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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單 選 題 （ 76 分 ）
說明：第1題至第38題，每題4個選項，其中只有1個是最適當的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
案區」。各題答對得2分，未作答、答錯、或畫記多於1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接納同性戀將造成生育率下降，不利社會生產」
，某知名同志作家為文抗議，
1. 針對報上一篇評論：
指出這是一種歧視的言論。請問下列哪一項是判斷同性戀的標準？
(A)性徵（sex character）
(C)生物性別（sex）

(B)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
(D)社會性別（gender）

2. 根據社會學家的研究，不同型態的社會具有不同階層化與社會流動形式，下列哪一種敘述代表崇尚
自由競爭與機會均等的開放社會？
(A)高度的代間垂直流動

(B)低度的代內水平流動

(C)高度的代間水平流動

(D)低度的代內垂直流動

3. 表一為我國20歲及以上同住夫妻平日處理家事之平均時數統計。下列針對它的敘述，何者是錯誤
的？
表一

20 歲及以上同住夫妻平日處理家事之平均時數

單位：小時

民國 91 年 8 月

民國 95 年 9 月

夫

1.10

0.98

妻

3.11

2.70

平均量

2.10

1.84

夫

1.12

1.01

妻

2.46

2.18

夫

1.08

0.95

妻

3.74

3.27

按妻之就業狀況分
妻就業

妻未就業

說明：平日係指週一至週五。
(A)現代夫妻生活忙碌，平日處理家事的時間較往年減少
(B)妻子不論就業與否，丈夫處理家事的時間並無明顯差異
(C)妻子就業者的比率提高，雙薪家庭已為社會的主要型態
(D)妻子為職業婦女時，平日處理家事的平均時數低於未就業者
，即年滿22歲、工作滿4年可申請入學大學，
4. 報載我國教育部正在推動成人彈性就讀大學「224方案」
以增加成人入學機會。下列何者最符合這個方案設計所要提供的教育管道？
(A)社會教育

(B)網際網路教育

(C)補習教育

(D)學校教育

5. 隨著失業率的不斷上升，有關臺灣所實施的失業保險與福利制度，以下何者正確？
(A)依照就業保險法的「保險給付」，是專指失業給付
(B)為尊重失業者的意願，社會保險採取自願參加為原則
(C)企業規劃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制度，以增進就業安全
(D)「失業給付」是以提供失業者的生活基本保障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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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二為某國最近一年志願服務工作者參與服務情形之統計。下列哪個針對它的敘述是正確的？
表二

