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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中市法制局配合法務部辦理年度調解業務績效考評，臺中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率達 89.3％，調解績效卓
著，為六都之冠。未來也將進一步規畫透過電子的方式來加速其績效。請問：上述內容應屬民事解決紛爭何種管
道？ (A)行政機關和解
(B)司法機關強制調解
(C)司法機關任意調解
(D)行政機關調解
2. 高雄市林姓議員於選舉期間被控賄選，控訴內容為其好友邀請多位選民慶生吃飯，並要求支持其當選議員。一審時
該名議員表示並不知情細節故獲判無罪，檢方不服上訴後，於二審判決指出其應知道相關宴會內容，故判其敗訴，
當選無效。請問：有關選舉訴訟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透過審級制度，林姓議員若仍不服，可上訴做為救濟方式
(B)公職人員選舉訴訟第一審，應以高等行政法院為承審法院
(C)選舉訴訟有限制上訴之規定，依法應以二審做為終結審判
(D)最高法院為終審法院，以維護人民的權利與國家行政品質
3. 由於近來退除役軍官將領赴中國大陸參加官方活動與交流之頻率大增，為避免相關軍事情報流向中國大陸，目前立
法院初審通過退除役軍官等若確定犯內亂、外患罪者，其相關國家提供之權益也將停止提供。請問：關於下列相
關訴訟內容何者正確？
(A)內亂、外患罪之刑事第一審為高等法院
(B)高等法院為合議庭，開庭時由法官五人合議審判之
(C)依審級制度，第一審為地方法院，可上訴至最高法院 (D)最高法院採法律審，故採法官獨任制審理
4. 日前發生臺北市某銀行遭歹徒搶奪未遂案，經警方努力追查下，將嫌犯逮捕歸案，檢察官訊問後，依涉強盜罪及有
再犯之虞為由聲押禁見，有關此類案件相關內容，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檢察官得以時間內尚未查獲犯罪證據為理由，聲請羈押
(B)檢察官偵訊後發現有串供滅證之虞，可向法院聲請羈押
(C)法院在裁定聲押獲准後，被告不得對裁定提出任何異議
(D)不服法院之裁定程序，可依法提出上訴以救濟自身權利
5. 交通部為安全考量，對於新上市車款及車輛規定均須強制安裝胎壓偵測輔助系統，但有業者卻在網路銷售平臺頁面
上宣稱，政府未來將強制各種車輛均需安裝胎壓偵測器，遭到公平交易委員會依違反《公平交易法》開罰，處五
萬元罰鍰。請問該業者行為屬何項禁止行為？
(A)獨占行為
(B)結合行為
(C)聯合行為
(D)不公平競爭行為
6. 復興航空無預警聲請解散公司，造成旗下員工多人一夕失業，而引起國內一陣譁然與討論，對此臺北市勞動局舉辦
多次勞資雙方之協商會議，但皆未能形成共識。請問：勞資雙方以協商的方式，尋求爭議之解決，係來自勞動三
權中的何者？
(A)《工會法》
(B)《團體協約法》
(C)《勞動基準法》
(D)《勞資爭議處理法》
7. 備受爭議的美河市開發案，由於監察院與行政院認定之法律見解不同，由監察院聲請統一解釋，大法官會議作成 743
號解釋指出，北市府以蓋捷運名義徵收土地後，再與建商合作興建大樓轉售，須考量徵收土地涉及高度公益性，
故相關規定應由立法院訂定之。請問：大法官解釋內容強調，徵收人民土地應符合下列何項原則？
(A)法律保留原則
(B)衡量性原則
(C)法律優位原則
(D)適當性原則
8. 某立委在所提出的修法草案內容提及「……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二人以上之提議，提案委員外之監察委員九人以
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不受《憲法》第 98 條限制……」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笑話。請問：最可能原因為何？
(A)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B)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C)違反法律優位原則
(D)違反正當行政程序原則
■大法官認為《民法》未保障同性婚違憲，第 748 號解釋文如下：「《民法》第 4 編親屬第 2 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
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婚
姻自由及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
制定。」
9. 從上述新聞可知，大法官認為《民法》對婚姻規定違憲的原因是因為違反《憲法》保障人民的何種權利？(甲)《憲法》
第 22 條之其他基本權利； (乙)《憲法》第 7 條之平等權；(丙)《憲法》第 15～16 條受益權； (丁)《憲法》第 8～14 條之
自由權。(A)甲乙(B)乙丙(C)乙丁(D)甲丁

