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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四等行政警察人員
「法學緒論」測驗題解

（Ｃ）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第二章所例示規定保障之自由？（Ａ）秘密
通訊之自由（Ｂ）信仰宗教之自由（Ｃ）發展人格之自由（Ｄ）
集會結社之自由。
（Ｄ）請問下列那一個法律與憲法基本國策中社會安全之規定最具關聯
性：（Ａ）消費者保護法（Ｂ）社會秩序維護法（Ｃ）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Ｄ）勞工保險條例。
（Ａ）下列有關法律制定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Ａ）立法院通過之
法律案行政院得對之提出覆議（Ｂ）司法院無法律案之提案權（
Ｃ）所有法律案通過後須送交司法院審查是否違憲（Ｄ）法律之
公布須經立法院院長之副署。
（Ｃ）下列有關我國刑法「地之效力」的說明，何者錯誤？（Ａ）刑法
適用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犯罪（Ｂ）刑法適用於在我國船艦、航
空器內之犯罪（Ｃ）犯罪行為雖發生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但犯罪
結果卻在中華民國領域外，該犯罪即不適用中華民國刑法（Ｄ）
刑法適用於我國領空、領土或領海內之犯罪。
（Ａ）法院受理案件，一經裁判確定，當事人即不得對之再為同一訴訟
，此原則稱為：（Ａ）一事不再理原則（Ｂ）不告不理原則（Ｃ
）審判獨立原則（Ｄ）審判迴避原則。
（Ｃ）我國刑法第1 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
定者為限。」，針對此一條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此稱
為罪刑法定主義（Ｂ）此符合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Ｃ）此為特
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Ｄ）根據本條文，因此刑法有漏洞時，也
不得運用類推適用之方法。
（Ｂ）如果法律規定，凡竊盜者，處以死刑，可能違反何種憲法原則？
（Ａ）自主原則（Ｂ）比例原則（Ｃ）一事不二罰原則（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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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聯結禁止原則。
（Ｄ）下列何者為姻親？（Ａ）夫妻（Ｂ）叔姪（Ｃ）舅甥（Ｄ）連襟
。
（Ｃ）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0號解釋，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何種自
由之制度性保障？（Ａ）言論自由（Ｂ）受教育自由（Ｃ）學術
自由（Ｄ）思想自由。
（Ｄ）我國憲法中未明文規定，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仍屬人民之基本
權利者為何？（Ａ）參政權（Ｂ）工作權（Ｃ）人身自由（Ｄ）
資訊隱私權。
（Ａ）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商業廣告屬於憲法所保障之何種基本權？
（Ａ）言論自由（Ｂ）良心自由（Ｃ）通訊自由（Ｄ）集會自由
。
（Ｄ）解釋義務、責任時，「舉輕以明重」，此等解釋為：（Ａ）擴充
解釋 （Ｂ）限制解釋（Ｃ）文義解釋（Ｄ）當然解釋。
（Ｃ）下列關於國際制裁的敘述，何者錯誤？（Ａ）在一定條件下可以
進行軍事干涉（Ｂ）封鎖也是一種國際制裁（Ｃ）國際法僅允許
透過聯合國進行制裁 （Ｄ）受害國可以自力救濟。
（Ｃ）下列關於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劃分的說明，何者錯誤？（Ａ）規定
法律關係之實體權利義務關係者為實體法（Ｂ）規定如何實現實
體法律關係之法律為程序法（Ｃ）實體法與程序法可以截然劃分
（Ｄ）程序法適用所謂的「程序從新」原則。
（Ｂ）依據憲法第8條第2項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最遲
應於24 小時內移送何機關審問？（Ａ）該管地檢署檢察長（Ｂ）
該管法院（Ｃ）該管地檢署檢察官（Ｄ）該管縣市警察局。
（Ｃ）下列有關立法委員之敘述，何者錯誤？（Ａ）立法委員在院內所
為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Ｂ）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
，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Ｃ）立法委員得
對預算案為增加支出之提議（Ｄ）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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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為保護生活環境衛生所制定的法規，總稱為環境保護法。下列何
者不屬於環保法規的客體？（Ａ）空氣（Ｂ）噪音（Ｃ）消防（
Ｄ）廢棄物。
（Ａ）行政機關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若逾越法律授權範圍者，其效力為
何？（Ａ）違法而無效（Ｂ）得補正而有效（Ｃ）附期限失效（
Ｄ）附條件失效。
（Ｄ）有關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行政院
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Ｂ）立法委員開會時，可質詢行政院
院長（Ｃ）立法院得依憲法規定，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Ｄ）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未獲通過者，任期內即不得再
行提出。
（Ａ）甲男終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其父乙對之甚為厭惡，於忍無可
忍的情形下，登報聲明脫離父子關係，試問其法律效果如何？（
Ａ）自始無效（Ｂ）經甲同意後，有效（Ｃ）經法院裁定後，有
效（Ｄ）一經聲明，即為有效。
（Ｂ）近世法律關係趨於複雜，由於純靠私法無法解決私人的法律關係
，因此公法往往介入私法領域，稱為社會法，下列何者屬此種法
律？（Ａ）國家賠償法（Ｂ）勞動基準法（Ｃ）行政訴訟法（Ｄ
）法院組織法。
（ＡＣ）消防隊為了救火，拆掉一棟民房阻擋火勢，此為：（Ａ）緊急
避難，不成立毀損建築物罪（Ｂ）成立毀損建築物罪，但會減刑
（Ｃ）因為是業務上正當行為，不成立毀損建築物罪（Ｄ）因為
正當防衛，不成立毀損建築物罪。
（Ｄ）依現行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須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Ａ）
解散立法院（Ｂ）內政部部長之任命（Ｃ）行政院院長之任命（
Ｄ）法律之廢止。
（Ｃ）「罪刑法定主義」意指下列何者？（Ａ）法官審理犯罪不能違反
判決先例（Ｂ）法律規定可以溯及既往（Ｃ）無法律即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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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刑罰（Ｄ）唯有刑法典可以賦予國家刑罰權。
（Ａ）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訊問被告前，毋須告知被告下列何事？
（Ａ）得保持緘默（Ｂ）得與他人對質（Ｃ）所犯所有罪名（Ｄ
）得選任辯護人。
（Ｄ）何人可以逮捕現行犯？（Ａ）任何人（Ｂ）僅限從事刑事訴訟之
公務人員（Ｃ）僅限司法檢察官及司法警察（Ｄ）僅限被害人。
（Ｄ）關於法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法人與自然人享有完全同
樣的權利（Ｂ）只有民法有法人制度（Ｃ）國家並非法人（Ｄ）
並非所有自然人得享有之權利，法人都可以享有。
（Ｃ）法律無明文規定時，民事案件可依習慣、法理解決；刑事案件則
：（Ａ）亦可依習慣及法理解決（Ｂ）只能依習慣解決（Ｃ）只
能依法理解決（Ｄ）應宣判無罪。
（Ａ）下列何者不屬於強制保險？（Ａ）全民健康保險（Ｂ）勞工保險
（Ｃ）不動產火災保險（Ｄ）汽機車第三人責任險。
（Ｂ）意圖販賣而製作盜版光碟一萬片，會有何種法律責任？（Ａ）刑
事責任及民事責任（Ｂ）只有行政責任，沒有刑事責任（Ｃ）只
有民事責任，沒有刑事責任（Ｄ）有民事及行政責任，沒有刑事
責任。
（Ｂ）下列何人得指揮檢察官辦案？（Ａ）法務部部長（Ｂ）檢察總長
（Ｃ）法務部檢察司司長（Ｄ）調查局局長。
（Ｄ）下列何者通常不包括於一般所稱商事法之概念中？（Ａ）公司法
（Ｂ）海商法（Ｃ）保險法（Ｄ）稅法。
（Ｄ）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面那一種罪，不適用中華民
國刑法？（Ａ）公務員收受賄賂罪（Ｂ）海盜罪（Ｃ）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Ｄ）詐欺罪。
（Ｃ）下列何者並非國際法？（Ａ）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Ｂ）世
界人權宣言（Ｃ）國籍法（Ｄ）聯合國憲章。
（Ｂ）習慣成為一種法源，除須為反覆之慣行外，尚須合乎下列何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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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人們的協議（Ｂ）人們規範上的確信（Ｃ）彰顯道德的
理想（Ｄ）社會賢達所認可。
（Ｄ）下列有關法律與道德之間關係與差別的敘述，何者錯誤？（Ａ）
道德的產生與認定無一定方式，法律則透過一定的立法程序（Ｂ
）凡是法律所禁止者，在道德上不一定受指責（Ｃ）道德沒有國
家強制力實現，法律則有國家強制力的實現（Ｄ）道德不是人類
生活的規範，法律才是人類生活的規範。
（Ａ）被告於何時得選任辯護人？（Ａ）隨時（Ｂ）經司法警察訊問後
（Ｃ）經檢察事務官訊問後（Ｄ）經檢察官訊問後。
（Ｃ）關於法律與經濟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憲法只規範
政治，不規範經濟活動（Ｂ）行政法與經濟活動無關（Ｃ）智慧
財產權的保障對現代經濟非常重要（Ｄ）國家不能以刑法制裁經
濟犯罪。
（Ｃ）有關「法律對於某一事項的規定有所修正，則修正後法規的效力
，是否能溯及於法規修正前所發生的事件」的問題，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Ａ）法律有特別規定時，修正後法規的效力可以溯及
既往（Ｂ）刑法上，對於修正前的法律不予處罰的行為，不能以
修正後的法律為依據加以處罰（Ｃ）各機關受理人民申請許可案
件時，即使舊法規較有利於當事人，亦應一律適用新法規（Ｄ）
新法規的效力若一律溯及既往，將破壞法規的安定性，並可能違
反當事人的信賴保護。
（Ｄ）下列有關法律與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Ａ）法律限制自由（
Ｂ）法律保障自由（Ｃ）法律實現自由（Ｄ）法律拋棄自由。
（Ｄ）下列何者並非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國際制裁方式？（Ａ）斷絕外交
關係 （Ｂ）軍事干涉（Ｃ）鐵路、海運、航空的停止（Ｄ）拘留
外國使節。
（Ｄ）姓名權係屬憲法所保障的何種基本權？（Ａ）資訊自決權（Ｂ）
人身自由（Ｃ）良心自由（Ｄ）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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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公司係屬下列何種法人？（Ａ）營利社團法人（Ｂ）營利財團法
人（Ｃ）公益社團法人（Ｄ）公益財團法人。
（Ｃ）有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保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居住
、遷徙之自由，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Ｂ）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
於國家領土之外（Ｃ）國家對居住、遷徙之自由不應予以任何限
制（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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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各機關依法律的授權，所頒布的命令稱為：（Ａ）執行命令（Ｂ
）緊急命令（Ｃ）職權命令（Ｄ）法規命令。
（Ｂ）下列何種情形下，公務員不必自行迴避？（Ａ）前妻申請之案件
（Ｂ）退休同事所申請之案件（Ｃ）曾為該事件鑑定人之案件（
Ｄ）曾有連襟關係之當事人申請之案件。
（Ｄ）有關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範圍，下列何者正確？（Ａ）僅
適用於行政法（Ｂ）僅適用於刑法（Ｃ）僅適用於民法（Ｄ）原
則上得適用於一切法律領域。
（Ｂ）地方法院刑事庭的法官私下知悉鄰居販毒，下列何種處理方式為
合法？（Ａ）主動直接開庭審理判決（Ｂ）向檢察官告發由檢察
官提起公訴，法院方得受理而為裁判（Ｃ）不須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主動行使法官職權調查犯罪事實，若證據確鑿即審判（Ｄ）
因須迴避，請法院同事主動直接開庭審理判決。
（Ｄ）下列何者不受著作權法保護？（Ａ）表演人對於既有著作或民俗
創作之表演（Ｂ）編輯人對於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原創性者（
Ｃ）就原作加以改作之創作（Ｄ）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
作成之語文著作。
（Ｃ）下列關於法律之「人的效力」的敘述，何者正確？（Ａ）我國單
採屬地主義原則（Ｂ）外國使節之隨員，在我國仍受我國法律拘
束（Ｃ）一般外國人在我國違法，仍應受我國法律制裁（Ｄ）外
國元首之隨行家屬，在訪問我國期間，仍受我國法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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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四等行政警察人員
「國文」測驗題解

