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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在某一學校裡，發生甲學生對乙老師不斷進行言語性騷擾，該名甲學生可能會依下列何

種法律處置?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騷擾防治法  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例 

  某甲的父母皆為企業公司高階主管，某乙的父母則從事基層的勞動工作。某甲研究所畢

業後隨即在知名外商公司上班，而某乙高職畢業後就不再繼續升學，也從事基層勞動工

作。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來解釋以上案例? 

代間文化 實用主義 階級再製 社會分工 

  某國採用民主選舉制度，長期以來均有某政黨勝出，政局穩定。根據題幹描述，下列何

者最適合用以描述該國情形? 

一黨專政制 一黨獨大制 兩黨制 多黨制 

  國內某導演拍攝異國婚姻的紀錄片，透過影展活動讓新移民、移工、社區民眾等一起探

討新移民議題。此活動是為達成下列何項目的? 

推動多元文化且同化新住民 保存文化資產成為官方文化 

秉持文明進化論以促進權益 實現文化多樣性且尊重差異 

  冤獄平反協會是一個救援司法冤案當事者的非營利組織，也定期舉辦研討會議或影展活

動，邀請學者專家、民意代表與民眾一起研究案情、探討法治觀念。有關該協會的相關

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此協會屬非營利性質因此只能登記為社團法人 

辦理研討會議或影展活動時可向民眾收取費用 

若未向主關機關登記取得團體資格則不屬於自願結社 

受組織性質影響須保持中立因此不能支持特定候選人 

  2020 年底，美國總統川普先是拒絕簽署國會通過的九千億美元新冠肺炎紓困法案，隨

即又否決了 2021 年國防授權法案，這其中包括了對臺許多重大軍售在内。美國國會呼

籲川普不要阻擋紓困法案，並隨即將針對 2021 年國防授權法案加開院會，重新表決。

下列看法何者最符合民主政治的權力分立原則？ 

川普總統立場反覆，因此無法赢得總統連任，將由拜登總統來收拾殘局 

如果國會無法以法定多數再表決通過國防授權法案，川普否決國防授權法案確定· 

川普即將卸任總統，無論他如何阻擋與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最後都是無效的 

川普此舉是在逼迫國會承認他才是真正的總統勝選者，試圖翻盤總統大選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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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制定有《公民投票法》落實憲法所保障的創制權和複決權。有關該法對於公民投票

的相關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可以透過公民投票來決定的公共政策? 

是否要在臺東縣設立合法的國際賽馬與賽車賭場 

對當選未滿三個月就宣布參選立委的縣長提出罷免 

對市政府花費鉅額公帑的捷運工程預算提出否決案 

是否在成對持有三戶以上不動產的人課徵囤房稅 

  有關雙方皆為高中畢業且已滿 18 歲之未成年夫妻，於結婚後參政權利之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兩者皆無法行使公投權 兩者皆無法行使公職人員選舉權 

兩者皆不得參加公職考試 兩者皆有關公職人員被選舉權 

  有關我國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度 須選出山地、平地原住民各 6 名 

採取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度 原住民立委任期四年且不得連任 

  衛生福利部部長與教育部常務次長皆為我國重要的中央政府官員，下列關於兩者之敘述

何者正確? 

兩者皆依法受任期保障，且依法負擔法律責任 

兩者皆屬政治任命，隨執政黨進退負政治責任 

前者負責政策規劃與執行，後者負責政策制定與監督 

前者負責政策制定與監督，後者負責政策規劃與執行 

  民國 108 年 5 月公布施行之《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不但讓台灣人權保障

更進一步，更是亞洲首屈一指。有關本法對於人權保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戒嚴時期的政治犯，給予國家賠償 

對於學生受教權之外的其他權利予以保障 

達成《憲法》各性別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 

對於原住民族自治權之保障，立法落實 

  依據我國憲法規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院長須於立法院會中接受質詢；行政

院對立法院決議的法律案，認為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這些規

定主要體現下列何者憲法的基礎原則? 

最小政府理念 權利分立原則 人性尊嚴之維護 政黨政治原則 

  2016 年 7 月強颱尼伯特襲台，颱風來襲的前一天，菜價猛漲，但其實菜農怕蔬菜受

災，紛紛提前採收，那天果菜市場的蔬菜到貨量比平時增加了四分之一，但蔬菜的平均

價卻漲幅三成；在其他情況不變下，造成此種現象，下列何者是最可能的原因? 

消費者所得提高 消費者對蔬菜偏好增加 

相關物品價格提高 消費者預期菜價會上漲的心理因素 

  我國自 2004 年起實施《公民投票法》，然時而 2018 年 11 月始有公民提案經投票通

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過往不得就預算、租稅等案提出公投，2018 年則可開放此類議題讓人民公投 

2018 年有公投案通過，主要因 2017 年《公民投票法》修正後降低公投門檻 

2018 年通過之公投案為「地方性公投」，「全國性公投」迄今尚未有通過者 

2018 年修正《公民投票法》，可參與公投之法定年齡由 23 歲降低為 20 歲 

  人類歷史上多數時期不允許女性參與政治。法國大革命後，伴隨民主理念與女權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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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歐洲開始有人推動讓女性擁有同等的投票權，認為是婦女權利的一部份。上述理

念與行動，呼應我國《憲法》所規定的那一選舉原則? 

