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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我國勞動參與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勞動參與率是指勞動力占 20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率  

無論是就業者或失業者的增減，都會影響勞動參與率的升降  

近五年來，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已經和男性達到相同水準  

近五年來，我國帄均勞動參與率已經達到七成  

#  傳統宮廟的遶境祈福活動，原來應該是全村熱鬧共襄盛舉，但位於都市內的著名宮廟辦理

遶境活動， 常惹來部分社區民眾的抱怨與抗議，若不是抗議過於吵鬧，就是檢舉深夜燃

放炮竹，有公共危險之虞， 甚至懷疑宮廟成員有黑道背景……等。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以

解釋上述狀況？ 

傳統文化與快速變遷社會的矛盾 主流文化被少數文化所歧視與揚棄  

地方文化對全球文化的反抗 民眾的社區意識紛紛抬頭  

  某國自 1980 年代即開始實施育嬰假制度，配偶雙方各有三個月互不能轉讓的獨立育嬰

假，期間可 領八成的薪資。此制度讓雙親共同承擔照顧新生兒的責任，據統計該國夫、

妻請領育嬰假的比例 分別為 45.6%與 54.5%，相較亞洲國家兩性請育嬰假的比例更為均

衡。前文所述最適合用下列那一 個概念說明？ 

玻璃天花板 性別主流化 性別多元化 性別刻板印象  

  我國旅行團至南亞國家旅遊，團員看到當地人民用手吃飯，因此發文評論當地飲食習慣不

潔而落後， 並發起民眾捐贈餐具給當地小學的活動，以改善當地落後飲食文化。該團員

的發言與援助行動，可能 是何種觀點所導致？ 

文明進化論 文化相對論 多元文化主義 種族主義  

  某教授研究發現，都會地區相較於鄉村地區的高中畢業生，申請國立大學時有更高的錄取

機率。研究 也發現，鄉村地區的學生並非程度較差，而是在面談互動時自我表達能力略

不足。依據上述，都會與 鄉村地區學生錄取國立大學機率的差異，最可能是基於下列何

者？ 

人力資本的調配 主流文化的推展 文化資本的多寡 社會資本的高低  

  民主國家的政府體制，總統制常以美國為代表，混合制常以法國為代表。關於兩國政府體

制的相同點， 下列何者正確？ 

總統為國家元首，掌有行政實權  

國會可以隨時對行政權首長提出不信任案  

若國會未有政黨取得過半席次，頇組聯合內閣  

總統可以主動解散國會，以探求民意解決爭端  

  所謂「地方自治團體」，是指實施地方自治，具有公法人地位，且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的團體，下 列何者屬於此類團體？ 

臺灣省政府 臺北市萬華區 宜蘭縣羅東鎮 湖口鄉和興村  

  我國於 2018 年舉行直轄市長、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等九項地方

公職人員選 舉，關於本次選舉項目的選舉制度分析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直轄市長與縣市長皆屬單一選區絕對多數決制  

縣市議員屬於複數選區制且設有婦女保障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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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長屬單一選區兩輪投票決選制  

鄉鎮市民代表及縣市議員屬於單一選區兩票制  

  政黨及利益團體都是民主國家中常見的民間組織，也會對政治決策具影響力。有關兩者的

比較，下列 何項分析正確？ 

兩者皆可收取政治獻金  

兩者皆可倡議主張且發起社會運動  

兩者目前頇依據人民團體法登記取得團體資格  

政黨可提出候選人參選，利益團體不得推派候選人參選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上述規定屬於何種債之發生

原因？ 

無因管理 侵權行為 不當得利 契約關係  

  我國經歷七次修憲後，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採「單一選區兩票制」，有關我國立法委員選舉

制度的相關 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區域立法委員以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選出  

無政黨推薦的候選人無法參選不分區立法委員  

具有原住民身分的選民會領到三張立法委員選票  

區域立法委員頇有至少二分之一的婦女當選  

  關於我國與法國憲政運作方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兩國國家元首皆頇取得絕對多數始能當選  

元首發布緊急命令皆頇閣揆及相關閣員副署  

兩國依其憲政運作皆已出現左右共治之慣例  

兩國皆採內閣制國家之解散國會與副署制度  

  下列何者屬於地方民選行政首長？ 

總統 村里長 省轄市各區區長 直轄市原住民區區長  

  依據我國地方制度法，下列何者不具有公法人地位？ 

臺中市和帄區 彰化縣員林市 高雄市政府 花蓮縣秀林鄉  

  甲為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乙為區域立法委員，兩人皆屬 A 政黨，但因理念不合於近日

