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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高中曾發起「男女平權，短褲無罪」等行動，爭取穿體育短褲進校園行動，一度在朝

會時有人直接脫掉制服秀體育服響應。上述有關學生制服的敘述，若以人權的角度來

看，其屬於下列何者？ 

表現自由範疇 新興的社會權 行動自由範疇 生存權的範疇 

  某些社區居民不想繳管理費，卻享受大廈管理員在防竊、環境維護、代收郵件等方面服

務。這種個人沒有負擔應付的成本，卻享受該公共資源好處的情形，反映出推動公益時

所面臨的何種難題？ 

鄰避效應 誘因不足 搭便車心態 共有財悲歌 

  影星艾瑪華森（Emma Watson）2014 年在聯合國演講曾說：許多年輕男子因為無法開口

要求幫助，不願當眾表達脆弱而深受精神疾病所苦，因為他們害怕表露情緒會讓他們看

起來失去男子氣概。艾瑪華森的演講主要在描述下列何種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 

性別刻板印象限制性別角色發展 性別主流化壓抑男性的性別氣質 

性別歧視造成性別角色的階層化 性別平等使得男性社會地位下滑 

  NBA「哈佛小子」林書豪在體壇上發光發亮，他表示一路走來都是靠著家人的支持，尤

其在歷經人生低潮時，母親的鼓勵更讓自己能重新站起來。依據學者米德（G.H.Mead）

的理論，在林書豪自我形成的過程中，可用下列何者說明媽媽對他的影響？ 

鏡中自我 重要他人 偶像崇拜 概化他人 

  日本人氣女子團體「AKB48」，在亞洲好幾個地區及中國的上海都成立姊妹團，成為當

今日本最具勢力的女子團體。該團體的此種作法，較屬於下列何者？ 

反全球化 在地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另類全球化 

  近年國人熱衷路跑活動，但隨著路跑場次增加，交通管制或封閉道路次數頻繁引發不少

討論。反對者認為，許多路跑活動並未繳納道路使用費，且動用警察人力維持交通秩

序，根本犧牲多數人的道路使用權。上述反對者說法，是基於何種公共利益理論？ 

最大福祉說 集體利益說  社會正義說 倫理道德說 

  有些直轄市政府積極推動「參與式預算制度」（Participatory Budgeting），讓公民透過辯

論和協商過程，參與公共資源分配與使用的決策，此做法不僅提升預算透明度，也減少

政府的無效率。若從公民社會觀點檢視上述政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建立公私協力志願結社合作模式 透過公共治理途徑降低政府失靈 

透過倡議方式有效影響政府決策 屬利益團體展現經濟力影響政策 

  在臺灣各大專院校的外語學院多半開設英語、法語、德語、日語等系所，而開設越南

語、印尼語、泰語等外語系所者卻屈指可數，然臺灣新移民人數的增加並非都來自英法

德日語系。上述開設系所數量的差距，最適宜以下列何種概念解釋？ 

文化衝突 文化位階 文化震撼 文化融合 

  目前臺灣社會仍保有嬰兒滿月要剃頭、四個月要收涎、周歲要抓周的傳統儀式，以象徵

孩子已長大並祈求平安。這些都是過去因民眾為滿足生活需求而自發性發展出來的習

俗，也是何種文化的代表？ 

官方文化 民間文化 邊緣文化 流行文化 



  就我國現行憲政制度之運作，下列何者屬於監察院的職權？ 

議決政府部門的預算案 受理公務人員財產申報 

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懲戒違法失職的公務員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所決議的那些議案，如認為有窒礙難

行時，得經總統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①預算案 ②條約案 ③大赦案 ④戒嚴案 ⑤

