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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部分：（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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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企業都以「負責」作為用人的重要考量，自 1990 年代之後，「當
責」（Accountability）成了全球最熱門的企業管理概念。「負責」是
指個人做好份內的工作，「當責」則是個人不只做完份內的事，也會
為了組織或團隊有更好的成果、更好的績效，主動多做一點，願意將
原本不屬於自己責任範圍的工作額外多做，以謀求企業組織最佳的成
效。如果組織內成員的態度，都能從負責轉為當責，那麼企業主的管
理，就會由原本消極的「事後追究責任」，提升到積極正面的「事先
承擔責任」，一個當責的企業組織，當然能讓客戶得到最滿意的服務。
請以「從負責到當責」為題，撰文一篇，加以申論。

二、公文：（20 分）
任何社會多少都會存在「社會邊緣人」或「反社會型人格」，這些人
多因種種不幸因素，如常被霸凌、長年缺乏友伴、家人經常吵架、經
濟狀況惡劣、常與損友為伍等等，以致長大之後游走社會邊緣，甚至
形成危險的反社會型人格。其預防之道，還是要從教育著手。試擬教
育部函各大學及直轄市、各縣市教育局，請各級學校輔導室及所有教
師，發現學生有下列異常表現者，須給予特別關照，並以耐心輔導。
過度依賴別人。
強烈害怕被排斥。
責任感超乎尋常，形成重壓。
過於自戀，唯我獨尊。
冷酷而常以壓榨他人為樂。
在孤獨時痛苦，卻又逃避人群。
妄想多發，連親近的人也不相信。
常在恐懼焦慮之中，厭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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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1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文句「」內的詞語，前後兩句意義最相近的是：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這篇文章完全「不知所云」

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事情真相終於「水落石出」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這篇報告「陳陳相因」，毫無創意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他氣得青筋暴露、「怒髮衝冠」，大家都嚇壞了

2 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故俗苟沴，必為法

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為治矣。（《尹文子》）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意旨？

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

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

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

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

3 書生以囊螢聞於里。里人高其義，晨詣之；謝他往。里人曰：「何有囊螢讀，而晨

他往者？」謝者曰：「無他，以捕螢往，晡且歸矣。」（張大復〈囊螢〉）

根據本文，下列選項何者為書生「囊螢」最適切的形容？

好大喜功 自作聰明 刻苦自勵 欺世盜名

4 陶淵明〈讀史述九章〉：「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朅來，

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作者對張長公的讚賞？

與世不偶，獨善其身 世無知音，守窮待時

世道混濁，仍思彌縫 眾人皆醉，唯我獨醒

5 王陽明說：「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此說涉及對於

經典之詮釋法，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意旨的是：

批判性閱讀，提出疑問，回歸本心，以求印證

盡信書，不如無書，需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以科學態度去辨明真理

海納百川，廣收眾人意見，進而作出正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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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

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

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管仲的行為是感恩圖報 管仲的行為是恩怨分明

封人的行為是施恩望報 封人的行為是以義割恩

7 晉、鄭之閒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弈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

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為鑒矣。夫

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

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死？」

（劉基《郁離子》）

郁離子對於「躁人」不得善終的看法，下列最恰當的選項是：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8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鼎彝元

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下列選項對於本詩之解讀，何者錯誤？

此詩所詠之物，應為埋於地下的煤炭

全詩藉物為喻，充滿積極奉獻之熱情

「鼎彝」、「鐵石」均可視為作者自喻

「爝火」、「洪爐」意象強調捨身奉獻

9 「我們的人生只在某節車廂繁衍。座位雖有軟硬之分，窗台有高低之別，驛程風景

一樣。走了一個皇帝，那座椅馬上被另一個皇帝登基，下了個引車賣漿，來了副剃

頭擔子。座位不動，塗塗改改是姓名。每人手上有一張車票，註明起站與終站，起

站名稱人人識得，終程空欄只蓋了個印『靜候通知』——列車本無始終，有始有終

是乘客。」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所表達的人生省思？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10 「我們常把一句北歐諺語當作口號：『刺骨的北風造就了北歐海盜。』我們怎麼會

有這種想法，認為舒適安全的生活、輕鬆安逸沒有困難的日子會讓人更快樂幸福？

剛好相反，愛自憐的人舒舒服服地躺在沙發上也能自憐。由歷史看來，在任何狀況

下都有人覺得幸福。不論順逆，只要對自己負責，他就能覺得快樂。一點都不錯，

北極風確實造就了強悍的北歐海盜。」

上文旨趣，與下列選項何者最為相近？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

鰣魚多刺，海棠無香；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

物不經冰霜，則生意不固；人不經憂患，則德慧不成

順風旗好打，上水船難撐；歲寒知松柏，板蕩識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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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立法院之職權？
提出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依憲法規定提出緊急命令 解決中央與地方間有關剩餘權分配之爭議

2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經立法院提出後，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或同
意，始為通過之議案？
憲法修正案 領土變更案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3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總統職權之行使，下列何者毋須經行政院會議決議？
宣布戒嚴 任命內政部長 發布緊急命令 宣戰

4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行政院組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設有行政院會議，故行政院為合議制機關
行政院之組織毋須適用法律保留原則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憲法增修條文明文授權行政院得設二級獨立機關

5 憲法基本國策章有關國民經濟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所有土地所蘊藏之煤礦，亦為甲所有 憲法規定公用事業應以公營為原則
憲法要求發達私人資本 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嚴重侵害人民財產權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行政執行法上拘提管收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拘禁
管收與刑事程序之羈押，目的不同，故其所踐行之司法程序自無須與羈押完全相同
行政執行法關於拘提、管收交由行政執行處執行之規定，違反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定應由司法或警察

機關為之的規定
行政執行法之管收處分，目的係在貫徹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履行，尚非憲法所不許

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自辦市地重劃由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成立之籌備會發動，此將使重
劃範圍內不同意參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被迫參與自辦市地重劃程序」，涉及憲法何項基本權利之限制？
財產權 平等權 生存權 工作權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商業言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乃對言論自由之重大干預，原則上應為違憲
菸品與酒類對人體健康皆有影響，立法者對其標示應為相同之規範
菸品容器上應以中文標示所含尼古丁及焦油含量，乃菸品財產權所具有之社會義務
商業言論所提供之訊息，應受憲法第 11 條言論自由之保障

9 依租稅法律主義，須明定於法律者，不包括下列何者？
稅目 租稅優惠減免 納稅方法 列舉扣除額證明方式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婚姻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一夫一妻之婚姻受憲法所保障
民法關於重婚無效之規定，就一般情形而言，並未對人民之婚姻自由造成違憲之限制
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期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後婚姻應受憲法保障
憲法保障性行為之自由，故刑法通姦罪違憲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基本權利？
名譽權 婚姻自由 性行為自由 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

12 關於總統之刑事豁免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在職期間犯內亂罪或外患罪時，仍得對之為刑事訴究
憲法保障之刑事豁免權係屬實體之免責權
刑事豁免權並不免除總統之行政或民事責任
總統原則上不得拋棄其刑事豁免權

13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非監察院之職權？
彈劾權 糾舉權 審計權 同意權

14 下列何者不是聲請大法官釋憲之主體？
立法院 臺北市市長 人民 地方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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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之效力
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
大法官解釋有拘束全國人民之效力
大法官解釋之效力，不得溯及既往

16 下列何者並非依照憲法第 170 條之程序所制定之法律？
國立歷史博物館組織條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離島建設條例 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17 總統為下列行為，何者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依法公布法律 發布行政院院長之任免命令
發布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 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18 下列何者不須經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之同意？
公司發行限制權利新股給員工 修正公司章程
股東以對公司之貨幣債權繳納股款 公司減資彌補虧損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規定請求權消滅時效之法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以憲法規定 應以法律規定
得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規定 得以行政規則規定

20 屬於地區性、專門性、特殊性或臨時性事項之法律，其名稱通常為下列何者？
法 律 條例 通則

21 依據地方制度法規定，地方立法機關得訂定：
自治規則 自律規則 委辦規則 行政規則

22 行政命令經立法院各該委員會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
定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結果如何？
該行政命令失其效力 由立法院公告廢止該行政命令
由立法院通知原訂頒之機關更正或廢止該行政命令 由立法院通知行政院予以函告無效

23 關於推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推定乃對於某種事實之存在與否不明確時，依照一般常理加以推論認定之意
推定乃法律對生活關係合理之規範，不問是否真實，對一定事實之存在，依據法律加以確定
推定乃是依據法律規定所為之推論認定，若有不同之主張，允許提出反證推翻
依據經驗法則判斷即屬於推定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教師法以「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為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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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元以下罰鍰或申誡
檢肅流氓條例關於欺壓善良、品行惡劣、遊蕩無賴之規定
刑法第 235 條規定所稱「猥褻」之資訊、物品

25 甲已喪偶，育有乙、丙、丁 3 名子女，乙結婚時，甲贈與 200 萬元，丙開設電腦公司時，甲贈與 300 萬
元，丁出國遊學時，甲贈與 60 萬元旅費，甲死亡時，留下遺產 400 萬元。丁可分得多少遺產？
 200 萬元 240 萬元 260 萬元 300 萬元

26 下列法律行為或意思表示，何者不是無效？
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之虛偽意思表示
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法律行為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

27 甲、乙、丙三人平均共有之 A 動產被丁不法侵奪，甲欲起訴丁請求返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須以甲、乙、丙三人為共同原告 須以甲、乙為共同原告，請求將 A 返還予原告
甲得單獨起訴，請求將 A 返還予共有人全體 須有過半數之共有人為共同原告

28 有關合夥與隱名合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合夥有團體性，隱名合夥則無
合夥人之出資得以信用或勞務為之，隱名合夥僅以財產為限
合夥人僅由執行業務合夥人負出資義務，隱名合夥僅由隱名合夥人出資
合夥事務，原則上由合夥人全體共同執行；隱名合夥之事務，原則上專由出名營業人執行

29 甲到花蓮遊玩，在乙開設之商店購買當地名產 A 物，帶回公司與同事丙分享，詎料二人食用 A 物後均產
生食物中毒現象，經查 A 物為丁工廠所製作，之所以發生食物中毒，主要係因為丁工廠原料使用不當所
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開設之商店為消費者，得向丁工廠請求損害賠償
丙非消費者，因為 A 物並非丙所交易購買
甲為消費者，僅得向丁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甲為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乙、丁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30 下列關於勞工保險之給付，何項敘述錯誤？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 1 年內，得請領任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

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或職業災害醫療給付
被保險人退保後，經診斷確定於保險有效期間罹患職業病者，得請領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
同一種保險給付，不得因同一事故而重複請領
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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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his company has been . It makes products ranging from aircraft engines to insurance, medical
technology and plastics.

diversified shortened summoned vaporized
32 The mortgage market has been in th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crippled the banking industry last year.

excursion celebrity doldrums incidence
33 There was so much in the streets that travel was slow.

compression combustion congestion confiscation
34 This coffee is too strong. Please it by adding some water.

digest dilute revise pacify
35 Using a(n) thermal ice storage system, the device keeps cool with the equivalent of 13,000 tons of ice.

na ive innovative retarded overestimated
36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in early grades is to success.

anxious crucial insecure romantic
第 37 題至第 40 題為篇章結構題組，各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合適者，各題答案內容不重複：

Is bedtime just a time for dreaming? Do our brains turn off for the night?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scientists recently
discovered that our brains may be just as busy at night as they are during the day? 37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found that the brain may be busy cleaning house -- cleaning out harmful waste materials.

As with many studies, the researchers turned to mice for help. They studied mice that had colored dye injected
into their brains. They observed the mice brains as they slept and when they were awake. The researchers say they saw
that the brains of sleeping mice were hard at work. Dr. Maiken Nedergaard led the study. 38 It seems they have
daytime jobs. Later they “moonlight” at a nighttime job. “Moonlighting” is working a nighttime job in addition to a
day job. And this study says that is what our brains seem to be doing – working an extra job at night without additional
pay for overtime. Whereas during sleep, they work very, very hard at removing all the waste that builds up when we
are awake.

“When we are awake, the brain cells are working very hard at processing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our
surroundings. The researchers say that the waste material includes poisons, or toxins, responsible for brain disorders
such as Alzheimer’s disease. It is not just beauty sleep. The brain needs us to sleep so it can get to work. 39
This shrinking permits waste to be removed more effectively.

Dr. Nedergaard says these toxins end up in the liver. There, they are broken down and then removed from the
body. “So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we need to sleep because we have a macroscopic cleaning system that removes many
of the toxic waste products from the brain.”

The brain’s cleaning system could only be studied with new imaging technologies. The test animal must be alive
in order that this brain process may be seen as it happens. Dr. Nedergaard says the next step is to look for the process
in human brains. 40 The research may also one day lead to treatments to prevent or help fight neurological
disorders.
37 They also found that during sleep, the brain’s cells shrink, or become smaller.

While we sleep, our brains are doing much more than getting ready for the next day.
She sai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just how important sleep is to health and fighting disease.
The brain expert says our brains perform two very different jobs.

38 They also found that during sleep, the brain’s cells shrink, or become smaller.
While w e sleep, our brains are doing much more than getting ready for the next day.
She sai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just how important sleep is to health and fighting disease.
The brain expert says our brains perform two very different jobs.

39 They also found t hat during sleep, the brain’s cells shrink, or become smaller.
While we sleep, our brains are doing much more than getting ready for the next day.
She sai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just how important sleep is to health and fighting disease.
The brain exp ert says our brains perform two very different jobs.

40 They also found that during sleep, the brain’s cells shrink, or become smaller.
While we sleep, our brains are doing much more than getting ready for the next day.
She sai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jus t how important sleep is to health and fighting disease.
The brain expert says our brains perform two very different job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lor choices you make reflect a deeper meaning about your personality traits. For example,

introverts and extroverts are likely to choose different colors – blue and red respectively. The colors you choose to
wear might also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you are feeling that day. Some days you may feel like wearing something
lighter, something red, or something blue. These choices are often a reflection of how you are feeling at the moment.
Additionally, wearing certain colors may cause you to react differently to certain situations.

The research also shows there may be a link between car color and serious injuries as a result of car accidents.
From a safe perspective, it is recommended to choose expansive color with bright colors rather than contractive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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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dark colors. Cars in light colors make lighter and cleaner impression than those in other colors. The study in
Australia identified a clear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vehicle color and crash risk. Compared to
white vehicles, a number of colors, generally those lower on the visibility index,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crash
risk.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ehicle color and crash risk was strongest during daylight hours. The analysis results also
suggested that vehicle color has an association with crash severity with lower visibility colors having higher risks of
more severe crashes, although environmental factors can also mod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hicle color and crash
risk. Further work is required to quantify this.
4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passage?

Colors can expand your personality. Colors c an reveal your feeling.
Colors can change your mood. Colors can cause you to react differently.

4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onsidered as low on the visibility index?
Expansive colors Contractive colors Light colors Transparent colors

4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ight be the safest vehicle color according to the study?
black red silver white

44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Vehicles with dark colors have higher crash risk during daylight hours.
Vehicles with ligh t colors have higher crash risk during daylight hours.
Vehicles with dark colors have lower crash risk during daylight hours.
Vehicles with light colors have more severe crashes during daylight hours.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rrelative factors has NOT been proven to be significant?
Vehicle color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Vehicle color and crash risk
Vehicle color and time of the day Vehicle color and crash severit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features of the world is the cycle of day and night. Almost all species exhibit daily

changes in their behavior and/or physiology. These daily rhythms are not simply a response to the 24-hour changes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mposed by the earth turning on its axis but, instead, arise from a timekeeping system within
the organism. This timekeeping system, or biological “clock,” allows the organism to anticipate and prepare for the
changes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day and night, thereby ensuring that the organism will “do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of the day.

The synchrony of an organism with both its external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s is critical to the organism’s
well-being and survival; a lack of synchrony between the organism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may lead to the
individual’s immediate demise. For example, if a nocturnal rodent were to venture from its burrow during broad
daylight, the rodent would be exceptionally easy prey for other animals. Similarly, a lack of synchrony within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might lead to health problems in the individual, such as those associated with jet lag, shift work,
and the accompanying sleep los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biological timekeeping systems and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their failure are
among the issues addressed b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chronobiology. Although no single experiment serves as the
defining event from which to dat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research in chronobiology,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1950s
on circadian rhythmicity in fruit flies and in humans can be considered its foundation. The area of sleep research,
which also is subsumed under the field of chronobiology, evolved somewhat independently,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various sleep stages around the same time.
46 What is the best topic of this passage?

The Foundation of Chronobiology. The Feature of Life Cycl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The Overview of Biological Mechanism.

47 What does the word “subsumed” mean in the last paragraph?
Included Reduced Downsize d Underestimated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result of an asynchrony of an organism with its internal environment?
Daily leaf movements of a plant exposed to sunlight.
Nocturnal animals having a sound sleep during daylight.
People experiencing difficulty falling asleep at night.
People feeling shocked when witnessing a car accident in the daytime.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onsidered an external environment?
An office setting. A meditative activity.
A biological timekeeping system. A desir e to change one’s behavior.

50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Chronobiology began with the studies on circadian rhythm in fruit flies and humans.
All species simply respond to the cycle of day and night.
All species h ave an internal clock that is crucial for their survival.
Jet lag is a failure of a biological timekeep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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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察甲認為因為販賣海洛因在逃亡中的乙在丙的住宅，因此上門按鈴。

丙開門回應，甲出示服務證件說明身分，並且表示要看乙是否在丙的屋

裡。丙讓甲進入丙的住宅，甲進入丙的住宅，不過，並沒有發現乙。請

問，根據刑法，甲的行為刑責如何？（30 分） 

二、甲在自己住宅所在的大樓樓層樓梯間擺放紙箱，其他的住戶與清潔人員

可以側身通過。清潔人員乙在進行打掃工作時認為前述紙箱是住戶不要

的，而把紙箱取走並且帶到慈善團體設立的回收場無償回收。請問，根

據刑法，甲、乙的行為刑責如何？（30 分） 

三、「少年保護事件的調查程序，檢察官是程序的主導者。」請根據少年事

件處理法分析並且說明，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20 分） 

四、甲（15 歲）因為普通竊盜罪遭警察移送少年法院，少年法院法官乙根據

少年調查官丙的調查報告，認為甲有實行普通竊盜罪並且據此作成保護處

分措施的裁定。請問，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乙的作法是否合法？（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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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刑事政策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11360 
11460 

頁次：1－1 
 

一、犯罪事件對犯罪被害人及社會往往造成嚴重傷害或損失，各先進國家及

社會因而採取多項保護與救助犯罪被害人之措施。聯合國亦於 1985 年

通過「犯罪被害人人權宣言」，要求各會員國加強對犯罪被害人之保護

與救助。請問：各國對犯罪被害人之保護及協助措施有那些？在我國又

有那些重要保護與救助措施？（25 分） 

二、若以 10 年有期徒刑為長期刑定義，法務部統計顯示，我國長期刑受刑

人數大幅增加，由民國 97 年之 8,759 人上升至民國 106 年之 17,033 人。

其中男性占 90%以上，平均年齡為 44 歲，以違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

占比率為最高。請問：長期刑刑事政策的理論基礎為何？長期刑受刑人

之處遇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有那些？長期刑受刑人在處遇因應上又有那

些因應方式？（25 分） 

三、統計顯示，至民國 107 年底止，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監獄受刑人占

全部受刑人比率近 50%，比率相當高，可見毒品犯罪問題之嚴重性。試

首先說明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毒品之分類標準、類型及對人類健康

傷害之特性。其次，闡釋我國毒品刑事政策中對毒品施用之「病犯」特

性。（25 分） 

四、國家審酌社會與犯罪之實況，依據刑罰思潮與刑罰理論演繹出刑罰基本

原則，用以決定刑罰權的界限與犯罪行為的刑罰程度。請說明「罪責原

則」與「罪刑法定原則」之重要內涵。（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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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犯罪學與再犯預測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11380 
11480 

頁次：1－1 
 

一、犯罪實證學派始於犯罪生物學理論（Biological Theories）的論點，對於

解釋個體之犯罪行為，犯罪生物學理論提供那些論點？偏重於生物學犯

罪原因論，將可能為社會帶來那些負向問題？（25 分） 

二、家庭是個體人格養成之主要機構（Primary Institution）；因此，家庭功能

不足與個體犯罪關係極為密切，其中尤以功能不健全之家庭及破壞家庭

穩定性為然。試問：功能不健全之家庭類型為何？而破壞家庭穩定性之

因素又為何？（25 分） 

三、自 1920 年代開始，犯罪學家對於以兒童為研究對象之早期犯罪預測極

為盛行，研究成果備受推崇，惟仍受當時許多反對之聲浪。試問：早期

犯罪預測具有那些優、缺點？（25 分） 

四、犯罪學或犯罪心理學研究領域中，公式 CB = f (P * E)代表之意義為何？

若再縮小研究範疇，從再犯預測觀點而言，此公式可提供吾人如何準確

地解釋個體之再犯罪？（25 分） 

user
文字方塊
更多司法考試科目的歷屆題庫立即上網搜尋＂司法歷屆考古題懶人包＂高鋒公職補習班整理Line@帳號：@gaofeng連絡電話：07-2367-296



108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監獄行刑法與羈押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11350
11450

頁次：1－1

一、看守所對羈押被告實施性行考核，主要考核內容為何？其與送監執行時

累進處遇編級有何關係？試依羈押法、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及相關法規之

規定詳述之。（25 分）

二、監獄除平常嚴密戒護外，對於天災、事變之特殊狀況，在其發生前應如

何加強防範措施與發生時應如何處置？試依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規之

規定詳述之。（25 分）

三、監獄教化受刑人之原則與目標為何？各項教誨之施教時機為何？試依

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詳述之。（25 分）

四、監獄對受刑人實施強制營養之理由與實施要件為何？試依監獄行刑法

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詳述之。（25 分）

user
文字方塊
更多司法考試科目的歷屆題庫立即上網搜尋＂司法歷屆考古題懶人包＂高鋒公職補習班整理Line@帳號：@gaofeng連絡電話：07-2367-296



108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監獄學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11340
11440

頁次：1－1

一、美國刑罰學者賽克斯（Sykes, 1958）提出，初入監獄服刑受刑人所面對

的痛苦有那些？如何舒緩？請說明之。（25 分）

二、歐美獄政史上，獨居監禁制度的種類與特色為何？當前我國獨居監禁的

方式，在法令及實務上如何運作？請說明之。（25 分）

三、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面臨之適應問題有那些？有何適切之處遇對策？

請說明之。（25 分）

四、何謂「善時制度」？我國善時制度的要件與方法為何？請就一般監獄與

外役監獄分別說明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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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諮商與矯正輔導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11370 
11470 

頁次：1－1 
 

一、根據認知療法之父艾瑞．貝克（Aaron T. Beck）對人性本質的看法，人

們的認知組織架構分成基模的核心信念、中介信念、自動想法等三種層

次。請以走私犯為例，分別舉例並解釋基模的核心信念、中介信念、自

動想法的意涵。接續，請解釋並畫出上述三個不同層次的認知結構間的

關聯性為何？（25 分） 

二、張監獄官將帶領一個成員為即將假釋的 10 人團體。若從團體的獨特力

量及療效因子的觀點來看，請問這個團體對於假釋犯有何種助益？請分

別列出並論述五個團體的獨特力量與五個療效因子。（25 分） 

三、什麼是酒精使用障礙症？對於重度酒精使用障礙症的診斷，患者會出現

六項或以上的症狀，請寫出六項酒精使用障礙症的症狀。接續，請列出

五項酒精戒斷反應症狀。（25 分） 

四、請依序解釋「人格障礙症」（personality disorder）、「行為規範障礙」

（conduct disorder），以及「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接續，請列出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的五項行為診斷準則。（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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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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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10110-11410 
40110-41310 
60110-61210 
70110-70210 
90110-91110 

頁次： 3－1 

甲、申論部分：（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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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命徙木賞金，秦民大服，秦國因而富強，世所共知。強調為政

必先立信者，又不止法家，《論語．顏淵篇》：子貢問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不得已而去，於斯三者

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不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不立。」足見法家、儒家都強調

「民信」的重要。請以「民無信不立」為題，作文一篇，申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梅雨和颱風期間，大雨傾盆，沖刷山林，不肖分子伺機盜伐珍貴林

木，隨山洪而至下游，欲據為私有，乃強行侵吞。警察人員不畏惡

劣天候，不懼邪惡勢力，盡忠職守，維護國家利益，保障全民財產，

可堪嘉勉。請試擬某縣（市）政府針對警察單位同仁不畏凶險，勇

於任事，維護國家利益，指示相關單位宜論功行賞，並於文到十五日

之內呈報受獎名單備核，以激勵士氣。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1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他為人海派，交遊廣闊，真可謂「銖兩悉稱」，來者不拒 

他為人樂善好施，一生善行「擢髮難數」，堪為眾人表率 

他總睡過頭，沒吃早餐就「玩歲愒日」，把身體都弄壞了 

天氣轉涼，「金風玉露」，黃葉漸凋零，已是入秋時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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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10110-11410
40110-41310
60110-61210
70110-70210
90110-91110

頁次：3－2 

2 「昔我曾眠三徑菊；今誰又抱一山詩」、「山水精華崇八記；桂湘教澤衍千秋」這

兩副對聯所指的古代文人分別是： 

蘇軾／韓愈 蘇軾／柳宗元 陶潛／韓愈 陶潛／柳宗元 

3 「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不患人不知，惟患學不至。」

（范質〈誡兒姪八百字〉） 

這是訓誡晚輩： 

淡泊閒逸 積極仕進 積學廣才 開闊胸襟 

4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

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不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孝經‧

