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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不論政府機構或民營企業，對於人才的要求，除了專業知識、解決問
題的能力之外，還有做事態度。請以「值得做的事就值得好好做」為
題，作文一篇，文長不拘。 

二、公文：（20 分） 

試擬內政部函警政署，轉知所屬各警察機關，警察人員執行勤務時如
遇新移民或外籍勞工，不得使用歧視性言詞，或警員之間刻意以方言
交談，以避免不必要之誤會或衝突。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下列選項「」中的字音前後相同的是？  
信末封「緘」⁄「弦」外之音 白髮皤「皤」⁄堅若「磐」石 
佳餚美「饌」⁄「椿」萱並茂 「熠」熠生輝⁄棄甲「曳」兵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執行各項任務須觀察時勢，隨機應變，不能默守成規 
不肖商人傷害民眾健康的行為，激起大家的同仇敵慨 
演講如能言簡意賅，切中問題核心，必定會大受歡迎 
瑞安與合夥人因理念不同，早已分道揚鑣，行同陌路 
一吏人犯贓致罪，遇赦獲免。因自誓：「以後再接人錢財，手當生惡瘡。」未久，

有一人訟者，饋鈔求勝。吏思立誓之故，難以手接。頃之，則思曰：「你既如此
殷勤，且權放在我靴筒裏。」 
最適合用以評論上文吏人的選項是： 
三思後行 本性難移 信守誓言 通權達變 
下列文句，排列順序最恰當的選項是： 
力不足以勝之，則避而不爭； 
甲、不求幸勝 
乙、又長慮深思而不盡其力 
丙、力足以勝之 
丁、不求過勝 
此其所以終勝歟？ 
甲乙丙丁 乙丁甲丙 丙乙甲丁 丁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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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下列那個選項中所描寫的古代詩人與其他選項不同？ 
面容枯槁，身上長滿青苔⁄那提著一頭濕髮而行吟江邊的人⁄是你嗎 
你奮身一躍，所有的波濤⁄汀芷浦蘭流芳到現今⁄亦何須招魂招亡魂歸去⁄你流浪的

詩族詩裔 
愛國⁄下午兩點，太陽七十度傾斜⁄汩羅在同學的朗讀裡涸竭⁄課本有空白地方，我

試著演算：【懷才不遇×愛國÷投江】 
車子已開出成都路／猶聞浣花草堂的吟哦不絕／再過去是白帝城，是兩岸的猿

嘯／從巴峽而巫峽心事如急流的水勢／一半在江上／另一半早已到了洛陽／當
年拉縴入川是何等慌亂悽惶／於今閑坐船頭讀著峭壁上的夕陽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老子》78 章）關於這段話的詮
釋，最適當的選項是： 
剛柔相濟，不偏不倚才能成就大事 
有人打你的右臉，連左臉也轉過來由他打 
裝傻示弱可以搏取同情，凡事逞強則讓人反感 
至柔的水日積月累，所發揮的力量勝過任何堅硬的兵器 
下列那個選項「」中的詞語使用不當？ 
基於「保護消費者權益」，網路下載音樂或影片是不被允許的 
這家飯店依據「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向撥打國際電話的旅客收取電信費用 
我們應破除精神疾病的「污名化」，讓人知道精神患者也可以過健康而快樂的

人生 
某些電視台向商家收費，以新聞為名在節目中為該商家廣告，這種「置入性行

銷」手法頗受爭議 
北人生而有不識菱者，仕於南方，席上啖菱，併殼入口。或曰：「啖菱須去殼。」

其人＿＿＿，曰：「我非不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北土亦有此物
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不有！」 

 上文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自護所短 見多識廣 注重養生 飢不擇食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不知遠去。怒其柱之觸己也，則

張頰植鬣，怒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蘇軾〈二
魚說．河之魚〉） 
「怒腹而浮於水」中的「怒」，意義與下列何者最相近？ 
秦明「怒」氣衝天，大驅兵馬投西邊來 
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怒」而觸不周之山 
爭之切，則激其君之「怒」心而堅其自用之意 
鵬之背，不知其幾千里也；「怒」而飛，其翼若垂天之雲 
關於河豚的反應與遭遇，下列評論，最不適合的選項是： 
不知罪己 妄肆其怒 天外飛來橫禍 好游而不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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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6401 
頁次：4－1 

1 The search engine gives the user easy         to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accuse  acceptance  access  accent 

2 Tom’s colleagues threw a         party for him the day before he officially retired. They wanted to show how much 
they would miss him.   
 commencement  farewell  graduation  welcome 

3 His novel was         by all the major publishers. Finally, a small publisher printed it and it became a best seller. 
 turned down  signed up  run down  put up 

4 Little kids begin learning their mother tongue by         what they hear around them. 
 commenting  meditating  imitating  eliminating 

5 My brother is very        ; he won’t give up easily. 
 persistent  comparative  conscious  obscure 

6 The exact number of the audience is still unknown, but it is         that there are around 10,000 people in the theater 
right now. 
 eliminated  constituted  illumined  estimated 

7 Keep the         card after you buy some appliances. You need to show it if repairs are necessary. 
 insurance  bargain  description  warranty 

8 For the sake of health, many people have dramatically reduced the amount of red meat they        . 
 consume  consult  constitute  construct 

9 Though unwilling to follow his father’s footsteps, Jason still         the family business when his father passed away. 
 took back  took out  took off  took over 

