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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文：（60 分） 
十七世紀中期，愛爾蘭有一醫生名叫布朗尼（Thomas Browne, 1605-1682），他每天夜裡

巡視完病房之後，就搬張椅子坐在病榻旁，自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低聲朗誦，附近的病人
也側耳而聽。那不是病人的病危通知書，也不是保險給付的最新規定，而是他給「病人的
一封信」，內容感人，用詞優美，一方面安慰病人的憂傷，一方面鼓勵病人懷抱希望。 

布朗尼醫生曾經研究雞蛋的胚胎結構，在科學史上被稱為「第一個胚胎學家」，但是他
影響後世的是他在夜裡為病人朗誦的信件，日後結集成為《給朋友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Friend），布朗尼為什麼這麼做？他說，他期待存摺裡最多的不是錢，而是愛。 

請以「我的人生存摺」為題，作文一篇，申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近日新聞媒體一再報導蔬果農藥殘留量過高，影響國民健康，造成社會恐慌。試擬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函各縣市政府農業局：請加強推動農作物安全用藥管理措施，公開相關資訊，
以減少國人疑慮，維護國民健康。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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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句中「」內的詞語應用錯誤的是： 
網路世界十分便利，提供的訊息有如「車載斗量」  
在「萬馬齊瘖」的時代，往往百家爭鳴，暢所欲言 
社會的正義之聲終於響起，一舉掃除這班「社鼠城狐」 
八零年代的臺灣猶如樸實的孩子，沒有「張牙舞爪」的兇惡勁 
那純粹是另一種玫瑰／自火焰中誕生／在蕎麥田裏他們遇見最大的會戰／而他的一條腿訣別

於一九四三年／他曾聽到過歷史和笑／什麼是不朽呢／咳嗽藥刮臉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而

在妻的縫紉機的零星戰鬥下／他覺得唯一能俘虜他的／便是太陽 
詩中「什麼是不朽呢／咳嗽藥刮臉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的意涵，下列選項錯誤的是： 
「咳嗽藥」代表主人翁長期身體欠佳 「刮臉刀」代表主人翁幫人修臉維生 
「上月房租」代表主人翁經濟狀況有問題 「不朽」意味主人翁永遠處在困窘的狀態 
「閒章其實不閒，其中暗藏玄機，展示趣味，傳達資訊，表明心跡……，什麼花樣都可以在

方寸之地，藉機表現。石濤的山水畫顛覆傳統，大概意識到自己的創作道路迥異前人，故每

鈐『搜盡奇峰打草稿』印，應該是繪畫哲理的夫子自道了。」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作者認為閒章的價值在展現畫中有我之境  
「方寸之地」是指石濤顛覆傳統的山水畫 
「搜盡奇峰打草稿」的繪畫哲理是藉物寄託心跡 
「搜盡奇峰打草稿」說明石濤縱覽名山，創作獨具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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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次，我進入一家新開張的涮涮鍋店，老闆娘招徠顧客十分殷勤，她特別向我解說，別
人家的火鍋料常常用包心菜魚目混珠，她卻堅持要用大白菜，大白菜的成本高，味道卻純正，
這是經營一家涮涮鍋起碼的敬業精神。我被她的大白菜精神所感動，幾乎天天光顧，吃了一整
個冬天，到了春天，她的菜盤裡的大白菜換成包心菜，我等著，大白菜一直都沒有回來，我知
道有些什麼無法繼續堅持下去了，於是，我也不繼續去那裡用餐了。老闆娘的大白菜精神卻變
成一個指標，我用這個指標去度量許多火鍋店，發現準確度還真高。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文章中的大白菜精神是敬業指標  
將大白菜改成包心菜是可行的態度 
讓一般店鋪能永續經營下去是大白菜精神  
文章指出就商業考量堅持食材品質是不可恃的精神 

「我獨坐在冥想。難得是寂寞的環境，難得是靜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傳的和諧，靜默中
有無限的創造。我的心靈，比如海濱，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經漸次的消翳，只賸有疏鬆的海沙
中偶爾的迴響，更有殘缺的貝殼，反映星月的輝芒。此時摸索潮餘的斑痕，追想當時洶湧的情
景，是夢或是真，再亦不須辨問，只此眉梢的輕皺，唇邊的微哂，已足解釋無窮奧緒，深深的
蘊伏在靈魂的微纖之中。」 
下列選項與上文文意最為相近的是： 
雖無刎頸交，卻有忘機友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在日式的古屋裏聽雨，春雨綿綿聽到秋雨瀟瀟，從少年聽到中年，聽聽那冷雨。雨是一種單
調而耐聽的音樂是室內樂是室外樂，戶內聽聽，戶外聽聽，冷冷，那音樂。雨是一種回憶的音
樂，聽聽那冷雨，回憶江南的雨下得滿地是江湖下在橋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
肥了嘉陵江下濕布榖咕咕的啼聲。雨是潮潮潤潤的音樂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本文所
敘述的情境是： 
思親 懷師 思鄉 憶友 

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教授比勒梅爾（Karl Pillemer）訪問了 1500 位 65 歲以上
的美國銀髮族，什麼是他們人生中最大的遺憾。比勒梅爾原本以為答案會是感情問題、生意失
敗、沈迷於某些壞習慣等，但令人驚訝的是，長者們最後悔自己以前花那麼多時間在擔心未來
不會發生、或是自身無法控制的事情。長者建議，如果希望人生中少點懊悔，就把時間花在解
決問題上，而不要浪費在擔心上，時間是最珍貴的禮物。「擔心的時候就想『這件事就像從前
一樣，都會過去的。』人總不能永遠在擔心，這會毀了你的人生。」 
根據上文長者的體悟，下列選項最接近的是：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
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
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
樓之不朽也！（王禹偁〈黃岡竹樓記〉）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文意的是： 
力爭上游，不後於人  與世浮沉，不論清濁  
任事轉移，不必預計  優游自在，不管俗事 

「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
者也。」（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下列選項，最能契合「其揆一也」的意旨是： 
以上諸君各自作出一種自我選擇 以上諸君各顯出人生的獨特風貌 
以上諸君行迹雖異而道理卻相同 以上諸君的價值觀可以融合為一 

歸有光〈項脊軒志〉：「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
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
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作者以蜀清、孔明自比，其用意應是： 
以二人韜光養晦，反省自己的託大 以二人功成名就，抒發自己的委屈 
以二人先困後顯，抒發自己的懷抱 以二人高瞻遠矚，反省自己的淺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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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is is a good hotel to stay in because it provides many _________ such as a fitness center, swimming pools, a 

business center, and wireless internet connection for their guests to use. 