事君》） 

下列選項最合乎本文意旨的是： 

為臣盡忠職守，順從君王政策 見君主有未善之處，設法諫正 

君子宜戒慎，對國君懷抱敬意 執政最高藝術，在於君臣相愛 

5 黃庭堅云：「樞機要發遲，飲食戒味厚。漁人溺於波，君子溺於口。」足見古人的

持身處世智慧。 

下列選項何者與上文不合？ 

「樞機要發遲」，乃因神志常失之不明，造成啟動遲緩 

「飲食戒味厚」，此句是論君子須對口腹之欲有所節制 

「漁人溺於波」，肇因深諳水性而失之警惕，遂有是害 

因為有「溺」的危險，遂有前文「遲」、「戒」的提醒 

6 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屍三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

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

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

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不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

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不逾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

（王陽明〈瘞旅文〉） 

根據上文，下列那一個選項最接近作者心境？ 

同情共感，物傷其類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不為 



代號： 10110-11410 
40110-41310 
60110-61210 
70110-70210 
90110-91110 

頁次： 3－3  

7 「當我四處行走之際，我總有幾本書防身。我讀著書本，有時候我循書中線索走進

陌生城市的僻巷酒店或黑暗城區餐廳，並不特別感到害怕，因為我知道我有某位知

識豐富的友人與我相伴，我其實並不孤單。每一本書的存在，就意味著一位前行者

的存在，你並不是一位冒險者，你只是一位追隨者。」 

下列選項最合乎本文意旨的是： 

盡信書不如無書  書可提供人身安全的保護 

書是旅遊良伴，鼓勵人們冒險 書提供資訊，旅人可以按圖索驥 

8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不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

白〈早發白帝城〉）「寂寂滿江月，白雲江上峰。人家半臨水，煙寺一聲鐘。倚棹

憐風軟，披衣覺露濃。海霞先日上，倒映碧芙蓉。」（惠士奇《南中集．曉發貴溪》） 

下列選項，何者敘述錯誤？ 

二詩皆寫清早乘舟啟程，以詩歌內容判斷，兩者出發時間應相當接近 

二詩皆寫聲音，李詩以猿聲暗喻人事紛擾，惠詩以鐘聲襯托內心寧靜 

李詩後三句強調速度感，藉此反映其內心喜悅暢快，猶如順江的輕舟 

惠詩後四句描寫風景，可知行舟緩慢，作者方能觀察四周景物的變化 

9 錢鍾書讀書成癡，腹笥甚廣，也愛買書，甚至大方的將書送給需要的人。而其夫人

楊絳在一篇〈錢鍾書是怎樣做讀書筆記的〉一文裡，卻提到錢鍾書深諳「書非借不

能讀」的道理。此說有其深意，也關乎閱讀之法。關於錢氏此種「書非借不能讀」

的說法，下列選項敘述最正確的是： 

一定要到圖書館廣讀群書，才能打開眼界 

因為讀書成癖，所以酷嗜借書，方能滿足 

有借有還，讀書不拘一格，終能百川匯海 

借來的書不是自己所有，必然會急著讀完 

10 「有個學生從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龐德的辦公室走出來，捧著一大堆書，低聲抱

怨：『總是這樣。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他可以回答是或否，卻給我十幾本書，

說可以在書裡找到答案。』龐德事後說：『雖然費力，但那學生如果能好好鑽研這

些書，他就可以真正了解那個問題。』」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龐德院長的期望？ 

學思並重 勤能補拙 明辨是非 見賢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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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關於直轄市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長於直轄市議會定期開會時，有提出施政報告之義務 
直轄市議會因直轄市長、議長或議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召集臨時會 
直轄市議會小組開會時對特定事項有明瞭必要者，得邀請有關業務機關首長列席說明 
直轄市議員於臨時會開會時，有向直轄市長進行業務質詢之權，直轄市長應列席備詢 

2 下列有關勞工保險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勞工依法參加勞工保險之權利，應受憲法之保障 
無固定雇主之勞工不得參加勞工保險 
勞工應依法一律強制加入勞工保險 
係國家為實現憲法增修條文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之基本國策而建立之制度 

3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何種政府措施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要求？ 
配偶間相互贈與免除贈與稅 限制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 
限制色盲者就讀警察大學碩士班 限制基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任職地點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關於憲法第 11 條保障人民表現意見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藥物廣告刊播前，得經主管機關審核其申請之廣告內容 
人民團體申請設立前，主管機關得審查其政治主張以決定是否許可 
對於傳述誹謗事項之人須能自行證明言論完全屬實始能免於刑罰 
菸商就其菸品之資訊享有不為表述之自由 

5 有關宗教信仰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宗教結社就其內部組織結構、人事及財政管理享有自主權，國家不得以避免寺廟之不動產遭受不當之
處分或變更，致有害及寺廟信仰之傳布存續為由，予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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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用地之土地稅得予減免，並未區分不同宗教信仰而有差別，與憲法第 7 條及第 13 條規定意旨無違 
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範圍包含內在信仰之自由、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 

6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8 號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集會遊行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
遊行部分，並無違背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國家除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採取有效保護集會之安全措施外，並應在法律規定與制度設計上使參與
集會、遊行者在毫無恐懼的情況下行使集會自由 
為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立法機關並應視事件性質，以法律明確規範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改
採許可制以外相同能達成目的之其他侵害較小手段 

國家應保障人民以集體行動之方式和平表達意見，與社會各界進行溝通對話，以形成或改變公共意見，
並影響、監督政策或法律之制定 

7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0 號解釋意旨，下列對於兵役義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本條所謂依法律，係指兵役義務之重要事項交由立法決定 
基於男女生理上差異及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不同，女性免除服兵役義務，並未違反平等原則 
違反兵役法規而受禁役者，如實際執行徒刑時間不滿 4 年而免除禁役者，如仍在適役年齡，其兵役義

務並不因而免除 
兵役義務違反人性尊嚴 

8 有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罷免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不適用罷免之規定 
罷免案之提議人，得為同一罷免案之連署人 
罷免案之投票，罷免票應在票上刊印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二欄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4 年內不得為同一公職人員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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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家安全會議之出席人員，不包括： 
副總統  行政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  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10 依行政院組織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並非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中央選舉委員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1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規定，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立法委員如何產生？ 
依直轄市、縣市的當選名額，按比例分配之 
依區域立法委員選舉票之政黨得票比率選出之 
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 
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各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 

12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關於覆議案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得就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之全部或一部，經總統備查後，移請立法院覆議 
覆議案不經討論，即交全院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決議予以審查。全院委員會審查時，應由立法院邀
請行政院院長列席說明 

覆議案審查後，應於行政院送達 15 日內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如贊成維持原決議者，超過全體立
法委員二分之一，即維持原決議；如未達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即不維持原決議；逾期未作成決議
者，原決議失效 
立法院休會期間，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 10 日內舉行臨時會，並於開議 30 日內處理之 

13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設大法官 15 人，並以其中 1 人為院長、1 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8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受任期之

保障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 78 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
散事項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法官聲請釋憲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憲法之效力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認特定法規命令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直接拒絕適用，毋庸聲請司法院解釋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提出客觀確信違憲之理由，聲請釋憲 
基於審級制度，僅 高法院及 高行政法院之法官，得聲請釋憲 

15 下列人員，何者非超出黨派，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考試院院長  考試委員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監察委員 

16 法是人類共同生活中，為形成秩序、維繫和平、實現自由，可透過權威機關之強制力所實施的規範，有
關上述權威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權威機關僅指法院審判機關 權威機關不包括家庭 
權威機關不包括公法社團 權威機關不包括地方自治團體 

17 關於委任契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委任關係原則上不因當事人任何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 
委任契約當事人的任何一方均可隨時終止契約 
無償委任之委任人亦負有償還費用之義務 
如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縱未約定報酬，受任人仍得請求報酬 

18 下列何者之某些規定，相對於行政罰法，為特別法？ 
刑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行政程序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行政罰行為數認定標準 

19 下列何者非屬裁量濫用之類型？ 
裁量違反比例原則 裁量怠惰 裁量違反平等原則 裁量違反充分衡量原則 

20 除自律規則及委辦規則外，關於自治法規之公布或發布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自治法規須經上級政府核定者，核定機關應於 1 個月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逾期視為核定 
自治法規依規定應經其他機關核定者，應於核定文送達各該地方行政機關 30 日內公布或發布 
自治法規應由地方行政機關於規定期限公布或發布 
地方行政機關未於規定期限公布或發布自治法規者，一律由上級地方自治監督機關代為發布 

21 關於法律例外施行於領域（領土及領海）外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軍艦於他國領海內適用本國法 
軍艦於公海上適用本國法 
本國部分法律得適用於領海外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 
駐於外國之本國使館，除刑法以外，不受駐在國法律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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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相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情形，何者未違反比例原則？ 

受刑人撰寫之文稿，如題意正確且無礙監獄紀律及信譽者，始得准許投寄報章雜誌 
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大眾捷運系統之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 
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23 下列何者不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之投票同意或複決？ 
憲法修正案 領土變更案 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違憲政黨之解散案 

24 民法所定之遺囑方式，下列何者所需之見證人的人數 多？ 
公證遺囑 密封遺囑 代筆遺囑 口授遺囑 

25 關於罰金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罰金刑為從刑 
我國罰金刑已經自定額制修法改為日額制 
法院在決定是否課處罰金刑時，應審酌社會觀感 
罰金刑可以替代短期自由刑，我國刑法也給予擴大運用 

26 關於中止未遂之要件與法律效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人中止或防止結果之行為須出於自願 結果不發生須因行為人之中止行為所致 
成立中止未遂者應予減輕或免除其刑 行為人必須已經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 

27 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關於企業經營者應負義務及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確保該商品或服務，高於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僅對消費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對其他人之損害無須負責 
於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健康之可能時，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 
於能證明其無過失時，不負賠償責任 

28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關於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近 2 年內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參加本保險前 6 個月繼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在臺居留滿 3 個月 

29 性騷擾之被害人因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 條之情事致生法律訴訟，於受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雇主依該
法第 27 條應如何處理？ 
給予事假，但不扣薪水 請勞工自行請特休 給予事假 給予公假 

30 有關行政命令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適用於機關內部之作為或不作為準則，為法規命令 
行政機關依職權訂定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為法規命令 
上級機關訂定對於下級機關之一般指示規範，為行政規則 
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之法律施行細則，屬於行政規則 

31 To reach an _____ result from the medication, you have to follow the doctor’s instruction without fail. 
 optimal  exclusive  elevated  alternative 

32 Your apartment looks shabby. A _____ is what it needs if you want to sell it for a better price. 
 renovation  malfunction  construction  detection 

33 That friends have meals together without talking to each other but playing with their own cell phone is a _____ 
often seen in modern society. 
 description  cosmopolitan  phenomenon  confrontation  

34 Large cities are usually overcrowded and dirty; _____, they tend to have high crime rates. 
 instead  nevertheless  in addition  for example 

35 He is a(n) _____ popular and successful singer who has won four Grammy awards. 
 ignorantly  meticulously  prosperously  overwhelmingly 

36 Because the topic of business is so broad, it’s helpful to _____ in on one aspect: management. 
 fix  zero  focus  zip 

37 Many farmers tend to be more _____ in their crop range and include exotic fruit and vegetables. 
 rigid  diverse  suspicious  conservative 

38 In some African countries, scarring is considered a rite of _____, symbolizing a child turning into an adult. 
 anniversary  passage  compassion  regression 

39 Rio de Janeiro, the capital city of Brazil, is a_____ city full of life and energy. 
 capable  desolate  barren  vibrant 

40 David got Type A influenza last week. After resting and taking medicine for a week, he should be back_____ in 
no time. 
 on hand  on his feet  under the weather  with conscience 



代號：3101
頁次：4－4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至 45 題： 
As birds awaken the early risers at dawn on the farm, one person is already up; in fact, he hasn’t even been to bed. 

Sixty-four-year-old Thai Ngoc, from central Quang Nam province in Vietnam, claims that he has not slept for 33 years! 
“My insomnia started many years ago after I got a fever. I have tried sleeping pills and Vietnam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but nothing helps, not even to get me to sleep for a few minutes,” said Ngoc. But amazingly, despite 
11,700   41   sleepless nights since then, he has never once been sick. “Fortunately, the insomnia doesn’t seem to 
have had a negative   42   on my health. I still feel healthy and can farm like other men. I even carry two 50-kilogram 
bags of fertilizer for four kilometers every day.”  43   his wife, when Ngoc went for a medical checkup recently, his 
doctor said he was in perfect health except for a minor   44   in liver function. Ngoc lives with his six children on his 
farm at the foot of a mountain. He spends the day farming and taking care of his pigs and chickens, and at night he 
often does extra farm work or guards his farm to prevent theft. His neighbor Vu said that Ngoc volunteered to help beat 
a drum during the night and guard the house for the relatives of the dead during   45   ceremonies so that they could 
take a nap. Vu also said that when the villagers were planting sugar cane, several people asked Ngoc to be their “alarm 
clock” and wake them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go to work as he was up anyway. 
41  contestant  contingent  consecutive  converging 
42  image  impact  imprint  impression 
43  According to  Because of  Due to  Except for 
44  fault  tone  decline  mistake 
45  funeral  wedding  baptism  opening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至 50 題：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industries around the globe is the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industries 
basically combine arts, culture,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In Europe, the United Kingdom owns the hugest amount of 
creative sectors owing to the active and effective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With its excellent track record, the UK 
is regarded as a pioneer and a world leader in sust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UK’s definition, the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generally refer to those industries that rely on original 
creativity, expertise and talent and have the capacity to generate wealth and jobs by means of the advan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otal, there are thirteen sectors that can be seen as belonging to the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including advertising, architecture, the art and antiques market, crafts, design, designer fashion, film, 
interactive leisure software, music, the performing arts, publishing, software, and television and radio. Later definition 
of the industries has also added the aspects of enhancing social inclusio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to 
the initial one.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the UK, Hong Kong,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aiwan still has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Although not necessarily coming in large number, 
thre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cases in Taiwan include Liuli Gongfang, Seagull Group, and PiLi International. Liuli 
Gongfang emerged as a small enterprise and then became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glassware makers. The Seagull 
Group has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brand, “Fran,” because of its successful promotion strategies. PiLi International 
with its incorporation of multimedia has remarkably converted itself from a traditional puppet theatre troupe into a 
modern and flourishing venture. While still adhering to the original puppet show philosophy, PiLi has in effect wove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into the puppet show tradition so nicely that it has become a great succes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PiLi’s innovative commerci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received much admiration as well as 
an excellent model for related industries to imitate. In 2002, PiLi was also certified by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as part of an “important emerging industry,” recognizing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With the rapid emergence of these industries,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in Taiwan have also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growth of these industries. 
46 What is the rhetorical mode employed in this passage? 

 Exposition  Narration  Persuasion  Classification 
47 Which following definition of the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corresponds closely to the UK’s version? 

 They involve an imitat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order to open up possibilities for trades and businesses. 
 They require originality, skill and talent that can create jobs and generate revenues with the activ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y entail creativity and culture that inspire individual talent and skills to develop social welfare. 
 They u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protect pers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order to gain profits in the market. 

48 Which sector listed below is part of the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Transportation Manufacturing Web Services  Video Games 

49 What is the secret lying behind the successful story of PiLi International? 
 I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he traditional puppet shows. 
 Its innovative adaptation of the puppets as main characters in a film. 
 Its notable merchandising of the puppets into popular culture figures. 
 Its produ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into the puppet shows. 

50 In which aspect does PiLi International set a good example for other industries to look up to? 
 Its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promotion strategies. 
 Its cutting-edge conversion of the traditional puppet shows. 
 Its profitable marketing of the traditional puppet shows. 
 Its wise uti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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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10220-10320 
10620-10820 
11220-11320 
40720 

頁次：1－1 
 

一、甲因毒品案件遭移送警察局偵辦，恰巧偵訊甲之警員乙與甲是小學同

學。甲擔心自己尿液有毒品反應，私下請求乙掉包尿液，乙為幫甲脫罪，

遂以自己的尿液放入尿管中，且明知尿液不是甲的，乙仍在所製作之警

詢筆錄中記載採集甲之尿液送驗，並將該筆錄送至地方檢察署。試問：

乙之行為如何論罪？（25 分） 

二、甲前往豪宅偷竊，進入臥室找尋財物時，豪宅主人 A 遭驚醒而大叫，甲

為避免 A 反抗，立即以枕頭悶 A，企圖將 A 悶死，待 A 不再掙扎後，

甲隨即在臥室抽屜找到新臺幣 10 萬元現金取走後離去，事後 A 並未死

亡。試問：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25 分） 

三、甲酒醉駕車，被交警乙攔停下來進行酒測，甲停車後拒不下車，見乙之

警用機車停在前面，遂快速開車衝撞機車以求脫逃，乙因為站在甲車旁

邊幸而未受傷害，但警用機車則遭撞毀而無法使用。試問：甲之行為如

何論罪？（25 分） 

四、甲於凌晨前往夜店，在夜店門口看見 A 女酒醉而倒在路邊。甲心生歹

念，將 A 女帶到附近的汽車旅館房間，趁 A 女酒醉昏迷之際，對 A 女

為性交行為。在性交行為進行到一半時，A 女突然醒來，並將甲推開，

甲見 A 女反抗，遂將 A 女雙手綑綁於床邊，繼續進行性交行為。試問：

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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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罰金刑所能實現之刑罰效果，其優點、缺點為何？刑事政策上是否應擴

大罰金刑，多用罰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做為處罰輕罪犯行的優先選

擇，試申論之。（25 分） 

二、反貪腐向為政府之施政目標，「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已於 104 年

5 月 20 日經總統公布，並於 104 年 12 月 9 日正式施行，具國內法律之

效力，其中第 7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 3 年內完成法令之

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國內公務人員貪污案件中

賄賂罪之定罪率低，其原因為何？刑事政策上就懲治公務員賄賂罪犯行

有何可行之立法或修法建議？試申論之。（25 分） 

三、心理（精神）疾病與犯罪行為關係密切。請問一般常見犯罪人的心理疾

病包括那些？其在行為表現上會出現那些特徵導致犯罪？試舉出合適

的社會實際案例以詳細說明之。（25 分） 

四、在犯罪學理論主要的生命歷程理論中，所謂的「社會發展模式」（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SDM）對於個人的犯罪行為之出現如何解釋？依此

模式概念，應如何防治少年犯罪或抑制個人犯罪行為？請詳細論述之。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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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受刑人入監請求攜帶子女受核准後，其攜帶子女之「給養」與攜入子

女「年齡屆滿」後有何規定？另在監分娩子女，如何處置？請依監獄行

刑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闡述之。（25 分） 

二、監獄行刑法第 1 條開宗明義地指出，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

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試分析說明「改悔向上」和「適於社會

生活」兩者之意義和關係。（25 分） 

三、試述受刑人之作業目的、方式？受刑人配業計畫之依據及強制作業之例

外情形？另受刑人每日之作業時間暨作業課程之標準依據為何？請依

監獄行刑法及其施行細則申述之。（25 分） 

四、試列舉受刑人應予以獎賞之情況？另列舉受刑人應予以懲罰之方式？

又監獄對受刑人之獎懲有何限制？請依監獄行刑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

規定析論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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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11240 
11340 

頁次：1－1 
 

一、美國刑罰學者狄琉爾（Dilulio, 1987）在管理監獄（Governing Prisons）
一書中，介紹德州控制模式，這種管理模式的特色與缺失何在？該模式

所引發的 Ruiz vs. Estelle 案件，對當代司法介入（Hands-On）監獄管理

有何正面與負面的影響？請分別說明之。（25 分） 

二、監獄次級文化形成的原因為何？請就當代學者論點說明之。（25 分） 

三、當代毒品戒治模式（理論）為何？我國對毒品犯之戒治包含那些機構性

與非機構性之處遇措施？請說明之。（25 分） 

四、美國犯罪學者巴特拉（Bartollas, 1985）對犯罪矯正的發展提出三種模式，

請問這三種模式的關係為何？對獄政有何影響？請分別說明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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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心理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11260 
11360 

頁次：1－1 
 

一、心理測驗中，通常在進行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時，有那些指標（index）
可以用來幫助研究者或使用者檢驗題目的好壞？（20 分） 

二、「項目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中不變性（invariance）
具有那兩個特性？請加以說明。（20 分） 

三、柯典獄長轉介一位十三歲的受刑人陳小龍給羅心理師做智力評估，羅心

理師採用 WISC-IV 做智力評估。智力評估結果，陳小龍的語言智商

（Verbal IQ, VIQ）是 85，操作智商（Performance IQ, PIQ）是 94。柯典

獄長想知道陳小龍的 VIQ 與 PIQ 兩者之間是否達到顯著差異，請問羅心

理師如何回覆（註：VIQ 的信度係數是.97；PIQ 的信度係數是.93）？另

請問，陳小龍的整體智力應屬於那一個水準？（30 分） 

四、心理測驗中有關效度之概念，會出現一個現象稱為「效度縮減」（validity 
shrinkage），請加說明，並敘述在那些情況會出現「效度縮減」之現象？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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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觀護人、家事調查官、監獄官 
科 目：諮商與輔導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得以本國文字或英文作答。 

 

 

代號：10270-10470 
11270-11370 

頁次：1－1 
 

一、現實治療法（Reality Therapy）被廣泛運用在犯罪預防與矯治上，「控

制」（control）與「抉擇」（choice）是現實治療法解釋行為問題的兩個

重要概念，請申論之。另請說明現實治療法中如何運用「WDEP」系統

（The “WDEP” System）來評估一位接受保護管束（或在監獄服刑）的

案主，並加以諮商輔導的歷程。（25 分） 

二、近年來跨國婚姻日漸普遍，新住民女性在親子關係、子女教養方式與生

活適應等較為弱勢。二十五歲新住民阮氏嫁給阿原三年中，育有一子剛

滿一歲常愛哭鬧，阮氏常被斥責與暴力相向，因而與婆家關係疏離，且

對自己身為新住民女性身分極為自卑，個性又害羞內向，遇挫折亦常默

默哭泣，有憂鬱及自殺傾向。請就當前多元文化適應模式、新住民阮氏

輔導目標、主要輔導諮商策略等加以申論之。（25 分） 

三、請說明下列常用諮商技巧的意義，並舉司法或矯正體系中的實例，逐一

說明應用的時機與方法：「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例外問句

（exception questions）」、「洪水法（flooding）」、「語意正確法（sematic 
precision）」、「蘇格拉底對話（Socratic dialogue）」。（25 分） 

四、社會興趣（Social interest）是阿德勒諮商與心理治療的重要概念，阿德

勒進而根據社會興趣將人區分為四大類，請說明社會興趣的意義，高社

會興趣者的特質，並請以父母離異又常被父親責罵因而逃學逃家、誤入

幫派的案主家豪為例，說明諮商輔導人員如何運用四大類社會興趣類型

之特徵予以諮商輔導讓歧途浪子重回正軌。（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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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0110-11310 
40110-41010 
60110-60910 
70110-70210 
90110-9111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
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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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好書，常可享受不少樂趣，或思想得到啟迪，有心領神會之樂；或眼

界得以開展，有耳目一新之樂；或情緒獲得紓解，有怡情悅性之樂；或知能因

而增益，有學藝精進之樂。請以「閱讀好書的樂趣」為題，作文一篇，加以

論述。 

二、公文：（20 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展覽歷代文物和藝術精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近年來，

更精選其典藏，結合數位科技，而為更創新靈動之展出，對於藝術精神的體現，

人文素養的提升，實具積極意義。試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致臺北市各高級中學、

國民中學函，要求各校每學年由教師帶領學生前往參觀，以增進青年學子之藝

術涵養，藉收潛移默化之效。請擬此函。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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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字意義相同的是： 
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弄璋之喜，「彌」月宴客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夫子若有不「豫」色然 
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 
風中殘燭，日「薄」西山／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2. 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
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
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下列選項何者不符本文意旨？ 
社會階層分工，人民各居其職，是國家運作的合理制度 
在上位者，當凡事親力親為，不假手他人，為天下表率 
官吏治理人民，勞心費神，是大人之事，宜為人民所供養 
奉獻勞力者，受人統治，要供養別人，是社會分工的表現 

3. 陶淵明〈歸去來辭〉：「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本文旨意為： 
宣示遠離塵俗回歸田園自然 提醒別人從此不再跟他往來 
昭告天下從此隱逸與世隔絕 思考農人為何甘於平淡生活 

4.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
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
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文侯之所以「賞其功而疑其心」，是因為樂羊： 
功高震主 人而不仁 好勇鬥狠 貪名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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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0110-11310 
40110-41010 
60110-60910 
70110-70210 
90110-91110 

全一張
（背面）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
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組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5.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
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
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列子．黃帝》）關於此文意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漚鳥之特性，不喜與不熟識之人接近 
漚鳥因為察覺人的機心而不願飛下來 
人與動物之間本有隔閡，應順時隨緣，不必強求 
其父欲與漚鳥接近，應先學習「至言去言」的策略 

6. 「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脛之長，憎鳧
脛之短也。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袁宗道〈答友人〉）下列選項
最接近本文意旨的是： 
反對圓通 反對偏狹 反對異見 反對責己 

7. 「東坡的〈水調歌頭〉是中秋月夜醉飲的放懷之作……中秋夜晚，痛飲大醉，人生感悟，悲
歡離合，說的是子由，也更是寫天下眾生的心境。從一己私情擴大，有普世的共鳴，『但願
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映照出生命的大願望。文句如此淺白世俗，但是，願深意重，可以
完全不避俗世言語。」作者認為〈水調歌頭〉的經典之處在於： 
體悟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東坡解脫了愛憎喜怒，放下分別好壞的執著 
頓悟世間無非悲苦，一切事物生滅皆有定法 
深知人生的悲歡離合，又能回到庶民俗世的謙卑 

