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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典自由主義論者亞當斯密認為：管理越少的政府，就是 好的政府，換言之政府的角色是儘量少干預

或不干預市場經濟的運行。依照上述論點，下列何者並非其所主張之「政府」的基本職能？ 
抵抗外國武力侵略  辦理社會福利 
維持社會治安  從事私人無法承擔的公共設施 

2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當價格下跌時，消費者購買意願增加，當價格上漲時，消費者購買意願減低。

此種現象可以用經濟學上的何種概念說明？ 
需求法則 供給法則 受益原則 比較利益原則 

3 經濟學上所謂的公共財，主要應具備下列那兩種特性？①敵對性 ②非敵對性 ③可排他的 ④無法排

他的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4 臺北市主計處公布，臺北市 2012 年因買賣土地、建物辦理所有權變更登記數，都比前一年量縮了兩成多，

該市地政局分析，可能是受到 2011 年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奢侈稅）、2012 年實價登錄上路影響，導致

房市交易量下滑，變更登記數也下降。依上所述判斷，下列有關房地產市場需求曲線的敘述，何者正確？ 
民眾預期未來房屋價格下跌，則需求曲線向右移動 
民眾預期未來房屋價格上漲，則需求曲線向左移動 
課奢侈稅使短期投資客對房屋的需求曲線向右移動 
課奢侈稅使短期投資客對房屋的需求曲線向左移動 

5 「人們因為相互信任使彼此分享智慧與經驗，藉以增加生產力與品質」。主要在強調下列何種經濟發展

的要素？ 
社會資本 企業才能 人造資本 人力資本 

6 下列何者不屬於移轉性支出的性質？ 
教育部給中等學校興建校舍的補助款 公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 
雲林縣支付給農民的老農津貼 臺灣人民捐助日本福島核災的救濟金 

7 我國政府考量能源生產對環境的衝擊，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用，乃於能源管理法規定，廠商製造或進

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供國內使用者，應依法律規定並標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

依上所述，政府是採用下列何種方法來解決環境問題？ 
補貼 直接管制 使用者付費 界定財產權 

8 政府為增加貨幣供給量，提高社會有效需求，以促進景氣復甦，中央銀行可採行下列那一項擴張性的貨

幣政策？ 
降低法定存款準備率 提高票據的重貼現率 在公開市場賣出債券 增加政府的公共投資 

9 由於個人能力不同，政府可藉由賦稅和稅制，來達成縮短人民貧富差距的目的。下列何者可以實現上述

目的？ 
所得稅採固定稅率 制定 高稅負制 開徵印花稅 開徵奢侈稅 

10 政府定期派員至各大賣場，調查業者是否有聯合哄抬物價的行為，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發揮那一種經濟功

能？ 
處理外部效果 維持公平交易 保障私有財產 改善所得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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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張董事長在畫廊購得一幅標價 5 萬元的山水畫，掛放在董事長辦公室。張董事長對於該畫擁有下列何種

權利？ 
著作財產權 著作人格權 所有權 重製權 

12 政府為了保障勞工的權益，制定勞動基準法，針對勞雇間的 高工時與 低工資設有限制。政府此作法

是針對下列何者所做的限制？ 
誠實信用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契約自由原則 

13 依據我國民法，尊重被繼承人對於自己財產的自由處分權利及 後意願，被繼承人得以遺囑處置其死後

遺產或其他事務。下列關於遺囑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自由處分之遺囑內容不得違反應繼分的規定 
立遺囑人至少是滿 20 歲的完全行為能力人 
遺囑人將遺囑全文電腦打字，親自簽名並註明日期，即符合自書遺囑的條件 
遺囑須依自書、公證、密封、代筆或口授其中之一方式為之，否則無效 

14 日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4 家超商共同協議同時將咖啡調漲之行為進行開罰，主要是因其違反公平交易法

中所禁止的何種行為？ 
獨占行為 結合行為 聯合行為 共同行為 

15 性別工作平等法歷經 12 年的漫長立法過程終於拍板定案，並於民國 91 年 3 月 8 日起實施，下列那些是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的內容？①受僱者因必須親自照顧家庭成員時，得請家庭照顧假 ②受僱者於其配

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 5 日 ③雇主與受僱者可事先約定若結婚、懷孕，即可解僱 ④受僱者於

每一子女滿 3 歲前，得申請留職全薪育嬰假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16 在監獄中執行死刑之法警，射殺死刑犯的行為不成立殺人罪，是基於下列何種阻卻違法事由？ 
依法令之行為 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 