最近一年參與志願服務工作者參與之服務項目 單位：％
環保
文化
急難救助
及
社會福利 休閒
醫院
學校
及
宗教
社區
體育
交通

政治
團體

職業
團體

男

2.7

8.7

32.1

20.2

8.2

13.8

36.0

10.9

12.5

女

6.7

17.3

30.6

25.8

6.4

2.1

39.2

5.1

5.5

15~24 歲

7.3

7.2

26.9

42.5

15.3

2.3

18.0

3.5

1.8

25~44 歲

5.3

19.1

30.2

21.7

7.3

10.7

34.4

8.3

9.4

45~64 歲

3.1

8.1

33.6

18.9

5.0

9.0

45.0

9.1

12.3

1.7
2.4
35.8
15.3
5.8
2.9
(A)兩性參與志願服務情形的差異主要受該服務項目特質之影響

53.6

11.4

7.9

65 歲及以上

(B)從志願服務工作者參與服務項目的比例看來，該國顯然是個宗教國家
(C)青少年參與文化、休閒、體育及學校等項目服務高於其他年齡層
(D)參與宗教、環保及社區、職業團體等服務項目者的比率隨年齡提高而增加
7. 童話故事「灰姑娘」中，灰姑娘的母親死後，父親新婚的妻子帶著她所生的二個女兒，三人一起住
進灰姑娘家。之後她們就常常趁著父親出外時，強迫灰姑娘做許多粗重的工作，並且使她無法獲得
溫飽。請依我國現行民法關於父母子女及繼承等規定，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繼母不是生母，並無親權，繼母對灰姑娘的行為不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B)繼母如合法收養灰姑娘，繼母與灰姑娘間的親屬關係為直系姻親一親等
(C)父親疼愛新婚妻子，在遺囑中把所有的財產留給妻子，未違反民法規定
(D)繼母的二個女兒，因母親和灰姑娘父親結婚，對於父親的遺產有繼承權
8. 小明參加好友小華的生日派對，小華拿出自國外帶回的大麻菸，問小明要不要抽兩口試試，小明遲
疑的問：
「這沒有問題嗎？」小華回答：
「安啦！只是抽好玩的，這在國外都可以的啦！」試問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小華只是讓小明吸兩口好玩而已，並不符合「成癮性」要件，所以法律並不處罰
(B)小華認為抽大麻菸在國外是合法的，才問小明要不要試試，並非明知故犯，法律並不處罰
(C)小明抽大麻菸雖是出於小華的慫恿所致，並非自己主動嘗試，但仍構成故意犯罪要處罰
(D)小明相信小華的話，認為吸食大麻菸沒事，情有可原，可依過失犯之規定減輕處罰
9. 同為十五歲的志明與春嬌是青梅竹馬，朋友都認為他們是天生的一對。某日，花前月下，兩人情不
自禁的發生性關係。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依據「罰男不罰女」條款，法律只處罰志明。但因志明未滿十八歲，可以減輕其刑
(B)兩人是情投意合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並沒有「違反他人意願」，所以法律並不處罰
(C)兩人是情投意合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並沒有任何金錢及對價交易，所以法律並不處罰
(D)雖然兩人是情投意合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但因為均未滿十六歲，所以兩人都要受法律處罰
「涉及多起性侵案件的通緝犯阿明，(1)經警方佈線逮捕後，(2)即由檢察官下
10. 某社會新聞內容如下：
令羈押於看守所。日前，(3)檢察官偵查終結，將阿明向地方法院提起公訴，經過審理後，(4)法院
與陪審團一致認為阿明罪證確鑿且惡性重大，(5)判決阿明重刑且須化學去勢。」請問以上哪些劃
線敘述內容與現行法律規定並不相符？
(A)1、3、4

(B)2、3、5

(C)2、4、5

(D)1、2、5

11. 歷經七次修憲後，目前我國政府體制為同時具有總統制與內閣制特徵的「雙首長制」或「混合制」。
請問下列何者足以彰顯我國具有總統制的特質？
(A)總統由人民直選

(B)總統具有覆議權

(C)總統具解散國會權

(D)行政院長無副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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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壓力團體是指「以各種方式對政府施壓，表達本身需求進而影響政府決策。」根據前述，下列有關
壓力團體的敘述，何者較為正確？
(A)會利用各種方式影響政府決策，妨礙國家進步發展
(B)多數強調自利性的目的，欠缺公益性之社會性宗旨
(C)可以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管道，表達意見並影響決策
(D)為一種非正式組織，且在其利益受影響時才會動員
13. 今年年初二代健保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後，當時的衛生署長向媒體表示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完成，隨
即向行政院長請辭署長職務獲准。請問此乃何種責任政治之表現？
(A)政治責任

(B)行政責任

(C)法律責任

(D)道德責任

14. 民國99年考試院院會通過《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其中規定各機關考績列丙等的人數比率不
得低於3%，而公務人員若在10年內累積三次丙等，就要被資遣或強制退休。請問這項修正案的作
法，最主要在於落實哪類政策作為，藉以提升公務員的表現與能力？
(A)政策規劃

