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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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捷運往蘆洲、新莊路線已先後通車，信義路捷運正在加緊興建，不久將通

車。全臺高速、快速公路不斷地增建，最近五楊高速路段也順利通車。高速公

路收費方式即將改變。各縣市公車大多煥然一新，車廂空間寬敞，外型新潮。

此外，鐵路、公路尚有諸多革新，在在講究迅速、方便、美觀、安全、舒適。

預料未來將有更多更大更好的改變。凡此種種，皆與二十年前的交通迥異。請

以「臺灣鐵路與公路的過去、現在」為題，作文一篇，文長不限。 

二、公文：（20 分） 
五月九日菲律賓漁業局巡邏船對我國漁船掃射，一船員中彈身亡。我政府強烈

要求菲國道歉、賠償、緝凶，然菲國政府態度傲慢，毫無誠意解決問題。有些

國人因而遷怒在臺菲籍人士。政府呼籲國人冷靜、理性，因在臺菲籍人士與此

事件無關。試擬行政院函各縣市政府：請轄區公司、行號、工廠負責人勸導本

國員工共同保護菲籍員工人身安全，尊重人權，並維護中華民國良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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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不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

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列子．

揚朱》） 
下列成語最切合上文意旨的是： 
信賞必罰 束縕請火 野人獻曝 自曝其短 

辛棄疾〈青玉案〉：「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中的「回」字意義與下列那一

個選項中的「回」意義完全相同？ 
「回」看射鵰處，千里暮雲平  
二月已破三月來，漸老逢春能幾「回」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來征戰幾人「回」 
少小離家老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官吏相與慶於庭，商賈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樂，病者以愈。」這段

文字表現怎樣的情境？ 
團結一致 物阜民豐 歡喜慶賀 嬉戲遊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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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為海上荒島，其民皆閩粵之民也，其器皆閩粵之器也。工藝之微，尚無足睹。然而
臺郡之箱，大甲之席，雲錦之綢緞，馳名京邑，採貢尚方，則亦有足志焉。夫大輅成於
椎輪，岑樓起於尺礎。後之視今，能不愈於今之視昔乎？故紀其梗概，以資參考。若夫
開物成務，則有俟於後之君子。（連橫《臺灣通史．工藝志序》）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連橫所見，臺灣之民皆為閩粵之民，其器皆為閩粵之器 
當時臺灣工藝雖微不足觀，然已有臺南郡的皮箱、大甲草席及雲錦之綢緞馳名於京
邑，成為各地方採購的物品 
「大輅成於椎輪，岑樓起於尺礎」意同於「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累
土；千里之行，始於足下。」 
「後之視今，能不愈於今之視昔乎？」可見作者對於後人的殷殷期許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書作者丹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認為其書中
所闡揚的：自我覺察、自律、同理心與社會技巧等重要理念，都和傳統中國文化的深層
價值相互呼應。以「自律」而言，下列選項何者不符？ 
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益之 
有澹臺滅明者，行不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不肯讀書的人，總可以找到理由推卸自己的責任。從前有一個人堅決不肯讀《詩經》，
理由是沒有人能證明「詩三百」是孔夫子親手刪定的，所以不值得一讀。他又堅決不肯
讀《書經》，理由是《書經》的真偽還成問題，讀它做什麼？讀書的人一開始就要和書
對抗，如何能讀出滋味來？（摘錄自王鼎鈞：《開放的人生》） 
若要為本段內容訂一標題，下列選項何者最適合？ 
食古不化 畫地自限 好高騖遠 取小遺大 
下列有關書信用辭，正確的選項是： 
書信中凡稱到自己家族親戚的尊輩，須加一「令」字 
寫信給父母報平安，結尾可用「一切均安。手此，敬請福安」 
頌候語中，凡用「頌」字，下當用「祺」、「祉」、「綏」 
開頭應酬語：「遙望 門牆，時深馳慕」應是寫給軍界長官的書信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有野趣而不知樂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不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不能享者，
達官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落之間。東坡好種植，
能手接花木，此得之性生，不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艴然擲而去之。若
果性近而復好焉，請相與偃曝林間，諦看花開花落，便與千萬年興亡盛衰之轍何異？雖謂
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陳繼儒〈《花史》跋〉） 
上述短文中，有關樵牧、傭販、顯貴生活的描寫，可以下列何者來說明？ 
及時行樂莫遲疑 習焉不察無閒情 不識廬山真面目  曾經滄海難為水 
依據上文，陶淵明、蘇東坡親近自然、蒔花植木的主要原因，是： 
二人的天生本性使然 二人受後天養成所致 
二人的因緣際會造就 二人效倣前賢的結果 
「諦看花開花落，便與千萬年興亡盛衰之轍何異？」二句文義，意指： 
人生何其短促，有如南柯一夢，凡事不必勉強，只需隨緣順應 
只有仔細觀賞花木的人，才能體悟有花堪折、及時努力的意義 
記取歷史的興衰教訓，方能開創出燦爛如花、永續不墜的新局 
自然界的造化運行，與人間世的起伏升降相應，觀彼即可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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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6401 
頁次：4－1 

1 The college graduate       against his parents and refuses to do the job as they wish. 
retreats rebels survives succeeds 

2 This best-selling bag is made of       leather, not artificial. 
genius genuine genetic greasy 

3 Puppy Guesthouse provides reliable sitting service and friendly       for your pets when you sail away on 
holidays. 
instrument personality accommodation manual 

4 The school       were criticized for not responding promptly and properly to the issues of bullying. 
authorities technicians convicts prosecutors 

5 Mr. Morgan strongly       of his daughter’s marriage to a divorced man and refused to attend their wedding. 
conceived disapproved bewared consisted 

6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But eating only an apple a day for three months       takes you to the 
doctor. 
narrowly originally cautiously definitely 

7 In summer, many women stay under umbrellas or wear hats with wide brims in order to avoid       to UV rays. 
devotion exposure infection tendency 

8 The national health guideline suggests that each adult should take at least 30 minutes of physical exercise of 
      intensity, three times per week. 
moderate vague versatile miserable 

9 A series of movies will be shown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hero’s death. 
commemorate combine confirm contend 

10 According to the poll, anti-war       was gaining ground because people were frightened by the incoming battles 
and possible loss of human lives. 
reluctance seduction sentiment repetition 