facilities staircases agencies vehicles 

2 The county government invites many musicians from the world to ______ in a jazz concert held over the 

weekend. 

memorize estimate perform transfer 

3 About Mozart's _____ musical talent, many books have been written ever since his death. 

optional legendary chaotic notorious 

4 After a brainstorming meeting, they ______ many good ideas. 

paid attention to put in for made use of came up with 

5 Julie really likes that red handbag, but she cannot __________ it. 

clarify afford twist echo 

6 The ______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an eminent dramatist in the 17th century, include plays, sonnets, 

narrative poems, verses, etc. 

complete internal patent rational 

7 Her ____ for learning French is quite strong because she is going to move to France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judgment fulfillment motivation information 

8 Louis Schwartzberg is best known for his time-lapse photography, a technique that __________ images on film 

very slowly. 

removes captures kidnaps slaughters 

9 Election is very competitive because many _________ are running for a position. 

applicants supporters candidates sponsors 

10 No one in John's school wants to play with or even talk to him, so going to school has become John's 

__________. 

nightmare nightingale movement monument 

11 In Kariba, it is very common to see many wild animal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Kariba is a very harmonic place 

that shows how humans and animals can live __________ together in the city. 

particularly peacefully innovatively harm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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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eptiles, cold-blooded animals with backbones, ______ from amphibians about 340 million years ago. 
devolved evolved involved revolved 

13 Plenty of online information is now available to help people __________ in the job market and better sell 
themselves to companies. 
pioneer declare compete relieve 

14 After eating the tasty chocolate cake in the party, the boy felt extremely ____. 
content lonesome absent-minded heart-broken 

15 When I traveled by myself in Europe for two months, I received a lot of _______ from strangers. I appreciated 
their help very much. 
silence balance assistance intelligence 

16 The year 1998 saw many technological ______: Apple unveiled the iMac, Google was launched, and 
e-commerce took off on the Internet. 
destinations milestones possessions speculations 

17 Since he has a talent for ________ various sounds and noises, we should sign him up for the talent show. 
infusing informing imitating intimidating 

18 Kelly is a very ________ salesperson. She wants to become the chief manager of the company. 
ambiguous accessible ambitious infectious 

19 The Amazonian Rainforest, which is roughly the size of Europe, is the home of more than half the plant and 
animal _____ known to man. 
specters spectrums speckles species 

20 My grandfather got hearing aids implanted in both ears and he is __________ well to his bionic devices. 
retaining halting adapting pedaling 

21 The fashion industry has been promoting dangerously thin body image, which has caused some models to 
develop eating _______. 
disembarks disorders distributions dishonesty 

22 Sending too many attachments or photos by an email may accidentally ______ your receivers' computers when 
they open all the files at the same time. 
gum up make up stir up sum up 

23 The elevator is out of work due to some ________ problems. 
tactical technical vertical biological 

24 The _____ of pizza really exploded in the USA when American soldiers returned from Italy after World War II 
and raved about “that great Italian dish”. 
simplicity originality popularity hospitality 

25 I did not _____ Rita at our college class reunion at first last Saturday because she had changed so much. 
awaken comfort fail recognize 

26 After studying the data reported in the newspaper, the scientist figured out a possible __________ to the 
problem. 
solidity solution polution proposal 

27 Chris believes he has found his _____, so he is working hard towards qualifying as a teacher. 
vocation vacation vantage voyage 

28 The man is a _________ environmental activist dedicated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limate change. 
renowned criminal segmental plastic 

29 We all know that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but few people would take _______ in advance. 
processions prosperity performance preca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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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It is fun to take a trip to an open wildlife ______ in Australia, where you could play with animals such as 
kangaroos and koalas. 
boundary landmark sanctuary underground 

31 The man who was hit by a truck is now in ______ condition. He may die any minute. 
critical magical typical practical 

32 Middle-aged people may have a feeling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one's life and _______ for something fresh, 
exciting and different. 
stand answer display long 

33 We haven't booked our ______ because we have decided to find a hotel upon arrival. 
recommendation accommodation consolidation intimidation 

34 People want to stay inside on snowy days, because they cannot stand wind and snow __________ their faces. 
ranking looping backing stinging 

35 The _____ shop offers a variety of stylish school and office supplies to attract potential customers in the 
neighborhood. 
fashion stationery manicure barber 

36 It was impossible to remain ______ forever and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 true identity of George Eliot leaked out. 
formidable incognito redundant versatile 

請依下文回答第 37 題至第 41 題： 
Anne Frank kept a diary from 12 June 1942 to 1 August 1944. Initially, she wrote it strictly for herself. Then, one 

day in 1944, Gerrit Bolkestein, a member of the Dutch government in exile, announced in a radio   37   from 
London. After the war, he hoped to collect eyewitness accounts of the suffering of the Dutch people  38  the German 
occupation. As an example, he specifically mentioned letters and diaries.  Then, Anne Frank decided that when the 
war   39  over, she would publish a book based on her diary. She began rewriting and editing her diary, improving 
on the text,    40   passages she didn't think were interesting enough and adding others from   41  . 
37 outcry outcast broadcast broadway 
38 by for over under 
39 had was been being 
40 relating printing reading omitting 
41 memo model music memor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2 題至第 45 題： 

In August 2015, Google announced Sundar Pichai to be the new CEO of the company. Born and growing up in 
India, Pichai first studied engineering in his home country and then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pursue an M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an MBA at Wharton School of Business. Being the key person who runs Android, Pichai is 
also the moving power behind the creation of Google Chrome browser, one that can rival and even exceed Microsoft's 
Internet Explorer. Pichai's achievement in Chrome in particular built up his reputation in the company as well as 
greatly increased his chance of getting the promotion. On top of these, he also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helping Google 
purchase another company and resolved the tense relationship with a rival company. 

As a matter of fact, Pichai's great success lies not only in his professional capacity but also in his acquiring other 
essential skills. For instance, he is well-known as a team player and an excellent negotiator. He knows how to make the 
best of his team and can deal with many hard negotiations. Being a person who is talented in communication, Pichai is 
capable of interpreting the abstract ideas of Google's founder into something knowable and manageable to his 
colleagues. Therefore, he is actually the most significant person who assists in implementing the creator's idea. 
Moreover, he is also a courteous and sociable person who is well-liked by all of his colleagues. He dislikes creating 
enemies in the company and he is well-informed of the politics that is going on there. Pichai's successful story is, of 
course, not the only one. Well before Google, Microsoft has already appointed an Indian person to lead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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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To praise the great success of Google. 

