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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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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 申論題部分：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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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雜多變的社會裡，民眾洽公出現的狀況也日趨多樣，如何以「同理心」面對民

眾，處理事務，可能是你我執行業務、與人相處時必須思考的問題。請以「同理心」

為題，作文一篇。

二、公文：（20 分） 
試擬教育部函請各直轄市暨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轉致所屬各級學校：當前社

群網站盛行，屢有學生任意將手機拍攝之相片、影片及所見所聞放上網路公布、肉

搜，造成洩露個資、侵害人權等現象。請加強學生法治觀念，教導正確使用手機、

網路之方法，避免誤蹈法網。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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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小玉博學多聞，出口成詩，儼然是個「斗筲之才」 

小徐能言善道，可惜孤陋寡聞，只類「兩腳書櫥」 

小陳文筆優美，慢工出細活，其文學成就「倚馬可待」 

小鄭勤能補拙，雖如「駑馬鉛刀」，仍筆耕不輟，終有所成 

2 關於書信「啟封詞」的用法：「敬啟」用於師長，「福啟」用於父母，「禮啟」用於喪

家，「安啟」用於平輩，以上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3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

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上用滄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

行！吾去為遲！白髮時下難久居。」(漢樂府〈東門行〉)本詩內容所反映的是：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富貴險中求，榮華難中得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 

4 有段話這麼說：「他在那兒見到一隻小麻雀飛略過海面，啣起一口海水。『可知這裡有幾斗海

水？』上帝問。『知識便如海水一般多。看到麻雀喝下的那口海水嗎？那便是人類所知的量。』」

根據上文，最適合用來形容人類所知的是： 

撥雲見日 管窺蠡測 車載斗量 霧裡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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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些時候，有些地方，我們輕易地找到幸福。然而有些時候，有些地方，我們再怎麼努力，

也遇不到一點點的快樂。這是所謂的運氣嗎？還是生命的真相？是這裡或那裡，此刻或未來，

是左邊或右邊，前方還是後方，我該如何明白如何尋覓幸福躲藏的地方。要繼續等待嗎？還是

轉換下一個目標。我不想永遠生活在猶豫、懊惱與無法抉擇的困惑中。你說一個人如果真心要

追求夢想，全宇宙都會盡全力來幫忙。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吧！你對世界無盡地鼓勵不會感到厭

煩嗎？還是快快吃掉眼前僅有的櫻桃吧！下一次的盛宴，輪到誰！誰知曉！」 

本文要表達的主旨是： 

運氣決定，無可奈何 跳脫猶豫，勇敢抉擇 

努力追尋，自我鼓勵 世事無常，把握當下 

6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

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莊子．德充符》）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孔子認為由止水無法鑑察人心 流水比止水更能反照人的形象 

人心要如止水一般，方能悟道 松柏受命於天地正氣，故可冬夏常青 

請依下文回答第 7 題至第 8 題： 
「吾觀人之一身，眼耳鼻舌，手足軀骸，件件都不可少。其盡可不設而必欲賦之，遂為萬古生人

之累者，獨是口腹二物。口腹具，而生計繁矣；生計繁，而詐偽奸險之事出矣；詐偽奸險之事出，

而五刑不得不設。君不能施其愛育，親不能遂其恩私，造物好生，而亦不能不逆行其志者，皆當

日賦形不善，多此二物之累也。草木無口腹，未嘗不生；山石土壤無飲食，未聞不長養。何事獨

異其形，而賦以口腹？即生口腹，亦當使如魚蝦之飲水，蜩螗之吸露，盡可滋生氣力，而為潛躍

飛鳴。若是則可與世無求，而生人之患熄矣。」（李漁《閑情偶寄．飲饌部》） 

7 下列有關上段引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相較於五官四肢，口腹更值得歌詠 口腹是萬惡淵藪，應效法草木山石 

君不君，親不親，因口腹形體有異 口腹之欲當節制，自可不設置五刑 

8 李漁所欲表達的想法，和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口腹適為尺寸之膚  飲食勿養小以失大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 

請依下文回答第 9 題至第 10 題： 
某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無。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

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擲筆歸，告

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

楚士。踰時，其父擬徵名婣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

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即訑訑自矜有得，

殆類是已。（劉元卿〈奈何姓萬〉） 

9 依據上文，老翁為何「幣謝遣楚士」？ 

老翁認為楚士教得不好 老翁認為楚士學費收的太少 

老翁認為兒子已經學成 老翁認為兒子怎樣都學不好 

10 本文旨在勸告世人讀書應具有什麼樣的態度？ 

讀書首要在重金聘請有名的老師 讀書不應過份斟酌字句鑽牛角尖 

讀書不可因小有所成而沾沾自喜 讀書應以能舉一反三為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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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及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自治法規與法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
地方自治團體不服中央主管機關之代行處理
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對該團體之立法機關所議決之事項有爭議時
地方立法機關認為自己議決通過之自治法規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

