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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市政府與賣場合作，推出「購物袋+垃圾袋」二合一雙重功能購物袋，即賣場販售購
物袋，可轉為垃圾費隨袋徵收的專用垃圾袋，不僅一物可以兩用，更能省下一、兩元的
花費。上述做法，最適合從下列何種公益觀點解釋？
公益與私益衝突時，應注重公平與正義原則
透過建立誘因機制，使公益與私益互補包容
設計雙重功能購物袋，可減少「搭便車」問題
屬於第三部門展現經濟力的公私協力運作模
  小傑是位漫畫家，漫畫之路啟蒙自年幼閱讀《哆啦 A 夢》之後，萌生想當漫畫家的念
頭。在升學之路上，為了符合父母期待，一路從建築系讀到建築研究所，也考取建築師
執照，但他心中始終懷抱著當漫畫家的目標。若以米德(G.H.Mead)的自我形成理論來
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哆啦 A 夢是小傑自我形成中的「超我」
想當漫畫家是小傑自我中「主我」的表現
父母代表自我的「本我」，象徵「重要他人」
選擇就讀建築相關系所，以符合「鏡中自我」
  某團體提出「縮工時、反過勞、要加薪、禁派遣」的訴求。根據上述訴求判斷，該民間
團體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民營事業機構受薪員工組成的工會
專門職業工作者組成的專門職業公會
財團與企業經營者組成的工商團體
外國企業經營者在臺灣所合組的商會
  某大學針對男性住宿生的管理，是採取無宵禁限制、自由刷卡出入的模式；而對於女性
住宿生則採取人工識別、且有晚間 12 點後禁止外出的門禁限制。經掀起解除女生宿舍
宵禁的抗議行動，學校乃召開校務會議與學生達成共識。依上所述，此大學針對不同性
別採取的不同管理模式的作為，較符合下列何者？
性別偏見
性別歧視
性別多元化
性別刻板印象
  美國民權運動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主張公民不服從的行為具有正當性，主要
是因為下列何者基本立場使然？
依法行政
依法而治
惡法亦法
)惡法非法
  某學者將意識型態視作一種為了欺騙和使權力關係具有合法性的上層建築
(superstructure)，其存在常與剩餘價值剝奪的概念有關，下層生產關係的改變往往會
牽動上層建築的轉變。依上所述，該名學者可能為下列何人？
馬克思(Karl Marx)
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
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
聖西門 (Comte de Saint-Simon )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下列何者屬於同一類政府收入來源？
公營事業單位的盈餘
個人辦理護照的費用
營利事業單位繳交的健保費
持有汽車繳交之使用牌照稅
  在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中，在婦女及原住民的選舉名額部分，特別提供一定的保障名
額。請問上述制度的安排，其目的乃是在落實下列何項憲政原則？
權力分立
政治平等
多數統治
責任政治
  我國在 2009 年曾受邀以來賓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針對國際組織的相關敘迹，
下列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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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國際組織的參與名稱皆為「中華臺北」
「世界衛生組織」屬於全球性政府間國際組織
我國參與世衛大會與「世界銀行」所使用的名稱相同
「世界衛生組織」關注的議題包含貿易、關稅等多元範圍
報載：綠黨與流浪動物關懷協會聯袂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應主動建置動物領養平台，
讓民眾透過領養取代購買，以解決流浪動物收容的問題。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關於綠黨
與流浪動物關懷協會的共同屬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者都可以發起倡議活動
兩者都能夠收取政治獻金
兩者都以爭取執政為目的
兩者都享有法案的提案權
我國在中國的打壓下，參與國際的空間大受影響，政府為拓展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曾
提出「務實外交」的政策主張。依上所述，下列何者較符合「務實外交」政策？
慈濟志工遠赴日本協助當地震後救災事宜
公民記者至丹麥哥本哈根報導聯合國氣候會議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出動艦艇至東海護衛漁船作業
外交部於新加坡設立「臺北代表處」
我國與法國第五共和政府在政體上皆屬於雙首長制,針對兩國政府體制運作的比較,下列
敘迹何者正確?
我國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法國總理由國會勝選多數黨自行任命
我國總統有被動解散立法院之權;法國總統有主動解散國會之權
我國立法院無權提案罷免總統:法國國會則有權提案罷免總統
我國總統可將重大議題提交公民複決;法國總統則無此權限
某國政府在徵收土地時,因不讓居民參與討論,而被當地居民懷疑是「黑箱作業」,於是
上街頭遊行抗議。
依以上所迹,這些抗議事件係針對下列何種正義的不足?
程序正義
匡正正義
分配正義
司法正義