To criticize the appointment of a new CEO. 

To inform the readers of a great man behind Google. 

To introduce a newly-developed product made by Pichai. 

43 Why could the making of Chrome secure Pichai’s high position at Google? 

Because it was the product invented by Pichai only. 

Because it was the best browser sponsored by Pichai. 

Because only Pichai knew how to use the product properly. 

Because it could beat a similar product made by a rival company. 

44 How important is Pichai’s role in carrying out the idea of Google’s founder? 

He knows how to deliver the founder’s idea to his colleagues. 

He is able to find the mistakes in the founder’s idea. 

He is the only one who is respected by his colleagues. 

He can help 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colleagues.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Pichai was firstly educated in India. 

Pichai was an interpreter by profession. 

Pichai is good at playing politics in the company. 

Pichai is greatly admired for founding Google. 

46 Living in a crowded city can be very ____, especially during the rush hour. 

irrelevant stressful sensitive intentional 

47 Regular exercise of any kind and amount has been proven beneficial for ________ health as it could help reduce 

anxiety and negative mood. 

fiscal metal mental facial 

48 The extreme weather is becoming a(n) ________ problem that affects everyone in the world. 

innovative global superficial reliable 

49 Dogs can be tamed to respond to commands, and cats can also be trained to be __________. 

abnormal obedient traceable vigorous 

50 The EU’s chief foreign policy official called on the Iranian regime authorities “to fully respect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ir citizens, inclu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right to _______ in public peacefully.” 

assemble resume tremble con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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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之規定與司法院解釋，關於省地方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省虛級化，任何省級行政組織已不復存在 
省設省政府，置省主席一人，由行政院院長任命 
省不再有憲法規定之自治事項，但仍具備自主組織權，因此仍得設省議會 
省為地方制度層級之地位仍未喪失，但已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 

2 臺北市政府對於臺北市議會議決之事項，如認為窒礙難行時，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應於該議決案送達
臺北市政府幾日內，就窒礙難行部分敘明理由送請臺北市議會覆議？ 
三十日 四十日 五十日 六十日 

3 下列何者非屬監察院監察權行使之對象？ 
各級法院法官 縣議會議長 武職公務員 監察院事務人員 

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項憲法規定對於監察委員仍然適用？ 
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業務  
在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 
除現行犯外，非經監察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監察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由監察委員互選之 

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種事項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以審理？ 
人民聲請釋憲事項  立法委員聲請釋憲事項 
中央或地方機關聲請釋憲事項 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6 關於公民投票法之公民投票訴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二審終結，且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以一審終結，且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以二審終結，但得提起再審之訴 以三審終結，並得提起再審之訴 

7 依司法院釋字第 665 號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對於審判中停止羈押之裁定得提起抗告之規定合憲 
依據法院刑事庭之分案要點之規定協商相牽連案件之承辦法官，雖不違反人民訴訟權之保障，但有違

法官獨立審判之要求 
法官會議的設置不違背法定法官原則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認為有

逃亡、串供之虞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予以羈押。此一規定係屬合憲 
8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意旨，關於最高司法機關就審理事項有無發布規則之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貫徹司法政策，故有規則制定權 為實現審判獨立，故有規則制定權 
無規則制定權，因其違反法律優位原則 無規則制定權，因其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 

9 關於立法院對預算案之審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大法官認為預算案通過後，其性質為措施性法律 
預算案之審議，不得逐條逐句增刪修改 
預算案之審議，須經三讀程序 
立法院對預算案，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立法院之機能為何？ 
繼續開會  視同休會  
職權由監察院代行  職權由國家安全會議行使 

11 憲法第 69 條規定，立法院召開臨時會至少須經多少比例立法委員之請求？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五分之一 

12 有關立法委員特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於任期內享有刑事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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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委員於任期內，不得逮捕或拘禁 
立法委員為現行犯時之逮捕，仍須經立法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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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憲法及司法院釋字第 461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行政機關人員亦有至立法院備詢之義務 
立法院應於每次會期中，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院長亦有至立法院備詢之義務 
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公務員，倘若係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者，則無義務至

立法院備詢 
14 依憲法第 68 條規定，有關立法院會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每年兩次，自行集會  第一次自二月至五月底 
第二次自九月至十二月底 每次會期四個月，不得延長 

15 依憲法第 72 條之規定，立法院法律案通過後，移送總統，總統應於收到後至遲幾日內公布？ 
五日 十日 十五日 二十日 

16 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應如何規定？ 
憲法自行規定 以命令規定 以法律規定 以立法院議事規則規定 

17 關於施政方針與施政報告之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總統直選之精神，總統應向立法院提出國情報告 
施政方針與施政報告係為貫徹行政權行使能透明公開之設計 
立法院如認為施政方針與施政報告有欠缺之處，應提出覆議 
各部會首長基於業務範圍內之專業與自主，得採取與內閣施政方針不同之立場 

18 下列何者非屬中央獨立行政機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總統之刑事豁免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義務，為刑事上訴究之範疇，有總統刑事豁免權之適用 
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其競選行為即受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範，故無刑事豁免權之適用 
總統原則上得事前、概括拋棄其於刑事豁免權保障範圍內之各項特權 
總統於任職期間如涉有犯罪嫌疑者，刑事偵查及審判機關仍得就犯罪現場為即時勘察 

20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律規定，關於總統、副總統之選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且於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於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且曾設籍 15 年以上 
人民得依政黨推薦方式或連署方式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總統於任滿之日如屆期次任總統尚未選出，由立法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律之規定，關於總統、副總統之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罷免案經立法院提出後，尚須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選舉人投票表決之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應自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罷免投票結果之日起，解除職務 
罷免案否決者，自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罷免結果之日起 1 年內，不得對該被罷免人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辭職者，於 4 年內不得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22 國內之公司，無法享有憲法所保障之下列何種基本權？ 
財產權 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宗教自由 

23 如法律規定藥師不得巡迴執行藥事業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相關規定涉及人民選擇藥師職業之主觀條件，基於重大之公益始得限制之，故該規定違憲 
相關規定涉及人民執行藥師業務之方法及地點，基於特別重要公益始得限制，該規定違憲 
相關規定涉及人民選擇藥師職業之客觀條件，但未設必要合理之例外規定，故該規定違憲 
相關規定涉及人民執行藥師業務之職業自由，但未設必要合理之例外規定，故該規定違憲 