宣布退黨。依 我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為後續最可能的發展結果？ 

甲席次由 A 黨不分區立法委員名單中遞補  

乙席次由該分區第二高票候選人遞補  

甲成為無黨籍立法委員，乙席次重新辦理改選  

甲席次重新辦理改選，乙成為無黨籍立法委員  

  在現行國際法秩序中，多數的多邊條約是由國際機構推動，並且監督締約國是否落實條約

內容。下列 各項國際條約與專責國際機構的配對，何者正確？ 

國際勞工公約，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難民地位公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新自由主義憑藉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促使世界各國政府逐步調整過往的施政方向，大幅自

社會福利領 域撤守，宣稱將回歸自由市場開放競爭。在各國政府緊縮社會福利支出時，

為捍衛其正當性而強調的 是下列何者？ 

命運共同體 個人責任 多元文化 人性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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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歡將自己所收藏的整套《火影忍者》漫畫書，提供給喜喜閱覽，並約定每天以 20 元計

費，30 天後 喜喜要將整套漫畫書交還給歡歡，並付 600 元給歡歡。請問：上述歡歡與

喜喜之間所構成的是何種類 型的契約？ 

買賣契約 租賃契約 消費借貸契約 使用借貸契約  

  關於我國法律修改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修正案提出後，必頇先送交立法院院會排定法案審查的順序  

法律修正案在一讀會後，若朝野有共識，可逕付相關委員會進行二讀  

法律修正案進入第三讀會，除非內容有重大瑕疵，否則僅能做文字修正  

法律修正案完成三讀程序後，頇經立法院院長公布，法案才會正式生效  

  司法院釋字第 791 號解釋宣告通姦罪違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無介入干預個人性自主之正當性  

通姦行為定義模糊，違反罪刑明確原則  

國家應尊重婚姻家庭之運作，不應課予通姦行為人法律責任  

通姦罪對性自主權的限制手段違反比例原則  

  關於法律制定與修正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不得單獨提出法律修正案至院會討論  

一讀通過後之法案頇經黨團協商後方得進入二讀  

總統府及五院得提案，通過程序委員會排案後始進入國會討論  

人民提案經公投通過後，議案即可進入院會討論  

  應屆國中三年級學生甲，未獲得父母同意即向鄰居機車行老闆乙，宣稱其已獲父母同意訂

購機車一輛。 乙依過去與甲一家人之互動經驗確信甲所言為真，故與甲訂定買賣契約。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未獲父母同意訂購機車，因此本買賣契約應為無效  

本契約無效，因此甲不需對乙負任何法律責任  

因乙未用盡一切方法確認甲所言是否正確，故甲並未因此有債務  

即使契約效力未定，但若乙因此有損失則可要求甲損害賠償  

  丁男因精神疾病受監護宣告，一日情緒失控將鄰居庚毆成重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丁因患有精神疾病，得減輕或免除刑責  

丁之監護人原則上對庚有賠償責任  

因丁無行為能力，故加害行為免除刑責  

丁不需賠償庚，丁之監護人才有賠償責任  

  小花與小美為同性伴侶，相戀五年後決定締結法律上的伴侶關係。請問依據我國相關法

律，下列何者 正確？ 

小美與小花的父母為直系姻親  

小美與小花互為日常家務代理人  

兩人頇滿 20 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方可締結法律上的伴侶關係  

同性伴侶不屬婚姻關係，故小花仍可與其他異性結婚  

  關於憲法訴訟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大法官透過大法官會議作成憲法解釋  

法規範違憲侵害人民權益時，人民得逕行聲請釋憲  

立法委員就其行使職權認為法律有牴觸憲法時，得逕行聲請釋憲  

司法院大法官以判決宣告牴觸憲法之法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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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男子 A 每天至女友 B 住處接送她上班，卻常因看見 B 與他人有說有笑而多次毆打

她，B 決定依據 家庭暴力防治法維護自身權益，下列分析何者正確？ 

被害人可自行向法院聲請緊急保護令  

法院可不經審理程序直接核發暫時保護令  

因兩人未同居因此無法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若被害人有受家暴急迫危險者可請社會局先核發保護令  