（Ａ）下列詞語，沒有錯別字的是：可見一斑一愁莫展儒慕之思
化險為宜人才輩出形跡可疑良晨美景（Ａ）（Ｂ
）（Ｃ）（Ｄ）。
（Ｂ）《莊子．田子方》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文中「飯」字的用法，與下列那
個選項相同？
（Ａ）「飯」一盂，蔬一盤。
（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
（Ｃ）鳴鐘集人天，施「飯」聚猿鳥。
（Ｄ）酪漿一壺麥一「飯」，香火照日藏流螢。
（Ａ）下列文句中之「逆」字，不作「違逆」解釋的是：
（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
（Ｂ）不「逆」天理，不傷情性（《韓非子．大體》）。
（Ｃ）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史記．伍子胥列
傳》）。
（Ｄ）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楊惲〈報孫會宗
書〉）。
（Ｃ）下列引文的詮釋，錯誤的是：
（Ａ）袁枚〈祭妹文〉：「悔當時不將嫛婗情狀，羅縷紀存。」
「嫛婗情狀」意謂幼時情景。
（Ｂ）丘遲〈與陳伯之書〉：「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
上。」意謂處境危殆。
（Ｃ）孔子：「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意謂
努力向學，為大眾服務奉獻。
（Ｄ）張載〈西銘〉：「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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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漏」謂室內西北隅隱蔽處，即暗室之意。
（Ｃ）下列各組成語，意義相反的是：（Ａ）郭公夏五／魯魚亥豕（Ｂ
）甕牖繩樞／室如懸磬（Ｃ）東施效顰／自出機杼（Ｄ）酒食徵
逐／般樂怠敖。
（Ｄ）下列關於柬帖用語，解釋錯誤的是：（Ａ）于歸：女子出嫁（Ｂ
）詹於：即占於，選擇吉日在（Ｃ）桃觴：祝壽之酒席（Ｄ）璧
謝：領受禮物並道謝。
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
離人淚。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得倩
疏林挂住斜暉。馬兒迍迍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卻告了相思迴避，
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
了玉肌；此恨誰知。（王實甫《崔鶯鶯待月西廂記．長亭送別》）
（Ｄ）下列選項之時序，何者與本文相同？（Ａ）搵啼紅，杏花消息雨
聲中（Ｂ）黃鶯亂啼門外柳，雨細清明後（Ｃ）鳳凰台上暮雲遮
，梅花驚作黃昏雪（Ｄ）扁舟來往蒹葭岸，人憔悴、雲林又晚。
（Ｂ）下列有關「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
肌」的敘述，何者有誤？（Ａ）文意描寫離別念遠的情懷（Ｂ）
暗喻功名難捨，造物無情（Ｃ）採用「摹寫」修辭的視、聽技法
（Ｄ）運用「誇飾法」摹寫憔悴的情狀。
皇帝登極之元年，六月癸未夜，噶瑪蘭風，颶也，或曰颱。雨
甚，伐木壞屋，禾大傷，繼以疫。於是噶瑪蘭闢十一年矣，水患之
歲五，颱患之歲三，蘭人大恐，謂鬼神降災，不悅人之闢斯土也，
將禳之。桐城 姚瑩時攝噶瑪蘭通判，有事在郡，聞災馳至，周巡原
野，傾者扶之，貧者周之，請於上而緩其徵，製為藥而療其病，疫
以止。民大悅，乃進耆老而告之曰：「吾人至此不易矣。」（姚瑩
〈噶瑪蘭颱異記〉）
（Ｂ）據內容看來，所述事件的發生地點是在哪裡？（Ａ）臺灣本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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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一帶（Ｂ）臺灣本島的宜蘭地區（Ｃ）臺灣離島的蘭嶼一帶
（Ｄ）臺灣離島的澎湖地區。
（Ｄ）下列那段文字最能用來歸納本段的文章主旨？（Ａ）君子以為文
，小人以為神（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Ｃ）人禍之害更
甚於天災（Ｄ）天災不足畏，人治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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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四等行政警察人員
「英文」測驗題解