8. 王維〈終南別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其心境與下
列選項何者最接近？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9.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
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
余得專而名焉。」（柳宗元〈愚溪詩序〉）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是指甯武子仿效伯夷叔齊兄弟二人隱居避禍、明哲保身，所以「不

得為真愚」 
顏回「終日不違如愚」，是因堅守一簞食、一瓢飲，不為利誘，以顯其情操之高貴，故「不

得為真愚」 
「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蘊含柳宗元遭受貶謫以後挫折的心理表露，委婉的

以愚溪之命名來自況 
柳宗元強調「真愚」，是因為「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暗嘲自己識人未明，受有

道之士非難排擠所致 
10. 錢穆〈中國歷史上的道德精神〉曰：「人類社會，常有兩種行為相對立：一為自動性的『感』

一為被動性的『應』，人生要常能自動地感，不要盡是被動的應。小孩子打架，說他先罵了
我，我纔罵他；他先打我，我再打他，好像這是理該的。如此引伸，他今天偷了你東西，難
道你也該偷他東西嗎？如此做人，一切權都操在別人手裡。要你罵人，要你做賊，都可以。
可見人生真理，不能說人家怎樣做，我便怎樣『應』！必須自己開始發心去『感』。」「道
德在我身上，在我心裡，不能說道德在環境中。我們需憑道德精神來創造環境，不該由環境
來排佈生命，決定人格。道德就是我們的生命，就是我們的人格。」下列選項不符合錢穆觀
點的是：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 



類科名稱：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
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1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檢察事務官營繕工程組、監獄官(男)、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鑑識人員、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行政執行官、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監獄官(女)、法院書記官、司法事
務官法律事務組、家事調查官、檢察事務官電子資訊組、醫學鑑識組、資訊科學組、電子科學組、化學鑑識組、營繕工程組、財經實務組、法律實務組、調查工作組(選試英文)、調查工作組(選試西班牙文)、調查工
作組(選試日文)、國際組(選試西班牙文)、資訊組(選試英文)、數理組(選試英文)、政經組(選試日文)、情報組(選試日文)、政經組(選試英文)、情報組(選試英文)、國際組(選試英文)、電子組(選試英文)、海洋巡
護科輪機組、海巡行政、移民行政(選試葡萄牙文）、移民行政(選試印尼文）、移民行政(選試韓文）、移民行政(選試日文）、移民行政(選試越南文）、移民行政(選試西班牙文）、移民行政(選試俄文）、移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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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種案件應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 
關於政黨違憲解散以及解散立法院之案件 
關於政黨違憲解散之案件與關於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之審理案件 
關於憲法解釋之案件 
關於統一解釋法律與命令之案件 

2 依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釋字第 601 號解釋之意旨，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之身分與保障，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大法官亦受憲法第 81 條法官非依法律不得減俸之保障 
並為司法院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屬於憲法第 80 條規定之法官 

3 立法院之調查權被大法官定性為何種權力？ 
立法權 行政權 司法權 監察權 

4 依憲法相關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461 號解釋之意旨，有義務出席或應邀於立法院委員會備詢者，下列何
者錯誤？ 
考試院院長  參謀總長 
司法院秘書長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5 依憲法第 24 條後段之規定，被害人民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此種憲法要求立法機關制定法律之性質
為何？ 
訴訟保留 司法保留 行政委託 憲法委託 

6 有關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資格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須為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且曾設籍十五年以上之選舉人 
須年滿四十歲 
不得為現役軍人 
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登記為總統候選人，但副總統候選人不在此限 

7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委員，若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薦，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
任命，問：此委員任命之方式違反下列何原則？ 
代議士民主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 
主權在民原則  憲法保障人民之創制、複決權 

8 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士官班招生簡章規定，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此為違反下列何者？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 

9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上所規定的人民義務？ 
納稅 服兵役 投票 受國民義務教育 

10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76 號解釋之見解，生命權被定位於下列何種基本權？ 
訴訟權  生存權 
言論自由  憲法第 22 條之概括基本權 

11 人民加入宗教團體，從事慈善服務工作，並擔任該團體之理事職務，並未涉及下列何種基本權？ 
宗教自由 集會自由 職業自由 一般行為自由 

12 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第 710 號解釋之作成，主要因為相關法令之暫予收容與強制出境涉及侵害人民權
利，此與何種基本權利較無關聯？ 
秘密通訊自由 正當程序之保障 遷徙自由權 人身自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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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種支出或經費無須優先編列？ 
社會救助 社會保險 國民教育 國民就業 

14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

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關於此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係貫徹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之意旨 
係貫徹憲法第 5 條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之意旨 
係貫徹憲法第 157 條規定，國家應增進民族健康之意旨 
係貫徹憲法第 158 條規定，國家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之意旨 

15 下列何者不受憲法第 12 條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 
打電話 上汽車旅館 寄送電子郵件 傳送簡訊 

16 性別工作平等法中有關促進工作平等措施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女性受僱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 
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五日 
子女未滿二歲需受僱者親自哺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 60 分鐘 
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

減少之工作時間工資照給 
17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全民健康保險安全準備之來源？ 

每年度收支之結餘  每年度政府編列預算補助 
保險之滯納金  保險安全準備所運用之收益 

18 股份有限公司在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不得辦理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該期間稱為「閉鎖期間」。

請問股東在閉鎖期間內將其記名股票轉賣給他人，該買賣行為之效力為何？ 
無效 有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19 依據我國實務見解，有關幫助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他人犯罪完成後所為之幫助，不構成幫助犯 
二人以上共同幫助犯罪，應適用刑法第 28 條之規定 
教唆幫助犯為幫助犯 
幫助教唆犯為幫助犯 

20 甲明知 X 已經死亡，卻告訴 X 的仇人乙，趕緊趁著 X 昏睡，把握機會報仇。於是乙帶著槍遠遠對著坐在

椅子上的 X 連開數槍，直到 X 倒在地上。以下有關甲、乙論罪之敘述，何者正確？ 
乙認為射擊的對象是人，所以乙應成立故意殺人既遂 
依照客觀狀況，對於屍體開槍的乙構成毀損屍體罪 
甲雖然引起乙殺害 X 的決意，但是欠缺要乙實現殺人的意思，不成立殺人罪之教唆犯 
甲使乙毀損屍體，構成毀損屍體之教唆犯 

21 甲將其房屋先出賣予乙，於未為交付及移轉所有權之前，即再將該屋出售予丙並交付之；其後，在未移

轉所有權予丙之前，又再度將該屋出售予丁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丙間之買賣契約無效 
由於甲已將該屋交付予丙，故丙已取得該屋之所有權 
甲因已將該屋先出賣予乙、丙，故其將所有權移轉予丁之處分行為為無權處分，惟丁可依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2 項主張善意取得該屋所有權 
丁依法取得該屋之所有權，丙雖自甲受讓該屋之占有，但不得對抗丁，故丁可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

求丙返還該屋 
22 甲公司欲向乙銀行融資貸款，乙主張必須有擔保方得放款，且擔保之方式限於設定抵押權，甲檢視其擁

有之資產包括下列權利，下列何者可提供抵押貸款？ 
甲之 A 土地對丙之 B 土地有不動產役權 甲對丁之 C 屋有典權 
甲對戊之高級進口車有動產質權 甲對「來自月亮的你」此部電視劇有著作權 

23 甲在乙之土地上有地上權，並建有房屋一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之地上權係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不因房屋之滅失而消滅 
甲之地上權係依民法第 876 條之規定而取得者，因房屋之滅失而消滅 
地上權期間屆滿後，地上權人仍繼續為土地用益，而土地所有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時，成為不定期

之地上權 
租用基地建築房屋，經承租人請求出租人為地上權之登記者，地上權期間屆滿後，地上權人仍繼續為

土地用益，而土地所有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時，可主張不定期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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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傳染病防治法規定，醫師診治病人時，應立即採取控制傳染之措施，並報告主管機關。若立法院修改此
一規定，將前述醫師義務，改為一般人之義務者，主要違反下列那一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裁量擴張原則 期待可能原則 

25 依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有關層級化法律保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給付行政措施，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不得以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之 
憲法第 8 條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不得以法律加以變更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 
人民生命、身體以外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時，其授權應符合明確

性原則 
26 我國現行法規中之「環境基本法」，其性質與地位為何？ 

中央法律 地方自治條例 中央法規命令 地方自治規則 
27 民法第 26 條規定：「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

不在此限。」此但書之規定，其性質為： 
暫時法 特別法 補充法 例外法 

28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法規之生效方式： 
公布 發布 下達 送達 

29 關於法律之廢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法律之廢止不得僅公布法律名稱及施行日期；而應將擬廢止之法律全文刊載 
法律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但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人民聲請許可案件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其所據以聲請許可之法律已廢止，並由其他法律所替代，但

只要已廢止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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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廢止之法規仍可例外適用 
3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保障人民「接近使用媒體」之權利，係對媒體取材自由及編輯自由之限制，因此，

人民「接近使用媒體」，應在兼顧下列那一原則，予以尊重？ 
媒體取材中立原則 媒體編輯正確原則 媒體取材公益原則 媒體編輯自由原則 

31 Little Johnny had to redo his homework because his handwriting was so       that his teacher could hardly tell 
what he wrote on the homework he turned in yesterday. 
 alternative  fraudulent  illegible  malicious 

32 Helen’s students didn’t understand the message she was trying to       when she wrote down a big question 
mark on the white board. 
 convey  distribute  proceed  reform 

33 After explaining the basic diving skills to her students, the swimming instructor was ready to       herself how 
to dive into the water safely. 
 demonstrate  interfere  negotiate  overcome 

34 This company sells its market share at an extremely high price, maintaining formidable      . 
 protests  pricks  profits  pitfalls 

35 Students who rent an off-campus apartment in Taiwan often have to pay their       bill to the landlord along 
with their monthly rent. 
 utility  tuition  credit card  insurance 

36 The social media website Twitter has announced major       to its service. It no longer counts website 
addresses as characters in tweets, so users have more space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counterparts  disturbances  statues  updates 

37 Many buildings construct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have incorporated energy conservation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manuals  measures  missions  momentums 

38 Leisure time helps people stay healthy and work more efficiently and ______. 
 commercially  destructively  productively  restlessly 

39 Christine has been       unreasonable giving everyone in the family a hard time ever since she was fired by 
her boss last week. 
 considerately  horizontally  permissibly  ridiculously 

40 In the past, people owned fewer things, used things longer, and much of their waste decomposed. But today, 
trash is made from materials that will still be       when we no longer are. 
 diverse  fragile  intact  obs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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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至 45 題： 
By far som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centers of European learning today stand where they were founded eight 

hundred years ago: Oxford and Cambridge in England;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n France;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in 
Italy. European universities developed in the lat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41   the emergence of city 
life. Earlier medieval schools were most often   42   the monasteries, which were perforce situated in rural areas. 
As cities grew in importance, schools also developed at urban monasteries or under the   43   of bishops whose 
cathedrals were in the towns. The cathedral school was a direct   44   of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owns and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bishops, the spiritual leaders of town life. In Italy, town life had been relatively strong throughout 
the early Middle Ages, so there was a tradition of schools which were controlled by the common people. The center of 
medical studies in Salerno and the law faculty of Bologna had been in   45   hands since the tenth century. 
41  with regard to  in spite of  except for  along with 
42  accustomed to  associated with  consistent with  entitled to 
43  escort  aegis  tremor  sway 
44  offshoot  initiative  catastrophe  fraud 
45  secular  financial  spiritual  mercantil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至 50 題： 

The word volcano can describe anything from a single opening in the earth a few meters across to a field of 
connected openings that might be 20 kilometers or more in width. Most researchers consider any set of openings that 
are connected to a large central core as a single “volcano”. Otherwise, they would have to deal with an endless number 
of names for each individual opening. Italy’s Stromboli has been almost constantly erupting for over 2400 years, but 
most eruptions do not last that long. Currently, there are about 15 volcanoes worldwide that have been actively 
erupting for the last 30 years.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scale, about ten percent of volcanoes have eruptions which last 
for just a single day. The majority of the eruptions lasted three months or less. This means the average time from 
beginning to end is usually about seven weeks. 

From the number of volcanic eruptions detected over the past few hundred years,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y are 
becoming much more frequent over time. However, when researchers tracked the growth in reported eruptions 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they realized that volcanic activity wasn’t actually becoming more frequent. 
Instead, as people spread over more areas of the earth’s surface, the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f volcanic activity 
inevitably increased with the expanding population. 

The highest volcano when measured from sea level to its top is Ojos del Salado in the Andes mountains in South 
America. It is 6,887 meters above sea level. However, when measured from its base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to the 
top, a different set of volcanoes become the highest ones. Some volcanoes in the Mauna Loa zone near Hawaii rise as 
much as 19 kilometers above their bas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cific Ocean. 

The first thing to do when caught near a volcanic eruption is to avoid a potentially disastrous situation,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travel only as instructed by the local police or other authorities. Stay away from lava, mud and flying 
rocks. Avoid river areas and low-lying regions. Before you leave the house, put on a long-sleeved shirt, long pants, 
and eyeglasses or sunglasses to protect your eyes. Wear an emergency mask or hold a wet cloth over your face if you 
do not have one. Since ash can damage engine parts, refrain from driving if possible. If you decide not to leave the 
house, close all windows and doors to prevent ash from getting inside. 
46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ssage? 

 To explai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volcanic activities.  To explain some facts about volcanoes. 
 To describe the causes of volcanic eruptions.  To analyze the threats of volcanic eruptions.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volcanic activities in Paragraph Two? 
 They have been on the increase over the years. 
 They are no more frequent than they used to be. 
 They increase as the human population becomes larger. 
 They are more frequently observed as a result of increased population. 

48 In Paragraph Four, what does one refer to? 
 A wet cloth.  A volcanic eruption.  An emergency mask.  A long-sleeved shirt.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when being caught near a volcanic eruption? 
 Drive to low-lying regions right away. 
Walk along river areas as soon as possible. 
Wear short-sleeved shirts before leaving the house. 
 Close all the windows and doors when staying indoors.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Volcanic eruptions can last as long as thirty years. 
Most volcanic eruptions last no longer than three months. 
 Ojos del Salado in South America is the highest volcano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It has been proved by scientists that volcanoes have become more active than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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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調查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司法人員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

理法）、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法院書記官、檢察事務官偵查實
務組、監獄官（男）、監獄官（女）、調查人員法律實務組 

科 目： 刑法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10130-10230
10530-10730 
11130-11230 
40430

一、甲為計程車司機，某日深夜，載女客人 A 前往郊區某豪華別墅，快抵達目的地時，

見 A 女頗具姿色，突心生淫念，乃停車於偏僻路旁，強拉 A 女至樹下草叢邊，褪去

其衣物，擬加以「性侵」（性交），A 女極力抗拒，甲未能得逞。此時，A 聲言要報警，

甲羞憤異常，持預藏於車上的開山刀，猛刺 A 的心臟，A 躺於血泊中；甲見狀，起

後悔之心，乃急電 119 前來救人，但在救護車未到達前，A 已被路過行人乙先行送醫

救治，終倖免於死，而甲因畏罪，打完電話後，就驅車逃離現場。問甲的刑責應如

何論處？（25 分） 

二、甲誘使本無犯意之十六歲少年乙，潛入 A 宅竊取 A 新購之名貴音響，甲併邀丙駕駛

小貨車在門外把風，等候運走，甲也允諾事成後，給予乙、丙酬金。正搬出門外，A
歸來，雙手抓住甲擬加以逮捕，詎甲為脫免逮捕，以左手反抓 A 之頭髮，右手毆打

頭部，並以雙手勒住其頸部，致 A 鬆開抓住甲的雙手，放棄逮捕行為，當時乙並無

對 A 施加暴力之犯意與任何舉動，終將音響搬走。問甲、乙、丙三人之刑責各應如

何論處？（25 分） 

三、甲男與某女名模 A 交往多年，並有超友誼關係；邇來，甲頓覺 A 有「劈腿他戀」之

嫌，乃潛入 A 所租來的房間內，在天花板上偷裝針孔攝影機，竊錄其與新男友Ｂ的

親密歡愛鏡頭。一個月後，甲之經營某娛樂雜誌的友人乙得悉此事，未經甲的同意，

竟將所取得甲所偷拍的性愛錄影帶，大量製成光碟片，並隨雜誌附贈光碟片予讀者，

該期雜誌為之銷售一空。問甲、乙所犯之刑責各應如何論處？如何宣告沒收？（25 分） 

四、甲將位於市郊自己所有之豪華農舍一棟出租於 A，因欠租四個月經催討不付，其後

二人屢屢發生口角，且 A 賴住如故。甲一時瞋念起，且思該農舍保有火險，不慮燒

燬發生損失，因生放火殺 A 之心。某日，甲與友人乙商議，共同前往放火，途中乙

突接家中來電，因父親中風需緊急送醫，乃折回。甲私自前往，乘深夜 A 熟睡之際，

潛入該農舍，將廚房內之瓦斯開啟，予以點燃，引起熊熊烈火，A 冒火衝出，僅受輕

傷。甲見 A 未死心殊不甘，一面向警方指控 A 疏於注意致釀火災，一面申請保險公

司理賠，嗣被保險公司識破，終未領得任何保險金。問甲之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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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11180-11280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監獄官（男）、監獄官（女）

科 目： 刑事政策與犯罪學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請敘述「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之意義。修復式司法在實踐與理論上遭

受如何之質疑，試分別說明之。（25 分） 

二、我國刑法於 2015 年 12 月修正通過刑法沒收之規定，並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該修正規定可謂重構沒收之新制度。其主要特點為何？請說明之。（25 分） 

三、各項犯罪統計顯示，不只是我國，世界大部分地區之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近十

年來呈下降趨勢。請以我國之警察刑案統計為例，說明臺灣地區犯罪下降之現象。

並選取一個犯罪理論，說明犯罪下降之原因。（25 分） 

四、過去 20–30 年來對情境犯罪預防策略之研究與評估，逐漸發現情境犯罪預防的有效

性，並可與刑事執法形成互補。請說明「情境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之意義、理論基礎、可能的副作用及美國犯罪學者 Ronald Clarke and John Eck 所提出

的主要策略型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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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11150 
1125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監獄官（男）、監獄官（女）

科 目： 監獄行刑法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為維護監獄管理秩序，保護受刑人安全，防止危害發生或擴大，「戒具」是戒護管理

作為上必要的法定手段，請問壓舌板、約束衣是否為戒具？在何種情形下可以施用

戒具？施用戒具之最長期間？管理人員施用戒具時應注意那些事項？請依監獄行刑

法及其相關規定論述之。（25 分） 

二、監獄針對新收受刑人實施健康檢查，發現受刑人某甲罹患皮膚病、某乙為愛滋病帶

原者、某丙已高齡 80 歲且有高血壓、糖尿病，請問甲、乙、丙三人，何者監獄得拒

絕收監？監獄健康檢查後，拒絕收監之要件為何？受刑人經拒絕收監後應如何處

置？請依監獄行刑法及其相關規定論述之。（25 分） 

三、日間外出與監外作業制度具有行刑社會化，促進受刑人復歸社會之效果，請依監獄

行刑法及相關法規命令說明二種制度之意義、差異及受刑人報請日間外出的條件及

不得報請日間外出的限制為何？（25 分） 

四、受刑人某甲陳情，舍房內監視器的監視運作，讓他倍感壓力，且每次因案出庭回到

監獄，要接受全身檢查，覺得沒有尊嚴；此外，教師某乙抱怨進入監獄戒護區時，

他的隨身提包要掀開接受檢查，認為不受尊重。請問監獄戒護管理之目的？安全檢

查之對象？在戒護安全與人權保障，二者間如何平衡？請分別依監獄行刑法及其相

關規定論述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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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1140 
1124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監獄官（男）、監獄官（女）

科 目： 監獄學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美國學者布利德（Breed，1986）曾提出監獄申訴制度的重要性，請問監獄申訴制度

的功能為何？當受刑人對監獄的處分或假釋不服時，我國現行監獄有何救濟管道可

行？少年與成年受刑人有何不同？請說明之。（25 分） 

二、監獄「累進處遇」與「和緩處遇」有何不同？請就意義、對象與處遇方式分別說明

之。（25 分） 

三、美國學者克雷蒙（Clemmer，1940）提出監獄化的意義與特徵為何？如何防範？請說明

之。（25 分） 

四、監獄假釋的功能為何？正義模式為何倡議廢除假釋？當前假釋對我國為何仍有存在

的必要性？請申論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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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1160 
1126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監獄官（男）、監獄官（女）

科 目： 心理測驗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可以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解釋「差異分數的標準誤」（standard error of the difference）？若甲測驗的信度是 0.8
標準差是 2，乙測驗的信度是 0.9 標準差是 1，考生 A 在甲測驗得分 80，在乙測驗得

分 83，請詳列計算過程並回答這兩個分數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α=0.05）（25 分） 

二、編製測驗時有多種量尺可供選擇，請說明其中的實徵量尺法（method of empirical 
keying）與理性法（rational scale construction）為何？（25 分） 

三、何倫（Holland）所編製的職業興趣量表，所依據的理論概念為何？測驗結果解釋時

的「ㄧ致性」（consistency）與「分化性」（differentiation）所指為何？（25 分） 

四、當主管評核員工表現時，有時會出現「效標污染」（criterion contamination）。解釋何

謂效標污染？通常有那幾種效標污染？（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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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0170-10370 
11170-1127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

家事調查官、監獄官（男）、監獄官（女） 
科 目： 諮商與輔導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你的當事人是一位暴力討債集團的成員，年僅 20 來歲，卻涉嫌多起暴力脅迫、恐嚇

取財、妨害自由、傷害、毀損等案件。請根據後現代取向「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
觀點，說明在協助當事人時所應關注的焦點、態度和治療方法。（25 分） 

二、女性主義治療者發展出「意識提升技術」（consciousness-raising techniques），幫助女

性區分出什麼是迎合社會期望的價值觀，什麼是真正健康的價值觀。請舉出 5 項意

識提升技術或策略來協助曾經遭受家暴和性侵的女性當事人。（25 分） 

三、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的重要原理包括正增強、負增強、削弱和懲罰等，

在司法或矯正體系運用甚為廣泛。請舉司法或矯正體系中的實例，逐一說明操作制

約的基本原理和技術。（25 分） 

四、Jon Kabat-Zinn（1979）所發展的正念減壓療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運用 8 週的結構性團體訓練，來減輕參與者的身心壓力和各類慢性病痛，

深受臺灣心理治療學界推崇喜愛。請說明在司法或矯正體系中如何設計此類結構性

團體訓練計畫？（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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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0120‒11220
40120‒41020
60120‒60920
70120‒70220
80120‒8112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調查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
政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各類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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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憂患中鍛鍊 

二、公文：（20 分） 
中小學校園因發生霸凌事件而廣受媒體報導者時有所聞。受害學生常致人格扭

曲、憤世疾俗，因之或自殘或傷人者並不罕見，甚至衍生重大事件，造成社會

不安。試擬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致轄下各中小學函，敦促校內行政、教學、輔導

人員密切注意，以防範校園霸凌現象。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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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文句與詞語的配對，意義最相近的是： 
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見微知著 
善琴奕者不視譜，善相馬者不按圖—巧奪天工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滿載而歸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隱惡揚善 

下列各組「」中語詞的意義，何者屬於兩兩相同？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 
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 

韓琮詩：「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下列詩詞

中，那一個選項的東流水，也同樣帶有時間流逝的意涵？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古典詩人在表現送別之情時，常以景結情，以留下生動的畫面，供作無窮的回味，下列選項

中，何者非「以景結情」手法？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江春不肯留歸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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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0120‒11220
40120‒41020
60120‒60920
70120‒70220
80120‒81120

全一張

（背面）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調查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
政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各類科組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
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
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胡書，煎胡桃油，鍊錫為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槩，皆
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下列何者最適合說明此段文字之旨意？ 
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多為少善，不如執一；鼫鼠五能，不成伎術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如人鍛鐵，去滓成器，器即精好；學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淨矣 

張潮《幽夢影》：「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
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根據上述，下列選項對應四季適合閱讀的書籍何者錯誤？ 
春—《楚辭》 夏—《資治通鑑》 秋—《呂氏春秋》 冬—《道德經》 

「人們不斷消費、獲得、積聚與收藏。他們『擁有』朋友，『擁有』關係，『擁有』文憑、
頭銜、勳章，……他們總是聽命於愈來愈多的欲望。」下列那個選項的主張與引文不同？ 
雖得位居大政，猶當連衡盤結以自固 
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方得以聚厚貲、援朋黨 
心期在黃老，家事是功勳，采蕨輕軒冕，委命隨修短 
得位遭時，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以不立。洎功成而名遂，則望重而身榮 

