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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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業，就是做事認真負責。以此從事公職，必能全心投入，達成事功。請以

「敬業是成就事功的原動力」為題，作文一篇，文長不限。 

二、公文：（20 分） 
針對各地甚多設置於人行道上之交通號誌控制箱、電信控制箱、變電箱及監視

器箱等龐然大物，不僅有礙觀瞻，甚而影響行人安全。試擬○○縣政府致所轄

各鄉鎮市公所函：清查轄區內各單位設置於人行道上之各類箱型突出物，於文到

1 個月內函送本府彙整後，將責成設置單位限期進行遷移或整體性美化作業，以

改善街道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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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在烈日下趕路，一隻鳥突然啾啾的飛過，一晃眼就到了我要去的山上。那
隻鳥也許早上還在田野上覓食，午后，牠已經飛過好幾個市鎮。飛機比起鳥來是
笨拙的，因為即使我有飛機，也不能看到一片蘆葦美麗就隨興飛入。」（林清玄
〈金色印象．鳥的心情〉） 
下列敘述何者最接近上文意旨？ 
強調有機生活 諷刺漫無目的 主張自在逍遙 頌揚迅速敏捷 
除夕當天，母親要蒸好幾百個饅頭。數量多到這樣，過年以後一兩個月，我們便
重複吃著一再蒸過的除夕的饅頭。而據母親說，我們離開故鄉的時候，便是家鄉
的鄰里們滙聚了上百個饅頭與白煮鷄蛋，送我們一家上路的。 
饅頭蒸好，打開籠蓋的一刻，母親特別緊張，她的慎重的表情也往往使頑皮的我
們安靜下來，彷彿知道這一刻寄託著她的感謝、懷念，她對幸福圓滿簡單到不能
再簡單的祝願。 
我當時的工作便是拿一枝筷子，沾了調好的紅顏色，在每一個又胖又圓冒著熱氣
的饅頭正中央點一個鮮麗的紅點。（蔣勳〈無關歲月〉） 
根據上文，作者藉由過年前母親的忙碌所表達的心念與下列何者最接近？ 
勤儉持家 懷鄉感恩 敬神謝天 平安是福 
屈原〈離騷〉：「惟草木之零落兮，恐美人之遲暮。」其中「美人遲暮」意謂： 
美人年華老去 美人香消玉殞 美人見棄君王 美人悲傷憔悴 
「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此「蜀犬吠日」比喻： 
徒勞無功 少見多怪 小題大作 見怪不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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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不達；使於四方，不能專對，雖多，亦奚以
為？」在這段話中，孔子強調《詩》在那個領域的應用？ 
道德、品行 文學、藝術 學術、文化 施政、外交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龍生焉；積善成德，而神明自得，聖心備焉。

故不積蹞步，無以至千里；不積小流，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不能十步；駑馬
十駕，功在不舍。（《荀子．勸學》） 
下列敘述，何者最接近上文意旨？ 
勸說世人應當行善積德，然後才能獲得神明庇護，最終足以成就大事 
說明一個人之所以有所作為，有賴於努力不懈，專心一意，堅持到底 
強調山水風雨與江海皆是大自然鬼斧神工的成果，人類必須謙卑以對 
分辨騏驥與駑馬的最佳方式，就是透過跳躍與駕車的訓練來進行判定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數。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

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見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鬥牛也。牛鬥，
力在角，尾搐入兩股間，今乃掉尾而鬥，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
當問奴，織當問婢。』不可改也。」（蘇軾〈書戴嵩畫牛〉） 
下列有關本文文意的敘述，何者正確？ 
杜處士喜愛收集以「牛」為主題的書畫，家中珍藏數百幅 
牧童見戴嵩〈牛〉圖，拊掌大笑，是因為戴嵩誤將水牛畫成鬥牛 
杜處士對牧童的訕笑，因自知理虧，所以一笑置之，並不與其爭辯 
文末引古語：「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乃勸人尊重專業，虛心請教 
下列書信用語何者正確？ 
足下：用於平輩  賢伉儷：稱人姊妹  
賢喬梓：稱人母女  令堂：尊稱他人的父親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露，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沈吟至今。呦呦鹿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來，不可斷絕。越陌度阡，
枉用相存，契闊談讌，心念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不厭高，海不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曹操〈短歌行〉） 
下列選項中的語詞，何者解釋錯誤？ 
「杜康」指的是一位良相 
「契闊談讌」指兩人久別重逢，仍能飲酒談心 
「周公吐哺」是指周公「一沐三握髮，一飯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

賢。」 
「青青子衿」：周代讀書人的衣領以青色緣飾，後以「青衿」指讀書人，在此

可指賢士 
根據上文，下列選項敘述何者錯誤？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沈吟至今」表達出曹操對於賢才之渴求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來，不可斷絕」言月之不可掇，猶憂之不可絕也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是指亂世中的賢才在努力尋找

他們的歸棲之所 
「呦呦鹿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是指在打獵的場合，滿載而歸，

眾人歡欣慶祝之景 



102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類  科：各類科 
科  目：法學知識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論、英文）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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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4401 
頁次：4－1 

1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公務人員考績之法制事項，是屬於下列何者之職權？ 
行政院 立法院 考試院 司法院 

2 關於憲法之解釋，應由下列何者為之？ 

行政院法規會 立法院 監察院 司法院 

3 有關國稅與地方稅之劃分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  由中央立法交由縣執行之 

由地方立法  由地方立法並執行之 

4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國民健康之基本國策，國家應推行： 

全民健康保險  全民人壽保險 

建設全民免費運動中心  醫療事業公有化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何者屬於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如修改條文予以變更，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

將形同破毀？ 
總統之職權  中央與地方分權之權限分配 
權力分立與制衡  釋憲機關之職權 

6 以下何者並非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0 號，對於「契約自由」之見解？ 
係源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收益及處分 
契約自由包含締結契約與消極不締結契約之自由 
契約自由之限制，得由行政機關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以行政處分為之 
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一般自由權利 

7 憲法第 23 條所稱之「必要」，屬於下列何種原則？ 
比例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明確性原則 裁量原則 

8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下列何者不屬於「法律保留」範圍？ 
大學自治事項  基本權利之限制 
國家機關之職權與總員額 各級法院之組織 

9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3 號，役男出境處理辦法限制役男出境的相關規定，主要意旨為何？ 
違憲，對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 違憲，未得法律具體明確授權限制遷徙自由 
合憲，符合法律保留原則 合憲，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10 下列何者係屬人民之司法受益權？ 
請願 訴訟 陳情 訴願 

11 依憲法第 132 條之規定，選舉應嚴禁下列那一種行為？ 
威脅利誘 脫黨 政黨輔選 公務員下班後助選 

12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下列何者有依法公布法律，發布命令的權限？ 
立法院院長 行政院院長 總統府秘書長 總統 

13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理下列何者？ 
統一解釋命令案  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 
統一解釋法律案  非常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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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司法院依據憲法規定，並未擁有下列何種權限？ 
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律 統一解釋命令 制定法律 

15 下列考試中，何者不是考試院掌理的考試？ 
普通考試  高等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大學入學考試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72 號，國家為謀社會福利應實施社會保險制度；…惟對於無力繳納保費者，國家應

給予適當之救助…。此點為以下何種基本權功能？ 
人民的義務 程序保障功能 國家保護義務功能 基本權的防禦功能 

1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何者違反比例原則？ 
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者，得令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 
電信法規定未經核准擅自使用無線電頻率者，應予處罰及沒收電信器材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無正當理由，跟追他人，經勸阻不聽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 
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義務人不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一律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 3 倍之罰鍰 

18 下列關於我國婚姻與家庭制度之敘述，何者錯誤？ 
婚姻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自由權 
民法關於重婚無效之規定，不受憲法之保障 
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度性保障 
性行為自由受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並應受婚姻與家庭制度之制約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94 號，所得稅法規定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須未滿 20 歲或年滿 60 歲始得減除免稅額，

係違反下列何種原則？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裁量權正當行使原則 

20 關於侵權責任，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僱用人對受僱人執行職務所生的損害，必須負起疏於監督的侵權責任 
百貨公司對電梯瑕疵所引起顧客的損害，必須負起疏於維護的侵權責任 
定作人對於承攬人因施作勞務所生的損害，必須負起疏於監督的侵權責任 
父母對小孩打破別人窗戶，必須負起疏於監督的侵權責任 

21 社團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令或章程之法律效果為何？ 
無效 
社員得以意思表示撤銷之 
出席社員當場表示異議者，得於決議後 3 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 
效力未定 

22 甲未獲乙之授權，竟擅自以甲自己之名義，將乙之腳踏車所有權移轉於惡意之丙，其法律效果為何？ 
甲之處分行為有效  甲之處分行為無效 
乙得撤銷甲之處分行為  乙承認，甲之處分行為始生效力 

23 甲在汽車中放置炸彈，引爆炸彈後造成車內之乘客 A、B 兩人死亡，甲之行為應如何論罪？ 
甲成立兩個殺人罪，且一罪一罰 
甲以一行為觸犯兩個殺人罪，成立想像競合 
甲以概括犯意，連續二行為觸犯殺人罪，為連續犯 
甲利用同一個機會觸犯兩個殺人罪，為集合犯 

24 下列關於刑事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故意行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見其發生而其發生並不違背其本意者，以過失論 
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見其能發生而確信其不發生者，以故意論 
除有正當理由而無法避免者外，不得因不知法律而免除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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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甲出版社未經消費者乙要約逕自寄送雜誌，並載明：「若不欲訂閱，請寄回本社。」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消費者乙若不欲訂閱，應依企業經營者要求寄回商品 
消費者乙在寄送後逾 1 個月未表示承諾時，視為同意購買該商品 
寄送人經消費者乙定相當期限通知取回而逾期未取回或無法通知者，視為拋棄其寄投之商品 
消費者乙對於寄回商品所支出之費用，不得對甲請求 

26 依行政組織之概念，衛生福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之性質為下列何者？ 
行政機關 國營事業 行政法人 醫療機構 

2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何者屬於應由法律直接規範之「國會保留」（絕對法律保留）的事項？ 
役男入出境的管理  消滅時效制度 
空氣污染防制費的徵收標準 全民健康保險不給付的診療服務及藥品項目 

28 下列關於共同著作之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著作係指 2 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人之創作不能分離利用 
共同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至最後死亡之著作人死亡後 50 年 
共同著作之利用，須經全體著作財產權人之過半數同意 
共同著作之著作人，得於著作人中選定代表人行使著作人格權 

29 若家庭暴力之被害人有受家庭暴力之急迫危險時，依家庭暴力防治法得經由聲請法院核發緊急保護令保護被

害人，以避免法院核發通常保護令之審理期程過長而緩不濟急，請問緊急保護令之聲請，得由何者為之？ 
被害人  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被害人、檢察官、警察機關 被害人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30 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與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施行細則的關係是： 
特別法與普通法 母法與子法 原則法與例外法 強行法與任意法 

31 Lucy has a       memory; she can remember many details for a long time. 
 geographic  photographic  biological  biographic 

32 My brother borrowed some clean shirts from me because he was too busy to do the      . 
 dishes  packing  grocery  laundry 

33 The five-star       is so popular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reservations in advance. 
 report  resort  resource  result 

34 Cindy       her fright at last and stepped onto the stage to deliver her speech. 
 commuted  cherished  convinced  conquered 

35 The guests are likely to come early, so we should       up and get everything ready before their arrival. 
 check  dig  speed  pop 

36 The hotel’s goodnight gift, a chocolate bar       in gold paper, was placed on the pillow. 
 heaped  wrapped  smashed  converted 

37 Mary, your assignment is       the day after tomorrow, and so you should not waste any more time daydreaming. 
 due  late  finished  punished 

38 Janet is very      . Everyone expects that she’s bound to score high in the exam. 
 doubtful  inferior  superficial  intelligent 

39 The passengers       with relief when the plane landed safely. 
 sighed  boarded  littered  labored 

40 While we were waiting for the train, we       to help two tourists who seemed to lose their direction in the 
station. 
 offered  cautioned  hesitated  introduced 

41 The exam turned out to be a big       and hardly anybody in our class passed. 
 victory  disaster  triumph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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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Jack pursues his wealth and fame at the       of his health and family. 
 extension  expansion  expense  experience 

    For many, summer is the time to shed the extra pounds piled on all winter. But for some of those trying to lose 
weight, there’s often this one spot on their body that just won’t let go of that fat. It turns out there’s a genetic reason for 
this and the information is proving helpful to researchers trying to learn who is at risk for diabetes. 
    Dr. Ronald Kahn, president of Boston’s Joslin Diabetes Center, says the research stems from basic questions people 
ask of him. He explains, “People ask me as a diabetes and obesity expert, … ‘Doctor, why is it that when I gain weight it 
always goes to my belly?’ Or, ‘When I lose weight my face gets thin and my hips stay big?’” 
    Kahn and his team have identified genes that match up to where our bodies store fat. Kahn said fat location 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in developing diabetes. He said, “When fat is inter-abdominal—that is, inside our bellies, the 
so-called beer belly type of obesity—this fat creates more insulin resistance. And remember that insulin is the major 
hormone that controls our blood sugar.” He said doctors might one day be able to analyze someone’s genes and warn 
those with the greatest disposition for large bellies. 
閱讀上文，回答第 43 題至第 46 題 
43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Diabetes comes from extra pounds.  Your weight can be genetically determined. 
 The belly is where your fat is stored.  Prepare for the summer while you are in the winter. 

44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o has the greatest chance of getting diabetes? 
 People with big hips. 
 People with too much insulin in their bodies. 
 People with beer bellies. 
 People with too much hormone that controls the blood sugar. 

45 What does “disposition” in the last sentence mean? 
 Tendency.  Defense.  Discrimination.  Inheritance. 

46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determines where a person stores his or her fat? 
 The kind of food this person consumes.  The amount of food one consumes. 
Whether one has an inclination for diabetes or not.  The genes inherited from one’s family. 