24 若依法律規定，出賣農地予自耕之自然人者，得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甲將所有之農地出賣予自然人乙
繼續耕作，主管機關事後發現係丙公司利用乙之名義購買農地，達到甲免繳稅捐之目的，即命甲補繳稅
捐。如甲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訟，行政法院判決甲敗訴確定後，甲聲請釋憲。下列何種憲法解釋之結果，
符合憲法之要求？ 
相關規定違憲，因對於自耕自然人及法人購買農地得否免稅為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 
相關判決違憲，因乙依法購買農地，甲應免稅，該判決侵害人民財產權 
相關規定合憲，因其目的係保障農地繼續耕作之合理利用，符合憲法基本國策之精神 
相關判決合憲，因丙利用乙之名義購買農地以達到甲免納稅捐之目的，手段已違法 

25 在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中，關於政府採購得標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 100 人者，應於履約期間
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否則廠商即應繳交代金之法律規定，未涉及下列何項基本權之保障？ 
財產權 營業自由 平等權 生存權 

26 依司法院釋字第 649 號解釋，國家為保障視障者，而禁止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措施，屬於下列何種性質？ 
合理之差別待遇 實質平等待遇 優惠性差別待遇 恣意性差別待遇 

27 下列何者尚未被司法院大法官歷次解釋列為憲法第 22 條概括保障之權利？ 
環境權 姓名權 名譽權 性行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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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關於通訊傳播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對使用無線電波頻率，採行事前許可制，係限制人民使用無線電波頻率之通訊傳播自由 
通訊傳播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之

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 
無線電波頻率屬於全體國民之公共資源，為維護使用電波之秩序及公共資源，政府得任意採行限制手段 
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配 

29 教師法曾規定，教師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予以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有關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之要件，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有關已聘任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規定部分，未違反比例原則 
有關已聘任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規定部分，乃是對人民職業自由之限制 
有關不得聘任為教師規定部分，未違反比例原則 

30 依司法院釋字第 723 號解釋，請求權消滅時效制度，涉及法律安定、公益及人民權利義務，故其規範密
度為何？ 
公法請求權消滅時效須以法律明定之；私法請求權消滅時效，法律得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定之 
公法請求權消滅時效，法律得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定之；私法請求權消滅時效，得由行政機關依職權

以命令定之 
公法上與私法上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均須以法律明定之 
公法上與私法上之請求權消滅時效，法律均得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定之 

3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人民服兵役之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人民服兵役之重要事項，得授權由主管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以為規範 
對於居住處所遷移，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之後備軍人處以刑罰，係屬違憲 
依法僅男子有服兵役之義務，係鑑於男女生理差異及因此所生不同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並未牴觸平

等原則 
人民無法基於其個人宗教信仰而免除服兵役之義務，已違反人性尊嚴並動搖憲法價值體系之基礎 

32 我國憲法屬於那一種主權模式？ 
國家主權 國民主權 議會主權 君主主權 

33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79 號解釋，關於「中國比較法學會」欲更名為「台灣法學會」之爭議，下列說明，
何者錯誤？ 
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之規定，乃在使人民利用結社之形式以形成共同意志，追求共同理念，進而實現

共同目標，為人民應享之基本權利 
人民團體之命名權，成立時之自主決定權，屬於結社權之保障範圍 
人民團體嗣後之更名權，則非結社權之保障範圍 
對團體名稱選用之限制，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之要件，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始得為之 

34 下列關於契約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契約自由係人民得自行決定是否締結契約、契約內容及如何履行等自由 
契約自由源於私法自治，受憲法財產權保障，不受任何法律限制 
國家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得透過法律，對契約自由作合理之限制 
國營企業或有壟斷性質之公用事業，國家可藉由「強制締約」規定，限制其契約自由 

35 刑法有依司法院釋字第 554 號解釋，處罰通姦罪之規定，其與婚姻與家庭受憲法保障，有何主要關聯？ 
處罰通姦罪係源自於婚姻與家庭制度之制約 
通姦行為予以處罰，旨在維護家庭血統之純正 
通姦行為違反大部分宗教之教義，予以處罰，旨在貫徹宗教自由之保護 
夫妻一方欲與何人發生性行為，受一般行為自由之保護，與婚姻家庭之保障無關 

36 依司法院釋字第 638 號解釋，下列何者並非處罰法定主義之下，應透過法律明訂之項目？ 
受罰主體  應當受罰之違法行為 
處罰之效果，處罰之上限與下限 處罰的裁量基準 

37 依司法院釋字第 584 號解釋，下列關於工作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工作權不包含人民選擇職業之自由 
曾犯特定犯罪者禁止駕駛計程車的規定，係對於人民選擇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的限制 
曾犯特定犯罪者禁止駕駛計程車的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曾犯特定犯罪者禁止駕駛計程車的規定，違反比例原則 

38 依司法院釋字第 564 號解釋，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規定，在公告禁止設攤之處擺設攤位者，
主管機關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消除障礙外，得處行為人或其雇主罰鍰。就財產權保障之觀點，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限制土地位於禁止設攤處者，不得擺設攤位，係對其所有權構成徵收，主管機關應予適當補償 
限制土地位於禁止設攤處者，不得擺設攤位，目的係為維持人車通行之順暢 
限制土地位於禁止設攤處者，不得擺設攤位，係對所有人與擺攤行為人之財產權與工作權，造成干預 
限制土地位於禁止設攤處者，不得擺設攤位，干預尚屬輕微，符合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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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之意旨，下列關於正當法律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正當法律程序屬憲法保留事項，惟立法者仍得為不同之規定 
只有當公權力嚴重侵害人民之基本權時，始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聽證為正當法律程序之核心內容，行政機關為決定前皆應行聽證 
在制定正當法律程序相關之規範時，應考量各項程序可能之成本 

4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公務員懲戒處分影響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其審議應本於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但
下列何者不在程序保障之範圍？ 
言詞辯論 直接審理 三級三審 對審制度 

4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憲法第 11 條言論自由之保障與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言論自由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與消極不表意之自由 
言論自由保障之內容，包括主觀意見之表達與客觀事實之陳述 
商業言論亦受言論自由保障 
國家對藥物廣告若採事前審查制，即屬違憲 