2 依據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人身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至遲應於 24 小時內移送法院審問
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
依據行政執行法規定對債務人所為之管收，須受憲法第 8 條規定之拘束
基於防治傳染病之必要，於緊急而有限制人身自由之必要時，仍須受憲法第 8 條法官保留原則之拘束 

3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係屬於何種層級之法律保留？ 
憲法保留 絕對法律保留 相對法律保留 最廣義法律保留

4 關於秘密通訊自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秘密通訊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具體態樣，亦屬於言論自由範疇
凡人民所為與公共利益無關之通訊內容，不受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
父母擅自閱讀子女手機中儲存之訊息，子女並不受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
警察為偵查犯罪進行監聽，向檢察官聲請核發監聽票，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訴訟權保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受羈押被告認執行羈押機關對其所為之不利決定，逾越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範

圍，應許其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有關課稅之處分，以繳納全部或一定比例之稅款作為提起行政救濟條件之規定，係為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與憲法第 16 條之規定尚無牴觸
刑事被告與辯護人能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應受憲
法訴訟權之保障
刑事訴訟法規定，對於配偶不得提起自訴，係為維持家庭和諧及人倫關係所為之合理限制，並非不得
對配偶提出告訴，與憲法並無牴觸

6 有關比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比例原則意指教、科、文預算應占政府預算總額一定比例
比例原則一詞係憲法明文採用
比例原則非僅拘束行政，對所有政府機關皆具拘束力
比例原則適用對象為合法納稅者，未合法納稅者不得主張

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及公民投票法之規定，有關公民投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民投票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展現
公民投票訴訟以二審終結，且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基於憲法第 22 條規定，人民得以公民投票方式議決國家重要事項
總統具有公民投票案之交付權

8 關於國家賠償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造成人民損害時，應與其所屬機關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造成人民損害時，限於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形，其所屬機關始負國家賠
償責任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私人於受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其因故意或過失造成人民損害時，應自負國家
賠償責任
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致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管理有欠缺，造成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損害時，其所
屬機關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9 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享有刑事豁免權，乃是對於總統的特殊身分所為之尊崇與保障
總統享有刑事豁免權是一身專屬權，僅限於任職期間享有
總統享有刑事豁免權，但得因他人刑事案件而對總統進行證據調查與證據保全
總統為證明自己之清白，得拋棄其刑事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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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20 號解釋之意旨，有關預算案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預算案為措施性法律，行政院不得拒絕執行
未涉及重要政策變更之預算執行，行政院仍不得拒絕執行
維持法定機關運作之法定預算，行政院不得拒絕執行
涉及重要政策變更之預算執行，行政院得彈性執行預算

11 關於立法院得行使之職權，下列何者錯誤？
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強制地方政府人員應到會備詢
設置各種委員會，包括調查委員會 議決宣戰案

12 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尚未議決之議案，下屆不予繼續審議，下列何者適用此一原則？
法律案 預算案 決算案 人民請願案

13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掌理公務員之懲戒 司法院為審判上之實質最高機關
司法院指揮監督所屬各級法院審判職務 司法院為國家機關，地方法院則為地方機關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相關規定，聲請解釋憲法或聲請統一解釋不合聲請要件而無法補正時，如何處理？
應以無理由駁回 應議決不予受理 應指導命重行聲請 應裁定停止程序

15 總統任命下列何種人員，須經立法院同意？
行政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中央研究院院長 國史館館長

16 若行政機關與人民在土地徵收事件上發生爭議，應依下列何種程序解決？
行政訴訟程序 民事訴訟程序 強制執行程序 破產程序

17 在立法院內，應經三讀程序者，為下列何種議案？
覆議案 預算案 人民請願案 總統之彈劾案

18 下列那一個法律領域，當行為後法律變更，應適用從舊從輕原則？
行政法 憲法 民法 刑法

19 憲法第 22 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故自
由或權利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解釋上不受憲法之保障。此項解釋方法屬於下列何者？
補正解釋 文義解釋 當然解釋 反面解釋

2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被宣告違反平等原則？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有關非視覺功能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之規定
兵役法有關中華民國男子依法有服兵役義務之規定
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不包含未成立法律上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侶
兩岸關係條例舊法規定，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設籍臺灣地區未滿 10 年，不得擔任公務員 