（ Ｂ ）At first he was ________ to help me, but in the end he gave me a
hand willingly.
（Ａ）suspicious（Ｂ）reluctant（Ｃ）anxious（Ｄ）negative
（ Ｂ ）Mr. Brown was arrested on ________ of winning the election by
bribery.
（Ａ）objection（Ｂ）suspicion（Ｃ）decision（Ｄ）suspense
（ Ａ ）The number of stars in the universe seems ________ ; no one
knows the exact number of them.
（Ａ）infinite（Ｂ）exotic（Ｃ）gorgeous（Ｄ）superior
（ Ａ ）Tom really wanted to go to the baseball game on Saturday.
________ , he had to work that day.
（Ａ）Unfortunately

（Ｂ）Luckily

（Ｃ）Consequently

（Ｄ）Moreover

（ Ｂ ）Some mushrooms are ________ , but most of them are harmless.
（Ａ） marginal （Ｂ） poi s o n o u s （ Ｃ ） e s s e n t i a l （ Ｄ ）
protective
（ Ｃ ）I’d like to have an ________ in my living room because it steadies
my nerves to see fish swimming leisurely.
（Ａ）appliance

（Ｂ）installment

（Ｃ）aquarium

（Ｄ）ornament

（ Ａ ）Since I had no time to read the details, I ________ just through the
headlines.
（Ａ）browsed（Ｂ）stared（Ｃ）gazed（Ｄ）squee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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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The supermarkets try to satisfy everyone’s needs by selling a wide
________ of goods.
（Ａ）product（Ｂ）service（Ｃ）variety（Ｄ）account
（ Ｄ ）According to the traffic regulation, you have to ________ your
seatbelt when driving. You will be fined NT$1,500 if you break
the law.
（Ａ）match（Ｂ）handle（Ｃ）scatter（Ｄ）fasten
（ Ａ ）It is very convenient for the citizens to go to school or go to work
by public ________ , such as buses and subways.
（Ａ）transportation

（Ｂ）cooperation

（Ｃ）administration

（Ｄ）interpretation

（ Ｂ ）Michael’s mother ________ him from joining the expedition to the
South Pole, worrying that the harsh weather there would harm his
health.
（Ａ）distinguished

（Ｂ）discouraged

（Ｃ）discriminated

（Ｄ）discovered

（ Ｂ ）His advice has been to ________ the success of the project.
It’s all because of his suggestion that we could achieve what we
had expected.
（Ａ）dispensable

（Ｂ）invaluable

（Ｃ）formidable

（Ｄ）vulnerable

（ Ａ ）Under his repeated plea, we ________ agreed to let him go.
（Ａ）reluctantly

（Ｂ）consistently

（Ｃ）smoothly

（Ｄ）relentlessly

（ Ｃ ）Those who are over 65 will get a monthly ________ of three
thousand dollars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Ａ）expense（Ｂ）budget（Ｃ）allowance（Ｄ）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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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Rachel is a very powerful speaker. She is likely to play a ________
role in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Ａ）prominent（Ｂ）prompt（Ｃ）prosperous（Ｄ）
punctual
（ Ａ ）Because of her poor performance in class, Jane always feels
________ her classmates.
（Ａ）inferior to（Ｂ）superior to（Ｃ）prior to（Ｄ）allergic
to
（ Ｄ ）Without enough ________ knowledge, it would be hard to
understand what that scientist was talking about.
（ Ａ ） a r t i fi c i a l （ Ｂ ） h a n d f u l （ Ｃ ） r o m a n t i c （ Ｄ ）
background
（ Ａ ）Mary hopes that she can ________ work after the baby is born.
（Ａ）resume（Ｂ）assume（Ｃ）presume（Ｄ）consume
（ Ｂ ）There is too much noise in this classroom. I can’t understand what
________ .
（Ａ）is the professor saying（Ｂ）the professor is saying
（Ｃ）is saying the professor（Ｄ）that the professor is saying
（ Ａ ）Terry has been teaching at this school ________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Ａ）since（Ｂ）at（Ｃ）by（Ｄ）until
（ Ｄ ）Not until Sam got home ________ that he had lost his keys.
（Ａ）that he found

（Ｂ）he had found

（Ｃ）would he have found

（Ｄ）did he find

（ Ａ ）While I was talking on the phone, the doorbell suddenly ________
.
（Ａ）rang

（Ｂ）was ringing

（Ｃ）was rung

（Ｄ）had been r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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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We hurried to the sports shop ________ find that the door was
closed. We had to come home and waited until the next day.
（Ａ）so as to（Ｂ）only to（Ｃ）in order to（Ｄ）owing to
（ Ｄ ）The man said to the woman: “I will meet you at the shop ________
I saw you the first time.”
（Ａ）that（Ｂ）there（Ｃ）in it（Ｄ）where
（ Ｄ ） ________ , and you can pass the test with ease.
（Ａ）If you make good preparations in advance
（Ｂ）Making good preparations in advance
（Ｃ）To make good preparations in advance
（Ｄ）Make good preparations in advance
（ Ｂ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sleep less than ________ because the
former spend more hours playing computer games or chatting with
friends online than the latter.
（Ａ）America

（Ｂ）those in America

（Ｃ）American colleges

（Ｄ）them in America

（ Ｃ ）So disappointed ________ that he abandoned himself to despair,
ignoring the world he lived in.
（Ａ）the man was

（Ｂ）the man became

（Ｃ）was the man
become

（Ｄ）was the man

（ Ｄ ）We shall ________ the words our teachers said to us at the farewell
party when w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Ａ）forever not forget