(B)政策合法

(C)政策執行

(D)政策評估

15. 通貨膨脹係指物價水準持續上升的現象。當一國的通貨膨脹持續以兩位數字的水準變化時，下列哪
一社會現象最可能出現？
(A)人民的生活品質提升
(B)人民的儲蓄意願降低
(C)生產者投資意願提高
(D)薪水階級處於有利的地位
16. 一國的貨幣供給量深受該國中央銀行的作為所影響。在下列中央銀行的各項作為中，何者將降低該
國的貨幣供給量？
(A)降低重貼現率
(B)降低法定存款準備率
(C)採行寬鬆的貨幣政策
(D)公開市場操作賣債券
17. 中央銀行是主管貨幣的金融機構，對該國經濟具有重大影響。下列是有關我國中央銀行的描述，請
問何者正確？
(A)隸屬於行政院的營利事業機構
(B)接受商業銀行兌現未到期的支票
(C)往來對象包含政府部門、商業銀行、公司行號 (D)可採增加貨幣供給的方式來抑制通貨膨脹
18.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課徵稅賦時必須要同時考量的兩大基本原則。下列是有關這兩大原則的敘述，請
問何者正確？
(A)依地價高低課徵地價稅係考量公平原則
(B)累進所得稅的設計目的在符合效率原則
(C)基於公平原則的考量，稅賦制度不應繁雜難行
(D)基於效率原則的考量，納稅能力越高者應繳交越多的稅賦
19. 在金融市場中，股票與債券均是籌措資金的管道。下列是有關股票與債券的描述，請問何者正確？
(A)債券持有人是發行單位之股東
(B)股票的到期期限為10到15年
(C)與股票相比，債券之報酬較固定
(D)股票之報酬計含利息與股利
20. 表三為小明面對甲、乙、丙、丁等四項資產投資時的投資金額與一年後的預期獲利金額。請問下列
何者的預期投資報酬率最大？
表三
甲項投資
乙項投資
丙項投資
丁項投資
投資金額
5 萬元
8 萬元
2 萬元
10 萬元
預期獲利金額
8 千元
1 萬元
4 千元
1 萬 2 千元
(A)甲項投資

(B)乙項投資

(C)丙項投資

(D)丁項投資

21. 若一國經濟受全球景氣持續回升、民眾消費信心隨勞動市場改善及金融市場活絡而增強。請問以下
有關國民所得、就業以及經濟成長的敘述何者正確？
(A)政府發放消費券，透過提升民間投資提高國民所得
(B)全球經濟景氣回升，刺激臺灣出口成長，提高經濟成長率
(C)民眾消費信心提高，積極投資股市，致使股價指數攀升
(D)勞動市場改善、就業提高，使結構性失業人口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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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般而言，相同商品對每一個購買者的售價應該都一樣，不過有些則例外。依照駕駛人肇事頻繁與
否，訂立不同汽車保險費率；或依照購買保險者之職業或年齡差異，要求支付不同費率。請問以上
針對不同個人要求不同保險費率的原因為何？
(A)風險程度之差異

(B)市場競爭程度不同

(C)維持環境永續發展

(D)保險商品供不應求

23. 羅小玲自大學畢業後，順利考上高考並進入政府部門工作，但她常利用週末時間參加「兒童福利文
教基金會」所成立的志工服務隊，協助小朋友的課業輔導與接送服務，在與兒童的互動過程中，她
也成為小朋友心目中好姐姐，並把她當成仿效的對象。
請問上文關於羅小玲所參與的活動及團體，下列哪一個敘述最為正確？
(A)政府部門屬於第二部門
(B)羅小玲是小朋友的重要他人
(C)志工服務隊屬於非正式志願服務

(D)兒童福利文教基金會屬於營利團體

24. 在資訊社會中，資訊科技對於人們的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如年輕人使用網路的時間愈來愈增加。
關於資訊科技對人類所造成的影響較符合下列哪個敘述？
(A)網路世界中不易辨別真實身分
(C)互動增加且不會造成人際間疏離

(B)網路世界是以有形具體空間為主
(D)青少年愈習慣於進行面對面互動

25-27為 題組
小惠常去日本旅行，每次都採購當地風行的粉紅色包裝眼藥水十瓶，返臺後，即在個人部落格上
拍賣這些眼藥水，並順利賣出，未曾被處罰。今年二月，小惠再次於部落格上拍賣眼藥水時，衛
生署卻以該眼藥水未經檢驗無販售許可，且不得於網路上買賣藥品為理由，決定裁處小惠罰鍰二
十萬元。
25. 關於小惠與買家間的交易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基於私法自治精神，小惠與買家間的交易行為不受法律拘束
(B)小惠與買家雖然未簽訂書面契約，但契約並不會因此而無效
(C)當拍賣結束時，十瓶眼藥水即因交易行為完成而歸買家所有
(D)買家依民法相關規定，可向小惠主張享有七日猶豫期的權利
26. 下列何者不是衛生署作成裁處罰鍰的決定時應考量的事項？
(A)是否已經給予小惠表示意見的機會
(B)裁處二十萬元罰鍰的額度是否過高
(C)對於小惠裁處罰鍰是否有法律的依據