10 Snow         more solar radiation than liquid water. Therefore, don’t forget to protect your eyes when you go skiing. 
 reflects  remarks  resembles  restores 

11 The         of the theory is still being questioned since a number of researchers disagree with its main argument. 
 circumcision  infection  validity  community 

12 You could not         all of your readings the night before the exam. You had better start to prepare for the test at 
least a week earlier.  
 jam  squeeze  place  cram 

13 The snow         on the roads makes driving an extreme hazard for people rushing to work in the morning. 
 accumulation  attribution  attachment  accomplishment 

14 According to the new tax laws, your tax will increase         your income. The more money you make, the higher 
your tax is going to be. 
 in contrast to  in proportion to  in spite of  in violation of 

15 Many companies         e-mails sent out by their employees. Is it OK for employers to check on their employees 
like this? 
 sponsor  monitor  supervise  advise 

16 Parents should have         rules for their children. These rules should not change according to parents’ mood. 
 consistent  fluent  convenient  insistent 



 代號：6401
頁次：4－2

17 Lillian is interested in applying for a         position in Taipei 101 Shopping Mall. 
 portable  severe  blank  vacant 

18 Joseph is a man of great        . Once he has made up his mind, no one can change it. 
 eagerness  sensibility  determination  intensity 

19 The United Nations made an         for help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fter the earthquake. 
 approach  appeal  approval  apology 

20 In order to prevent casualties, all the residents in the village were         before the typhoon. 
 compelled  recovered  isolated  evacuated 

21 We have been         of the law firm for many years and are satisfied with the legal services provided. 
 clients  agents  executives  experts 

22 She claims to be an advocate of animal rights.        , she is always wearing fur and carrying a crocodile-skin purse. 
 Precisely  Suspiciously  Ironically  Readily 

23         the doctor’s warning, he still worked overtime to earn a living. 
While  Though  In spite of  As for 

24         I did not like her at first, she ended up becoming my best friend. 
 If When  Since  Although 

25 Academic performance should not be         purely by examination results, which concern only a limited aspect of 
learning. 
 arranged  measured  developed  improved 

26 Jim is very         and dynamic; he enjoys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you can seldom see him stay still for more than ten 
minutes.  
 pleased  energetic  sensitive  inactive 

27 When there is no        , you had better compromise; otherwise, you might be caught at a deadlock. 
 obstacle  opponent  alternative  subordination 

28 At first I didn’t find her annoying, but after a while her behavior began to         me. 
 replace  irritate  confirm  oppose 

29 The escaping criminal         himself as an old security guard, so the police failed to recognize him at first sight. 
 fed  disguised  switched  advanced 

30 She could not concentrate when phone calls or visitors kept interrupting her thoughts, so she took a         walk 
along the river, thinking over her career plan. 
 solitary  skeptical  definite  discreet 

31 Because the blood         to supply enough oxygen to his brain, he feels dizzy quite often.  
 begins  fails  pays  flows 

32 He moved to the countryside as soon as he retired. However, he found himself unable to         to country life 
because it was not so convenient as living in the city. 
 apply  adjust  appeal  amount 

33 Jenny: Where did you get your hair done? It looks so stylish. 
Lilly:         By the way, I highly recommend the hairstylist called Paul. 
Jenny: Thanks. I’ll sure go take a look. 
 Because my hair is too long.  I trimmed my hair last Tuesday. 
 Oh, I went by taxi.   Down the corner. Two blocks away from here. 

34 Ken: I have two tickets to the basketball game tonight. Would you like to go? 
Tim:          
Ken: Why can’t you go? 
Tim: I’ve got to hand in a 10-page report tomorrow morning and I’m still working on it. 
What a good idea!  Are you inviting me?  I can hardly wait.  I wish I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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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Sam: Would you like to go swimming with me? 

Jane:         I think I’m getting a cold. 
 Sure thing.  Yes, thank you.  I’d rather not.  You’re just being polite. 

36 Customer: I’m looking for a portable CD player. 

Salesgirl:         

Customer: Hmm. Do you have something a little less expensive? 
 Yes, madam. Our CD players are locally manufactured. 

Well, that depends. Some are expensive. 

 How much do you have? 

Well, this one is good value. It costs NT$6,500. 

37 Sam: What kept you so long? I’ve been waiting for an hour. 

Nancy:         

Sam: I hope we can catch the flight. 
 I was caught in the traffic jam.  It’s a matter of time. 

 You can look it up yourself.  I’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38 Man: Officer! Wait, officer! That’s my car! 

Police: Oh, it is? Then I won’t need a tow truck. 

Man: No!          

Police: Good. It’s illegal to park beside a fire hydrant. 
 Please don’t give me a ticket!  I’ll move it right away! 

 I was only gone for a minute.  There wasn’t anywhere else to park. 

 
請回答第 39 題至第 43 題： 

    For many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18 to 22 years old. They attended college 
full-time, lived in a dormitory on campus, and expected many “extras” from their colleges, not just classes. But things 
began to change in the 1970s and are very different now. Today, these “traditional” students are less than one-quarter of 
all college students. These days the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are the majority;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undergraduates in several ways. They are older. Many attend college part-time because they have families and jobs. Most 
live off campus, not in dorms. These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don’t want the extras that colleges usually offer. They aren’t 
interested in the sports, entertainment, religious groups, and museums that are part of most US colleges. They want 
mainly good-quality classes, day or night, at a low cost. They also hope for easy park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e service. Both time and money are important to them. 