11 Nick tried to       his father to buy him a smartphone, but in vain. 
disobey expect contract persuade 

12       the author passed away twenty years ago, his stories live on. 
Until Because Since Though 

13 Being a       means having no private life at all; the media will follow you all the time. That is the price of fame. 
celebrity coward carpenter clerk 

14 Much to my surprise, Jack was energetic though he didn’t sleep a wink for two       days. 
chronic successive wholesome instant 

15 Amy lost her legs in a car accident. Now she has to depend on her       legs to move around. 
artificial imaginary permanent sympathetic 

16 A policeman was questioning two women who held the       to the murder mystery of the famous star. 
breath germ key meeting 

17 The authorities have confirmed the criminal’s whereabouts from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are determined to 
hunt him down. 
reliable portable occasional skep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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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The evaluation was done      ; the evaluators were not requested to reveal their names when they filled out the 
questionnaire. 
unconsciously knowingly anonymously orally 

19 You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is       to broaden your experience. Chances like this are rare. 
existence majority opportunity responsibility 

20 To improve the judicial system, the moral       of the judges is a prerequisite for consideration. 
secrecy integrity elegancy affiliation 

21 A: Do you come to concerts like this very often? 
B: No.       I have a lot of other interests that keep me pretty busy. 
A: Really? What kinds of things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is is what I do every day. This is only my second time. 
This is a terrific concert.  This is too expensive. 

22 Sam: You know, I’m not going to John’s party. 
May:       Me either. 
You aren’t? Sure! Why not? Are you going or not? Thank you. 

23 Linda: Why don’t you quit smoking? Don’t you know it’s bad to your health? 
Jason: Of course I do. Believe me, I’ve tried. 
Linda:       
Seeing is believing.  Glad to know you’ve quit it. 
How often will you do that? Maybe you just need to try harder. 

 
請回答第 24 題至第 27 題： 
    Loneliness is not the same as being alone. A person can be just as lonely in a group of people as when home alone. 
Loneliness is a feeling of being unconnected with other people, or wanting to be with someone who isn’t there, or having 
no one to turn to who can affirm one’s essential human qualities. 
    From time to time, loneliness afflicts nearly everyone. It is usually provoked by a lost connection with significant 
people in one’s life. This loneliness is usually temporary and eases off with time as one discovers that one can still enjoy 
life despite the loss. But chronic loneliness comes more from within individuals than it does from circumstances imposed 
from outside. This kind of lonely people tend to blame their loneliness on themselves, on their personality and appearance. 
Besides, lonely people tend not to like the people they meet and assume those people don’t like them. They also lack the 
skills needed to establish meaningful, caring contact with others. 
    Other surveys showed that lonely people know and interact with other people as the non-lonely do, but the lonely 
tend to have unrealistic standards or expecta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that get in the way of forming close friendship. 
Surveys have shown the loneliest people tend to be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the elderly 
are less lonely than people in other age groups, perhaps because the elderly have more realistic expectations. 
2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mentioned 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lone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not popular. They have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They tend to be young.  They are skillful at making friends. 

2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chronic loneliness? 
It is mostly imposed from outside. It usually lasts a long time. 
It usually results in self-blaming. It harms one’s friendship with others. 

2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may have the similar meaning as the phrase “get in the way of”? 
Prevent. Encourage. Produce. Suppose. 

2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Lonely people know how to interact with other people. 
The elderly are among the loneliest people because their kids have left them. 
Lonely people are not necessarily alone; loneliness is a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are needed to establish meaningful contact with others. 

 



 代號：6401 
頁次：4－3 
請回答第 28 題至第 31 題： 
    I tell my students that addressing people by “sir” or “ma’am” comes in handy in their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Case in 
point: I was on the phone recently with the phone company discussing the inaccuracies of my bill. The lady I spoke to 
was not helpful and seemed annoyed. Then, in the midst of the conversation, I threw in a “yes ma’am,” and her entire 
attitude changed. She became far more helpful and easy to deal with, and she ended up cutting my bill in half, which was 
more than I had even asked for. 
    Some of my students in Harlem were interviewed for a chance to attend a high-rated junior high school. The school 
only had thirty openings for the following year, and twelve of my students were among the numerous kids across the city 
who applied for the spots. I practiced what the interview would be like with my students, and one main thing I stressed 
was, “Make sure you say ‘yes, ma’am’ or ‘no, sir’ no matter what!” Weeks after the interviews, I was delighted to hear 
that all twelve of my students had been accepted. When I talked with the admissions director at the school, the main 
comment he made over and over was how polite my students were in their interviews. It seems like just such a simple 
thing to do, but it gets results. 
28 Why did the phone company lady agree to cut the author’s bill in half? 

She simply changed her attitude for no good reason. 
She felt respected because of the way she was addressed. 
She was too impatient to negotiate further with the author. 
She had intended to give the author the cut in the beginning. 

29 Why did the author’s twelve students all succeed in getting into the high-rated school? 
They behaved very politely at the interviews. 
They were old acquaintances of the admissions director. 
The interview was made simpler to the students than to other children. 
The school offered 30 openings and only 12 students applied for the school. 

3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comes in handy”? 
Fun. Native. Useful. Creative. 

31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author’s main purpose for writing this article? 
To tell school directors to admit polite students only. 
To help children achieve success by being polite. 
To teach children how to talk with a rude lady on the phone. 
To show that interviewers are usually very polite. 

 
請回答第 32 題至第 36 題： 
    The ancient Egyptians believed in life after death. But they also believed that a person couldn’t live forever unless 
the dead body stayed in good condition. So Egyptians tried to preserve the bodies of the dead. These preserved bodies are 
called mummies. By studying mummies (and written records), today’s scientists have learned how they were made. 
    To make a mummy, priests first opened up the dead body. Then they removed most of its organs. Organs were dried 
and placed in special jars. Next, the inside of the body was washed. It was also packed with linen or sawdust and sewn up. 
Then, the body was covered in a powder called natron. It took 40 days for this salt-like substance to dry out the body. 
Finally, the body was wrapped in linen bandages and put in a coffin. 
    A few mummies were placed in pyramids. But most were buried in special tombs. The ancient Egyptians knew what 
they were doing. Many of the discovered mummies have been in good condition. For example, Zahi Hawass, a mummy 
expert, discovered the mummy of a well-known governor. It was inside a limestone coffin. 
32 Why did Egyptians try to preserve the bodies of the dead? 