10. 文末可以得知，未來有關機關在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要進行修法或制定，是何種思想的落實？
(A)比例原則
(B)憲政主義
(C)法律保留
(D)依法行政
11. 立法院針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召集朝野黨團協商，並順利在院會中完成三讀程序，修法刪除了罷免
不得宣傳，與降低提案、連署門檻及罷免成功與否的門檻。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黨團協商的結果在二讀會之
後，可以再修正 (B)人民若不認同此法可以是法律修正案提案人
(C)進入三讀時不能再修改罷免成功與否的門檻 (D)《選罷法》修正代表我國間接民權向前邁進
12. 立法院針對「一例一休」與刪除七天國定假日等相關《勞動基準法》修法進行「黨團朝野協商」，希望能加速進入
二讀與三讀。針對黨團朝野協商的敘述何者正確？
(A)立法院內黨團朝野協商是由程序委員會進行協商討論
(B)時代力量因在不分區立委只取得兩席，無法組成黨團
(C)立法院最多組五個黨團，無黨籍或小黨立委可組政團
(D)立法院的法案須經過黨團協商的程序才能進入二讀會
13. 日本核食是否開放一直有爭議，有民眾發現在市面上能買到核災區食品，從事代購業者沒有查明產地就購入，且未
經過申報及邊境查驗程序，就轉賣給國內民眾，應是忽略了哪一種倫理的重要性？
(A)資訊倫理
(B)環境倫理
(C)專業倫理
(D)生命倫理
14. 高雄左營有間餐廳，水餃一顆一塊錢，每天店門還沒開外面就排滿人潮。老闆賣這麼便宜其實是為了照顧弱勢，只
要花二、三十元就能吃飽，老闆是做房地產起家，因為想幫助弱勢回饋地方每天會準備五萬顆冷凍水餃，讓民眾來
吃，老闆的善舉，讓民眾覺得暖心。針對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從義務論觀點來看，老闆讓大家都吃飽，感到開心，這是符合道德的
(B)老闆想照顧弱勢的民眾是因為老闆具有慈悲為懷的心腸，符合德行論
(C)有些有錢人為了省錢，去吃一元水餃，持義務論觀點的人認為不道德
(D)德行論是由康德提出，老闆有行善的動機，賣一元水餃行為是道德的
15. 有網友在網路上發文詢問「在臺灣超商大家食用御飯糰會微波加熱嗎？」引發網友們的熱烈討論。該網友表示，
「御
飯糰」當初從日本引進時，基本上為了因應方便，因此採「冷食」吃法，不用微波即可食用。而在臺灣卻看到不