42 憲法第 145 條第 2 項規定，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依照司法院大法官之見解，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有關合作社之解散要件與程序，須以法律明文規定，合作社法「合作社因解散之命令而解散」之規定

未達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行政院委託金融主管機關統一辦理信用合作社之管理，符合憲法第 149 條金融機構依法應受國家管理

之意旨 
信用合作社無法健全經營、損及存款人權益時，主管機關得依法指派其他金融機構逕行接管，無事前

聽取社員陳述意見之必要 
信用合作社無法健全經營、損及存款人權益，主管機關命其他金融機構概括承受時，以該信用合作社

未能適時提供相當資金或擔保為限 
43 有關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時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命令與憲法牴觸者無效，命令與法律牴觸者得由上級監督機關聲請釋憲 
命令與憲法牴觸者無效，命令與法律牴觸者得由上級監督機關宣告無效 
命令與憲法牴觸者無效，命令與法律牴觸者效力未定 
命令與憲法牴觸者無效，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 

44 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關於憲法修改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民人數達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時，得提出憲法修正案 
立法院僅有憲法修正案之提案權 
國民大會亦得提出憲法修正案 
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後，並公告半年，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投票人

數之半數，即通過之 
45 關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與憲法基本國策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關係，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580 號解釋

之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條例設定最低租賃期間，耕地出租人不得任意收回，並禁止轉租，均係有利於實現扶植自耕農、改

善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 
該條例規定，出租人如無自任耕作能力，即使租約期滿亦不得收回耕地，所謂自任耕作能力應包括企

業化經營之自行耕作或委託代耕 
該條例規定，租約期滿前，出租人因農地變更為非耕地而終止租約時，應適用單一標準補償承租人，

已牴觸憲法保障財產權及契約自由之意旨 
該條例規定，租約期滿，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收回耕地時，亦應補償承租人，與國家應

推動農業現代化之意旨不符 
46 憲法規定，國家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社會保險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保險之效力、保險事故種類及給付等，不得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規定 
社會保險立法之目的與手段，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 
勞工依法參加社會保險及因此所生之公法上權利，應受憲法保障 
社會保險立法有關保險給付之規定，須符合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47 下列何者屬於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規定，國家應保障僑居國外國民之事項？ 
國際參與 政治參與 經濟參與 文化參與 

48 下列何項立法與憲法基本國策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國民經濟相關規定之落實較無關聯？ 
礦業法 科學技術基本法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消費者保護法 

49 依憲法之規定，國家普設平民金融機構之目的為何？ 
健全金融事業 救濟失業 扶助經濟發展 節制私人資本 

50 司法院釋字第 485 號解釋，「憲法係以促進民生福祉為一項基本原則」，其係依憲法第 1 條、基本國策、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及下列何者而來？ 
憲法附則 憲法施行之準備程序 憲法附則之準備程序 憲法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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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自治條例與自治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自治條例之位階高於法規命令 
自治規則由地方議會制訂通過 
自治條例可作為罰鍰之依據，而自治規則可作為沒入依據 
自治條例只能適用於該地方自治轄區 

2 下列何者並非法律安定性之要件？ 
法律須國民能確實認識  法律必須明確 
法律依輿論隨時變更  法律須有實效性 

3 依據法之起源，區別法之種類可分為： 
成文法與不成文法 一般法與特別法 強行法與任意法 固有法與繼受法 

4 現行規範地方自治實施之依據為何？ 
省縣自治法 省縣制度法 地方制度法 地方自治法 

5 所謂「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
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
事項者，適用舊法規」，係涉及下列那一個原則？ 
從新從優原則 從新原則 從寬原則 從舊從優原則 

6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一定身分的公職人員須每年定期申報財產，其立法目的為何？ 
有助銓敘機關辦理敘薪、退休福利事宜 
表彰公職人員待遇福利優渥 
端正政風、防制貪污 
確保公職人員有不法貪污情事，可迅速扣押其財產 

7 法律案於立法院完成三讀之後，尚須下列何者公布，始能生效？ 
行政院院長 主管部會首長 立法院院長 總統 

8 憲法第 71 條規定，立法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前述之規定，係屬對於法律的
何種效力之限制？ 
人的效力 時的效力 地的效力 物的效力 

9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

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立法院解釋之 
10 關於法律解釋與法律適用之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法律解釋為法律適用之前提 法律解釋為法律適用之結果 
法律解釋為法律適用之目的 法律解釋為法律適用之例外 

11 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4 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逃逸者應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者為同一人，此為下列何種解釋方法： 
歷史解釋 擴張解釋 類推適用 文義解釋 

12 有關監察院之權限範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彈劾權 糾舉權 同意權 審計權 

13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下列何者非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投票決定？ 
修改憲法 變更領土 罷免總統 彈劾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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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立法院對行政院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得施以一定限
制以為制衡，惟制衡仍有其界限，該界限係因下列何種原則之要求？ 
共和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 平等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15 依司法院解釋，下列何規定未被宣告違反人身自由之保障？ 
對未經許可入境而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未設期間限制，而得暫予收容之規定 
監獄行刑法對受刑人執行期滿者，應於其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放之規定 
傳染病防治法對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為隔離處分之規定 
入出國及移民法對外國人未經由法院審查決定，而得逾越暫時收容期間收容之規定 

16 甲因乙餐廳失火，甲不能登台表演，而無須支出治裝費與交通費。依民法之規定，甲向乙訴請損害賠償
時，應扣除無須支出之治裝費與交通費。此稱之為： 
損益相抵 過失相抵 生計減輕 不當得利 

17 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下列何者之規定？ 
僱傭 承攬 委任 寄託 

18 依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合夥解散之法定原因？ 
合夥人之一受監護之宣告者 合夥存續期間屆滿者 
合夥目的之事業不能完成者 合夥人全體同意解散者 

19 甲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和平、公然、繼續占有 A 地二十年後，有關地上權取得時效之敘述，下列何者
錯誤？ 
A 地為乙所有且已登記者，甲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 
A 地為乙所有且未登記者，甲於其上營造違章建築物，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 
A 地為乙所有且未登記者，甲於其上營造合法建築物，於未向地政機關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前，乙依
法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甲得主張有權占有 

A 地為甲乙共有且未登記者，甲於其上營造合法建築物，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 
20 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為： 

委任契約 居間契約 經理人契約 僱傭契約 
21 關於債權讓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於讓與當事人間不生效力 
非經債務人承認，於讓與當事人間不生效力 
非將債權之證明文件交付於受讓人，債權讓與不生效力 
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 

