？ 
該組織提供短期金融援助以支援會員國度過危機 組織內之會員國執行相同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組織透過發行債券取得資金給予開發中國家貸款 基於平等互惠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建立多邊關係 

36 We are delight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to join the summer Youth Camp has been approved. 
 energy  application  passion  knowledge 

37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out that all of my friends had been invited to the Halloween       at Jane’s house last 
weekend. 
 costume  party  day  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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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t is not easy for people to control their       when they are under stress. 
 angel  angle  anger  ankle 

39 If you want to succeed, you must       every opportunity you can get. 
 seize   fade   reject  contain 

40 The homework was easy. I finished it without      . 
 difference  difficulty  action  addition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The Philippines’ most active volcano is showing signs of   41  . Mount Mayon,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hilippines, has been sending huge chunks of lava   42   down its slopes in a gradual eruption that could soon turn 
colossal.  The Philippine Institute of Volcanology and Seismology has warned that a “hazardous eruption” of the 
volcano is possible within just a few weeks. 
Mayon has erupted 50 times in the   43   500 years. An eruption in 1993 caused 79 deaths,   44   subsequent 
eruptions forced thousands of people in nearby villages to evacuate. The most   45   volcanic eruption was in 1813, 
when the entire town of Cagsawa was wiped out. “We are praying that it would not be the worst-case scenario,” said 
Herbie Aguas, mayor Santo Domingo, one of the villages closest to the volcano. 
41  awakening  dying  firing  sleeping 
42  walking  throwing  rolling  driving 
43  almost  exact  future  past 
44  and  so  for  since 
45  contagious  destructive  minimal  marvelou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he World Heritage Centre develops relationships with universities that are committed to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entitled Forum UNESCO-University and Heritage（FUUH）. 

There are two ways to become affiliated to this network:individually or institutionally. Individual affiliation to 
this network is free and simple. Academic staff, researchers, heritage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above Masters level）
may join the network on an individual basis. Individual members receive the FUUH monthly electronic newsletter 
informing them about worldwide news on natural and/or cultural activities. As 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tool, 
FUUH invites individual members to send news about their respective activities, provided that they relate to heritage. 
These items of news are reflected in the next FUUH newsletter, thus providing members instant worldwide 
dissemination and visibility.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is made through the signature of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in which the World Heritage Centre of UNESCO and a University agree to work together in a spirit of 
cooperation to reinforce links between their institutions, and contribute to World Heritage research and knowledge. 

Universities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the World Heritage Centre of UNESCO through signing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an contact the World Heritage Centre. 
46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article? 

 To introduce a global network, FUUH. 
 To promote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To persuade people to interact with their cultures. 
 To inform universities of the importance of signing an MOU.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eople can become an individual member of FUUH network? 
 A freshman stud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university professor who teaches history. 
 A programmer who specializes in network designs. 
 A businessman who owns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48 What does “they” in Paragraph 2 refer to? 
 Newsletters.  Activities. Members.  Institutions. 

49 How can a university become an institutional member of the FUUH network? 
 By doing research on cultural activities.  By signing an agreement with FUUH. 
 By paying a membership fee to FUUH.  By offering courses on natural heritag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an institution affiliated with FUUH? 
 Its visibility is made through individual members in their institutions. 
 It is required by FUUH to contact the World Heritage Centre every year. 
 Its job is to disseminate world heritage information through newsletters. 
 It should do research on and contribute new knowledge to World Herit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