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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少年階段為人生的轉變期，亦有人稱之為狂飆時期，如果青少年在此階段發展良好可達到自我認同，

但是發展遇到危機則會造成自我混淆。上述說法符合下列那一位學者的理論？ 
米德的自我形成理論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 
顧里的鏡中自我理論  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2 觀察國內、外戲劇，可發現劇中人常會飲用某品牌的飲料、使用某品牌特定款式的手機，進而導致觀眾

受劇中主角影響而增加對該產品的消費。上述內容主要在顯示下列何種現象？ 
置入性行銷 總白癡化危機 白癡文化 戲劇節目新聞化 

3 若以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社會正義論來看，下列那位同學對其理論之解釋 為正確？ 
小明：要實現社會 大多數人的 大快樂 大華：公共利益遠大於社會公民利益加總 
阿忠：讓社會中 弱勢者能獲得 大利益 小美：每個人依其所在地位平均分配資源 

4 新加坡獨立建國後，華人社團多次要求將華語列為國語，但該國當時總理認為語言課題容易牽動人們情

緒，人們不會理智地根據邏輯來對政策作出反應。為維持多元種族國家的團結， 後把英語列為第一語

言，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並列第二語言。上述案例， 適合用來強調語言在文化中的何種作用？ 
反映身分認同的標誌 彰顯地理環境的差異 扮演傳播溝通的媒介 強化生活現象之重要 

5 某反菸團體基於「帶給社會上大多數人 大的快樂」之前提，認為吸菸者在公共場所抽菸，貪圖自己一

時的快樂，卻影響社會大眾的健康，就不符合公共利益，因此主張應擴大禁菸範圍。上述反菸團體的主

張是基於何種理論的觀點？ 
 大福祉說 集體利益說 社會正義說 倫理道德說 

6 我國立法委員設有平地原住民委員及山地原住民委員各三席。上述兩類委員是採取何種選舉制度產生？ 
名單比例代表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混合投票制中之並立制 

7 學者杜佛傑（Duverger）認為在某選舉制度下，將容易導致兩黨競爭的政黨體系，加上選民不願意浪費選

票之心理因素，將不利於第三黨的產生，因此使兩黨制更加鞏固。根據上述學者的說法推論，該選舉制

度應為下列何者？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單一選區比例代表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複數選區絕對多數決制 

8 茲為提升政府施政效率，確保公共任務之妥善實施，我國於民國 100 年 4 月施行行政法人法，打破以往

政府、民間體制上之二分法，讓不適合或無需由行政機關推動之公共任務由行政法人來處理，俾使政府

在政策執行方式之選擇上，能更具彈性，並適當縮減政府組織規模，同時可以引進企業經營精神，使這

些業務之推行更專業、更講究效能，而不受現行行政機關有關人事、會計等制度之束縛。依上所述，下

列何者屬於行政法人？ 
臺灣省政府  臺中市政府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9 法西斯主義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由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提出的意識型態，下列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敘述，何者

正確？ 
強調國家至上 強調人民優先 注重社會福利 追求社會平等 

10 曉華未經大銘同意，即自大銘的電腦將其自行創作歌曲下載至曉華的 MP3 以耳機聆聽。請問曉華此種下

載行為，侵犯大銘的何種著作權？ 
重製權 散布權 公開播送權 公開傳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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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現階段我國下列四位政務官何者產生方式和其他三者不同？ 
考試委員 大法官 檢察總長 教育部部長 

12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①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②七十二

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③不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④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

長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以上關於不信任案敘述之底線部分，何者正確？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13 依據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選舉各項事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選一人之選舉區若兩位候選人同票，將擇期再次舉辦選舉 
不分區立法委員之政黨當選名額，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於投票日前十五日內各家媒體不得公布選舉民調結果 
中央選舉委員會隸屬內政部，並由行政院院長指定一位主任委員 

14 陳氏家族是政治世家，下列是陳氏四兄弟的自我介紹，若依年齡判斷，下列何者才是兄弟排行的長者？ 
陳文忠：我是 年輕的里長 陳文孝：我是 年輕的立法委員 
陳文仁：我是 年輕的新竹市市長 陳文愛：我是 年輕的花蓮市市長 

15 下列何者在說明中央與地方政府權限劃分之標準，不是以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為對象，而是以事權之性