22 契約當事人一方在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時，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而惡意隱匿或為
不實之說明，其後契約未成立，一方應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負何種責任？ 
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責任 締約上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 
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 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責任 

23 有關消滅時效之中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 
時效因告知訴訟而中斷者，若於訴訟終結後，一年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24 乙有 A 屋一間出賣於甲，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因房地產漲價，乙不想履約，故與丙訂立假買賣契約，
並通謀虛偽將該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對乙之債權，係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故甲對丙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因 A 屋所有權已經移轉登記於丙，故丙成為 A 屋之真正所有權人 
甲之債權優先於丙之權利，係因甲與乙訂約在前，丙與乙訂約在後 
甲可依侵權行為之法則，請求第三人丙塗銷所有權登記 

25 甲向乙借新臺幣 100 萬元，經過 15 年後，乙請求甲履行債務，甲為拒絕履行之抗辯。有關消滅時效及於
從權利之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提供 A 地為乙設定抵押權時，乙於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仍得聲請拍賣抵押物 
甲提供 A 骨董花瓶為乙設定質權時，乙於時效完成後仍得聲請拍賣質物 
丙與乙訂立保證契約，保證甲之債務，乙於時效完成後請求丙履行保證債務者，丙不得為時效抗辯 
丙提供 B 地為乙設定抵押權時，乙於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仍得聲請拍賣抵押物 

26 關於民法所謂「買賣不破租賃」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凡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均不適用之 
只要期限不逾十年，即使是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仍有適用 
只要未定期限，即使是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仍不能適用 
必須出租人將租賃物交付由承租人占有中，方能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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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何者發生消滅時效中斷之效力？ 
債權人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後，撤回申報 債務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前對債權人承認其債權 
債務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為債權人提供擔保 債權人對債務人請求後，六個月內未提起訴訟 

28 甲與乙訂立買賣契約，將 A 地賣給乙，乙付清買賣價金，甲將 A 地交付給乙使用，但並未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經過 15 年後，乙請求甲協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下列有關消滅時效完成效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乙對甲之債權本身消滅  乙向法院起訴之訴權消滅 
乙占有 A 地為無權占有  甲有拒絕給付之抗辯權 

29 關於消費借貸，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 
消費借貸得以金錢或其他代替物為標的物 
消費借貸的借用人不得向貸與人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 
當事人一方對他方負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 

30 關於贈與之撤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原則上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 
經公證之贈與，即使贈與物之權利尚未移轉，贈與人仍不得撤銷其贈與 
只要贈與物之權利未全部移轉，原則上贈與人可撤銷未移轉部分之贈與 
贈與之撤銷權，不因受贈人之死亡而消滅 

31 下列何者為婚姻無效之事由？ 
被詐欺脅迫而結婚  於精神錯亂中結婚 
宴客後未辦理結婚之登記 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結婚 

32 甲之下列各項權利，其中何者得設定權利質權？ 
甲對乙之 A 屋的租賃權  甲為合會會首之權利 
甲請領退休金之權利  甲之著作權 

33 甲與其叔父乙，因故共同殺害甲父 X。有關共同正犯之甲、乙兩人之敘述，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錯誤？ 
甲之行為雖符合普通殺人罪，但因法條競合，應適用特別規定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乙欠缺直系血親卑親屬之身分，不影響共同正犯甲成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甲和乙為共同正犯，故應成立相同罪名之犯罪 
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為不純正身分犯 

34 甲、乙共同對 X 進行詐欺，但是 X 只有將錢交給甲而未給乙。甲成立詐欺既遂，共同正犯之乙應如何處斷？ 
成立詐欺取財未遂  成立詐欺取財既遂 
成立詐欺取財既遂，但依未遂犯處罰 成立詐欺取財既遂，但得減免其刑 

35 關於追訴權時效與行刑權時效的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追訴權時效的計算標準為法定刑，行刑權時效的計算標準為宣告刑 
追訴權時效的起算點為犯罪或行為終了日，行刑權時效的起算點為裁判確定日 
追訴權時效完成會導致刑罰發動出現障礙而消滅，行刑權時效的效果則僅消滅刑罰執行權 
犯 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其追訴權時效為二十年，行刑權時效為三十年 

36 緩刑宣告所附之條件，不得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何種事項？ 
向被害人道歉  立悔過書 
向公益團體捐助一定之金額 完成心理輔導 

37 下列有關消費者保護法特種交易之敘述，何者正確？ 
消費者因檢查之必要，致收受之商品毀損者，仍得解除契約 
未經消費者要約而對之郵寄或投遞之商品，消費者僅須負與處理自己事務相同之注意義務保管商品 
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得不附理由解除買賣契約，僅經契約之約定，企業

經營者得向消費者收取合理之處理費用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簽訂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時，倘未約定利率時，不得收取利息 

38 宣告無期徒刑時，如何一併宣告褫奪公權？ 
應宣告褫奪公權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 應宣告褫奪公權十五年 
應宣告褫奪公權二十五年 應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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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易科罰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 
得否易科罰金，由執行檢察官決定 
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即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易科罰金旨在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 

40 根據勞動基準法第 9 條規定，在下列那一情形下，定期契約屆滿後，視為不定期契約？ 
臨時性定期契約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季節性定期契約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特定性定期契約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六十日者 

41 A 有限公司之股東為甲、乙、丙、丁、戊共五人，其中甲、乙二人擔任董事，且由甲任董事長。今 A 公
司擬向甲購買土地蓋辦公大樓，則此不動產買賣契約之簽訂，應由何人代表 A 公司為之？ 
甲  乙 
由丙、丁、戊互推一人代理之 經甲及乙之同意指定丙、丁、戊其中一人代理之 

42 下列關於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職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人對於董事會編造提出股東會之各種表冊，應予查核，並報告意見於股東會 
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 
監察人無權要求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 

43 A 股份有限公司實收股本 400 萬元，公司章程記載所營事業為成衣製造及投資，且章程記載轉投資上限
為實收股本百分之五十。今 A 公司已投資 B 公司 100 萬元、C 公司 60 萬元，若 A 公司擬再投資 D 有限
公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能再投資  可投資，但投資金額受有限制 
投資金額無上限  股東會可特別決議通過投資金額無上限 