    Psychological tests reflect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in this new student population, too. Each person has a certain 
learning style, and about 60 percent of the new students these days prefer the sensing style. This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practical. They prefer a practice-to-theory method of learning, which is experience first and ideas after that. They often 
have difficulty with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are unsure of themselves. Most of these students are attending college 
because they want to have a good job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39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The Rise and Fall of Universities in the US  Changes in Campus Life 
 Current College Reform   Getting a Good Job afte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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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What is NOT mention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Age.   Learning style. 
 Attitude towar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olitical ideology. 

41 What is meant by “sensing style” of learning for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They love abstract ideas.   They prefer theoretical training. 
 They value practical learning.  They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4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the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They are eager to attend the extras provided by their colleges. 
 They are mostly single.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y are the majority in the college nowadays. 

43 What is the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college life? 
 They are indifferent to class activities.  They care about time and money spent in college. 
 They are more optimistic than traditional students.  They prefer to learn theories first. 

 
請回答第 44 題至第 46 題： 

    For careful parent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detect signs indicating their children are taking drugs. Long before they take 
drug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s well give off   44   indicating they are in depression. There will be tardiness in class, 
  45   absence from school, more behavior problems, sudden dropping of old friends, appearing listless and not sleeping 
well, red eyes, withdrawal from the family, becoming secretive and forgetful, sudden mood changes, etc. As soon as you 
have found these signs of emotional disturbances and drug taking of your children, you need to   46   the problem 
immediately, finding out what is exactly bothering them perhaps with the help of a family counselor or a child 
psychologist, before things become really serious.  
44  symbols  signals  operations  obstacles 
45  deceased  included  increased  decreased 
46  contribute  confront  concede  condole 

 
請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Physical contac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an infant’s overall development. Infants usually satisfy this very basic need 
in the course of an ordinary day spent with their parents. The meaningful   47   between the parents and the infants 
includes feeding, kissing, bathing, and so forth.    48  , if a baby is neglected or even mistreated by being deprived of a 
touch, his or her development will suffer on all levels—physical,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Some children have 
  49   been known to die from this lack of tactile stimulation; many doctors think that many unexplained “crib death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lack of touch and its various consequences. Children given up for adoption at a tender age and placed in 
  50   run orphanages, children brought up by unaffectionate parents, and children whose parents touch them only to beat 
them—all these types of children run the risk of never reaching their potential as fully developed adults. 
47  contact  need  factor  day 
48  After all  However  Similarly  In comparison 
49  unless  even  never  just 
50  directly  fully  usually  poo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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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公權力行政的描述，下列何者錯誤？ 
 可委託私人或團體為之  可採取行政契約方式為之 
可向法院提起國家賠償之救濟 可以私法組織形態從事營利行為 

2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對公務員作成免職處分時所應踐行之正當法律程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處分前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及申辯機會 

法律就特定事項授權行政機關以法規命令定之，應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作成處分應經由機關首長完全指定人選組成委員會決議，不得由首長逕行決定 

處分書應附理由，並表明救濟方法 

3 下列何者不屬於私經濟行政？ 

 通知繳納牌照稅 出售平價國宅 採購消防器材 拍賣報廢設備 

4 行政機關採購價值 50 萬元的辦公設備，屬於何種行政行為？ 

受法律拘束之公權力行政 不受法律拘束之公權力行政 

受法律拘束之私經濟行政 不受法律拘束之私經濟行政 

5 下列何種法規得對人民課稅？ 
經地方議會通過之自治條例 裁量基準之行政規則 
受法律概括授權之法規命令 認定事實基準之行政規則 

6 從法律優位原則而言，下列各原則從人權保障目的著眼，何者規範位階最高？ 
憲法保留原則 絕對法律保留原則 相對法律保留原則 行政保留原則 

7 行政程序法第 4 條規定，行政行為應受法律及一般法律原則之拘束。關於其內涵，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本條主要指出，法治國家中立法權與行政權關係的基本原則 
本條所指「法律」，不限於形式意義的法律，而且包括行政規則 
本條規定即為依法行政原則 
本條意旨包含法律優位原則及法律保留原則 

8 何謂法律保留原則？ 
法律規定有漏洞 法律規定不完整 僅得以法律規定 不得牴觸憲法 

9 行政程序法第 6 條規定，行政行為，非有正當理由，不得為差別待遇，為何種法律原則？ 
比例原則 公益原則 平等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10 有關人民得對行政行為主張信賴保護之敘述，下列何者最正確？ 
僅得對行政處分主張 僅得對行政契約主張 僅得對法規命令主張 亦得對行政指導主張 

11 下列何者不屬於公務人員保障法所規定的權益救濟程序？ 
申訴 再申訴 復審 異議 

12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行政一體原則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行政院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須為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內之所有行政院所屬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 
基於權力分立原則，行使立法權之立法院，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人事決定權，固非不能施以一定限制

作為制衡，但制衡有其界限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之任命，實質上由立法院各黨團依其席次比例組成之審查委員會決定，係屬合憲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由行政院院長任命後，自行集會選舉正、副主任委員，再由行政院院長於七日內

任命，並不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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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列有關管轄恆定原則之例外，何者屬於無隸屬關係機關管轄之變動？ 
 委任 委託 干預 移轉 

14 下列何者不是公法人？ 
 中華民國 南投縣政府 臺北市 屏東縣 

15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設計，下列何者為取代訴願的制度？ 
復審 申訴 再申訴 調處 