    Most visitors land at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drive to Taipei, where they spend a few days in the 
city’s perpetual gray haze. But Taipei and the industrial west coast are only a small part of Taiwan. The rest of the island 
is   47   with remote, forested mountains, which are laced with hundreds of hiking trails. 
    Trekking in Taiwan is not for the fainthearted.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is steep and wild. Summer 
thunderstorms rise unseen, temperatures can drop below zero, and facilitie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But for those willing 
to carry their own gear, the treks are   48   the most beautiful in Asia. The top hikes in Taiwan—on Chilai Ridge and 
Yushan—require a reasonable level of   49   and the proper equipment, including a tent and a stove, food and water, a 
sleeping bag, good boots and warm clothes. 
    It sounds ideal—get out of Taipei, see the mountains, and spend a few days in the fresh air. However, there is one 
thing you have to attend to.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hikers to have mountain   50  , which in turn necessitates a group 
of three and a guide. 
閱讀上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47  distributed  contributed  covered  recovered 
48  at  during  between  among 
49  height  fitness  appetite  hobby 
50  permits  traces  incentives  appro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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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涉及醫療衛生行政之法源，何者具有行政機關內部法之性質？ 
食品衛生管理法 
食品衛生管理法施行細則 
健康食品管理法施行細則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處理違反健康食品管理法統一裁罰基準表 

2 關於行政命令，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行政機關得依據職權制定法規命令，惟仍須送立法院審查通過後始能發布施行 

行政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令，得依職權訂頒解釋性規定之行政規則 

法規特定有施行日期，或以命令特定施行日期者，自發布之日起算至第 3 日起發生效力 

行政規則之廢止應由原發布機關之上級機關廢止之；無上級機關時，始由原發布機關廢止之 

3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所訂定之行政協議，下列相關之敘述，何者錯誤？ 

此類行政協議屬傳統國際法之一種，故亦得作為我國行政法法源 

此類行政協議若經立法院議決通過，即具有法律效力 

此類行政協議若經行政院核准實施，但未經立法院議決通過，其法位階與行政命令相當 

此類行政協議若具有法律效力，其內容與現行法律內容不相同時，則適用後法優於前法之原則 

4 下列有關信賴保護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規若預先定有施行期間而停止適用者，不生信賴保護之問題 

法規適用之對象，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行為，且無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者，即

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 

法規若係出於重大公益而停止適用者，人民有忍受之義務，不得主張信賴保護 

法規之廢止時，得衡酌法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目的，採取減輕或避免人民損害等方法，以保障其信賴利益 

5 下列有關大學自治與法律保留之敘述，何者錯誤？ 
大學有關學生退學之事項，涉及憲法上人民之基本權利，故應由立法機關制定法律規範，大學對此事項並

無自主權 
大學對於學生入學資格享有自治權，得以其自治規章，於合理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相關入學資格條件 
教育主管機關對大學之監督，應有法律之授權，且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 
受理行政訴訟之法院審理大學學生提起之爭訟事件，應本於維護大學自治之原則，對大學之專業判斷予以

適度之尊重 
6 懲治走私條例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數額者，處 7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金。」第 3 項規定：「第 1 項所稱管制物品及其數額，由行政院公告之。」其中第 3 項

規定，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0 號解釋，違反何項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7 下列關於公權力行政之敘述，何者錯誤？ 
行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公權力之一部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行 
行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公權力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行使 
行政機關可透過私法契約之方式，將公權力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行使 
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或民間團體，在委託範圍內，視為行政機關 

8 營業稅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停止營業之處分，由警察機關協助執行，並於執行前通知營業人之主

管機關。」警察機關依前開規定之協助執行，性質為何？ 
行政委託 職務協助 行政執行 行政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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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權力受託人」以及「行政助手」二者之區別，主要在於： 
公權力受託人不得成為行政訴訟之被告，行政助手得為行政訴訟之被告 
公權力受託人在行政程序法中沒有明文規定，行政助手則有 
公權力受託人以自己名義獨立對外行文，行政助手無法以自己名義獨立對外行文 
公權力受託人無須法律依據，行政助手應有法律依據 

10 下列何者不得作為限制人民權利之合法依據？ 
空氣污染防制法  土地登記規則 
警察機關受理民眾刑案報案作業要點 地方稅法通則 

11 新北市政府社會局之組織性質為： 
內政部之下級機關  內政部之派出機關 
新北市政府之一級機關  新北市政府之一級內部單位 

12 人民團體法第 3 條明定該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第 8 條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應檢具相關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甲欲發起組織某一教育事務之全國性人民團體，檢具相關文件向教育部申請設立許可，

若教育部作成許可決定，則此一許可決定之法律效果為何？ 
違法無效 違法得撤銷 違法得補正 合法 

13 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行政機關受理案件時有管轄權，在處理程序中因法規或事實變更而喪失管轄權時，原

則上應如何處理？ 
仍由原受理之管轄機關繼續處理該案件 
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 
應由原受理之管轄機關與現有管轄權之機關協商解決 
應報請上級機關指定管轄機關 

14 職務協助與行政委託之異同，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職務協助不須有法律為授權依據；行政委託須有法律或法規為授權依據 
兩者皆發生管轄權變更或移轉之效果 
職務協助不須公告；行政委託須公告 
職務協助之事項不一定須為公權力之行使；行政委託之事項須為公權力之行使 

15 公務員因同一行為同時涉及懲戒處分及刑罰，即產生競合時，關於其處理方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依受理先後定其責任 採刑罰優先原則 採刑懲併行原則 從一重處斷 

16 下列何者屬於公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 
縣議員 農會職員 農田水利會職員 國立大學學務長 

17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益者，得

如何請求救濟？ 
提起申訴及再申訴 提起復審 提起訴願 申請調處 

18 下列何者有行政程序法程序規定之適用？ 
對學生之退學處分  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 
有關私權爭執之行政裁決程序 外國人入出境之行為 

19 依行政程序法規定，行政機關舉行聽證時，原則上以下列何者為主持人？ 
行政機關之首長  行政機關之法制人員 
行政機關之政風單位人員 行政機關之人事主管 

20 行政執行法有關直接強制與即時強制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兩者均有扣留之強制方法 兩者均得進入住宅、建築物 
兩者在執行前均須經告誡程序 不服其執行方法，兩者均得提出聲明異議 

21 針對「即時強制」發動之要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 避免急迫危險 
基於法定職權之行為  以人民違反行政法上義務為前提 

22 下列何者不是行政執行時，所得拘提管收之對象？ 
義務人 商號之經理人 公司之負責人 擔保人 

23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罰法所規定之裁罰性不利處分？ 
罰鍰 沒入 斷水斷電 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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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應如何處罰？ 

同時依刑事法律及行政法規定處罰 
只依刑事法律處罰，違反行政法義務部分即不再處罰 
原則上依刑事法律處罰，但其行為應處以其他種類行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原則上依行政法律處罰，但受理法院認有必要時，亦得判決只依刑事法律處罰 

25 依據我國行政罰法第 9 條針對責任能力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 14 歲人之行為，不予處罰 年滿 80 歲人之行為，得減輕處罰 
 12 歲以上未滿 20 歲人之行為，得減輕處罰 依法令之行為，只得減輕處罰 

26 關於強制性措施，下列何者不是事實行為？ 
除去徵收土地上之農作物 對泥醉之人施予管束 
告誡負有行為義務之義務人將科處之怠金額度 將不聽從解散命令之集會遊行民眾抬離現場 

27 有關行政指導與行政調查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行政指導係屬事實行為；行政調查為行政處分 
兩者均為事實行為 
兩者均屬於行政行為 
行政指導不具有法律拘束力；行政調查之結果由主管機關自由心證 

28 我國行政程序法上有關行政指導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行政機關為行政指導時，其應明示之事項不包括負責指導者 
相對人如果明確拒絕指導時，行政機關應即停止 
行政指導必須以書面為之 
行政指導係行政機關針對特定人或不特定人提供建議，促請其為一定作為或不作為 

29 行政機關本於職權訂定「違章案件裁罰金額或倍數參考表」，係何種行政命令？ 
替代法律之行政規則  解釋性之行政規則 
裁量基準之行政規則  業務處理方式之行政規則 

30 下列有關行政規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行政規則應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 
行政規則皆無須公告 
法官若認為行政規則違法，並不受其拘束，得不適用之 
行政規則得由原發布機關廢止之 

31 下列何者為行政契約？ 
行政機關為舉辦內部研討會，向餐廳訂購午餐 
符合申購資格之國民向合宜住宅建築公司購買住宅 
學生與公立學校間所成立之公費醫學生服務義務協議 
行政機關委託環保清潔公司進行清潔工作 

32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利之處分前，應踐行之程序為何？ 
聽證程序 陳述意見 資訊公開 告誡程序 

33 違法之行政處分經撤銷後，其效力為何？ 
原則上溯及既往失效，但為維護公益或避免受益人財產之損失，得另定失效日期 
一律溯及既往失去效力 
由行政機關裁量以定其失效日期 
原則上向未來失效，但為維護公益得另定失效日期 

34 行政處分之附款，不包括下列何者？ 
條件  期限 
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  規費之收取 

35 依據行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行政機關與人民締結行政契約，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應一律以競爭方式決定締約對象 
得任意以書面及言詞方式為之 
無論契約內容為何，均容許締約 
契約履行將侵害第三人權利者，應經第三人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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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列有關行政契約效力之敘述，何者錯誤？ 
行政契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果為無效者，無效 
行政契約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除去該無效部分，締約雙方認為該行政契約不能成立者，

全部無效 
代替行政處分之行政契約，若與其內容相同之行政處分為無效者，該契約亦為無效 
代替行政處分之行政契約，若與其內容相同之行政處分有得撤銷之違法原因，並為締約雙方所明知者，亦

為無效 
37 下列對於公營事業機構之敘述，何者錯誤？ 

臺灣電力公司屬公營事業機構 
公營事業機構因負有行政目的，故不受私法規範 
由各級政府設置或控有過半數股份 
現行法制下，公營事業之財務審計、人事行政等受行政法規之羈束與行政機關幾乎無異 

38 針對國家依法行使公權力致人民之財產權遭受損失，若逾越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國家應如何填補其損

失？ 
完全補償 合理補償 任意補償 應為賠償而非補償 

3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個人財產雖因公益而受特別限制，下列何者不須予以補償？ 
徵收土地上面拆除之房屋 罹患炭疽症馬匹之撲殺 
私人土地被劃設為公共設施保留地 罹患口蹄疫豬隻之撲殺 

40 依現行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理有欠缺所生國家賠償責任之性質為： 
過失責任 無過失責任 犧牲補償責任 事變責任 

41 甲機關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私人乙辦理，如因此發生國家賠償爭議，應以何機關為國家賠償義務

機關： 
甲機關  私人乙 
以甲機關及私人乙為共同賠償義務機關 依甲、乙間之委託契約定之 

42 鄰人請求主管機關取締違法之相鄰房屋建造工程遭拒，其得向法院聲請下列何種保護措施？ 
定暫時狀態之假處分  保全強制執行之假處分 
假扣押  停止執行 

43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法院審判權之範圍？ 
公務員懲處事件  公務員懲戒事件 
公務員退休金請求事件  公務員撫卹事件 

44 非金錢債權之公法上權利，因現狀變更，有不能實現或甚難實現之虞者，為保全強制執行，得聲請： 
假執行 假扣押 假處分 停止執行 

45 教育部向公費留學生提起行政訴訟，求償違約應返還之公費，其訴訟種類為何？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確認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46 依行政訴訟法規定，稅務行政事件除律師外，下列何者亦得為訴訟代理人？ 
會計師 記帳士 地政士 保險經紀人 

47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應由本機關高級職員及遴聘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擔任之，其中社會公正人士、

學者、專家人數至少不得少於：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48 甲賴以維生之農地被徵收，甲不服該徵收處分，提起訴願。訴願程序進行中，原處分機關撤銷原處分。此時

受理訴願機關應如何處理？ 
作成「訴願駁回」之決定 作成「訴願不受理」之決定 
作成「確認原處分違法」之決定 裁定停止訴願程序 

49 下列何者得為訴願之標的？ 
行政機關之私經濟行為  法規命令 
警察機關對於犯罪之偵查 足以改變公務人員身分之人事決定 

50 人民不服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辦理臺北市政府委任事件所為之行政處分，訴願應由何機關管轄？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臺北市政府 衛生福利部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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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法律廉政 

科  目： 刑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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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一、甲獨居在公寓的 2 樓。某日，甲於夜間抽煙時，菸蒂未熄滅卻睡著，致菸蒂引火燒

及易燃物，頓時火光漫天。甲於睡夢中驚醒，見屋內著火，本可取滅火器將火撲滅，

但隨即想起其住宅投有鉅額火險，乃下樓逃離而任由火勢延燒。火勢因此擴大，將

整棟公寓焚毀。試分析甲可能負之刑責。（25 分） 

二、單親媽媽甲因窮困且為疾病所苦，欲攜其 5 歲孩子乙跳河自殺。兩人走到橋上，甲

對乙說：「跟媽媽一起死，到天堂好嗎？」乙應允。甲便抱著乙跳河，但隨後甲為

路人救起，乙則葬身河底。試分析甲應否負刑責。（25 分）  

三、甲為某行政機關主計室科員，乙為甲之配偶，乙因投資失敗負債累累而被債權人追

討甚急，乃慫恿甲挪用其由銀行所提領並保管之公款供乙還債。甲為顧及家庭和諧

乃依乙之建議，將款項交付乙。試分析甲、乙可能負之刑責。（25 分） 

四、甲向房東乙租屋開設餐廳，並因生意欠佳，向乙借 50 萬元周轉，隨後狀況並未改

善，繳不出房租已逾 1 年。某日晚上，乙聽鄰居說甲為躲債正在搬家，乙立即趕到

甲之餐廳，甲已將店內所有之設備、傢俱及電器搬到門口之貨車上，準備開車離去，

乙乃將貨車之 4 個車胎刺破，阻止甲將車開走。試分析乙應負何刑責？（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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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法律廉政 

科  目： 刑事訴訟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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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一、甲、乙共同強盜 A 之計程車並故意將之殺害，法院判 2 人以共同犯強盜罪而故意殺

人罪論，均處無期徒刑。法院對本案指定律師 1 人為甲、乙 2 人共同辯護，然於審

判中，乙陳稱：「甲用膠帶綑住 A 雙眼及嘴巴。」，甲則一再辯稱：「這一切是乙

所為，我沒有做。」。問：判決是否適法？（25 分） 

二、甲因販賣毒品經起訴，第一審法院適用刑法第 59 條予以減輕刑責。甲不服判決，上

訴第二審法院，檢察官並未為上訴人之不利益提起上訴，但第二審法院認為甲顯無

悔悟之意，實無堪資憫恕，應無刑法第 59 條規定適用之情，乃撤銷第一審之判決，

改判論處上訴人較重之刑。問：第二審判決是否合法？（25 分） 

三、第二審法院承辦書記官在被告甲的報到證上記載民國（下同）101 年 6 月 19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該院第 13 法庭續行審理，應自行到庭不另發傳票等語。法院於 101 年

6 月 19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第 10 法庭公開審判，於點呼甲未到，審判長即開始調查

證據，並於調查證據完畢後，即逕行辯論判決。事實上，甲當時已經於第 13 法庭

等待，而錯過開庭時間。問：上述判決的程序是否適法？（25 分） 

四、甲強迫 13 歲少年乙與自己互為猥褻之行為，第一審就甲故意對少年犯強制猥褻罪

進行審理時，諭知乙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朗讀結文後令其具結。問：乙的證言

是否具有證據能力？（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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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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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做事，往往趨易避難；因為趨，所以成功；因為避，所以難者恆難，無法

解決。試以「難易之辨」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個人看法或意見。 

二、 公文：（20 分）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原國民健康局），自民國 100 年推動健康體重管理計

畫，結合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跨部門跨領域合作，在職場、社區、學校及

醫院等場域，營造健康的支持性環境，鼓勵民眾實踐「聰明吃、快樂動、天天

量體重」的健康生活型態，為自己找回健康，也節省國家醫療支出。試擬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致各直轄市、縣（市）衛生機關函：請持續推動健康體重管

理計畫，提供營造健康的支持性環境，以促進國人的健康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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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之推不言祿〉：「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下列選項中之「上下」，何者與本文中「上下」意義相同？ 
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 
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 
主無驕肆之怒，臣無氂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 
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

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與本詩

意涵最為接近的是下列那一選項？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10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40110 

| 
4471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甚至於伸個懶腰，打個呵欠／都要危及四壁與天花板的／匐伏在這低矮如鷄塒的小屋裏／

我的委屈著實大了／因為我老是夢見直立起來／如一參天的古木。」（紀弦〈現實〉）對上

文之闡釋，下列最適切的選項是：  
此詩表現的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此詩旨在鋪敘現實中身居陋室之苦楚 
詩人只能消極地在睡夢中，接受無情現實 詩人對於禁錮生命之嚴峻現實，完全認命 