法律案。 

①②⑤  ②③④  ①④⑤  ①③⑤ 

  美國政治學家道爾（Robert Alan Dahl）主張公民有權組成各種自治社團，表達並追求共

同的意見或利益，並讓代表各種利益的不同社會勢力互動，以避免任何單一社會勢力居

於絕對的控制地位。下列何者最符合上述政治學的概念？ 

寡頭鐵律 多元政體 民粹政治 多數統治 

  當前國際組織依其屬性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下列每一選項所列舉的兩個國際組織，何者

皆屬國際非政府組織？ 

世界展望會、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國際紅十字會、國際特赦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無國界醫生組織 

  2014 年 9 月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由蘇格蘭人民自行決定是否脫離英國的統治，投票

結果揭曉，以 44.58%贊成、55.42%反對的差距，由反獨派取得勝利。下列那一項描述最

能說明這場公民投票的緣由？ 

宗教信仰歧異所引發的文明衝突 區域經濟整合受阻導致的後遺症 

政治分離主義所導致的民族自決 因不結盟運動所激化的南北對抗 

  若臺北市與新北市因處理跨域性的地方事務而發生爭議時，根據地方制度法之規定，應

由下列何者解決爭議？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總統府 

  在民主國家中，透過政治程序，試圖影響政治決策以保障或促進其利益或目標者，通常

稱之為利益團體。下列有關利益團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為確保能實現其利益或目標，通常是以執政為最終目的 

不提名候選人參選，但會參與助選，支持特定的候選人 

對於政治議題的投入極為全面，須提出全盤的政策規劃 

為達成其政策目標，會有計劃的去發掘、培育政治人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其投票制度為擁有房屋者可多投一票，大學畢業生亦可在