44 張三原為 C 無限公司（下稱 C 公司）之股東，但已於去年依法退股，惟 C 公司尚未辦妥相關變更登記。
今張三仍以股東身分自居，代表 C 公司與不知張三已退股之 Y 公司進行交易。對此交易，C 公司或張三
是否負有責任？ 
僅 C 公司應負責  僅張三應負與股東同一之責任 
C 公司應負責，張三亦應負與股東同一之責任 C 公司、張三對此交易均無須負責 

45 下列有關著作權保護之敘述，何者錯誤？ 
著作不論何時首次公開發表，著作財產權均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 
所謂暫時性重製，係指專為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或合法使用著作，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

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重製 
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讓與 
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 

46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 條規定，政府每年度負擔全民健康保險的總經費，不得少於每年度保險經費扣
除法定收入後金額的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六 百分之一十六 百分之二十六 百分之三十六 

47 員工在遭受上司性騷擾後，以匿名方式向公司內主管防治業務單位提出檢舉，下列何種處置方式，並不
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之規定？ 
不接受匿名檢舉，以免產生同事間之猜忌不和 
啟動防治職場性騷擾之非正式申訴管道，設法先瞭解事實真相 
訪談被檢舉人，並對其強調事業單位處理此類事件之堅定立場 
辦理相關之訓練課程，以喚起同仁對此類事件之認知 

48 甲向其雇主乙主張，其主管丙經常故意以性騷擾之言語，口頭貶低其人格，造成其精神上承受莫大壓力，
請求將其主管丙調職；乙召開企業內之申訴處理小組討論後，認定丙之行為並未達到性騷擾之情形，遂
將甲調職，甲不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既然申訴處理小組認定未構成性騷擾之情事，故以甲為誣告將其調職有理 
調職為乙之權責，甲無從置評 
甲依法提出申訴，無論是否成立，乙皆不得予以不利益處分 
應由主管機關決定，甲是否申訴有理由，如無理由，即可逕行調職 

49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受僱者薪資給付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不但訂有同工同酬之規定，並將同值同酬理念引入 
雇主不得基於受僱者不同之年資、績效等，給予不同之薪資 
雇主為達成男女同工同酬或同值同酬之理念，可以調降男性員工所領較高之薪資 
有特殊性傾向者常有特殊之才華，應給予從事同樣工作其他性別者較高之薪資 

50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中有關育嬰留職停薪勞工保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此期間內，受僱者原有參加之勞工保險即不得再參加，要等期滿後再加保 
應暫停參加原有之勞工保險，在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後，應一次補繳全部保險費 
雇主仍應負擔請育嬰留職停薪受僱者之勞工保險保險費 
受僱者仍得參加原有之勞工保險，其原應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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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行為應採有助於目的達成、選擇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小之方法，此為下列何項原則之展現？ 
法律保留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2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4 條之規定，行政行為應受下列何者之拘束？ 
信仰 宗教 黨規 法律 

3 下列何者非機關協助之要件？ 
得向有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 因法律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獨自調查者 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行，顯較經濟者 

4 關於依法任用公務人員之實體保障，下列何者錯誤？ 
非依法律不得予以停職  長官不得作違法之工作指派 
機關裁撤時得強行降低官等轉任 經銓敘審定之職等得依法律變更 

5 關於公務人員服從義務之內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負有向長官報告職務命令違法之義務 
長官拒絕公務人員請求以書面下達命令時，該命令視為無效 
經公務人員報告後，長官若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人員有服從之義務 
長官命令違反刑事法律規定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 

6 下列何者非公務人員之考績？ 
提前考績 年終考績 另予考績 專案考績 

7 公務員有下列何項情形時，其職務尚不至於應該當然停止？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傳喚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依刑事確定判決，在監所執行徒刑中 

8 下列何項行政處分非當然無效？ 
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 
內容對相對人屬不能實現者 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 

9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處分之附款？ 
期限 條件 負擔 保留行政處分之撤銷權 

10 行政機關與人民互負給付義務者，得締結何種行政契約？ 
和解契約 雙務契約 調解契約 負擔契約 

11 下列何種法規命令之訂定得不依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為之？ 
關於經濟之法規命令  關於交通之法規命令 
關於稅捐之法規命令  關於外交之法規命令 

12 人民對下列何者不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行政法令之查詢  行政興革之建議 
司法上權益之維護  行政違失之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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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何者屬於行政執行法明定之間接強制執行方法？ 
代履行 收取交付動產 封閉住宅 註銷證照 

14 當法律未特別規定時，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幾年？ 
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十年 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三年 
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十年 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三年 

15 下列何者非行政機關採取即時強制之要件？ 
阻止犯罪之發生  阻止危害之發生 
避免急迫之危險  經間接強制仍不能達成執行目的 

16 下列何項行為應受行政罰？ 
依法令之行為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 
過失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 出於防衛自己權利之正當防衛行為 

17 不服嘉義縣原住民阿里山鄉公所之行政處分者，應向下列何者提起訴願？ 
阿里山鄉公所  嘉義縣政府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 

18 對於下列何項訴願事件不得為不受理之決定？ 
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者 
非由相對人而由行政處分之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 
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 
對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 

19 公法上爭議，必須法律有特別規定，始得提起之訴訟種類為何？ 
撤銷訴訟 確認訴訟 給付訴訟 公益訴訟 

20 受理訴願機關的決定權限為何？ 
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裁定駁回之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判決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撤銷原處分時，得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得為更不利之處分 

21 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告提起之訴訟，由何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承辦該案件公務員之戶籍所在地 原告之戶籍所在地 
公務所所在地  機關所在地 

22 行政訴訟文書採寄存送達者，自何時起發生效力？ 
自寄存之日起  自寄存之日起，經十日發生效力 
自寄存之日起，經三十日發生效力 自寄存之日起，經應受送達人知悉之日起生效 

23 下列何者非行政訴訟起訴狀必載事項？ 
起訴之聲明 證據方法 訴訟標的 原因事實 

24 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時效規定為何？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之時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之時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而消滅 
自損害發生時起，逾十年而消滅 

25 提起國家賠償請求之程序規定為何？ 
應先以書面向造成損害之人請求之 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 
應先訴訟請求撤銷造成損害之行為 應先經第三公正人士調解 

26 人民認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案件有疏失造成損害，應向那個法院起訴請求國家賠償？ 
地方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高等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代號：6401 
頁次：4－3  

27 下列何者並非行政法上之一般法律原則？ 
依法行政 罪刑法定 禁止恣意 信賴保護 

28 違法之授益行政處分，原處分機關不得任意撤銷，以免違反下列何種一般法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公益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9 關於聽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聽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公開以言詞為之 
經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相對人若有不服，仍應依一般訴願程序進行救濟 
由行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持人，必要時得由律師在場協助之 
除法規別有規定外，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時，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 

