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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在使用於公權力介入家庭暴力事件時，根據該法所謂的「家庭暴力」，乃是家庭成員間
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下列那些事件，不符合該法中所謂的家庭暴力事件？
離婚後的前夫破門毆打原岳父 夜夜磨刀的孫子詛咒爺爺去死
同居之三等旁系血親的互毆 曾經同居的分手情侶欠錢不還糾紛

2 國家基於肯定多元文化的價值，積極保障各族群的權益，下列何者不是我國目前對原住民族所採行的措施？
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且 2010 年起各族可依「歲時祭儀」需要放假一日
通過《姓名條例》修正案，原住民名字可在中文譯音旁加註羅馬拼音
成立原住民自治區，原住民得以在自治區內施行原住民族自治法
辦理原住民學生語言及文化能力證明，取得升學優待提升學習競爭力

3 國外源起「待用咖啡」的原型，是由消費者預付款項給店家，待需要的弱勢者取用。而國內衍伸「待用餐
食」的模式，不僅店家主動加入，甚至自行吸收食材的成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做法發想與活動促進者皆屬非營利組織 凸顯不同文化資本中搭便車行為的普遍性
制度順利運行必須根植於社會資本的累積 企業才能是此一模式發想推展的關鍵要素

4 美國哈佛大學邀請脫口秀天后歐普拉（Oprah Winfrey）為 2013 年畢業生演講，歐普拉出生在典型的黑人
貧戶家庭，生父不詳。大學尚未畢業，她就利用善於說話的天賦本能，成為地方電視台的首位黑人女主播，
隨後並創辦「脫口秀節目」，成為全美收視率最高的電視主持人，更被譽為美國最有權勢和影響力的人。
關於歐普拉的社會流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水平流動 垂直流動 代內流動 結構流動

5 新聞報導：某市政府與超商業者合作，針對就讀、設籍於該市或在該市內發生「急難事由」致有飢餓求助
需求學童，提供每人每餐 80 元供餐協助，採「救急不救窮」為原則。關於此一作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屬政府與第二部門合作的公私協力模式 有助文化資本的累續，公民社會的形成
屬於藉由民間募款支應的短期社會津貼 企業善盡社會責任，展現組織運作自主

6 社會企業與傳統商業企業的差異，在於價值與目的。社會企業的價值是社會關懷，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
而是採取企業注重效率的經營方式，賺錢以實踐解除弱勢困境的目的。社會企業的性質屬於下列何種團體？
第一部門 第二部門 第三部門 初級團體

7 食物銀行概念源自國外，其運作是熱心民眾以捐出食物或物資的方式，透過食物銀行等平台，交到需要者
的手裡。「家扶基金會」從 2007 年起，即透過與超商、賣場合作，建構扶助弱勢家庭的濟助免飢安全防護
網。綜上所述，「家扶基金會」應是下列何種團體？
參考團體 初級團體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8 為了凝聚政治意志的形成，人民往往會組成各式團體，如政黨、利益團體等。下列關於政黨和利益團體的
敘述，何者正確？
政黨及利益團體均是為了勝選而組成的團體 利益團體是因共同的政治理想所組成的團體
為了影響政策，利益團體常提名候選人參選 政黨所關注的議題常常較利益團體來得廣泛

9 國際組織依據地理位置、會員資格、組織功能等，可分成許多種類。我國參與的「世界貿易組織」，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全球性國際組織 區域性國際組織 政府間國際組織 專門性國際組織

10 依我國憲法規定，選舉權的行使採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四項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婦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沒有投票權是違反平等原則
民國 85 年起，我國由投票選出總統屬於直接原則
任何人不得強制選民公開其選票，是屬於無記名原則
選民在投票時，不需書寫自己的姓名屬於無記名原則