少人會請店員將飯糰加熱，這是在日本完全沒看過的景象，這也讓他好奇的詢問「是否很多人都誤解御飯糰需要
加熱才能食用？」請問，從日本引進的御飯糰，從冷食吃法轉變為加熱食用，可以用下列哪一個文化內涵來解釋？
(A)全球在地化
(B)在地全球化
(C)另類全球化
(D)文明進化論
16. 德國總理梅克爾打算推動法案，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場所穿戴完全遮住臉部的罩袍和面紗，梅克爾表示，德國的
習慣是「露臉」，因此穿戴罩袍和面紗不恰當。請問梅克爾的態度隱藏了何種價值？
(A)女性摘下罩袍面紗，有助提升文化資本
(B)罩袍面紗在德國屬於大眾文化的一環
(C)罩袍面紗無法融入德國的民間文化
(D)以種族中心主義的思維推動法案
■為了防止中國大陸透過散布假新聞影響國家安全，部分民進黨立委在 2017 年 3 月提出提出制定《反滲透法》的想
法，此提案立刻被抨擊有危害新聞自由之虞；同樣深受假新聞困擾的歐美國家，也試圖尋找打擊假新聞，又能守住新
聞自由的兩全其美方案，無國界記者組織法國總部主席韓石（Pierre Haski）來臺演講受訪時表示，唯有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教育，培養思辨能力才是關鍵。韓石另外也指出，現今媒體不受人信任，主要是媒體受到政府操控，造成民
眾對媒體打擊霸權的神話破滅，以及認為媒體是統治菁英的黨羽。
17. 韓石指出：「媒體不受人信任，主要是媒體受到政府操控，造成民眾對媒體打擊霸權的神話破滅，以及認為媒體是
統治菁英的黨羽」，此一言論指出媒體在扮演社會公器角色的何種質疑？
(A)各家媒體政治立場向來一致
(B)為擴大自家媒體的經濟利益
(C)媒體扮演第四權的功能弱化
(D)媒體報導向來無法呈現真相
18. 要打擊假新聞並同時堅守新聞自由的方法在於媒體識讀，下列何種作法能提升閱聽人的媒體素養？
(A)政府的置入性行銷有助於了解施政成果，閱聽人無須再費心思索
(B)時常反思媒體報導的選材、查證均可能不足而未能真正反映事實
(C)媒體報導全是庸俗瑣碎的內容，為避免總白癡化，還是不要收看
(D)了解媒體有其價值偏好，選擇收看自己喜歡的媒體所製播的節目
19. 臺北「誠實冰箱」以無店員、憑良心付款的方式經營，然而近來竊盜及詐騙事件頻仍，業者決定暫停營業，讓支
持者十分不捨。請問「誠實冰箱」的停業呈現了甚麼概念？
(A)社會資本的不足
(B)社會運動的困境
(C)志願結社的難題
(D)財團法人的缺失