（Ｂ）always forget not

（Ｃ）never not forget

（Ｄ）never forget

（ Ｂ ）Regardless of the of ________ the domestic market, using China
as an export manufacturing base will eventually generate excellent
returns for year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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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ins and outs
on and off

（

（Ｃ）ups and downs

（Ｄ）within and without

Ｂ

）

（Ｃ）Nora: Hey, John! Is that you?
John: Yes, it’s me.
Nora: Oh, it’s good to see you! Well, how are you getting along?
John: ________ I got married last month, and I just got a raise
yesterday.
（Ａ）Never mind!
（Ｂ）Couldn’t be better!
（Ｃ）I’ll try to do better next time.
（Ｄ）Things have been going lousy with me.
（ Ｂ ）Doctor: I have some news that you might find exciting.
You’re pregnant!
Mary: No way!
Doctor: Yes, you’re going to have a baby.
Mary: Are you kidding me? Ah, I need a cigarette.
Doctor: ________ You need to stop smoking, and immediately.
（Ａ）Here you are.
（Ｂ）That’s the last thing you need.
（Ｃ）You can say that again.
（Ｄ）What is done can never be undone.
（ Ｄ ）Sandra: I just read today’s newspaper. The city government is
going to build a new retirement home in town.
David:________
Sandra: Maybe they don’t want t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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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irement home, they’d be more independent. I think it’s
a good option.
（Ａ）Many older parents spend a lot of time at home alone
because their children have to work.
（Ｂ）Don’t you think older people would really get lonely and
depressed in a retirement home?
（Ｃ）A retirement home might be just the right place for some
people.
（Ｄ）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live in a retirement home?
Why can’t older parents just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 Ｂ ）Rick: We’ve been hiking for hours on this rough hill and my shoes
are killing me. I’m not sure if I can take it any further.
Mary: Why don’t you stop complaining?________
Rick: I guess I should have kept on going to the gym.
（Ａ）Why not buy a new pair of shoes?
（Ｂ）Just admit that you are out of shape.
（Ｃ）Stick to it, and you will feel relaxed.
（Ｄ）You shouldn’t wait until the last minute.
（ Ａ ）Eric: I got full marks on the English test.
Jack:________
Eric: I feel so proud of myself.
（Ａ）Well done!

（Ｂ）No wonder!

（Ｃ）Cheer up!

（Ｄ）How awful!

（ Ｃ ）Janet: Cindy! This is Janet. I’m so glad you’re home.
Cindy: Hi, Janet.________
Janet: I locked myself out of my apartment and I need your help.
（Ａ）Where do you live?

（Ｂ）Where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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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What’s going on?
What do you do?

（

Ｄ

）

（ Ｄ ）Betty: What a wonderful cake! It was appetizing.
Nancy: ________ Rita is really good at cooking.
Betty: Maybe we can ask her to teach us how to bake one like that.
（Ａ）It was really horrible.

（Ｂ）Sounds fine to me.

（Ｃ）It couldn’t be.

（Ｄ）It sure was.

（ Ｄ ）Dolly: I heard that your grandmother passed away last week.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Brian: I am really mad at myself for not having told her that I
loved her! There is nothing ever certain! You had better
treasure what you have now!
Dolly: ________ That is a good lesson to me.
（Ａ）Right, never give up easily.（Ｂ）Let bygones be bygones.
（Ｃ）I believe that love conquers all.（Ｄ）I’ll bear that in
mind.
American women traditionally are expected to be affectionate,
passive, conforming, sensitive, intuitive, and dependent—“sugar and spice
and everything nice.”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domestic life, to be nurturing, to care for babies and young children, to fuss
over their personal appearance, and to be self-sacrificing for their family.
They should not appear to be ambitious, aggressive, competitive, or more
intelligent than men. They should be ignorant about and uninterested in
sport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Also,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initiate
relationships with men but are expected to be tender, feminine, emotional,
and appreciative when in those relationships.
There are also a number of traditional sex-role expectations for
males in our society: a male is expected to be tough, fearless, logical,
self-reliant, independent, and aggressive. He should have definite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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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day and make authoritative decisions at work
and at home. He is expected to be strong, a sturdy oak, and never to be
depressed, vulnerable, or anxious. He is not supposed to be a “sissy,” to cry
or openly display emotions that suggest vulnerability.
（ Ｃ ）The first paragraph is mainly about ________ .
（Ａ）women in modern society
（Ｂ）how to be a housewife
（Ｃ）stereotypical expectations of women
（Ｄ）the war between women and men
（ Ｄ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NOT be inferred from the above two
paragraphs?
（Ａ）Men are not encouraged to show emotions in public.
（Ｂ）Women should mainly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at home.
（Ｃ）Men can decide on everything for the whole family.
（Ｄ）Women do not like to spend time on their clothing and
looks.
（ Ａ ）What does the phrase “sugar and spice and everything nice”
imply?
（Ａ）Women should be kind.
（Ｂ）Women should be sexy.
（Ｃ）Women should work hard.
（Ｄ）Women should learn to cook.
（ Ａ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ersonality traits would make an American
male popular in the past?
（Ａ）Daring.（Ｂ）Caring.（Ｃ）Silly.（Ｄ）Timid.
（ Ｃ ）What does “vulnerability” in the last line mean?
（Ａ）Violence

（Ｂ）Inconsistency

（Ｃ）Weakness

（Ｄ）Conte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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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 J. Liu bills her clients, all it takes is a few mouse clicks,
and for the most part their payments end up in her bank account a few
days later. She does not need an assistant to send out receipts or to track
accounts payable and receivable. She never has to wait for checks to arrive
in the mail, and she does not have to visit the bank. Like many others who
run small businesses, Ms. Liu is a PayPal customer.
From its inception seven years ago, PayPal, based in San Jose,
Calif., has grown to service more than 86.6 million accounts in 55
countries, and it expects to process $25 billion in money transfers this year.
About 70 percent of the payment volume comes through PayPal’s parent
company, eBay, and is used to buy and sell items on the Internet. But more
and more, small businesses and sole proprietors outside of eBay are using
PayPal as their back offices.
Based on her business volume, less than $3,000 a month, Ms. Liu
pays 2.8 percent of her total sales, as well as 30 cents a transaction, for
this service. “It saves me the hassle of the billing side,” she said, “so I can
concentrate on my client work.”
Many of the newest and smallest businesses find that using PayPal
is more cost-effective than turning directly to acredit card company
to process transactions. “PayPal is building their fortune on the small
businesses that credit card companies wouldn’t take unless they paid 7 to
12 percent of every transaction,” she said.
（ Ｃ ）What is this article mainly about?
（Ａ）The commercial advantage of eBay.
（Ｂ）The success of a Chinese business woman.
（Ｃ）The convenience of PayPal for small businesses.
（Ｄ）The birth of a new product of eBay.
（ Ａ ）Most of PayPal’s customers are _____.
（Ａ）Internet shoppers（Ｂ）credit car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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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traditional store clerks（Ｄ）parent companies of banks
（ Ｃ ）How much does Ms. Liu have to pay PayPal for the service?
（Ａ）$3,000 in total.
（Ｂ）7 % of each transaction.
（Ｃ）About 3 percent of her total sales.
（Ｄ）30 cents for each business deal only.
（ Ｂ ）What does “they” in the last paragraph refer to?
（Ａ）Credit card companies