「幾年前，雪碧在美國有句廣告詞：『服從你的渴望』，這句廣告詞（無疑是無心插柳）包
含了一個康德式的洞見。當我拿起一罐雪碧（或百事可樂或可口可樂），這個行為是出於服
從，而不是自由。我只是回應一個並非我自選的欲望。我是在服從渴望。人的行為是來自天
性還是教養，大家常常爭執不下。對雪碧的渴望（或其他含糖飲料）是深植於基因還是廣告
誘導？在康德看來，這種辯論毫無意義。凡是受到生理決定或社會制約的行為，都不是真自
由。行動要自由，就必須自主，而自主就是按照自訂法律，而不是按照天性指揮或社會習俗。」
關於上文的理解，下列何者有誤？ 
生理決定是不自主的行為 社會制約是不道德的行為 
沒有自主就沒有自由可言 擁有自由就一定能夠自主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社會，逐漸失去容忍失誤的空間。……不管是天災還是
人禍，總要吵出一個名堂才行。問題是，憤怒只會讓事情更糟。其實，生活裡，失誤總是
難免。剛轉到藍鳥隊的突洛維斯基是史上守備率最高的游擊手，每年還是有將近十次的失
誤；NBA 快艇隊的保羅今年有最好的助攻/失誤比，整個球季也有一百九十次把球搞丟。每次
人為的失誤，一定會帶來損失，可是那只是比賽裡的一部分。常態分配的人生，總有掉到區
線下緣的時候，日本人說這是『Mujo（無常）』、歐美人說『有時總會踩到狗屎』，為什麼
我們對於別人的失誤，卻經常懷抱零容忍的態度呢？在球場上，得到的經驗是遇到別人的失
誤，讓自責的隊友知道大家會一起全力彌補，遠比埋怨有用。有些事情發生之後檢討可以避
免再度重演，可是很多時候，下一個莫名其妙的失誤怎樣都會出現，再怎麼生氣也沒有用。」
下列選項中，最適合此段短文的標題是： 
檢討可以避免失誤  失誤是生活的一部分 
處處曲徇，失誤連連 憤怒，只會讓事情更糟 

有關禮金封套用語，下列選項的說明何者完全正確？①湯餅之敬 ②贐儀 ③贄儀 ④楮敬 
①：子女周歲 ②：喪禮 ③：送業師 ④：送遠行者
①：子女滿月 ②：送遠行者 ③：送業師 ④：喪禮 
①：送業師 ②：子女周歲 ③：送遠行者 ④：喪禮 
①：喪禮 ②：子女滿月 ③：送遠行者 ④：送業師  



類科名稱：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
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21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檢察事務官營繕工程組、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檢察事務官電子資訊組、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公職法醫師、監獄官(男)、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法院書記官、監獄官(女)、公證人、檢察事務官財經實
務組、心理測驗員、營繕工程組、電子科學組、法律實務組、化學鑑識組、醫學鑑識組、調查工作組(選試土耳其文)、調查工作組(選試西班牙文)、調查工作組(選試英文)、資訊科學組、財經實務組、數理組(選試
英文)、政經組(選試英文)、電子組(選試英文)、資訊組(選試英文)、國際組(選試韓文)、國際組(選試法文)、國際組(選試日文)、情報組(選試英文)、國際組(選試英文)、海洋巡護科輪機組、海巡行政、移民行政
(選試英文）、移民行政(選試越南文）、移民行政(選試韓文）、移民行政(選試葡萄牙文）、移民行政(選試西班牙文）、移民行政(選試印尼文）、移民行政(選試德文）、移民行政(選試泰文）、移民行政(選試日
文）、移民行政(選試法文）、移民行政(選試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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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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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B B D C B B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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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年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司 法 人 員 、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調 查 人 員、國 家 安 全 局 國 家 安 全 情 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各類科、各科別、移民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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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頁次：4－1 

1 總統於下列何種情形，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宣布戒嚴時  發布緊急命令時 
立法院提出總統彈劾案時 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時 

2 下列何種事項可能產生國家賠償責任？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教師之教學活動 有關政府公開招標工程採購案之履約爭議 
公營銀行之放款業務  民營化後之電信業務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有關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法中有關罰鍰之規定，不論法定裁罰額度高低，如已預留視違規情節輕重而予處罰之裁量範圍，

即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無違 
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

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無違 
教師因行為不檢遭解聘者，一律禁止終身再任教職之規定，對人民工作權之限制實已逾越必要之程度，

有違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法律規定菸品應標示特定成分含量多寡，相較於課予各機關學校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後者雖屬較小侵

害手段，但於目的之達成，尚非屬相同有效手段，故課予標示義務並未違反必要原則 
4 下列何者屬職業選擇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 
限制營業小客車年度申請之件數 限制錄取小學教師之人數 
規定計程車車身應漆成黃色 規定中餐技術士證照條件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居住、遷徙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憲法保障居住、遷徙自由係指人民在法律規定範圍內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且有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遷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 

大陸地區人民須經主管機關許可，方得進入臺灣地區。大陸地區人民既無自由進入臺灣地區之權利，
其合法入境後，也不得主張居住遷徙自由之保護 
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亦屬居住、遷徙自由保障之範圍 
行政機關為維護水庫水質水量，訂定集水區內村落遷村計畫，涉及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限制，除

不得逾憲法第 23 條所定之必要程度外，且須有法律之明文依據 
6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第 8 條所保障人身自由之範疇？ 
外國人受驅逐出境前，內政部移民署所為之暫時收容 
衛生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者之強制隔離措施 
將經常逃家或逃學之少年施以收容處置 
限制役男出境 

7 有關秘密投票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投票為個人選舉權利，故選舉權人得放棄秘密投票 
在投票圈選確定後，選舉權人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後投入票箱 
選舉人於投票後離開投票所，得主動告知他人投票內容 
連署制度公開連署人投票內容，違反秘密投票原則 

8 下列何者不隸屬於行政院？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審計部 客家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 

9 下列何者非地方制度法所稱自治法規？ 
自治條例 委辦條例 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

議案送達行政院 10 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

會首長質詢之權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議，得

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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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 條規定，立法院依憲法規定所議決之議案，下列何者應經三讀會議決？ 
條約案 戒嚴案 預算案 大赦案 

12 關於立法院常會之召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自行集會  由總統咨請集會 
行政院院長召集開會  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 

13 下列關於法官身分保障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官因為具有終身職之保障，不得因職務行為受到刑事處分 
候補、試署法官除法官法之特別排除規定外，原則上與實任法官受到相同之身分保障 
實任法官除經本人同意，並該當法定要件外，不得為審級調動 
法官非依法律不得減俸 

14 依據現行釋憲實務，在人民聲請之釋憲案，下列何者不屬於大法官得審查之客體？ 
行政處分 判例 最高法院之決議 法律 

15 下列何者為監察權行使之對象？ 
立法委員 直轄市議會議員 縣議會議員 考試委員 

16 下列有關強行法與任意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法多為強行法，私法多為任意法 
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並非皆屬強行法 
刑法為強行法 
民法通常為任意法，所規範內容均得由當事人合意約定加以改變 

17 有關法律優位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行為或其他一切行政活動，均不得與法律相牴觸 
為依法行政原則之下位原則 
不適用於給付行政行為 
違反法律優位原則之行政處分，相對人得於法定要件下請求撤銷之 

18 關於公法與私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國家與私人之間，不能締結私法契約 公、私法區別實益主要在於法律救濟途徑不同 
私人相互間之法律關係皆不可能為公法關係 私法之規定皆為任意性質 

19 以法之淵源為標準，可分為： 
成文法與不成文法 一般法與特別法 固有法與繼受法 國內法與國際法 

20 下列法規何者位階最低？ 
法律 中央機關之法規命令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21 下列債務，何者可得互相抵銷？ 
相互不得競業之不作為債務 相互提供勞務之單純作為債務 
互負清償地不同之金錢債務 因故意侵權行為而負擔之債務 

22 甲男乙女結婚之後，得收養下列何人為養子女？ 
甲男姊姊之女兒  乙女舅舅之兒子 
乙女同父異母之小弟  甲男與前妻所生兒子之太太 

23 下列何者非屬有權解釋之範疇？ 
行政解釋 立法解釋 司法解釋 學理解釋 

24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自治規則之法定名稱？ 
通則 規則 細則 準則 

25 關於法律制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所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係指在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者 
立法院會議，須有立法委員總額二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 
法律案之決議，除法令別有規定外，原則上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法律案之決議，若出席委員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26 有關共有物分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不能分割 
約定共有物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 5 年，但共有不動產有管理之約定時，不得逾 10 年 
於分割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共有人仍得請求裁判分割 
不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分割之協議，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具有效力 

27 甲為社會局公務員，於某日至乙的住家進行家訪執行公務時，竊取乙的手機。關於刑法第 134 條準瀆職
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準瀆職罪係假借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罪 
所犯之罪限於刑法瀆職罪章以外的犯罪 
甲利用職務出勤之時機竊盜，可成立準瀆職罪 
若甲是在前往乙宅的路上拾獲手機，亦屬本罪之利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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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有關著作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著作權內容包含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著作人格權不得讓與或繼承 
著作財產權得讓與他人，而與著作人格權分屬二人 
著作權保護至著作人死亡後 50 年 

29 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 6 個月部分，經
勞工請求未獲清償者，勞工得向下列何者請求墊償？ 
勞資會議 勞工退休基金 職工福利金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30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之規定，僱用受僱者 100 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置托兒設施，如果未能遵守，
下列有關法律效果之敘述何者錯誤？ 
既然是「應」作為而未能遵守，主管機關自得根據本法第 6 章罰則規定科處罰鍰 
目前國內都會區寸土寸金，即使大型事業單位亦難遵守，故只能視為是它們之「努力義務」 
如能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例如與鄰近之育兒園簽約，給予員工相關之優惠措施亦可 
可以視情形設置托兒設施或措施，並向主管機關申請經費補助 

31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dividuals ten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sting programs as 
less       when fair procedures have been used. 

objectified  objective  ostensible  objectionable  
32 The two governments organized forums to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energy efficiency measures. 

extract  exhibit  explore  extort  
33 Unlike most other members of the crow family, the magpie is relatively fearless and      . 

excessive  erroneous  i nvasive progressive  
34 Some scientists fear that there won’t be enough oil in the future to meet global      . 

protection  warming  commission  demand  
35 I always try hard to imprint features of a new acquaintance on my memory. Yet chances are the next time 

when I       into him, I won’t know who he is. 
knock  slam  bump  smash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39 題 
The American computer company IBM says it has developed a microprocessor – a computer chip – that works much 
like the human brain. IBM calls the chip True North. It is the   36  of a postage stamp. The chip has 5.4 billion tiny 
parts that work like the human brain’s neurons and synapses. Neurons and synapses are the cells and electric forces 
that carry messages   37  the brain. True North has 1 million neurons and 256 million synapses. The human brain 
has 100 billion neurons and up to 150 trillion synapses. IBM says it can program the new chip to understand difficult 
problems and then solve them as humans would. The company says the True North chip could be used as a brain 
for   38  robots. It can also be used for controlling new kinds of wheel chairs or for recording conversations   39  several 
people and then making a printed record of those conversations. True North is still being tested. But IBM says it could 
be available for public use in two to three years. The chip is just one example of machine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like humans. This field of study is call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AI. Some experts believe computers will someday 
become more intelligent than humans. 
36 sign  size  search  sample  
37 come and go  left and right  good and bad  to and from  
38 black and white  lost and found  search -and-rescue life -and-death 
39 involving  neglecting  bypassing  excluding  
第 40 題至第 43 題為篇章結構，各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合適者，答案選用不能重複 
Research shows that smiling has many positive effects on our health. This might explain why the people in the studies 
with bigger smiles had longer lives.   40  It also lowers blood pressure. Smiling can affect the brain in the same way 
as exercise. For example, it increases the amount of feel-good hormones such as serotonin and endorphins.   41  Furthermore, 
recent brain research shows that just the act of smiling can actually make us happier.   42  But then, our smiles send 
a message back to the brain that makes us feel even happier. Smiling is clearly good for us.   43  It is easy to see that 
smiling is much more than just an expression of happiness. It’s a powerful tool for maintaining both emotional and 
physical health. 
40 Endorphins not only make us feel better, but reduce pain as well.  

Studies show that smiling reduces stress and stress -related hormones. 
We can even get the benefits of smiling just by making ourselves smile.  
In other words, we smile because something h appens that makes us happy. 

41 Endorphins not only make us feel better, but reduce pain as well.  
Studies show that smiling reduces stress and stress -related hormones. 
We can even get the benefits of smiling just by making ourselves smile.  
In other words,  we smile because something happens that makes us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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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ndorphins not only make us feel better, but reduce pain as well.  
Studies show that smiling reduces stress and stress -related hormones. 
We can even get the benefits of smiling just by making oursel ves smile. 
In other words, we smile because something happens that makes us happy.  

43 Endorphins not only make us feel better, but reduce pain as well.  
Studies show that smiling reduces stress and stress -related hormones. 
We can even get the benefits of s miling just by making ourselves smile. 
In other words, we smile because something happens that makes us happ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4 題至第 47 題 
Some 66m years ago Earth was hit by a space rock reckoned to have been 10km across. The resulting chaos 

caused the extinction of dinosaurs and many other species, opening the way for the age of mammals－and ultimately 
humans. It also left a big hole in what is now southern Mexico. That hole is one of only three known of similar 
dimensions (the other two are Vredefort in South Africa and Sudbury in Canada). And this is odd. For, during the 
billions of years that Earth has had a solid crust, many more than three big asteroid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o have 
hit it. 

That thought led Brandon Johnson of the MIT and Timothy Bowling of Purdue University in Indiana, to wonder 
how many other craters have vanished, either by erosion or by being swallowed into Earth’s interior as its crust moves 
around, and therefore whether it is likely that some have survived and been overlooked. They have just published their 
analysis in Geology. 

Earth’s crust formed more than 4 billion years ago, but the oldest surviving blocks of it large enough to harbor 
craters date back only 3.5 billion years. What is known of the sizes and orbits of modern asteroids suggests that, if 
things have not changed over the aeons, about 14 big asteroids (defined as having a diameter of more than 7.4km, 
which would cause a crater at least 85km in diameter) should hit Earth every billion years. That means 49, give or take 
seven, over the past 3.5 billion years. Such impacts may have been more common in the past, when more big asteroids 
were around. Allowing for this, Earth would have been hit by 113, give or take 11, of them. Either way, a lot of craters 
are missing. 
44 How large is the crater created in southern Mexico by the asteroid 66m years ago? 

10km across in diameter.   85km in diameter. 
7.4km in diameter.  Not mentioned in the article.  

45 Over the past 3.5 billion years, roughly how many asteroids may have hit Earth? 
14  85  1 13 11  

46 How many other craters of a dimension similar to the one in southern Mexico are known to people? 
3  2  1  4  

47 What can we infer about the missing craters?  
They  never left any impact on Earth. They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eroded.  
They were far  more than the surviving ones. They were hit by more than one asteroi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8 題至第 50 題 
In 1881 a young woman named Mabel Loomis Todd wrote her parents about “the character of Amherst…a lady whom 
the people call the ‘Myth’: she has not been outside of her own house in fifteen years…. She dresses wholly in white, 
and her mind is said to be perfectly wonderful.” So began the legend of Emily Dickinson, one of the greatest poe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o was for years portrayed by biographers and critics as an eccentric recluse, a “little 
home-keeping person,”a mad spinster who had been disappointed in love. For, four years after this New England 
woman in white died in 1886, the same Mabel Loomis Todd brought out a volume containing selections from 1,776 
strange and passionate poems, which had been found, neatly sewed into booklets, in her bureau drawer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ubic was immediately seized by the mysterious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seemed to be the 
isolation of Dickinson’s life and the intensity of her art. To many, indeed, the “case” of Emily Dickinson－only eight 
of whose poems had been published in her lifetime－seemed to offer a crucial model for the situation of the woman 
poet. Eccentricity, reclusiveness, and most of all, thwarted romance－these appeared to be the conditions that might 
drive a woman to what was, for women, the perversity of writing verses.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bel Loomis Todd and Emily Dickinson? 

They are mother and daughter.  T hey are sisters. 
They are a lesbian couple.  It is not clearly mentioned.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Emily Dickinson? 
She was very popular when she was still alive.  She was colorblind and could only see  white color. 
Her poetry has  a very unique style. Besides poems, she also wrote novels.  

50 When did Mabel Loomis Todd find Dickinson’s poems? 
1886  1890  1776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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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甲教唆乙傷害 A，乙拒絕，被一旁乙之同居人丙知悉。一星期後丙隱瞞乙打電話給

甲，謊稱乙改變心意，但要求甲先將之前約定予乙的新臺幣（下同）10 萬元匯入丙

的帳號。甲匯款後，丙捲款潛逃。試問甲的行為依刑法如何論處？而 10 萬元依新修

正刑法又應如何處置？（25 分） 

二、甲在古物店竊得明末名家製造之價值不菲的古花瓶，為掩人耳目，暫將其置放於一

人跡罕至的廢棄物堆中。當日有一從事資源回收工作之乙，發現該花瓶仍為可用之

物，將其取回家中擺放。幾日後經媒體報導，乙發現其拾回之花瓶，極有可能為甲

所竊取之物，為免惹麻煩，欲將其放回原處，惟搬運途中為警查獲。試問乙之行為

依刑法如何論處？（25 分） 

三、甲、乙交往時，乙曾打造其住處備用鑰匙與甲，方便甲出入乙之住處。兩人分手後，

乙曾向甲索討鑰匙，當時甲一時找不到，乙便未繼續追討。幾個月後，甲尋得鑰匙，

便逕赴乙之住處，想親自交還給乙。豈料乙不在家，甲想反正有鑰匙在身上便開門

進入，並在乙的住處等待乙回來。乙返家後見甲在住處內，大怒並報警提告。甲主

張鑰匙係乙所交付，且其為返還鑰匙而來，應無不法。試問甲的行為依刑法如何論

處？（25 分） 

四、甲為交通警察，某日於執行勤務時發現乙未戴安全帽、超速且騎乘違法改裝機車。

甲攔檢後發現乙為 13 歲少年，且根本沒有駕駛執照。甲要開單處罰時，乙苦苦哀求，

並直接脫下自己手上之限量造型玩具手錶給甲，希望甲網開一面。甲見該手錶價值

不菲且四下無人，默默收下手錶後，告訴乙其違規多項，但願意予其自新機會，希

望其以後不要再犯，便予以放行。試問甲的行為依刑法成立何罪？（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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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11080 

1118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監獄官 
科 目： 刑事政策與犯罪學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國內毒品犯罪（尤指施用毒品行為）相當嚴重，幾乎已滲透至社會各階層。為防制

毒品犯罪之更形氾濫，在刑事政策上有何可行之措施？試申論之。（25 分） 

二、邇來發生多起社會矚目之重大犯罪案件（例如殺警案、臺鐵爆炸案、北捷殺人案、

割頸案、殺童案）。對於防制此等駭人聽聞之重大犯罪案件的不斷發生，在刑事政策

上有何具體可行之措施？試申論之。（25 分） 

三、我國現行的社區處遇類型有那些？社區處遇的理論基礎為何？（25 分） 

四、犯罪學研究顯示就業有助更生人復歸社會，減少再犯，但我國對於前科與就業有諸

多相關限制，以民國 93 年司法院釋字第 584 號解釋為例，該解釋認定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對於「曾犯故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

人勒贖或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妨害性自主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

者，不准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的限制並未違反憲法的平等原則，具

合憲性。綜合前述研究與法規內涵，請分析以前科限制更生人就業的妥適性。（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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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11050 

1115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監獄官 
科 目： 監獄行刑法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根據矯正統計顯示，目前在監服刑之受刑人中，年齡逾 65 歲以上者之人數與比例呈

現與日俱增的趨勢。試根據監獄行刑法及其相關規定，說明矯正機關對於衰老受刑

人有何特殊的處遇規範？（25 分） 

二、受刑人在何種情形下依規定監獄當局可給予懲罰？懲罰的方式與應注意事項有那些？

當受刑人被告知懲罰時，監獄當局可否給予辯解的機會？其法律效果為何？試根據

監獄行刑法及其相關規定說明之。（25 分） 

三、何謂「行刑社會化」？目前監獄當局有那些活動致力於推動「行刑社會化」？請根

據監獄行刑法及其相關規定說明之。（25 分） 

四、為疏緩監禁擁擠壓力，近年來外役作業日漸獲得政府與社會大眾關注。試說明並比

較監外作業（外役隊）、外役分監與外役監等三種外役作業的意義、法源依據、組織

架構、外出時間、外出地點以及受刑人生活情形有何不同？（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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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11040 

1114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監獄官 
科 目： 監獄學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近年酒駕受刑人數顯著上升，試論述酒駕受刑人之特性和適應問題為何？針對酒駕

受刑人可採取那些轉向和處遇對策？（25 分） 

二、假釋制度攸關矯正處遇效果與受刑人權益，試述司法院釋字第 681 號解釋和釋字第

691 號解釋的主要內涵，並分析釋字第 681 號解釋和釋字第 691 號解釋有何差異？此

二解釋對現行假釋制度有何影響？有何改善建議？（25 分） 

三、試述監獄「分區管理」（unit management）之意義，目前矯正實務有那些措施屬「分

區管理」？有何優點？（25 分） 

四、試述新加坡矯正企業公司（SCORE）在受刑人作業的主要功能，並說明 SCORE 模

式如何運作？對我國受刑人處遇有何啟發？（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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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11060 

1116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監獄官 
科 目： 心理測驗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請詳述何謂速度測驗（Speed Test）？（10 分）編製速度測驗時如何進行項目分析？

（10 分）較適合速度測驗的信度分析為何？並說明理由。（10 分） 

二、請詳細說明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和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的內容以及二者

間的差異。（20 分） 

三、請先說明何謂主題統覺測驗（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TAT），再詳述測驗目的、

內容、實施方式及此測驗的優缺點。（25 分） 

四、 請詳細說明與測驗專業人員相關的倫理議題。（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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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0270 
10970 
11070 
1117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心理測驗員、監獄官

科 目： 諮商與輔導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請比較個人中心理論與焦點心理諮商理論對人性觀、對當事人的看法、諮商關係、

諮商技巧、諮商目標及應用的限制。（25 分） 

二、請敘述個案研究與個案管理的意義及差異性，並說明個案管理的實施步驟。（25 分） 

三、行為治療技術包括暴露法（exposure-based methods）、後果管理法（contingency 
management procedures）、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自我控制法

（self-control procedures）、社交技巧訓練（social-skills training），請說明這五種類型意

義，並各舉一實例說明其應用性。（25 分） 

四、請說明社會認知論對人格的看法，並說明如何應用在改變適應不良行為的案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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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
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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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張 

（正面） 

10120-11320 

20120-21420 

30120-30820 

40120-40220 

53120-5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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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網路遊戲流行，導致部分民眾虛幻世界與現實生活混淆不清，往往產生

失序行為，甚至造成社會悲劇，這種現象必須喚起注意，共謀改正。請以  

「遠離虛擬，回歸實境」為題，作文一篇，加以論述。 

二、公文：（20分） 

近來部分縣市政府頻傳財政困窘，甚或舉債應急，令國人擔憂。試擬行政院致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嚴守財政規範，妥善規劃年度預算，戮力開源

節流，有效因應難關。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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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韓愈〈答李翊書〉）句中「陳」

字之意，與下列何者相同？ 

「陳」力就列 推「陳」出新 慷慨「陳」詞 一一具「陳」 

下列各組成語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按部就班／實事求是  軒然大波／以鄰爲豁 

息息相關／汲汲可危  精神抖數／五光十射 

下列詩詞中，不是用來歌詠「梅花」的選項是：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春紅始謝又秋紅，息國亡來入楚宫。應是蜀冤啼不盡，更憑顏色訴西風 

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只因誤識林和靖，惹得詩人說到今 

雪虐風饕愈凜然，花中氣節最高堅。過時自合飄零去，恥向東君更乞憐 

透過數量來傳達個人內在的情緒張力，是中國古典詩詞的寫作技巧之一。下列何者不屬於此種

類型？ 

梅落繁枝千萬片，猶自多情，學雪隨風轉 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萬古垂楊，都是折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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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
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組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 

10120-11320 

20120-21420 

30120-30820 

40120-40220 

53120-54120 

「圓其實更是無始無終，任何一點都可以是起點，只要一定了起點，它旁邊就是終點，隨便自

己的心怎麼看。」（摘錄自洪蘭《理所當為》）下列選項所表達的旨意，何者與上文無關？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逝水流年，往事如煙 

日落月昇，黎明黃昏  花開花落，秋去春來 

「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

李牧乃得盡其智能。」（《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可知李牧帶兵是： 

不受朝廷制約，賞罰自有決定權 收取貿易租稅，充實軍備，建立戰功 

與眾人同甘共苦，時常宴饗慰勞士兵 軍紀嚴明，律令簡易清楚，不多作干預 

張潮著《幽夢影》：「作文之法，意之曲折者，宜寫之以顯淺之詞；理之顯淺者，宜運之以曲

折之筆。題之熟者，參之以新奇之想；題之庸者，深之以關繫之論。至於窘者舒之使長，縟者

刪之使簡，俚者文之使雅，鬧者攝之使靜，皆所謂裁制也。」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本文意旨？ 

事實勝於雄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就容易取得成功 

萬物皆變，萬事皆流，天體運行不已，事物總是在不斷地變化之中 

利用「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平衡法則，透過對立中的互補來達到「相因而成」的和諧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觀察事物要去粗取精，不看表面而看內涵，方能精益求精 

滕子京負大才，為眾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

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

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

矣。（范公偁《過庭錄》）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滕子京被貶到巴陵，忿忿不平之情，溢於言表 

滕子京才能出眾，范仲淹與之交好，深惜其才 

「正患無隙以規之」，意謂滕子京雖被貶謫，但爲人處世並無缺失 

「其意蓋有在矣」之「意」，除了安慰之外，同時有間接規勸之意 

根據下列詩作，回答第 題至第 題：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經‧魏風‧碩鼠》） 

關於該詩，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本詩中「逝」與「適」意思相同 

本詩以「碩鼠」比喻貪婪的統治階層 

本詩中「三歲」的「三」是虛數，用以喻多 

本詩中的「莫我肯顧、莫我肯德、莫我肯勞」都是倒裝句 

依該詩內容，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本詩表現出的情感是憤怒、無奈與絕望 

本詩以「黍、麥、苗」喻指民生之本與稅賦 

本詩表現的是知識階層追求自由的沉痛心聲 

本詩中「樂土、樂國、樂郊」是夢想國度的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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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釋字第 599 號解釋，有關大法官作成暫時處分要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爭議法令之適用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對人民基本權利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 
暫時處分於本案解釋後仍得作成 