大學區多投一票。當時這種投票制度，若依我國憲法規定的選舉原則來看，應是違反下

列何者？ 

公開原則 平等原則 直接原則 無記名原則 

  某飯店業者為打開知名度，推出「住兩天送同等級房間兩天抵用券」＋「免費使用超跑

往返附近觀光景點」＋「贈送紓壓熱石按摩」＋「精緻下午茶兌換券」之促銷方案，消

費者住房可同時得到四項贈品。上述促銷方案最可能屬於公平交易法中何種行為類型？ 

獨占行為 結合行為 聯合行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 

  A 男因嚴重精神疾病受監護宣告，某日尾隨一對父女，並乘隙持刀砍殺女童，導致女童

當場身亡，家屬欲對 A 男請求民事賠償。法院判定 A 男應否負賠償責任，主要是依據

下列何項條件？ 

具刑事責任能力 具有行為能力 具有識別能力 同時受有輔助宣告 

  某高中利用週會時間集合全校學生舉辦「情感教育」專題演講，並配合講題全片播放知

名電影「我的少男時代」。依相關法律判斷，下列針對上述事例涉及著作權之敘述，何

者正確？ 



週會屬教學活動，故不須先取得著作權人同意 

需先確認是否為院線片，若已下檔就不會違法 

縱然週會屬教學活動，但全片播放就可能損害著作人格權 

就算屬教學用途，但全片播放就必須先取得著作權人同意 

  某校學務主任上任後，深感學生過度沉迷於手機遊戲，因此規定學生到校後，必須將手

機統一交由教官管理，放學時再統一領回。學生對此措施深表不滿，認為學校管理太過

嚴苛，而向學校抗議。學生抗議的理由應是認為學校的措施違反比例原則中的那一項？ 

適當性 必要性 明確性 普遍性 

  15 歲的小芬交友複雜，除與 15 歲的小強交往外，又與 19 歲的阿富交往，小芬分別與

兩人都發生性行為，小芬父母得知後憤而報警。依我國相關法令規定，下列關於本案的

分析敘述，何者正確？ 

小芬、小強、阿富三人都觸犯準強制性交罪 

因三人皆未滿 20 歲，依法都可減輕或免除其刑 

依據刑法規定，18 歲以上才具有性自主權 

小強與阿富的父母也能以準強制性交罪對小芬提告 

  國內高房價問題使居住正義成為政府亟待實踐的課題，中央銀行為避免房地產被炒作，

對於一定金額以上的豪宅與擁有三戶以上房產者的貸款成數加以限制，以及對臺北市與

新北市部分地區的房屋貸款條件做較嚴格的審核。上述中央銀行的做法屬於下列何種措

施？ 

調降存款準備率 選擇性信用管制 調整重貼現率 道德勸說政策 

  下列有關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的敘述，何者正確？ 

任期一任八年，每位大法官只得連任一次  

由司法院院長提名，提請總統同意後任命 

不得兼任司法院正副院長，維持司法獨立  

大法官任期交錯的設計，有利於經驗傳承 

  依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

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

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該條文中所謂的「法定程序」應

是指下列何者？ 

是指依據命令所規定的相關程序執行  

行政單位依據需要所制定的法規命令 

衡量公共利益與人權的過失責任原則  

是指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所定的正當法律程序 

  老師為了向學生說明我國刑事訴訟的流程，拿出下列四個牌子： 起訴、 執行、 偵

查、 審判。老師提問：若有人向檢警檢舉他人犯罪行為，下列針對該案件進行流程的

排序，何者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甲乙丙丁 乙甲丙丁 丙甲丁乙 丁丙甲乙 

  若 X 物品為季芬財（Giffen goods），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X 物品是劣等財（inferior goods）  X 物品的需求價量關係必定呈反向變動 

X 物品的供給曲線滿足供給法則 X 物品的需求量與所得呈同向變動 

  以勞動市場來看，政府為保障勞工的基本權益，經常會修訂基本工資。下列就「基本工

資」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是政府訂定的價格上限措施 將會造成勞動市場供不應求 

主要目的在保障勞工的權益 須定在均衡工資以下才會有效果 



  世界各國通常都使用 M1A、M1B、M2 來衡量貨幣數量，下列就這三者的相關敘述，何

者正確？ 

當 M2 年增率持續高於 M1B 年增率時，股市資金動能可能不足 

又可稱為狹義貨幣，所涵括的貨幣數量是三者中最少的 

若以流動性為標準，則 M2 為最高，M1B 次之，M1A 為最低 

與 M1B 屬於長期的資金配置，M2 屬於短期的資金配置 

  公共財（public goods）經常有「搭便車」的情形，致使私人不願生產，得由政府出面提

供。依上所述判斷，其主要是因為該財貨具有下列何種消費屬性所造成的？ 

不具共享性 可排他性 獨享性 無排他性 

  對外貿易被看成是「經濟成長的發動機」，可見貿易對一國的經濟十分重要，尤其是以

貿易為導向的臺灣經濟更是如此，從數字來看，臺灣的貿易依存度接近 100%，表示臺灣

經濟的成長依賴對外貿易的程度很深。「貿易依存度」指的是下列何者？ 

進出口總金額占國民所得的比率 進出口總金額占投資金額的比率 

進口金額占國民所得的比率 出口金額占國民所得的比率 

  報載：「英國財政大臣表示，過度飲用含糖飲料會引發某些疾病，為了挽救下一代的健

康、打擊肥胖問題，英國要開始對生產含糖飲料的企業徵稅，而消費者預估未來得多掏

點錢才能喝到含糖飲料。」若依報載資料判斷，英國政府的宣示對其國內含糖飲料市

場，會造成下列何種影響？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減少 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增加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不一定 均衡價格不一定，均衡數量增加 