16 公務人員不服考績乙等之評定，依法得提起： 
 訴願 行政訴訟 國家賠償 申訴 

17 不服中央各部、會、局、署所屬機關之行政處分，何者為訴願管轄機關？ 
 中央各部、會、局、署  中央主管院  
各部、會、局、署之所屬機關 中央主管院或中央各部、會、局、署 

18 關於法規命令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行政法院法官於審判時，認為所適用之法規命令違憲，應停止審判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 
法規命令之訂定，得由人民提議為之 
牴觸法律之法規命令無效 
行政機關訂定法規命令，得依職權舉行聽證 

19 關於行政程序法所規定之法規命令，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機關依職權訂定 須有法律授權 針對具體案件 僅具機關內部效力 

20 關於行政規則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行政規則具有直接的對外效力 解釋性行政規則具有間接的對外效力 
行政規則以公務員為規範對象 行政規則無須法律授權 

21 下列何者不應成為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行政規則得規範之內容？ 
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 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利之事項 
協助下級機關統一解釋法令 裁量基準 

22 關於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之行政規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機關依法律授權所訂定  非直接對外發生法律效果 
效力僅及於可得特定之相對人 具有拘束上級機關及法院之效力 

23 下列何種行政規則不必對外發布？ 
 解釋性規則 裁量基準 裁罰倍數參考表 事務分配規則 

24 解釋性的行政規則對何者有直接拘束力？ 
一般人民 司法院大法官 行政法院 下級機關及所屬公務員 

25 關於行政處分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下命行政處分具有執行力  
行政處分得由原處分機關自為執行 
行政處分之存在，為提起一切行政爭訟之前提要件 
行政處分逾得爭訟之期限即具有形式存續力 

26 下列何者並非行政處分之要素？ 
具體性 單方性 私經濟性 法效性 

27 下列何者為行政處分？ 
因欠繳稅款遭限制出境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發布景氣領先指標以及景氣對策信號 
外交部促請國人不要前往某國家觀光 
內政部去函外交部請求查明內政部所屬某公務員是否具有外國國籍 

28 下列何者屬行政處分之概念要素？ 
雙方行為 私法行為 具對外效力 抽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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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列何種行為不屬於行政處分？ 

華江大橋停用之公告   
十字路口禁止通行之紅燈訊號顯示 
行政院撤銷臺北市里長延選之決定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公布速食業者是否每日更換食用油之公告 

30 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行時，義務人死亡遺有遺產者，行政執行處應如何處理？ 
行政執行處應終止強制執行  
行政執行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行 
行政執行處得經法院同意後，逕對其遺產強制執行 
行政執行處得經行政執行署同意後，逕對其遺產強制執行 

31 下列何者屬於行政處分？ 
行政機關決定在林口興建國宅以平抑房價  
行政機關拒絕甲申購國宅的決定 
行政機關決定將國宅出售給乙之後，簽署買賣契約的行為 
行政機關將國宅所有權移轉給乙的行為 

32 警察機關命令違法集會遊行之群眾解散的法律性質為何？ 
 事實行為 職權命令 法規命令 一般處分 

33 依法令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係屬何種法律所稱之公務員？ 
公務員服務法 國家賠償法 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 

34 下列何者為形成處分？ 
徵兵處分  戶籍登記  
納稅處分  主管機關核准專利之申請 

35 下列何種行政處分具有執行力？ 
下命處分 形成處分 確認處分 無效處分 

36 下列何種情形不生補正原行政處分瑕疵之效力？ 
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行政處分，當事人已於事後提出者  
必須記明之理由已於事後記明者 
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 
應迴避之委員已於事後迴避者 

37 下列關於行政指導之敘述，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何者錯誤？ 
行政指導為事實行為  
公務員明知而作成違法之行政指導，致侵害人民權利，人民得請求國家賠償 
行政機關為行政指導，無須有法律之依據 
行政指導應以書面為之 

38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訴願程序屬行政權之行使 行政訴訟屬司法權之行使 
訴願程序收取訴願費用  行政訴訟程序收取訴訟費用 

39 人民不履行依行政契約所約定之金錢給付義務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債權人得以該契約為行政執行法上之執行名義，直接移送行政執行處對其財產強制執行  
行政契約有約定人民自願接受執行時，債權人方得以該契約為行政執行法上之執行名義，直接移送行政執

行處對其財產強制執行 
債權人得以該契約為執行名義，準用行政訴訟法有關強制執行之規定，聲請對其財產強制執行 
行政契約有約定人民自願接受執行時，債權人方得以該契約為執行名義，準用行政訴訟法有關強制執行之

規定，聲請對其財產強制執行 
40 下列何者為行政訴訟及訴願制度共同採取之制度？ 

均採先實體後程序之審理方式 均以書面審查為原則 
均得委任代理人  事件之終結均以判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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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關於訴願決定書，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載明主文、事實及理由 應載明決定機關及其首長 
應附記救濟教示  應載明未依職權停止執行之理由 

42 下列何者訴願管轄機關得作成不受理之決定？ 
應以他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訴願顯無理由 
訴願書不合法定程式，經通知補正逾期不補正 非法人團體提起訴願 

43 行政救濟制度中，訴願之目的為何？ 
作為確認訴訟之先行程序 矯正違法或不當之行政處分 
發布行政命令之先行程序 審查事實行為之合法性 

44 誤向原行政處分機關或訴願管轄機關以外之機關提起訴願，關於其法律效果，下列何者錯誤？ 
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起訴願之日  
以該機關之收受，視為自始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收受之機關應通知訴願人於 30 日內補送訴願書於原行政處分機關 
收受之機關應於 10 日內將該事件移送原行政處分機關，並通知訴願人 