質為對象？ 
均權制度 權力分立 權能區分 主權在民 

16 志明無照駕車肇事，將騎機車的阿華撞倒，導致阿華受傷。阿華一狀告上法院，結果法官判決被告志明應

賠償原告阿華新臺幣 84 萬元。依上所述判斷，阿華所採取的訴訟，其性質 可能與下列那一個案件類似？ 
某年輕人以蛇行瘋狂飆車，因涉嫌公共危險而受審  
陳姓律師因不滿被要求多繳房屋稅，而控告稅捐處 
朱姓考生因色盲緣故無法入學，因而向教育部申訴 
某男子外遇，妻子因要求離婚與精神慰撫金而鬧上法院 

17 阿龍與阿鳳結婚時雙方約定採分別財產制，婚後生育小剛和小強。依據我國民法之規定，下列針對阿龍

與阿鳳婚後財產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雙方若離婚，阿龍不得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分別財產制之約定以口頭表示即具完全法律效力 
雙方各自管理財產收益，但負債必須共同清償 
父母採分別財產制，小剛和小強無權繼承遺產 

18 大寶在路上撿到一個牛皮紙袋，裡面裝有現金 100 萬元，送至警察局失物招領，後聯繫上遺失人小華。

依據我國現行民法規定，下列有關大寶向小華請求報酬之敘述，何者正確？ 
可請求遺失物的十分之一作為報酬 可請求遺失物的十分之三作為報酬 
若大寶拿不到要求的報酬就可行使扣押權 大寶不可以對小華請求任何報酬 

19 臺灣高等法院撤銷分屍案三名被告的交保裁定，發回地方法院更裁，在羈押庭上檢方與被告進行激烈攻

防，合議庭認為，檢方未提出具體證據顯示被告有滅證、串證行為， 後維持原交保裁定，並限制住居、

出境，不用羈押。下列關於該案的敘述，何者正確？ 
高等法院認為有裁定羈押之必要 作出無羈押之必要的裁定應是地方法院所為 
檢察官不得再上訴地方法院 被告不得再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 

20 某陌生男子潛入校園，對年輕女教師進行性騷擾，結果被見義勇為的學生發現，立即報警處理。上述案

例應優先適用下列那一項法律？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騷擾防治法 刑法 

21 當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個人權利與利益的維護有意見時，可向職權所屬民意機關或主管機關提

出，此為何種權利？ 
請願 訴訟 訴願 申訴 

22 同為 15 歲的阿明與阿嬌兩人是國中同學兼男女朋友，一次單獨出遊時發生性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兩人是自願發生性行為，沒有加害者與受害者，不屬違法行為 
基於保護女性，檢察官可單獨對阿明主動提起公訴 
因兩人為男女朋友關係情投意合，且無金錢交易，故無違法 
因兩人皆未滿 16 歲，雙方家長皆可對彼此提出妨害性自主的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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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某媒體業者進行街頭法律常識大會考，下列選項是民眾針對我國法院組織的敘述。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

定，何者正確？ 
地方法院為初審法院，原則採獨任制審理，案情複雜時可採合議制 
 高法院若發現新事證，將傳喚雙方當事人到庭進行言詞辯論 
高等法院可以針對其所審理之刑事判決確定案件提出非常上訴 
行政法院採二級三審制，為便利民眾新增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24 在我國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是

指下列何者？ 
行政處分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指導 

25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那一項處分警方不得自行辦理，須移送法院裁定？ 
罰鍰 申誡 沒入 拘留 

26 依據我國民法規定，志雄死亡後，僅剩下列選項中的四位親友，何者擁有遺產繼承權？ 
身體硬朗的外公 體弱多病的妹夫 同住一屋的大嫂 已經離婚的配偶 

27 2013 年初歐債危機再起，塞普勒斯面對破產危機，不得不接受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對其提出的紓困

條件，以避免金融體系崩盤、國家破產、且遭逐出歐元區的 壞狀況上演。下列何種措施，應為上述國

際組織對塞普勒斯提出的紓困條件之一？ 
擴大政府支出 完善社會福利 提高人民稅負 增加工作機會 

28 政府為滿足國民需要，在取得各種收入後，會開始執行各種財政支出。下列有關政府移轉性支出的敘述，

何者正確？ 
是政府購買各種商品和勞務的支出 政府會透過發行公債的方式來提供 
性質上是政府對個人的有償性支出 目的是影響所得分配維持社會公平 

29 通貨膨脹是指當平均物價水準提高，且社會持續呈現物價膨脹的現象，下列何者應是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 
銀行定存增加 降低菜單成本 對債權人不利 貨幣購買力上升 

30 當國家發生戰爭時，政府大多會針對民生物資進行價格管制。假設某國對稻米訂定價格上限時，下列對

該國稻米市場影響的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價格低於均衡價格 整體社會福利不變 消費者剩餘減少 將出現超額供給 