大家正在就這個問題交換意見，我不贊成 A 也不贊成 B，可是當我對贊成 A 結論的人說：

「你是不是可以說一下，你得到這個結論的思考過程？」對方說：「那你就是贊成 B 嘍。」

（改寫自蔣勳《孤獨六講》）根據這段文字，作者認為「對方」會有如此反應的原因是：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預設立場，省略思辨  遭到駁斥，惱羞成怒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

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

緇也；今子之衣，襌緇也。以襌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呂氏春秋》）下列選項何者

最適合形容澄子？ 
反覆無常 蠻橫無理 愚昧無知 貪求無厭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

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柳宗元〈鞭賈〉）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最不正確？ 
伏而笑是故意輕視買家譏其外行 小怒是被買家猜到成本價而微慍 
大怒是因為看到買家可欺，故再反激 鞭賈善用商業心理，故能謀得不當暴利 

下列詩文所述與其他選項差異最大的是那一選項？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 
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 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常對空山月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

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

冠！」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

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

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生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韓非子．難二》） 
閱讀上文選出下列對齊桓公最適當的描述： 
君子過則勿憚改  反身而誠，強恕而行 
沽名干譽，適得其反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閱讀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紆青拖紫，服冕乘軒，固然是樂不可量的職業，引車賣漿，販夫走卒之輩，也各有其職業。

都是噉飯，惟其飯之精麤美惡不同耳。」（梁實秋〈職業〉） 
文中「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意旨與下列選項何者最為相近？ 
佩紫懷黃 懸車致仕 學富五車 燈紅酒綠 

本文主旨在說明： 
不為五斗米折腰  一樣米養百樣人 
各安天命，各司其職  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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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第109條規定，各省辦理由省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縣執行之各項事務，若經費不足時，可由國庫補助之，
但須經何機關議決之？ 
行政院主計總處 立法院 監察院審計部 財政部國庫署 

2 依據憲法規定，法官為終身職，僅於一定之情形下方得予以免職。下列情形，何者並不屬之？ 
受刑事有罪判決確定  受懲戒處分 
受禁治產宣告（受監護宣告） 受行政裁罰處分 

3 憲法上規定，非依法律，不得對法官之作為中，下列何者錯誤？ 
調職 轉任 減俸 停職 

4 下列關於平等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尊重及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

並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 
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給予優待或不利益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對於權利之行使意思不

一致時，則應由父行使之 
5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增修條文內對於退役軍人特別保障之範圍？ 
就業 就醫 婚姻 就學 

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由下列何者審理？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公民投票決定 司法院大法官 

7 有關法定預算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預算執行之監督，屬立法機關之權限與職責 
法定預算之執行，屬行政部門之職責；故行政部門得利用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以變更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 
立法院通過之法定預算屬於對國家機關歲出、歲入及未來承諾之授權規範 
非屬國家重要政策之變更且符合預算法所定要件，主管機關依其合義務之裁量，自得裁減預算經費或變動

執行 
8 立法院對行政院所提出之不信任案，應於不信任案提出後，至遲多久內作成決定？ 
1 日 2 日 3 日 5 日 

9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最遲應於幾日內舉行立法委員之選舉？ 
30 日 60 日 80 日 90 日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安全會議由誰所設置？ 
總統 行政院院長 立法院 司法院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565 號解釋，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規定自民國 79 年起證券交易所得停徵所得稅，下列相關
敘述何者錯誤？ 
證券交易所得停徵所得稅，性質上屬於稅捐優惠 
民國 79 年以前證券交易所得停徵所得稅，係基於所得稅法之明文授權，尚符合租稅法律主義 
證券交易所得停徵所得稅，造成同等經濟能力之人，稅捐負擔卻不平等 
租稅優惠是基於量能平等負擔原則 

12 有關我國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在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並對其提供必要之

扶助之前提下，允許原眷戶領取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優惠，惟此一立法實造成社會福利資源之排擠，
實已有違平等原則之精神 

可依宗教信仰之理由要求服非戰鬥役，造成對無宗教信仰者不平等之對待，牴觸憲法對平等保護之要求 
補償性之優惠性差別待遇以及以多元性教育目的之優惠性差別待遇均係實質平等之體現 
由一男一女成立之婚姻關係，並無平等原則適用之餘地 

13 關於平等權拘束立法者的意義，下列何者錯誤？ 
法律制定本身亦須符合平等的要求 
為增進公共利益，得對量能平等負擔設有例外規定，例如租稅優惠 
經立法程序，即使無正當理由，亦得為差別對待之立法 
立法者得不拘泥於形式平等，而為立法 

14 下列對於言論自由的敘述，何者正確？ 
言論自由不得限制  言論自由大於隱私權的保障 
廣告不在言論自由保障範圍內 言論自由不得侵害他人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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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民就國家政策向該管行政機關表達意見，是下列何種基本權之行使？ 
請願權 訴願權 訴訟權 人格權 

16 有關判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判例經民事庭、刑事庭或民、刑庭總會決議後，報請司法院許可 
判例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對象 
判決僅具有事實上之拘束力，為法律適用上之小前提 
判例之作成及變更，應依據各訴訟法之規定 

17 主張在國家成立之前，即已存在著基於人類或人類本性而成立的規範的是那一個學派？ 
社會法學派 實證法學派 自然法學派 一般法學派 

18 下列關於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之敘述，何者錯誤？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訂之資本額可分次發行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向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該次發行之內容 
為使公司有充足之現金可供使用，分派盈餘時，只要經股東會普通決議，即可發給股東股票股利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由於排除股東優先認股權，故應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後，

始得為之 
19 下列關於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表決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司可以發行無表決權或限制表決權之特別股 
相互投資公司，其所得行使之表決權，得超過被投資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之二分之一 
公司依法持有自己之股份，其股份無表決權 
公司各股東，除有法律特別規定，每股有一表決權 

20 公務員甲收受作為職務對價的汽車一輛，市價 500 萬元，並接受多次飲宴招待，市價約值 15 萬元。甲對汽
車沒有興趣，得手後隨即依市價轉售。其後收賄事發，有關本案所得財產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汽車雖經轉售，仍應沒收相同品質之汽車一輛 汽車已經轉售，飲宴招待已經下肚，均不能沒收 
汽車售價與飲宴價值，均應追徵 汽車轉售無法沒收，僅得就飲宴價值追徵 

21 甲無法律上原因由乙處取得 A 屋。嗣後甲因 A 屋都市更新計畫而取得更高價的 B 屋，甲並仍居住該屋中，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應返還 A 屋價額  甲應返還 B 屋價額 
甲可以主張所得 A 屋利益已不存在 甲應返還 B 屋 

22 有關建築物區分所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共有部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經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特定所有人使用 
專有部分依規約之約定得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 
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 
共有部分之修繕費，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之 

23 依民法規定，下列有關抵銷之敘述，何者錯誤？ 
禁止扣押之債，其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 
因故意侵權行為而負擔之債，其債權人不得主張抵銷 
清償地不同之債務，亦得為抵銷 
約定應向第三人為給付之債務人，不得以其債務，與他方當事人對於自己之債務為抵銷 

24 請問下列關於我國現行繼承新制之法定限定責任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不再採取概括繼承主義 
只有未成年之繼承人方能主張法定限定責任 
繼承人對繼承債務不可能負無限清償責任 
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前 2 年內，受有被繼承人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25 債權人對於詐害債權之撤銷訴權，自知有撤銷原因時起，最遲應於幾年內行使？ 
1 年 3 年 5 年 10 年 

26 甲出賣汽車零件一批予乙，買賣契約中約定「甲未能於今年 5 月 5 日如期交貨，應賠償乙 5 萬元之違約金。」
甲無法如期交貨，致乙損失 15 萬元，乙得向甲請求賠償之範圍為： 
15 萬元之損害賠償  15 萬元之損失與違約金 5 萬元 
違約金 5 萬元  10 萬元 

27 若將法律規範之結構分成「構成要件」與「法律結果」，下列何者為法律結果？ 
民法第 144 條第 l 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之「時效完成後」 
民法第 1079 條第 2 項「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之「法

院應不予認可」 
民法第 149 條「對於現時不法之侵害，為防衛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所為之行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之
「對於現時不法之侵害，為防衛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所為之行為」 
民法第 763 條第 1 項「所有權以外之物權，及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權利，歸屬於一人者，其權利因混同而

消滅。」之「所有權以外之物權，及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權利，歸屬於一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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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行政機關在適用下列何種規定時，應遵守合義務裁量原則？ 

義務人顯有逃匿之虞者，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 
義務人懷胎 5 月以上或生產後 2 月未滿者，不得管收 
管收期限屆滿者，即以書面通知管收所釋放被管收人 
汽車駕駛人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車者，吊扣其駕駛執照 3 個月 

29 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如欲請領年金給付，其平均月投保薪資應如何計算？ 
退保當月起前 3 年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 退保當月起前 6 個月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 
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 加保期間最高 30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 

30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醫事、社會工作、教育、警察或移民業務等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
事者，應有通報地方主管機關的義務，並應至遲於幾小時內通報？ 
12 小時 24 小時 4 小時 48 小時 
 

31 Derek was caught stealing money at school; the principal told him that he was not allowed to go back to 
school       his behavior improved. 
since only if until provided that 

32 Maggie’s musical tastes are very      . She has CDs ranging from classical piano performances to rock concerts, 
jazz, African music, and even Chinese opera. 
diverse tranquil opposite partial 

33 I couldn’t go to the movies with my friends this afternoon because I had to run some       such as taking mail to 
the post office and doing grocery shopping. 
assignments errands missions routines 

34 As the misty moonlight gradually covered the night with a sheet of white veil, a couple sat down by the quiet lake 
enjoying the moment of      . 
indifference serenity heritage exploration 

35 The new law enforces severe       on people who do not fasten their seat belts while riding in the backseat of a 
car. 
criticism reaction dispute penalty 

36 The on-going 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ruling party have made some foreign investors       to 
invest further in the country. 
circular hesitant various tolerant 

37 Writers often use graphs and drawings to help them       concepts which are too complicated to be expressed 
with words only. 
associate eliminate illustrate upgrade 

38 The doctor applied some antibiotic cream to the wound on Sara’s head to help       her pain and speed the 
healing. 
clench devour soothe forbid 

39 The detective was so careful and       that he left no part of the crime scene unexamined. 
meticulous descriptive legendary noticeable 

 
第 40 題至第 43 題為題組 

Isaac Newton was born on Christmas Day, 1642. His father had passed away a few months earlier. Three years later, 
his mother remarried and moved to a neighboring village,   40   Isaac in the care of his grandmother at Woolsthorpe, 
an estate that had been in the family for two hundred years. When Newton was fourteen, his mother, widowed a second 
time, returned to Woolsthorpe with the three children of her second marriage. Soon afterwards she brought Isaac home 
from school to learn to manage the estate, which did not appeal to him   41  . He divided his time between reading and 
ingenious tinkering; he built dolls’ houses for his little sisters, a model windmill, and a water clock that continued to run 
for years. What he did failed to meet his mother’s expectation;   42  , his mother decided to send him back to 
school. At eighteen he was admitted to Trinity College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He had just completed his studies 
when the plague forced him to go back home. He set off for the peace and quiet of his rural English birthplace, 
where he   43   spend a year. This period was so rich in discovery that future historians would refer to it as the 
“miraculous year.” 
40 leaving leave left had left 
41 in the least at last at least by no means 
42 therefore nevertheless furthermore moreover 
43 would will should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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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題至第 46 題為題組 
If Sir Henry Head had not thought of a pos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erves on the soles of the feet and the rest of 

the body back in the 1890s, then the principle of reflexology would never have seen the light of day. Head worked on the 
idea that every area of the human body is represented on the soles of the feet. He managed to prove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areas and the internal organs. Using a special kind of thumb or finger pressure, the reflexologist 
slowly massages the surface nerves of the sole, bringing about a reflex response. In this way, the reflexologist can easily 
detect dysfunctions in the body. Unfortunately, reflexology is often mistakenly associated with foot massage, but it is in 
fact far more complex. Reflexology not only helps to relieve patients from stress, but it also combats a variety of ailments. 
Reflexology is earning its place alongside mainstream complementary medicine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turn to it. 
44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theory behind reflexology? 

The stimulation of the soles of the feet brings about a feeling of excitement. 
Massage eliminates the effects of stress and works wonders for mental disorder. 
There is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oles of the feet and the internal organs. 
The body can heal itself by producing a certain reflex response to fight off a disease. 

45 As used in the passage, what does the phrase “see the light of day” mean? 
Awake from sleep Believe in a religion Come into existence Define the scope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reflexology is true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It involves the use of special instruments when treating patients. 
It cannot be used to treat illnesses. 
It is often confused with foot massage. 
It has been a standard practice in Western medicine for over 150 years. 

 
第 47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When we view a scene in which another person exhibits delight, pain, or disgust, the parts of our brain that react 
when we experience those emotions ourselves are activated. Scientists at the NeuroImaging Center, the Netherlands, 
wanted to see if that same region that governs those three emotions—the anterior insula—was activated when people read 
about someone experiencing disgust. 

To test this, they placed participants in an fMRI scanner, which measures changes in blood flow in the brain, and 
showed them 3-second movie clips of an actor sipping from a cup and then looking disgusted. “Later on, we asked them 
to read an article and imagine short emotional scenarios in it,” said study team member Christian Keysers. “For instance, 
bumping into a drunken man, who then starts to throw up, and realizing that some of his vomit had ended up in your own 
mouth.” Finally, the researchers had the participants taste an unpleasant drink while in the scanner. 

“In all three cases, the same location of the anterior insula lit up,” Keysers said. People with damaged anterior insula 
lose the capacity to feel disgusted. “If you give them sour milk, they would drink it happily and say it tastes like soda,” 
Keysers said. But for normal people, sipping that sour milk will result in them spitting it right back out with a “blech.” It 
is an evolutionary advantage to have the same reaction when watching someone else spit out the milk: you won’t try the 
same milk if you are aware of the other person’s disgust.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whether we see a movie or read a story, the same thing happens: we activate our bodily 
representations of what it feels like to be disgusted,” Keysers said. “And that is why reading a book and viewing a movie 
can both make us feel as if we literally feel what the protagonist is going through.” 
47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article? 

Like watching movies, reading can stir emotions. 
The main purpose of using an fMRI scanner is to measure changes in blood flow in the brain. 
Being able to react to another person’s disgust is an evolutionary advantage. 
Scientists have proved that the anterior insula is responsible for three emotions. 

48 What was 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conducted by the NeuroImaging Center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To record participants' reactions to sour milk. 
To observe how well the fMRI scanner worked. 
To see how many emotions the anterior insula governed. 
To test how people reacted when reading about someone experiencing disgust. 