45 關於行政訴訟法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公法上之爭議，除法律別有規定外，得依行政訴訟法提起行政訴訟  
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利及法律上利益之事項，對於行政機關之違法行為，得提起行政訴訟，無

須法律有特別規定 
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作成行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

付，得提起給付訴訟 
確認行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或不成立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律上利益者，

不得提起之 
46 人民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但行政機關一直未答覆，經提起訴願後遭駁回，應提起何種行政訴訟？ 

撤銷之訴 課予義務之訴 確認處分無效之訴 一般給付之訴 
47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機關公權力行政？ 

舉辦國家考試 核發建築執照 勞工保險給付 興建辦公大樓 
48 行政機關依裁量權所為之行政處分，行政法院得撤銷之條件為何？ 

其作為或不作為即使逾越權限或濫用權力，行政法院仍不得撤銷  
以其作為或不作為逾越權限或濫用權力者為限，行政法院得予撤銷 
其作為或不作為有不適當者，行政法院得予撤銷 
行政機關依裁量權所為之行政處分，行政法院均應予尊重而不得撤銷 

49 關於行政訴訟所採取之基本原則，下列何者正確？ 
採當事人進行原則，由當事人主導訴訟之進行  
採職權原則，由法院決定訴訟標的及訴訟程序之開始與終結 
採職權調查原則，訴訟資料之取得由行政法院依職權為之 
採書狀審理原則，當事人之主張須向法院提出書狀始為有效 

50 行政執行法第 3 條規定，行政執行，應以適當之方法為之，不得逾達成執行目的之必要限度。此即何一法律

原則之表現？ 
比例原則 不利益變更禁止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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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列何者有權複決憲法修正案？ 

 司法院大法官  立法院  

總統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 

2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列何者由立法院通過後，無須交由公民複決？ 

憲法修正案 領土變更案 對總統之彈劾案 對總統之罷免案 

3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國家應推行何種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全民健康保險 人壽保險 儲蓄保險 第三人強制責任險 

4 有關勞工及農民之保護，係規定在我國憲法基本國策章的那一節？ 

國民經濟 社會安全 教育文化 邊疆地區 

5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 

在中央不得少於其預算總額之百分之十五 在市、縣不得少於其預算總額之百分之三十五 

應優先編列  沒有特別規定 

6 依憲法第 167 條之規定，下列何者不在國家獎助補助之列？ 

 於學術或技術有發明者  從事教育久於其職成績優良者 

國內私人經營之教育事業成績優良者 外國僑民在我國之教育事業績效卓著者 

7 憲法第 2 章所規定的基本權利保障的條文中，何種權利規定種類最多？ 

自由權 平等權 社會權 受益權 

8 中華民國領域內，一切貨物應許其自由流通，係我國憲法基本國策章那一節之規定？ 

 邊疆地區 教育文化 社會安全 國民經濟 

9 依憲法第 2 條之規定，我國之主權屬於何者？ 

 國民全體 總統 中華民族 滿二十歲之國民 

10 對於符合擔任公務人員之資格者，給予分發職務，屬下列何者？ 

考試 任用 銓敘 陞遷 

11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那一項對於隱私權的敘述是正確的？ 

 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始受保障  

憲法明文列舉之權利 

保障個人生活私密領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料自主控制之權利 

不屬於憲法第 22 條保護之列 

12 我國憲法自第 7 條到第 22 條規定了人民之權利與義務，其中關於權利，乃是採何種方式的規定所形成？ 

 個別列舉規定  概括規定 

個別列舉並概括規定  授權由法律個別形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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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司法院釋字第 472 號解釋，國家對於無力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之人民，應採取何項措施？ 

 在補繳保費之前，得拒絕保險給付 在補繳保費之前，暫時拒絕保險給付 

得視具體情形，免除繳納保險費義務 主管機關應給予適當之救助 

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留存指紋才可領取國民身分證之法律，除牴觸憲法第 22 條關於隱私權保護之

外，尚違反憲法何項基本人權保障規定？ 

 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保障 

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  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 

15 全民健康保險屬強制保險，依各投保人收入多寡計算應負擔保險費，司法院釋字第 473 號解釋認為合乎平等

原則，所持理由為何？ 

全民健康保險適用對象為絕大多數國民，保險費性質與稅捐負擔並無差異 

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保險，對於不同所得者，收取不同保險費，符合量能負擔公平性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人眾多，為求費用計算、徵收便利，乃以收入作為計算基準 

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保險，未使用醫療服務，也應負擔保險費 

16 依司法院釋字第 373 號解釋，各級政府行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應有組織公會之權利，係憲法保

障之何項權利？ 

 工作權 言論自由 結社權 集會權 

17 依司法院釋字第 563 號解釋，大學院校依規定程序訂定有關章則，使成績未達一定標準之學生，予以退學處

分，其有關退學事由之規定須合理妥適，其訂定及執行應依循何項法律原則為之？ 

 便宜原則 不利變更禁止原則 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8 下列何者屬於憲法上明定之人民義務？ 

 從事社區服務 繳納違規罰鍰 參與公民投票 接受國民教育 

19 憲法未明文規定之人民其他自由權利，在不妨害社會秩序、公共利益之前提下，應否受保障？ 

不受保障 均受保障 經修憲後，方受保障 經立法後，方受保障 

20 行政機關之職權命令，未經法律授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利，且其影響又非屬輕微者，係屬違反憲法要求之