普通原則 秘密原則 直接原則 無記名原則 

  有關失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高速公路收費站因全面採用墊子道路收費系統(ETC)而造成人工收費員失業，稱為結

構性失業 

受景氣低迷的影響，公司倒閉裁員所造成的員工失業，稱為摩擦性失業 

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時找不到工作，稱為循環性失業 

自然失業率等於循環性失業加上結構性失業所計算之失業率 

  依現行法，有關政黨之設立，在我國係受何種法律規範? 

政黨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人民團體法  民法 

  小揚在臺北市開車時被測速照相器拍到違規超速，過了幾天收到新臺幣 6,000 元的罰

單。於是小揚到臺北交通事件裁決所進行申訴，對裁決結果不服，他該如何尋求救

濟？ 

向公路主管機關提出訴願 向高等行政法院聲明異議  

向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告訴 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 

  小雯到電器行選購空氣清淨機，買回家試用三天後心生後悔，打算向店家主張「七天猶

豫期」的規定，要求店家給予退貨，但店家不肯。下列分析何者符合我國相關法律規

定？ 

小雯在完成交易七天內要求退貨，尚符合《消費者保護法》猶豫期的保障  

店家應基於《消費者保護法》中「無過失責任主義」，同意小雯無條件退貨  

因小雯是在實體店面購買貨品，故不試用《消費者保護法》的猶豫期保障  

店家拒絕退貨的行為，對消費者顯失公平，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 

  屏東縣民甲女騎腳踏車行經屏東市一處產業道路的橋樑時，因銜接橋面的護岸崩塌，害

她從護岸缺口摔落排水溝重傷，因此提出國家賠償訴訟，應由下列何者受理？ 

高等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民事庭 

地方法院民事庭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承上題，法官認為屏東縣政府應賠償甲女，其主要是依據《國家賠償法》的下列何種要

項？ 

公共設施設置有所欠缺 公共設施管理有所欠缺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行為 公務員違法執行職務行為 

  人民之違法行為若同時觸犯刑罰與行政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一律僅能依刑事法律處罰 

一律僅能處以行政罰  

依刑事法律處罰，但其他種類行政罰亦得裁處之 

刑罰與行政罰應併罰之 

  學校設置人臉辨識系統可能侵害憲法保障的何種人權？ 

生存權 平等權 隱私權 受教權 

  依我國《著作權法》規定，關於著作權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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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海中構思的小說劇情受《著作權法》保護  

歌曲著作人格權在死後可由他人繼承  

攝影者對所拍攝的照片可以終身享有姓名表示權  

畫家之畫作在向智慧財產局註冊後方享有著作保障 

  支持死刑者認為「死刑可遏止犯罪率上升」，這種觀點最接近那種刑罰理論的看法？ 

應報理論 教化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司法院釋字第 664 號解釋指出民國 94 年的《少年事件處理法》中關於「經常逃學或逃

家」之規定，易致認定範圍過廣之虞，應盡速檢討修正，試問依大法官的解釋，此項規

定違反下列何者？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裁量合法理論 

  立法院擬修訂《平均地權條例》，請選出與此法案相同法律位階的法律？ 

臺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地方稅法通則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 

  關於我國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基礎與範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障內容包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  

保障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追求真理、形成公意的功能  

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但不保障消極不表意之自由  

為兼顧名譽、隱私、公共利益得合理限制言論自由 

  關於憲法平等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平等權保障的主體僅限中華民國人民  

保障平等權的目的是在弭平人為的不平等  

平等權是要追求人民在法律上地位的實質平等  

憲法保障平等權的原因之一是調和先天不平等 

  政府為鼓勵民眾淘汰老舊機車並換成較節能的新車或電動機車，因此推出為期 5 年的汰

舊換新補助，若該補助即將期滿，市場出現消費者排隊購買電動機車的現象。關於電動

機車市場供需變化或說明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電動機車的需求線右移 電動機車的供給量減少  

電動機車屬炫耀性商品 消費者購買行為不理性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在下列何種情況下，廠商會改用高度自動化的生產方式？ 

生產線勞工的工資與自動化設備的價格都上漲  

生產線勞工的工資上漲且自動化設備的價格下跌  

生產線勞工的工資下跌且自動化設備的價格上漲  

生產線勞工的工資與自動化設備的價格都下跌 

  2019 年底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造成數千萬人感染，也重創全球的經濟與人

類的生活，就在等待疫苗發明的同時，英國威爾斯卡迪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的

一項研究發現，在仿鼻咽和口咽部位的實驗室環境，含一定比例抑菌成分的漱口水，可

於 30 秒內殺死新冠病毒。若此一研究被證實有效，消息傳出後此種漱口水市場會出現

何種變化？ 

將會導致含抑菌成分的漱口水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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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導致含抑菌成分的漱口水需求量減少  

