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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若要落實作為社會公器，發揮第四權功能的理想，應採取下列那些作法？①提供民眾接近使用媒體
機會，可避免少數媒體壟斷輿論 ②若媒體報導錯誤，當事人有權要求媒體給予答辯的機會 ③有線廣播電
視須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當地民眾播送公益性節目 ④政府完全不可介入任何公共論壇性質媒體，避免受到
政府操控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下列選項是有關社會階層化應否存在的幾種看法，其中何者屬於功能論的主張？
階層的存在將使個人的社會功能受阻
上位階層往往透過勞力剝削下位階層
個人的社會地位取決於個人的能力
階層的劃分來自於資源享有的不公
政府可採不同方式矯正市場失靈，例如汽車在路上行駛製造了很多廢氣，政府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隨油徵
收空氣污染防治費，每公升汽油課以一定比例的稅金，令污染者必須承擔空氣污染防治的成本，政府此作
法多半具有下列何項功能？
外部成本內部化
外部效益內部化
內部效益外部化
內部成本外部化
在美國社會中，相對於主流文化，處於較弱的印第安人後裔社群所構成的文化模式，可稱為下列何者？
次文化
流行文化
次等文化
大眾文化
學者謂：「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以致無法獲取公平競爭機會，因此國家的存在，必須以提高全體國民福利為
目的。」上述學者的說法，旨在說明國家存在的那一種目的？
確保國家安全
維持社會秩序
強調社會正義
落實文化維護
我國現行立法委員的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制，除區域立法委員的席次之外，尚設有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的席
次。依我國相關法令之規定，下列關於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的描述，何者正確？
當選者的得票率一定會超過半數
各政黨在提名候選人時，會更關注其問政能力與道德，而非性別比例與知名度
與我國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相比較，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制度較有利於小黨
與美國總統選舉制度相比較，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制度較有利於大黨
法國政治學者杜瓦傑（Duverger’s）認為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之間存有關聯性，而創出杜瓦傑法則。下列何
者是該法則的內容？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傾向產生兩黨制
比例代表制容易形成一黨制的政黨制度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易造成多黨制現象
兩輪決選制易形成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
「利益團體」在現代民主國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參與利益團體，公民個體得以聚集在一起形成所
謂的政治意志。下列關於利益團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可透過遊行、請願等方式影響政府決策
屬於結社自由的展現，不應受法律約束
須年滿二十歲的公民才能參與團體活動
是基於公益目的而設，不能有營利活動
西元 2012 年 7 月馬祖通過博弈公投，這是國內第三次的地方性公投，也是史上第一個通過「博弈公投」的
地方政府。馬祖民眾藉由此次的公民投票，實現了下列那一個理想？
權力分立
主權在民
權能區分
公民不服從
下列關於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內閣制最高的行政首長為虛位元首；總統制最高行政首長為總統
為了避免憲政僵局，內閣制與總統制都有「倒閣」與「解散國會」的機制
內閣制的內閣成員與總統制的行政部會首長，都同時具有國會議員的身分
內閣制設有副署制度；總統制則設有覆議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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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西元 2009 年修訂了地方制度法，使我國地方制度進入了新的時代。依照地方制度法，下列關於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彼此之間互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屬於單純的上下服從關係
各縣市協助辦理全國性選舉是屬於「委辦事項」
「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實施是屬於「自治事項」
臺北市與新北市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屬於「共辦事項」
依我國憲法規定，公務員違法失職由監察院提出彈劾並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懲戒。請問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屬
於下列那一個機關？
行政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國際組織按其功能來分，可以分為一般性和專門性的國際組織，在專門性的國際組織中，下列何者是以經濟
為目的而形成？
聯合國
歐洲聯盟
國際貨幣基金會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為增進全體國民的健康，國家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並強制規定人民一律加入全民健保，此強制人民加保的規
定，是基於憲法第 23 條的何種正當理由？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
增進公共利益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得採取下列何項措施？
經總統副署後，將法案退回請求覆議
經總統核可後，將法案移請立法院覆議
經大法官會議議決後，將法案移請立法院覆議
經總統核可後，移請司法院覆議
我國政府為因應時代變遷並回應民意，曾自民國 80 年至 94 年歷經七次修憲。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
下列關於修憲方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人民對修憲有共識後，地方民意代表便可提起修憲案
我國修憲須先經立法院提案後，再經行政院覆議
人民透過政黨提出修憲案，須經立法院多數同意後，即告完成
我國修憲須先經立法院提案後，再經由公民複決
法律為避免債務人的脫產行為，導致債權人的權益損失，規定債權人可依法向法院聲請下列何者，以保障自
身的權益？
羈押
公證
假扣押
查封拍賣
民法規定權利主體可分為自然人與法人，下列有關民法中法人的敘述，何者正確？
可分為社團法人及以公益為主的財團法人
權利能力始於向主管機關登記完時，終於宣告破產倒閉
享有與「自然人」相同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責任能力
享有民法上完全的身分權與財產權
阿文與娟娟結婚後，育有一子阿德，並另收養一女麗麗；阿德後與阿菊結婚，生下一子倫倫，未料倫倫出生
後不久，阿文即因車禍過世。依我國民法之規定，下列有關阿文遺產繼承的敘述，何者正確？