下列那一原則？ 

 比例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法律明確性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專門職業人員行為準則及懲戒之相關立法，必須使受懲戒處分者，能預見何種作為或

不作為構成義務之違反，及所應受之懲戒為何，始符合憲法要求之下列那一原則？ 

 法律抽象性原則 法律概括性原則 法律明確性原則 法律平等性原則 

22 下列何者非屬表現自由之保障範疇？ 

集會結社 示威遊行 名譽隱私 新聞自由 

23 人民有請願權，下列何者非為請願的對象？ 

 監察院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鄉民代表會  法院 

24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59 號解釋，下列說明何者錯誤？ 

 基於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凡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事項，應以法律定之 

涉及財產權者，則得依其限制之程度，以法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予以規範 

惟法律本身若已就人身之處置為明文之規定者，應非不得以法律具體明確之授權委由主管機關執行之 

主管機關依法律概括授權所發布之命令，若屬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者，亦為法所不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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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憲法上基本人權之保障，不僅適用於國家與人民之間，且及於私人相互間之關係，學理上稱之為： 

特別權力關係 基本權特別效力 基本權第三人效力 特別權利關係 

26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行政院對下列何者負責？ 

考試院 立法院 司法院 監察院 

27 下列何項案件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不得移請立法院覆議？ 

 法律案 預算案 條約案 宣戰案 

28 攸關國家財政之預算，以下何者正確？ 

 由行政院會議決議後，向立法院提出 由總統向立法院提出 

由總統向國家安全會議提出 由行政院呈請總統核可後，向立法院提出 

29 依憲法之規定，關於行政院會議，以下何者錯誤？ 

行政院院長為主席 

行政院院長不能出席時，由秘書長代理主持 

依法須提出於立法院之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均應提出於行政院會議議決之 

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應提出於行政院會議議決之 

30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行政院院長代行總統職權，以下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任期中均缺位時，由行政院院長代行職權 

總統、副總統任期中均缺位時，由行政院院長代行職權，期限至原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總統於任滿之日解職，如次屆總統尚未選出或新選出總統、副總統均未就職時，由行政院院長代行職權 

總統、副總統均不能視事時，由行政院院長代行職權 

3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關於行政院院長之任命，以下何者正確？ 

由總統任命，不必經立法院同意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由立法院最大黨提名，交由總統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後任命之 

32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列何者非屬行政院會議得議決的事項？ 

 緊急命令 預算案 法律案 特赦案 

33 憲法第 23 條的比例原則，其中有三個子原則，其中「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乃屬於那個原則？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過度禁止原則 視情況而定 

34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者屬總統之職權？ 

擬定預算案 發布緊急命令 主持行政院會議 提出施政報告 

35 依憲法本文規定，下列何者負責統率全國陸海空軍？ 

 參謀總長 國防部部長 國家安全局局長 總統 

3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總統發布下列那一項命令，無須行政院院長之副署？ 

 戒嚴令 緊急命令 大法官之任免命令 特赦令 

37 行政院院長於新任總統就職時提出總辭，依司法院釋字第 419 號解釋，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為其不可違反之職責 係尊重國家元首 乃屬禮貌性辭職 非其憲法上義務 

38 依憲法第 52 條之規定，總統於下列何種情況，必然不得享有刑事豁免權？ 

任期屆滿前 犯內亂外患罪 競選連任期間 未經罷免或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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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憲法原理，下列有關內閣制主要特徵的描述，何者正確？ 

 內閣總理即為國家元首 

國會議員不可兼任行政官員 

贏得國會選舉多數席次者有組閣權 

內閣若認為議會通過之法案窒礙難行，可將法案退回議會請求覆議 

40 下列機關中何者不受行政院之指揮監督？ 

 人事行政局 審計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新聞局 

41 實施「審檢分隸原則」之後，檢察官隸屬於： 

 司法院 行政院 監察院 考試院 

42 憲法法庭得審理之事項，以下何者屬之？ 

選舉總統、副總統 罷免總統、副總統 彈劾總統、副總統 糾舉總統、副總統 

43 民事訴訟法關於上訴第三審之一定以上財產利益為要件之規定，與人民之那一項基本權有關？ 

 財產權 訴訟權 生存權 工作權 

44 關於考試委員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  須超出黨派之外 

由總統提名  為事務官 

45 省諮議會議員如何產生？ 

 省民直選  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而任命 

行政院院長提名，經總統同意而任命 由縣市議會選出 

46 下述關於上級機關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監督的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委辦事項，上級機關只作合法性監督  

關於自治事項，上級機關只作適當性監督 

對於委辦事項，除合法性監督之外，還包括適當性監督 

對於自治事項，除合法性監督之外，還包括適當性監督 

47 關於監察委員之職權，憲法增修條文做了何種改變？ 

彈劾權取消 糾舉權取消 審計權取消 人事同意權取消 

48 我國憲法所列舉中央與地方事權外，依據憲法第 111 條，剩餘權的劃分原則為何？ 

 未列舉事項歸中央 

未列舉事項歸省 

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省一致之性質者屬於省 

未列舉事項歸省與縣 

49 下列何者依憲法本文或增修條文之規定，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 

總統 行政院院長 監察委員 立法委員 

50 依現行憲政體制，監察院彈劾權行使之對象，不包括下列何者？ 

 總統、副總統 民選之行政首長 司法院人員 考試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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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並非我國公法的基礎原理或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法治國家原則 基本權利保障 集體主義原則 