（Ｂ）Small businesses

（Ｃ）PayPal and eBay

（Ｄ）Big businessmen

The phoenix was, according to legend, a bird which died in a
fire but came out of the flames alive. In ancient Egypt, the phoenix was
connected with the worship of the sun.
According to some stories, it was like a large eagle, with red and
gold feathers. It lived for hundreds, or even thousands of years. But when
its death was near, it built a nest of the scented branches of trees and spices.
It then sang a beautiful, haunting and sad song, and fanned the nest until
it burst into flames. The phoenix died in the fire it had made, but from the
flames and ashes came a new phoenix, which would live for many years.
In other legends, the phoenix was like an Egyptian heron called
the bennu. It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worship of the sun and is found
carved on ancient Egyptian monuments as a symbol of the rising sun and
life after death. Because the phoenix was regarded as immortal, it was
adopted by the Christian Church as a symbol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and of eternal life. It has also been used as a sign over chemists’ shops
from its association with alchemy and the search for immortality.
（ Ｃ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Ａ）The phoenix was to the Egyptians what the sun was to the
Christ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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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The phoenix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Greek mythology.
（Ｃ）A phoenix was burned to ashes before it was reborn and it
symbolized immortality.
（Ｄ）The accou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ould not be complete
without mentioning the phoenix.
（ Ａ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immortal”
in paragraph 3?
（Ａ）Eternal（Ｂ）Fragile（Ｃ）Agile（Ｄ）Conceited
（ Ｂ ）What did a phoenix do in preparation for its death?
（Ａ）It kept singing until it was completely exhausted.
（Ｂ）It built a nest and then burned it.
（Ｃ）It migrated to where the grass was greener.
（Ｄ）It built a fire and burned its mate along with itself.
（ Ｃ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Ａ）The phoenix resembled a large eagle.
（Ｂ）The phoenix was likely to live to be thousands of years old.
（Ｃ）The phoenix was dubbed “Bennu” in ancient Egypt.
（Ｄ）Nowadays, the phoenix is still used as a sign over
drug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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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公務人員特種基層行政警察人員四等考試
「行政法概要」測驗題解
（Ａ）下列何者非屬國家賠償法所稱之「公有公共設施」？（Ａ）
台灣電力公司之輸電設施（Ｂ）鐵路平交道（Ｃ）高速公路
（Ｄ）軍用飛機場。
（Ａ）國家賠償所需經費，應由下列何機關編列預算支應？（Ａ）
各級政府（Ｂ）財政部（Ｃ）審計部（Ｄ）行政院主計處。
（Ｃ）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1條之規定，警察依法行使職權，因人
民特別犧牲，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失時，人民得請
求補償，下列相關之敘述何者錯誤？（Ａ）損失補償，應以
金錢為之（Ｂ）人民有可歸責之事由時，法院得減免其金額
（Ｃ）人民對於警察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不得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Ｄ）人民應於知有損失後，二年內向
警察機關請求之。
（Ｂ）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國家賠償
責任是以金錢賠償為原則（Ｂ）請求損害賠償時，得以書
面或言詞方式為之（Ｃ）民事訴訟法為國家賠償法之補充法
（Ｄ）請求國家賠償應先協議。
（Ａ）依行政訴訟法第106條之規定，提起撤銷訴訟，應於訴願決
定書送達後多久內之期間為之？（Ａ）二個月（Ｂ）三個月
（Ｃ）六個月（Ｄ）一年。
（Ｄ）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之規定，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
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
者，其聲請人亦得提起何種之訴？（Ａ）聲明異議（Ｂ）抗
告（Ｃ）撤銷之訴（Ｄ）再審之訴。
（＃）下列何者不是訴願管轄機關之審議原則？（Ａ）訴願決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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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制（Ｂ）職權調查（Ｃ）言詞辯論（Ｄ）禁止提出新證據
資料。
【註：此題答（C）或（D）者均給分。】

（Ｂ）某甲不服內政部之行政處分，應向下列何機關提起訴願？
（Ａ）內政部（Ｂ）行政院（Ｃ）監察院（Ｄ）司法院。
（＃）不服台北市各中等學校處分者，應以下列何者為訴願管轄機
關？（Ａ）行政院（Ｂ）教育部（Ｃ）台北市政府（Ｄ）監
察院。
【註：此題答（B）或（C）者均給分。】