  上公民課時，同學們針對現在經濟的不景氣，提出各種促進經濟成長的方案，下列何者

無助於我國國內生產毛額的提高？ 

由政府興建高速鐵路 降稅以鼓勵廠商投資  

政府調降進口品關稅 開放外國人來臺觀光 

  通貨膨脹發生時，商店要重印價目表、餐廳要重印菜單，經濟學把這種調整的成本稱為

菜單成本。通貨膨脹時，這種成本的產生主要是反映下列何種現象？ 

生產技術受限 經濟效率減損 財富重新分配 出口大幅減少 

  廉價航空公司近年大舉進駐臺灣，因廉價航空公司的低票價策略奏效，市占率年年增

加。在不考慮其他因素之下，廉價航空公司的低價行銷對機票市場的影響之敘述，何者

正確？ 

廉價航空公司的均衡機票供給量減少 廉價航空公司的均衡機票需求量增加 

非廉價航空公司的機票需求增加 非廉價航空公司的機票供給減少 

  Tom has already given up the _____ of smoking for the sake of health. 

custom  habit  pipe  suit 

  Low prices, along with convenience and wide selection, are a _____ part of online stores' 

attractions. 

crucial  sexual  textual  punctual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finish this task. We cannot _____ others to do it for us. 

count off  count in  count out  count on 

  Can you imagine the day when you will no longer need to stop for _____ at gas stations？ 

fuel  gear  hike  prey 

  David has been sick for weeks, _____ he's quite weak now. 

because  if  next  so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Gone with the Wind is a novel written by Margaret Mitchell, first published in 1936. The story is set 

in Clayton County, Georgia, and Atlanta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era. It 

depicts the struggles of young Scarlett O'Hara, the spoiled daughter of a rich southern plantation owner. 

Used to her rich lifestyle, Scarlett must use every  41  she can get to claw her way out of the poverty 

she finds herself in during the Civil War years. The novel is written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slaveholder 

and its portrayal of slavery and African Americans is controversial. However, it has become a classic  42  

for today's writers about the South, both black and white. The novel was very  43  with American 

readers from the beginning and was the top American fiction bestseller in 1936 and 1937. As of 2014, a 

Harris poll found it the second  44  book of American readers, just behind the Bible. More than 30 

million  45  of the novel have been printed worldwide. 

  basis  process  means  progress 

  reference  performance  community  conference 

  positive  popular  typical  basic 

  original  clever  favorite  successful 

  numbers  copies  pounds  piece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I was raised in a very conservative family on the island of Fiji in the South Pacific. At an early age 

we were taught close family ties and conservative ways. Family members worked together as one unit, 

and we respected our elders. Upon arr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 discovered a very different world, 

where children speak as they wish to their parents and at times even treat them with disrespect. This 

different world eventually led to some difficulties between me and my parents. When I was eighteen, a 

couple of my friends moved out of their parents' house and into an apartment of their own. They asked me 

to move in with them. These friends wer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upbringing was less 

conservative than mine. Their parents considered it perfectly acceptable for them to move out and live 

independently at eighteen. But when I spoke to my parents, it was clear they did not want me to leave 

home. My friends couldn't understand this and they kept telling me to move out anyway. I felt caught 

between my friends and my parents. I felt that my friends were doing something that was socially 

acceptable and that my parents were being old-fashioned and not behaving as Americans should behave. 

For me, after many sleepless nights, my obligation as a daughter overcame my yearning for independence. 

I realized that my parents' unwillingness for me to move out was because of their love for me. I also 

realized that if my friends were true friends, they would accept my decision. I told them I'd decided to 

stay with my parents. Most of them accepted my decision. Now, looking back, I feel that I made a right 

decision.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Parental Support.   Endless Nightmares. 

Teenagers' Competition.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When the writer was eighteen, what did her friends ask her to do？ 

To move to the Unites States.  To move back to the island of Fiji. 

To move out of her parents' house.  To move back to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What does the sentence "I felt caught between my friends and my parents" refer to？ 

A difficult dilemma.  A social acceptance. 

A responsible obligation.  A conservative behavior. 

  What was her final decision？ 

To live by herself.   To live with her parents. 

To live with her friends.  To live with her friend's parents. 

  What's her friends' attitude toward her decision？ 

Angry.  Excited.  Supportive.  Indiffe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