2 下列何者不是立法院通過的「法律」？ 

公文程式條例 法院組織法 地方稅法通則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3 下列何者並非各機關發布之命令之名稱？ 

規程 細則 通則 綱要 

4 有關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關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國內法可輔助國際法的執行 國內法與國際法並不會互相補充 

國內法並不會受到國際法之限制 國內法必須有國際法之制定以實現其效力 

5 以法律的優先順序為區別標準，可將法律區分為那兩類？ 
實體法和程序法 成文法和不成文法 普通法和特別法 公法和私法 

6 下列何者為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係？ 
公司法與海商法  行政執行法與行政院組織法 
地方制度法與鄉鎮市調解條例 懲治走私條例與刑法 

7 下列何者僅屬行政規則，並非法規命令？ 
專利法施行細則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 
行政院衛生署流行疫情處理協調會報設置要點 民間公證人懲戒程序規則 

8 有關法律之制定及效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法律經立法院三讀通過，並不會立刻發生效力 所有法律案皆須經過立法院有關委員會之審查 
所有法律皆須經三讀程序制定之 立法院之第三讀會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9 有關我國法院裁判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法院不得依據法規命令做裁判 法院不得依據法理做裁判 
法院不得依據違反公序良俗之習慣做裁判 法院不得補充法律漏洞而做裁判 

10 票據法與民法就同一事項均有規定時，應如何適用？ 
民法優先適用  票據法優先適用 
依施行細則決定何者優先適用 由主管機關決定何者優先適用 

11 法律案經立法院三讀通過後，在成為正式之法律前，須經過： 
司法院院長公布 總統公布 行政院院長公布 立法院院長公布 

12 我國行政程序法關於行政處分之概念，基本上係受何國之影響？ 
美國 英國 德國 西班牙 

13 下列有關新興科技之立法或修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於著作權法增訂著作權人享有公開傳輸權  
於人工生殖法規定代理孕母所生子女視為婚生子女 
於植物品種及種苗法規定基因轉殖植物得任意銷售 
於專利法明文承認基因序列及複製人技術之可專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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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傳統中華法系的描述，以下何者錯誤？ 
以倫理、義務為本位  有相當發達的民商法典 
採身分差等立法原則  曾經被東亞諸國所繼受 

15 「在道德裡，每個人就像荒野中的基督一樣，崇高而孤寂的面對自我」，這在於闡明道德的何種特性？ 
無因性 有因性 自律性 他律性 

16 下列何者非屬我國民事法上之相關能力？ 
識別能力 責任能力 權利能力 行為能力 

17 刑法第 14 條規定：「行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不注意者為過失」。下列關於刑法

第 14 條之敘述，何者錯誤？ 
其內容主要在於設定定義 其內容亦在於解釋名詞 
此為立法解釋  此為司法解釋 

18 下列何者非屬行政機關消滅其所為行政行為之手段？ 
終止 廢止 撤銷 撤回 

19 根據民法第 1 條，法官在無法律、無習慣的情況下，可以根據法理來裁判。此與下列何種法學思想理論相契

合？ 
自由法論 機械法學 概念法學 純粹法學 

20 下列何項資格須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國立大學助理教授 民間公證人 國民小學教師 內政部之約聘人員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保護，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居住、遷徙之自由，包括入出國境之權利 
國家不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領土之外 
國家對居住、遷徙之自由不應予以任何限制 
法律不區分國民是否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一律非經許可不得入境，係屬違憲之規定 

22 副總統於任期屆滿前半年發生缺位之情事，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各政黨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  
由人民投票進行補選 
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立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時為止 
因任期已逾一半，不須進行補選 

23 有關法律保留原則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沒有法律授權，行政機關不能就涉及人民權利事項予以限制規定 
又稱作積極的依法行政 
其為現代法治國家應遵守的原則 
一切行政行為皆應以法律為依據 

24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下列何者係屬違憲審查範圍？ 
重大政治問題  屬議會自律事項  
領土範圍  法律有無違反比例原則 

25 下列何者不是買賣契約中，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的效力？ 
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  種類買賣得請求另行交付無瑕疵之物 
解約  減少價金 

26 下列何種契約不含勞務契約性質？ 
寄託 和解 倉庫 旅遊 

27 有關時效取得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動產可因時效取得所有權 已登記之不動產可因時效取得所有權 
地上權亦可為時效取得之客體 典權亦可為時效取得之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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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關於拍賣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拍賣人為拍賣之表示，為一種要約之引誘，拍賣人不受拘束 
應買之表示為要約 
拍定之表示為承諾 
拍賣物一定歸出價最高之應買者 

29 下列何種契約具有從契約之性質？ 
和解 保證 合會 運送 

30 甲有配偶乙，子女 A、B，別無其他親屬。甲死亡時留下遺產 90 萬元，並留下有效遺囑將遺產全部贈與密

友丙。請問依照民法規定，乙、A、B 各可主張多少數額的特留分？ 
乙 30 萬元，A、B 各 15 萬元 乙、A、B 各 15 萬元 
乙 15 萬元，A、B 各 10 萬元 乙、A、B 各 10 萬元 

31 因不可歸責於債務人事由，致給付不能者，債務人之責任為何？ 
免給付義務 應為部分之給付 應為替代給付 應為全部給付 

32 甲欠乙 100 萬元，由丙提供丙之 A 屋及 B 地同時設定抵押權於乙，本題之共同抵押人為誰？ 
甲 乙 丙 甲乙 

33 對於無主物先占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占有人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 占有物為無主物 
占有物為不動產  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占有人取得所有權 

