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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學校行政人員、老師不能任意搜查學生的身體與私人物品，主要是保護學生的隱
私及身體自主權，並非為了管理之便或維持師生關係的和諧，故答案為(C)保障學
生尊嚴與人格權。

2. C

(A)甲國稅率高與戊國國民需服兵役，無法判斷兩國的自由民主程度
(B)甲國稅率高與丙國國營企業對 GNI 貢獻高，無法推論此兩國的社會運動與政黨
運作情形
(C)乙國人民可自由組織與參加 NGO，丁國監控該國新聞及社交媒體，兩國對言
論自由保障落差大
(D)戊國國民需服兵役，與隱私權的保護無關

3. B

限制媒體刊載內容，主要是為了保護兒少身心健康，而限制了新聞自由。
(B)為保護兒少健康而做的限制，限制了學生的自由權。

4. A

本題涉及之都市計畫，屬行政行為中之行政計畫；最終將小華家劃入都更案之範
圍，則屬行政處分。對行政處分不服者，應採訴願→行政訴訟之行政救濟途徑。
(A)退學處分亦屬行政處分，應採訴願、行政訴訟之救濟途徑
(B)受不當體罰者可向老師請求民事損害賠償或請求國家賠償
(C)解除買賣契約純屬民事糾紛
(D)純屬民事雇傭契約

5. B

(A)基於特別預防理論
(C)於聊天室之辱罵行為該當刑法公然侮辱罪之規定，無違罪刑法定主義
(D)老闆仍可請求民事賠償，與應報理論無關

6. D

本題新修民法規定顯示子女扶養父母之義務並非絕對不可更改，而可能隨時代、
情事變遷而改變。

7. B

漏水糾紛屬民事糾紛。(B)警察不處理調解程序。

8. D

題幹之敘述過度限制受刑人之秘密通訊自由，違反比例原則。(A)違反誠信原則
(B)違反明確性原則 (C)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D)違反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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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

甲國國內價格高於國際價格，故甲國會進口；
乙國國內價格低於國際價格，故乙國會出口。
在開放自由貿易情況下，甲國的消費者剩餘會增加，生產者剩餘減少，乙國則相
反，但兩國的價格會趨於一致，兩國的福祉皆增加。

10 .D

施打流感疫苗，施打者可產生抗體，避免被傳染，也避免傳染給他人，為具有外
部效益的行為。(A) (B) (C)選項並無外部性。

11. A

(A)公共財特性為共享、非排他，所有人均有權利得到災情訊息，且不影響其他人
收到訊息之效益
(B)GDP 為一國境內生產最終商品之市場交易總額，救濟屬社會福利，不計入
GDP
(C)市場供給「量」是受價格影響，但題目未說明，且二手物資不會進入交易市場
(D)社會資本為人際網絡間之互信，和營造無關

12. B

題目為「體驗」街友生活，選項中僅 B 為體驗。

13. D

「遊民」一詞有歧視意味，故改稱呼是為避免歧視，僅 D 符合。

14. C

由圖可知，1 選區只選出 1 人，且得票多者當選，故選 C。

15. B

(A)因題幹中提及圖 1 為該地方之「部分選區」，故無法推知甲是否為該地方之最
大黨；且是否為最大黨應依總席次判斷，而非支持率
(B)因該國為地方分權之國家，地方行政權可決定選區重劃，可選擇對執政黨有利
的選區劃分，故由該地方之選區重劃結果改為對乙黨有利一事，可推知乙於選前
應為該地之執政黨
(C)承(A)，圖 1 僅為「部分選區」之政黨支持比例，無法推估該地方是否由某一
政黨「長期」掌控行政權力
(D)承(A)(C)，圖 1 中僅提供「部分選區」之資訊，無法得知行政權和立法權的歸
屬

16. D

(A)監督政府的團體不必然要與執政黨有抗爭關係
(B)該組織即為利益團體
(C)遊說政府不會損及其獨立性
(D)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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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

(A)考試委員是由總統提名，立院同意後，始任命之
(B)直轄市間之爭議是由行政院調和
(C)解釋法律乃大法官之職權
(D)提案彈劾是監察院之職權

18. C

(A)該國執政黨是國會多數黨，故應有政黨競爭
(B)由題幹無法判斷是否該國為間接選舉制度
(C)因首相有下台壓力，且國會執政黨黨員呼應要撤換黨魁，故可知首相同時為黨
魁
(D)執政黨是國會多數黨，故未必是聯合內閣