倫倫可代位繼承
倫倫未成年無權繼承
繼承人為娟娟、阿德、麗麗
麗麗為養女，繼承權為阿德的半數
依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下列何種買賣行為，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七日內，考慮是否退回商品不予購買？
在傳統市場買到不新鮮的魚
到二手車市場選購中古跑車
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家電
依產品目錄向超商訂購年菜
依據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下列那些人之間的暴力行為，屬於該法所規範的對象？①已離婚的夫妻
②同住一起的房東與房客 ③同居中的情侶 ④大學宿舍同寢室室友
①②
③④
②④
①③
檢察官是刑事訴追的主導者，下列關於檢察官職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由檢察官起訴的犯罪，皆屬非告訴乃論之罪
在犯罪證據不足情況下，得對犯罪嫌疑人做緩起訴處分
有足夠證據確認犯罪行為人犯罪，但情節輕微，可為不起訴處分
為保障人權，不可主動偵查犯罪，須法院核發令狀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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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婦人逛夜市遭汽車輾傷腳，警方到場以她沒走人行道，罰款 300 元，她不服處罰，認為道路不應僅劃設收
費停車格，卻不設立人行道。法院審理後認定，道路設計不良造成車禍，判決撤銷罰鍰。請問前項法院判
決的依據為何？
警方未依法行政，罰鍰金額過高
處罰機關未給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
未設人行道之道路，行人應靠邊通行
未設立人行道，造成人車爭道，行人易成為弱勢族群
阿文騎車行經公路，未料路面出現一個大洞，因此摔車受傷。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阿文應向下列何者提
出國家賠償訴訟？
最高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民事庭
地方法院行政法庭
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大學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
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依上所述，若就讀國立臺北大
學的小新因故被學校記過，下列有關小新可依法採取的權利救濟途徑，何者正確？
向地方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向臺北市教育局提出訴願
向校內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向校內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溫實初住在臺北市但公司設於桃園，由於公司積欠債務，乃向住在嘉義的好友沈眉莊借 500 萬元，約定一年
後歸還，但一年過去仍未歸還。若沈眉莊欲提出民事訴訟，依法應向下列那一個管轄法院提出？
臺北地方法院
桃園地方法院
嘉義地方法院
臺北高等法院
交通部與內政部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授權，制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維護道路交通的安全。上述兩
項法令，若根據凱爾森（Hans Kelsen）的法規範階層理論分類，分別屬於何種規範？
基本規範、一般規範
一般規範、個別規範
一般規範、一般規範
基本規範、個別規範
聯合國對蘇丹進行經濟制裁，禁止其他國家與蘇丹的石油出口商進行貿易。若其他條件不變，該制裁使蘇丹
從開放之石油出口國，轉變為僅有封閉之國內石油市場，此經濟制裁對蘇丹國內之石油價格變化的影響，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供給線右移，價格下跌
供給線左移，價格上漲
需求線右移，價格下跌
需求線左移，價格上漲
中國大陸觀光客瘋狂搶購香港的奶粉，導致奶粉市場供不應求，因此香港當局下令每人限購兩罐奶粉，違者
判 2 年監禁及罰港幣 50 萬元。前述禁令生效前夕，大陸觀光客卯足全力搶購香港奶粉，請問下列何者是造
成香港奶粉市場需求變動的因素？
消費者的所得
消費者的偏好
相關產品的價格
消費者對未來的預期
紐西蘭與澳洲因長期乾旱，牧草乾枯，酪農被迫提前宰殺牛羊，導致奶粉產量銳減，使得國際乳品原料價格
狂飆，各種乳製品連帶漲價，但牛羊肉的價格卻下跌。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前述狀況的正確推論？
牧草與牛羊是消費的互補財，所以牧草減少牛羊也減少
牛羊肉與奶粉是消費的互補財，宰殺牛羊將使奶粉漲價
酪農宰殺牛羊使奶粉漲價，但牛羊肉的供給卻反而增加
酪農此舉將減少羊肉的供給，羊肉的價格也會跟著上漲
「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各國溫室氣體的排放，希望透過各國的共同合作，避免地球受到
氣候暖化的威脅，它已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上文指的是下列那一項合約或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
華盛頓公約
蒙特婁議定書
生物多樣性公約
－
根據國內生產毛額 GDP=C+I+G+(X M)的計算公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甄：「最近爭議不斷的興建核四費用應列入 I 中。」
大寶：「前幾天我媽媽買了 HTC 新手機應計入 X 中。」
阿天：「早餐店所買製作三明治的原料應算在 C 裡面。」
琪琪：「我媽買了一台二手的進口轎車應列入 M 中。」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西元 2013 年第一季，20 到 24 歲青年失業率逾 13%，是整體失業率 4.24%
的三倍，比前三年失業率的均值都高。其中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經濟不景氣，工作機會減少。前述失業的
類型應是下列何者？
摩擦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季節性失業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短期的主要威脅，是通貨膨脹與海外市場需求。若中國大
陸要用財政政策來因應此危機，則下列何者是最可能採取的政策手段？
增加稅收
調降利率
增加公共支出
調降存款準備率
臺北市多家小吃名店，因為生意太好，被國稅局點名要輔導開發票。請問國稅局要求開發票的作法，與下列
那一種租稅的性質相同？
貨物稅
房屋稅
證券所得稅
使用牌照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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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how long it
to walk to the train station from here?
gets
takes
spends
makes
37 After the stolen truck was abandoned, the police
it to the nearest garage.
fined
towed
repaired
announced
38 Jenny’s excellent academic record helped her gain
to many top universities.
reception
agreement
decision
admission