21 依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之見解，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保障，係基於下列何項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
核心價值？
維護社會秩序與保障公共利益 維護多元文化與促進族群融合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 維護法治國原則與遵守國際法秩序

22 甲向乙借錢，由甲之友人丙提供土地為乙設定抵押權，擔保乙之債權。債務清償期屆至，甲無力清償債
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得向乙清償甲之債務  甲得拒絕丙代為清償債務
乙得拒絕丙之清償債務  甲異議時，乙始得拒絕丙清償

23 下列法律行為，何者不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一方以將來與他方結婚而為之贈與，約定一方於他方日後不願結婚時，得請求返還贈與物
夫妻間為恐一方於日後有虐待或侮辱他方情事，而預立離婚契約
債權人與債務人約定訂立以人身為抵押標的之契約
對涉訟之人，提供證據資料或允諾負擔費用，而與之約定應於勝訴後給付訟爭標的物之一部分或其價
額之若干比例

24 甲駕駛其所有市價 100 萬元之愛車，遭乙自後追撞而受損，修復費用為 20 萬元，但修復之後該車之市場
價格，亦跌為 75 萬元（減少 25 萬元），甲心疼不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僅可向乙請求賠償該車之修復費用 20 萬元
甲僅可向乙請求賠償該車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 25 萬元
甲可向乙請求賠償該車之修復費用及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共 45 萬元
甲除請求賠償該車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外，尚可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25 甲、乙相約至 X 家行竊，偷竊完畢離去時，乙未料甲臨時起意將 X 屋放火燒燬。對於甲燒燬 X 屋所成立
之放火罪，乙應如何處斷？
成立作為放火罪 成立不作為放火罪 成立放火罪之幫助犯 不成立放火罪

26 甲教唆乙殺 X。乙於前往殺 X 的途中見到自己的仇家 Y，於是將 Y 擊斃，隨即被捕。乙對 Y 的死亡構成
故意殺人既遂，甲在刑法上應如何處斷？
乙已經因為甲而產生殺 X 的決意，完成教唆行為之甲，應成立教唆殺人既遂 
X 並未被殺死，教唆目的並未達成，甲應成立教唆殺人未遂
Y 被殺死，與甲教唆乙之行為具有因果關係，甲應負教唆責任
乙殺 Y 之行為，並不在甲教唆範圍內，甲不負教唆責任 

27 B 公司為 A 公司之控制公司，B 公司使 A 公司以低於市場之價格，出售土地予 B 公司之從屬公司 C 公司。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B 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時應對 A 公司為適當補償，否則應負賠償責任
B 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時未對 A 公司為適當補償者，B 公司與其負責人對 A 公司之損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C 公司於受有利益之範圍內，應與 B 公司對 A 公司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A 公司經股東會決議得免除 B 公司對其損害賠償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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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A 法人股東當選為 B 公司董事，指定自然人 C 代表其行使職務，該代表人 C 並經 B 公司董事會推選為董事

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法人股東得隨時改派代表人補足原董事之任期  
A 法人股東得隨時改派代表人補足該董事長之任期 
A 法人股東應經 B 公司監察人之同意，始得改派代表人
A 法人股東應經 B 公司股東會之同意，始得改派代表人 

29 下列那一項非屬勞動基準法所定勞工得自請退休之情形？ 
工作 5 年且年滿 70 歲者 工作 25 年者
工作 10 年且年滿 60 歲者 工作 15 年且年滿 55 歲者 

30 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中有關性騷擾之防治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是其最重要的立法精神？ 
嚴懲此類事件之行為人
強調雇主應負擔提供一免遭職場性騷擾而安全工作場所給所有員工之責任
給予此類事件被害人適當之補償
強調雇主與此類事件之行為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31 Roughly 4.5 billion years ago, a planetary embryo the size of Mars _______ into Earth, ripping off Earth's outer 
layers and sending a cloud of molten debris into orbit. 

converted  slammed tucked evolved 
32 The new product sold in the market comes with some _______, including a backpack and an adapter. 

accessories  commuters syndromes impairments 
33 In the gravity-free environment, our body cannot _______ up from down. Its internal balance system sends 

confusing signals to the brain, which can result in nausea. 
distinguish  extinguish accomplish relinquish 

34 Virus writers are skilled programmers who create and spread _______ viruses, which may cause great damage to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your computer. 

intimate  malicious beneficial delectable 
35 For some families, the topic of marriage is frequently initiated not by the child but rather by the parent. 