49 Based on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n evolutionary advantage”? 
You watch a movie clip about someone feeling disgusted. 
You feel happy when you drink something tasty. 
You learn from other people’s experiences. 
You read a lot and go to the movies a lot.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A drunken man will always spit out the milk in disgust. 
An fMRI scanner measures changes in blood flow in the brain. 
Reading and viewing a movie about disgust can activate our own feelings of disgust. 
If you give a person with damaged anterior insula a glass of sour milk, he or she would not feel disg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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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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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某直轄市市長欲競選連任，該市民政局局長亦表示同時參加下任市長選舉。二人均

已完成登記參選之程序。請問於此情形，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對此二位首長所屬機關

之人事任用與遷調權限有何限制？（25 分） 

二、某公務人員於任用之時具有雙重國籍，任用後始為服務機關知悉。請問此時服務機

關依法應為如何處置？若其於任用後，始擁有外國國籍，服務機關依法應為如何處

置？其已支領之俸給，又應如何處理？（25 分） 

三、對於擬考列丁等之公務人員，應給予何種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公務人員對丁等考

績之評定，得如何救濟？（25 分） 

四、某國立大學政治系教授甲參與公職選舉，其同系同事乙與系主任丙與之熟稔，欲於

課餘時間及假日，參與甲之競選活動。請問其應受何種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限制？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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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一般行政、一般民政、客家事務行政、社會行政、人事行政、戶政、社會工作、

勞工行政、教育行政、商業行政、法律廉政 
科  目： 行政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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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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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或團體受託行使公權力所為之行政處分，其訴願管轄機關為何？ 
受委託之個人或團體  原委託機關 
一律為原委託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 由原委託機關指定之 

2 二以上不同層級之機關共為之行政處分，相對人不服提起訴願時，應以何者為訴願管轄機關？ 
以低層級機關之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以高層級機關之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由兩機關協議定之  以共同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3 訴願人誤向無訴願管轄權之機關作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者，無管轄權之機關應如何處理？ 
應以訴願不合法，為不受理之決定 應認為訴願無理由，以決定駁回之 
應將該事件移送於原處分機關，並通知訴願人 應通知訴願人撤回訴願 

4 下列有關訴願法送達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無訴願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未經陳明法定代理人者，訴願管轄機關應查明其法

定代理人後，向其法定代理人為送達，不得向該無訴願能力人為送達 
訴願代理人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但受理訴願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

於訴願人或參加人本人 
對於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外國法人或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在中華民國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其代表人或管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5 下列關於訴願管轄之敘述，何者錯誤？ 
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依法辦理上級機關委任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為受委任機關之行政處分，以其直接

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直轄市政府依法辦理上級政府或其所屬機關委辦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受委辦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為訴

願管轄機關 
依法受中央或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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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委託機關

之直接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以原委託機關或其直接上級

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6 下列有關訴願決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訴願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務者，其受理訴願之上級機關僅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

決定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

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原行政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訴願為無理由 

7 甲於臺北市政府之網頁留言，對該府衛生局之行政處分表示不服，臺北市政府不予回覆。臺北市政府之處置

是否合法？ 
合法；甲僅為陳情，臺北市政府無回覆之義務 
合法；甲既未繕具訴願書，視為未依法提起訴願，臺北市政府毋庸處理 
不合法；甲未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提起訴願 
不合法；甲之行為視為已提起訴願，應命其補送訴願書 

8 下列何者，非屬與訴願程序相當之程序？ 
公務人員復審程序 律師懲戒覆審程序 會計師懲戒覆審程序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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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何者，不具備訴願之當事人能力？ 
19 歲之大學生 臨時性之社區自救會 陳氏祭祀公業 社團法人協會 

10 甲機關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乙機關辦理，如因此發生訴願爭議，應以何機關為原行政

處分機關： 
甲機關 乙機關 甲機關之上級機關 乙機關之上級機關 

11 納稅義務人與稅捐稽徵機關簽具切結書，約定由納稅義務人於一定期間內，將遺失之免稅文件找回繳銷，如

屆期不能找回繳銷，納稅義務人願依規定辦理補稅，此一切結書之法律性質為： 
事實行為 私法契約 附附款之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12 行政機關於核發之建照中，註明建造人於建築物完工後，應於社區公園內栽種樹木 10 株，以綠化環境。此

建照附有那一種附款？ 
條件 期限 負擔 廢止保留 

13 承上題，關於此建照附款之合法性，下列何者正確？ 
附款之目的為綠化環境，具有公益性，該附款合法 
附款額外課予建造人一定之義務，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栽種樹木有助於提昇居民的居住品質，該附款合法 
附款之目的與建築管制無關，違反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14 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原處分機關依職權得為下列何種處置？ 
撤銷原行政處分 廢止原行政處分 為程序上之補正 確認該行政處分無效 

15 甲向市政府提出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申請案，經審查後，准予核發每月之生活扶助費及津貼；屆滿 3 年後，應

再次提出申請，重新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核定係屬須相對人協力之行政處分 
該核定中所載「屆滿 3 年後應再次提出申請」，係屬行政處分附款中之期限 
該核定作成時若屬合法，則其效力存續期間即不再受市政府之合法性審查 
若甲提出申請後撤回，惟市政府仍核定生活扶助費及津貼之支領，則該核定仍屬有效 

16 下列關於行政處分與事實行為之敘述，何者錯誤？ 
事實行為具有規制性  行政處分為單方行為 
事實行為得就具體事件為之 行政處分為對外之行為 

17 下列關於行政執行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寄發地價稅之繳款通知書，期限屆至後卻未獲納稅義務人繳納，行政機關得移送行政執行 
行政機關就人民所申請之案件，去函申請人請其限時提出相關資料與證據，申請人未依限提出，行政機關

得移送行政執行 
人民領取公費出國留學，學成後卻拒不返國服務，行政機關就其欲請求返還所領取之公費，得逕行移送行

政執行 
考取律師資格後，主管機關卻拒不核發律師證書，人民得請求移送行政執行 

18 行政處分生效後，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處分當事人受其拘束。此即行政處分之何種效力？ 
存續力 執行力 確認效力 構成要件效力 

19 下列關於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撤銷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仍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 
基於依法行政原則之要求，原處分機關應一律撤銷違法之授益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經撤銷確定，行政機關得命相對人返還發給之證書 
行政處分因撤銷而溯及既往失效時，自該處分失效時起，已中斷之時效視為不中斷 

20 關於行政處分未為教示或教示錯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告知之救濟期間有錯誤時，應由該機關以通知更正之 
告知之救濟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者，處分機關若通知更正，則仍得自處分送達之翌日起算法定期間 
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其法定救濟期間原則延長為 1 年 
因處分機關未告知或告知錯誤致向無管轄權之機關聲明不服者，視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機關聲明不服 

21 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等顯然錯誤情形，處分機關應如何處置？ 
隨時依職權或依申請更正 通知相對人舉行聽證 
維持原處分  報請上級裁示 

22 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其他機關，未參與處分之作成，原則上該行政處分之效力如何？ 
無效  得補正 
應予廢止  該行政處分之效力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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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有關行政命令之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管收之執行事由有所疏漏，行政機關得自行訂定行政命令補充之 
有關徵收人民不動產之事項對人民權利影響極大，應以法律明確規範，不得授權由行政命令規定 
針對主管機關如何檢驗狂犬病之檢驗方法與程序，立法者若認為有必要，得授權以法規命令定之 
經濟事務瞬息萬變，所以行政機關給予人民補貼僅須在預算上有授權基礎即可 

24 下列關於法規命令之敘述，何者正確？ 
透過機關組織法之授權，機關即可制定並公告之 
訂定法規命令後，必須送立法院，由立法院追認 
法規命令內容必須明列法律授權之依據 
法規命令內容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之要求 

25 依法應採取甄選方式決定當事人之行政契約，辦理該行政契約之行政機關若未將締約資格及相關程序事前公

告，該行政契約之效力如何？ 
不受影響，仍為有效 
無效 
經行政機關事後補行公告，其瑕疵即可治癒 
得由辦理該行政契約之行政機關之上級行政機關加以撤銷 

26 對於勞工保險局依法作成之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訴願管轄機關為： 
內政部 勞工保險局 行政院 勞動部 

27 有關行政規則之發布或下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衛生署及所屬機關人員獎懲要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使一般民眾及下級機關或屬官知悉 
「行政院衛生署菸害防治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應下達，並應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處務規程」與衛生福利部所作「醫療行為」相關解釋性規定，均應登載於政府公報發

布之，並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 
環保署「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處罰鍰額度裁量基準」僅須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無須下達 

28 教育部依職權發布「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其規定電動玩具業不得容許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進入其

營業場所，違者撤銷其許可。甲經營電子遊藝場所，小學生放學後經常流連其間，主管機關以甲違反上開

規定，撤銷其營業許可。下列有關管理規則性質及行政機關得否據以撤銷甲營業許可之敘述，何者正確？ 
上開管理規則性質為法規命令，行政機關得據此撤銷甲之營業許可 
上開管理規則性質為法規命令，行政機關不得據此撤銷甲之營業許可 
上開管理規則性質為行政規則，具有間接對外效力，行政機關得據此撤銷甲之營業許可 
上開管理規則性質為行政規則，行政機關不得據此撤銷甲之營業許可 

29 有關解釋性行政規則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拘束下級機關之效力 具有拘束訂定機關之效力 
具有間接拘束人民之效力 具有拘束法官之效力 

30 人民於法定期間內，向無管轄權機關提出申請者，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該受理申請之行政機關應如何處理？ 
該行政機關應以申請不合法予以駁回 
該行政機關應通知申請人，令其改向有管轄權之機關提出申請 
該行政機關仍應為准駁之實體決定 
該行政機關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申請人 

31 關於法規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該命令之內容必須明列授權之法律依據 
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行政機關仍得以行政規則定之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行政機關得轉授權其下級機關訂定之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行政機關訂定發布後應即送立法院始生效力 

32 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中之復審程序，相當於下列何種救濟程序？ 
訴願先行 訴願 行政訴訟 國家賠償 

33 下列對於行政助手之敘述，何者錯誤？ 
又稱為行政輔助人  不具有行政機關之地位 
義勇警察屬之  原則上，得獨立為行政決定 

34 高雄市政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將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事項，交由各區區公所辦理，此項

權限授與屬於下列何項？ 
委任 委託 委辦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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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上級機關將特定事項委由所屬下級機關辦理，稱為： 
委辦 委託 委任 囑託 

36 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而管轄機關未經決定前，如有導致國家或人民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之虞時，該

管轄權爭議之一方，應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為下列何項程序？ 
提起假扣押或假處分 聲請聲明異議 緊急之臨時處置 提起訴願程序 

37 下列關於行政管轄權變更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之管轄權得依法規而變更 
行政機關之組織法規若變更管轄權之規定，而相關行政法規所定管轄機關尚未一併修正時，原管轄機關得

會同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關公告管轄變更事項 
行政機關之組織法規若變更管轄權之規定，而相關行政法規所定管轄機關尚未一併修正時，其管轄變更事

項之公告，得逕由組織法規變更前與變更後管轄機關之共同上級機關為之 
行政機關管轄變更之公告，原則上自公告之當日起發生管轄權移轉之效力 

38 臺北市政府將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登記事項，交由臺北市政府商業管理處辦理，此項權限授與稱為： 
委任 委託 委辦 代理 

39 行政法人之年度財務報表，應由何者進行查核簽證？ 
監察院審計部所屬各審計局 財政部國庫署 
行政院主計總處  由該行政法人委請之會計師 

40 下列何者，為公法上社團法人？ 
工會 農田水利會 政黨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41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各機關設置之內部單位中，辦理秘書、總務、人事、主計、研考、資訊、

法制、政風、公關等支援服務事項之單位，稱作什麼單位？ 
業務單位 輔助單位 獨立單位 權責單位 

42 關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組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為合議制之中央之二級行政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行政院院長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重要人事，享有一定之決定權限 
行政院院長更迭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與其同進退 

43 行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但對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

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係屬何種行政法原則之具體化？ 
平等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44 下列何者，屬誠實信用原則之實踐？ 
警察盤查前之表明身分  對集會申請之快速核准 
測速照相取締之預告  對違規者裁罰之聽取意見 

45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內涵為何？ 
行政處分不得違反公平性 行政處分所考量之要素應與處分之目的相關 
行政處分之內容應明確  行政處分應避免使人民負擔過重 

46 作為行政法法源之一般法律原則，下列何者尚未被明定於行政程序法當中？ 
習慣法補充性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誠信原則 

47 下列何者，不屬於形式意義之法律？ 
社會秩序維護法 土地徵收條例 海關進口稅則 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 

48 關於法規之施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發生效力 
法規命令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核定者，應於核定後始得發布 
行政規則一律應由其訂定機關之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後，始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

及屬官之效力 
受法規命令規範之人，若認為該法規命令有行政程序法第 158 條第 1 項之無效事由時，得向訂定機關請求

確認該法規命令無效，該機關應予審查 
49 某法律明定自公布日施行，該法律自何時起發生效力？ 

公布日 公布日之次日 公布日起算至第 3 日 公布日起算 30 日後 
50 依憲法第 172 條規定，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此稱為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比例原則 



10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42250 全一頁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法律廉政 
科  目： 刑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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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A 因缺錢花用，遂潛入甲宅行竊，正當翻箱倒櫃尋找財物之際，不慎驚動甲。甲聽聞

樓下聲響，查看後發現 A 正在行竊，氣憤之下立即從廚房取出菜刀追砍 A。A 見狀

顧不得竊取財物，火速逃離甲宅。甲追出屋外，口中大喊「捉小偷」，未久追上 A
後，竟持刀砍殺A 多刀，致A 傷勢過重當場身亡。試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25 分） 

二、甲為建築師，受聘擔任某政府機關公有建築物之設計人及監造人，由 A 營建公司承

造。A 營建公司未依核准圖說施工，甲監造時知情並未予糾正，竟以合格通過。

試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25 分） 

三、甲夜間駕駛自用小客車行駛於偏僻路段時，不慎撞死路人 A。甲下車查看發現 A 已

然身亡，驚恐之下立即駕車逃離現場並前往尋找好友乙。乙聞後乃勸誘甲將肇事車

輛清洗修理，除去跡證。甲遂前往經營修車廠的友人丙處，私下告知案情後，由丙

將肇事車輛完成清洗修理。試問：甲、乙、丙之刑事責任如何？（25 分） 

四、甲於民國 92 年間涉嫌觸犯刑法第 336 條第 1 項之公務侵占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後，一審法院於 95 年 6 月 25 日宣判，諭知有期徒刑 1 年 6 月、褫奪公權 2 年，並

宣告緩刑 3 年。本案於 95 年 7 月 10 日確定。試問：本件應如何執行緩刑與褫奪公

權？（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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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法律廉政 
科  目： 刑事訴訟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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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試述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之情形？（25 分） 

二、試述被告得聲請檢察官迴避之事由？（25 分） 

三、甲因涉嫌殺人未遂，被檢察官提起公訴。審判期日前，法院已合法通知甲選任之

辯護人 A 到場，A 卻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並未於審判期日到場。審判長認為本案

證據不足，為免耗費司法資源，乃當庭指定公設辯護人 B 為甲進行辯護。審理後，

審判長隨即宣示辯論終結，其後亦宣判無罪。請詳述本案之程序是否合法？（25 分） 

四、司法警察 A 以 B 涉嫌販毒為由，取得對 B 住宅之搜索票，其「應扣押之物」欄記

載「有關犯罪贓證物及犯罪所得之物」。A 執行搜索時，果然於 B 宅之櫥櫃內發現

海洛因 30 公克。試問：A 所取得之海洛因得否作為證據？（25 分） 



類科名稱：

10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各類科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A C B B D C A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類科名稱：

10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試題代號：2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各類科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B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D A D C D B D B A

D C D A B C C B B

D B B D A C B A C B

C A B D B C C A A

A A A C C C A D C A

C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類科名稱：

10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行政法概要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一般行政、一般民政、客家事務行政、社會行政、人事行政、戶政、社會工作、勞工行政
、教育行政、商業行政、法律廉政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B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D C A C A D B B A