39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There’s an
of paintings of Manet at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impression
exception
exhibition
inflation
40 Mr. Lin couldn’t decide which car to buy,
there were many attractive models.
so
or
for
but
第 41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For decades, childhood obesity rates have been on the rise. Now some U.S. cities are seeing progress in their fight
against fat. New York City showed a 5.5% drop in the number of overweight children from 2007 to 2011. Philadelphia
showed a 4.7% drop, and Los Angeles a 3% drop. Declining childhood obesity rates have also been reported in parts of
Mississippi, the state with the highest obesity rate in the nation.
In 2011,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began a project to combat childhood obesity. The
project’s goal is to find ways to make healthy changes in a community’s schools, food stores, parks and other places. For
example, Philadelphia works with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Food Trust to connect schools with local farms and bring
fresh vegetables to cafeterias. New York City has required chain restaurants to post calorie information on their menus.
Mississippi created a program called “Fruits & Veggies: More Matters” to teach kids how to add healthy foods to their
daily diets. These examples send a clear message: Any community that makes these kinds of changes over a few years
will see their children get healthier.
Now schools nationwide are doing their part. Fried food has disappeared from many cafeteria menus. Whole-wheat
bread has replaced white bread. Drinks like water and low-fat milk have replaced sugary beverages, including fruit punch,
sports drinks and soda. Many schools have banned junk food and require healthier snack options in vending machines.
41 What does the word “obesity” in the article most likely mean?
disease
overweight
birthrate
discipline
42 Which city/state showed the biggest decline in childhood obesity rate?
Philadelphia.
New York City.
Los Angeles.
Mississippi.
43 What is the third paragraph mainly about?
Some healthy choices.
Some nutritional facts.
Some medical treatments.
Some weight control myths.
44 Which measure was taken by Philadelphia to combat childhood obesity?
Establishing chain restaurants all over the city.
Providing fresh vegetables in school cafeterias.
Giving calorie information on restaurant menus.
Teaching children how to go on a healthy diet.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ill most likely appear in a healthy diet?
Fried food.
White bread.
Sugary beverages.
Low-fat milk.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Getting a good camera shot is a difficult challenge for amateur photographers. In order to get a successful picture,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46 . First, what do you want to appear in the
47 of the photo you are taking and what
will be in the background? Second, you will have to choose between getting a
48
or a distance shot. Third, how will
you need to adjust the camera so that the film is not under- or over-exposed because of the amount of light? If you are
indoors, the lighting may be
49 and you can use the indoor setting. However,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will need
to adjust the camera settings so as not to get too much
50 from the sun. Even though there are so many factor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most people with a lot of practice can succeed in getting excellent photographs.
46
conclude
consider
compete
cure
47
portrait
sideline
timer
foreground
48
close-up
moving
dimmed
color
49
artificial
transparent
split
relayed
50
radiation
tanning
undertone
gl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