(D)小惠是否可主張信賴原則而不受到處罰

27. 如果小惠對於衛生署的裁罰決定不服，可能採取何種救濟途徑？
(A)民事訴訟

(B)刑事訴訟

(C)行政訴訟

(D)公務員懲戒

28-29為 題組
阿龍現年十七歲，未得父親同意，即利用暑假到便利超商打工，賺取一些零用錢。未料在超商搬
貨時，不慎壓傷顧客小花。小花一氣之下，考慮向阿龍、阿龍的父親以及超商老闆請求民事賠償。
28. 試問關於各人間民事責任的敘述，何者正確？
(A)除非有法定之免責事由，原則上小花可向阿龍、阿龍父親以及超商老闆任一人請求全部賠償
(B)阿龍父親與超商老闆對於阿龍未盡監督照顧之責，依法各應對小花負責一半的賠償責任
(C)傷害發生地點在超商內，所以小花應先向超商老闆求償，如無結果，才可向阿龍父親求償
(D)阿龍是在便利超商打工搬貨時造成小花的傷害，並非在家務範圍，所以阿龍父親不負賠償責任
29. 試問下列關於各人刑事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A)如果小花已獲得民事上所有賠償，就不能再追究刑事責任
(B)阿龍是不慎壓傷小花，非出於故意，所以他不負刑事責任
(C)阿龍未滿二十歲，屬於未成年人，因此僅負部分刑事責任
(D)超商老闆雖可能要負民事賠償責任，但依法不負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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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1為 題組
兩岸關係對我國國家安全、經濟成長、外交與內政等政策皆具關鍵性的影響，其中部分政策間形
成相互對立或彼此間具有張力的關係。關於此，請回答以下問題：
30. 我國的外交政策與兩岸關係具有密切的關係，故兩者間如何取得平衡成為我國開展對外關係的重要
關鍵。以下為我國不同時期政府的外交政策宣示，請問其出現的先後順序為何？
(甲)活路外交

(乙)務實外交

(丙)漢賊不兩立

(丁)全民外交

(A)丙乙丁甲

(B)丁丙乙甲

(C)丙丁甲乙

(D)丁丙甲乙

31. 「經濟成長」與「國家安全」向來是我國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政策辯論核心，前者主張兩岸經貿的
擴大有助於我國經濟成長，後者強調過多對大陸的經貿依賴將不利於國家安全。請問上述兩種觀點
分別代表何種意識型態？
(A)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
(B)社會主義與第三條路
(C)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
(D)自由主義與第三條路
32-34為 題組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發生大地震，引發海嘯淹沒城鎮，核電廠因此毀損，引起輻射污染，導
致嚴重的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此外，產業生產因此中斷，交通運輸受損，商品無法順利出口，
加上後續重建問題，使政府面對龐大的支出。
32. 請問下列情形中，何者屬於日本政府為保障該國人民生存權所採取的措施？
(A)處罰未經許可而進入警戒區的人民
(B)對於全國各地實施輪流限電的措施
(C)禁止出口受輻射污染的菠菜和牛奶
(D)對東京有新生兒的家庭配送礦泉水
33. 按照日本政治體制，下列關於政府的救災行動以及可能發展的敘述，何者正確？
(A)日本首相為國家元首，發表電視講話鼓舞民心眾士氣
(B)天皇為國家最高行政首長，親自指揮並說明救災狀況
(C)在野黨可因執政黨救災不力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
(D)日本為聯邦制國家，故地方必須承擔較多的救災責任
34. 請問下列有關此次地震對日本經濟影響的敘述，何者正確？
(A)財政盈餘提高