有關我國司法院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院長與副院長皆由大法官兼任,任期四年
大法官共 15 人組成大法官會議,審理政黨違憲及解散事宜
院長、副院長産生方式與檢察總長相同
院長、副院長必須具備法官之任用資格
內政部對於中國大陸資金來臺買房祭出管制措施,反對者認為全球經濟市場應打破保護
與障礙,才能達到經濟活絡的目標,政府不宜干涉過多。上述反對者的論點,最主要是基
於下列何種意識形態?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
2016 年 1 月,北韓向南北韓邊境島嶼週邊進行了炮擊,南韓認為北韓此舉是軍事上的挑
臖行為;南韓與美
國於同年 2 月舉行了聯合軍事演習,外界將此視為對北韓發出的強烈警告信號。上述衝
突主要是曲下列何
者所造成的?
國際政治結盟以及南北對抗的後遺症
區域政治權力與意識型態對抗的危機
太空、化學武器競賽所引發的軍事裁減對
抗第一、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的資源爭奪衝突
2014 年 12 月桃園縣改制升格為「桃園市」,成為我國第 6 個直轄市,原桃園縣下轄的 13
個鄉鎮市,改制為 12 個區以及 1 個原住民自治區。有關桃園市改制的相關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改制前的鄉鎮市民代表曾皆升格為區議會
升格為直轄市後將不再屬於地方自治團體
除原住民自治區外,其餘區長皆由市長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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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前的桃園縣與基隆市的地方層級不相同
立法院日前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案,放寬工作場所哺集乳的相關規定,讓職業婦女能
兼顧母職與工作。針對此法案及立法院修法程序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該法案可由有育兒哺乳需求的職業婦女,直接向立法院提案修法
提案後該法案由所屬的內政委員會將其排入議程,決定審查順序
此程序是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的部分條文,故二讀通過即可
行政院若認為法案窒礙難行,得在送達十天內經總統核可提出覆議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相關法規,精神醫療機構評估嚴重病人有接受緊急安置之必要時,應即
通報地方主管機關為必要之處置,而緊急安置之方式,應以合理可行且限制最小之保護措
施為之,此項規定係遵行下列何項行政法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某班班費因為遭竊,學校教官乃搜查全班學生的書包。依據我國相關法規判斷,下列四位
同學的觀點,何者較為正確?
甲生:此做法符合「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並無侵害學生權利
乙生:若學生被查到贓款而遭記過處分時,可直接提出行政訴訟
丙生:此舉有侵害學生隱私權、人格權與財產權之虞,並不妥當
丁生:高中生因未成年,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故可搜查
使用餐券及住宿券消費時發生糾紛,可依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解決爭議,但應先適用消費
者保護法。
上述係屬何種法律適用原則?
公法優於私法 後法優於前法 程序法優於實體法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領有醫師執照的婦產科醫生,就其專業知識判斷一名孕婦之胎兒嚴重畸形,有墮胎之必
要,經孕婦之
從事墮胎手術。請問此行為不構成犯罪,是因為何種阻卻違法事由
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依法令之行為
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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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對於著作權保障日趨重視,有關我國著作權保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對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的保障,皆有期間限制
對著作權的保障採登記主義,先登記者享有著作權
為保障創作者的權益,著作財產權不可讓與或繼承
為促進社會文化發展,允許他人對著作的合理使用
大雄與靜香婚後育有一子小雄,然而靜香卻發現大雄與阿珠婚外情,並且生下一女小花。
靜香於是
與大雄離婚,獨自扶養小雄,並讓小雄改從母姓。本案中親子關係權利義務之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大雄是在婚姻存續期間生下小花,故小花為婚生子女
小花是大雄的小孩,故靜香對小花也須負起扶養義務
小雄在父母離婚後雖改從母姓,大雄仍有負擔其生活費的義務
大雄未與阿珠再婚,仍可透過收養小花確立親子關係
依我國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七歲的小孩無法繼承遺產
受監護宣告者不再是權利主體
年滿二十歲的國民始取得權利主體的能力
經登記成立的公司行號為權利主體，在法律上能享有權利

