Because Egyptians had strong family ties. 
Because Egyptians believed in life after death. 
Because Egyptians had the tradition of keeping the dead body inside their homes. 
Because Egyptians did not have places to bury the dead. 

3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step in making mummies? 
Removing most of the organs of the dead. Washing the inside of the body. 
Covering the body with natron. Leaving the body out in the sun to 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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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Where were most mummies placed? 
In special tombs. In the mountains. In the church. At home. 

35 How long did it take for natron to dry out the body when the Egyptians made a mummy? 
It depended on the weather. It was a mystery. 
It took forty days.  It took many years. 

36 What did Zahi Hawass discover in Egypt? 
He found the mummy of a famous governor. He found the method of making mummies. 
He found a king’s pyramid. He found the method of building pyramids. 

 
請回答第 37 題至第 41 題： 
    I recently moved from Canada to South Korea to work as an English teacher. My first few weeks were   37  . I 
struggled to deal with many new experiences all at once and I struggled with the loneliness   38   came from not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around me. I knew only one fluent English speaker   39   myself—my employer. 
  40   my family and friends and moved to a city in which I was the only foreign English teacher, I felt a bit shaken. 
    At the grocery stores, I could not read the food packages. I thought I had bought salt, only to discover that it was 
sugar when I opened it. Such little frustrations began to add up. I   41   some familiarity—familiar food, familiar 
sounds, familiar anything! I felt homesick. 
37 challenging ordinary positive reluctant 
38 what whichever that who 
39 different from other than regardless of due to 
40 To leave Being left Having left Despite leaving 
41 ended up took the place of got rid of longed for 
 
請回答第 42 題至第 45 題： 
    During courtships, young couples tend to neglect differences that in the long run will bring disharmony or even ruin 
to their marriages. These differences can   42   trivialities such as the way one squeezes toothpaste out of a tube to 
more vital issues like budgeting for familial expenses. And today, more and more couples have   43   clinical 
psychologists for advice on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housekeeping when quite a few marriages are actually 
wrecked because of this neat-messy issue. An old friend of mine happened to be a   44   of it. She kept stray dogs 
attracting hosts of flies, scattered things around the house, left the front yard unattended, etc.,   45   her ex-husband 
deeply resented all these. She and her ex-husband had been seeing marriage counselors for years before they finally got 
divorced. So, roadblocks to a happy marriage? Well, they can be anything you can think of. 
42 circle around deal with amount to range from 
43 turned to looked up put away worked as 
44 victim triumph sample model 
45 after as while until 
 
請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Many last names have been handed down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first person called Shepard may   46   a 
shepherd in the fields. The first person named Taylor was probably a tailor, cutting and   47   clothes for his neighbors. 
These names are   48   names because they described what a man did for a living. There are lots of names of this type 
still   49   though they may not describe the man’s job today. Some last names are descriptive names. Perhaps the first 
person with the surname of Hardy was a strong man who could hunt and fish   50   hours without feeling tired. There 
are other descriptive names, too, like Short and Longfellow. 
46 be become have been have called 
47 sawing sewing suing sowing 
48 occasional occupational organizational original 
49 to use be used in use using 
50 by for i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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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賠償請求權，在請求權人不知有損害之情事時，自損害發生時起，逾幾年期間而消滅？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2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於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賠償義務機關在下列何種情形下，對執行職務之公務員有

求償權？ 
該公務員於執行職務時所得在國民平均所得以上  
該公務員於執行職務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 
該公務員於執行職務時為薦任以上公務員  
該公務員於執行職務時為主管 

3 下列有關訴願之敘述，何者正確？ 
原則上，訴願就書面審查決定之 
訴願有理由者，受理訴願機關僅能撤銷原處分，不得逕為變更原行政處分 
訴願須經原處分機關同意後方得提起 
訴願人未經由原行政處分機關而直接向受理訴願機關提起訴願者，受理訴願機關應為不受理之決定 

4 下列何者之行政行為不適用行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考選部  法務部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5 如欲使合法行政處分失其效力，原處分機關應採取下列何種作為？ 
呈請上級機關核准後撤銷該行政處分 送請法院裁定宣告該行政處分無效 
廢止該行政處分  經相對人同意後，公告該行政處分失效 

6 下列有關法規命令的敘述，何者正確？ 
除由行政機關草擬外，人民得提議訂定法規命令  
行政機關訂定法規命令，應依職權舉行聽證 
法規命令訂定後，應請總統發布實施  
總統認為命令有窒礙難行者，應送覆議 

7 下列有關行政訴訟之敘述，何者正確？ 
行政訴訟事關公益，故不得和解 
提起任何行政訴訟前，必須先提起訴願，以使行政機關有自省之機會，減少司法資源之浪費 
行政訴訟為確定公益之訴訟，故不徵收裁判費 
行政機關之原處分之執行，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因提起行政訴訟而停止 

8 下列有關行政處分之敘述，何者正確？ 
行政處分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隨之無效 
違法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不得撤銷，僅得由其上級機關為之 
無效之行政處分自始不生效力 
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一律自撤銷時起失其效力 

9 行政契約當事人一方為人民者，行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契約內容或

終止契約，惟行政機關調整或終止契約，須符合下列何項要件？ 
報請上級機關同意  補償相對人因此所受之財產上損失 
與相對人先行協議不成  契約履行尚未達百分之五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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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行政處分之受益人具有下列何種情形者，其信賴利益值得保護？ 
受益人以詐欺方法，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  
受益人賄賂相關承辦人，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 
受益人有一般抽象輕過失，而不知行政處分違法 
受益人對重要事項為不完全陳述，致行政機關依該陳述而作成行政處分 

11 某行政處分之附款內容為「相對人應於行政處分送達翌日起 30 天內，無償捐贈給本國公益團體 20 萬元後，本

處分始生效力」，此附款應屬下列何種附款？ 
期限 條件 負擔 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 

12 行政機關因法規變更而喪失管轄權時，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但經當事人及下列何