11 如何建立統治正當性與合法性是現代民主國家的重要課題，下列何者不是現代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基礎？
國家元首必須由公民直選產生 保障人民擁有集會結社之權利
確保媒體專業自主與新聞自由 選舉過程應公平、公正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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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志在某鎮公所擔任課長職務，每逢選舉期間總是提醒自己應依法行政，秉持行政中立原則，依我國現行
法規，大志從事下列那些行為將違反行政中立的要求？
受現任鎮長的推薦而申請加入某政黨 接受某政黨的徵召投入下屆鎮長選舉
擔任現任鎮長競選連任總部的總幹事 謝絕任一鎮長候選人進入鎮公所拜票

13 「利益團體」係指人民基於共同理念或利益所組成的團體。「政黨」則指一群具有共同政治意志、目標或利
益的人，為取得政治權力及政治職位，從事政治活動以實現其理想，而結合的政治性團體。關於政黨與利
益團體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利益團體主要透過提名參選人影響公共政策，增進自身利益
利益團體不同於政黨，無法透過遊說、陳情、媒體、助選、示威遊行等方式表達訴求
政黨關注多面性之議題，並匯集選民各類意見進而實現執政目標
政黨可區分為功能型（自利型）與倡議型（公益型）兩大類

14 內閣制的國會無任一政黨取得過半席位時，由二個以上政黨所聯合組成的政府，稱為「聯合內閣」（Coalition
cabinet）。關於聯合內閣（Coalition cabinet）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內閣較不穩定，並有倒閣的危機 不同政黨間政策責任劃分不明
不同政黨間意見統合，係最完美的政治型態 可避免少數政府的情況，避免政府運作出現癱瘓

15 民主國家常見的選舉制度有多數決制、比例代表制及混合制，其中混合制又可分為聯立制與並立制。下列
有關於並立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該選舉制度的區域選舉與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分開計算
該選舉制度較有利於大黨，且容易產生超額當選的情況
該制度較聯立制更容易產生黨內當選席次相互排擠現象
無黨籍候選人無法透過此選舉制度成為國會議員

16 「僵局國會」（Hung Parliament）又稱「均勢國會」（Balanced Parliament），是指在議會內閣制國家中，沒有
一個政黨在議會選舉中取得絕對多數的席次，導致政府難產。在議會內閣制國家中，一旦出現「僵局國會」
時，即可能採用下列何種方式作為解決的方案？
成立「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籌組「聯合內閣」（coalition cabinet）
設置「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 實施「左右共治」（cohabitation）

17 報載：「2013 年 6 月間，酒駕新制施行後，某國小校長涉嫌酒駕肇事，由於酒測值高達 0.73 毫克，被依公
共危險罪移送法辦。同時，教育局也停止他的校長職務，並移交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最重可以撤職處
分。一旦確定撤職將喪失教育人員資格與退休金，且在移送公懲會後亦不得申請退休。」下列針對報載內
容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移送法辦」指移送交通法庭審理以追訴其刑責
審議懲戒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已改名為「懲戒法院」，隸屬於司法院
「審議懲戒」與「退休審核」之職權屬同一機關
「移送法辦」與「審議懲戒」皆屬行政權之運作

18 「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
罰之補充制度。下列何者不是「保安處分」？
安置輔導 保護管束 強制工作 強制治療

19 依我國「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下列何者非屬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
監獄組織通則 貪污治罪條例 少年事件處理法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20 男大學生小剛在人行道上以猥褻言語，不斷騷擾並跟蹤尾隨女高中生小美，小美經大聲制止無效後報警，
警方以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本案涉及違反該法所保障的公共秩序為何？
妨害安寧秩序 妨害公務 妨害他人身體 妨害他人財產

21 我國紀念日及節日之指定、慶祝活動及放假等規範，乃依據內政部發布《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為了
提升紀念日及節日實施之穩定性及法律位階，請問：推動《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之立法，可以透過何
種方式達成？
人民自行連署後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立法委員 15 人以上連署提出法律案
總統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大法官受理人民聲請，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22 民主國家的依法行政，包含「法律優位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兩大原則。下列何者並無法律保留原則

之適用？

衛生福利部發布新流感疫情，呼籲國人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交通警察取締路邊違規停車，予以開單告發並且拖吊
為彌補財政赤字，國稅局調高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稅率
為刺激消費，行政院發放振興經濟消費券每人 3600 元