(B)貿易赤字降低

(C)經濟成長趨緩

(D)生產可能曲線外移

35-38為 題組
2010年底，一名突尼西亞青年因無照擺攤被警察沒收攤販車後，抗議無效而自焚身亡，引發人民
因對於高失業率及糧價不滿而走向街頭示威抗議，此情勢快速擴散至全國，迫使領導人下台，導
致威權政府被推翻。2011年初，此種反威權統治的抗議席捲北非與中東大部分地區，進而導致埃
及威權政體垮台以及利比亞等多個國家內部衝突不斷。
35. 關於威權轉型的條件甚多，以下何者最能解釋上述現象？
(A)經濟發展造成社會變遷與政治民主
(B)伊斯蘭文化為帶動威權轉型的動力
(C)國際干預與施壓是革命發動的主因
(D)單一強人長期統治造成正當性危機
36. 根據上述出現的民眾示威抗議活動，較接近下列哪一種性質的社會運動？
(A)革命式社會運動

(B)革新式社會運動

(C)保守式社會運動

(D)反動式社會運動

37. 上述事件反映了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應具備的特徵及要求。以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降低失業率及糧價以確保人民的生存，是保障平等權的要求
(B)非暴力的示威抗議，是法治國家中人民拒絕服從惡法的表現
(C)國家領導人被推翻下台已承擔政治責任，不受司法機關審查
(D)民主國家中，人民的基本人權必須經由革命抗爭而獲得保障
38. 盛產石油的利比亞因此次衝突出現社會動盪，請問對國際經濟產生的影響為：
(A)原油價格上漲、黃金價格下跌
(B)天然氣價格下跌、黃金價格上漲
(C)原油價格上漲、天然氣價格下跌
(D)天然氣價格上漲、黃金價格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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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多 選 題 （ 24 分 ）
說明：第39題至第50題，每題有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1個是正確的選項，選出正確選項畫記在答案
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2分；答錯1個選項
者，得1.2分，答錯2個選項者，得0.4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多於2個選項者，該題以
零分計算。
39. 近年來，商品仿製及購買在中國大陸極為盛行，舉凡服裝、皮包、手錶、手機等國際品牌的產品皆
在列，形成當地獨特的所謂「山寨文化」現象。下列哪些關於文化的概念可以說明這種現象？
(A)次文化

(B)主流文化

(C)大眾文化

(D)精緻文化

(E)流行文化

40. 國家在行政法上對於人民應負之責任，主要為國家賠償、損失補償及社會補償等責任。請問下列關
於國家所負責任的類型，哪些相同？
(A)市政府對於夜店消防安全疏於管制，夜店發生大火造成民眾死亡
(B)縣政府為興建科學園區以及附近聯外道路，徵收農民所有的土地
(C)情報人員從事情報工作，在執行勤務期間被敵人發現，入獄多年
(D)公立國中教師對於學生進行性騷擾，導致學生身心受到嚴重創傷
(E)政府未積極規劃防洪工程並興建堤防，致颱風時民眾的工廠淹水
41. 隨著傳播科技的發達，媒體對一個國家政治運作與公共政策制訂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以下關於
媒體與政治的敘述，哪些正確？
(A)世界各國的媒體皆以監督政府施政作為其「天職」
(B)媒體被稱為與行政立法司法鼎足而立的「第四權」
(C)媒體發達後，政治人物愈來愈要有「推銷與表演的才能」
(D)政治人物經營媒體有助於減少政治運作與新聞報導間的差距
(E)隨著網路發達，「網路民意」已可代表「實體社會民意」
42. 政治學者指出：「民主的單位越小，公民參與的可能性就越大，公民把政府決策的權力移交給代表
的必要性就越小；而民主的單位越大，處理各種重大問題的能力就越強，公民把決策權移交給代表
的必要性就越大。」根據上述理念，「五都」改制的效應，對於我國民主發展的可能影響為何？
(A)五都改制的優勢，在於強化中央政府的統籌能力
(B)五都改制後，將帶領區域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C)五都內鄉鎮市選舉取消，相對遏止地方惡質選風
(D)五都含括我國多數人口，地方與中央衝突性漸增
(E)五都內鄉鎮市選舉變革，強化了民主的基層參與
43. 近來，比利時因組閣問題無法解決，這種無政府領導人的時間打破金氏世界紀錄，但其國家可以正
常運作，許多人認為是該國公務員支撐其政府運作。請問，公務員成為國家運作骨幹，根據學理下
列敘述何者為可能原因？
(A)公務員任用主要為通過國家考試及格任用，不受政黨影響
(B)為求行政中立，公務員不得加入任何政黨與參與競選活動
(C)所謂「鐵飯碗」是指公務員受到法律保障，終身不得免職
(D)根據法治原則，首長交辦事務與法律有所牴觸時應可拒絕
(E)公務員依法辦理國家公務時，不因個人、政黨或團體而異
44. 根據我國現行選舉辦法，下列哪些的任期、選舉制度與總統選舉相同？
(A)立法委員