D D B C A A A B B

A B C C B D # D D D

A B A C C D A D B

B D D C B A D B C B

C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27題一律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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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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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被媒體譽為「美國現代舞之母瑪莎‧葛蘭姆的傳人」、中央社評為「2006 年臺
灣十大潛力人物」之一，並獲總統頒贈「五等景星勳章」的許芳宜，在她口述
的傳記《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中說：「我不怕被笑，我不怕失敗，我害怕的是，
面對未來不再有夢想，面對自己失去希望。有句話說，在陽光下跳舞，你會找
到光。所以我也相信，在希望下成長，就有機會找到希望。」的確，生命的高
度取決於你對人生的態度。請以「不一樣的人生」為題，作文一篇，說明你的
理想為何，並規劃出一張專屬於你且不一樣的人生藍圖。 

二、公文：（20 分） 
假設臺東縣政府為拓展資訊教育，函請教育部補助 104 年度資訊教育經費，案
經教育部於 104 年 4 月 10 日教資字第 1234567890 號函復，同意核定補助經費
五十萬八千元，並請於年度內支用後，將執行情形檢附相關資料核銷。嗣經該
府依 104 年度教育計畫分別辦理「資訊教育訓練」、「資訊器材增設汰舊換新」、
「提升資訊等級」及「配合影音媒體頻道擴建計畫」等，實支四十八萬三千元。
試擬臺東縣政府致函教育部，彙報上開資訊教育補助經費執行情形，檢附補助
經費收支結算表、成果報告表等相關資料辦理核銷，並請同意結餘款納入該府
教育基金，免予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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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選項文句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這次旅遊行程雖趕，頗有一日千里之感，但仍讓我回味不已 
陽明山花季已熱烈展開，滿山遍野花團錦簇，呈現一片春意闌珊的美好景緻 
政府在研擬國家政策時，不能偏廢某些部門，否則目無全牛的謀畫方式，只會徒然空耗國力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風景獨特，秀色可餐；尤其賞楓季節，滿山楓紅奇景，景色最是迷人 

2 閱讀下列兩段文字，推敲文意，文中空缺的字應當是： 
「□的意象／比宇宙還要荒老／時空的鄉愁／嘲諷被文字捆綁的人類／在字裡行間悄悄地抬頭」 
「你說你好比禪房內一名晚誦的老僧，柴扉不掩，房門虛設，空盪盪一屋月光，參□字公案。

那群山盜野賊闖了幾回空門，硬是不信老僧你一無所有。」 
空 熱 禪 無 

3 「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眸」，是作者藉由描

寫對方，委婉表達自己的情思。下列選項何者也運用這種手法？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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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4 「賈府管理得好，外面人看著都是王熙鳳的功勞，明白底細，就知道平兒才是關鍵。王熙鳳
像好大喜功的帝王，可以叱吒風雲，然而真正使社會穩定富饒的力量，常常不是霸氣的帝王，
而是幾個個性內斂、安靜做事、穩重又不爭功的名相。」根據上面這段話，使社會安穩富饒
的應該是歷史上那一位宰相？ 
張良 蕭何 張居正 王安石 

5 「我們好像走江湖賣藝的人，每到一處，凡不急需用的物件，概不打開包裹，以便一有警又
要撤退，不用再費事打包。我沒有度過游牧生活，諒想他們的生活一定還要簡單。我睡過各
式各種牀，現在看來幾塊木板拼起來的和彈簧的完全一樣，甚至明天睡什麼也不用關心，因
為明天的也不一定是睡定不換的。一切聽天主的安排就是了。我已經對任何物件缺少了佔有
心，尤其是珍貴物品。珍貴物品多數沒有什麼用處，不能久享，反有患失和拋棄的痛苦，不
如沒有。」根據本文，可知作者體會的人生感受是： 
及時行樂 剖腹藏珠 不役於物 人窮志短 

6 《博物志》：「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鬥。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
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而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
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
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根據本文，兩小兒之間的爭議突顯出： 
少見多怪 敝帚自珍 瞎子摸象 少不更事 

7 「『白千層』，這名字取得多有學問！的確是千層萬層的樹皮脫也脫不完，的確應該叫『白
千層』。可不是嘛，樹皮千層，樹葉怕不止萬層哩！可不是嘛，花也千萬層像吊滿樹上的小
毛刷。也不知道哪兒髒了，需要這樣的排場？該不是白雲的衣裳陰灰了，需要擇一個有雨水
的天氣，徹底地刷一刷吧！瞧瞧那陽光下的雲朵多潔白，哦！幾乎我要相信，白千層的小刷
子是為了刷白雲的天地遊塵的。哦！多像一個滿懷關愛的大男孩，連一粒灰塵也不願他的白
雲情人沾著，我幾乎感動了。白千層具有不累積怨恨的美德，所有季節留下的不快樂，都會
在來春之前脫掉。於是我想到自己—那顆被層層的怨懟包圍著的心及心版上憤憤不平的句
子……。學學白千層，如果脫不掉，就用橡皮擦擦掉吧！」本文旨在表現： 
對於人情關係的投射，也觀照了自己的心境 
對於種植白千層的實際經驗，還有從這經驗獲得的學問 
對於白千層特別重視的態度，尤其是豐富多樣的實際用途 
對於環境保護的關心，特別強調白千層對於乾淨雨水的需求 

8 下述「楹聯」與「行業」配合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甲：無慮風雲多不測，何愁水火太無情 ── 保險業 
乙：烹雪應憑陶學士，辨泉好待陸仙人 ── 中藥店 
丙：從此談心有捷徑，何須握手始言歡 ── 電信業 
丁：因知緩急人常有，豈可權衡我獨無 ── 典當業 
戊：還我廬山真面目，愛她秋水舊風采 ── 醫美業 
甲乙丙 甲丙丁 乙丙丁戊 甲丙丁戊 

閱讀下文，回答第 9 題至第 10 題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
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為小邑。于時風波
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秫，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
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
深愧平生之志。……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序〉） 

9 陶淵明之所以出任彭澤令，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家境貧困，生計無著 追求理想，實踐自我 
公田之秫，可為飲酒之需 去家百里，得以時常返家 

10 陶淵明之所以「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之最主要原因為何？ 
諸侯惠愛，是以轉任良職 心憚遠役，希望歸耕田園 
天下將亂，渴求隱遁其身 個性真率，難以勉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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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統發布下列何項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發布特赦令 解散立法院 任命審計長 任命監察院院長 

2 下列何者不屬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標的？ 
法院決議 判例 行政函釋 職務指令 

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總統、副總統之罷免及彈劾，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由立法院提案 
罷免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時，即為通過 
總統、副總統之彈劾，由立法院提案 
彈劾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時，即為通過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種情形，國家無須給予補償？ 
依法徵收人民私有土地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公告禁止在特定路段之騎樓擺設攤位 
對於既成道路或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在依法徵收或價購以前埋設地下設施物 
受無罪判決確定之受害人，先前係因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致依刑事訴訟法或軍事審判法相關規定受

羈押 
5 任何國民不得因階級、宗教等因素而被排除為選舉人或被選舉人。此為下列何種選舉原則之要求？ 
普通原則 直接原則 自由原則 秘密原則 

6 若法律欲規定航空公司駕駛員之體格、技能等資格條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題示資格條件之規定，涉及職業執行之自由 
該駕駛員資格條件之規定，須與所欲維護之公共利益具有實質關聯性 
法律如授權行政機關定期檢查駕駛員之體格，能達成維護重要公益之目的 
該法律得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駕駛員體格、技能等資格條件 

7 下列何者非屬居住自由保障之範圍？ 
甲住家之庭園 乙之露營用旅行車 丙入住之旅館房間 丁過夜之公車候車亭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言論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行為或肢體動作表達之象徵性言論，亦受言論自由之保障 
言論自由亦保障消極不表意之自由 
商品標示不屬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 
對言論之內容進行事前之審查，構成對於言論自由之干預 

9 總統對於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法律，如認為窒礙難行時，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得拒絕公布該法律  總統得主動移請立法院覆議 
總統得依職權聲請司法院大法官進行違憲審查 總統得核可由行政院提出覆議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並未違反平等原則？ 
所得稅法規定，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須長期照護者之醫藥費，限以付與所得稅法所特定之醫療院所，

始得列舉扣除 
所得稅法規定，夫妻非薪資所得應由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合併申報且合併計算其稅額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非視覺功能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 
中央警察大學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規定禁止色盲者入學 

11 A 教會於其發行之宗教刊物中宣稱有教友見證神蹟，可證實某藥物之藥效，經主管機關認定違法，要求 A
教會停止刊登並依法處以罰鍰。上開情事，未涉及下列何種基本權利？ 
營業自由 宗教自由 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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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司法院釋字第 546 號解釋理由書，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18 條應考試權所稱之考試？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 
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13 有關制憲與修憲之相關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制憲為人民統治力之實現，不受法規之控制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永久不得修改 
修憲源之於力，制憲遵循於法 不論修憲與制憲均須依憲法規定為之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見解，立法者制定法律分配福利資源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者基於社會政策考量，享有充分形成自由，不受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拘束 
基於財政負擔考量，得以受益人之特定身分與職業為唯一區分標準，為限定性分配 
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不得超過受益人基本生活需求給予過度明顯之照顧 
基於國家資源有限之因素，社會政策立法應以資源有效利用為唯一之考量 

15 關於國籍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雙重國籍為憲法所禁止 
無中華民國國籍者，無選舉及被選舉權 國籍具有可拋棄性 

16 甲撰寫一部科幻小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於完成小說時享有著作權 
甲非專屬授權乙利用，嗣後得於相同時間、區域內再非專屬授權丙 
甲專屬授權乙利用，於相同時間、區域內，甲基於權利人身分仍得於其網頁上提供該小說給民眾下載 
乙將該小說改寫成劇本，丙如欲將劇本拍成電影，應徵得甲、乙之同意 

17 依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被保險人因失能不能繼續從事工作，而同時具有請領失能給付及老年給付條件

者，得如何請領？ 
僅得請領失能給付  僅得請領老年給付 
應擇一請領失能給付或老年給付 得同時請領失能給付與老年給付 

18 勞動基準法關於技術生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雇主不得招收未滿 15 歲之人為技術生，但國民中學畢業者，不在此限 
雇主招收技術生時，須與技術生簽訂書面訓練契約 
技術生如為未成年人，其訓練契約，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 
雇主得向技術生收取有關訓練之必要費用 

19 有關普通法與特別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刑法為陸海空軍刑法之特別法 商事法為民法特別法 
同一法典中可能存在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 特別法未規定時仍適用普通法 

20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機關發布命令之名稱？ 
綱領 細則 標準 辦法 

21 下列何種法規，得不以「第某條」之字樣，分點規定順序？ 
通則 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 自治條例 

22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

成之；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上述認定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是否完竣之規定，係為下列何

項確定事實之方式？ 
類推 類比 擬制 推定 

23 依司法實務見解，關於特別權力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大學生受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侵害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者，得提起行政爭訟 
公務員向原服務機關請求核發服務年資或未領退休金之證明，未獲發給者，得提起行政爭訟 
公務員因年度考績列為乙等者，得提起行政爭訟 
公務員不服薪俸薪級之決定，得提起行政爭訟 

24 某地方政府之自治條例規定：「行道樹未經主管機關之核准，不得任意修剪或砍伐」，惟未訂有罰則。

今有市民某甲，發現其家門前之行道樹生病蟲害，在未經核准之情形下，將該行道樹主要枝幹修剪，主

管機關依其行政規則通知某甲陳述意見，該通知之法律性質為何？ 
行政處分 行政強制執行 觀念通知 行政命令 

25 對自己的堂伯父，其親系及親等為： 
直系血親五親等 旁系血親五親等 旁系姻親五親等 旁系血親三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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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何種情形，甲乙間之契約已生效？ 

甲向乙購買機車，雙方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但尚未交付標的物及價金 
甲向乙借用機車，雙方約定甲於無償使用後應返還，但乙尚未將機車交付於甲 
甲與乙約定，當甲將機車交付於乙時，乙允為保管，但甲尚未將機車交付於乙 
甲向乙借錢，雙方約定 1 個月後甲應返還，但乙尚未將錢交付於甲 

27 甲有下列法律行為，何者必須起訴請求法院撤銷，不得僅以意思表示撤銷？ 
甲受乙之詐欺，與乙訂立買賣契約 甲受乙之脅迫，與丙訂立保證契約 
甲誤乙為律師，委任乙為訴訟代理人 甲與乙結婚時，甲係在精神錯亂中 

28 下列何者為架構競合（罪數）理論之原則？ 
禁止類推原則 禁止重複評價原則 共犯從屬性原則 罪疑唯輕原則 

29 關於自首之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錯誤？ 
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 
所謂自首，祇以犯人在其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自承犯罪，而受裁判為已足 
不得託人代理自首或向非偵查機關請其轉送 
自首，不問動機如何，亦不以犯罪後即時投案為要件 

30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有權代表政府與大陸協商簽訂兩岸事務之協議，係因該基金會為下列何者？ 
行政法人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私法人 
行政院下級機關  行政助手 

31 New headphones, with the ability to _____ and record your heart rate whenever you are wearing them, have been 
invented. 

measure  press  stimulate  trail  
32 Korean Air announced it would suspend air travel to Kenya as a _____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Ebola virus. 

closure  pleasure  pressure  measure  
33 Because of his irresponsibility, quite a few members have called for his _____. 

promotion  designation  convulsion resignation  
34 If you are a first-time driver, you are required to obtain a driver _____ - especially if you are a teen driver.  

permit  certificate  credential  record  
35 Opposite those people we idolized were those who represented a way of acting, looking, living that we _____ 

and swore we would never imitate. 
occupied  hated  created  admired  

36 People living near the volcano were _____ from the area when it started to send out ash and smoke. 
demanded assaulted  evacuated  launched  

37 Working hard day and night for six months, Deborah finally won a pay raise and _____. She is now the sales 
manager. 

emphas is guardian  promotion  discipline  
 
第 38 題為填充題，第 39 題及第 40 題為代換題 
  Marie had been up on to make some changes in her life for a long time, and she’d been  (38)  an ambition to be 
the boss. She finally found a job where she could run after herself (39)  and do things her way. In her new job, a lot of 
changes needed to be made,but Marie had a knack (40)  for reorganizing. She thought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keep 
an open mind over other employees’ complaints. This would take time and that she’d probably be working into the wee 
hours of morning for many weeks. 
38 heating  making  running  nursing  
39 to pursue her dream   to push herself away  

to run as fast as she could   to be the number one  
40 a hunch  a way  a prize  a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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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remains stagnant especially because reforms _____ in the post-recession economic 
slump. 

bog down  peel off  move on  gear up  
42 With the help of _____ techniques, scientists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to create life. 

cloning  hacking  locking  copying  
 
第 43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free time is spent in different ways. The results of a 2001 
Harris Poll showed that reading was the most popular  43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as followed by 
watching TV, then  44  time with family. In a similar survey  45  in Japan, the most popular free-time activity 
was eating out. The second most popular activity was driving. 
43 part -time work -time spare -time extra -time 
44 doing  making  spending  taking  
45 wasted  abandoned  consumed  conducted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Cleanliness has long been next to godliness for the hygiene-conscious Japanese, but fortune-tellers are now 
advising those who want to succeed in life to start by scrubbing the smallest room. 
  Cleaning the Toilet to Attract Luck published this month i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books advising readers on how 
to attract good fortune using a brush and an array of cleaning fluids. “Don’t just wipe the floor, polish it,” the book 
instructs. “It’s important to maintain a positive mood while cleaning.” The books are inspired by Buddhist teachings 
and feng shui, a traditional Chinese belief that people’s fortunes are determined by their surroundings. 
  The idea that Lady Luck may be hiding in the lavatory has been taken up by magazine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I won the lottery! I married my ideal person! I got pregnant!” read some of the claims on the cover of another book on 
the topic, published last year. 
  The idea that a clean toilet can bring good fortune, or even make you more beautiful, has existed in Japan for 
many years, according to Yuka Soma of Makino Publishing in Tokyo, editor of one of the toilet books. But she is still 
waiting for a big stroke of luck. “I’ve always cleaned my toilet every day, so it never really gets dirty,” she said. “At 
least it’s easy that way and it probably helps keep my family healthy,” she said. 
46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A Toilet Cleaning Craze   The Recent Popularity of Feng Shui  
The Importance of a Clean Room  A Series of Books o n Cleanliness in Japan 

47 What does “the smallest room” in the first paragraph refer to? 
The guest room.  The lavatory.  The garage.  The kitchen.  