（Ｂ）行政程序法有關陳情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人
民對於行政違失之舉發，得向主管機關陳情（Ｂ）人民之陳
情限於書面為之（Ｃ）人民陳情案未具真實姓名者，得不予
處理（Ｄ）人民之陳情應向其他機關為之者，受理機關應告
知陳情人。
（Ｃ）行政程序法有關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迴避之規定，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Ａ）本人之四親等姻親為事件之當事人時應自
行迴避（Ｂ）當事人申請公務員迴避，經行政機關駁回決定
者，得於十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決（Ｃ）有具體事實，足認
公務員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Ｄ）公
務員有應自行迴避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
者，不必迴避。
（Ａ）行政程序法關於行政機關之調查證據，下列之敘述何者錯
誤？（Ａ）調查證據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Ｂ）基於調查證
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人陳述意見（Ｃ）基於調查證
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提供必要之文書（Ｄ）為瞭解事實
真相，得實施勘驗。
（Ｂ）行政程序法第19條有關行政協助之規定，下列之敘述何者正
確？（Ａ）均得向不論有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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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Ｂ）請求行政協助，除緊急情況外，應以書面為之
（Ｃ）行政協助所需費用由共同上級機關負責（Ｄ）被請求
機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協助。
（Ａ）依行政程序法第13條之規定，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依規定
均有管轄權，且不能分別受理之先後者，如何處理？（Ａ）
直接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Ｂ）直接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
管轄（Ｃ）直接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Ｄ）直接由行政
院指定管轄。
（Ｃ）依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申請人因天災而致基於法規之
申請不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
以下列何種方式補救？（Ａ）聲請再審（Ｂ）聲請非常上訴
（Ｃ）申請回復原狀（Ｄ）訴願。
（Ｂ）行政執行法第9條關於聲明異議之規定，下列之敘述何者正
確？（Ａ）利害關係人不得提出（Ｂ）得於執行程序終結
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Ｃ）行政執行無論任何情形，因
聲明異議即應停止執行（Ｄ）執行機關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
者，應逕予駁回。
（Ｂ）依行政執行法第41條之規定，因即時強制而遭受特別損失之
補償方法為何？（Ａ）回復原狀（Ｂ）金錢補償（Ｃ）金錢
補償與回復原狀擇一使用（Ｄ）金錢補償與回復原狀併用。
（Ａ）依行政執行法第28條之規定，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
力或其他能源，是屬於何種行政執行方法？（Ａ）直接強制
（Ｂ）間接強制（Ｃ）即時強制（Ｄ）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之執行。
（Ｃ）有關行政執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行政執行，由
該管上級行政機關為之（Ｂ）日間已開始執行者，不得繼續
至夜間（Ｃ）執行時有遭遇抗拒之虞者，得於必要時請求其
他機關協助之（Ｄ）行政執行，自裁定確定之日起，三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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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
（Ｃ）行政罰法有關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Ａ）限於故意者，始予處罰（Ｂ）行政罰之裁處
權，因二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Ｃ）裁處所根據之事實，
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得不給予受處罰者陳述意見之機會
（Ｄ）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從一
重處罰之。
（Ｃ）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罰法第2條所稱之「其他種類行政
罰」？（Ａ）告誡（Ｂ）命令歇業（Ｃ）保護管束（Ｄ）公
布姓名。
（Ａ）下列何者不屬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9條所規定之處罰種類？
（Ａ）沒收（Ｂ）罰鍰（Ｃ）申誡（Ｄ）停止營業。
（Ｂ）廠商報運進口機器設備，因未能即時檢具免稅證明文件，具
結由海關先行押款放行，於四個月內補足上述文件，是何種
行政行為？（Ａ）行政處分（Ｂ）行政契約（Ｃ）行政指導
（Ｄ）行政命令。
（Ｂ）有關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之比較，下列之敘述何者正確？
（Ａ）前者由立法院發布，後者由行政機關下達（Ｂ）前者
適用對象是一般人民，後者是行政機關所屬公務員（Ｃ）二
者均須有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Ｄ）二者發布或下達後立即
生效，均不須送相關機關審查。
（Ｄ）有關公務人員之權益保障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所提起之復審、再申訴事件，由銓敘部審
議決定（Ｂ）公務員因年終考績不及格而受免職處分者，得
提起救濟之終審機關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Ｃ）縣
市長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Ｄ）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提
供之工作條件及所為之管理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得提
起申訴、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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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務員之義務？（Ａ）應行政中立而退出
政黨（Ｂ）應忠實依法令執行職務（Ｃ）應保守公務機密，
退職後亦同（Ｄ）利益衝突迴避。
（Ａ）公務員懲戒法關於政務官之懲戒，下列何者適用之？（Ａ）
申誡（Ｂ）休職（Ｃ）減俸（Ｄ）降級。
（Ｃ）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之規定，下列何種情形，不得任用
為公務人員？（Ａ）曾受褫奪公權之宣告，已復權者（Ｂ）
曾因過失致死行為，經判處有期徒刑，並宣告緩刑確定者
（Ｃ）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Ｄ）經合格醫師證明有
肢體殘障者。
（Ｄ）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5條所列之官等？（Ａ）
委任（Ｂ）薦任（Ｃ）簡任（Ｄ）特任。
（Ａ）下列何者不屬於傳統特別權力關係之特徵？（Ａ）相對人得
提起行政爭訟（Ｂ）相對人之義務不確定（Ｃ）對相對人有
懲戒權（Ｄ）得以行政規則限制相對人之自由權利。
（Ｃ）關於行政院會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不管部會之
政務委員亦為會議成員（Ｂ）行政院長為會議主席（Ｃ）為
合議制機關（Ｄ）行政院應向立法院所提出之法律案，須經
行政院會議議決。
（Ａ）下列何種公物係行政用物？（Ａ）軍隊之武器（Ｂ）博物館
（Ｃ）道路（Ｄ）經政府許可使用之河川地。
（Ｃ）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之規定，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
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多久期間內完成之；逾期未完成
者，視為已經審查：（Ａ）一個月（Ｂ）二個月（Ｃ）三個
月（Ｄ）六個月。
（Ｂ）依警察法第4條之規定，掌理全國警察行政，並指導監督各
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警衛之實施，是下列何者？
（Ａ）行政院（Ｂ）內政部（Ｃ）警政署（Ｄ）國家安全

28

局。
（Ｂ）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6條之規定，下列何行政機
關名稱定名為三級機關：（Ａ）部（Ｂ）局（Ｃ）委員會
（Ｄ）分署。
（Ｃ）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之規定，為處理技術性或
專門性業務之需要，劃出部分權限及職掌，另成立隸屬之專
責機關，稱為：（Ａ）特別機關（Ｂ）獨立機關（Ｃ）附屬
機關（Ｄ）單位。
（Ｃ）中央法規標準法關於法規之廢止，下列之敘述何者正確？
（Ａ）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並公布（Ｂ）命令之廢
止，由上級主管機關發布，並送立法院核准（Ｃ）法規定有
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但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Ｄ）
廢止之法規，自公布或發布之當日即失效。
（Ｄ）財政部對海關緝私條例所稱之「私運」或「管制」之解釋，
其性質為何？（Ａ）行政處分（Ｂ）行政計畫（Ｃ）事實行
為（Ｄ）行政規則。
（Ａ）行政主管機關在法規變更時，應考慮制定過渡條款，是基於
下列何種原則？（Ａ）信賴保護原則（Ｂ）誠實信用原則
（Ｃ）比例原則（Ｄ）平等原則。
（Ａ）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之規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
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
少之適當方法為之，是下列何種法律原則？（Ａ）比例原則
（Ｂ）法律保留原則（Ｃ）平等原則（Ｄ）公益原則。
（Ｄ）下列何者屬於公權力行政？（Ａ）出售政府持股移轉民營
（Ｂ）採購消防器材（Ｃ）公有耕地放領於人民，其因放領
所生之爭執（Ｄ）警察之交通管制。
（ Ｃ ） 有 關 授 權 命 令 與 職 權 命 令 之 區 別 ， 下 列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
（Ａ）前者即是法規命令；後者即是行政規則（Ｂ）前者與

29

法律效力相同，即不生牴觸法律問題；後者則不能牴觸法律
（Ｃ）前者訂定之機關須為授權法律所明定之機關；後者則
須屬其職權範圍之事項（Ｄ）前者內容限於細節性事項；後
者內容則限於人民權利義務事項。
（Ｃ）有關行政處分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書面之
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十日後生效
（Ｂ）無效之行政處分自撤銷後始不生效力（Ｃ）行政處分
有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無效（Ｄ）違法行政
處分經廢止後，一律自廢止日起失其效力。
（Ｃ）下列何者屬於行政法之不成文法法源？（Ａ）憲法（Ｂ）行
政規則（Ｃ）司法院大法官解釋（Ｄ）法規命令。
（Ｂ）下列何者，非行政程序法所明定之一般法律原則？（Ａ）誠
實信用原則（Ｂ）契約自由原則（Ｃ）比例原則（Ｄ）明確
性原則。
（Ｃ）有關行政法之概念，下列之敘述何者正確？（Ａ）行政法具
有統一之法典（Ｂ）商事法是普通行政法（Ｃ）避免雙重課
稅之國際協定是國際行政法（Ｄ）行政法之性質是私法。
（ Ｂ ） 有 關 行 政 法 與 其 他 法 律 之 關 係 ， 下 列 之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
（Ａ）行政法是抽象化的憲法（Ｂ）行政程序法規定：行
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Ｃ）稅捐稽
徵機關得類推適用民法第343條免除規定，免除人民之租稅
債務（Ｄ）行政法與刑法之處罰，均以立法院制定的法律為
限。
（Ｃ）有關罰鍰繳清後始得發給行車執照之規定，係違反下列何種
原則？（Ａ）信賴保護原則（Ｂ）平等原則（Ｃ）不當聯結
禁止原則（Ｄ）公益原則。
（Ｃ）下列何者非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所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
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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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行之措施？（Ａ）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
證其身分（Ｂ）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Ｃ）檢查駕駛人或乘客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Ｄ）要求駕
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下列何者不屬於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所列之警察勤務方式？
（Ａ）勤區查案（Ｂ）巡邏（Ｃ）臨檢（Ｄ）勤務督導。
【註：此題答（A）或（D）者均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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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四等行政警察人員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測驗題解