For some families, usually it is the pare nt rather than the child who starts talking about marriage. 
For some families, the child welcomes the topic of marriage over dinner table.  
For some families, marriage is a serious topic that the child prefers to talk about.  
For some families, it is the parent who forces the child not to talk about marriage.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Like identical twins, Maureen and Jessica have many similarities    36   . Their faces and builds are the same, and 
they wear their short, dark hair in styles similar to each other. But physicality is where the similarities    37   . In 
terms of their academic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Maureen and Jessica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While 
Maureen likes math and science classes, Jessica excels at literature and arts classes. Instead of watching TV or wasting 
her spare time, Maureen likes to conduct scientific experiments or work on complicated math problems. Like her sister, 
Jessica also    38    busy during her spare time;    39   , she would much rather read novels, write poetry, or 
paint. Instead of presenting the twins with problems and conflicts, their differences seem to have brought them closer 
together. Many people wonder if the twins are always in    40    about their interests and ideas; on the contrary, 
they enjoy learning about each others' interests. Maureen and Jessica's relationship suggests that people's differences 
can bring them closer together instead of separating them. 
36 down and out  ups and downs to the point on the surface 
37 sink  end lose wish 
38 is una ble to keep is not used to being feels sorry for being prefers to keep 
39 on the other hand  on the up side for her sister's sake for her innocence 
40 connection  concern conflict control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Starbucks serves over 25 million customers a week in 15,000 stores in 44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41    So 
how did a company currently worth $5 billion get started? 

Starbucks Coffee, Tea, and Spice, as it was originally known, roasted its first coffee beans in 1971. This tiny coffee 
house in Seattle, named after a character in the novel Moby Dick, was the vision of three men—Baldwin, Siegel, and 
Bowker—who cared passionately about fine coffee and tea.    42    A decade later, their fourth store in Seattle 
opened. 

Meanwhile, in New York, Howard Schultz, a businessman specializing in kitchen equipment, noticed that a small 
company in Seattle was ordering a large number of a special type of coffeemaker.    43    As soon as he saw the 
Starbucks store, he knew that he wanted to be a part of it. The three founding members weren't initially very eager, but 
a persistent Schultz was eventually hired to be the head of Starbucks marketing in 1982.    44    Within the next 
ten years, Schultz had already opened 150 new stores and had bought the company! There are now stores all over 
Europe,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45    
41 These are just a few of the many specialty coffees on offer at Starbucks.

But global success comes at a price. 
And this figure is increasing rapidly. 
Many people feel that big corporations, even responsible ones, are never a good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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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Facing competition from lower -priced coffee offered by McDonald’s, Starbucks recently closed about 2 stores in New York. 
But global success comes at a price. 
There are now stores all over Europe,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ir determination to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coffee helped their business to succeed. 

43 He modeled the Starbucks stores on Italian espresso bars and made them comfortable places to relax.  
He determined to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coffee to help their business to succeed. 
He made the cross-country trip to Seattle out of curiosity to find out more. 
He faced competition from Starbucks and wanted to defeat it. 

44 He modeled the Starbucks stores on Italian espresso bars and ma de them comfortable places to relax. 
He felt that big corporations are never a good thing, so he gave up global business. 
He fired their partners and sold the company as a revenge.  
He had no money to run the store. 

45 However, Starbucks ’s continued success last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Starbucks has become the recent target of antiglobalization protests. 
Today Starbucks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recognized brands. 
Starbucks recently closed about 600 stores in the U.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s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s based on fairness, the exposure of so many people in poor countries to hazardous 

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toxic wastes violates their rights. This is the view of many experts. In 1994, a group of experts 
met in Geneva to compose a more general document: “Draft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It proclaims, among other things, a universal human right to a “secure, healthy, ecologically sound 
environment.” 

But many economists give priority to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it leads to generally higher salaries and more 
spending power for average individuals. Market exchanges generally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except where public 
goods are concerned. In those cases, economists use cost-benefit analysis (CBA) to identify new rules of market 
exchange that maximize growth. 

We note problems with this approach. Economic growth does not improve human welfare if it merely reflects higher 
prices and longer working hours stemming from the increasing scarcity of essential items, such as land to grow crops. 
When governments use CBA, they give equal consideration to each dollar rather than to each person. This goes against 
the ideal of equal government concern for all citizens. Also, CBA discounts the lives of future generation, as if people 
living later have few human rights than those living now. 