23 某日深夜，慣竊老王潛入陳董事長的豪宅企圖行竊，被陳董的鄰居阿強發現，阿強立即報警，並上前欲抓
住老王，雙方發生扭打，警方隨後趕來將老王逮捕。依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老王的行為符合現行犯的要件，因此阿強可以逮捕他
因正值深夜，老王有權拒絕接受警方的訊問
老王除有權請律師與聯絡家人外，還可行使緘默權
警方應取得老王的「自白」，因自白可做為判決的唯一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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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產者從事生產的最大目的在於獲取「利潤」，下列有關「利潤」的敘述，何者錯誤？
利潤為銷貨收入減總成本的剩餘 利潤為商品的售價乘以銷售數量
利潤極大化的生產者決策也符合極小化成本 利潤為企業才能所獲得的報酬

25 每年旱季印尼蘇門答臘地區農民會以傳統放火燒林的火耕方式清理耕地，加上季風因素，使新加坡常籠罩
在煙霾中，空氣污染指數屢創新高。新加坡政府表示願意提供協助，也願和其他國家合作，解決霾害問題。
此類有關全球環境之議題，下列何者較無助於推動永續發展？
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污染防制進行技術協助
各國政府以政策要求生產者以對環境影響最小的方式生產
消費者購買商品時主動選擇生產過程對環境友善的產品
推動永續發展的重責大任全部交由已開發國家來承擔

26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之後，迄今已有一百多個國家先後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並積極展開生物
多樣性工作。關於此重要議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為該公約的締約國，對國內的生物資源擁有主權，並負有保育責任
生物多樣性的內涵，可以分為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多樣性
成立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換中心，有助於本土生物多樣性資料的蒐集與分享
國家公園的建立，可以就地保育生物的棲息環境，讓它們自然生長與繁衍

27 一國面對景氣衰退時，政府往往會透過一些措施刺激景氣復甦，帶動經濟成長。下列何者較無法達成刺激
景氣復甦的目標？
增加公共投資 降低重貼現率 獎勵民間投資 引導本國幣匯率升值

28 在實際市場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所擁有的資訊常出現不對稱情形，下列何者不是為了解決資訊不對稱所
採行的措施？
內政部要求售屋房價實價登錄 市場禁宰活禽以防堵禽流感擴散
臺東池上米推出產地標章認證 保險業者承保前要求客戶健康檢查

29 民意調查是運用系統性、科學性的方法，對民意進行蒐集、研究與分析的一種專業行為。關於民意調查的
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可以用來了解民眾對政府施政的滿意程度，以及監督政府的政策
由政府所成立的民調中心，比民營的民調中心更具有信度與效度
利用網路實施民調，因抽取樣本較為方便，故較能反應真實民意
民調結果呈現雙峰型曲線，表示民眾對此議題持中性看法者居多

30 夏、秋兩季常有颱風侵襲臺灣，因而造成龐大的農業損失。特別是颱風前後葉菜類的蔬菜等農產品的價格
的大幅上漲，連帶也造成根莖類農產的價格上漲，造成消費者叫苦連天。下列關於颱風後菜價上揚原因的
敘述，何者錯誤？
蔬菜對消費者而言屬於正常財 消費者預期未來價格上漲
根莖類作物為葉菜類的替代品 葉菜類受災損造成供給減少

31 自 1997 年京都議定書訂定以降，氣候變遷成為全球各國關注的議題，其後經歷 2009 年哥本哈根會議、
2011 年南非德班會議及 2015 年巴黎協定。下列何者不是上述會議協議中，各國對環境變遷所做出之共識？
相較於前工業化時代的溫度，全球平均溫度上升保持在攝氏 2 度內
已開發國家應協助開發中國家建立替代能源及技術
各國達成對違反減排氣體國家之懲罰金共識
訂定可交易排放許可證制度以建立污染權交易機制