■據報載，(甲)政府相繼推出「舊區重整」
、「都市更新」等方案，但討論十年寸足未進，都市更新委員會提議降低重建所
需的業主同意百分比，對此有議員表示，由於憲法保障私人財產權，若要動搖該權利，必須有很強烈的公共利益，譬如
若不重建，(乙)少數危樓對社區內多數樓宇的破壞性極大。
20. (甲)說明的是公益代表者中，何者功能的不彰？
(A)弱勢族群的遊說
(B)社會大眾的輿論

(C)公益團體的倡議

21. 有關(乙)的觀點，符合公益利益相關論述中的何者？
(A)邊沁的效益主義
(B)桑德爾的社群主義
(C)羅爾斯的正義論

(D)公部門的強制力

(D)馬克思的社會主義

■向資方施壓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
「罷工」是力道最強的一種手段，因會阻礙公司的正常運作，造成資方的壓力，並
促成其同意讓步而達成協商共識。如華航員工透過走上街頭的罷工行動，以爭取工作條件與薪資等各項勞動權益即屬
之。
22. 根據上文，華航員工所爭取的人權具有何項特性？
(A)屬於積極性的權利
(B)屬於人身自由範疇
(C)屬於自由權的範疇
(D)屬於新興的集體權
23. 華航員工主要採取何種形式之人權，以追求自身權利之保障？
(A)受益權
(B)言論權
(C)平等權
(D)集會權
■臺灣 2016 年各行業每人每月薪資統計， (甲) 90％以上的行業男性平均薪資高於女性，即使在同一行業中，女性勞動
報酬也同樣低於男性。此外，(乙)職場中存在對跨性別工作者的歧視，以及新住民及二度就業婦女的工作權、性騷擾等
問題。苗栗縣政府以「跨越職業性別隔離」為主題，辦理職業體驗、電影分享等多樣性活動，讓大眾了解存在工作中
的性平大小事。
24. 文中(甲)的敘述主要凸顯何種社會現象？
(A)男女的就業人口差異懸殊
(B)性別主流化建構的社會分工現況
(C)兩性的就業呈現同工不同酬 (D)女性的就業意願仍普遍相當低落
25. 有關(乙)所列困境，勞工本身可以援引哪些法律進行權利救濟？甲、《勞動基準法》；乙、《性騷擾防治法》；丙、《性
別平等教育法》；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26. 2016 年，臺東縣某溫泉酒店推出良心商店，販售現做現賣蛋糕及餅乾，由客人自行從冰箱取貨並投錢。然而，營業
1 年多來有約 2 成「無良」客人沒付錢。某日上午，投錢的小木盒錢箱甚至直接被偷走，業者難過表示，沒想到這
次竟然是錢箱直接被黑心小偷拿走，魔鬼的挑戰終於得逞。關於上述，我們可用何種理論來解釋？
(A)佛洛伊德：不能誠實付錢，是因為本我凌駕於超我
(B)米德：「魔鬼的挑戰終於得逞」是因為客我凌駕主我
(C)顧里：如果缺乏鏡中自我，會使個人出現偏差行為
(D)艾瑞克森：小偷之人格發展在青少年階段產生角色混淆
27. 公教年改實施後，預計未來 50 年各級政府將節省逾 1.4 兆元的經費，但應該如何運用，卻因公教團體與勞工團體
看法不同而產生爭議。依上文所述，說明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會面臨何種問題？
(A)預算有限，但各部門需要的經費無窮，導致預算分配面臨市場失靈問題
(B)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團體向政府進行遊說，卻導致決策出現政府失靈現象
(C)政府歲收逐年減少支出卻快速攀升，因此必須增加公營事業來提高收入
(D)公教保險與勞工保險等社福支出占國家過多預算比例，應予以大幅刪減
28. 綠島海域的龍王鯛，被綠島民宿業者手持魚槍射殺；依據〈華盛頓公約〉，龍王鯛被列為保育類野生動物，禁止捕
殺，且根據中研院 2014 年的調查，長居在白沙海域的龍王鯛僅剩 7 尾。請問：龍王鯛屬於哪一種財貨的性質？
(A)純公共財
(B)準公共財
(C)純私有財
(D)準私有財
29. 劉小姐等 9 人到無菜單料理餐廳用餐，結帳發現餐費竟達 12 萬多元，因此與店家起糾紛；劉小姐覺得：
「像是被當
肥羊宰！」店家則強調價錢反映成本。店家沒有在用餐前揭露完整消費資訊，消費者也未詢問價錢，因此兩者之間
的糾紛，正反映出無菜單料理常出現的何種問題？
(A)資訊不對稱
(B)草原的悲歌
(C)成本效益分析
(D)外部成本內部化