數起殺童案兇手未獲判死刑，有憤怒民眾在網路上表示「為了下一代的安全，應修法處
故意殺害兒童者唯一死刑，以有效嚇阻殺童案再度發生」。上述民眾的觀點最接近何種
刑法理論？
應報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綜合理論
我國法律有「非常上訴」制度的設計，這是一種特別訴訟程序。下列有關非常上訴的敘
述，何者正確？
有時效限制
有次數限制
僅限刑事案件 僅能由大法官提出
菸酒稅法規定違法囤積米酒，一經查獲每瓶依法科處罰鍰兩千元，某商人因囤積米酒被
查獲，雖可獲利一百多萬，卻被依法重罰一億多元，此項罰則被大法官宣告違憲。依上
所述判斷，下列何者應是宣告違憲的最主要理由？
重罰並未遏止米酒囤積
科處罰鍰欠缺法律明確規定
應當先勸導，不聽制止再處罰
相對於囤積米酒的獲利，處罰結果過於苛酷
我國立委選舉制度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票制指一票投候選人、一票投候選人政見
單一選區俗稱小選區，是由 73 個選區各選出一名當選人
該制度較易出現小黨林立，且大黨生存空間常遭壓縮
係採用小選區連記制，以利人民選出心中理想的候選人
中國為避免少子化與勞動力衰退等問題，於 2016 年開始全面開放二胎化政策，預估每
年可增加上千億人民幣消費金額。就該政策對市場供需變動的影響來看，下列何者與上
述情況相同？
政府鼓勵生技產業提出企業減稅 便利商店推出冰品買一送一活動
端午時節知名的粽子店大排長龍
我國資訊產品發展成熟價格低廉
1960 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時，荷蘭在北海發現天然氣，因此從天然氣出口獲得大量收
入，但伴隨而來的是製造業外移、非能源出口產業衰退等現象。經濟學家將這種突然發
現礦藏，導致外資直接投資，或者國內原先出口的原物料在國際市場價格暴漲，引發產
業結構改變的現象，稱為荷蘭病（Dutch Disease)。若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推斷，「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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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病」的主要成因應是下列何者？
巨額的貿易逆差讓本國貨幣外流，使得國家經濟衰退
出口造成本國貨幣貶值，讓外國產品國際競爭力上升
能源、礦藏價格雖暴漲，但利潤被生產成本吃掉大半
出口造成本國貨幣升值，讓本國產品國際競爭力下滑
政府提供公共財，所以需要政府各種收入來支應，下列各項政府收入中，何者屬於規費
收入？
參加國家考試所繳的報名費
臺灣中油公司每年盈餘收入
民眾違規停車所繳納的罰鍰
貿易商進口商品所繳納的關稅
關於各種失業類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自然失業指的是當社會上只存在摩擦性與結構性失業者
區域發展的消長或產業結構的轉變，易造成循環性失業
充分就業指的是社會上所有的失業者都是結構性失業者
循環性失業者因缺少充足的資訊，導致求職不順而失業
下列為天龍國之相關敘述，在不考慮其他條件情況下，何者會使得該國外匯的供給增
加？
從國外進口產品 本國人出國觀光 本國捐款給外國 外資投資天龍國的房地產
假若今年因芒果生產過剩，每臺斤售價為 5 元，農民血本無歸，政府乃出面協助農民，
以每臺斤 8 元收購芒果，加工生產為芒果乾與果醬等相關產品。依上所述判斷，在其他
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會出現下列何種結果？
政府以保證價收購照顧農民，整體經濟福祉反而會減少
政府以高於市價保證價格收購的做法稱之為價格上限
芒果價格下跌會造成芒果乾與芒果果醬的供給減少
政府保證價格收購芒果，一般大眾的消費者剩餘一定增加
Curious tourists
encouraged