48 Why is there a craze for cleaning the toilet in Japan? 
To improve personal hygiene. To show how diligent a wo man is. 

To attract good luck.   To beautify people’s surroundings.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The books on cleaning toilets are inspired by Buddhist teachings and feng shui.  
The readers are advised to clean the toilet happily.  
Television programs also touch upon the topic of toilet cleaning.  
The idea of toilet cleaning has been taken up only recently.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Yuka Soma? 
She is the editor of one of the books on cleaning toilets.  
She cle ans her toilet only if she is not busy. 
She cleans the toilet mainly to keep her family healthy.  
She has been unlucky since she started writing her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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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依 104 年 5 月 20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說明對公務員所為之「免除職務」與

「撤職」處分，兩者之法律效果、追究時效及救濟程序各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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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張三為某直轄市教育局科長，其連襟李四任教於市立某高級中學兼總務主任。若張

三已登記參選而為市議員候選人時，試問李四得否擔任張三競選總部之執行長？又

李四得否於下班後，參加張三所舉辦之造勢晚會活動，並公開為之站台及助講？其

理由為何？（25 分） 

四、試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相關規定，說明「主管人員」與「經管人員」兩者應移交之

事項，以及移交完畢之時限各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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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行政救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相對人不服附始期之行政處分，應俟期限屆至後，始得提起訴願 
於訴願期間經過後，行政處分相對人即不得提起訴願 
於訴願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仍得依職權撤銷違法行政處分 
相對人未於訴願期間內提起訴願，於特定條件下仍得依行政程序法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行政處分 

2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4 條規定，人民不得針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何種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 
不當之行政處分 違法之行政處分 逾越權限之行政處分 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 

3 臺北市政府作成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之自治事項公告，經行政院撤銷，臺北市政府對於行政院之撤銷處分

旋即提起訴願。下列有關訴願審議之敘述何者錯誤？ 
訴願管轄機關應為總統府 
訴願管轄機關對於該撤銷處分，可審查其合法性與合目的性 
臺北市政府得請求於訴願審議程序中陳述意見 
訴願管轄機關得依職權邀請地方自治法領域之法學教授就地方制度法解釋部分提供鑑定意見 

4 提起撤銷訴訟、確認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若另有損害欲請求賠償，應如何提起？ 
不得在行政訴訟中主張損害賠償 
得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 
須另行提起國家損害賠償訴訟 
由原告自由決定向行政法院或民事法院合併提起 

5 於撤銷訴願，事實關係已臻明確，應另為處分時，且又未涉及專屬管轄，訴願管轄機關應作出何種訴願

決定，對訴願人權益保護最周？ 
由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另為處分 撤銷原處分，並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命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另為處分 訴願管轄機關應自為決定 

6 關於行政訴訟之訴訟費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但為情況判決時除外 
通常案件徵收裁判費新臺幣 4000 元 
裁判費應預先繳納，但聲請訴訟救助獲准者除外 
當事人無資力，行政法院應依聲請裁定由對造負擔，但顯無勝訴之望者除外 

7 下列何制度在行政訴訟法上無明文規定？ 
假扣押 假處分 假執行 訴訟救助 

8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興建捷運工程，於挖地基時不慎致民宅地基下陷，事後調查結果，執行任務人員

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應給與受害人國家賠償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不須負任何賠償或補償責任 
受害人民應依據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賠償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對受害人應予損失補償 

9 下列何者為國家賠償訴訟之先行程序？ 
訴願程序 書面請求及協議程序 申訴程序 複查程序 

10 國家賠償法之損害賠償方法為何？ 
以回復原狀為原則 以金錢賠償為原則 由當事人選擇 由賠償義務機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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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對於犯罪被害人之補償，其性質屬於下列何者？ 
特別犧牲之補償 社會衡平之補償 公益徵收之補償 信賴利益之補償 

12 國家合法行使公權力，對於特定人民財產權之限制，已超乎一般應忍受之範圍，國家即應負補償責任，

係依據下列何種理論？ 
信賴保護 特別犧牲 公共利益 誠實信用 

13 關於訴願審理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訴願採公開審理原則  受理訴願機關應依職權實施調查 
鑑定費用原則上由受理訴願機關負擔 原處分機關應將證據資料提出於受理訴願機關 

14 義務人認為行政執行機關之執行方法侵害其權益，於行政執行程序終結前，其最初之救濟程序為何？ 
向行政院陳情  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向執行機關之上級主管機關提起訴願 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15 下列何者屬行政執行上之間接強制？ 
扣留 斷水斷電 代履行 註銷證照 

16 行政機關為阻止急迫危險之發生，如遇有立刻處置之必要時，依法得採取下列何種措施？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間接強制 拘提管收 

17 下列之行政程序法上制度，何者係基於程序經濟之立法考量？ 
閱覽卷宗  
公務員之迴避 
陳述意見與聽證制度 
對程序決定不服，原則上應併同對實體決定不服一同為之 

18 下列何機關之行政行為，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行政機關 考試機關 監察機關 獨立機關 

19 於應受送達處所因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而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

之接收郵件人員者，為何種送達方法？ 
交付送達 補充送達 留置送達 寄存送達 

20 下列關於行政程序法上當事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每一當事人委任之代理人，不得逾 3 人 
代理人有 2 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當事人 
代理人之代理權因本人死亡而消滅 
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未共同委任代理人者，得選定其中 1 人至 5 人為全體為行政程序行為 

21 甲為負責建築執照審查並發給執照業務之公務員。請問下列何者前來申請建築執照時，甲依行政程序法

第 32 條之規定毋須自行迴避？ 
甲之岳父乙 甲之堂兄之妻丙 甲之前妻丁 甲之叔公戊 

22 下列何者，非行政程序法所採之程序原則？ 
職權進行原則 職權調查原則 自由心證原則 言詞審理原則 

23 關於行政程序法上聽證及陳述意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聽證程序含有強化民主正當性之功能 
對於大量作成同種類之處分，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當事人認為主持人於聽證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處置違法或不當者，不得提出異議 
當事人對於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如有不服，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24 有關行政罰法上責任原則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處罰係為無過失責任  非自然人即無從認定其故意、過失 
原因自由行為，仍應處罰 不知法規者，不予處罰 

25 依行政罰法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受裁處罰鍰時，其審酌因素不包括下列何者？ 
行為應受責難程度  行為所生影響 
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 受處罰者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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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罰法第 3 條所稱之行為人？ 

自然人 法人 行政機關 法定代理人 
27 行政罰法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應如何處罰？ 

依法定罰鍰額最低之規定裁處 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 
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加重二分之一裁處 分別處罰之 

28 下列何者不得作為裁罰之依據？ 
形式意義之法律 習慣法 自治條例 法規命令 

29 針對下列何者，公務員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復審與行政訴訟？ 
調任較低官等職務之決定 核定年終考績為乙等之決定 
長官對於承辦業務之分派 因怠忽職守情節輕微遭記申誡之處分 

30 下列關於行政契約之締結及其效力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契約之締結，以締結機關有權限為必要 
行政契約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書面為之 
行政契約之一部無效者，原則上其他部分仍為有效 
行政契約內容違反公序良俗者，無效 

31 行政機關以書面以外方式所為之行政處分，其相對人如有正當理由要求作成書面，處分機關原則上應如

何辦理？ 
委婉告知事由 不得拒絕 審酌有無必要 提請上級機關決定 

32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人民對行政機關之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為何？ 
1 年 3 年 5 年 10 年 

33 下列關於行政處分作成主體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亦可作成行政處分 
依法受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私人，在委託範圍內，得作成行政處分 
私立大學可對學生作成退學之行政處分 
作成訴願決定之訴願審議委員會，為訴願決定之作成機關 

34 有關無效行政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處分具有重大瑕疵者，一律無效 
行政處分之無效，行政機關得依職權確認之 
處分之相對人得請求處分機關確認其行政處分無效 
處分相對人對於無效之行政處分，得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 

35 依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法規命令特徵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得依法律規定，或本於職權訂定之 就一般性事項所為之規定 
以不特定人為規範對象  具有對外之法律效果 

36 下列那一法律適用範圍為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人員？ 
公教人員保險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人員退休法 

37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公務人員因服務機關提供之安全防護措施有瑕疵，致其健康受損時，得依下列

何者請求賠償？ 
民法 國家賠償法 公務人員撫卹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 

38 公務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之考績，謂之： 
臨時考績 專案考績 特別考績 另予考績 

39 某直轄市市長因違法失職遭監察院彈劾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得對其作出下列

何種懲戒處分？ 
免職 休職 記過 申誡 

40 下列何項行為非屬絕對阻卻行政罰責任之事由？ 
依法令之行為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職務命令之行為 
非出於故意或過失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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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獨立機關之敘述，何者正確？ 
相當中央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總數以 3 個為限 
對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為處分不服，依行政法院之見解，應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自行審議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委員不受任期保障 
獨立機關不隸屬於行政院 

42 下列何者之任用資格不受公務人員任用法之限制？ 
通過初等考試，授予一職等之甲 
任職於國防部之薦任秘書乙 
臺東縣縣長辦公室之機要秘書丙 
權理委任第五職等職務之已銓敘委任第三職等人員丁 

43 關於公務人員考績評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 機關主管得自行訂定各種考績考列之比例 
專案考績應於年終考核  公務人員之考績，由機關主管評擬並核定 

44 南投因為地震，造成信義鄉公有聯外橋樑斷裂無法供公眾通行使用，該公物係因下列何種原因而消滅？ 
事實 法規命令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45 有關明確性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規範若以抽象概念表示，整個法規範需明確而具有預見可能性 
發生疑義時，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法規範中的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需使人民能夠理解 
法律應禁止空白授權，故立法者不得以不確定法律概念進行規範 

4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行政法法源之違憲審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審理案件時，僅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法官，對於應適用之法律，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各級法院法官，若認為其受理案件所適用之行政命令違憲，得拒絕適用 
人民對於確定終局裁判適用之判例，若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不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各級法院法官，於審理案件時，若認為所適用之判例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47 下列關於公權力行政之敘述，何者正確？ 
所謂單純高權行政行為，係指行政機關之單方強制措施 
公權力行政行為並不包括給付行政行為 
行政契約之性質係屬公權力行政 
公務員所為之事實行為，一律皆為公權力行政 

48 關於法律保留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保留原則是指，行政行為不得牴觸法律之規定 
法律保留原則是指，對於某一領域之行政事務，法律應有所保留而不加以規定 
法律保留原則係源自於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又可稱為積極之依法行政原則 

49 下列何者符合法律優位原則之內涵？ 
法律應由立法院制定，並由總統公布 法規命令不得違反法律 
自治條例得與法規命令有不同之規定 法規命令具有規範效力 

50 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之 l 規定：「需用土地人興辦公益事業，應按事業性質及實際需要，勘選適當用地及

範圍，……優先使用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此為那一法律原則之體現？ 
法律保留原則 公益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04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42350 全一頁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法律廉政

科 目： 刑法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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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一、某日深夜十一時許，甲、乙夫妻與二位男性友人丙、丁於卡拉 OK 店外道別回家，

因乙穿短裙跨坐上機車，外籍勞工 A 經過，瞄了乙一眼，引發甲、乙等人不滿，認

為 A 偷窺底褲，甲嗆聲 A「看什麼！」，A 因語言不通，未發一語，甲上前打 A 但

未成傷，A 挨打後往宿舍奔逃。四人見 A 逃跑，一路追趕，A 害怕狂奔至某平交道

前，正逢警鈴響起，橫桿已降下；前有火車、後有追兵，A 硬著頭皮強闖平交道，

但因列車疾駛而至，司機煞車不及而撞上 A，A 當場死亡。試問：甲等四人應負何

刑責？（25 分） 

二、甲檢察官負責偵查成年被告乙之賣淫援交案件。甲於訊問時發現乙怕其從事性交易

之事被家人得知而欲隱蔽該案，甲便向乙要求發生性關係，否則將向乙之家人告知

該案，甲並表示若乙同意性交，將作出不起訴處分，乙唯恐家人知情，因此和甲在

甲之休旅車上發生性關係。隨後甲對乙作出不起訴處分。試問：甲應負何刑責？（僅

依刑法作答，不討論特別刑法）（25 分） 

三、甲男在網路上認識 15 歲的少女乙，佯稱願每月以 5 萬元對價包養乙，誘使乙離家與

甲同居。3 個月後甲因錢花光，於是強迫乙援交賺錢供甲花用。試問：甲應負何罪責？

（25 分） 

四、甲因分家產和其兄乙在甲家激烈爭吵，甲因氣憤，企圖燒燬該屋與乙共赴黃泉，遂

打開浴室外之瓦斯鋼瓶開關並拔掉軟管後，點燃瓦斯起火燃燒。然而因火勢猛烈，

除甲之房屋外，鄰屋亦受波及，計有三家被燒燬。同時，乙因陷身火海當場被燒死。

試問：甲應負何刑責？（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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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法律廉政

科 目： 刑事訴訟法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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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一、在調查中，司法警察想要調查證人，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警察應該要如何進行？

證人對於司法警察的調查是否負有到場的義務以及具結的義務？（25 分） 

二、「審判中，該管法院對於逃亡中的被告可以對其他轄區的法院寄送通緝書。」「調查

中，司法警察在犯罪嫌疑人逃亡時，可對其他轄區的檢察署寄送通緝書。」請問：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上面這兩種說法是否完全正確？（25 分） 

三、「只有告訴乃論之罪才允許提起告訴。」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告訴的受理機關為

何？原則上，告訴權人可否放棄提起告訴？（25 分） 

四、調查中，司法警察為了掌握犯罪嫌疑人的下落，可否直接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

（25 分） 



類科名稱：

104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各類科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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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D D B C C A B A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類科名稱：

104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試題代號：2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各類科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A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D D B A A D C D D

A A C B C C D A A

B C C C B A D B C B

A D A B C C D A B

A A C C D A B C D A

C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類科名稱：

104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行政法概要（試題代號：3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商業行政、戶政、客家事務行政、社會行政、勞工行政、一般行政、人事行政、教育行政
、法律廉政、社會工作、一般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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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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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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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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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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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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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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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A A B D D C D B B

B A B C B D C B C

B D C C D D D B A C

B D A A C B B D B

A C A A D B C D B C

B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5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40110 
｜ 

4431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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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語說：「積思成言，積言成行，積行成習，積習成性，積性成命」。西方也有名言：