19. A

題幹描述高價股出現交易量與交易價皆減少的現象，故可能是需求大幅減少造
成，因而選需求線大幅左移，但供給不變或小幅右移。

20. D

從題幹「前朝因為不斷加稅，造成民生困苦。不僅平時練兵要加稅，出兵遼東也
要加稅，後來鎮壓民變、清剿海盜更要加稅」等敘述，可知「前朝」為明代，而
「我朝」即為清。

21. A

題幹中敘述為「東漢晚期」、「東王公」、「西母王」、「大山武帝神仙印」等敘述，
可知為東漢時代所盛行之神仙方術，故答案為(A)。

22. D

題幹中可知此朝代有科舉考試，而「無法進入仕途者往往改行經商」、「賈而成功
者十之九」等，可知是明代商業發達，商人地位提高的現象，故答案為(D) 。

23.Ｃ

題幹中敘述百姓對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反感，應是發生在開放通商口岸外人可入
中國傳教後，以時間點來判斷，應是 1880 年代符合此題的敘述，故答案為(C) 。

24.Ｃ

1951 年舊金山和會為二戰結束後的對日和會，該會議中，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皆非與會國。

25.Ｂ

從「自認為彼得的繼承人」中可推知「有人」為基督教會的一員。「可以廢止任何
命令，乃至罷免皇帝，解除臣民對暴君的義務」意謂該時期教權高於政權之上，
故以 11 世紀的教宗較合適。

26.Ｃ

佛朗機人為明代對西班牙人之舊稱。地理大發現後西班牙以菲律賓(呂宋)為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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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進行走私貿易。
27.Ａ

這些文獻資料皆為人口資料，舉凡：新占民(移民)、軍職、工匠、移出人口、人口
販賣等，涵蓋類別多樣，反映著統計與掌控人口數量，以作進一步利用。

28.Ｄ

題幹敘述一次大戰以前該國被瓜分，至一次大戰後才復國，二次大戰期間又遭佔
領，從上面敘述，可知為(D)波蘭。

29.Ｂ

題幹敘述，東北亞地區衝突，又指出「保衛台灣人民利益及維護太平洋地區和平
與安全計畫……」，並且是由美國提出。代表是韓戰之後，美國對台灣的保障。

30.Ｃ

題幹敘述，文字採「兩面印刷」，代表此時已有印刷術，故 A、B 不選。而油畫在
書中，故為(C)明末耶穌會士的基督教經書。

31.Ｄ

題幹中，1913 年父親幫他剪辮子，又提到政局改變。之後入學就讀，沒有說「國
語」，國語又用「」表示，同時被逐出校門，代表是在台灣的情況。

32.Ａ

從題幹所述 1974 年和印尼，以及日本使館派人探視，可知此「野人」應為二戰時
的原住民，被日本派至東南亞作戰，答案應選(A)。

33.Ｄ

此題觀念為史學方法的應用，題幹敘述此「新方法」可填補夏商歷史的空白，而
夏商為上古史，需要考古資料做佐證，故選(D)。

34.Ｃ

從題幹中的表格和敘述可知德意志地區兵力大盛，且迫使對方帝制廢除，改行共
和，此應為 1870 的普法戰爭，故選(C)。

35.Ａ

11~2 月為印度熱帶季風氣候的涼季，涼爽乾燥，適合旅遊。

36.Ｄ

照片為排灣族常見的石板屋，分布在中央山脈的南段。

37.Ａ

全球布局需要快速的資訊傳遞與原料、零件的運送才能完成，故選(A)。

38.Ｂ

該照片為火山口，而安地斯山脈較多火山活動。

39.Ａ

照片為鹽田景觀，適合於乾溼分明的氣候區生產，圖二中甲曲線 1~4 月為明顯缺
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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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Ｂ

(A)溫帶常綠林主要在夏雨型暖溼氣候和溫帶海洋性氣候，所以為澳洲、紐西蘭、
英國、愛爾蘭、法國→五國
(B)溫帶落葉林為溫帶乾溼分明的大陸性氣候和季風氣候，所以為日本、加拿大、
韓國、德國、比利時、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奧地利、捷克→10 國
(C)溫帶灌木林主要在地中海型氣候，所以為澳洲、法國→2 國
(D)寒帶針葉林在副極地氣候