34 繼承人甲的特留分因為被繼承人乙對非繼承人丙為遺贈而遭到侵害，請問甲有何權利？ 
甲得主張由遺贈財產扣減 甲對丙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甲對其他繼承人得主張扣減 甲有抗辯權 

35 下列債權中，何者可以讓與第三人？ 
乙向甲購買房屋，甲可請求之價金債權  
乙與甲約定，乙可請求甲為乙畫像之債權 
父母對於其子女之扶養費債權  
乙在甲家幫傭，甲依約可請求乙每天打掃 3 小時之債權 

36 有關代位繼承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代位繼承人代位繼承被代位繼承人之應繼分  
被代位繼承人須於遺產分割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 
代位繼承人須為被代位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 
被代位繼承人須為被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 

37 有關刑事被告之責任能力的敘述，以下何者正確？ 
未滿 18 歲人之行為，不罰  
滿 80 歲人之行為，不罰 
瘖啞人之行為，不罰   
行為時因精神障礙，致不能辨識其行為違法者，不罰 

38 關於刑法假釋與緩刑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緩刑是針對為了救濟短期自由刑之缺失 假釋是為了鼓勵受刑人改過向上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始能宣告緩刑 假釋是在刑罰未執行完畢前之釋放 

39 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並無認識而實現客觀不法構成要件，其對於犯罪判斷之影響為何？ 
阻卻違法性 成立誤想犯 阻卻構成要件故意 成立不能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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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消費者對於企業經營者未經要約而逕行寄送之商品，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消費者要保管該商品並通知企業經營者 
消費者不負保管義務 
消費者可不通知企業經營者，但在寄送後 1 個月內未經消費者表示承諾，而企業經營者仍不取回商品者，

視為企業經營者拋棄其寄投之商品 
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請求償還因寄送物所受之損害 

41 著作自何時起受著作權保護？ 
公開發表 完成著作 完成登記手續 提出登記申請 

42 下列關於共同著作之敘述，何項錯誤？ 
共同著作係指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人之創作，不能分離利用者 
共同著作之各著作人之應有部分，得由共同著作人以約定定之 
共同著作之各著作財產權人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無須得其他共有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 
共有著作財產權人，得於著作財產權人中選定代表人行使著作財產權 

43 依公司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公司得為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 
若公司間或與行號間有業務往來，公司得貸與資金 
若公司間或與行號間有長期融通資金之必要，公司得貸與資金 
公司章程若無禁止規定，公司原則上得為保證人 

44 關於我國勞工保險主管機關的敘述，下列何者最為正確？ 
在中央為勞工保險局  在中央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在直轄市為勞工局  在中央為內政部 

45 下列關於勞工之正常工作時間的敘述，何者錯誤？ 
勞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 8 小時 
勞工每二週工作時數不得超過 84 小時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行業，若經工會同意，則雇主可將二週內或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間，於勞動基準法所

容許之範圍內，加以調整分配 
勞資雙方可於每日 12 小時之範圍內自由約定正常工作時間 

46 勞動基準法規定定期勞動契約分為四種，下列何者工作不屬之？ 
特定性工作 季節性工作 臨時性工作 周期性工作 

47 下列關於全民健康保險之敘述，何者錯誤？ 
全民健康保險與勞工保險皆屬於社會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之性質為疾病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為我國第一個社會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具有強制性 

48 下列關於全民健康保險中眷屬保險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保險人應繳納眷屬保險之保險費 被保險人無職業之父母屬之 
眷屬超過三口者，保險費僅以三口計算 適用眷屬保險者仍得自行辦理投保 

49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規定，以下何種雇主應設置托兒措施或提供適當的托兒服務？ 
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  
僱用受僱者兩百五十人以上之雇主 
僱用女性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 
僱用有七歲以下子女之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 

50 家庭暴力防治法所稱的主管機關，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為警政署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縣為縣政府  市為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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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甲到建商乙的工地推銷「兄弟茶」，乙不予理會。甲持刀頂住乙的腰際，警告乙

要識相，否則要給乙死得很難看。乙掏出兩千元給甲，甲收下兩千元，但是依然

放話表示乙很不夠意思。乙不耐，罵甲是下流貨色。甲惱羞成怒，持刀刺進乙的

胸部後離去。乙血流如注，幸經同事趕緊將其送醫而獲救。試問：甲的刑事責任

如何？（25 分） 

二、甲在漁市場賣魚，為使小魚色澤亮麗，添加了大量經行政院衛生署禁用之對人體有

害的化學藥劑。有客人乙長期食用甲所販賣的魚貨，導致腎功能受損而必須接受長期

洗腎。試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25 分） 

三、甲女之夫與公司同事乙女有染，甲為圖報復，唆使垂涎乙已久之友人丙對乙性侵。

丙藉機邀乙上酒店喝酒，將乙灌醉後，帶乙回其住所。乙爛醉，丙性交得逞。丙離

開乙之住所時，見乙姿色撩人，又拍下乙三點全露的裸照。試問：甲和丙的刑事責

任如何？（25 分） 

四、甲在某公司上班，某日下班時，見辦公室全部同事皆已下班，拿走公司所有之手提

電腦一部。甲回家後，上網貼文，將手提電腦以稍低之價格網拍。有不知情的乙買

得該手提電腦，甲並於隔日交貨給乙。試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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