17 針對犯罪行為，被害人可以提出□□，而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只要知悉有犯罪嫌疑時，均可為□□。以

上空格依序應填入的內容是下列何者？ 
公訴、告訴 告訴、告發 告發、公訴 自訴、告訴 

18 依據我國現行法制，有關被告人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保護被告名譽，審判不宜公開 被告接受訊問時，不得保持緘默 
非經由檢察官裁定不得羈押被告 被告具有隨時選任辯護人之權利 

19 志明向彰化縣某中央機關申請國有公用房地開辦該機關員工餐廳，每月繳納使用費 2 萬元；因違法使用

遭機關收回房地，並沒收保證金 4 萬元。志明不服，尋求權利救濟，他該向那個司法機關提起訴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庭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簡易庭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20 員警甲於執行指揮交通勤務時，有一位汽車駕駛因不耐塞車，而違規行駛機車道，員警甲竟拔槍要求對

方開回快車道。依上所述，該員警的行為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21 立法院在制定法律時，必須經過三讀程序，每一讀會中各有不同的工作項目，下列對三讀程序之敘述，

何者正確？ 
一讀後，須經由程序委員會審議後才可進入二讀 二讀主要是對法條進行逐條審查、討論與修正 
進行三讀時，若對法條有疑慮，可以聲請釋憲 完成三讀之後，該法律即產生效力 

22 選舉制度會深深影響一國的政黨體系之發展，依此敘述推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相對多數制比絕對多數制更有利於小黨 單一選區制比複數選區制更有利於小黨 
多數投票制比比例代表制更有利於小黨 並立制比聯立制更有利於小黨 

23 下列那一種少年經法院審理確定後，將被安置於「中途學校」？ 
經常逃學逃家 接受保護處分 法院判刑確定 未滿 18 歲從事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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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據我國現行的文官制度，下列關於政務官與事務官權責的敘述，何者正確？ 

政務官負責主導政策，掌握預算、人事與法規制定等權力 
事務官負責執行政策，以貫徹上級長官的意志為 高原則 
政務官為其政策負責，在公務上不須承擔法律責任 
事務官應謹守中立原則，確保政策穩定與人民權益 

25 若我國舉行全國性公民投票，假設全國投票權人總數為 1000 萬人，根據我國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列何

者視為通過？ 
投票人數 401 萬人，其中 300 萬人表示同意 投票人數 401 萬人，其中 200 萬人表示同意 
投票人數 501 萬人，其中 300 萬人表示同意 投票人數 501 萬人，其中 200 萬人表示同意 

26 關於內閣制運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元首皆為世襲產生，因此形成「虛位元首」 
元首不具行政實權，因此公布法律需要「副署」 
閣揆由元首任命產生，因此閣揆人選由元首決定 
內閣須對國會負責，因此國會可至內閣進行「質詢」 

27 根據法律規範的法律關係「是否平等」、「是否涉及國家權力」為區分標準，可分為公法與私法兩種類

型，以及兼具公、私法性質的社會法。下列那一組合即屬同一類型之法規範？①商事法 ②民事訴訟法 

③刑事訴訟法 ④勞動基準法 ⑤民法 
①② ②③ ③④ ④⑤ 

28 政府和國家經常是容易混淆的概念，關於政府和國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政府等同於國家，以擁有人民、領土確立其完整性 
政府擁有對內 高、對外獨立的主權 
政府為持續存在的政治實體，不因選舉而更迭替換 
政府權力來自國家授予，需依據國家規範而進行 

29 我國監察院之設置在各國中央政府體制顯得相當特別，除歷史淵源因素外，其設置目的主要在防範政府

機構與官員侵害人民權益、貪官污吏、貪贓枉法等事。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監察院

之職權？ 
行使彈劾、糾舉與糾正權 掌理公務員違法失職之懲戒 
受理公職人員之財產申報 審核財務收支、審定決算 

30 受益權是指人民可請求國家從事一定的行為，而使自己享受特定利益的權利。下列那一項不屬於受益權？ 
財產權 隱私權 生存權 訴訟權 

31 在我國，年滿 20 歲的公民且未受監護宣告者，皆享有投票權，不因其財產、性別、種族、階級等影響。

顯示我國公民選舉資格的獲得，符合民主國家的那一項選舉原則？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32 根據 2011 年財政部統計，女性聲請拋棄繼承遺產的比例為 63.3%，遠高於男性的 36.7%；而申報遺產稅