CBAs put all variables in dollar terms so that optimal policies can be identified mathematically. Shadow prices are 
assigned to whatever is not traded in markets, including human lives. Economists estimate how much people value 
their lives in monetary terms from how much they spend on life insurance and medical care, as well as how much extra 
pay they demand for dangerous work. Also, when people are killed in accidents caused by negligence, jury awards 
suggest common estimates of a life’s monetary worth. The problem is that on such measures an average human life in a 
poor country is worth much less money than an American, European, or Japanese life. This denies an equal human 
right to life.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suitable title for this passage? 

How Much Money Is a Human Life Worth?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Human Rights vs. CBA  How to Use CBA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focus of 1994 document composed by experts in Geneva?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Human rights of people in poor countries Human rights vs. the concept of fairness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might be the problem of using CBA to estimate a life’s monetary worth? 

It will call attention to the valuable lives of future generation.
It fails to reflect the higher prices of certain valuables.  
It leads to correct measurements of human life. 
It will notice the essential items in life.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an argument for the benefit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growth leads to higher salaries and more spending power for average Americans.   

Human welfare will be improved independent of economic growth. 
Government will give equal concern to all citizens.   
People in poor countries will be given equal human rights.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word “optimal” ? 
favorable  negligent inappropriate 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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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與乙謀議殺害丙，計劃由乙把風，甲持水果刀侵入丙家殺害丙。以下有關甲、乙刑事責任敘述，何者錯誤？ 
甲構成殺人既遂罪及侵入住居罪，想像競合，從一重殺人罪處斷
乙之把風行為對侵入住居罪並無實質貢獻，僅構成殺人罪之共同正犯
乙構成殺人既遂罪及侵入住居罪之共同正犯
甲不構成加重殺人罪

2 甲持刀試圖殺乙，乙為了保護自己，撿起地上石頭丟向甲，甲閃過後，石頭竟打到路人丙的頭部，造成
丙的輕傷。對於上述案例刑事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不構成殺人既遂罪 乙對甲不構成傷害既遂罪
乙對丙不構成故意之犯罪行為 乙對丙之侵害，得依正當防衛阻卻違法

3 甲某日在家喝悶酒，突有乙女業務員上門推銷，甲遂違反乙意願，強行觸摸乙之胸部，事後發現，甲在
觸摸乙之時，已因先前飲酒而陷於限制責任能力狀態。有關甲之刑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之行為該當強制猥褻罪之構成要件 甲之行為未得乙之同意，乃侵害乙之性自主法益
甲之行為亦同時構成強制性交未遂罪 甲同時構成刑法第 304 條第 1 項之強制罪 

4 甲警察為了調查犯罪，佯裝吸毒者向毒販乙購買毒品，乙於交易時被甲所逮捕。有關甲之刑事責任，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不構成刑事責任  主觀上，甲有教唆既遂故意，但欠缺教唆故意
本案為陷害教唆  甲不構成任何過失刑責

5 甲、乙、丙共謀詐騙丁，使丁將其存款轉至丙之帳戶後，再由丙前往取款。有關甲、乙、丙之刑責，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丙三人構成共同正犯 甲構成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 1 項加重詐欺罪  
丙事後取款之實行行為係事後參與，不構成刑事責任 乙與甲所構成的罪名相同

6 下列何者不得沒收？ 
甲持以殺 A 之水果刀  
丙騎自行車至大賣場後，突然臨時起意竊取 C 皮包，丙所騎之自行車
乙詐騙 B 而由 B 轉至乙帳戶的 10 萬元
丁公務員以洩露底價為對價，而從 D 處獲得的一幅名畫 

7 下列有關刑法 2016 年沒收新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沒收改依裁判時之新法論處 違禁物為義務沒收
犯罪物為義務沒收  犯罪所得為義務沒收

8 甲出於盜領存款之目的，未得乙同意而取得乙之存摺、印章及提款密碼後，前往銀行依一般取款程序提
領 30 萬元後，再將存摺及印章放回乙家原處。有關甲之刑責，依最高法院最新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對於存摺之盜用，僅構成使用竊盜 甲取款之行為，構成普通詐欺罪及使用偽造文書罪
甲歸還存摺之行為，不構成侵占罪 甲整個行為構成竊取乙存款之普通竊盜罪

9 甲於公車上竊取乙之錢包後，發現其中有信用卡一張，甲持該卡至加油站，以感應方式自助刷卡加油。
請問甲構成何罪？
刑法第 339 條之 1 收費設備詐欺罪 刑法第 339 條之 2 付款設備詐欺罪  
刑法第 339 條普通詐欺罪 刑法第 210 條偽造文書罪 