31 「22K」原指政府鼓勵當時應屆畢業生到企業實習一年，透過政府補助企業每名實習生可月領 22,000 元，

故稱 22K 方案。依上所述，該政策主要在解決下列何種類型的失業問題？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 隱藏性失業 

32 傳統 CRT 映像管電視機容易接收其他空中訊號，產生頻道干擾。裝「機上盒」後，經由 AV 或 HDMI 訊
號連接線，就可接收數位電視節目，避免受到干擾。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宣示自民國 102 年起

全面數位化，有線電視不再提供類比訊號，需藉由「機上盒」收視。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上述宣示會對「機上盒」市場造成何種影響？ 
市場成交量將減少 市場成交量將增加 市場交易價格提高 不易達成市場均衡 

33 某知名手工蛋卷店從早到晚均吸引大批民眾排隊購買，除了噪音擾人之外，甚至有排隊民眾隨地小便，引

起當地居民不滿抗議，要求老闆搬家。此種商家影響居民生活的行為，較符合經濟學中的那一種概念？ 
比較利益 綠色消費 外部效果 供需法則 

34 銘鴻使用 A 財貨必須搭配 B 財貨才能達到滿足，對銘鴻而言，A、B 兩財貨具有下列何種關係？ 
正常財 劣等財 互補品 替代品 

35 我們常在新聞中看到某部會首長因政策不當請辭下台。這些部會首長的作法，符合民主政治的那一項運

作原則？ 
法治政治 民意政治 責任政治 政黨政治 

36 The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their term papers by the deadline.  
 subject  submit  subside  supply 

37 This is private estate. No       is allowed. 
 postponing  trespassing   harvesting    depos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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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y parents will move back to the city in a year or      . 
 else  about  so  ago 

39 Horses have keener sense of taste and smell than humans. They can sense smells humans cannot      .  
 offend    detect  protect  regret 

40 Not so long ago, the nation was       as one of the most affluent in the continent. 
 copied  tuned  ranked  fired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Music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most people’s lives, and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Tunes has really changed the 
way we interact with our music.   41   we are in the car, at the gym, or relaxing after a hard day of work, music can 
work magic. Today, it is not   42   to have thousands of songs on your music playlist.   43  , many people have so 
much music that it is literally out of control! Today’s digital players offer a wealth of ways to   44   and organize 
music, but if you are not careful, it can quickly become a nightmare. Ask yourself: How many duplicate songs do you 
have in your collection? How many songs are listed as “track unknown”? If this describes you, then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a great new plug-in service called TuneUp that is coming to the   45   of millions of music lovers.  
41   Though Whether  Since  However 
42   usual  legal  likely  uncommon 
43   However  Although  In fact  In conclusion 
44   store  earn  coach  assume 
45   invention  celebration  rescue  profit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Problem solver. Creative. Works well under pressure. 
These are key personality traits employers will be seeking no matter what position they’re hiring for—and chances are, 
you resume probably already showcases them in some way. But these days, hiring managers from some firms aren’t 
content to take job seekers at their word—they want to see it to believe it. 
And that’s why some companies have turned the interview process on its head.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questions you 
might expect in an interview, they’re giving candidates problems to solve—problems which, at first glance, might seem 
totally random. Google, for example, has been known to ask, “How many people are using Facebook in San Francisco 
at 2:30 PM on a Friday?” Hewlett-Packard asks, “If Germans were the tall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ow would you 
prove it?” 
No doubt, these are tough questions but there is no need to panic. Your interviewer isn’t necessarily looking for a right 
answer. He wants simply to determine how quickly you can think on your feet, how you’ll approach a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most importantly, whether you can remain positive and proactive and make progress in the face of a challenge. 
46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Effective resume writing.  Comparison between Google and Hewlett-Packard. 
 Rising popularity of Facebook.  Challenges to today’s interviewees.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a potential employee in the eye 
of the employer?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Attractive appearance. 
 Great computer skill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48 What does the pronoun them refer to? 
 Chances.  Employers.  Traits. Works. 

49 What would a proactive person most likely do? 
 Panic when danger approaches.  Escape from work pressure. 
 Take action and make changes in advance.  Take hiring managers at their word.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 candidate should highlight his/her strengths in the resume. 
“How many tennis balls can you fit into a limousine?” is a common interview question today. 
 Nowadays company managers want their employees to be able to make quick decisions. 
 Interviewers today always expect the interviewees to give the right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they ra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