up their children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parade.
charged

lifted

delivered

If you wish to become somebody in the future, you should set up a

and go for it right

now.
trend




technique

goal

gap

In many countries, an unwritten dress code makes if

for a man to wear a dark suit

and tie to work in company offices.
momentary




mandatory

memorable

minimal

Jean’s mother thinks that it is dangerous to swim in the sea, so she keeps telling Jean to
it.
avoid





delay

govern

operate

Mary has very poor eyesight after the car accident. She is
typ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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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If you spend most of your days sitting at school, work, at a computer or stretched out on a couch at home, you
may be taking up to two years off your life.

It is

41

that a sedentary lifestyle increases the risk of

heart disease, Type 2 Diabetes, cancer and obesity, and can result in early death. Many people think
they can make up for sitting around by walking, playing sports of going to the gym.

42

, this

might not be so. A new study jus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suggests
the effect on our longevity from sitting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cannot be changed through exercise.
Even 60 minutes of daily exercise may not be enough.
The study is from Dr. David Alter and his colleagues at Toronto University. Dr. Alter and his
team analyzed 47 studies that

43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who kept notes on how long they

sat down each day and how much they exercised. They found that the most sedentary groups had a
24% increased chance of dying than the
44
sedentary ones. This remained the case even
though those who sat a lot also did 60 minutes of daily exercise. Dr. Alter writes：” 45
your
sit-down time by 2-3 hours each day by standing up at your desk, takikng frequent breaks to stretch
and walk, or watching TV on your feet may be better than an expensive, crowede, smelly gym and
be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an unlikely fact

a rare instance

common knowledge

mixed feeling





Accordingly

Immediately

Satisfactorily

Unfortunately





questioned

appointed

tracked

advised





least

last

more

best





Maintaining

Conducting

Reducing

Overseeing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 new Japanese study has found that cat match dogs in some memory test.The study used 49
cats and different bowls of food,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cat can recall memories of positive
experiences,such as eating a delicious snack.The experiment was a test of episodic memory or
memory of past experiences that occur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In the experiment, cats were led
to four bowls of food,and were permitted to eat from two of them.After fifteen minutes, the bowls
were replaced with empty ones,and the same cats returned to the room in search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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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Here,researchers found that the cats spent more time exploring those boels from whitch they
had already eaten than others.That cats were able to remember ‘what’ and ‘whe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ood boels suggests they have episodic memory.The researcher said that both cats and dogs may
have episodic memory similar to that of human and that cats are just as smart as a dog.Still it's
unclear whether cats can experience past memories as deeply as human do.’It's also sounds,’said the
researcher.The study' results may have many partical uses.A professor from Yale University said:”It opens the
door to new studies examining how long cats' memories can be, and wherer they also remember richer
experiences in their own life as humans do.”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what is the fiding of a Japanese study?

Cats are proven to be smarter than humans.
Smart cats enjoy food in colored bowls
Cats are just as smart as humans
Cats and dogs migt be equally smart.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the best title forthis passage?
Reseach on Cats and Dogs
A study of Cat's memory
Astudy of Smart Food





Research On Japanese Researcher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of positive experience of
cat?









Taking a snap.

Plating with a dog.

Making a sound.

Eating a snack.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which of the following does” episodic memory”refer to?
Experience

Colors

Japanese studies

Food types

What does “that”in”…both cats and dogs may have episodic memory similar to that of
humans…”refer to?
Researcher

共7頁

第7頁

Memory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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