「播下一個行為，收穫一種習慣；播下一種習慣，收穫一種性格；播下一種性格，

收穫一種命運」。人可以因想法的改變、心態的改變，培養不一樣的習慣，因而產生

不一樣的命運。請以「習慣、性格、命運」為題，作文一篇，闡述習慣養成的重

要性，及其對人生的影響。 

二、公文：（20 分） 

交通部今年 9 月起，修訂相關規定並加重罰則，凡民眾行駛國道高速公路或快速道

路，駛離主線車道若沒有依序排隊且插隊，影響交流道出口匝道的行車秩序，都會

開罰 3000 元至 6000 元。但雖修法及加重罰則，未能有效遏止民眾開車行經匝道出

口插隊行為。試擬交通部致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函：為改善高速公路出口匝道違

規插隊情形，以維持車行之通暢，並保障民眾行車之安全，請加強宣導並嚴格取締

舉發違規插隊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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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各組詞語，意義相同的是： 

結髮／結草 黃髮／黃口 左遷／左降 東宮／東道 

2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

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蔣捷〈虞美人〉）下列敘述，何

者最接近這闋詞的意境？ 

為賦新詞強說愁 也無風雨也無晴 一片冰心在玉壺 人生長恨水長東 

3 下列關於先秦諸子思想的描述，正確的是： 

孔子重視自然人性的根本和發展，故云：「食色，性也。」 

荀子主張人性本惡，必藉教育改善，故云：「化性起偽。」 

莊子認為文字是傳達真理途徑，故云：「文所以載道也。」 

墨子提倡人民必須有基本財產，故云：「有恆產者有恆心。」 



105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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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1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4 「有一個小故事說，一個生性慵懶邋遢的人，生活凌亂，邊幅不修，居處不堪入目。一天，有
一位朋友送給他一束鮮花，他靜靜地欣賞那束花朵，覺得美極，便找出了塵封已久的花瓶，
洗擦乾淨後，將花朵插起來。但桌上積滿了塵垢，擺上鮮花很不調和，於是便將桌子收拾清
潔。但四顧屋內蛛網塵封，穢物雜陳，與桌上鮮花成為強烈對照，便開始整頓室內環境。室
內整頓好了以後，看看院中亂草叢叢，垃圾處處，也覺不妥，便將四周也力加清除。然後覺
得心中非常舒暢，但攬鏡一照，發現自己囚首垢面，衣衫齷齪，與整潔的環境、美麗的鮮花
截然不配，只好再將自己梳洗修飾一番。最後，由於這一束花朵，使他整個的環境與人都更
新了，美化了。而且由於外在的改變，也影響了他的心靈，使他在無形中接受了一個嶄新的
人生觀。從一個頹唐慵懶的廢人，一變而成為一個奮發向上的青年了。」下列選項何者最切
合這個小故事所要表達的含意？ 
美感改變人生態度 勞動能使心情好轉 整潔是活力的泉源 鮮花孕育新的人生 

5 莊子說：「假如我與你辯論，你勝過我，我未勝過你，你果真為是，我果真為非嗎？我勝過你，
你未勝過我，我果真為是，你果真為非嗎？究竟是我們兩人之中，有一人為是，有一人為非
呢？還是我們兩人同時為是，或者同時為非呢？這是我與你不能相知的。」 
下列選項中，何者敘述最接近莊子在上文中所表達的看法？ 
辯論之前，必須先明訂規則，否則難分高下 辯論之時，勝與未勝，都應保持君子的風度 
辯論之中，是非的決斷不是辯論所能達致的 辯論之後，因各據立場，難以化干戈為玉帛 

6 「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所
以為不牣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
得為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
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呂氏春秋．別類》）這則故事，旨在說明： 
相者之言，不能輕易相信 劍的顏色，決定劍的用途 
謠言止於智者，不能道聽塗說 凡事要有睿見，不能人云亦云 

7 《後漢書．逸民傳》記載韓康事跡：「時有女子從（韓）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
遯入霸陵山中。」下列關於韓康的敘述何者錯誤？ 
人盡皆知 不求聞達 隱居不仕 濟世救人 

8 古人曾以「此其遺風餘澤，沾馥後人者特非一日」（《宣和書譜．張彥遠》）說明前人對後世
的影響，下列選項與此言最相近的選項是？ 
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京口常為江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  
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 
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
風亭 

閱讀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

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
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下列何者與「南方多沒人」的「沒」字意思相同？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 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 
騰躍而上則干雲，「沒」則下潛於重淵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9 承上題，此則故事可以做為下列何者的論據？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 
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勇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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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考試院職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考試院就其所掌事項之法律案，有對立法院提案之權  
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如窒礙難行，考試院有覆議之權 
考試院所掌事項如涉人民權利，仍受法律保留之限制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成立後，考試院對公務員仍保有獨立之考選權 

2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向後生效為原則，但原因案件聲請人得援引該解釋，作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依據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具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立法院行使立法權，不得逾越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所為之憲法解釋 
憲法有明文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之效力 

3 關於司法行政監督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行政監督權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審判獨立  
 高司法機關得發布司法行政監督之命令 
法官於審判案件時涉及法律見解者，仍受司法行政監督命令之拘束 
司法行政監督命令不得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4 依司法院釋字第 520 號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預算案與法律案之內容、規範對象及審議方式相同 
立法院於必要時，得停止法定機關維持正常運作之預算 
行政院一律不得裁減經費或變動預算之執行 
行政院決議停止執行法定預算若涉及國家重大政策變更，應向立法院報告，取得支持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有權向行政機關要求調閱文件原本，但行政首長若認為公開該文件可能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

作，得拒絕公開 
立法院可要求與調查事項有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為有效行使調查權，調查委員會有權直接規定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裁處罰鍰 
調查權之行使不限於立法委員親自為之，必要時得依法授權非立法委員人士協助調查 

6 有關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不屬於內閣制之特徵？ 
憲法第 75 條規定：「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司法院釋字第 387 號解釋指出，立法院改選，行政院有義務進行總辭 
憲法第 53 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 高行政機關」 

7 關於立法院對總統提出之彈劾案，其後續處理程序為何？ 
由公民投票複決 由監察院審查決定 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由 高法院審判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對訴訟權之限制，下列何者違憲？ 
對選舉訴訟僅採用二級二審制度  
公務員懲戒法對懲戒案件之議決未設上訴救濟制度 
對於配偶不得提起自訴 
受羈押之刑事被告不服看守所之處遇，不得向法院提起訴訟 

9 有關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未予申辯機會逕行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之規定，依據司法院
釋字第 710 號解釋，該規定係： 
違憲，不符遷徙自由之保障 違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合憲，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合憲，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10 甲駕車蛇行遭警察攔停，警察請其出示駕駛執照與身分證。甲因未攜帶，遭警察要求至警察局說明。甲
拒絕後，遭強行押上警車帶往警察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得主張其人身自由與隱私權遭受侵害 
警察要求甲到警察局說明可達成確認身分之目的 
甲遭強行押上警車乃剝奪其人身自由，須經法院同意 
警察查證身分涉及個人資訊之蒐集，有侵犯人民隱私權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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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居住及遷徙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障人民有依其個人意願自由選擇住居所、旅居各地以及入出國境之權利 
國民不論於國內是否設有住所或有無戶籍，均不得限制其入出境之權利 
要求無戶籍國民入境應依法申請許可，並未牴觸居住及遷徙自由之保障意旨 
對人民入境居住之權利，得就不同規範對象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差異之規範 

12 有關婚姻與家庭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 
婚姻制度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 
婚姻是屬於親密結合關係之一種，因此應受嚴格之保障 
通姦罪是否除罪化，涉及基本權限制，立法者無形成自由 

13 下列何者非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中所承認之制度性保障？ 
大學自治 地方自治 婚姻家庭 秘密通訊 

14 在私人所有之土地下，發現頁岩氣此種天然資源時，有關頁岩氣資源所有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土地所有權人所有  為國家所有  
為國家與土地所有權人共有 為地方自治團體所有 

15 下列何者不屬於民主國之內涵？ 
尊重少數 多黨體制 定期改選 專家決策 

16 保護令除緊急保護令外，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應於核發後多少時間內發送當事人、被害人、警
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17 全民健康保險為何種性質之保險？ 
任意性之社會保險 強制性之社會保險 選擇性之社會保險 替代性之社會保險 

18 下列有關著作財產權授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授權得依時間、地域、內容、利用方式等為不同約定 
約定不明之部分，視為未授權 
於專屬授權範圍內，著作財產權人不得行使權利 
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未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他人利用 

19 下列何種保安處分僅得於「刑罰執行完畢」後執行？ 
強制工作 對染性病者之強制治療 監護處分 驅逐出境 

20 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殺人罪，不能歸入下列何種犯罪類型？ 
結果犯 實害犯 故意犯 舉動犯 

21 下列何種行為構成無因管理？ 
警察追緝盜賊  
消防隊撲滅火災  
計程車司機見路人昏倒送醫急救 
法定扶養義務人照顧法定扶養權利人之日常生活起居 

22 民法有關遺產酌給請求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遺產酌給請求權人應與被繼承人具備一定親屬關係 
遺產酌給請求權人，為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 
遺產酌給請求權人僅得由法院依其所受扶養的程度酌給遺產 
遺產酌給請求權人若未於繼承開始後 5 年內請求酌給遺產，該請求權消滅 

23 下列何者不是地上權的權能？ 
占有 使用收益 處分土地所有權 排除他人干涉 

24 甲贈與其子乙 A 屋一棟，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乙即棄養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得以乙對其有扶養義務之不履行而撤銷贈與 因甲已經過戶給乙，故不得撤銷贈與 
甲的其他繼承人得替甲出氣，撤銷贈與 甲得向乙解除贈與 

25 甲為某直轄市市民，以請願書向該直轄市政府請求認定某地有公用地役權存在，直轄市政府回覆甲，該
地並非現有巷道。前述直轄市政府之函覆，其法律性質為何？ 
行政執行 行政處分 解釋函令 觀念通知 

26 平均地權條例對於土地法而言，屬於何種法律規範？ 
普通法 特別法 授權法 補充法 

27 下列何者不受憲法第 81 條法官終身職保障之適用？ 
司法院大法官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高等法院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 

28 下列有關委辦規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行政機關得依其法定職權訂定委辦規則  
委辦規則係基於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之授權所訂定 
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備查 
委辦規則與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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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關於法規施行期限之延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 2 個月前送立法院審議 
法律之施行期限在立法院休會期內屆滿，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立法院休會 1 個月前送立法院 
命令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僅須於期限屆滿前，由原發布機關發布之即可 
命令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 1 個月前，由原發布機關送立法院審議

同意後發布之 
30 下列何者不屬於法源之一？ 

授權命令 職權命令 法規命令 職務命令 
31 We have arrived at the airport ______ before the plane leaves.  Therefore, we still have plenty of time to browse 

around the duty free shop. 
 at one time  in good time  in no time  of all time 

32 According to American officials and Arab diplomats, the United States is unlikely to _______ any military 
strikes against extremists in Iraq before a new government is formed. 
 undertake  offend  analyse  overhear 

33 Napping is encouraged for night-time workers as 30-minute naps help them feel    . 
 refreshed  overcome  fulfilled  listless 

34 The investigation has proved that the Loch Ness Monster is an elaborate    ; no such monster exists in the lake. 
 blur  hoax  kernel  landmark 

35 The number of the endangered Lowland Gorillas has been dropping     due to habitat loss and illegal 
hunting. 
 dramatically  scarcely  realistically  smoothly 

36 When Ofisa Treviranus learned that he was selected to the Rugby World Cup squad, he felt that all the sacrifices 
he had made to play rugby had finally      . 
 came off   put off   taken off  paid off 

37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cert, the audience is     to turn off their cell phones. 
 respected  requested  rejected  released 

38 Rice farming is the       of Taiwan’s agriculture industry. 
 quality  grain  disposition  backbone 

第 39 題至第 42 題為題組 
Emily Brontë, one of the three gifted Brontë sisters, is the author of the famous English novel Wuthering Heights. 

She was born in Thornton, Yorkshire, in England, the fifth of six children. In 1820, her family moved to 
Haworth,   39  her mother died in 1821 and her two elder sisters died in 1825. Her father, a minister, was a stern and 
sullen man, and the aunt who took over the household was more strict than loving. The four surviving children 
became a close-knit group and   40   one another with emotional and creative support.  41  in a small and remote 
community, the four siblings paired off and used their unusual literary gifts to write about imaginary lands. Emily and 
her younger sister Anne   42   the imaginary country of Gondal and wrote literature for it that included legends and 
poetry. Gondal remains a source of Emily’s later art, providing the setting, characters, and situations for many of her 
best dramatic poems and for her novel Wuthering Heights. 
39  where  there  here  which 
40  covered  provided  dealt  threatened 
41  Transformed  Built  Planted  Isolated 
42  destroyed  protected  created  invaded 
第 43 題至第 46 題為題組 
  A potato farmer was sent to prison just at the time when he should have been digging the ground for planting the 
new crop of potatoes. He knew that his wife would not be strong enough to do the digging by herself, but that she could 
manage to do the planting; and he also knew that he did not have any friends or neighbors who would be willing to do 
the digging for him. So he wrote a letter to his wife which said, “Please do not dig the potato field. I hid the money and 
the gun there.” 
  Ten days later he got a letter from his wife. It said, “I think somebody is reading your letters before they go out of 
the prison. Some policemen arrived here two days ago and dug up the whole potato field. What should I do now?” 
  The farmer wrote back at once, “Plant the potatoes, of course.” 
43 Why was it a bad time for the potato farmer to go to prison? 

 It was the time when the policemen found his money and gun. 
 It was the time when he lost his money and gun. 
 It was the time for him to dig the ground and plant the new potatoes. 
 It was the time to harvest potatoes. 



代號：2401
頁次：4－4 

4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The farmer’s wife was not strong enough to do the digging. 
 The farmer’s wife was not strong enough to do the planting. 
 The farmer’s friends and neighbors had no will to do the digging. 
 The policemen dug the potato field for the farmer. 

45 What did the farmer do to the policemen? 
 He asked the policemen to do the favor for him. 
 He exchanged money and gun for the digging. 
 He wrote a letter to the policemen. 
 He played a trick on the policemen. 

46 According to the story,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The farmer’s friends and neighbors were very helpful. 
 Potatoes do not grow under the ground. 
 The farmer was silly and lazy. 
 The farmer’s letter was read by the policemen. 

第 47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A suspension bridge is a type of bridge that use overhead cables to support its roadway. The design of a 
suspension bridge is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and uses several architectural techniques to distribute the weight of 
the bridge safely and evenly. 
  The construction of a suspension bridge starts with its towers, which are usually located on dry land and anchored 
to bedrock. Once the towers are built, master cables are strung across them and anchored into the bank at both ends of 
the bridge. Next, suspension cables are strung from the master cables, and then the deck used as roadway is attached to 
them. Most of the weight of the bridge is transferred by the cables to the anchorage systems. These are embedded in 
either solid rock or huge concrete blocks. Inside the anchorages, the cables are spread over a large area to evenly 
distribute the load and to prevent the cables from breaking free. 
  One of the oldest engineering forms, suspension bridges were constructed by primitive peoples using thick vines 
for cables. A much stronger type was introduced in India around 400 A.D. that used cables of braided bamboo.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suspension bridges used iron chains for cables. Today, the cables are made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 steel wires bound tightly together. A single steel wire, only 0.1 inch thick, can support over half a ton of 
weight without breaking. 
  Light and strong, a suspension bridge could span distances from 2,000 to 7,000 feet, which is much longer than 
any other kind of bridge could. Its simple design allows high clearance under the deck, useful when the bridge is built 
over a major shipping waterway or a very deep gulf. A suspension bridge is also less subjected to collapse than some 
other bridge types such as those built on support pillars.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have NOT been used as cables for suspension bridges? 