者之同意，亦得由原管轄機關繼續處理該案件？ 
喪失管轄機關與有管轄權機關之共同上級機關 喪失管轄機關之上級機關 
有管轄權機關之上級機關 有管轄權機關 

13 依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下列有關行政機關之敘述，何者正確？ 
行政機關組織須以法律定之，即使為因應突發之重大事務，一級機關仍不得以暫行組織規程設臨時性機關 
在有上級行政機關的情形下，下級機關無法就其法定事務，決定並表示國家意思於外部 
即使為合議制之獨立機關，其機關首長仍對外代表本機關 
二級機關得視需要，置秘書長或主任秘書 

14 下列有關行政機關調查事實及證據之敘述，何者正確？ 
行政機關應依當事人申請，不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調查時不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應對當事人有利及不利事項一律注意 
調查事實及證據，必須製作成書面紀錄 
當事人必須在場，行政機關方得實施勘驗 

15 下列有關聽證之敘述，何者正確？ 
聽證前應舉行預備聽證   
聽證程序進行中，當事人不得聲明異議，以利程序進行 
聽證是否終結，應由當事人以共識決定 
聽證終結後，決定作成前，行政機關仍得再舉行聽證 

16 在下列何種情形下，行政機關不得為公示送達？ 
應受送達人無正當理由拒絕收領文書 
應為送達之處所不明 
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無法依囑託送達或郵政送達者 

17 鑑於禽流感疫情似有擴大跡象，主管機關促請業者不要販賣現宰禽類，以降低國民傳染風險，此種作為屬於

下列何種行政行為？ 
法規命令的訂定 行政處分 行政強制 行政指導 

18 若兵役法及兵役法施行法均未設規定，亦無授權以命令為之，則行政機關訂定之役男出境處理辦法，限制役

男出境之規定，違反下列何種行政法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19 下列何種情形違反法律不溯及既往之原則？ 
將要退休之人員，因法令變動，致使未來月退休金少於依現行法令所能領得之月退休金 
符合現行法令可升等為大學副教授之講師，因法令變動，未來僅能升等為較副教授低一階之助理教授 
退休時獲頒清廉獎之公務員，因於在職期間犯貪污罪並經司法裁判確定，故依法剝奪其清廉獎 
大學醫學院畢業生考取醫師者，因法令變動，提高醫師應考資格為碩士，故遭剝奪其醫師資格 

20 聽證應由下列何者主持？ 
舉行聽證所在地的行政法院院長或其指定法官 
舉行聽證所在地的最高行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 
舉行聽證之行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 
舉行聽證之行政機關所屬的法制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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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列有關聽證舉行方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原則上應以非公開方式舉行，以確保當事人之個資不致外洩 
原則上由當事人協商決定是否以公開方式舉行，協商不成時始由主持人決定是否公開 
當事人得自行決定就其參與部分不公開，無須申請 
若公開顯然有違背公益之虞，主持人不待當事人申請，得依職權決定全部或一部不公開 

22 對於行政院所為之行政處分不服者，應向下列何者提起訴願？ 
總統府 行政法院 行政院 監察院 

23 依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該法適用或準用人員？ 
行政法人有給專任人員  公立學校未兼任行政職之教師 
各機關依法聘用、僱用人員 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24 依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4 條之規定，下列機關之組織，何者得以命令定之？ 
二級機關 三級機關 四級機關 獨立機關 

25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下列何者非該法適用或準用之對象？ 
政務人員及民選公職人員 公立學校編制內依法任用之人員 
各機關依法僱用人員  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 

26 下列何者不屬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對公務人員所作之懲處？ 
免職 降級 記過 申誡 

27 有關公務人員權利之保障，下列何者非屬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所進行之程序？ 
申訴 復審 調處 訴願 

28 有關依公務員懲戒法對公務員所作之懲戒，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懲戒不分事由，均由公務員服務之機關為之 
對政務官之懲戒包含：撤職、休職、減俸 
對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公務員之記過與申誡，得逕由主管長官行之 
對公務員發動懲戒之主管長官，在懲戒處分尚未確定前，不得停止受付懲戒人之職務 

29 有關法規命令與行政規則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法規命令如規定有關人民權利義務之事項，應有法律之明確授權 
行政規則以本機關、下級機關及所屬公務員為規律對象，無直接或間接對機關外部之效力 
法規命令之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行政規則得由原發布機關廢止之 

30 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在行政程序中，下列何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公務員應自行迴避？ 
四親等內之血親 五親等內之血親 四親等內之姻親 五親等內之姻親 

31 依行政執行法之規定，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起，於多久期間內未經執行者，不再執行？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32 依行政執行法第 4 條之規定，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逾期不履行者，由下列何者執行？ 
由原處分機關執行  移送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屬行政執行分署執行 
移送普通法院民事執行處執行 由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執行 

33 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下列何者非屬行政處分無效之事由？ 
因裁量逾越所作成者  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良風俗者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 不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 

34 依行政執行法之規定，下列何者屬執行方法中之間接強制？ 
限制使用不動產 收繳、註銷證照 科處怠金 科處罰鍰 

35 依行政執行法第 9 條之規定，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對執行機關之執行命令、執行方法等，如有侵害其利益之

情事，得提起何種救濟程序？ 
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向執行機關聲明異議 
向管轄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向管轄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36 依行政罰法之規定，下列何者不屬行政機關對人民所作之行政罰？ 
停止營業 吊銷證照 科處罰鍰 科處怠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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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行政罰法之規定，未滿幾歲之行為人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不予處罰？ 
 14 歲  16 歲  18 歲  20 歲 

38 有關行政罰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數行為違反同一或不同行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行政法規及刑事法律分別處罰之 
一行為違反同一行政法上義務，數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處理在先之機關管轄 
依法令之行為，不予處罰 

39 訴願人誤向訴願管轄機關或原行政處分機關以外之機關作不服原行政處分之表示者，依訴願法之規定，收受

之機關應於幾日內將該事件移送於原行政處分機關？ 
 10 日  20 日  30 日  40 日 

40 依訴願法之規定，受機關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或個人，以其團體或個人名義所為之行政處分，其訴願管轄，

應向下列何者提起？ 
原委託機關  原委託機關之上級機關 
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或個人 行政院 