32 某對夫妻皆為銀行之職員，兩人結婚後太太順利懷胎生子後，其中一人選擇辭去工作在家照顧小孩，另一
人則繼續在銀行工作。若其他條件不變，其中一人辭職對勞動市場影響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勞動參與率下降 勞動參與率不變 失業率不變 失業率下降

33 地球環境不斷惡化，為了我們及後代子孫的未來，永續發展已成為人類必須追求的重要目標。下列何者並
非永續發展的概念？
應只有已開發國家負責解決目前的污染問題 國家發展經濟時必須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
維護生物的多樣化屬於永續發展的環境面 無論當代或下一代的人們皆須追求環境保護

34 某合成石材生產廠商將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排入河流中，經民眾舉發後，政府要求該廠商限期改善並處以
罰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石材產品的需求曲線朝左移動 民眾對該石材產品的市場需求量將增加
該石材產品的市場供給曲線將向左移動 因為河流是屬於純公共財，才會造成污染情況不斷發生

35 下列何者較無助於提升經濟成長？
政府規劃科學園區 提高環保標準減少污染
企業與學校之間的產學合作 部分大學擠進世界大學排行的前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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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High-tech tools such as surveillance cameras and license plate readers have helped the police to track down faster.
advisors criminals employers historians

37 As the birthrate has been declining dramaticall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now many universities try to new
students from abroad.

recruit relocate enclose employ
38 After taking a break from his injuries, the athlete will return to practice soccer with his other teammates.

apart against along alone
39 The manager is reportedly angry about the between your account and Mary’s.

fairness discrepancy disposition firmness
40 The company’s final decision outraged the union, for it was contrary to what had been promised .

relatively automatically severely previousl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Animals communicate with members of their own species and other species. They do this all the time to attract mates, to
form social bonds, and to warn off predators. For instance, many male birds use their colorful 41 and feathers to attract
female birds. Bees return to the hive to do a wiggling dance 42 shows other bees where the food is located. To scare
off predators, some poisonous frogs make use of their brightly colored skin and the blowfish swallow water to expand to
twice their 43 . Moreover, male and female mockingbirds copy the calls of other bird species and use complicated
songs to attract mates. Baboons groom each other’s fur 44 so as to form close bonds with other members in their
group. Amazingly, some animals, 45 mountain lions, use scent from their glands to mark their territories. Despite our
advanced technology, we are just beginning to catch a glimpse of how animals really communicate.
41 cages grams ruins wings
42 and who that what
43 bath hall post size
44 horribly regularly rarely similarly
45 due to such as because of in spite of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Depression drains your energy, hope, and driv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take the steps that will help you to feel better.
Sometimes, just thinking about th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feel better, like exercising or spending time with friends, can
seem exhausting or impossible to put into action. It’s the Catch-22 of depression recovery: the things that help the most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do.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however, between something that’s difficult and
something that’s impossible. While recovering from depression isn’t quick or easy, you do have more control than you
realize—even if your depression is severe and stubbornly persistent. The key is to start small and build from there. You
may not have much energy, but by drawing on all your reserves, you should have enough to take a walk around the block
or pick up the phone to call a loved one, for example. Taking the first step is always the hardest. But going for a walk or
getting up and dancing to your favorite music, for example, is something you can do right now. And it can substantially
boost your mood and energy for several hours—long enough to put a second recovery step into action, such as preparing
a mood-boosting meal or arranging to meet an old friend.
46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Coping with Depression. Depression as a Mental Illness.
The Danger of Depression. Depression Crisis.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Depression is not curab le.

Recovering from depression could be quick or easy.
Taking the first step for coping with depression is always the most difficult.
Taking a walk can hardly improve your mood.

48 What is the first step we should take to deal with depression?
Joining a marathon competition. Finishing a late assignment.
Doing something easy. Wining a lottery.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is dealing with depression so difficult?
Depression is a serious mental illness. Depression is contagious.

Depression is not easy to discover. Depression uses up our energy, hope and driv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s is not suggested to deal with depression in the passage?

Going out for a walk and talking to neighbors.
Riding a bike and dancing to your favorite music.
Excercing profusely and draining up your energy.
Picking up the phone to call your loved one and making an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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