將會導致含抑菌成分的漱口水供給減少  

將會導致含抑菌成分的涑口水價格減少 

  令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假設Ａ國生產一單位的商品Ｘ與一單位的商品Ｙ各需 1 單位

與 2 單位的勞動，而 B 國生產一單位的 X 與一單位的 Y 各需 3 單位與 4 單位的勞動，

則： 

A 國對 X 具絕對利益與比較利益 B 國對 X 具絕對利益與比較利益  

A 國對 Y 具絕對利益與比較利益 B 國對 Y 具絕對利益與比較利益 

  央行在公開市場大量拋售政府公債，屬於政府的那項財政或貨幣政策？ 

緊縮性貨幣政策 緊縮性財政政策 

擴張性貨幣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 

  假設某國的就業人數為 80 萬人，失業人數為 20 萬人，且非勞動力人數為 100 萬人。根

據這些數字，該國的失業率與勞動力參與率兩者之和為多少？ 

45% 50% 60% 70% 

  By ___ the translate button, iTranslate APP allows people wh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sewing poking  handing  tapping 

  CyberBug is a device___ a little box that contains a microphone. 

making up  compared to  contented with consisting of 

  I didn't do well on the tests s and I can't imagine how___ my father will be when he sees my 

report card. 

disappointed  unsystematic  casual involuntary 

  Understanding the___ －who they are, where they are from, why they are there－helps you 

deliver a good speech in public. 

technique  artefact  audience  schedule 

  The company made a great fortune because it worked___with its customers. 

closely  lazily  quietly wildl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There i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eality shows on television. What is a reality show? In these TV 

programs, there are no a actors. 41 , the shows are about real people. In some  42 , the people are trying 

to win a competition.In  43  shows, the people are trying to change their lives by fixing up their houses 

or  44 . their style of clothing. 

Many of the reality show are just people living their daily lives as students or as a family.Some 

people    45  these programs, especially the ones that show too much about personal lives. However, 

many otber TV viewers love reality show because the characters in them are real people. 

   Instead  Because   However  Consequently 

   cases games events actions 

   most   other  every  another 

   change   changed  changing  to change 

   play   enjoy  thank  dislike 

請依下文回客第 46 題至第 50 題 

When failing to get a travel companion, some would rather give up or put off their travel plans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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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by themselves.They worry about safety, having no one to talk to, and more expensive 

accommodations. Indeed, there are potential risks as well as some minor problems when you travel alone. 

However, the advantages definitely outweigh the downsides.One of the best reasons for solo travel is that 

you are absolutely free when making any decision.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to do, travel at your own 

pace, and change your plans without asking anyone. You don't have to wait for your companio or spend 

time negotiating where to eat or what time to get up. If you want to stay in bed a little longer, you won't 

feel guilty or annoyed just because your partner has been ready and waiting for you. Furthermore, solo 

travel is a chance for you to listen to your inner voice, to learn to make a decision and build your own 

confidence. Exploring a place leads you to explore yourself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anyone to rely on, 

you have to be independent and deal with any challenge. Another thrill of solo travel is to meet new 

people. It's easy to meet people on buses and trains and in cafes.Exposure to locals enables you to know 

more about local cultures. 

If safety concerns still halt you from packing up and setting off, follow the tips below to have a safe 

trip. First, don't look like a tourist. Avoid walking around and reading your guidebook at the same time. 

Always check your maps before leaving your hotel. Second, you have to tell a lie when you have to. 

Sometimes it is better not to tell others you are traveling alone. "Excuse me, can you direct me to the train 

station? I have to meet my friend."There are also timer when you have to say "No." Solo travelers, 

especially women, tend to draw intense attention in some hospitable cultures. 

Therefore, it will be wise of you to learn to say"No, thank you" in the local language. With these tips 

in mind, solo travel can be a joyful and even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To travel is to explore yourself. 

Solo travel is beneficial and inspirational. 

Solo trips are taki are taking the w world by storm. 

Traveling alone is the easiest way to change one's life. 

  What is the first paragraph mainly about? 

 Tips for solo travel.   Upsides of solo travel. 

Problems with solo travel.   Downsides of solo travel.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likely to happen when you travel with 

someone? 

You can get to know more about yourself. 

You can save more money on airline tickets. 

You tend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pickpockets. 

You need to take your partner's interest into consideration. 

  Which is the writer's advice for single travelers? 

Pretending not to be a tourist.  

Finding a partner.  

Checking the maps while walking around.  

Staying in camp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solo travel is NOT correct? 

You have more chances to interact with the locals. 

You have to plan everything ahead and stick to it. 

You can learn some useful phrases in the local language. 

You don't need to tell others you are traveling al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