2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第 8 條所規定之法定程序的適用範圍？ 

逮捕 拘禁 提審 公務員懲戒 

3 依地方制度法第 16 條規定，有關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之權利，下列何者非屬該權利之

一？ 

對於地方議會之議長，有依法行使同意之權 對於地方公共設施有使用之權 

對於地方政府資訊，有依法請求公開之權 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 

4 下列有關直轄市副市長之職務敘述，何者正確？ 

由市民依法選舉之  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由市議員選舉之  市長卸任，隨同離職 

5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對何者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僑居國外國民 身心障礙者 大陸地區人民 在臺之外國人士 

6 依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功能？ 
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監督各種政治活動 溝通意見追求真理 確保人民服公職權利 

7 依司法院解釋，有關訴訟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家不只消極的不侵害人民訴訟權，更應積極的建立一套保障權利的訴訟制度  
「受送達權」屬於訴訟權所保障之範圍 
對於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所為之決議，不得向最高行政法院再行提起行政爭訟，不生侵害訴訟權之疑慮 
法官於審判案件時，除憲法與法律外，亦受行政釋示之拘束 

8 如立法者制定法律，規定僅原住民得擔任原住民族教育工作者，則對於此規定所進行違憲審查時，應考慮之

主要基準為何？ 
涉及執行職業自由之限制，為追求一般公益，立法者得予適當之限制  
涉及選擇職業之主觀要件，為保障重要公益，立法者得予適當之限制 
涉及選擇職業之客觀要件，基於特別重要公益，立法者始得予以限制 
涉及執行職業之身分要件，基於保障特定身分之人，立法者均得予限制 

9 憲法保障之集會結社自由，在人權體系中，屬於自由權當中的何種權利？ 
 內部精神自由 人身自由 集體表現自由 經濟自由 

10 有關總統、副總統罷免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之提議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後提出 
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 選舉人投票之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為通過 

11 下列何者具有申請登記為民國 105 年 1 月總統選舉之總統候選人資格？ 
登記時於陸軍服役且任職於國防部之甲  
因歸化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乙 
民國 63 年出生於德國，旋定居於臺南具中華民國國籍之丙 
於民國 104 年 12 月返國定居之丁 

12 依憲法規定，被選舉人得依法罷免。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公職人員就職未滿多少時間，不得罷免？ 
 2 年 3 個月  1 年 6 個月  1 年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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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行政院組織與職務運作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經行政院會議及立法院之決議，得增設、裁併各部、各委員會  
行政院院長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理其職務 
行政院為處理特定事務，得於院內設各種委員會或局處署，其組織得以命令訂之 
行政院院長不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行政院會議 

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461 號解釋，除具有正當理由外，下列何人有義務到立法院委員會備詢？ 
縣（市）長 參謀總長 司法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15 除行政院外，立法委員亦得連署提出法律案，但至少應經多少委員連署？ 
 25 人以上 全體委員四分之一  15 人以上 全體委員三分之一 

16 憲法第 22 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下列何

者非本條規定所保障之權利？ 
收養子女之權利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 隱私權 一般行動自由 

17 公園揭示「禁止攀折花木」之禁令，竹林雖非花木，解釋上應在禁止攀折之列。此項解釋方法屬於下列何者？ 
歷史解釋 限縮解釋 當然解釋 文義解釋 

18 法律原則上只能對於自施行日期起所發生之事項生效，而不能對於施行日期前發生之事項生效。以上敘述係

涉及何種法律原則？ 
平等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19 下列何者非屬法規廢止之事由？ 
裁罰基準於個案中被法院拒絕適用  
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 
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 

20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下列何者非「應以自治條例定之」之事項？ 
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地方行政首長認為屬於重要之事項 
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21 對於下列何項事件，總統曾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處置？ 
 921 地震  911 世貿恐怖攻擊  2008 金融海嘯  2009 莫拉克颱風 

22 下列有關強行法與任意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違反法律禁止規定者，法律效果皆為無效  
民法之規定如屬任意規定，通常允許當事人自主決定是否適用 
公務員違法從事營利行為，雖可能被懲戒，但其營利行為並非當然無效 
強行法之規定可分禁止與命令規定 

23 下列何種公權力之行使，對相對人而言，原則上不涉及信賴利益，因而無保護之必要？ 
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 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 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 授益行政處分之更正 

24 關於自然人的權利能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胎兒亦無條件地享有權利能力 
得享受權利、負擔義務的能力 外國自然人依法律規定亦有權利能力 

25 下列何種法律行為之法律效果是得撤銷？ 
 17 歲之甲，未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向 20 歲之乙購買重型機車 
 甲未經乙之授權，以乙之代理人名義，與丙訂立房屋買賣契約 
甲未經乙之授權，以甲自己之名義，將乙之書所有權移轉於丙 
甲受乙之詐欺，陷於錯誤，將自己所有之當代名畫廉價出售於乙 

26 甲向乙佯稱其擁有一種抗癌新藥專利權，乙不疑有他並以高價向甲買該專利權，乙付錢後才知甲根本無此專

利權，乙得向甲為如何之主張？ 
買賣契約標的自始不存在所以契約無效 買賣契約有效且甲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買賣契約有效且甲負權利瑕疵擔保責任 買賣契約因標的嗣後不能而無效 

27 關於緩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受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 
緩刑之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緩刑之效力及於從刑與保安處分之宣告  
受緩刑之宣告，而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在緩刑期內受逾六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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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關於刑法第 121 條不違背職務受賄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本罪之行為態樣不包含單純之要求  
本罪之成立不須檢視賄賂與職務行為之對價關係 
若收受之時係於就任公務員之前，亦得適用本罪 
本罪之行為主體包含仲裁人 

29 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下列有關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敘述，何者正確？ 
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

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  
定型化契約條款因字體、印刷或其他情事，致難以注意其存在或辨識者，消費者不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

約內容 
相對於個別磋商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具有優先之效力，前者牴觸後者，其牴觸部分無效 
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及契約自由原則，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之定型化契約內容，主管機關不得干預其應記

載或不記載之事項 
30 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會設置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為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事項，各級主管機關應設性別工作平等會  
性別工作平等會應置委員 5 人至 11 人，任期兩年 
性別工作平等會之女性委員應占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地方主管機關如設有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仍應設性別工作平等會，不得由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處理相關

事宜 
31 Conduct and attitude appropriate and respectable for an athlete, especially grace in losing, can best be termed      . 

 philosophy  religion  sportsmanship  relationship  
32 Burnout is a general feeling of       when a person experiences too much stress.  

 relaxation  donation  exhaustion  aspiration 
33 As far as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is concerned, there is a positive       between weal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contradiction   correlation    isolation  detension 

34 Mr. Lin had ignored his doctor’s advice for years, and got a heart stroke last month. He now has to       to a 
strict diet in order to maintain his health. 
 detach   present  adhere  include 

35 New-born deer have the       ability to walk. When they are just born, they immediately move their legs and try 
to walk, even though quite unsteadily at first. 
 incidental         desperate  mature  innate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Preschoolers and kindergartners represent one of the fastest-growing markets for after-school tutors. Parents think that 

if their kids learn to read before first grade, it will ultimately help them get into college and get good jobs.   36   moms 
and dads are no longer satisfied with traditional nursery school which focuses on learning through play. And of course, 
after years of Baby Einstein marketing, some parents have become   37   that the more math and reading skills their 
children master, the better. One mom began sending her daughter to after-school tutoring shortly before the child’s third 
birthday. To the mom’s   38  , after only a few weeks, the child was found not only counting the 14 dots on her 
homework work sheet but also writing the number 14 beside them. Because of such a quick effect, after-school tutoring 
services geared toward small children are popping up everywhere. This phenomenon may be intensified by a study 
published recently. Researchers who examined long-term data on 36,000 preschoolers found that the best   39   of 
success in later school years was in entering kindergarten with elementary math and reading skills, although experts did 
caution that these findings should not be taken as   40   of academic drills for preschooler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kinds of skills that matter in affecting later learning are such basics as the knowledge of letters and the 
order of numbers. These are things parents can pretty easily convey to their children at home. There is really no need to 
expect too much too soon and hurt the child’s ability to become lifelong learners. 



 代號：1101
頁次：4－4

36  anxious  handsome  foreign  divorced 
37  contradicted  convinced  confronted  converted 
38  disappointment  determination  delight  disapproval 
39  evidence  contract  frame  dedication 
40  an endorsement  an illusion  an expression  an enjoyment 

41 The forensic team worked day and night looking for clues and evidence to       the truth about the murder. 
 trigger  ascend  discern  orient 

42       you have been to the lecture,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speaker said? 
 Just now  Now that  As much as  As a result 

43 Professors at community college often have the same       as university professors, but the latter are required to 
spend more time on research. 
 systems  credentials  permission  curriculum 

44 To make sure that breakable items arrive safe and sound, boxes for such items are typically marked  “      .” 
 Safe  Hands On  Sturdy  Fragile 

45 Foreign brides introduce the greatest population       in Taiwan since the last great wave of immigration in 1949. 
 break  resistance  shift  modest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Next time you watch a digital ad in a mall, be aware that the ad could be watching you! Small cameras and special 

software are installed in the ad’s screen. They track who is looking at the ad and for how long.  The software works out 
age and gender before serving up an ad specifically for that demographic. Men are shown razor ads, women can see 
cosmetics ads, and teens can learn about the latest video games. This targeted advertising creates a personalized digital 
city for consumers. Some people don’t like it, though. 

In Germany, a supermarket chain used loyalty cards implanted with RFID tracking chips to learn about its 
customers’ shopping habits. The chips let the store know customers’ purchasing histories and even their movements 
inside the stores. The chips were removed after people complained their privacy was being invaded. These new 
technologies are raising red flags about how far companies are willing to go to make a profit. Consumers have no idea 
when they’re being watched, and there’s no regulation in place to deal with these practices. Privacy campaigners urge 
companies to tell consumers what details are being collected, how it is done, and why. Even though it is meant to make 
data-analyzing convenient, the spying ends up being a little creepy.   
46 What do many digital ads in malls now do? 

 Target specific people.   Advertise special deals in stores. 
 Show ads for screens and cameras.  Feature consumers in the ads themselves. 

47 What is TRUE about targeted advertising? 
 It doesn’t focus on teenagers.  It isn’t popular with everyone. 
 It allows consumers to shop from home.   It shortens the time that people spend on shopping.  

48 What happened when a German supermarket chain started using RFID chips? 
 Customers knew about each other’s purchasing histories. 
 Shopping became more convenient for customers. 
 Customers moved around the supermarkets more easily. 
 Customers complained about their privacy being invaded. 

49 Why are these new technologies raising red flags?  
 People don’t want to spend too much money. 
 People often aren’t happy that they’re being watched.  
 People start to feel annoyed by advertisement letters. 
 People are jealous of the big companies’ profits. 

50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Data Collection vs. Shopping  RFID Tracking Chips 
 Technology vs. Privacy   Customers’ Shopping Ha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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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司法人員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
概論）、法院書記官、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監獄官、調查人員
法律實務組 

科  目：刑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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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0230－10330 
10530－10630 
11230－11330 
20830 

一、甲、乙二人為情敵，甲不僅於公眾場所大罵乙為畜牲，並邀請乙至家裡談判時，意

圖讓乙拉肚子，遂於飲料中放入瀉藥，端給乙飲用，乙喝了一口後覺得味道有異，

先告辭回家，不久乙隨即大瀉三天，乙痊癒後至警局報案，司法警察官以通知書，

通知甲到場說明，甲在害怕之下離家至花蓮躲避後，始發現放有瀉藥之飲料仍放在

冰箱，故致電給其好友丙，告知前述情事，請丙將該飲料處理掉，丙應允並立即至

甲家將該飲料處理掉。試論甲於刑法成立何罪？（25分） 

二、甲輾轉得知友人丙之友人乙欲購買照相機，遂利用經營照相機之鄰居出外旅遊之際，

邀請乙一同進入鄰居家中（以萬能鑰匙打開門），並對乙宣稱相機為其經營販賣所

有，因缺錢用，如欲購買相機將以市價 7 折出售，乙即向甲購買高級相機一台，並

交付價金及取得該相機後回家。請詳附理由說明甲成立刑法何罪？（25分） 

三、甲得知友人乙收受賄賂，意圖分一杯羹，遂向乙云：「如不給我新臺幣 100 萬元，

將至司法機關告發。」乙害怕之下答應，惟因無現金，願暫時提供房屋設定抵押，

以為擔保；甲乃仿照乙製作同意抵押文書之筆跡，自行製作該房屋買賣契約書，並

至地政機關將所有權移轉登記。試論甲成立刑法何罪？（25分） 

四、甲對公務員乙素有怨隙，某日甲從友人丙處獲悉曾目擊乙收受廠商金錢賄賂，甲知

丙常說謊言，上開目擊事實可信度不高，卻欲藉此機會加以構陷作為報復，乃向檢

察官告發，檢察官偵查時，以證人身分傳喚甲至偵查庭訊問，甲經具結後向檢察官

陳述，其親眼目睹乙收受廠商金錢賄賂，不久偵查終結，乙雖無前述收受賄賂，惟

被查出有侵占公款之事實。試論甲成立何罪？（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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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 巡 防 人 員 及 移 民 行 政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刑事政策與犯罪學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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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1280 
︳ 

11380 

一、在我國刑罰學中之犯罪論，咸認為行為具有違法性係構成犯罪之基本要件，因此違

法性為犯罪論之重要一環且具有獨立意義。實質違法性之內容（違法性判斷之基準）

為何？試申論之。（25分） 

二、我國學者一般將廣義之非犯罪化與廣義之非刑罰化通稱為除罪化。即將原本法律規

範之犯罪行為，透過立法程序或法律解釋，將其排除在刑罰處罰之外。除罪化之類

型（方式）為何？試申論之。（25分） 

三、在解釋犯罪行為的理論中，有許多強調「社會控制」概念的理論，試論述以社會控

制概念解釋犯罪行為的主要理論及觀點，並比較社會控制理論及自我控制理論之主

要差異為何？（25分） 

四、長久以來，「犯罪行為」持續地困擾著人類社會，經常會造成民眾實質上的損害與

精神上的恐懼；試論述犯罪行為的特性及人類社會約制犯罪行為的主要體系為何？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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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 巡 防 人 員 及 移 民 行 政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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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科 組：監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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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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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1250 
︳ 

11350 

一、「縮短刑期制度」與「假釋制度」之意義為何？根據監獄行刑法與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者有何相異之處？（25分） 

二、婦女負有哺育嬰兒之任務，根據監獄行刑法與相關法令，對於婦女攜帶子女入監有

那些相關規定？並說明這些規定主要的目的為何？（25 分） 

三、根據監獄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處徒刑、拘役之受刑人，除法律別有規定

外，於監獄內執行之。」試說明自由刑之執行處所例外情形為何？其法令依據為何？

（25分） 

四、試述「獨居監禁」之目的，並根據理論、法令與獨居監禁對象等三方面，論述我國

「獨居監禁」制度。（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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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 巡 防 人 員 及 移 民 行 政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監獄學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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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1240 
︳ 

11340 

一、因應我國近年來刑事政策發展趨勢，有認為可援引美國所謂「超大型安全管理監獄」

（Super-maximum security prison）之措施以因應。試問： 

「超大型安全管理監獄」之定義。（9分） 

我國規劃成立「超大型安全管理監獄」之理由。（8分） 

反對我國規劃成立「超大型安全管理監獄」之理由。（8分） 

二、一般有所謂少年犯罪矯正處遇與情境犯罪預防之「4 Ds」策略，試問：何謂少年犯

罪矯正處遇的「4 Ds」？其對當代犯罪處遇思潮影響為何？請分項詳述之。（25分） 

三、何謂「社區處遇」（Community treatment）？又何謂「以社區為基礎之處遇」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興起，衝擊刑事司

法對策後，產出那些新型態的社區處遇？（25分） 

四、我國過去 20（1995~2014）年間之犯罪趨勢影響刑事司法體系作為甚鉅，尤以影響

最末段之犯罪矯正機構為甚，鑑古知今，甚至可據以預測未來。試從政策面、組織

面、管理面預測我國未來之犯罪矯正作為。（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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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巡防人 員及移民 行政人員 考試 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心理測驗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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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1260 

11360 

一、說明使用心理測驗的用途有那些？並各列舉一例說明每種用途。（25分） 

二、測驗 X 有兩個分測驗（subtest），分測驗 A 的信度為 0.64，分測驗 B 的信度為 0.72，

常模樣本的標準差皆為 5，小華在分測驗 A 的得分是 70 分，在分測驗 B 的得分

是 73 分，問小華在此兩個分測驗的真分數之間是否有真正的差異？（25分） 

三、說明編製自陳式人格測驗常用的三種方式，並各列舉一測驗為例。（25 分） 

四、說明建構效度的估算或取得方式有那些？（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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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
家事調查官、監獄官 

科  目：諮商與輔導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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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0270－10470 

11270－11370 

一、請針對近半年假釋出獄之受保護管束人，以現實治療（Reality Therapy）設計十次

生涯團體輔導方案。（25分） 

二、罹患憂鬱症的當事人：「不是我不想戒毒，進出勒戒所這麼多次，每次一出來就

往藥頭那裡跑，家人早就對我失望至極，我也放棄我自己了。像我這樣沒有用的

人，本來就不值得活著，也沒有人會接受我。我是一個完全失敗的人，我的人生

完蛋了！」上述案例，你想以 A. Beck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來協助你的當

事人，請詳細說明這個理論的基本原理、治療關係以及治療處遇。（25分） 

三、大華是一位安靜內向、不善與人溝通且耽溺 3C 產品的青少年，他很喜歡看電影、

讀歷史小說和騎腳踏車，很害怕 3C 產品不在身邊。請使用應用行為分析（applied 

behavioral analysis）這項諮商技術，以逐變標準設計（the changing criterion design）

增加大華人際互動性為目標，幫助你的當事人進行行為改變計畫。（25分） 

四、建民從小單親，父親嚴厲，親子關係十分疏離，對父親既愛又恨，雖知道父親養家辛

苦，但離家後就沒再回去探望，直到父親去年辭世。在職場上，建民一直感覺主管對

自己有成見，時常指責、挑毛病，不滿意自己的工作表現。建民思想著「他真像我的

父親，從小到大沒有讚美和肯定，做對是應該的，做錯就倒大楣了！」於是他儘量避

開主管，兢兢業業地工作，甚至夜間做夢也會夢到和主管或父親的互動狀況，他對這

樣的關係感到困擾。如果你是建民，請問你如何以移情作用（transference）和未竟事

件（unfinished business）來解釋和處理這個現象，幫助自己解決困擾。請詳細說明

之。（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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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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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文：（60分） 

未來學大師 Alvin Toffler 曾說：21 世紀所稱的文盲，已不再是不能

讀、不能寫，而是不懂學習、不懂汰除過時知識、不懂重新學習。

請以「拒絕淪為 21世紀的文盲」為題，作文一篇，加以闡述。 

二、公文：（20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年度學生暑期農業打工實施作業計畫」已

於民國 103年 6月 5 日公告，並正式推動辦理，申請期限至同年 6

月 30 日止，該計畫提供年齡 18歲以上學生或領有畢業證書之應屆

畢業生打工機會。該會函請教育部轉知各級學校協助宣導周知。請

擬此函。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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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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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降於楚，曰：「天帝命我治若土，余良威福而人。」……市井無賴
附鬼益眾，以身若婢妾然；不厭，及其妻若女。……天神聞而下之，忿

且笑曰：「若妖也，而廟食於此，作威福不已！」（宋‧鄧牧〈楚佞鬼〉） 

下列「」中所用字詞，意義兩兩相同的選項是： 

「若」妖也／及其妻「若」女 

天帝命我治「若」土／「若」妖也 

以身「若」婢妾然／及其妻「若」女 

天帝命我治「若」土／以身「若」婢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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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荀子‧非十二子篇》云：「不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

約，而僈差等，曾不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

理，足以欺惑愚眾。」根據上文，可知這是批評那一家學說？ 

老子 莊子 墨子 孟子 

3 下列詩句中的「你」，最可能是唐代那一位詩人？ 

十年困頓的長安你當過八品參軍／天寶亂後的長安你一路顛沛流亡／

一條阡陌跨過一條阡陌／一群傷兵帶著一群傷兵／失去家園的炊煙到

處是野鼠挖穴／失去故人的訊息到處是鴟鴞狂鳴／你只好去住草堂／

親近梁燕和水鷗／你只好去登高樓／悲憐秋晚多病的長江 

李白 杜甫 王維 白居易 

4 蘇紹連〈有血機器〉：「有血機器：奴隸、勞工、傭人、農民／是太

陽，必須吻他們的汗水／是月亮，必須編織他們的夢想／除了他們，

人類已被寫進電腦程式裡／慵懶的酣睡了一輩子」。下列選項，何者

較接近本詩寓意？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不稼不穡，胡取禾三百

廛兮？不狩不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不素餐兮！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

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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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下最愛哭的人莫過於懷春的少女同情海中翻身的青年，可是他們

的生活是最有力，色彩最濃，最不虛過的生活。人到老了，生活力漸

漸消磨盡了，淚泉也枯了，剩下的只是無可無不可那種將就木的心境

和好像慈祥實在是生的疲勞所產生的微笑。」（梁遇春〈淚與笑〉）

文末之「微笑」所蘊意涵，最接近下列何者？ 

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 

御溝一相送，征馬屢盤桓。言笑方無日，離憂獨未寬 

欲哭不成還強笑，諱愁無奈學忘情，誤人猶是說聰明 

朝來臨鏡臺，妝罷暫裴回。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6 《莊子‧齊物論》：「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本

文點出「儒墨之爭」的盲點為何？ 

繩鋸木斷，水滴石穿 

蟬翼為重，千鈞為輕 

攻其一點，不及其餘 

知足不辱，知止不殆 

7 《資治通鑑‧秦紀三》：「（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

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不祥；不如有所屬。事成，猶得

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下列選項最貼近前文主旨

的是： 

樹大招風風撼樹 

虎落平陽被犬欺 

近水樓臺先得月 

是非成敗轉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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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戰國策‧秦二》：「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

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不聰，目不

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不知者

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而君一舉而亡國矣。』」下列選項何者最貼

近本文寓意？ 

領導者要兼聽納諫 

受諫尤須睿智研判 

國無諤諤諍臣恆亡 

事君必犯顏以道諍 

閱讀下文，回答第 9 題至第 10題： 

楚令尹病內結區霿，得秦醫而愈，乃言於王，令國人有疾不得之他醫。

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

執之。子良曰：「不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為其能救己也。是故辛螫澀苦

之劑，碱砭熨灼之毒，莫不忍而受之，為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為方也，

不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為不足法，謂《素問》、《難經》為不足究

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洩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葷心暈腦，入口如鋒，

胸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不如死之速也。吾聞

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不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

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郁離子》） 

9 下列關於「秦醫」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深研《素問》、《難經》醫理，繼而補其不足 

好用割皮解肌的手術治療方式，故為人所懼 

用藥之理為「以毒攻毒」，病人往往難以忍受 

為求速效而下藥猛烈，但也因此傷害病人健康 

10 子良的回答，旨在諷諫為政者不宜： 

橫征暴斂 苛求嚴察 師心自用 捨本逐末 



類科名稱：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
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1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執行官、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法院書記官、公職法醫師、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家事調查官、監獄官(女)、檢察事務官營繕工程組、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檢察事務官電子資訊組、檢察
事務官財經實務組、公證人、監獄官(男)、醫學鑑識組、調查工作組(選試西班牙文)、調查工作組(選試法文)、財經實務組、法律實務組、調查工作組(選試英文)、電子科學組、營繕工程組、化學鑑識組、調查工作
組(選試韓文)、資訊科學組、情報組(選試英文)、國際組(選試法文)、數理組(選試英文)、國際組(選試韓文)、電子組(選試英文)、政經組(選試英文)、國際組(選試日文)、國際組(選試英文)、資訊組(選試英文)、
海巡行政、移民行政(選試日文）、移民行政(選試法文）、移民行政(選試泰文）、移民行政(選試德文）、移民行政(選試西班牙文）、移民行政(選試俄文）、移民行政(選試英文）、移民行政(選試葡萄牙文）、移
民行政(選試越南文）、移民行政(選試印尼文）、移民行政(選試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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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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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 B C C A B D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user
文字方塊
更多司法考試科目的歷屆題庫立即上網搜尋＂司法歷屆考古題懶人包＂高鋒公職補習班整理Line@帳號：@gaofeng連絡電話：07-2367-296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
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海巡行政、移民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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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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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2101 
頁次：4－1 

   

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現行制度，下列關於公務員懲戒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懲戒權屬於司法權 
於合理範圍內，懲戒權得以法律規定由公務員之長官行使 
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處分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 
公務人員對於懲處處分不服，得向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請求救濟 

2 刑法第 235 條處罰人民在網際網路上散布猥褻性文字、圖畫或影像之行為，係限制憲法上何種基本權利？ 
人身自由 訴訟權 言論自由 財產權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憲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其根本用意及功能在於： 
言論自由具有實現自我，追求真理，並監督政府的功能 
言論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國家因此要保障並且不可以限制 
言論自由是人民最重要，但不是社會普遍承認的權利 
在資訊發達的今日，國家不需保障言論自由 