的繼承人中，女性繼承人僅占 34.1%，男性占 65.9%，幾乎是女性的 2 倍，顯示繼承遺產者以男性居多。

造成上述現象的成因， 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性傾向 性別認同 性別主流化 性別刻板印象 

33 某國首次實施高速公路免費政策，原意在疏導交通，不料卻誘使民眾大量利用高速公路造成大堵車，甚

至垃圾滿地及事故頻傳的問題。該政策所引發的諸多問題，下列何者為其主要原因？ 
誘因不足 資訊不對稱 搭便車心態 共有財的悲劇 

34 據報載，有某公司董事長至明星大學頒發獎學金時，發現在 27 位得主中，僅有 2 名清寒生，讓其感嘆過

去窮人翻身靠教育，近年來名校生幾乎用不到清寒獎學金，更有感而發地說：「窮人小孩根本進不了名

校。」該董事長的感慨印證了下列何種現象？ 
階級流動 階級複製 階級認同 階級普羅化 

35 2005 年描述臺南菁寮 3 位稻農與牛的紀錄片「無米樂」，廣受喜愛，經過菁寮居民與政府共同努力結合

當地嫁妝文化與農村文化的旅遊特色，將菁寮農村轉型為農村文化資產的農遊。下列何種概念可用來說

明上述現象？ 
社區總體營造 產業群聚效應 文化變遷雜異化 社會組織科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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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of accusing his neighbor of dishonesty, the man apologized sincerely.  
 Sure  Guilty  Justified  Pitiful 

37 The incident caused 964 residents in nearby areas to visit hospitals       feeling sick, vomiting or having 
difficulty breathing.  
 on account of  in terms of  in spite of  in relation to 

38 Susan       to lock the door before she went to bed. 
 forgets  forgotten  has forgotten  forgot 

39 Mary sounded       when I talked to her on our ride home from the office. 
 tires  tired  tiring  tiredly 

40 We have had some       hot days this summer, with the temperature going up to 40 degrees Celsius. 
 personally  separately  originally  extremely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Hot pot is an easy way to make a meal during the winter. It’s a favorite meal in Asia. You can choose the food to cook in 

it and also the   41   of soup you want. You will cook all the food in the soup in the pot. When the soup   42  , you can 
begin cooking the food. Let the food cook   43   about 10 minutes. When the food is done, use your chopsticks or a spoon 
to put the food in a bowl. When you eat your food, you can add   44   kinds of sauces. After you eat all the food in the hot 
pot, don’t forget the soup! It will taste very good after you cook your vegetables and meat in it. A hot pot meal is a good time 
for friends and family to   45   to eat and talk, so don’t eat quickly! 
41  kind  race  meat  bean 
42  studies  sleeps  breathes  boils 
43  in  on  for  under 
44  double  different  direct  determined 
45  get together  turn over  come across  put together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American families are different today than they were 100 years ago.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at they are 

smaller. In the past, most families lived on farms. They needed lots of children to help with work. Today, most families 
live in cities, and many parents cannot afford a large family. Other parents worry that if they have more than two 
children, it will increase the world’s population. 
        Also, the types of families are changing. There are more single parents than ever before. More unmarried couples 
are having children, and many couples are choosing to have no children at all. Today traditional families – a married 
couple with children – compose less than 25 percent of all US households. 
        One reason for this is the greater number of working women. In the past, women depended on their husbands. 
Now many women have jobs. They do not have to be married to get money. Another reason is divorce. This is when 
the husband and wife decide to end their marriage. About half of all US marriages end in divorce. Finally, many people 
are not getting married. They choose to live their lives by themselves. 
46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American families today and 100 years ago? 

 The average age of family members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The size of their houses   The style of their houses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were families in the past bigger than families today? 
 They were richer.   They had bigger houses. 
 They loved to have more children.  They needed children to help on the farms.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he reason why some American parents choose 
not to have more than two children? 
 It will increase the birth rate.  It will increase world’s population. 
 It will decrease the rate of single parents.  It will decrease the divorce rate.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None of the unmarried couples have children. 
 There are fewer single parents than ever before. 
Many couples choose to have no children nowadays. 
 Only 75 percent of families in the U.S. nowadays are traditional.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US families? 
Many women begin to earn their own money. Many women depend on their husbands. 
Many couples decide to continue their marriage. Many people get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