  董氏基金會長年致力於菸害之防治，請問對於該組織屬性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社團法人 公法人 財團法人 第二部門  

  憲法第 23 條要求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時，必頇以法律為之，此為我國法律保留原則的重要

體現。關於 法律保留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者以法律授權特定行政機關訂定行政命令時，該機關不得再將該授權轉交其他機

關，使其訂定行政命令  

給付行政並非限制人民基本權利，因此無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餘地  

倘若立法院因專業能力侷限，得決議直接放棄立法，委託行政機關制定命令以限制人民

權利  

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法律規範必頇明確，不得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  

  若法官於審理案件時，認為行政機關所訂定之法規命令，其內容已明顯逾越母法規範，依

法得為何種 處置？ 

法官得於個案審理中拒絕適用，並宣告該法規命令於判決後正式失效  

法官得停止審理，要求行政機關重新訂定法規命令  

法官得直接宣告該法規命令因違法而自始無效  

法官僅得於個案審理中拒絕適用，但該法規命令之效力不受影響  

  某學校行政單位針對同一樣態學生考試違規，部分學生依規定懲處，部分未懲處。該單位

之行為違反 何種行政法原則？ 

比例原則 帄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裁量合法適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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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可培育優秀的人力資源，也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原動力，教育也常被認為會造成外部

效益，所以 政府應該採取下列那一措施？ 

允許更多大學設立 提高學費  

推動母語教學  補貼教育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旅遊市場，交通部觀光局推出安心旅遊補助，至同年  10 月

底，政府補貼逾 新臺幣 82 億元，此項政府支出類型與下列何者相同？ 

因應新課程教法新增的人事費 中央政府編列的債務利息支出  

興建桃園大眾捷運系統的預算 縣市鼓勵生育發放的生育津貼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當利率上升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股票價格與債券交易價格都會上漲  

股票價格與債券交易價格都會下跌  

股票價格會上漲，債券交易價格會下跌  

股票價格會下跌，債券交易價格會上漲  

  發生惡性物價膨脹（hyperinflation）時，關於貨幣供給與貨幣的流通速度之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貨幣供給與貨幣的流通速度增加 貨幣供給與貨幣的流通速度減少  

貨幣供給增加且貨幣的流通速度降低 貨幣供給減少且貨幣的流通速度提高  

  國內生產毛額（GDP）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情形，同時也存在著一些缺失，關於國內

生產毛額之 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無法反映所得分配 排除無市場交易的活動  

無法做跨國或跨時間的比較 無法計算公害帶來的福祉減損  

  Recent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technological tools we use to make our lives easier are doing 

______ --we are working longer hours and taking fewer va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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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having a fever this morning so I called ______ sick today. 

  about   

  Some experts say that only 30 percent of communication comes from talking. Our ______ and 

other nonverbal actions matter, too.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makes efforts to preserve the historic ______ in order to 

cherish and protect the local cultures. 

    

  It won't be easy to ______ such a heavy box without any help. 

    

  You should mark the date on your ______ so you won't forget about our appointment next month. 

    

請依下文回答第 42 題至第 46 題：  

When I was 17, I read a quote that went something like: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 It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 and since then, for the past 33 

years, I have looked in the mirror every morning and asked myself: "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would I want to do what I am about to do today?" And whenever the answer has been "No" for too many 

days in a row, I know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Remembering "I'll be dead soon" is enough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Remembering that you are going to die is 

the best way I know to avoid the trap of thinki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lose. You are already naked.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follow your heart.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does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 mean? 

 

full of dangers, so we should always be careful.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may avoid worrying about losing things in life.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is the writer's attitude toward life?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how should we face death?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ay be the best title of the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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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Most progress against air-pollution has been cheaper than expected. Smog controls on automobiles, 

for example, were __47__ to cost thousands of dollars for each vehicle. Today's new cars emit less than 2 

percent as much smog-forming pollution as the cars of 1970, and the cars are still as affordable today as 

they were then. Acidrain control has cost about 10 percent of what was expected in 1990, when Congress 

__48__ new rules. At that time, opponents said the regulations would cause a "clean-air recession"; 

__49__ , the economy boomed. Greenhouse gases, being global, are the biggest air-pollution problem the 

world ever __50__ . 

 

      

      

   instead    

      

 

備註：第 2題答Ａ或Ｄ者均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