41 依訴願法之規定，訴願之決定，排除必要時得予延長之期間，收受訴願書之次日起，至遲應於多久期間內為

之？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42 下列有關行政指導之敘述，何者正確？ 
於現行法中，無任何有關行政指導之明文規定 
於現行法中，人民對機關所作之行政指導不服者，得提起訴願 
行政機關為行政指導時，應以書面為之 
行政機關為行政指導時，相對人明確拒絕指導，行政機關應即停止 

43 依訴願法之規定，下列有關共同訴願之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訴願，得對不同機關管轄之事件提起 
共同訴願，得選定其中 1 人至 3 人為代表人 
共同訴願，經選定代表人者，非經全體訴願人書面同意，代表人不得撤回 
共同訴願，代表人有 2 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表共同訴願人為訴願行為 

44 我國現行行政訴訟，屬下列何種制度？ 
一級一審 二級二審 三級二審 三級三審 

45 依行政程序法，違法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於知有撤銷原因時起，至遲多久期間內

予以撤銷？ 
 3 個月  6 個月  1 年  2 年 

46 有關課予義務訴訟，當原告之訴有理由，且案件事證明確者，行政法院應為下列何者之裁判？ 
命行政機關撤銷原處分  命行政機關為回復原狀之必要處置 
命行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行政處分 命行政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律見解另行調查 

47 下列有關國家賠償之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賠償之方法以金錢賠償為原則  
國家賠償，應依國家賠償法，不適用民法規定 
國家賠償，其範圍不包含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致人民權利受損害之事件 
國家賠償訴訟，不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48 行政處分之相對人，如無正當理由未於行政機關書面所定之期間內提出陳述書者，其法定效果為何？ 
視為同意行政機關擬作成之行政處分 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視為反對行政機關擬作成之行政處分 視為提出申請延長期限 

49 依行政訴訟法之規定，適用簡易訴訟程序之事件，以下列何者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地方法院民事庭 地方法院簡易庭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 高等行政法院 

50 依行政訴訟法第 8 條之意旨，因公法上契約發生之紛爭，得提起下列何種訴訟？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確認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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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並未於憲法本文中明確規定？ 
國旗 國民 國都 國體 

2 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傳染病防治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的「必要處置」包含強制隔離，與下列何

項憲法規定較無關聯？ 
法律保留原則 人身自由 法律明確性 正當法律程序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規定限制新聞採訪者的跟追行為，與下述憲法

規定較無關聯？ 
憲法第 11 條新聞採訪自由 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 
憲法平等原則  憲法比例原則 

4 下列有關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於秘密通訊自由之限制，何者錯誤？ 
不得於私人住宅裝置竊聽器、錄影設備或其他監察器材 
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聲請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 
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 
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進行監聽行為情節重大者，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若能於司法偵

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證明其為真實者，均可採為證據 
5 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

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幾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查？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由法院決定 

6 下列有關憲法第 11 條，「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之說明，何者錯誤？ 
國家應給予言論自由最大限度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

功能得以發揮 
以法律限制言論自由者，應符合比例原則之要求 
商業言論所提供之訊息，內容為真實，無誤導性，以合法交易為目的而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理

抉擇者，應受憲法言論自由之保障 
媒體之報導或評論侵害他人之權利者，受害人即可要求媒體允許其更正或答辯。亦即此時為使媒體作出確

實、公正之報導與評論，憲法強制傳播媒體接受民眾表達其反對意見之要求 
7 關於信仰宗教自由權所保護的範圍，下列說明何者錯誤？ 
包括不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內容不可超越一般經驗與知識之理解範圍 
包括宗教儀式的自由  包括傳教的自由 

8 依司法院釋字第 591 號解釋，下列關於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的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於其權利受侵害時，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並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利 
針對訴訟應遵循之程序及相關要件，立法機關得衡量訴訟案件之種類、性質等考量，為正當合理之規定 
立法機關按照個別訴訟類型的特性，而有特別之規定者，如符合必要，適當限制人民部分的訴訟權，為憲

法所許 
仲裁係人民本於契約自由原則，合意選擇由仲裁人來解決私法上紛爭，由於仲裁非由法院法官裁判，故非

屬訴訟權保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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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列何者並非憲法第 11 條講學自由保障之範圍？ 
教學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研究自由 學習自由 

10 下列何者與司法院大法官的職權無涉？ 
解釋總統的憲法職權 審理政黨違憲 罷免總統 彈劾總統 

11 下列何者係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行政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中央銀行總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12 下列有關立法委員免責特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在院內所為言論，對院外不負責任 在院內所為表決，對院外不負責任 
在院內所為質詢，對院外不負責任 在院內所為犯罪，對院外不負責任 

1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下列何機關？ 
國家統一委員會  國家安全會議 
大陸委員會  光復大陸設計委員會 

14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規定，總統經向下列何者諮詢後得宣告解散立法院？ 
副總統 行政院院長 立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1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立法委員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即我國採二票制，

要獲得多少比例政黨選票之政黨才可以依比例分配當選名額？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16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副總統均不能視事時，由下列何種官員代行其職權？ 
立法院院長 
總統府秘書長 
五院院長輪流一定期間代行其職權，其細節另由法律定之 
行政院院長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政黨違憲之敘述，下列何者不在其內？ 
政黨之成立未經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許可 
政黨之行為危害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 
政黨違憲之解散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 
政黨之目的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 

18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者有不得連任之限制？ 
總統 大法官 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 

19 行政院提出決算後三個月內，應由何機關正式向立法院提出決算報告？ 
決算部 經濟部 財政部 審計部 

20 下列那一個單位，非屬考試院所設之機關？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銓敘部  考選部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對於按省區分別規定名額，分區舉行考試之規定，作何處理？ 
停止適用  依所訂定落日條款處理 
繼續適用  只有部分繼續適用 

22 依現行憲法之規定，下列有關監察院之敘述，何者正確？ 
監察院之性質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 
監察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由監察委員互選之 
監察院設委員若干人，由總統任命之 
監察委員並不享有不受逮捕特權 

23 下列何者由憲法法庭審理之？ 
總統之罷免案  政黨違憲之解散事件 
大法官之彈劾案  大法官之罷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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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者無終身職之保障？ 