 Iron. Wood.  Steel.  Vines. 
48 Which part of a suspension bridge carries most of its weight? 

 The deck and the master cables.  
 The bedrocks and the support pillars. 
 The towers and the suspension cables.  
 The anchorages and the cables in the ground.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describes an advantage of a suspension bridge over some other types of 
bridges? 
 It is easier to complete.   It is stretchable in length. 
 It is less likely to fall down.  It is less expensive to build. 

50 What’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To explain how a suspension bridge is built. 
 To introduce the origin of modern suspension bridges. 
 To summarize previous findings on suspension bridges. 
 To compare a suspension bridge with other types of b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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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警員甲因收受賄賂包庇賭場，經刑事判決有罪確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就同一事實，

對甲作出撤職之懲戒處分。甲主張其行為業經刑事判決確定，不得再依公務員懲戒

法予以撤職，請問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甲遭撤職後得否再任為警員？（25 分） 

二、內政部移民署薦任第九職等科長甲因工作效率不彰，遭降調為同一單位之專員（職

務列等為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甲仍以原職等任用。請問該調任是否合法？甲

得循何種途徑救濟？（25 分） 

三、公務員甲得否加入政黨並擔任黨職？甲之配偶乙為區域立法委員候選人，甲得否擔

任其競選總部總幹事，並於乙之選舉造勢活動中公開為乙站台？（25 分） 

四、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規定之「財產上利益」範圍為何？違反該法之何種規定，

所得財產上利益應予追繳？（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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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一般行政、一般民政、社會行政、人事行政、戶政、社會工作、勞工行政、

教育行政、商業行政、法律廉政、財經廉政 
科 目： 行政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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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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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下列何者不屬於其要件？ 
限於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 人民應有信賴之基礎 
信賴須值得保護  人民有相對應之信賴表現 

2 關於行政機關管轄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機關得依法規將一部分權限，委託所屬機關執行之 
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 
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應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行政機關對事件管轄權之有無，應依職權調查 

3 有關法律優位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又稱消極之依法行政  法律之效力優於行政命令 
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行政處分牴觸法律即屬無效 

4 A 公司因違規營業，遭主管機關予以停業處分，若其法律依據並無停業期限之規定，主管機關未主動為

停業期限之附加，請問有違下列何種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5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裁量之違法類型？ 
裁量權限縮至零 選擇裁量怠惰 裁量逾越 裁量違反平等原則 

6 行政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是指下列何種原則？ 
必要性原則  小侵害原則 適當性原則 禁止過度原則 

7 下列有關行政法上平等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機關之行政行為，絕對禁止有差別待遇 
行政行為違反平等原則，即屬違法 
機關違法之慣行，不生行政自我拘束之效力 
保障人民行政法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8 關於依法行政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給付行政措施，機關必須嚴格遵守法律保留原則 
給付行政措施，在法令不備之下，機關仍有義務為積極判斷 
干預行政措施，在法令不備之下，機關應遵行「法無明文禁止者，皆可為」 
不論行政行為是否發生法律效果，機關應遵行「無法令即無行政」 

9 A 向主管機關申請低收入戶生活補助獲准，主管機關嗣後發現 A 其實不具申請資格，主管機關撤銷低收

入戶生活補助之處分時，應注意下列何種原則？ 
法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10 有關非屬法律保留事項，依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精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執行法律所必要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 
不涉及限制人民權利或對人民權利只是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者 
所有給付行政措施 
得以概括授權的法規命令為之 

11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處分無效之情形？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 違反土地管轄之規定者 
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者 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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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處分機關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後，應予受益人損失補償之情形，下列何者屬之？ 
原處分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者 法規准許廢止者 
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者 受益人未履行行政處分所附之負擔者 

13 關於違法授益處分撤銷後之損失補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受益人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 
相對人對補償金額不服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補償請求權，自處分撤銷時起逾 2 年不行使而消滅 
補償額度不超過因該處分存續可得之利益 

14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37 條，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雙務契約應符合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之？ 
雙方之給付應相當，並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行政契約須為代替行政處分 
契約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用途 人民之給付應有助於機關執行職務 

15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規定，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等顯然錯誤之情形，應如何處置？ 
由相對人提起撤銷訴願  由上級機關撤銷該處分 
處分機關得隨時更正之  該行政處分當然無效 

16 依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而仍締結行政契約者，其效力如何？ 
契約得撤銷 契約無效 應終止契約 應調整契約 

17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關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時效為 10 年 
請求權人為人民時，時效為 5 年 請求權時效，不因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而中斷 

18 行政罰法上關於責任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就故意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加以處罰 
未滿 18 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 
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者，不予處罰 
對不知法規者，機關應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19 關於行政法上公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物皆為不融通物  無體物得為公物 
私有財產可作為公物  公物乃直接供行政使用或民眾使用之物 

20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如已裁處拘留者，依行政罰法應如何處置？ 
仍依違反法規之規定裁處罰鍰 依法定罰鍰 高額之規定處罰 
依機關所訂之裁量基準處罰 不得再處以罰鍰 

21 A 公司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再生能源研究經費獲准，主管機關嗣後發現 A 公司提供不實資料，主管機關

撤銷再生能源研究經費補助之處分，欲請求 A 公司返還已發給之補助經費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主管機關應向 A 公司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主管機關應移送行政執行 
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行政處分向 A 公司請求返還  
主管機關應與 A 公司訂定和解契約 

22 下列何者性質上非屬行政契約？ 
公費教育契約 國民住宅租約 公立學校教師聘約 損失補償之協議 

23 關於騎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存在 
騎樓具有道路（人行道）之特性，騎樓所有權人不得於騎樓設置任何地上物，以免妨礙公眾通行或安全 
其所有人於建築之初即負有供公眾通行之義務，原則上未經許可即不得擺設攤位 
減免其地價稅 

24 A 公司申請設立加油站，設立許可附註廁所須設置無障礙空間，此一附註之法律性質為何？ 
條件 期限 負擔 法令內容之告知 

25 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應自行迴避之情形，下列何者不屬之？ 
自認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時 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 
於該事件曾為鑑定人者  三親等內之姻親為事件當事人時 

26 教育部借用國立臺灣大學的教室辦理公費留學考試，其法律性質為何？ 
委託 委任 委辦 職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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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關於法規命令之訂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規命令僅得由行政機關自行草擬 
除情況急迫外，應將草案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 
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授權依據 
行政機關得依職權舉行聽證 

28 有關行政法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法人法為基準法之性質，行政機關於行政法人化時即毋庸再特別制定組織法 
行政法人應設置董（理）事會 
行政法人之進用人員不具公務人員身分者，由行政法人自訂規章進用、管理 
對於行政法人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29 下列何種公權力受託人於行使公權力時，視同委託機關的公務員？ 
依船員法維持船上治安的船長 依學位授予法授予學位之私立學校 
依所得稅法扣取納稅義務人稅款之人 受託辦理汽車定期檢驗的汽車修理廠 

30 有關行政助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係在行政機關執行特定行政任務時，受行政機關之委託予以協助，並按其指示完成工作之自然人 
行政助手無公權力，並無自行決定之活動空間，非獨立以自己名義作成行為，亦不直接與第三人發生

法律關係 
行政機關與行政助手間若有契約關係存在時，係締結行政契約 
民間業者受交通警察指揮拖吊違規車輛係行政助手 

31 有關專家參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專家參與係行政機關將某特定事務全權委託民間專家獨立執行，之後再根據該民間專家之決定以行政

機關名義作成 後之決定 
專家參與之專家與第三人間不存在直接之法律關係，亦非以自己名義行使公權力 
專家參與係獨立執行委託任務，不受行政機關之指揮監督 
專家參與之專家係受託行使公權力 

32 有關權限委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有管轄權之機關不因其將權限之一部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辦理，而發生喪失管轄權之效果 
權限委任關係係指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 
其與民法上委任的概念不同，上級機關之委任，下級機關不得拒絕 
權限委任原則上僅須有組織法上之概括規定作為法源依據 

33 有關送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文書內容對人民權利義務有重大影響者，應為掛號方式之送達 
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僱人或應送達處所之

接收郵件人員 
行政機關之送達證書蓋有大廈管理委員會圖戳代收，亦已生送達效果 
雖無送達證書，然已實際收受書面行政處分書者，該行政處分亦已生送達效果 

34 關於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之撤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撤職後須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 1 年以上、5 年以下 
停止任用期間為 1 年以上、5 年以下 
受撤職人員，於停止任用期間屆滿，再任公務人員者，自再任之日起，2 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

管職務 
受撤職人員，於停止任用期間屆滿，須重新參加公務人員考試及格，方得再任公務人員 

35 同一行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公務員懲戒審理程序，稱為： 
刑事優先 刑懲併行 刑先懲後 訴訟不停止執行 

36 有關職務協助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職務協助行為之發動，原則上以其他機關之請求為要件 
職務協助僅是臨時性，該事件處理完畢，職務協助則應停止 
職務協助過程中，原則上請求機關仍是程序上之主體，被請求機關僅居於輔助地位 
基於行政一體原則，被請求機關並無是否提供職務協助的審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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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據現行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受懲戒 
公務員退休或離職後，即不適用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 
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信譽者，應受懲戒 
公務員經監察院提出彈劾案者，不得申請退休 

38 有關請求國家賠償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協議先行原則  請求國家賠償須以書面為之 
機關拒絕賠償時，請求權人得提起行政訴訟 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 

39 關於國家賠償法第 3 條公有公共設施之國家賠償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設施須為國家所設置  該設施須已驗收完成且提供大眾使用 
人民之損害僅限生命、身體、財產三種法益 須設施之瑕疵與損害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40 依訴願法第 7 條之規定，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其效果如何？ 
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 應向受委託機關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於受託行使公權力之範圍，視為行政機關 為受託機關之行政處分 

41 關於訴願之提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願人在法定期間內向訴願管轄機關表示不服原行政處分者，視為已在期間內提起訴願 
訴願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前，訴願人得撤回之 
訴願人向受理訴願機關提起訴願者，應即受理訴願並直接進行審議程序 
訴願人誤向訴願管轄機關以外之機關為不服表示者，視為自始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42 行政執行法上關於代履行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機關須以書面限定時間預先為告戒 代履行與怠金皆為間接強制之方式 
得代履行之行為應具可替代性 代履行之費用由執行機關負擔 

43 行政執行法第 41 條關於即時強制損失補償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  請求範圍包含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 
機關所為補償決定之性質為行政處分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 2 年內請求之 

44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之規定，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如何處置？ 
逕行就其遺產強制執行  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分配 
向該管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改向其繼承人財產強制執行 

45 下列何者無法作為行政執行公法上金錢給付之執行名義？ 
依法令  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  
法院之裁定  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 

46 A 公司因違規增建廠房遭主管機關下命自行拆除，A 公司未自行拆除而由主管機關之人員予以拆除時，

其拆除費用得否向 A 公司收取？ 
可以，因行政執行法明定直接強制之費用由義務人負擔 
可以，因行政執行法明定各種行政執行之費用均由義務人負擔 
不可以，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因行政執行法未明定直接強制之費用由義務人負擔，故不得向 A 公

司收取拆除費用 
不可以，因其他法規已另有規定，故不得向 A 公司收取拆除費用 

47 人民請求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應提起何種行政訴訟？ 
撤銷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確認訴訟 

48 A 有土地一筆，經 B 市政府依法定程序予以徵收，A 不滿補償費過低，而向 B 市政府請求加發補償費遭

到拒絕，A 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時，應適用下列何種訴訟類型？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確認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49 不服原處分機關對撤銷違法授益處分損失補償決定之數額者，應提起何種類型之行政訴訟？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確認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50 A 公司因違規增建廠房遭主管機關下命自行拆除，A 公司未自行拆除而由主管機關派員拆除，A 公司對拆

除方式有所爭執時，其得如何提起行政救濟？ 
向主管機關提起異議  向主管機關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直接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直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105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41850 全一頁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法律廉政 
科 目： 刑法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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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一、武術高手甲計劃持水果刀射向前方仇人乙的右眼，以造成乙右眼失明。甲瞄準並向

乙丟出水果刀後，乙突然轉身，水果刀乃命中乙的左眼，乙左眼經醫治後仍然失明。

請問甲的刑事責任為何？（25 分） 

二、甲以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為代價，請職業殺手乙殺害其仇人丙。乙同意後於某日

早上，在丙必經道路上等待，看到一位長得很像丙的人經過，乙隨即持刀衝向該人，

在其胸口狂刺 10 刀，這時乙突然發現這個人並非丙，而是乙自己的長年好友丁，乙

立即打電話請救護車載丁前往醫院，所幸經即時醫治，救回丁一命。請問甲、乙的

刑事責任各為何？（25 分） 

三、甲經營旅館，某日出於散布意思，在最受歡迎的房間內安裝針孔攝影機，隨後拍得

投宿情侶 A、B 兩人性交行為的影像，甲之後將該影像上傳至伺服器位於臺灣境內之

某情色論壇，並供會員免費下載。請問甲的刑事責任為何？（25 分） 

四、慣竊甲於某日深夜，持螺絲起子竊取停在路邊的 A 車，得手後開回自己家中附設工

廠，正要將車子解體之際，發現 A 車竟是著名富豪乙所有，甲乃打電話給乙，告知

乙自己即將把 A 車解體，除非乙先行支付 20 萬元給甲，乙同意後，透過某友人丙支

付甲 20 萬元，甲乃將 A 車交還給乙。請問甲的刑事責任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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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法律廉政 
科 目： 刑事訴訟法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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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一、甲涉嫌殺害黑幫老大乙，遭檢察官訊問後聲請羈押。法官訊問甲後，認為甲犯罪嫌

疑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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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相當理

由認為若不羈押，甲恐遭滅口，致無法供出其他共犯，甲也當庭請求法官羈押甲。

法院遂裁定羈押甲，以保全程序進行。試問法官之羈押是否合法？（25 分） 

二、甲因發現其妻乙與前男友丙，趁甲出國之際在外姦宿，遂對乙、丙提出通姦罪告訴。

經檢察官調查後，發現相姦者係甲弟丁，於是起訴乙與丁兩人的通姦事實。丁在法

庭上質疑程序合法性，認為甲未對丁提出告訴，起訴違反控訴原則（不告不理原則）。

試問丁的抗辯是否有理？（25 分） 

三、乙死於家中，驗屍結果有他殺嫌疑。檢察官以證人身分傳訊乙的妻子甲，訊問過程

中，檢察官認為甲涉嫌重大，卻為避免打草驚蛇，繼續以證人身分訊問甲，而未告

知甲得保持緘默。隨後檢察官認為甲外遇對象丙與甲為涉嫌殺乙的共同正犯，將甲、

丙列為殺人罪的共同被告起訴，並引用甲在其面前所為對己不利的陳述，請求法院

判決甲、丙兩人有罪。試問法院得否使用甲的陳述作為證據？（25 分） 

四、丙因長期對妻子甲實施家庭暴力行為，遭其女兒乙下毒殺害。甲護乙心切，主動向

警方自首。檢察官起訴甲殺人罪行，法院審理發現甲不是真正殺丙之行為人，兇手

乃是到庭當證人且坦承犯行的乙，遂改判甲成立頂替罪，甲殺人部分，於判決內則

未置一詞。試問法院對甲之判決是否違背法令？（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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