4 依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人員之資格，何者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教師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行政機關之僱用人員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5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幾分之幾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6 有關公務員侵權行為所生國家賠償責任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公務員係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人員 
公務員侵權之成立係採無過失責任 
國家對於因輕過失而侵權之公務員無求償權 
國家賠償責任是因為國家合法的行為所致 

7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任何人及政黨不得於下列何種時間從事公職人員選舉之競選活動？ 
投票日 週休二日 上班時間 國定假日 

8 總統所發布之何種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任命銓敍部部長之命令 任命大法官之命令 任命審計長之命令 任命內政部部長之命令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由下列何人核發通訊監察書，方符合憲法第 12 條有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 
法務部調查局局長 警察局局長 法官 檢察官 

10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解釋意旨？ 
平等原則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立法者基於社會政策考量，尚非不得制定法律，將福利資源為限定性之分配 
法律不得授權主管機關，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合理之不同處置 
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42 號解釋，我國憲法第 18 條所稱「服公職之權」的「公職」，不包含下列何者？ 
各級民意代表  人民團體之職員 
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  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 

12 依傳染病防治法之規定，主管機關得令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者強制隔離，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認為，此
規定對於人民人身自由之限制，尚未違憲。下列關於人民基本權利受到公權力限制之情形，何者與本號解
釋所涉及之基本權不同？ 
法務部依監獄行刑法之規定否准受刑人提出之假釋申請 
少年法院對於吸食毒品之少年作出收容於少年觀護所之裁定 
財政部依稅捐稽徵法規定限制欠稅達一定數額之納稅義務人出境 
警察機關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人依確定之裁定執行拘留 

13 下列關於軍隊國家化之論述，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之國防，以維護社會秩序、謀國計民生之均足為目的 
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 
任何黨派及個人，必要時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 
現役軍人必要時得兼任文官 

14 有關我國國籍之繼受取得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婚姻 出生 收養 歸化 

15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民國為民主共和國，下列何者非民主國家之特徵？ 
排除任何的暴力或獨裁專制 植基於自由、平等 
依據多數意志作成之人民自我決定 黨國一體制度，未落實多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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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民法第 6 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 7 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
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此兩個條文的關係為： 
原則法與例外法的關係 母法與子法的關係 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係 任意法與強行法的關係 

1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薦，違反下列何
種原則？ 
民主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公益原則 

18 關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內涵，下列何者不屬之？ 
可司法審查性 可變動性 可理解性 可預見性 

19 下列那些機關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①考試院 ②監察院 ③中央銀行 ④司法院 ⑤總統府 
①②③ ①③ ①②④ ①②④⑤ 

20 下列何者不是「不法原因之給付」？ 
甲交付金錢賄賂公務員乙 
甲與有夫之婦乙通姦，因而給付乙 100 萬元 
甲將違章建築的事實上處分權出賣於乙，乙給付價金 
甲教唆乙殺人，因而給付乙 100 萬元 

21 依民法規定，下列有關定金效力之敘述，何者錯誤？ 
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 
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 
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不須返還定金 
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 

22 甲為乙（主債務人）的債務作保證，並代為清償完畢，事後發現保證契約及主債務契約皆無效。債權人應向
誰返還所收受之給付？ 
甲  乙 
向甲、乙任一人為返還，因為甲、乙為連帶債權人 向甲、乙共同返還，因為甲、乙為不可分債權人 

23 乙於甲之 A 地上有地上權，並將該地上權抵押於丙，其後甲將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乙。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乙之地上權因混合而消滅 乙之地上權因混同而消滅 
乙之地上權因抵銷而消滅 乙之地上權不受影響 

24 下列有關受賄罪之敘述，何者正確？ 
作為賄賂之對價，僅限於違背職務之行為 
賄賂與作為對價之職務，不得僅有概括性之對價關係 
因受賄所得之不正利益，不得追徵其價額 
作為賄賂對價之職務行為，不包含不作為在內 

25 我國現行刑法關於共犯之成立，其修法理由係採下列何種形式？ 
極端從屬形式 嚴格從屬形式 限制從屬形式 最小從屬形式 

26 下列何者係刑法中著重社會防衛及對於行為人施以矯正的制裁措施？ 
死刑 自由刑 財產刑 保安處分 

27 甲公司為進口商，在其輸入的 DVD 播放器外包裝上標示「本商品非本公司製造、設計，本公司僅負責本產
品之銷售與客服，若造成任何財產、身體、生命之損害，概與本公司無關」。乙購買後，因線路設計瑕疵
起火導致其子丙遭濃煙嗆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甲公司已標明免責，乙不得向甲公司求償 
因丙非買賣契約當事人，丙不得向甲公司求償 
因甲公司屬進口商，該商品非由其製造，故乙僅得向國外製造廠商求償 
甲公司是進口商，乙仍得向甲公司求償 

28 下列關於著作人格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引用他人著作內容時，無須表示著作人姓名或名稱 
著作人死亡後，由繼承人繼承其著作人格權，以便行使及維護該權利 
公開發表權僅保護尚未公開發表之著作 
著作人格權保護至著作人死亡後 50 年 

29 有關勞動基準法中退休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心神喪失而不堪勝任工作之勞工，只要未滿 55 歲，仍不得強迫退休 
工作 15 年以上而年滿 55 歲者得自請退休 
自請退休性質上為勞工之形成權，無須雇主之同意 
退休金之給與依勞動基準法第 55 條規定，最高總數以 45 個基數為限 

30 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幾日？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31 Over the ensuing century, with our increased knowledge of the wild and its ____ , the old city zoo began to wither 
and fade. 

fangs inhabitants prosperities reveries 
32 TV advertisers may be reluctant to sponsor a program that deals with ____ social issues. If they do, they may insist 

that the issues be portrayed delicately. 
controversial eccentric obsolete superficial 

33 Great chefs understand how to use spices such as ginger and pepper to ____ the flavor of their food. 
detect enrich implant insist 

34 There is much ____ about the use of animals in scientific studies; some believe it is necessary because it helps cure 
diseases, while some think it is cruel and should be stopped. 

controversy distraction negotiation superstition 
35 As a sharp and straightforward businesswoman, Mandy often speaks directly and ____ to get her points crossed. 

punctually raucously squeamishly trench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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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38 題： 

  The development of seawater agriculture has taken two directions. Some investigators have attempted to breed salt 

tolerance into conventional crops, such as barley and wheat. For example, Emanuel Epstein’s research tea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showed as early as 1979 that strains of barley propagated for generations in the presence 

of low levels of salt could produce small amounts of grain when irrigated by comparatively saltier seawater. 

Unfortunately, subsequent efforts to increase the salt tolerance of conventional crops through selective breeding and 

genetic engineering─in which genes for salt tolerance were added directly to the plants─have not produced good 

candidates for seawater irrigation. The upper salinity limit for the long-term irrigation of even the most salt-tolerant 

crops, such as the date palm, is still less than five part per 1,000(ppt)─less than 15 percent of the salt content of seawater. 

Normal seawater is 35 ppt salt. 

  Our approach has been to domesticate wild, salt-tolerant plants, called halophytes, for use as food, forage, and 

oilseed crops. We reasoned that changing the basic physiology of a traditional crop plant from salt-sensitive to 

salt-tolerant would be difficult and that it might be more feasible to domesticate a wild, salt-tolerant plant. After all, our 

modern crops started out as wild plants. Indeed, some halophytes─such as grain from the saltgrass Disticblis Palmeri─
were eaten for generations by native peoples, including the Cocopah, who live where the Colorado River empties into the 

Gulf of California. 

3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It is possible to domesticate a wild, salt-tolerant plant. 

It is feasible to add genes for salt tolerance to the plants. 

It is worthwhile to reduce the salt content of seawater from 35 ppt salt to 15 ppt salt. 

It is promising to change a traditional crop plant from salt-sensitive to salt-tolerant. 

3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lants will grow and produce crops when irrigated by seawater 

with over 5 ppt salt? 

Barley Wheat Disticblis Palmeri Date Palm 

38 Where do you think the Cocopah live? 

At the origin of the Colorado River At the mouth of the Colorado River 

Along the Colorado River  At the dried part of the Colorado River 

請依下文回答第 39 題至第 42 題： 

  What makes people smart? It is a question that scientists and philosophers have thought about for centuries, 

prompting complex calibrations, from head measurements to brain-bending tests. Yet the drive to probe the powers—and 

the limits—of the human mind has been thwarted by the hard facts of life:the brain was virtually a black box, its inner 

secrets locked within. Now, scientists are using the latest technology to peer inside. Using machines such as the PET 

scanner and FMRI machines, which map the changes in the brain’s blood flow, researchers at U.C. Irvine and elsewhere 

are producing the first images of how gifted, and not-so-gifted, minds go about the task of thinking. In one study, 

Professor Richard Haier of U.C. Irvine found that brighter people have lower metabolic rate probably because their brains 

are more efficient. However, when bright people are given harder tasks, their brains work harder than the average 

person’s. Apparently, brain activity depends, to some extent, on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the task and the level of effort 

required. 

39 Why is it so hard to examine the powers and limits of the human brain? 

The hard facts of life cannot be measured. 

The inner secrets of the brain have not been revealed yet. 

The drive to test the human brain has been encouraged. 

Complex calibrations are prompted. 

40 What is the newest way for scientists nowadays to explore the human brain? 

Giving brain-bending tests Mapping the changes surrounding the brain 

Giving tasks of calibration Using machines like the PET scanner 

4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facts was found by Professor Haier? 

Bright people always have lower metabolic rate. 

The average person does not work hard when he is given hard tasks. 

Brighter people have higher metabolic rate when they are given harder tasks. 

The level of effort required is not in proportion to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the task. 

42 What do the underlined words “a question” refer to? 

How to prompt complex calibration 

How to set up the limits of the mind 

How to measure the head with brain-bending tests 

How to investigate the powers and limits of the human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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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依下文回答第 43 題至第 46 題： 
  New Yorkers are not notably genial neighbors. Many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solely by what manages to permeate 
their deadbolted doors—an odoriferous stew, the wail of a child, the hushed sighs of intimate moments. 
  But the boom in condos loaded with amenities, alo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ome high-end rental buildings,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neighbors to make the transition from polite elevator nods to cocktail-caliber mingling. More 
and more properties in the city feature community amenities like gyms, lounges, and roof decks. These, and more novel 
spaces—cinemas, wet bars, squash courts, outdoor rain showers, are putting lounges with a lonely television set to shame, 
and they are fostering a clubby college-dormitory atmosphere in several developments. 
  “We’re extremely social creatures, and I think people in New York suffer from an inability to really interact with 
people,” said Susan Meiklejoh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urban planning at Hunter College. This is not because New 
Yorkers are cold, Dr. Meiklejohn said, but because the city is so dense that people avoid one another to establish buffer 
zones. “What level of friendliness can you possibly sustain each day if you have to say hello to everybody you meet on 
34th Street?” she said. The design of many new buildings, however, are gradually making New Yorkers venture beyond 
tight-lipped hellos at the mailbox. 
43 According to Dr. Meiklejohn, what accounts for New Yorkers’ lack of true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New York is too cold.  New York is too crowded. 
New York is too expensive. New York is too dangerous. 

44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change New Yorkers have undergone? 
They are building more condos and expensive rental buildings. 
They have learned to enjoy tight-lipped hellos and polite elevator nods. 
They are developing clos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neighbors. 
They have become used to whatever permeates their deadbolted doors. 

4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amen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out of date for the new buildings in New York? 
Community gyms Clubby roof decks Outdoor rain showers Lounges with a TV set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New Yorkers are obsessed with cocktail-caliber mingling. 
New Yorkers change along with their living space. 
New Yorkers will never make genial neighbors. 
New Yorkers no longer need buffer zones. 

第 47 題至第 50 題為篇章結構，各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合適者，各題答案內容不重複 
  Even in this modern, high-tech age, money is still a great cultural taboo that is rarely discussed ope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erts say. People can find advice from many self-help books on how to become rich.   47    Not until recently, 
with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afflicted by what psychologists call “money disorders,” psychologists and financial 
planners seem to have found a way to join forces in the budding field of financial therapy, where budget planning meet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pinpoint the number of patients or practitioners, experts in psychology and financial planning 
say the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offering to treat money disorders has multipli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48    For example, 
Dr. Brad Klontz, a financial psychologist, in his study looked at various money disorders at a treatment center, Onsite, in 
Nashville.   49    It costs $2,650 and involves six days of group therapy and financial counseling to treat a wide variety 
of unhealthy and self-destructive behaviors that are not as extreme as pathological gambling or compulsive shopping. 
  Nevertheless, under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professional code of ethics, therapist should not enter 
into outside relationships with clients, including business arrangements like financial planning.   50   “It could violate the 
ethical standards of the mental health field if a financial planner who was also trained as a therapist crossed the boundary 
from asset management or coaching into the realm of providing therapy,” said Dr. Klontz. 
47 Onsite is one of a number of programs and workshops devoted to money disorders. 

However, the fields of psychology and financial planning have been slow to link money and emotion. 
In addition, research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state and treatment of money disorders. 
With the field of financial therapy so new, Dr. Klontz and others tried to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about the murky 
ethics. 

48 Onsite is one of a number of programs and workshops devoted to money disorders. 
However, the fields of psychology and financial planning have been slow to link money and emotion. 
In addition, research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state and treatment of money disorders. 
Problematic money behaviors like gambling and compulsive shopping are treated at more traditional rehab 
facilities. 

49 Onsite is one of a number of programs and workshops devoted to money disorders. 
In addition, research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state and treatment of money disorders. 
Problematic money behaviors like gambling and compulsive shopping are treated at more traditional rehab 
facilities. 
And when people come for help around money, “it goes so much deeper than what is in their bank accounts,” 
said Dr. Klontz. 

50 In addition, research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state and treatment of money disorders. 
Problematic money behaviors like gambling and compulsive shopping are treated at more traditional rehab 
facilities. 
With the field of financial therapy so new, Dr. Klontz and others tried to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about the murky 
ethics. 
And when people come for help around money, “it goes so much deeper than what is in their bank accounts,” 
said Dr. Klon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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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司法人員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
概論）、法院書記官、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監獄官、調查人員
法律實務組 

科  目：刑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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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0230-10330 

10630-10730 

11130-11230 

20530 

一、住在某地的甲、乙夫婦，於三年前結婚後與甲七十歲的母親 A 同住，但甲遊手好閒，

乙也好奢華，夫妻倆經常伸手向 A 要錢而引發齟齬。年老體衰的 A 不敵年輕力壯

的甲、乙，三年內分別有五次被二人合打得鼻青臉腫的就醫紀錄。某日，甲為了買

新車又向母親 A 討錢遭拒並受責罵，惱羞成怒，甲、乙夫婦倆基於殺人犯意的聯絡，

由乙先毆打 A，再由甲用從冰箱剪下的電線將 A 扼頸致昏迷，當時一息尚存，甲、

乙誤以為 A 已死，為了掩飾犯行，又共同將 A 裝在黑色垃圾袋，載至某山區的山

溝棄置，終致溺水窒息死亡。問甲、乙的刑責各應如何論處？（25 分） 

二、中年男子甲於某日傍晚，駕駛一小卡車，攜帶鐮刀及布袋闖入某郊區四周附有竹籬

笆圍繞的香蕉園內，企圖用鐮刀割取香蕉。當甲得手十串香蕉後，正準備離開之際，

果園主人 A 適巧來巡視，當場將甲抓住，擬扭送當地派出所法辦。甲為脫免逮捕，

以左手反抓 A 的頭髮，右手毆打頭部，並以雙手勒住其頸部，致 A 鬆開抓住甲之雙

手，放棄逮捕行為。之後，甲迅速開車離去，途中，因車速過快，撞到一孕婦 B 及手

上牽著的三歲小孩 C，C 當場死亡，B 倒地不起，被路人送醫後，雖倖免於死，但胎

兒 D流產，並且 B因子宮大量出血致終生不孕。甲的刑責應如何論處？（25分） 

三、尚未考取駕駛執照之甲，於某日晨間，請已有駕照之哥哥乙坐在駕駛座旁，友人丙

坐在後座；在山區產業道路上練習駕駛汽車，因誤踩油門，不慎撞及一騎機車之老

農 A，A 倒臥血泊中。三人見狀，一時不知所措，不久，見警方巡邏車從遠處開來，

甲因無駕照恐受重罰，乃央請乙出面頂罪，乙因護弟心切而應允。當警員到達現場

處理之際，乙即自承是撞傷 A 之嫌犯，並說明車禍情況。隨後，在警局接受調查並

製作筆錄時，乙仍供述自己確係肇事人；而被移送法辦後，在檢察官開偵查庭時，

傳喚丙作證，甲亦唆使丙作出對自己有利之供述，丙具結後作不實的陳述。A 送醫後

成植物人。問甲、乙、丙三人之刑責各應如何論處？（25分） 

四、甲於某日，赴某大賣場購物時，因細故與該樓層管理人員Ａ發生嚴重口角，心生瞋

恨。越數日，乃暗中將含有不足以致人於死的微量毒性物質，注入該大賣場貨架上

的數個紙盒裝飲料內。之後，又接連三天打電話告知該賣場經理 B 此事，並聲稱若

不聽指示付給新臺幣六十萬元，將蒙受重大損失，討價還價不成，終未獲給付。不

久，顧客Ｃ購買到該飲料，喝完後，上吐下瀉多日，終致脫水而送醫不治。問甲的

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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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巡防人 員及移民 行政人員 考試 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刑事政策與犯罪學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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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1180 
  │ 

11280 

一、不定期刑係對於犯罪人所為自由刑之宣告，不於裁判時確定其刑期，而根據行刑中

所表現之改善態度以定刑之終期的制度。請說明不定期刑制度的理論基礎為何？不

定期刑具有那些弊端？並詳細說明我國不定期刑制度有那些？（25 分） 

二、請說明「資格刑」與「名譽刑」之相同與差異為何？並從刑事政策觀點論述「資格

刑」之存廢理由。（25 分） 

三、古典犯罪學派認為人是理性且自我利益導向的，犯罪是理性思考的結果，當代的

「理性選擇理論」就是建構在「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設上。試論述「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對犯罪行為產生的基本論述為何？影響「犯罪理性」的

主要影響因素為何？依理性選擇理論之觀點發展出來的犯罪預防策略有那些？

（25分） 

四、法務部近年來於各監獄辦理多場「監獄就業博覽會」，媒合千餘名即將出獄的收容

人就業。試問提出該項方案所依據之犯罪學理論為何？依此一犯罪學理論之觀點而

論，該項方案最終的目的為何？針對此一犯罪學理論，法務部或矯正署尚有何可再

加強之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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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巡防人 員及移民 行政人員 考試 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監獄行刑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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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1150 
  │ 

11250 

一、某甲因細故與某乙在工場內發生鬥毆事件，兩人均遭工場主管某丙簽辦停止接見一

次與停止戶外活動三日。其中某甲不服，認為此次事件的發生係某乙挑釁在先，不

應該處以相同之處罰。請問：根據監獄行刑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說明某甲可以

採取何種體制內的方式爭取權益？試申論之。（25 分） 

二、某甲申請假釋，經法務部矯正署予以駁回。某甲接獲假釋駁回之公文後，對於法務

部矯正署的決定，甚感不服。請問：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691 號解釋，某甲可以透過

何種管道或途徑，提出救濟？大法官認為某甲可以提出救濟之理由何在？請分別說

明之。（25分） 

三、某甲因無故侵入住宅竊盜犯罪，判處二年七個月有期徒刑確定，遂持臺北地方法院

判決書與自己的相關證明文件，親自到臺北監獄報到，稱自己願意儘速入監服刑。

請問：臺北監獄是否可以拒絕收監？理由何在？請依監獄行刑法及其相關規定分析

之。（25分） 

四、為培養受刑人出獄後具備一技之長，法務部矯正署鼓勵所屬監獄積極實施受刑人日

間外出制度。試依監獄行刑法及其相關規定，說明受刑人得日間外出制度的條件、

不得外出之限制條件以及外出期間應該遵守之事項為何？請分別說明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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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巡防人 員及移民 行政人員 考試 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監獄學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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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1140 
  │ 

11240 

一、監獄所使用的「更生」（Rehabilitation）一詞，乃是指回復、修復為一個好的、健

康的或有用的生活，在監獄中是指讓受刑人恢復到他之前的情形，恢復他犯罪之前

的尊嚴及基本人權，請指出相關三個論點說明在監獄中更生所遇到的難題與困境。

（25分） 

二、長刑期受刑人處遇自 70 年代末期起逐漸受到歐美諸國廣泛的重視，目前國內外已

有許多針對長刑期受刑人研究均指出，長刑期受刑人在監獄生活適應、心理狀態、

人際互動及未來再社會化的過程，相較於其他受刑人，實有差異，試問長刑期受刑

人對於監禁的壓力，其因應策略會有那幾種方式？（25 分） 

三、電子監控（ electronic monitoring）結合宵禁（ curfews）與在家監禁（ home 

confinement），已逐漸成為新的刑罰措施，試問電子監控在刑罰上的功能為何？其

優點與缺點何在？（25 分） 

四、治療性社區與公平社區模式為環境療法之兩大類型，兩者皆嘗試經由對環境的控制

與受刑人間之互動以促使個人行為與態度改變，試問治療性社區與公平社區模式的

主要概念與特色為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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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巡防人 員及移民 行政人員 考試 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監獄官 

科  目：心理測驗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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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1160 
  │ 

11260 

一、 A 老師欲自編一份數學測驗，他做了兩項工作：⑴設計一份雙向細目表，再依據此

表設計測驗內容。⑵待測驗完成後，邀請三位數學老師評估此測驗的測驗品質。 

請依據上述訊息，回答下列問題：（每小題 10分，共 20分） 

請說明「雙向細目表」的概念。 

請說明上述兩項工作是用來檢驗何種信度或效度。 

二、請說明「多特質－多方法（Multitrait-Multimethod，MTMM）」的概念並舉例說明

其在效度驗證的應用。（20分） 

三、請說明「明尼蘇答多相人格測驗第二版（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2，MMPI-2）」之「撒謊量尺（Lie Scale）」與「反應不一致量尺

（Variable Response Inconsistency Scale，VRIN Scale）」的功能。（20 分） 

四、請說明「畫人測驗（Draw-A-Person Test，DAP test）」用於智力評估的優缺點。

（20分） 

五、請解釋並舉例說明下列專有名詞：（每小題 10分，共 20分） 

最大表現測驗（Maximum performance test） 

仁慈偏誤（Leniency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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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
家事調查官、監獄官 

科  目：諮商與輔導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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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10270-10470 

11170-11270 

一、假設你是一位團體諮商的領導者，當團體中的一位個案說：「我曾經吸毒過，我的家人

再也不可能會原諒我了……」，請你以「蘇格拉底式的對話（Socratic dialogue）」，帶

領其他團體成員共同來幫助這位個案修正負向的思考。（25分） 

二、何謂「溝通特權（privileged communication）」？溝通特權的例外情形有那些？

（25分） 

三、何謂「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當個案表示自己找不到人生的目標與方向，

你如何採用意義治療法的技巧協助個案？（25 分） 

四、在輔導的過程中，當一位自覺無用的個案不斷以惹人厭的方式激怒你。請問，你會

採用「吐口水在個案的湯中（spitting in the client’s soup）」技巧，還是「閃開瀝青

娃娃（avoiding the tar baby）」技巧，試申述理由。（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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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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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張 
（正面）

30110
| 

31310 

0B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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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3B一、作文：（60 分） 
箴，是古代用來規戒的文體，古人為官常寫「官箴」以自警。民主體制下，從
事公職的人被視為「公僕」，言行舉止，備受關注，更應戒慎惕厲。諸君既有志
從事公職，請以「公僕之箴」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己見。 

4B二、公文：（20 分） 
外交部為推動我國與邦交國及友好國家之青年交流，增進各國青年對我國國情
及文化之認識，訂有「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每年甄選大學校院師生組成之
團體，赴國外參訪及服務。102 年度計畫已開始接受申請。為此，該部特致函
教育部，請其轉知所屬大學校院踴躍組團參加，請試擬此函。 

5B乙、測驗部分：（20 分） 6B代號： 7B1301  
8B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U一個U正確或最適當的U答案U，U複選U作答者，該題U不予計分U。 
9B共10題，每題2分，須用U2B鉛筆U在試卡上依題號U清楚U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三國演義》：「曹操之眾，遠來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行三百里。此所
謂『□□□□，勢不能穿魯縞』者也。」引文空缺處，依據文意判斷，宜填入的
成語為： 
南方之強 初生之犢 蒲柳之姿 強弩之末 

①見危致命 ②行己有恥 ③懷居懷惠 ④同而不和 ⑤居仁由義，下列選項完
全符合儒家對「士」要求的是： 
①②③ ②④⑤ ①②⑤ ②③④ 

「愚兄為秀才時，撿家中舊書簏，得前代家奴契券，即於燈下焚去，並不返諸其
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跡，增一番愧恧。自我用人，從不書券，合則留，不
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為口實，以便苛求抑勒乎？」（鄭燮〈雍
正十年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鄭燮以自身行止為例，想要告誡勉勵其弟： 
宅心仁厚 謹言慎行 用人莫疑 明法審令 

李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來徑，
蒼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荊扉。綠竹入幽徑，青蘿拂行衣。歡言得所憩，
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復樂，陶然共忘機。」 
下列詩句何者最接近李白寫作此詩的情景？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年。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樓垂柳邊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行處有，人生七十古來稀 
歡言欲忘別，風信忽相驚。柳浦歸人思，蘭陵春草生。擷芳心未及，視枕戀常