最高法院法官 最高行政法院法官 法官轉任之大法官 所有之大法官 

2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規定，總統發布下列何種命令，須經行政院院長副署？ 

任命行政院副院長 任命司法院副院長 任命考試院副院長 任命監察院副院長 

26 依憲法第 63 條之規定，下列那個機關掌有我國對外締結條約之議決權？ 

外交部 立法院 行政院 總統府 

27 立法院立法委員自第 7 屆起，選出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幾人？ 

26 人 30 人 34 人 48 人 

28 下列何者不屬立法院對行政院之監督方式？ 

糾正 質詢 調查 提出不信任案 

29 依司法院釋字第 435 號解釋，立法委員之言論免責權，不包含： 

質詢  提案 

院內黨團協商  蓄意而非表意之肢體動作 

30 有關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3 款不信任案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立法院得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連署，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 

不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 

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行政院院長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同時得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同一行政院院長任內不得再提不信任案 

31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行政院得移請立法院覆議下列何種案件？ 

戒嚴案 宣戰案 大赦案 預算案 

32 有關立法院職權行使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法案任期連續原則 憲法機關忠誠原則 會議公開原則 議會自律原則 

33 有關立法院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副總統缺位時之補選機關 總統、副總統罷免案之提案機關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之提出機關 審理違憲政黨解散之機關 

34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立法院對行政院院長提出之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立法院於一年內不得再提任何不信任案 

立法院於一年內不得對同一政黨之行政院院長再提不信任案 

立法院於一年內不得對同一行政院院長再提不信任案 

立法院於一年內不得對同一總統所任命之行政院院長再提不信任案 

35 依憲法第 36 條之規定，三軍由誰負責統率？ 

總統 行政院院長 國防部部長 參謀總長 

36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規定，總統與行政院、立法院之關係，下列何者錯誤？ 

行政院對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 

總統提名行政院院長須經立法院同意 

立法院得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 

不信任案通過後，行政院院長得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37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立法院對於行政院移請覆議之案件至遲應於送達多少日內作成決議？ 

15 日 20 日 25 日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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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何者非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之內涵？ 
平等原則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平等原則保障在法律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間不需具實質關聯 
立法機關基於憲法上之價值體系，自得斟酌規範事務性質之差異為合理之區別對待 

39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有關人民選舉權之行使，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以普通、平等、直接及記名投票之方式為之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 18 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 
選舉產生之爭議由監察院解決之 各種選舉之候選人一律公開競選 

40 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各黨派在法律上一律平等，下列何者錯誤？ 
公職應平等分配於各黨派 各黨派均受法律同等之保障 
各黨派均有平等機會從事競選活動 各黨派均有平等機會從事主義宣傳 

41 依司法院釋字第 664 號解釋，關於少年事件處理法就常逃學逃家虞犯少年收容感化教育之規定違憲，下列何

者與本解釋所言及之憲法規定較不相干？ 
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  憲法第 22 條導出之人格自由 
憲法第 10 條之遷徙自由  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 

4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大學對學生所為行政處分，即使非屬退學處分，如侵害學生基本權利，學生仍得提起

行政爭訟，主要係為保障下列何種基本權利？ 
訴訟權 自治權 人身自由 健康權 

43 國家對欠稅人進行拘提、管收，主要是對人民何種基本權利之限制？ 
訴訟權 人身自由 言論自由 工作權 

4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何者不屬於受居住遷徙自由保障之事項？ 
於臺灣有戶籍之國民從國外返國 環島旅行 
搭乘飛機出國  外國人在臺工作應經許可 

4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言論自由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國家得基於重大公共利益以法律對商業性言論加以適當限制 
凡為探求真相揭發個人隱私者，法院概不得以毀謗罪相繩 
國家應以法律保障人民之媒體接近使用權 
傳播媒體編輯自由應受保障 

46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憲法修正案由何機關提出？ 
行政院 總統 立法院 監察院 

47 依憲法第 142 條之規定，有關國民經濟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禁止自由放任 實施平均地權 節制私人資本 謀求國計民生之均足 

48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之見解，有關修憲程序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與修憲有關之程序規定，應悉由憲法規定 
與修憲有關之程序規定，憲法若無規定，須由法律規定 
與修憲有關之程序規定，除由憲法規定外，可由修憲機關自訂，但須符合公開透明原則 
與修憲有關之程序規定，除由憲法規定外，可由修憲機關自訂，司法院大法官無權審查其合憲性 

49 憲法內對於中華民國國民之定義為：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不具他國國籍者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年滿 20 歲者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有長期居住之事實者 

5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54 號解釋，關於刑法通姦罪的說明，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婚姻與家庭受憲法制度性保障 
性行為之自由受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 
性行為之自由受婚姻與家庭制度之制約 
婚姻關係存續中，不得以罪刑相加，限制配偶之一方與第三人間之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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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種用語，可以用來說明民法與民事訴訟法的差別？ 
母法與子法 普通法與特別法 強行法與任意法 實體法與程序法 

2 下列那一個機關不得逕向立法院提起法律案？ 

考試院 內政部 行政院 司法院 

3 下列何人為歷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 

德國法學家薩維尼（Karl T. von Savigny） 英國法學家邊沁（J. Bentham） 

德國法學家馬克思（Heinrich Karl Marx） 美國法學家龐德（G. Pound） 

4 以下對於現代法律概念的描述，何者不正確？ 

法律通過國家權力得以強制實現 法律乃是經過一定的程序，由國家所制定 

法律與政治毫無關聯  法律為社會生活規範的一種 

5 我國 92 年制定並施行公民投票法，以下何者並非當初立法目的？ 
貫徹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 補充代議政治之不足 
落實人民直接參與政治之權利，充分反映民意 投票複決監察院提出的彈劾案 

6 下列何者並非法律生效的要件？ 
具備條文形式與定名 經黨團協商 經總統公布 經立法院三讀通過 

7 中華民國憲法第 3 條規定「具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使用以下何種法律解釋方法，可得「不

具中華民國國籍者，非中華民國國民。」之解釋結果？ 
歷史解釋 擴張解釋 目的解釋 反面解釋 

8 「類推適用」背後的法律精神為何？ 
相同事項、相同處理的平等原則 
國家公權力不可過度侵害的比例原則 
行使權利、履行義務應符合誠實信用原則 
限制人民權利、自由應以法律為之的法律保留原則 