30 下列何者並非書面行政處分得不記明理由之情形？ 
處分涉及之金額在新臺幣 5,000 元以下者 未限制人民之權益者 
一般處分經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者 依法律規定無須記明理由者 

31 外國人依國籍法申請歸化獲准後，主管機關於二年後發現當初申請時並不符合歸化要件，得為何種處理

方式？ 
得廢止其歸化許可，因事後發現違法事由 
得撤銷其歸化許可，因其為外國人，不受中華民國法律保護 
不得撤銷或廢止其歸化許可，因為國籍涉及國民身分，非行政機關所得廢棄 
得撤銷其歸化許可，因作成處分時即屬違法 

3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所課處之罰鍰，相對人若逾期不繳交，由何者強制執行？ 
由作成罰鍰處分之原警察機關逕行強制執行 移送普通法院強制執行 
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聲請司法院解釋後強制執行 

33 下列何者屬於行政執行法上之「即時強制」？ 
交通警察對違規右轉之車輛攔停開立罰單 警察人員對於在街頭持球棒亂打之人予以管束 
警察人員收到報案，即刻登記處理 行政院駐衛警員對於進入之人員，請求出示證件 

34 下列何種行政決定，無須法律具體明確授權？ 
國立大學將成績不合格之學生依校規退學 限制役男出境  
對於違法之廣播電台作成停播處分 將遭懲戒之會計師除名並廢止其會計師證書 

35 關於行政契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有法律具體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不得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 
行政契約係指其內容為設定、發生或變更公法上法律關係之契約 
行政契約以口頭締結為原則 
行政契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果為無效者，行政契約效力未定 

36 關於給付行政之法律保留，下列何者正確？ 
給付行政並未侵害、限制人民權利，無須適用法律保留原則，行政機關得逕行為之 
給付行政仍屬國家高權行政，仍應全面適用法律保留原則，無法律不得為之 
給付行政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但若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仍應有法律依據 
給付行政措施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則無須法律依據 

37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其情節輕微者，應受法定最高額在何種金額以下者之罰鍰，得免予處罰？ 
新臺幣 3,000 元  新臺幣 5,000 元 
新臺幣 1,000 元  是否免罰，與法定處罰金額無關 

38 行政罰法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因幾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五年 三年 十年 十五年 

39 對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所屬之檔案管理局所為之行政處分，若有不服，應向何者提起訴願？ 
檔案管理局  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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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行政訴訟，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命令，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者，聲請

人如何救濟？ 
聲請人得提起再審之訴   
聲請人得提起非常上訴 
聲請人得請求大法官補充解釋，作成有利於聲請人之諭示 
聲請人得重新向高等行政法院起訴 

41 原行政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訴願受理機關應如何處理？ 
應決定不受理  認定訴願無理由並予駁回 
認定訴願有理由，但不撤銷原處分 認定訴願有理由，並撤銷原處分 

42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應如何提起？ 
逕行向行政法院提起確認訴訟 
先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後，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先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十日內不為確答者，向行政法院提起確認訴訟 
逕行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43 警察人員因甲欲跳樓自殺，急迫之下破壞甲樓上乙的房門，從乙的窗戶垂吊下去救了甲。若警察人員之

行為均屬合法，則乙對於所受之財產損失，得請求何種救濟？ 
請求國家賠償 請求社會救助 請求損失補償 不能請求任何救濟 

44 下列何種行為無須由法院事前核准，即可為之？ 
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拘留  行政執行法之管收 
入出國及移民法之暫予收容 刑事訴訟法之羈押 

45 關於行政罰之責任條件，何者正確？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出於故意或過失者，均可處罰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除法律有規定處罰過失者外，僅處罰出於故意者 
行政罰係採無過失責任 
行政罰僅處罰故意行為，但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推定其有故意 

46 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權利而致國家賠償時，公務員所屬機關得否向該違法之公務員求償？ 
不可求償，以免造成公務員畏縮不敢勇於任事 
若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則可求償 
若公務員自認違法，則可求償 
不問公務員是否有過失均可求償，因國家賠償僅屬代位責任 

47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處理兩岸文書認證事務，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違

法侵害人民權利，人民應以何者為國家賠償訴訟之被告？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行政院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本案為民事糾紛，不得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48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處理兩岸文書認證事務，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受託

作成處分時，違法侵害人民權利，人民欲提起行政爭訟，應以何者為行政訴訟之被告？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行政院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總統 

49 國家賠償應以回復原狀或金錢賠償為優先？ 
國家賠償僅能以金錢賠償為之 
國家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能回復原狀 
國家賠償與民事賠償相同，以回復原狀為原則；無法回復原狀者則以金錢賠償之 
國家賠償以金錢賠償為原則。但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 

50 下列何者不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 
教育部專門委員  內政部常務次長 
國立中山大學簡任秘書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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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甲欲趁著夜市人潮擁擠扒竊他人之物，使用小刀將乙的側背包劃破一個洞，將手伸

入該包內搜尋財物。在此之前，乙擔心遭人行竊，早已將側背包內的錢包及隨身用

品全數交由好友丙保管，甲因而未竊得任何財物。試問甲的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二、某日傍晚，甲於餐廳飲酒狂歡。離開時，在小巷中忽見乙的頭部及眼睛受有重傷，

血流不止。甲見事態嚴重，等不及叫救護車，決定自己載乙前往醫院急診。甲當時

血液中的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七，意識仍十分清醒。所幸途中只有零星車輛，

甲順利將乙載至醫院。經診治後，乙脫離死亡及失明之險境。試問甲的刑責應如何

論處？（25 分） 

三、甲、乙二人共同謀議詐騙丙，甲先在電話中假借檢察官偵查犯罪之名義，要求丙將

十萬元匯入指定帳戶，丙誤信甲的說詞而把十萬元匯入該指定帳戶。金額全數匯入

後，乙持提款卡至便利超商的提款機將該筆款項領出。試問甲、乙的刑責應如何論

處？（25 分） 

四、甲為聘僱外國人擔任工廠作業員，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承辦員乙提交「申請聘僱

外籍製造工人數計算表」及「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等文件。甲故意於該等文

件填入虛偽資料，企圖蒙混過關。對此不知情的乙，依法應依職權審核資料正確與

否，卻未為查證即核准甲之申請。試問甲的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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