10 甲欠乙 10 萬元，早已屆期，但屢催不還。某日，乙持刀直接衝入甲家，要求甲立即還錢，甲極度驚恐，
只好拿出私藏 10 萬元返還乙。下列罪名中，乙不構成何罪？ 
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  刑法第 328 條強盜罪  
刑法第 305 條恐嚇安全罪 刑法第 306 條侵入住居罪 

11 下列何種情況不構成刑法第 326 條第 1 項之加重搶奪罪？ 
甲攜帶小刀，飛車奪取 A 的皮包 乙在車站飛車奪取 B 的皮包  
丙乘颱風災害之際，飛車奪取 C 的皮包 丁騎機車衝入法院大門，在大門口飛車奪取 D 的皮包 

12 甲喝酒後開車（酒精呼氣濃度已達每公升 0.28 毫克），駕車不穩而撞傷乙，甲見乙摔倒在地，隨即開車
離開現場。依我國實務見解，有關甲刑事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構成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犯罪 甲構成過失致傷害罪  
以上兩罪應構成想像競合 甲另構成刑法第 185 條之 4 犯罪 

高見公職•徐偉圓夢諮詢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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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甲、乙為父子關係，某日乙與妻丙發生爭吵，甲、乙二人共同基於傷害之故意，對丙女攻擊造成傷害。
下列有關丙告訴或撤回告訴效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傷害罪係告訴乃論之罪，丙得自行決定對於甲或乙提起傷害告訴
因傷害過程係同一犯罪事實，基於告訴不可分原則，丙若提起傷害告訴，其效力同時及於甲、乙二人
甲、乙所為屬於不同犯罪事實，丙可自行決定對甲或乙提起傷害告訴
丙若對甲、乙二人提起傷害罪告訴後，仍得單獨對甲一人撤回告訴，其撤回效力不及於乙

14 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以傷害罪起訴，法院於審判過程中所作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得就傷害罪名是否成立為判決，不得變更起訴法條
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用之法條
得自行變更犯罪事實與起訴法條
僅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與罪名為判決，不得變更犯罪事實與起訴法條

15 法院對於檢察官起訴之案件，發現並無管轄權，應如何處置？ 
直接駁回即可  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 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即可，由檢察官重新起訴

16 下列有關選任辯護人之說明，何者錯誤？ 
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得隨時選任辯護人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僅得經過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之同意為其選任辯護人，本身並無獨立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之權利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與其具一定身分關係之人

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辯護人應選任律師充之，但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選任非律師為辯護人

17 下列有關傳喚程序之說明，何者錯誤？ 
傳喚被告，應用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簽名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

疑人到場詢問，通知書由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簽名
犯罪嫌疑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直接加以逮捕
拘提被告，應用拘票，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簽名

18 下列有關逮捕程序之說明，何者錯誤？ 
現行犯，不問任何人均得逕行逮捕之
被追呼為犯罪人者，或因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身體、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

罪人者，均以現行犯論
不願表明自己身分者，以現行犯論，得加以逮捕
無偵查犯罪權限之人逮捕現行犯者，應即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19 下列有關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說明，何者錯誤？ 
訊問時，應依受訊問者所為陳述製作筆錄
筆錄內所記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錄影之內容不符者，以筆錄記載作為證據
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
筆錄內所記載之陳述與錄音、錄影之內容不符者，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

20 下列何者非屬羈押之要件？ 
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
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否認犯罪，並一再對於明確之事證加以否認者

21 下列有關搜索要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必要時得搜索之
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

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得搜索之
搜索，應用搜索票；搜索票，由法官或檢察官簽名
偵查中檢察官認有搜索之必要者，應以書面敘述理由，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搜索票

22 對於犯罪證據之採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而取得，且與事實

相符者，得為證據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取得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

應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
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仍得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行

23 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案件，下列關於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敘述，何者正確？ 
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上級審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
上級審法院絕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
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無論罪名與刑度均不得較原審判決為重
不論是否涉及刑度或法條適用不當，均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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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罪之判決確定後，下列關於該案件聲請非常救濟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發現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得聲請再審
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得聲請再審
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得聲請再審
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

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應聲請非常上訴
25 下列對於判決提起上訴之說明，何者錯誤？ 

上訴期間為 10 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力  
當事人不得捨棄其上訴權，提起上訴後亦不得撤回上訴
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
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

26 下列場所皆未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請問何者免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24 小時營業便利商店 旅館 養老院 住宅

27 違規儲存爆竹煙火超過管制量 35 倍應處多少罰鍰？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  
 6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28 民眾不服消防處分提起訴願，各級消防主管機關應自收到訴願書之日起幾日內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
關係文件，函送訴願管轄機關？
 20 日  30 日  60 日  90 日 