盈。此去非長路，還如千里情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綠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
麻。待到重陽日，還來就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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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凡吏於土者，若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
十一傭乎吏，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豈惟怠之，又從
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若直，怠若事，又盜若貨器，則必甚怒而黜罰之矣。
以今天下多類此，而民莫敢肆其怒與黜罰，何哉？勢不同也。勢不同而理同，如吾
民何？有達於理者，得不恐而畏乎！」（柳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 
下列有關上文的詞語意義，何者錯誤？ 
凡「吏」於土者：動詞，做官之意 出其「十一」傭乎吏：十分之一 
使司「平」於我也：治理 受「若」直，怠「若」事：好像 

下列選項俱為現代觀點，何者最接近上文旨意？ 
官吏為人民所僱用，是人民的公僕  
官吏與人民地位不同，必須依法行政 
為官行政一定要秉持公平，不可與民爭利 
為官行政必須接受輿論監督，不可怠忽職守 

客見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不
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不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
君有國事，又不知相馬。」曰：「王何不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不知
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惡，何
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若惡，皆無危補於國。然
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不血食，然
而王不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戰國策．趙策》） 
下列有關本篇主旨的說明，最適當的選項是： 
說明術業有專攻，賢能之君應任用善相馬之人 
說明臣有良莠不齊，猶如善相馬與不善相馬者 
勸諫趙王選人治天下，應如選人買馬一般用心 
勸諫趙王治國不宜偏袒建信君，而應廣開言路 

下列關於職業代稱用語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丹青妙手」意同於「調鼎妙手」  
「西席」與「絳帳」皆代指「老師」 
「懸壺」與「采薪」皆是「行醫」的代稱 
「精通岐黃之術」意同於「精通丹青之術」 

「如果不知理想，不知情懷為何物，實在不必讀文學。出版市場裡各種商戰策略、
成功學書籍已經夠多了！我告訴孩子，我們讀歷史，要盡量讓自己回到那個年代，
設身處地用他們的想法來看事情，不能用我們現在的價值觀任意曲解訕謗，這才
是尊重歷史。」此段文字，作者認為我們讀文學或歷史應該具備的條件是： 
正義感 同理心 國際觀 方法論 
「他也像一切人一樣，面對著極大的恐怖的時候，首先只想到自全。他擁抱著她，

這時他知道，只有兩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是有一種絕對的安全感，除此以外，在這
種世界上，也根本沒有別的安全。只要有她在一起，他什麼都能忍受，什麼苦難
都能想辦法度過。他一定要好好的照顧她，照顧他自己，他們一定要設法通過這
兇殘的時代。」 
下列那個選項最接近文中對愛情心願的描述？ 
他生莫作有情痴，人間無地著相思  
死生契闊，與子成說。執子之手，與子偕老 
有美人兮，見之不忘；一日不見兮，思之如狂 
還顧望舊鄉，長路漫浩浩。同心而離居，憂傷以終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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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現行法律規定，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之任期為幾年？ 
無規定  3 年  4 年  6 年 

2 下列何者屬於司法院之職權範圍？ 

公務員彈劾事項 公務員考績事項 公務員懲戒事項 公務員銓敘事項 

3 下列何者不隸屬於司法院？ 

臺北地方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最高行政法院 

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我國目前立法院之立法委員總人數為： 

 225 人  123 人  115 人  113 人 

5 依現行法規定，下列何者之任命須經立法院同意？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行政院院長  
財政部部長  法務部部長 

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立法院經總統解散後，應至遲於幾日內舉行立法委員選舉？ 
 60 日  50 日  40 日  30 日 

7 下列何者得對於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 
總統 監察院 立法院 司法院 

8 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此之責任係屬何種性質？ 
微過失責任 輕過失責任 重過失責任 無過失責任 

9 依憲法第 24 條規定，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利者，應負一定之責任。上開公務員應負之責任不包括： 
民事責任 刑事責任 懲戒責任 政治責任 

10 騎樓提供公眾通行使用是限制所有人何種基本權？ 
財產權 居住自由 人格權 生存權 

11 下列何者不在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 
宗教募款之自由  宗教儀式之自由 
宗教教義形成及傳布之自由 請求國家給予適當之促進與獎勵 

12 法律對藥物廣告內容設限，主要係限制人民何項基本權？ 
言論自由  藝術自由 
人格發展自由  憲法第 22 條之概括自由 

13 新聞自由為我國憲法所保障之何種自由權利之落實？ 
言論自由 財產權 生存權 參政權 

14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規定之選舉、罷免訴訟，其審判權屬： 
憲法法庭  普通法院  
行政法院  中央選舉委員會附設之選舉法庭 

15 下列何種公職不受連選得連任一次之限制？ 
直轄市長 縣市長 鄉鎮市長 村里長 

16 依地方制度法，有關自治條例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係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  
由地方議會決定是否冠以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 
訂定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 30 萬元為限 
地方立法機關議決後立即生效，無須核定或備查 

17 中華民國憲法第 140 條規定「現役軍人不得兼任文官。」，請問使用何種法律解釋方法，可得「非現役軍人

可兼任文官。」之解釋結果？ 
反面解釋 歷史解釋 比較法解釋 目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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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甲公司於公開招標須知中載明：「開標結果，以所投之標符合規定，並以標價達公告底價（含平底價）之最
高標價為得標」，其法律性質為： 
預約 要約之引誘 承諾 要約 

19 下列關於信賴保護原則的說明，何者錯誤？ 
信賴保護之基礎可以是具體的行政行為，也可以是抽象的行政行為  
對於人民的信賴，必須要完全的加以補償或保障 
對於行政處分之作成，當事人提供不正確資料者，其信賴不值得保護 
法規制定過渡條款，亦屬對於民眾信賴的保護 

20 大法官的職權不包括下列何者？ 
審理公務員之彈劾案  統一解釋法令 
審理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解釋憲法 

21 甲向乙購買便當及飲料，甲交付百元鈔票一張於乙後，乙交給甲便當一個及飲料一杯。問甲乙間共作成幾個

物權行為？ 
一個 二個 三個 四個 

22 民法關於拋棄繼承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拋棄繼承應以書面表示之  
拋棄繼承應向法院表示之 
拋棄繼承自拋棄繼承時起，發生拋棄之效力 
同一順序或同為繼承之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當然繼承 

23 以下何者，管理人可以請求無因管理的費用支出？ 
醫師救助路邊重傷民眾  海鷗救難隊救助海難漁民 
警察為受害人捉小偷   119 勤務中心救助即將生產的孕婦 

24 下列夫妻間之權利義務，何者無須經夫妻雙方特別約定？ 
妻冠夫姓  自由處分金之給付 
夫妻互為日常家務之代理人 以夫之住所為夫妻之共同住所 

25 甲為 13 歲之少年，某日在網咖偷竊鄰桌的手機而被捕，試問下列有關對甲科處刑責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未滿 14 歲，其行為雖不罰，但得令入感化教育  
甲未滿 14 歲，其行為雖不罰，但仍得令其入監服刑 
甲未滿 14 歲，但仍可判甲竊盜罪有罪，並令其入監服刑 
甲未滿 14 歲，但仍可判甲竊盜罪有罪，且得令其接受感化教育 

26 下列關於不得科處死刑之敘述，何者正確？ 
滿 75 歲人犯罪者，不得科處死刑 未滿 20 歲之人犯罪者，不得科處死刑 
滿 80 歲人犯罪者，不得科處死刑 未滿 21 歲之人犯罪者，不得科處死刑 

27 公司法下規定有四種公司，但家數最多的為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下列關於此二種公司之敘述，何者錯
誤？ 
股份有限公司採取授權資本制，而有限公司則應於公司成立時即繳足章程所訂資本總額  
股份有限公司一股一表決權，而有限公司原則上是一股東一表決權，除非章程訂定按出資比例分配表決權 
公司法已經取消有限公司的最低實收資本額規定，但仍保留股份有限公司最低實收資本額之規定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選出監察人為監督機關，有限公司則由不執行業務股東行使監察權 

28 下列關於著作財產權授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被授權人於授權範圍內均得再授權第三人利用  
專屬授權後，著作財產權人於授權範圍內不得再授權他人利用著作 
專屬授權後，著作財產權人於授權範圍內仍得利用著作 
如有侵害事件發生，無論為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均須由著作財產權人為訴訟上之行為 

29 下列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性質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為任意保險 為商業保險 為強制之社會保險 為第三人強制責任保險 

30 各縣市或直轄市之家庭暴力防治主管機關，依家庭暴力防治法應於下列何處設置家庭暴力事件服務處所，為
家庭暴力之被害人提供各項諮詢或服務？ 
各地方法院 各派出所 各地方政府社會局 各民間婦女團體 

31 After the Civil War began, Lincoln’s efforts to       the slavery issue proved futile. 
 confuse  compose  defuse  impose 

32 When our ancestors received the land from the bountiful hand of Nature, it was       with a magnificent and 
all-pervading supply of valuable wild creatures. 
 embraced  endorsed  endowed  er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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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he terms “blue collar” and “white collar” are occupational       that distinguish workers who perform manual 

labor from workers who perform professional jobs. 
 engagements  classifications  recognitions  acknowledgments 

34 While we may notice slight       in our eye color depending on our emotional state or what we wear, our eye 
color generally remains the same throughout our lives. 
 contradictions  flexibilities  similarities  variations 

35 To avoid mixed-proficiency groups, the school used an English placement test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in each 
English class were       in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heterogeneous  homogeneous  rudimentary  supplementary 

36 Football is fun to watch because of its fast-paced action, but much of the sport’s       is in the excitement 
brought by the marching bands, cheerleaders, and costumed mascots. 
 appeal  capacity  gratitude  headline 

37 College students worry about the uncertainty of 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 during a       when economic activity 
slows down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rises. 
 cycle  deadline  deficit  recession 

38 We must remind you that smoking is in       of the fire regulations and the Health and Safety Act. 
 contravention  convention  conviction  contribution 

39 The specter of politicians and judges meddling in the most private and intimate spheres of our lives is deeply 
unappealing. 
 No one would welcome the prospect that our private and intimate affairs are interfered by politicians and judges. 
 Politicians and judges are not supposed to interfere with the private affairs of our lives except in the court of 

appeal. 
 It is very unpleasant to know that politicians and judges are granted unquestionable authority over our private 

lives. 
 The job of supervising the private and intimate lives of politicians and judges is very unattractive. 

40 The risk of death is enticing, because it reminds people that they are alive. 
 The living people do not like to take the risk pertaining to death.  
 People are allured to risk death with their awareness of being alive. 
 People who are living often anticipate death when they have to take any risks. 
 The risk of death can often be avoided, for it enhances living people’s potential. 

41 Linguistically the Jicarillas are of the same stock as the Apache of Arizona; but here the relationship ceases, for the 
two peoples have virtually no knowledge of each other. 
 Although the Arizona Apache and the Jicarillas share the same linguistic root, they are actually unaware of each 

other.  
 The language of the Jicarillas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Arizona Apache,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ame to an end because they faile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The languages of the Jicarillas and the Arizona Apache have many common features, but the two groups no 

longer share the same virtues. 
 The Jicarillas and the Arizona Apache have not only a common linguistic root but also similar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42 It does not take a university doctorate to surmise that tearing up a Koran is sacrilegious. 

 Tearing up a Koran is blasphemous and does not need a Ph.D. to do it.  
 You need to be a doctor to tear up a Koran without committing a profane act. 
 You don’t have to be an intellectual to know that tearing up a Koran is blasphemous. 
 Tearing up a Koran is a profane act if you have a doctoral degree from a university. 

43 Without a forgiving nature, there is little a poor memory can do to help one forgive and forget. 
 It takes more than a poor memory to forgive other people and forget the hateful things they did to us.  
 Even with a poor memory, we won’t be able to forgive others for the hateful things they did to us unless we have 

a forgiving nature. 
 A forgiving nature and a poor memory work hand in hand to help people forgive others for the hateful things 

they did to us. 
 Even before we can truly forgive others, it will be hard for us to forget the hateful things they did to us. 



 代號：2301
頁次：4－4

Do you wear a mask? I’m not talking about a Halloween mask of the killer from Scream or anything. I’m talking 
about going out of your way to look different on the outside than how you feel on the inside. These masks can be made 
up of many different things: the way you dress, the way you act, and the people you hang out with. 

I used to wear many masks. I decided how I wanted to be perceived, and then did what I needed to do to get that 
image across, whether it was wearing certain clothes, or laughing at things that weren’t funny, or hanging around with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even if they weren’t the ones I felt I had the most in common with.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couldn’t change who I was. Wearing these masks just left me feeling more frustrated than ever that I wasn’t the person I 
thought I should be. In fact the person I thought I should be didn’t exist. 

I’ve finally stopped wearing masks, and realized it’s a lot easier to breathe without doing it through a piece of plastic. 
The best part is to find that people actually like me for who I am, when I let my true colors show. 
44 What was the reason for the author to wear masks? 

 Celebrating Halloween   Letting his true colors show 
 Feeling pressure from his parents Wanting to be somebody else 

45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serves as an example of wearing masks? 
Wearing comfortable clothes  Speaking what one disbelieves 
 Laughing at things that are funny  Hanging out with people one likes 

46 Why did the author feel frustrated when wearing masks? 
 The way he or she wanted to act did not exist.  
 The person he or she wanted to be did not exist. 
 The clothes he or she wanted to wear did not exist. 
 The people he or she wanted to make friends with did not exist. 

47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phrase “a piece of plastic” in the last paragraph refer to? 
 A piece of cloth  An oxygen mask  A fake self-image  A Halloween make-up 

第 48 題至第 50 題為篇章結構，各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合適者，各題答案內容不重複 
While the appeal of a renewable, home-grown alternative to foreign oil has put ethanol front and center in US energy 

policy discussions, the fuel still faces critics who question its feasibility as a replacement for oil and it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Ethanol is an alcohol-based fuel generally made from the starch or sugars in crops like corn, barley, sugar cane, and 
sugar beets. Almost all of the ethanol p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es from corn, while Brazil—the second-largest 
producer of ethanol—uses sugar cane.   48    

Ethanol use has increased in the past decade. It is now available at nearly 1,200 pumps in the States.   49   President 
Bush called in January 2007 for mandatory alternative fuel use to grow to 35 billion gallons by 2017. 

However, not all analysts think that ethanol is the answer to America’s energy needs, despite increased ethanol use. 
While proponents stress ethanol’s benefits for reducing dependence on fossil fuels, critics say that it take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old” energy resources to produce it. Moreover, to support ethanol production, American government provides 
a 51-cent subsidy to refineries for every gallon of ethanol blended into gasoline. Critics say that government support has 
increased pressure on corn production, while driving up the cost of corn and diverting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corn crop for the fuel. 

  50   In Mexico, the price of tortillas, traditionally made with corn and a staple of the Mexican diet, tripled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2006, according to a recent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Another expert also expressed concern that the 
demand for sugar cane for ethanol could result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mazon rainforest. 
48  The money to be made from ethanol is driving farmers to plant more corn and switch lands from other crops.  

 Ethanol also can be made from materials such as wood and grasses. 
 The boom in corn demand helps boost the farm economies in many states. 
 The ripples of rising corn prices have also spread beyond America’s borders. 

49  Ethanol also can be made from materials such as wood and grasses. 
 Just last year alone,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ed almost 5 billion gallons of the fuel. 
 That number will likely grow. 
 The ripples of rising corn prices have also spread beyond America’s borders. 

50  The ripples of rising corn prices have also spread beyond America’s borders. 
 Ethanol also can be made from materials such as wood and grasses. 
 Just last year alone,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ed almost 5 billion gallons of the fuel. 
 The boom in corn demand helps boost the farm economies in many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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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30240
30340 
30640 
30740 
31140 
31240 

一、甲、乙、丙、丁四人在某餐廳聚餐，席中甲、乙、丙三人僅吃飯未喝酒，而丁因高

興而喝了些酒，回家之際，丁堅持並未喝過量，而駕駛自用小客車送甲、乙、丙三

人回家，行駛途中因疏於注意而將路上行人 A 撞傷，在警察前來處理之前，丁拜託

未喝酒之甲掩護，由甲坐上駕駛座而頂替，但經警察機關深入偵查後，發現事實上

係丁酒駕肇事，經酒測後，丁之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 0.21 毫克，全案移送地

檢署偵辦。檢察官傳訊甲、乙、丙三人作證時，甲、乙、丙三人事前竟基於共同犯意

之聯絡，一致作證係甲酒駕肇事，且三人就肇事時駕駛係何人此一於案情有重要關係

之事項，均供前具結而為虛偽證述係甲駕車肇事。試問：甲、乙、丙、丁四人之行為

應如何處斷？（25 分） 

二、甲因投資股票失利，導致負債累累，心中萬分鬱悶；甲之妻乙見此情景，乃向甲提

出在高鐵上放置爆裂物，使高鐵爆炸，而對政府報復之計畫。甲同意乙之計畫而生

犯罪之意，準備俟時機而行動。乙為了順利進行計畫，乃拜託有製造爆裂物經驗而

有深厚交情之丙，幫忙製造爆裂物，丙答應後，製造一顆炸彈交給乙。某日，甲將

炸彈放置於某班高鐵列車上，經乘客發現報警處理，高鐵警察隊立即通知高鐵公司

停駛該列車並封鎖現場，經防爆人員及時處理該炸彈後，並未發生重大傷亡事故。

試問：甲、乙、丙三人之行為應如何處斷？（25 分） 

三、甲明知經常有生意來往之 A 公司倉庫中並無任何貨物，基於測試乙是否有膽量之意

思，對不知情之乙說：「A 公司倉庫裡有大量黃金飾物，你可利用夜晚進去盜取！」乙

聽信甲之言語，於某日夜晚侵入該公司倉庫偷取黃金，適巧當日白天 A 公司買入一

批金飾，乙順利竊得該批金飾欲離去之際，被巡邏之保全員 B 發現，B 拼命抓住乙，

乙為了逃離現場，而出重拳將 B 打倒在地，乙逃出室外，B 起身後緊追不捨，此時，

剛好乙之好友丙經過該地，在迅速溝通後，丙認識當時事實情狀，乃協助乙阻止 B
追趕，拾起地上木棒重打 B 之腹部，見 B 倒地不起後，乙丙二人迅速逃離現場， 
B 腹腔嚴重出血死亡。試問：甲、乙、丙三人之行為應如何處斷？（25 分） 

四、甲因爭風吃醋而與 A 結怨，乃興狠狠教訓 A 之心。甲得知 A 經常進出某鋼琴酒吧

飲酒作樂，於是唆使不知情之 13 歲不良少年乙前往該酒吧教訓 A；某日夜晚，乙

持木棒進入該酒吧，由於燈光昏暗，將 B 誤認為 A，而以木棒一陣棒打 B，乙因經

常參與幫派鬥毆，棒棒均是用力打，B 受傷而倒地，但在混亂中亦打中在 B 身旁之

客人 C。經報警到場處理後，發現 A 在現場，但未受傷，B 傷重不治死亡，C 嚴重

骨折。試問：甲、乙二人之行為應如何處斷？（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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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31180 
31280 

一、犯罪學實證學派與刑事制裁的復歸治療模式，兩者有何關連性？復歸治療模式在刑

事政策的發展上，受到批判為何？（25 分） 

二、「少年越早進入刑事司法體系，其將來停留在刑事司法體系中的時間亦越久」，試

以犯罪學上的標籤理論詮釋此句話的意涵？並說明標籤理論在刑事政策的發展中有

何重要影響？（25 分） 

三、犯罪學者因對犯罪之觀點不同，進而影響其犯罪學研究取向。請分別就「一致觀的

犯罪論（the consensus view of crime）」、「衝突觀的犯罪論（the conflict view of 
crime）」以及「互動觀的犯罪論（the interaction view of crime）」，來說明在各觀

點下犯罪的意義以及刑事法的角色。（25 分） 

四、何謂再犯預測？再犯預測本身有何問題？將再犯預測運用到刑罰的裁量決定上，又

可能產生何種問題？（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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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31150 
31250 

一、試述監外作業之定義？並比較監外作業受刑人與外役監受刑人在遴選條件與處遇上

之相異之處？請分述之。（25 分） 

二、監獄受刑人入監後，依其宣告刑之刑期，將徒刑之執行分為四個階段，並自第四級

開始編級，其例外狀況為何？請詳述之。（25 分） 

三、依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70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受刑人健康檢查結果應詳為記

載，罹疾病者，應予診治或為適當之處理。請以相關法條說明監獄受刑人罹病之處

置措施。（25 分） 

四、接見不僅是受刑人與外界接觸之重要管道，更是矯正機關與民眾互動最頻繁之途徑，

試就監獄行刑法及其相關規定，說明我國接見方式有那些？（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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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31130 
31230 

一、歐美獄政思潮和制度之演進為何？對當前我國刑罰政策有何影響？請說明之。（25
分） 

二、監獄作業制度為何？優良作業制度衡量的標準為何？請說明之。（25 分） 

三、我國監獄教化工作目前實施的方式為何？近年來有否新的教化處遇措施？請說明之。

（25 分） 

四、當代少年犯罪矯正的四大動向為何？請列舉說明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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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60 

一、某智力測驗的平均數是 100 分，標準差是 15 分，信度則是.84。某甲在此智力測

驗上的表現是 75 分，請求得某甲真實智力分數在 95％機率下，可能座落的區間。

（25 分） 

二、請說明何謂測驗偏誤（test bias），以及測驗偏誤如何影響對測驗結果的解釋。

（25 分） 

三、請分別說明及解釋何謂常模參照測驗（norm-referenced tests）與效標參照測驗

（criterion-referenced tests）。如果想編製測驗，以提供受刑人是否適合假釋的訊息，

請討論應以常模參照測驗或是效標參照測驗方式編製較為合宜。（25 分） 

四、請舉出一個生涯測驗或興趣測驗，說明此測驗在受刑人輔導或諮商上的可能應用。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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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30270-30470 
31170、31270 

一、與諮商有關連的名詞有「輔導」、「心理治療」、「諮詢」，請一一說明此三個名

詞及其與「諮商」的關係與異同處。並請以有躁鬱症之大學生為例，說明諮輔人員

如何運用此三種方式協助他（她）。（25 分） 

二、在諮商輔導中運用好的詢問技巧詢問當事人，為何很重要？請以諮輔人員第一次與

一位企圖自殺被轉介而來的當事人的對話為例，若當事人說：「我沒有勇氣回家見

我的父母了」，請以三種不恰當的提問實例來接續與當事人談話，並說明為何此三

例是有問題的詢問技巧。（25 分） 

三、為避免造成傷害、保護彼此，諮商輔導時需要做到倫理守則有關的最低限度行為—
職業標準，請說明一個遵守倫理守則的諮輔人員應奉行不悖的最重要職業標準有那

些？請一一分點敘述。（25 分） 

四、溝通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簡稱 TA）的理論指自我有三個狀態，認為諮商

輔導主要是指導當事人在此三個自我狀態間自由的切換。請分別說明當此當事人無

法自由切換、排斥其他二種自我狀態，只以固著不變的一種父母（P）自我狀態

來生活時；只以固著不變的一種成人（A）自我狀態來生活時；只以固著不變

的一種兒童（C）自我狀態來生活時，他（她）會有何種特性及生活狀況？試申述

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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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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兆玄教授應邀於 2012 年國立臺灣大學畢業典禮中致詞，他以臺大校園最具代
表性之椰子樹：「只顧自己往上長，連一點樹蔭都不給」的生物特色為喻，對即
將進入社會工作之畢業生多所期許。請本此概念，以「卓越與關懷」為題，作
文一篇。文體不拘，字數不限。 

二、公文：（20 分） 
近來酒駕肇禍事件頻傳，對於人民之生命財產造成重大威脅，試擬法務部致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持續加強宣導正確之行車觀念，維護民眾之權益。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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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讀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趙簡子遊於西河而樂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
數千里而所以能來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不來者，此是吾君不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
右客千人，朝食不足，暮收市徵；暮食不足，朝收市徵。吾尚可謂不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
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六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數，去之滿把，飛不能為之益卑，
益之滿把，飛不能為之益高。不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亦有六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說苑．
尊賢》） 
本文是勸諭國君能以尊賢之名聲傳揚而招致更多賢才，因此，「珠玉無足」與下

列成語何者較接近： 
不期而遇 不脛而走 不一而足 不翼而飛 

本文的主旨是： 
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 愛才不難，識才用才實難 
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 人有高世之材，必有遺俗之累 

生命的多樣形式，是所有動物與植物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共同參與的最不尋常的旅程，包括那些
最不起眼的生物在內；在這廣大的網鏈中，人類僅是其中一個環節。每個物種對未來而言，都帶
有無可衡量的價值。任何動植物系群的止息，代表了善美與知識的寶藏隨之消失—那是基因的圖
書館，未知的複雜性，以及大自然的一部分。……1993 年，瑞士著名的琉森橋發生火災，引起全
世界媒體的注意。2001 年，伊斯蘭基本教義派用炸藥炸毀巴米安大佛，全球輿論為之譁然，各界
的報導與憤怒都很適切。回過頭來看看，傳播媒體花了幾分鐘去報導喀麥隆的最後幾頭黑犀牛呢？
2006 年，正式宣告了牠們的絕種，就這樣消失在地球上，入土時既沒有花朵，也沒有冠冕。各大
媒體的版面上根本找不到這條新聞。（節選自〈越來越小的大自然〉） 
上文最主要想傳達的是： 
黑犀牛的存在不遜於文明建築的價值 
藝術文明是人類生命力、創造力的展現 
物種演化的價值及其消失的悲劇被人類漠視 
世界文化遺產毀於暴亂，是無可彌補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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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上的城市大量用現代虛假醜陋的誇張照明殺死自然光。殺死月光的圓滿幽微，殺死黎明破曉
之光的絢麗蓬勃浩大，殺死黃昏夕暮之光的燦爛壯麗。我們為什麼要這麼多的現代照明？高高
的無所不在的醜惡而刺眼的路燈，使人喧囂浮躁，如同噪音使人發狂，島嶼的光害一樣使人心
躁動浮淺。「光」被誤讀為「光明」，以對立於道德上的「黑暗」。浮淺的二分法鼓勵用「光
明」驅趕「黑暗」。一個城市，徹夜不息的過度照明，使樹木花草不能睡眠，使禽鳥昆蟲不能
睡眠，改變了自然生態。「黑暗」不見了，許多生命也隨著消失。（蔣勳〈滅燭，憐光滿〉） 
以下敘述何者與作者想要表達的想法並不相符？ 
現代過度的照明，改變生物習性，影響生態 
路燈和噪音一樣，過度使用會使人浮躁不安 
都市的燈帶來光明，可驅趕黑暗，減少犯罪 
人工照明常形成光害，剝奪自然光線的美感 