9 法律有公法與私法之別，以下何者為私法？ 
憲法 行政訴訟法 海商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10 關於司法機關適用法律的原則，下列何者不屬之？ 
須受上級指揮監督 不得拒絕適用法律 一事不再理 不告不理 

11 司法院釋字第 251 號解釋中，宣告違警罰法規定由警察官署裁決之拘留、罰役，係關於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

處罰，應迅改由何一機關為之，以符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之本旨？ 
監察院 法務部 檢察署 法院 

12 地方制度法第 2 條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理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力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

管機關知悉」稱為： 
備查 認許 準用 訴願 

13 下列何種事項不得以行政規則規定之？ 
關於機關內部業務處理方式 關於裁罰之構成要件 
關於裁量之基準  關於機關內部組織 

14 警察執行臨檢勤務時，對每一位受臨檢之人均強制搜身，主要係違反下列何種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裁量權正當行使原則 
比例原則  有利不利應予注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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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行政機關對人民違規加以處罰，下列何種情形屬違法裁量？ 
因人民不知法規而減輕處罰至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 
不分違規情節輕重一律裁處最高額之罰鍰 
就非典型案件不依裁罰基準處罰，而進行個案裁量 
考量人民因違規行為所得之利益甚鉅，而處以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之處罰 

16 法律保留原則是要求國家某些事項應保留給下列何者作決定？ 
法務部 司法院 行政院 立法院 

17 關於「正當法律程序原則」在我國釋憲實務的實踐，下列所述何者正確？ 
警察對人實施臨檢，必須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原則上不得要求受臨檢

人同行至警察局、所進行盤查 
財政部接管經營出現危機的基層金融機構，考量到此一危機影響金融經濟甚鉅，財政部的接管決定，必須

經過高度嚴格的聽證程序，方得作成 
大法官認為公務員已享有優厚的身分保障，故關於公務員免職的程序，僅須經內部組成立場公正之委員會

決議，並通知其陳述意見即可 
決定一項行政行為程序正當性要求高低的因素，除須考量憲法有無特別規定及所涉基本權之種類外，尚須

視案件涉及之事物領域、侵害基本權之強度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利益、有無替代程序等因素綜合判斷

認定之，至於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則不得納入考慮 
18 有關地上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地上權為用益物權  地上權可時效取得 
地上權原則上可讓與  地上權原則上不可拋棄 

19 依據民法第 982 條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結婚的形式要件？ 
公開儀式  應以書面為之 
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 

20 下列何種繼承權喪失之事由，嗣後不能經被繼承人之宥恕而回復其繼承權？ 
隱匿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 
以詐欺方法使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 
以脅迫方法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遺囑之變更 
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徒刑之宣告 

21 甲要賣書每本 320 元，卻誤寫為每本 230 元，其法律效果為何？ 
無效 有效 得撤銷 效力未定 

22 甲未獲乙之授權，竟擅自以乙之代理人名義與善意之丙訂立契約，乙不承認甲之無權代理行為，甲對丙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為何種責任？ 
無過失責任 抽象輕過失責任 具體輕過失責任 重大過失責任 

23 下列何者非民法物權編之基本原則？ 
一物一權原則 擔保物權獨立性原則 物權行為獨立性原則 公示及公信原則 

24 為環境保育之目的，可於他人之土地設定下列何種權利？ 
地役權 地上權 農育權 永佃權 

25 下列何者非抵押物之代位物？ 
第三人故意侵害抵押物之損害賠償 抵押人於抵押物滅失時領取之保險金 
抵押物遭公用徵收所發給之補償費 抵押物讓售時所得之買賣價金 

26 關於人事保證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為要式契約  為有償契約 
為雙務契約  保證人之責任為代受僱人負賠償責任 

27 下列關於過失犯的敘述，何者錯誤？ 
過失行為之處罰，以法律上設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過失犯之處罰，由法官依故意犯之刑減輕 
基於罪刑相當之要求，故意犯的處罰應較過失犯為重 
加重結果犯之規定，不得適用於行為人無法預見重結果會發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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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甲因殺人罪遭判處無期徒刑確定。試問甲需服刑多久以後，始符合聲請假釋要件？ 

無期徒刑即是終身監禁，無聲請假釋之可能  30 年 
 25 年   15 年 

29 甲登山時遭無主野狗猛烈攻擊，徒手反抗無功，A 正好經過該地，甲為了自保，迫不得已，便不顧 A 之反

對，逕自將 A 手中的名貴枴杖搶來防衛，將野狗擊退，但也打斷了 A 的枴杖。甲不成立毀損罪之理由為： 
甲可主張正當防衛  甲可主張緊急避難 
甲可主張不具可罰之違法性 甲可主張推測之承諾 

30 有關刑法上的共犯，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共同正犯亦屬共犯  我國關於共犯之成立採嚴格從屬形式 
無效之教唆仍應予以處罰 失敗之教唆不予處罰 

31 有關刑法上的不作為犯有純正與不純正之區分，下列何者並非純正不作為犯？ 
第 149 條之聚眾不解散  第 306 條之不退去 
第 293 條之遺棄  第 294 條之不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 

32 甲為民選之縣議員、乙為縣議會所僱用之清潔人員、丙為縣立國民小學之授課教師、丁為執政黨縣黨部之主

任委員。A 失業在家，想在縣議會找份工作，因此使用金錢向上述四人「活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收取 A 所交付之賄款，提供 A 在縣議會工作之機會，構成收受賄賂罪 
乙收取 A 所交付之賄款，提供 A 在縣議會工作之機會，構成收受賄賂罪 
丙收取 A 所交付之賄款，提供 A 在縣議會工作之機會，構成收受賄賂罪 
丁收取 A 所交付之賄款，提供 A 在縣議會工作之機會，構成收受賄賂罪 

33 法官於窮盡調查證據之能事後，若對於構成犯罪事實的存否仍無法取得確信（事實不明），便要做出有利於

行為人的認定，這是基於何種原則？ 
不自證己罪原則 罪疑唯輕原則 證據法定原則 類推禁止原則 

34 下列何者不屬於消費者保護團體之任務？ 
提起消費訴訟  調查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消費者意見之調查  制定消費者相關之法律 

35 進口外國商品之企業經營者，其對所進口之商品應負何種責任？ 
與經銷商相同，負推定過失責任 視為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者，負無過失責任 
與出賣人一同對消費者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商品因非其自行製造，不負任何責任 