30.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最新 GDP 統計，由於民間投資表現優於預期，2017 年經濟成長率上修至 2.05％，為近 3 年來
新高。請問由此數據可做下列哪一項推論？
(A)我國的生產產品品質提高帶動價格上升
(B)我國在生產過程的自然資源消耗有減少
(C)我國已將各種家務勞動加入 GDP 的計算
(D)我國經濟生產的總產出呈現增加的趨勢
31. 美國總統川普以國家安全為由，欲對進口鋼鐵、鋁品課徵高關稅與實施配額制度，引起其他 WTO 成員國的撻伐。
關於此事件可做下列何種解釋？
(A)美國符合 WTO 以課高關稅為原則的貿易措施
(B)美國違反 WTO 去除成員國非關稅貿易障礙的限制
(C)其他成員國可不經 WTO 諮商自行對美國進行制裁
(D)此政策符合不歧視原則以維護美國國家安全
■臺灣水果透過生產技術進步、行銷精緻化，讓品質愈來愈好的鳳梨釋迦，在外銷市場上打出口碑。2015 年鳳梨釋
迦的出口額就達 2,800 多萬美元，穩居外銷水果一哥！而中國大陸、東北亞、東南亞等國家，則是主要外銷地區。
32. 鳳梨釋迦等高品質水果大量外銷後，對臺灣的影響為何？
(A)臺灣國內市場的水果的產量提高、售價下降 (B)生產者剩餘將減少，生產的農民因出口而受損
(C)臺灣的消費者因水果增產，而增加購買的數量 (D)出口對臺灣整體而言具有好處，將獲得貿易利得
33. 亞洲國家是臺灣水果外銷主要地區，但各國口味不同。只要是臺灣水果，中國大陸全買單；外銷日本的是芒果、
香蕉、柑橘，韓國是芒果，東南亞的則是冬季水果。這些臺灣水果的進口國，在經濟福祉的變化為何？
選項

(A)
(B)
(C)
(D)

項目
消費者剩餘
生產者剩餘
總剩餘
貿易利得

貿易前
ABD
BC
ABC
D

貿易後
A
C
ABD

變化
減少BD
減少B
增加D、減少C
減少D

■行政院衛福部彙整各地端午節粽子的抽檢報告，發現檢出禁用硼砂、大腸桿菌超標、過量使用防腐劑苯甲酸等情形，
各地衛生局將針對不合格廠商展開第 2 次檢驗或直接開罰。
34. 端午節時，家家戶戶會吃粽子應景，而商家看準此商機，亦會紛紛推出粽子搶市，粽子的供貨量也會增加，此時粽
子的市場均衡為何？
(A)均衡數量增加、均衡價格變動不確定
(B)均衡數量減少、均衡價格變動不確定
(C)均衡價格提高、均衡數量變動不確定
(D)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變動不確定
35. 政府抽檢粽子後，發現許多不合格，並將消息公告周知，此時對粽子市場的直接影響為何？（註：S、D 為原先的
供需線）
(A)
(B)
(C)
(D)

3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舉行聯合法拍，其中法拍物件中最受矚目的是中興航空的兩組熱氣球，一顆原價逾百萬
元，目前已進入最後一次拍賣，所以每顆熱氣球底價下殺至新臺幣 30 多萬元。假設是受到近年來熱氣球風潮不再，
而讓業者不想出手購買熱氣球，從需求法則來看，何者正確？
(A)受到對未來預期影響，需求量增加
(B)受到產品的價格影響，需求量減少
(C)消費者受到偏好的影響，需求減少
(D)受到相關產品價格影響，需求增加
■日本電機大廠 Panasonic 因為國際競爭激烈緣故，將完全停止生產液晶電視面板，但繼續生產車載顯示幕、醫療儀器
等非電視用液晶面板；而且 Panasonic 並不打算裁員，而是將員工調到生產車用蓄電池等工廠。
37.從生產可能線來看 Panasonic 的未來生產規畫，將產生何種變化？
（註：F 為原先的生產可能線、a 點為原先的生產可能組合）
(A)由 F→F1
(B)由 F→F2
(C)由 a 點 → b 點
(D)由 a 點 → c 點

38. 若是 Panasonic 決定將生產液晶電視面板的生產線裁撤，同時資遣該部門的員工，此時的生產可
能線將產生何種變化？（註：F 為原先的生產可能線、F1 為新的生產可能線）
(A)
(B)
(C)
(D)