（Ｄ）憲法第170條所稱之「法律」，得為下列何種名稱？（Ａ）規則（
Ｂ）細則（Ｃ）準則（Ｄ）通則。
（Ｂ）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36號認為，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
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下列何機關請求救濟
？（Ａ）國防部（Ｂ）普通法院（Ｃ）行政法院（Ｄ）監察院。
（Ａ）下列何種事項，依我國憲法規定，非但為人民權利之一種，並且
係屬人民之義務？（Ａ）受國民教育（Ｂ）訴訟（Ｃ）服公職（
Ｄ）選舉。
（Ｂ）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92號之見解，下列何者不屬於廣義的
司法機關？（Ａ）檢察機關（Ｂ）訴願審議委員會（Ｃ）軍事審
判機關（Ｄ）最高法院。
（Ａ）監察院於調查行政院及其所屬各機關之工作或設施後，經各該委
員會之審查及決議，移送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
此為監察院的何種職權？（Ａ）糾正權（Ｂ）糾舉權（Ｃ）彈劾
權（Ｄ）巡察權。
（Ｃ）依憲法本文規定，下列何種權限不屬於監察院所有？（Ａ）彈劾
權（Ｂ）糾舉權（Ｃ）懲戒權（Ｄ）審計權。
（Ａ）下列何種人員須經立法院同意後，始得任命？（Ａ）審計長（Ｂ
）財政部長（Ｃ）主計長（Ｄ）中央銀行總裁。
（Ｃ）依現行法之規定，下列人員中，何者不能享有言論免責權？（Ａ
）立法委員（Ｂ）鄉鎮（市）民代表（Ｃ）監察委員（Ｄ）台北
市市議員。
（Ｂ）考試院對於所掌理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Ａ）任用案（Ｂ）
法律案（Ｃ）考試案（Ｄ）銓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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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依憲法第86 條之規定，下列何種資格不須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
之？（Ａ）公務人員任用資格（Ｂ）公職人員候選資格（Ｃ）專
門職業執業資格（Ｄ）技術人員執業資格。
（Ａ）依據憲法規定，考試院之組織，以下列何者定之？（Ａ）法律（
Ｂ）憲法（Ｃ）命令（Ｄ）條約。
（Ｂ）裁判上遇有適用法律是否違憲疑義時，法官裁定停止訴訟並聲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學理上稱為：（Ａ）抽象法規審查（Ｂ
）具體法規審查（Ｃ）憲法訴願（Ｄ）機關爭議。
（Ｂ）下列何者不屬於司法院之職權？（Ａ）行政訴訟之審判（Ｂ）對
犯罪作不起訴處分（Ｃ）公務員之懲戒（Ｄ）統一解釋法律及命
令。
（Ｃ）依憲法本文規定，立法院副院長係由下列何種方式產生？（Ａ）
由立法院第二大黨黨團推舉（Ｂ）立法院院長任命（Ｃ）立法委
員互選（Ｄ）人民直選。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時，新
任立法委員得否不同意追認，使緊急命令失效？（Ａ）可以，立
法院解散後原任立法委員即失去職權，基於機關功能應延續之理
由，新任立法委員當然取得追認之職權（Ｂ）可以，但以該緊急
命令係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為限（Ｃ）不可以，
新任立法委員僅得於就任之後，始得行使職權（Ｄ）不可以，在
立法院解散後發布之緊急命令，無需立法院的追認同意。
（Ｃ）依憲法第53條規定，下列何者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Ａ）考試
院（Ｂ）國家安全委員會（Ｃ）行政院（Ｄ）總統。
（Ｂ）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之覆議案逾期
未議決者，原決議：（Ａ）自動生效（Ｂ）自動失效（Ｃ）移送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審理（Ｄ）留待立法院下一次會期再做處理。
（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
獨立行使職權（Ｂ）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應以法律定之（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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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Ｄ）行政院有向
監察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有關總統、副總統選舉之敘述，何者
錯誤？（Ａ）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有政黨推薦及公民連署二種產
生方式（Ｂ）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同列一組圈選（
Ｃ）總統、副總統選舉採絕對多數當選制（Ｄ）全民直接選舉總
統、副總統，自民國八十五年起實施。
（Ｃ）有關憲法規定總統得召集相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爭執之機制，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Ａ）須院與院發生爭執（Ｂ）須為憲法未規
定處理方式之事件（Ｃ）各院有關憲法上權限之爭議，不得聲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Ｄ）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等，
認為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
（Ａ）總統公布法律、發布命令，應由何者副署？（Ａ）行政院院長（
Ｂ）立法院院長（Ｃ）司法院院長（Ｄ）監察院院長。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在下列那一種情況下，可以解散立法
院？（Ａ）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
大變故（Ｂ）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
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Ｃ）立法院政黨協商破裂，致嚴重妨礙重
大法案之通過（Ｄ）國家進入戒嚴時期。
（Ｃ）為防立法怠惰，人民應有：（Ａ）罷免權（Ｂ）複決權（Ｃ）創
制權（Ｄ）制憲權。
（Ａ）同屬選舉制度之重要原則，但憲法第129 條未明文規定者為何？
（Ａ）自由選舉原則（Ｂ）普通選舉原則（Ｃ）平等選舉原則（
Ｄ）直接選舉原則。
（Ｄ）法律規定曾犯特定之罪者，不准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職業登記
。此一規定係屬於：（Ａ）對於人民從事工作之方法所為之限制
（Ｂ）對於人民從事工作之類型所為之限制（Ｃ）對於人民選擇
職業應具備客觀條件之限制（Ｄ）對於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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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之限制。
（Ｄ）下列何者非法人所能擁有的權利？（Ａ）財產權（Ｂ）營業自由
（Ｃ）國家賠償請求權（Ｄ）人身自由權。
（Ｂ）公務員服務法第4條規定公務員不得洩漏在職務上所知之秘密。此
一規定限制了那一項基本權利？（Ａ）學術自由（Ｂ）言論自由
（Ｃ）參政權（Ｄ）服公職的權利。
（Ａ）下列何者為法律保留原則之內容？（Ａ）與人民權利有重要關聯
之事項，應由法律規定之（Ｂ）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Ｃ）對
於人民權利之限制，必須採取干涉最小之手段（Ｄ）無實質上正
當理由，不得對人民為差別待遇。
（Ｂ）姓名權為人格權的一種，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依據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釋字第399號解釋，姓名權屬於憲法何種基本權利的保障
範圍？（Ａ）第7條之平等權（Ｂ）第22條之自由權利（Ｃ）第8
條之人身自由（Ｄ）第11條之言論自由
（Ｃ）憲法第13條僅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則宗教團體的財產在
憲法上的地位為何？（Ａ）因與積極的信仰或消極的不信仰自由
無關，因此不受憲法的保障（Ｂ）只受憲法上財產權的保障（Ｃ
）因屬於宗教組織自主權的範圍，因此受宗教自由之保障（Ｄ）
國家不得以法律規範宗教團體管理、處分其財產。
（Ｃ）憲法對於婚姻、家庭與性行為自由的態度為何？（Ａ）均給與個
別的保障（Ｂ）性行為之自由與個人之人格密不可分，縱使衝擊
婚姻與家庭制度，亦受憲法保障（Ｃ）性行為之自由應受婚姻與
家庭制度之制約（Ｄ）刑法通姦罪之規定限制人民的性行為自由
，違憲。
（Ｄ）下列何者為憲法未明文規定之基本權利？（Ａ）參政權（Ｂ）生
存權 （Ｃ）工作權（Ｄ）隱私權。
（Ｂ）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身自由「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
處罰。」下列何者不屬於該條所謂之「法院」？（Ａ）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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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Ｃ）地方法院（Ｄ）最高法院。
（Ｃ）提審法之憲法上依據為：（Ａ）第9條之人民不受軍事審判原則（
Ｂ）第7條之平等權（Ｃ）第8條之人身自由權（Ｄ）第14條之集
會結社自由權。
（Ａ）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何機關聲
請追究？（Ａ）法院（Ｂ）公務員懲戒委員會（Ｃ）檢察機關（
Ｄ）監察院。
（Ａ）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下列何者為修改憲法的提出機關？（
Ａ）立法院（Ｂ）國民大會（Ｃ）監察院（Ｄ）行政院。
（Ａ）依憲法第156條之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
Ａ）保護母性，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Ｂ）訂定婦女保障名
額（Ｃ）實施學齡兒童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政策（Ｄ）廣設獎學
金。
（Ｃ）下列何者始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對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之要求？（Ａ）經濟及科學技術之發展優先於環境及生態保護（
Ｂ）環境及生態保護優先於經濟及科學技術之發展（Ｃ）經濟及
科學技術之發展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Ｄ）經濟及科學技
術之發展與環境及生態保護皆不重要。
（Ｂ）對童工每日之工時加以限制，並禁止童工夜間工作，此等法律規
定之憲法依據為：（Ａ）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應制定
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Ｂ）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
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Ｃ）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
社會保險制度（Ｄ）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
作機會。
（Ｄ）下列關於預算案之敘述，何者錯誤？（Ａ）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
始三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提出於立法院（Ｂ）行政院於會
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應提出決算於監察院（Ｃ）立法院對於
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Ｄ）司法院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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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得予刪減。
（Ｃ）地方自治法規與國家法律發生有無牴觸疑義時，應由何機關處理
？（Ａ）由內政部解釋（Ｂ）由立法院解釋（Ｃ）由司法院解釋
（Ｄ）由行政院解釋。
（Ｂ）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由何機關
提出？（Ａ）國民大會（Ｂ）立法院（Ｃ）司法院大法官（Ｄ）
監察院。
（Ａ）立法院之人事同意權，不包括下列何者？（Ａ）行政院院長（Ｂ
）考試院院長（Ｃ）司法院院長（Ｄ）監察院院長。
（Ａ）下列那種權利，是憲法對人民「程序權」之保障？（Ａ）訴願權
（Ｂ）工作權（Ｃ）遷徙自由（Ｄ）秘密通訊之自由。
（Ｂ）依憲法第23條規定，人民之權利得以法律限制之。此一規定係憲
法學理中所謂的：（Ａ）法律優位原則（Ｂ）法律保留原則（Ｃ
）憲法優位原則（Ｄ）信賴保護原則。
（Ａ）關於我國憲法在法令規範體系上的地位和性質，下列何者完全正
確？（Ａ）公法、國內法、實體法、成文法（Ｂ）公法、國內法
、訴訟法、成文法（Ｃ）私法、國內法、實體法、成文法（Ｄ）
私法、國內法、訴訟法、成文法。
（Ｄ）下列何者不是憲法基本國策所保護之對象？（Ａ）婦女、身心障
礙者 （Ｂ）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Ｃ）無力生活者（Ｄ）政
治犯。
（Ａ）下列何者不屬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要求應優先編列之經費？（Ａ）
國家安全經費（Ｂ）國民教育經費（Ｃ）國民就業經費（Ｄ）社
會救助經費。
（Ａ）按國籍之取得有原始取得及傳來取得，而前者在各國立法例上又
有不同之取捨，試問我國是採何立法例？（Ａ）屬人主義為主，
屬地主義為輔（Ｂ）屬地主義為主，屬人主義為輔（Ｃ）屬人主
義（Ｄ）屬地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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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下列何者非屬憲法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之保障範圍？
（Ａ）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Ｂ）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
動之自由（Ｃ）特定宗教獲得國家獎勵（Ｄ）國家不得對人民特
定信仰畀以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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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四等行政警察人員
「刑法概要及刑事訴訟法概要」問答題解