41.Ａ

該地區主要的風暴為北半球低壓，故選(A)。

42.Ａ

甘蔗主要在熱帶，只有甲為熱帶，乙、丙為溫帶，丁為副極地。

43.Ａ

根據敘述「往日韓方向傳送，最遠到美國」，都在沙塵發源地東側，主要是因西風
的影響。

44.Ｃ

人口金字塔的幼年人口明顯縮減，應鼓勵生產，故甲、丁二者不對，選乙、丙。

45.Ｄ

注意洋芋片右下方，標誌放大可看到「印尼」字樣，以及「阿拉伯文」推測為清
真認證食品，故選(D)宗教信仰。

46.Ａ

紅酒商選擇同語言國家，以及氣候相近者投資，智利中部與西班牙同為地中海型
氣候，也講西班牙語。澳洲西南部為地中海型氣候，但為英語系國家。

47.Ｃ

由 TM2 度分帶座標可知，由 O 點往 T 點，X 座標增加(往東)，Y 座標增加(往
北)，由座標值只能知道直線距離，又題目寫「蜿蜒步行」，故即使有時間資訊，
但無法算出「速度」。

48.Ｂ

由座標值可知往東北方。

49.Ｄ

49~51. 世界面積前七大國：俄羅斯、加拿大、美國、中國、巴西、澳大利亞、印
度。由此推知：甲－美國，乙－巴西，丙－澳大利亞，丁－西班牙。
大部分夏乾冬雨→溫帶地中海型氣候，故選(D)西班牙。

50.Ｃ

從地質結構古老(印澳板塊)及特有種 Ex. 無尾熊、袋鼠，可知應選(C)澳大利亞。

51.Ｂ

出口鐵礦、蔗糖，且有殖民經濟，故選(B)。

52.Ｂ

題幹中有提到「祀壺」等字，故可知為台南西拉雅族的阿立祖祭，答案應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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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Ｃ

為台南西拉雅族的祀壺信仰，故選(C)。

54.Ｃ

金人以騎兵陸戰擅長，因此南宋開國軍高宗從寧波乘船避難江南沿海，等待金兵
撤退後，為了日後方便出海避難，選擇江南富庶的臨安(杭州)為首都。

55.Ｄ

中國江南多為岩岸(谷灣式海岸)，海岸曲折多大陸島，故適合躲藏。

56.Ａ

清代泉州移民主要在西部濱海平原和台北地區，漳州人則在西部內陸平原(嘉南平
原)和宜蘭地區。

57.Ｂ

王爺信仰集中在台灣西南、東南沿海地區，而這些地區住民主要是泉州人。

58.Ｄ

椰林為熱帶特徵+客家人分布，故為屏東六堆地區。

59.Ｃ

社會主義者主張經濟平等，生產工具公有，沒有階級壓迫，人人各盡所能，各取
所需。

60.Ｄ

在市場經濟下，透過市場機能的運作，能使社會福祉最大、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
結果。而若有其他因素使市場機能無法充分發揮作用、無法達成經濟效率，則稱
為市場失靈。

61.Ｃ

政治人物的演說重點在於「不分膚色」的基礎，以民主選舉建立一個統一的國
家，並結束白人壟斷政權。亦即透過保障多元族群(不分膚色)的平等(透過民主選
舉)，促進國家整合(統一的國家)。

62.Ｂ

1990 廢除種族隔離政策，故推測為南非的曼德拉。

63.Ａ

由 62 題曼德拉可知為南非。

64.Ｂ

此題重點在 1. 貴族聚會 2. 地球儀、天體儀……、星盤，所以判定為十六世紀，
故選(B)。選項(C)的沙龍聚會重心以自由、平等思想為主。

65.Ａ

題幹中說畫作內容出現「貴族、地球儀、天體儀……等物品」呈現當時貴族的生
活，和平民生活不同。

66.Ｃ

甲、北歐 乙、西歐 丙、南歐 丁、東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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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Ｄ

本題的交通港為泉州、明洲，推斷為八世紀之後阿拉伯人「梯山航海」到各地貿
易並及於泉州之事，所以選(D)。

68.Ｄ

本題承上為題組題，所以當時被當外銷品是以瓷器及絲綢品以海陸運送南下為
主。

69.Ａ

交易成本指「產品價格以外，完成一項交易所需付出的成本」Ex. 運費、比
價……等，故開港通商(貿易港逐漸從廣州向北延伸)可以降低交通成本。

70.Ｂ

題目中官員提及「該國停止收容非洲難民，否則會影響歐洲生活水準與歐洲文
化」故官員呈現出「我族中心」，亦即用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體系為中心，去衡
量別的族群文化，甚至貶抑和拒斥別的族群與文化。

71.Ｄ

自北非地區進入歐洲的國家在歷史上曾為：
1. 前三世紀~四世紀 羅馬帝國
2. 八世紀~十世紀 阿拉伯帝國
3. 14 世紀~19 世紀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72.Ｂ

(A)象牙海岸為熱帶季風多雨，奈及利亞為雨林氣候
(C)僅有幾內亞和厄利垂亞為撒赫爾地區
(D)南部非洲愛滋病最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