36 下列關於公司經理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經理人是公司負責人，故應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 
經理人並非公司之法定機關，法律並未強制設立，而是由公司以章程決定是否設置 
經理人之報酬原應由公司董事會決定，屬於公司自治事項，但倘經相關主管機關專案核定接受紓困之公

司，其經理人之報酬，主管機關得限制之 
經理人倘從事與公司具有競爭關係的業務，對公司影響甚鉅，故應經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為之 

37 著作人何時享有著作權？ 
著作完成時 著作公開發表時 完成登記時 主管機關核准時 

38 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為監督機關。下列何者不屬於監察人之職權？ 
監察人得列席董事會，並且陳述意見 
監察人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編造公司財務報表，並報告於股東會 
監察人除董事會不為召集或不能召集外，得為公司利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 
監察人發現董事會執行職務違法，應通知其停止該行為 

39 下列關於童工之敘述，何者正確？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六歲之受僱從事工作者，為童工 
童工不得從事繁重及危險性之工作，但得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可者，不在此限 
童工每日之工作時間不得超過八小時，例假日不得工作，但得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可者，

不在此限 
童工不得於午後八時至翌晨六時之時間內工作，但得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可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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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勞動基準法規定工資應有的給付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法定通用貨幣給付原則  不定期給付原則 
全額給付原則  直接給付原則 

41 下列何項情形勞工得向雇主請求發給資遣費？ 
雇主違反勞動契約或勞工法令，致有損害勞工權益之虞，勞工不經預告終止契約 
勞工違反勞動契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雇主不經預告終止契約者 
不定期契約經勞工預告終止契約 
季節性定期契約期滿離職時 

42 下列關於工資之給付，何者正確？ 
工資之給付應以法定通用貨幣為之，不得約定一部以實物給付 
雇主預扣勞工工資作為違約金或賠償費用，須以合理之範圍且得主管機關之同意為限 
對於工作相同、效率相同之勞工，雇主不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 
工資由勞雇雙方議定之，但必須高於基本工資 

43 下列何者屬於勞動基準法所稱之勞工？ 
自營計程車司機  受僱於私立大學之校工 
自由撰稿作家  流動攤販 

44 雇主下列何種行為符合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陪產假期間，不給予工資 要求婦女僅得於規定之休息時間內哺乳 
對於婦女，一律提供較好的福利措施 受僱者之配偶未就業者，得不給予其家庭照顧假 

45 下列何者不是行政機關發布法規命令之法定名稱？ 
辦法 標準 規則 通則 

46 性別工作平等法對於受僱者懷孕生產需要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妊娠未滿二個月流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三日 
受僱者向雇主請求產假時，雇主不得拒絕，但得不發給全勤獎金 
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三日，陪產假期間工資照給 
雇主得於勞動契約中事先約定受僱者有懷孕、分娩之情事者，應留職停薪 

47 家醫科大慶醫師開設私人診所，B 女抱傷就診，右眼瘀血紅腫，手臂有明顯抓痕，B 女稱自己不慎撞到桌角

。一星期後，B 女明顯雙頰瘀血，眼角有撕裂傷必須縫合，B 女哭訴遭丈夫毆打，但希望大慶醫師不要聲張

，大慶有無向主管機關通報 B 女家庭暴力情事的義務？ 
沒有，家庭暴力防治法並沒有課予醫師有通報義務 
有，醫事人員於執行職務時發現家庭暴力情事，依照家庭暴力防治法有通報義務 
有，任何人依照家庭暴力防治法都有通報義務，違反義務者應處罰 
沒有，依照家庭暴力防治法醫事人員基於病患隱私可以例外免除通報義務 

48 甲與乙為夫妻，兩人感情不睦經常爭吵，一經衝突，甲即會毆打乙，左鄰右舍皆知情。一夜，甲又毆打乙，

鄰居通報派出所有家暴事件發生，警員趕赴兩人住處見甲正以棍棒毆打乙。請問警員得否逮捕甲？ 
否，夫妻打打鬧鬧是家務事，警察不應介入 
否，臺灣法令對於家庭暴力束手無策，應該迅速立法以保護家暴被害人之權益 
可以，警員對於家庭暴力罪之現行犯可以逕行逮捕 
可以，警員對於家庭暴力罪之現行犯可以逕行逮捕，並不論是否有繼續侵害之餘，皆得逕行拘提 

49 下列何種權利適用消滅時效之規定？ 
遺產裁判分割請求權  共有物裁判分割請求權 
離婚請求權  買賣價金給付請求權 

50 下列何者為姻親關係消滅之原因？ 
離婚或結婚經撤銷  當事人一方死亡 
當事人一方失蹤  當事人雙方受監護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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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刑法所規定之共犯型態有幾種，試分別詳細說明之。（25 分） 

二、試述竊盜罪與侵占罪構成要件之主要差異。（25 分） 

三、甲與乙因同時迷戀某理療院 A 女而結怨，某日，甲信步前往該理療院，見乙已在內

消費，A 女正為乙服務，狀甚親密。甲頓時妒火中燒，乃基於普通傷害之犯意，隨手

取來櫃台上鈍器一只，以之丟擲乙，惟乙閃避得宜，毫髮未傷，而 A 女則因不知閃躲，

鈍器反而擊中 A 女頭部致腦震盪之重傷。試問：甲之行為應如何論罪？（25 分） 

四、派出所警員甲於清點轄區通緝人犯資料時，認為績效不彰，亟思改善。因發覺其中

某乙實係因「竊盜案」輕判「有期徒刑六月，如易科罰金以一千元計算」而遭通緝，

乃突發巧思，在自己執行職務所製作到案通知書上之到案原因，故不記載「竊盜判

刑確定須到案執行」，竟誇大其詞載為：「涉嫌擄人勒索須到案詢問」，並將此一

式二份之通知書分別寄達某乙及其父。某乙之父收受通知書後，果然驚訝不已，經

查明確無所謂「擄人勒索」其事之後，急於洗清擄人勒索之冤情，旋主動帶同某乙

到案，警員甲因而輕鬆獲得查獲通緝犯之獎勵。試問：警員甲之上開行為，是否構

成犯罪？如否，理由何在？如是，應如何論罪？（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