一、甲女與丈夫乙情感不睦。乙每遇心情不佳之時，即對甲辱罵與拳打腳
踢。長期以來，由於畏懼身材魁梧的乙會對自己施以更嚴重的暴力行
為，甲對乙的拳打腳踢行為總是逆來順受，不加反抗。但長年累月折
磨下，甲的身體與精神都已瀕臨崩潰。甲雖有帶小孩離家的念頭，但
因本身無謀生能力，也無可依靠之親友而作罷。某日，乙於酒後對甲
丟擲碗筷，不過，乙的控制能力因酒精作用受到影響，甲順利躲過此
攻擊，但卻惹怒了乙。為了阻止乙繼續施暴，甲在乙起身時順手拿起
桌上水果刀在乙面前喝阻乙，乙不怕仍要衝過來打甲。甲在驚慌之餘
，朝乙胸前連續刺了數刀，致乙流血不止昏迷倒地。雖經甲緊急送醫
急救，乙仍因左胸腔刺創大出血，不治死亡。試問：
針對以水果刀刺入乙胸前，造成乙死亡結果，甲是否具備故意？（
10分）
甲的行為是否為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行為？（10分）
甲的行為是否屬刑法第23條但書之防衛過當？（5分）
二、甲任職於某市政府消防局，不慎遺失自己所保管的一張消防安全檢查
紀錄表。他擔心會受到處分，而自行製作另一張紀錄表，並填載與原
紀錄表相同內容的資料。之後他又委託不知情的刻印業者盜刻乙、丙
二名長官的職銜章，並加蓋在他新製作的紀錄表上。未料，該市政府
實施政風業務督考時，政風人員知悉了前述行為。此時，甲立即向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申告自己的行為。試問：
甲製作紀錄表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罪之「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要件？（10分）
甲盜刻與盜蓋長官職銜章行為是否成立刑法第218條第1項偽造公印
、公印文罪？（10分）
假設甲的行為成立犯罪，甲向檢察官申告自己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
62條所規定自首的要件？（5分）
三、警方接獲通緝犯甲藏身於某民宅的線報後，未聲請搜索票即進入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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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欲逮捕甲。試問以下之毒品以及制式手槍可否做為法院認定犯罪事
實之證據？（25分）
進入該住宅後，警方在客廳沒有發現甲，但在客廳的電視櫃抽屜內
找到毒品一包並扣押之。
後警方在臥室衣櫥內發現甲並加以逮捕後，又在廚房櫃子內搜到制
式手槍一把並扣押之。
四、公務員甲涉及工程弊案遭檢方偵查，檢察官傳喚相關廠商乙作證，乙
於具結後明確指出甲之犯罪情節，後檢察官將甲起訴。問法院可否根
據乙之此一證詞為主要證據判決甲有罪？（2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