29 「緊急救護辦法」第 13 條規定救護車輛及裝載物品之消毒或去污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定期消毒：每星期 1 次  
使用後之消毒：每次使用後
去污處理：每次運送受化學、輻射物質污染之傷病患後
定期消毒時應將其情形記入消毒實施表

30 下列那一項是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正之研擬及執行
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之處理

31 為確保防救災專用微波通信之暢通，下列那一個機關得就電波傳輸暢通之必要範圍，劃定電波傳輸障礙
防止區域，並公告之？
經濟部 交通部 內政部 科技部

32 依據「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規定，有關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死亡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 10 萬元
失蹤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 10 萬元
重傷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 5 萬元
安遷救助：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戶內實際居住人口以 5 口為限，每人發給新臺幣 2 萬元 

33 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下列那一項非屬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減災事項？
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應用 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34 火場各級指揮官應配戴指揮臂章，下列何者配戴方式正確？
火場總指揮官、副總指揮官佩戴紅色臂章 救火指揮官佩戴黃色臂章
警戒指揮官佩戴藍色臂章 偵查指揮官佩戴灰色臂章

35 依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下列那項非屬抵達火場處置作為？
初期救火指揮官應就派遣之人車預作搶救部署腹案，並以無線電告知所屬及支援人員
初期救火指揮官到達火場，應立即瞭解火場現況，並回報指揮中心
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單邊部署」為原則，三樓以上建築物火場正面空間，應留給高空作業車使用
火勢撲滅後，對可能隱藏殘火處所，加強清理、降溫以免復燃

36 下列那一項作為不屬於化學災害現場搶救標準作業程序（H.A.Z.M.A.T.）之行動方案（Action plan）？ 
於不明狀況時，保持適當安全距離，注意洩漏徵兆，並請求主管機關、致災物偵檢單位、事業單位及

業者到場，以確認致災物潛在危害等資訊
選擇由上風處及適當位置集結接近，進入災害現場前，並應瞭解所面對之潛在危害
部署時以人員安全為首要考量、以人命救助為優先、以控制火勢及阻卻延燒為原則
危害性化學品災害處理過程，處理「對」比處理「快」重要

37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依消防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後，應即製作火災原因調查
鑑定書，移送那一個機關處理？
當地警察機關 法務部檢察署 地方法院檢察署 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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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據「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之管理何者錯誤？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定期申報之資料至少保存 2 年，以備查核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每年四月及十月向轄區消防機關各申報一次資料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所設置之安全技術人員，應經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或由中央消防機關認

可之專業機構之講習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始得充任，講習訓練時間不得少於 16 小時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所設置之安全技術人員每 3 年應接受複訓一次 

39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其外牆
與加油站之安全距離為多少公尺以上？
 20 30 40 50 

40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採取移動放射方式，每一具噴射瞄子
所需滅火藥劑量在多少公斤以上？
 30 60 90 120 

41 依據「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乾粉滅火設備如採全區放射方式，啟動裝置開關或拉
桿開始動作至儲存容器閥開啟，應設有多少秒以上之延遲裝置？
 20 秒 30 秒 45 秒 60 秒 

42 依據「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明火表演，應於表演活動開始 30 日前，檢具相關文件報請轄區主管機關審查，經取得許可書後，

始得為之
表演區域及外緣 2 公尺內之地面、牆面及地面上方 6 公尺以內之天花板或樓板，不得以木板、未固著

式泡綿、未具防焰性能之布幕等易引發火災之材料裝潢或裝飾
表演與觀眾之距離，應維持 5 公尺以上
明火表演許可之有效期限為 6 個月 

43 依據「消防法」及「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至少應保存 5 年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日起每 3 年應接受講習一次
直轄市、縣（市）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達 50 人以上者，得組織直轄市、縣（市）消防設備師公

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告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44 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設置於廚房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為定溫式
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 30 公分以內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 15 公分以上 50 公分以下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距離出風口 1.5 公尺以上 

45 依照「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土石流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災害防救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 

46 依照「災害防救法」之規定，對於因災害失蹤之人，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死亡而未發現其屍體者，法
院得依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時間。此項聲請，應於災害發生後幾年內為之？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47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每 2 年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每 5 年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各級政府應充實災害應變中心固定運作處所有關資訊、通信等災害防救器材、設備，隨時保持堪用狀