39. 2016 年 6 月 5 日，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馬侃訪問團，由於馬侃首度以參議院軍委會主席
身分率團來訪，也是睽違 24 年再度有參院軍委會主席率團訪臺，這也是近十年來訪臺人數最多的美國聯邦參議員
團。蔡總統特別提及要請他們敦促美國行政部門，持續售予臺灣防禦武器，並強化雙邊在軍事安全領域交流與合作。
綜上所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1979 年美中斷交後，美國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做為與我國互動基礎
(B)《臺灣關係法》雖為美國國內法，卻也是美國得以對臺軍售的法源依據
(C)美日安保體制是為兩國利益需求形成的軍事合作，範圍也涉及周邊國家
(D)《臺灣關係法》主張美國政府應給予臺灣政府與其他主權國家同等的待遇
40. 位於荷蘭的國際刑事法院，於 2016 年 8 月 22 日審理一名聖戰士，他被控摧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
廷巴克圖知名陵墓等文化遺址，該聖戰士目前遭到逮捕並送到海牙的國際法庭，這是第一起因摧毀文化遺址而受到
指控的案件。請問：關於國際法庭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國際法庭為聯合國下屬機構之一
(B)國際法庭獨立於聯合國之外
(C)國際法庭提供國家共同討論的平臺
(D)這一場審理案件是屬於維護和平權
41. 新北市廖姓議員的競選幹部涉嫌在 2014 年選舉時，在總部附近交付郭姓女子新臺幣 3 萬元，指示以每票 500 元代
價買票，雖然議員本身沒有涉賄，但對手提出當選無效之訴，訴訟至今，二審臺灣高等法院維持一審認定當選無效
確定。在此案件中，根據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列關於選舉訴訟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若廖姓議員不服判決可再上訴最高法院 (B)當選無效判決確定，需要重新選舉
(C)當選無效之訴是以選舉委員會
為主要訴訟對象 (D)當選無效判決確定時，則由落選者中最高票者當選
42. 高雄市政府日前宣布將高雄美術館進行一系列的改造，人事上將逐漸調整增加聘用不具公務員身分的約聘雇人員，
市政府雖仍保留核心的公權力，但館內將引進各種餐飲、文創商品等服務，再透過夜間開館模式，讓民眾在聚餐的
同時，還能欣賞世界級藝術展覽。請問：從上述高雄市政府的政策，可看出是使用何種組織改造的方式？
(A)去任務化
(B)地方化
(C)法人化
(D)委外化
43. 2016 年 5 月，立法院廢止《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
，時任行政院院長的張善政表示痛心；媒體詢問張揆，
行政院是否考慮提出「覆議」
，設法補救，張揆則表示「立法院如果送到行政院時間根本沒時間讓我們覆議，那根本
免談，所以要談覆議或不覆議，太早了。」下列有關覆議的敘述，何者正確？
(A)覆議案由總統經由行政院長同意後提出
(B)覆議案為立法院制衡行政院的重要權力
(C)覆議案提出後國會則必須修正符合期待
(D)覆議的制度在總統制及雙首長制中才有
44. 菲律賓新任總統杜特蒂在競選期間，誓言動用嚴厲手段掃毒，因此深得民眾支持。而他在宣誓就職後，執法單位雷
厲風行掃蕩毒販和毒蟲，上任才短短 4 天，就有 30 名嫌犯遭警方擊斃，而杜特蒂的鐵腕掃毒手法，也引發當地律師
團體不滿。若以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由警方直接擊斃毒販的行為是否符合民主？
(A)符合，因為該國的總統是由民眾直選所產生
(B)符合，因為販毒者犯罪在先，警方執法合宜
(C)不符合，因為並不是所有民眾皆支持該總統
(D)不符合，因為根據法治精神，行政權應受限
45. 在課綱微調爭議期間，我國進行了總統大選，而取得權力的總統在韋伯的界定中具有統治的正當性。而我國目前國
家統治的正當性，屬於下列何種類型？
(A)領袖魅力型權威，當選人具有群眾魅力和獨特的人格特質
(B)傳統型權威，因政黨輪替已成慣例，反對黨當選成為常態
(C)合法理性型權威，是經由理性的正式投票程序而宣布當選
(D)混合型權威，必須同時具備三種權威，才能就任新任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