(B)直轄市長

(C)縣市議員

(D)鄉鎮市長

(E)村里長

45. 當市場狀況改變時，將會使需求曲線出現移動變化。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使牛肉的需求曲線出現移
動？
(A)牛肉的價格改變
(B)豬肉的價格改變
(C)消費牛肉的人數增加
(D)生產牛肉的技術提昇
(E)牛肉的預期價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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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若世界僅由甲、乙兩國組成，且甲國生產所有商品的效率皆比乙國的水準高。請問以機會成本的觀
點而言，有關甲、乙兩國生產以及貿易的敘述哪些正確？
(A)甲國出口所有產品到乙國
(B)甲、乙兩國不會出現國際貿易
(C)自由貿易對甲、乙兩國皆有利
(D)甲國生產所有商品均具比較利益
(E)自由貿易使甲、乙兩國專業化分工
47-48為 題組
近三十年來，不少國家的製造業面臨國際經濟循環及競爭，其境內一些工業重鎮出現工廠大量關
閉及外移的情形，隨著失業率大幅提高，很多失業人口遷出，從而影響當地其他人口的生存，結
果造成地區的沒落，諸如英國南威爾斯、美國底特律、日本鹿嶋市等都是明顯的例子。
47. 下列哪些敘述符合上文描述的情形？
(A)人們的社會流動是一種歷史過程
(B)資本主義制度強調競爭、效率以及適者生存
(C)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在現代社會中具有必要性
(D)地區在全球化過程中會出現不同的本土化現象
(E)在地的轉變及其社會關聯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
48. 針對這三個已開發國家特定地區失業率上升的問題，下列哪些是上文敘述中明顯可見的造成因素？
(A)全球經濟不景氣及危機的影響
(B)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發展及競爭
(C)龐大的服務業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
(E)更多的婦女進入就業市場尋求有酬工作

(D)工業上對新科技及微電子的擴大使用

49-50為 題組
2010年12月14日經濟部在彰化縣舉辦「國光石化興建案行政聽證會」，報紙上除刊登相關報導外，
也刊登了一張警方隔離支持與反對雙方的照片。因該設廠計畫可能破壞生態濕地、妨礙中華白海
豚生存，甚至危害農、漁業的安全，故引起環保團體、學界以及社運團體的反對。

49. 以經濟分析觀點而言，有關此設廠爭議的敘述哪些正確？
(A)此屬於共有財悲歌的現象
(B)此與財產權界定不明無關
(C)透過自由的市場機制運作，可以解決此爭議
(D)若設廠具外部效益，反對設立將降低社會福利
(E)若設廠具外部成本，贊成設立將降低社會福利
50. 同學們在上課時討論國光石化開發案時，表達了不同意見，請問下列意見哪些正確？
(A)民眾於聽證中表達意見，可避免經濟部作成不利於己的決定
(B)聽證是嚴謹的正當程序，人民如對於決定不服不得再提救濟
(C)贊成和反對的民眾都可以表達意見，是保障言論自由的表現
(D)警察執行公權力同時阻隔雙方民眾，是基於平等原則的考量
(E)以遊行方式表達對政府執法行為不滿，和民主法治要求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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