態，每 1 年至少舉辦演練一次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每 2 年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48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人民因本法之處分、強制措施或命令，致其財產遭受損失時，得請求補償。
損失補償應自知有損失時起，X 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Y 年者，不得為之。X 與 Y 分別為何？ 
 X=1，Y=2 X=1，Y=3 X=2，Y=3 X=2，Y=5 

49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有關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
之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採用不燃材料構造之地面一層建築物，屋頂應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屋簷並應距離

地面 3 公尺以上
周圍 2 公尺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得存放任何可燃性物質
通路面積至少應占儲存場所面積之 20%以上
保持攝氏 40 度以下之溫度 

50 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於火災發生後 X 日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至 Y
日，X 及 Y 分別為何？ 
 X=7，Y=14 X=7，Y=21 X=10，Y=20 X=15，Y=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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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105年
交 通 事 業 郵 政 人 員 升 資 考 試 試 題

代號：50230 全一頁

等（級）別： 警正

科（類）別： 消防人員

科 目： 火災與爆炸基礎理論與實務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可以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請接背面）

 

一、依美國國家防火協會（簡稱 NFPA）對煙所下之定義為何？防煙區劃的種類有那些？

並請敘述各防煙區劃的適用場所和區劃原理。（25 分） 

二、假設一侷限密閉空間內，大氣條件為 760 mmHg，25℃，現有一瓶甲苯被打破，甲苯

蒸氣逸散在室內，當達到平衡後，室內環境中仍有甲苯溶液殘留，試問：此空間甲

苯濃度最大為何？有無火災爆炸危險？假設一侷限密閉空間體積為 1000 m3之內，體

積為 100 ml 之甲苯被打破，甲苯逸散在室內，當達到平衡後，室內環境中沒有甲苯

溶液殘留，試問：此空間甲苯濃度最大為何？有無火災爆炸危險？〔甲苯（C7H8），

25℃的飽和蒸氣壓為 21 mmHg，分子量為 92，密度為 0.87 g/ml〕〔爆炸下限請依

Jone’s（鍾斯）理論估算〕（25 分） 

三、104 年 1 月 13 日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387，Z2003 修正火災之分類，請說明

修正後 F 類火災為何？若依我國消防法規中公共危險物品，其所屬於易燃性液體中之類

別又為何？（25 分） 

四、請敘述引發粉塵爆炸發生之五要素為何？並請列出影響粉塵爆炸之因素為何？（25 分） 

高見公職•徐偉圓夢諮詢中心整理
連絡電話：07-2233812；LINE帳號：
@wsu0445x



105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105年
交 通 事 業 郵 政 人 員 升 資 考 試 試 題

代號：50240 全一頁

等（級）別： 警正

科（類）別： 消防人員

科 目： 消防搶救實務（包括消防勤務、消防戰術、緊急救護、民力運用）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請接背面）

 

一、執行消防勤務過程中，駕駛公務車輛出勤是常見的作法之一，但因此常可能有公務

車輛交通事故發生。請問，依照「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公務車輛交通事故處

理原則」規定，遇有交通事故時的處理要領為何？為確保同仁權益，免於交通事故

危害，消防機關應如何努力，以增進執勤同仁權益保障？（25 分） 

二、火災搶救初期的部署作業十分重要，尤其正確的選擇消防水源並安全的進行部署，

有助於後續的救災作業進行。請問，火災搶救初期部署時，正確的消防水源選定程

序為何？進行水源部署時，須留意的安全作業事項有那些？（25 分） 

三、有鑑於重大災害事件經常發生，為強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及衛生機關之配

合聯繫機制，以提升災害（包含意外事故）現場執行緊急救護之作業效率，依據「直

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及衛生機關災害現場緊急救護配合作業要點」規定，消防機關平

時應留意整備的項目為何？災時應變又須注意的事項為何？（25 分） 

四、義勇消防人員是消防民力運用不可忽視的一環，對於義消的聘任與解聘因此訂有明

確的作法。請問，依規定，對於聘任義消的聘期如何處理？遇有那些情形，義勇消

防人員將由聘任機關予以解聘？（25 分） 

高見公職•徐偉圓夢諮詢中心整理
連絡電話：07-2233812；LINE帳號：@wsu0445x


	001_105警察人員升官等-國文
	002_105警察人員升官等-國文-ANS
	003_105警察人員升官等-法學知識與英文
	004_105警察人員升官等-法學知識與英文-ans
	005_105警察人員升官等-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006_105警察人員升官等-刑事法與消防法規-ANS
	007_105警察人員升官等-火災與爆炸基礎理論與實務
	008_105警察人員升官等-消防搶救實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