我的朋友並不是一個快樂的人—他是一個藝術家。史溫納吞（Frank Swinnerton）有一篇文章說
起種花的園丁來，他說這種人總是憂鬱的。在我們簡單的想像中，種花是一種不平凡的樂趣，
園丁的憂鬱，或者因為種花在他是工作的原故吧。其實不是的。據他說，園丁對於花知道的事
太多了，總發現他培植出來的花不是被蟲咬了，便是受了別種損害。明明一朵美麗的玫瑰，他
偏找出許多毛病來。史溫納吞的結論是：幸福全靠無知。（思果〈藝術家肖像〉） 
文中作者提到自己的朋友並不是一個快樂的人，最可能的原因是： 
生活平淡 追求完美 自命不凡 熱衷工作 

昔人云：「士大夫若愛一文，不值一文。」又云：「從來有名士，不用無名錢。」試思長吏於民，
論到錢處，亦何項為有名乎？夫受人錢而不與幹事，則鬼神呵責，必為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
人枉法，則法律森嚴，定當為妻孥連累。清夜省此，不禁汗流。是不可不戒。 
根據上文，下列敘述最不適切的選項是： 
旨在強調官員、公僕當廉潔自守 「無名錢」，指來路不正當的錢 
拿人錢財而替人枉法，則後患無窮 「不值一文」，意謂士大夫出身卑微 

傲為凶德，人不可有。今人有自恃才能而慢上官；自矜清廉而傲同列；自恃甲科而輕士夫。有一於
此，皆足以喪名敗德。故居官者，必虛以受人，示其能聽；卑以下人，示其能容。履滿盈則思抑損，
聞譽言則思謙降。無驕心，無傲色，無矜辭。民安而視之若傷，政成而視之若龐，頌作而視之若謗；
終日兢兢，不萌怠荒，庶可以從政矣。 
下列何者非本文所蘊含之意旨： 
畏盈居謙，乃終有慶 知己之短，不掩人之長 
心之憂危，若蹈虎尾，涉於春冰 戰戰兢兢，如臨深淵，如履薄冰 

孔子論政之言，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謂面對敵國，無論大小，都不能輕忽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意指君子勞心，小人勞力 
「道之以德，齊之以禮，有恥且格」，用道德來引導人民，用禮制來齊一人民，

人民都會知道羞恥而且趨向正道 
「舉直錯諸枉，則民服；舉枉錯諸直，則民不服」，多用正人君子少用邪曲小

人，則百姓心服口服；多用邪曲小人少用正人君子，則百姓口服心不服 
下列各組成語，何者完全沒有錯別字？ 
惹事生非／戴罪立功／既往不究 莫名其妙／名不副實／近悅遠來 
默守成規／垂手可得／固步自封 如法砲製／偃苗助長／鷸蚌相爭 

遊戲是人類引發創造力的重要途徑之一，對於兒童，更是生活學習裡不可或缺的部分。童玩，不
僅有趣，還可能是偉大發明的先驅！葛洪所著的《抱朴子》記述：「或用棗心木為飛車，以牛
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念作五蛇六龍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里，名為太清。太清之
中，其氣甚罡，能勝人也。」 
文中「飛車」類似下列何種童玩？ 
扯鈴 陀螺 竹蜻蜓 竹枝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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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3301 
頁次：4－1 

1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01 號解釋，下列何人不受憲法第 81 條「法官…非依法律，不得…減俸」規定之保障？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法官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法官  
司法院秘書長  司法院副院長 

2 依大法官解釋之見解，有關立法委員不得兼任官吏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立法委員如願就任官吏，即應辭去立法委員。其未經辭職而就任官吏者，應於其就任官吏之時視為辭職 
公營事業機關之董事、監察人及總經理，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故立法委員不得兼任 
行憲後各政黨、各級黨部之書記長，已非公務員，故立法委員可以兼任 
由於法無明文限制，故不論職務之性質與立法委員職務是否相容，立法委員均得兼任除官吏以外的任何職務 

3 有關立法院與司法院之關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就其掌理司法權行使之事項，得向立法院提出法律案 
立法院制定之法律，司法院所屬法院須依據法律，獨立審判 
立法院各委員會得邀請司法院秘書長到會備詢 
立法院制定之法律，是否牴觸憲法，得由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解釋之 

4 總統於立法院解散後，行使下列何種職權，立法院應於三日內自行集會，並於開議七日內追認之？ 
依法宣布戒嚴 宣布行使大赦 發布緊急命令 行使締結條約 

5 下列何者非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行政院副院長 行政院副秘書長 各部會首長 不管部會之政務委員 

6 依司法院釋字第 520 號解釋，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執行法定職務之經費，主管機關得停止執行  
無論法定預算中支出項目為何，主管機關皆得停止執行 
無論法定預算中支出項目為何，主管機關皆不得停止執行 
維持法定機關正常運作之經費，主管機關不得停止執行 

7 假設法律規定：「凡申請設立之人民團體，若其組織與活動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者，應不予以設立。」

依據大法官解釋，此項法律規定侵害人民之下列何項憲法基本權利？ 
言論自由與結社自由 結社自由與平等權 平等權與表意自由 言論自由與集會自由 

8 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於其離職後三年內，不得擔任與其離職前五年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利事業董事、

監察人、經理、執行業務之股東或顧問。該規定與離職公務員之何種基本權利有關？ 
結社自由 人身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職業選擇自由 

9 下列何種自由或權利之限制，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亦屬憲法所不許？ 
思想自由 財產權 出版自由 集會自由 

10 下列何者非大學自治之範圍？ 
學生畢業條件 入學資格之限制 學生退學規定 國立大學之設置 

11 下列何者不屬於憲法第 17 條參政權之保障範圍？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 40 歲者得被選為總統副總統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 20 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 
公民投票制度  擔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12 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利 
旨在確保刑事被告依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享有充分之防禦權 
刑事被告與辯護人能在不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為辯護人協助被告行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應受憲法之

保障 
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尚包括選任法官之保障 

13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有關「行政區劃」係屬： 
專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事項 由中央立法並執行，或交由省縣執行之事項 
由省立法並執行，或交由縣執行之事項 專由縣立法並執行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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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憲法本文規定，下列何者在發展經濟事業時，應受國家之扶助並保護？ 
身心障礙者 婦女 退役軍人 僑居國外之國民 

15 下列何者之法位階與憲法本文第 170 條所稱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律相同？ 
立法院議決之條約 自治條例 自治規則 自律規則 

16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律、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行上級政府交付辦理之非屬該團體

事務，而負其行政執行責任之事項，依據地方制度法規定，屬於下列何者？ 
 自治事項 委託事項 委辦事項 監督事項 

17 依行政罰法的規定，下列關於行政罰之裁處權消滅時效期間之敘述，何者正確？ 
三年 五年 十年 十五年 

18 下列何人依憲法享有刑事豁免權？ 
現任總統 現任副總統 立法院院長 行政院院長 

19 行政機關之管轄權，原則上以何種方式決定？ 
依人民請求對象而定  由上級機關指定 
依機關間之協議產生  依據機關組織法規或其他行政法規之規定 

20 下列有關獨立機關之敘述，何者錯誤？ 
獨立機關之組織應以法律定之 
獨立機關之合議制成員，應明定其任職期限及任命程序 
其合議之議事程序及決議方法應於組織法規內定之 
獨立機關屬於中央行政機關之一級機關 

21 下列有關公司經理人的消極要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無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來尚未期滿者 
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受有期徒刑一年以上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年者 

22 下列何者不是簽發支票時的應記載事項？ 
發票人的簽名 發票日 票面金額 到期日 

23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會原則上應由下列何者負責召集？ 
四分之三以上的股東 持股最大的股東 董事會 董事長 

24 依刑法的規定，下列有關主刑與從刑之敘述，何者正確？ 
主刑之種類亦包括褫奪公權和沒收  
主刑之種類只有四種，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罰金 
被宣告死刑者，無須宣告褫奪公權 
褫奪公權必須於裁判時併宣告之 

25 依刑法規定，下列那一種犯罪屬於告訴乃論之罪？ 
強制猥褻罪 業務過失致死罪 竊盜罪 普通傷害罪 

26 依民法規定，下列有關喪失繼承權事由的敘述，何者錯誤？ 
偽造、變造、隱匿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者，喪失繼承權 
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經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向警察機關報案者 
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妨害其撤回或變更之者 
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不得繼承者 

27 依民法規定，有關夫妻財產制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夫妻財產制契約之訂立、變更或廢止，得以口頭或書面為之 
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契約就民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 
夫妻之一方受破產宣告時，其夫妻財產制，當然成為分別財產制 
債權人對於夫妻一方之財產已為扣押，而未得受清償時，法院因債權人之聲請，得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28 授益之行政處分若違法，經撤銷後，行政機關對於受行政處分者因而遭受的財產上損失給予補償，乃屬下列

何種原則的實現？ 
特別犧牲原則 公益原則 比例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9 人民提起訴願時，應自機關之行政處分書或決定書到達之次日起的多久內提起之？ 
十日 二十日 三十日 六十日 

30 人民與行政機關締結了行政契約，若涉及向行政機關為財產給付之請求時，應提起之訴訟類型為何？ 
 確認訴訟 撤銷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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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y drawing on his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young artist is able to       idea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into eclectic, exciting and unique designs. 
 blur  fuse  refute  defy 

32 The employees were       for their hard work by getting a pay raise and a generous year-end bonus. 
 triggered  simulated  pirated  compensated 

33 The Harry Potter movie series not only made big splashes at box office, but also led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to      . 
 boast  fame  drift  globe 

34 Along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there are many wildlife underpasses built to       the impact of the rolling 
trains on the highland animal’s life. 
 construe  fluctuate  mitigate  validate 

35 Global economic growth has gained speed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nd inflation remains under control       high 
world oil prices. 
 at   for  despite  with 

  If you have the option of sentencing someone to the electric chair or inducing total amnesia, which would you 
decide? Is total amnesia more humane? Would it truly erase all memories? These are the   36   that will swirl around 
the person who invents the first total amnesia inducer. 
  Much like formatting the hard drive of a computer, the amnesia inducer will erase all memories in the human brain. 
People   37   this process will have to start from ground zero, relearning how to eat, walk, talk, read, and write all over 
again. But it will still be portrayed as a more humane   38   to the death penalty. 
  Partial amnesia inducers, which erase only the past few days of someone’s memory, will have application in erasing 
the lasting memory of a person   39   by such things as a brutal crime, the ravages of war, or child abuse. 
36  questions  clues  opinions  bargains 
37  arguing against  going through  holding off  giving up 
38  dejection  solution  inspiration  attraction 
39  transcribed  terminated  traumatized  tranquilized 
40 Saul Steinberg (1914-1999) was renowned for his sharp, witty drawings for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and widely 

acclaimed for expertly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illustration, cartoons and fine art. 
 Saul Steinberg was famous for including different art forms in the design of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particularly his appealing drawings. 
 Saul Steinberg was famous for being a creative artist though he was less well-known for being a cartoonist for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Saul Steinberg was praised for the brilliant drawings he did for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but criticized for 

mixing different art forms in his works. 
 Saul Steinberg was famous for his clever drawings for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and his ability to blend different 

art forms into his works. 
41 Conventionally, life can be trying for boys who do not measure up to social male standards. 

 Traditional life is harsh for boys who are judged by social male standards. 
 Boys can lead their life in a conventional way by not meeting social male standards. 
 Social male standards are supposed to be measured up by boys who want to lead a conventional life. 
 Traditionally, if boys fail to meet social male standards, their life will become difficult. 

42 Fashion is a means of self-expression. 
What one wears can make him/her articulate. What one wears can make him/her fashionable. 
What one wears can draw others’ attention. What one wears can show who he/she is. 

  Recently the medical researcher Wendy Levinson recorded hundreds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a group of physicians 
and their patients. Roughly half of the doctors had never been sued. The other half had been sued at least twice. Levinson 
found that just on the basis of those conversations, she could find clea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urgeons 
who had never been sued spent more than three minutes longer with each patient than those who had been sued did (18.3 
minutes versus 15 minutes).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make orienting comments, such as “First I’ll examine you, and 
then we will take the problem over” or “I will leave time for your questions”—which help patients get a sense of what the 
visit is supposed to accomplish and when they can ask questions.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active listening, 
saying such things as “Go on, tell me more about that,” and they were far more likely to laugh and be funny during the 
visit. Interestingly, there was no big difference in the amount or quality of information they gave their patients; they 
didn’t provide more details about medication or the patient’s condition. The difference was entirely in how they talked to 
thei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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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best describe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It is hazardous to be physicians these days because half of them are sued. 
 If a doctor does not want to be sued, he should try to spend three minutes on each patient. 
Whether physicians are sued or not depends on how they talk to their patients. 
 All physicians give equal amounts of information to their patients. 

44 In this passage, the function of “orienting comments” is to help patients      . 
 find their ways around the hospital  understand what to expect from doctors 
 get an idea when to sue their doctors  comment on their doctors’ instructions 

45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does “active listening” mean? 
 To encourage the patients to talk more  
 To encourage the patients to listen carefully 
 To listen actively the patients for positive messages  
 To listen attentively the patients while speaking or smiling 

46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a doctor who has never been sued      . 
 always gives more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is always serious and talks straight 
 is most likely an effective communicator 
 has more time to spare and therefore sees fewer patients 

第 47 題至第 50 題為篇章結構，各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合適者，各題答案內容不重複 
  The scientific view of what determines a life span or how a person ages has swung back and forth. First, a couple of 
decades ago, the emphasis was on environment, eating right, exercising, and getting good medical care.   47   It is the 
idea that you either inherit the right combination of genes that will let you eat fatty steaks and smoke cigars and live to be 
100, or you do not. And the notion has stuck.   48   If they can come up with an ancestor or two who lived a long life, 
they assume they have a genetic gift for longevity. 
  But recent studies find that genes may not be so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how long someone will live and whether a 
person will get some diseases—except, perhaps, in some exceptionally long-lived families.   49   The likely reason is 
that life span is determined by such a complex mix of events that there is no accurate predicting for individuals. The 
factors include genetic predispositions, disease, nutrition, a woman’s health during pregnancy, and subtle injuries and 
accident.   50   The result is that old people can appear to be struck down for many reasons, or for what looks like 
almost no reason at all, just chance. 
47  Then the view switched to genes. 

 Now some of the other candidates have begun to emerge. 
 Life spans are nothing like a trait such as height, which is mainly inherited. 
 So these days, when it comes to life span, many people try to think of some long-lived family members. 

48  Now some of the other candidates have begun to emerge. 
 So these days, when it comes to life span, many people try to think of some long-lived family members. 
 That means it is generally impossible to predict how long a person will live based on how long the person’s 

relatives lived. 
 Also, they may be simply chance events, like a randomly occurring mutation in a gene of a cell that ultimately 

leads to cancer. 
49  Now some of the other candidates have begun to emerge. 

 Life spans are nothing like a trait such as height, which is mainly inherited. 
 That means it is generally impossible to predict how long a person will live based on how long the person’s 

relatives lived. 
 Also, they may be simply chance events, like a randomly occurring mutation in a gene of a cell that ultimately 

leads to cancer. 
50  Then the view switched to genes. 

 Life spans are nothing like a trait such as height, which is mainly inherited. 
 That means it is generally impossible to predict how long a person will live based on how long the person’s 

relatives lived. 
 Also, they may be simply chance events, like a randomly occurring mutation in a gene of a cell that ultimately 

leads to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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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並無駕駛執照，平日以養猪為業。某天，欲往郊外猪舍養猪，乃駕駛其小貨車前

去，途中因開車不慎，將行人 A 撞傷倒地，因一時驚慌，遂將其載往友人乙之住處，

告以肇禍事。而乙意圖脫卸甲之肇禍責任，商量之下，甲乙將 A 扶持上車，由乙開往

人煙罕至之市郊某荒野，共同將 A 抱下，棄置於草叢中，並用雨衣、麻袋等掩蓋 A
的身體，之後，一同開車離去。寒冬夜晚，氣溫在攝氏十度以下，A 因而死亡。問

甲、乙之刑責各應如何論處？（25 分）   

二、某日，男子甲前往制服店購買整套警察制服，以印表機自製警察服務證，並偽刻某

市警局的公印蓋在其上，把自己裝扮成警察。於夜間，站在路口實施臨檢勤務。起

初，甲隨機攔下一名騎機車的老翁 A，以懷疑其身上藏有槍械為由要求搜身，趁機

摸走 A 的皮夾。接著以同樣手法，擬竊取 B 現金財物。不料，B 馬上發現其口袋皮

夾不翼而飛，疑其有詐，旋即揪住準備逃逸的甲嫌，並報警處理。問甲的刑責應如

何論處？（25 分）  

三、甲住在某連棟式的木造宿舍內，該棟宿舍共有五戶並排，某日深夜，因心情煩悶而

連續抽了好幾根菸，菸蒂並未完全熄滅，甲認為已熄，隨即打盹入睡。約二十分鐘

後，地板冒出白煙，甲見木地板與沙發已在燃燒，明知如通知消防隊尚可及時撲救，

但因其房子投有火災保險，雖被焚，亦可獲火險理賠，因而不顧其延燒，即匆匆外

出。火勢逐漸擴大，約半小時後，整排房子均被焚毀，住在隔壁因中風而無法逃避

的老鄰居 A 也葬身火海。其後，甲向保險公司申請理賠，被保險公司識破而移送法

辦，問甲之刑責應如何論處？（25 分） 

四、十九歲大學生甲與十五歲國中生乙，對面貌清秀的弱智女子 A 早有非分之想。某日，

基於性侵害的犯意聯絡，共同將 A 約出，載往郊外山區，以 FM2（俗稱快樂丸）

摻入飲料中，A 不覺有異，飲下，致不醒人事。甲對其性侵得逞，輪至乙時，忽聞

有腳步聲走近，乃作罷，兩人倉促逃逸，後經移送法辦。問甲、乙之刑責各應如何

論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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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現行假釋制度之理論基礎為何？大法官會議第 691 號解釋指出受刑人不服行政

機關不予假釋之決定而請求司法救濟時，在相關法律修正前，應由行政法院審理。

考量我國核准假釋與釋放流程之實務作法，並參考德國實施假釋制度之法官保留原

則，對於將來修法解決爭議，有何具體原則可供將來修法之參考？（25 分） 

二、我國當前犯罪之被害人在刑事司法體系中，在職司偵緝逮捕之警察機關與職司行刑監

禁之矯治機關，此前後二段刑事司法環節中之角色與地位如何？試分述之。（25 分） 

三、犯罪學理論之發展，自古典學派（the Classical School）之 Beccaria, Bentham 始，至

實證學派（the Positive School）之 Lombroso 繼起，進而至巨型理論整合之 21 世

紀，其成效斐然。試問：當今巨型理論整合之「環境犯罪學」（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與「發展犯罪學」（developmental criminology）之基礎理論有那些？

請分項敘述之。（25 分） 

四、反社會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患者與犯罪關係密切，其行為具有那些特徵？

若從建構 Freud 心理分析論（psychoanalytical theories）之三大理論而言，個體之反

社會人格係如何透過此三大理論之觀點而養成？（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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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就我國少年矯正機關（機構）有關少年受刑人之處遇，在監獄行刑法中有何特別

相關規定？請詳述之。（25 分） 

二、某甲因販毒案被判處 18 年徒刑，近因罹患癌症末期，監獄主動通知家屬，請家屬

前來辦理「保外醫治」手續，試就監獄於辦理受刑人保外醫治時，應依那些規定辦

理？其保外醫治準用刑事訴訟法那些具保之規定？請依監獄行刑法及其相關規定說

明之。（25 分） 

三、我國監獄受刑人之接見及發受書信以最近親屬及家屬為限，但有特別理由時，得許

其與其他之人接見及發受書信，其所稱「最近親屬」、「家屬」及「特別理由」所

指為何？如何認定之？又外國人或無國籍之受刑人有關接見及通信有何特別之規定？

其發受書信涉及那些內容條件時，則被認為是有妨礙監獄紀律之虞？試依監獄行刑

法相關規定詳述之。（25 分） 

四、某丙入監服刑一段時間後，兒子來監告知其母過世，某丙一時心情沮喪，想讓自己

靜一靜不想參加作業，試就監獄對於停止作業之條件為何？又其不停止作業及得免

作業之條件各為何？在監受刑人從事作業其作業收入依相關規定又應如何分配？請

依監獄行刑法及其相關規定詳述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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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三等考試 

類  科： 監獄官 

科  目： 監獄學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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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31020 
31120

一、監獄建築影響犯罪矯正工作至為深遠，必須有前瞻性之規劃，以達成矯正之目標，

試說明監獄建築規劃時應注意之原則。（25 分） 

二、試依 Irwin（1970）及 Giallombardo（1966）之研究說明男性及女性受刑人在監之適

應型態與角色扮演情形，並請說明其主要差異。（25 分） 

三、請說明當前臺灣毒癮戒治模式有那些型態?並至少列舉五項國際間毒癮戒治成效評

估之主要指標（index）。（25 分）  

四、對於未來犯罪矯正之觀點，學者 David Fogel（1975）倡議「矯正正義模式」（The 
justice model for corrections）之主要內涵為何？另學者 Normal Morris（1974）在

「監禁之未來」（The future of imprisonment）一書之主要論述內容有那些？請分述

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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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考試 

類  科： 監獄官 

科  目： 心理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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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31050 
31150

一、請敘述心理測驗與一般測驗的差異及特色。（25 分） 

二、請列舉性向測驗的用途及其常用的三種項目分析方法。（25 分） 

三、為避免受試者在作答自陳式人格測驗（量表）時的作假情況，請列舉三種編製自陳

式人格測驗（量表）時預防作假的量表設計方法。（25 分） 

四、請敘述投射測驗的特色及優缺點，並列舉四種投射技術的種類。（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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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考試 

類  科： 觀護人、監獄官 

科  目： 諮商與輔導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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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30170 
31070 
31170

一、在輔導的過程中，你發現案主的價值觀與你有相當大的差異，他覺得和多人發生性

關係是理所當然的、吸食毒品只要沒被抓也沒關係。當這些價值觀對他們的輔導目

標造成影響時，你在態度上要避免犯什麼錯誤？你在輔導過程中該不該表達自己對

上述價值觀的看法，並請說明理由？當案主在會談中沉默了數分鐘之久，這可能代

表的意涵為何？（25 分） 

二、請舉例說明如何運用拉札勒斯（Lazarus）的多重模式治療法（BASIC ID）來評估一

位接受保護管束（或在監獄服刑）的案主，並擬定出治療計畫。（25 分） 

三、請簡述下列幾個諮商學派的諮商目標及其在多元文化諮商的限制：精神分析治療、

現實治療及認知治療。（25 分） 

四、諮商及輔導的歷程中常用到一些技巧，請舉例說明下列技巧：積極傾聽、具體化、

引導自我探討、立即性、問題解決。（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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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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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張 
（

 

正面）30110-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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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在〈刑賞忠厚之至論〉一文中引《尚書．大禹謨》「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又言「春秋之義，立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此說在今日
是否仍然適當？試以「刑責之適切性」為題，作文一篇，文白不拘。 

二、公文：（20 分） 

試擬臺中市政府致所屬區公所函：今年以來，觀光人數遽增，請
維護轄區內環境衛生，尤應加強風景區、夜市，以及公共廁所之清潔。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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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讀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佛家有「世界為缺陷」的想法，認為人生朝暮都不可自保，哪能妄求一切圓滿
如意？只有在缺陷裡，如何隨緣順應，處處都是道。面對違逆醜鄙，不要有不平滿
的牢騷，這就是修道攝心的好環境。所謂「君子處逆境，正是做工夫時節」，如果
事事平滿稱心，恐怕道也修不成了，你的損失不是更大嗎？ 
  不過，依我看：缺陷之所以美，並不是圓滿之不美，而是圓滿不可得，在無可
如何中，表現人的生命力不甘雌伏，逆勢與造物真宰或自身的難點相爭，積極進取
以求超越，明知其不可而為之。所追求的圓滿愈具價值，則逆勢抗爭的意志就愈堅
定；所遭遇的事件愈悲切，則企求超越的情操就愈壯烈，所謂缺陷美應該就是悲壯
美，它是建立在積極的、反宿命的、盡其在我以求超越的人的價值之上，而不全是
消極認命的清心省事，更不是非分貪婪的獨占滿足，它是以缺陷遺憾當作砥礪道行
的方策，「轉禍為福，因敗立功」，在煩惱中證菩提，缺陷之所以美，該在這裡吧！
（黃永武〈缺陷世界〉） 
文中「君子處逆境，正是做工夫時節」，是強調那一種精神？ 
莊敬自強 勤能補拙 任重道遠 人定勝天 

下列選項，闡釋佛家在世界缺陷中自處之道，那一個不正確？ 
處逆修道，收攝心性 面對違逆，不存牢騷 
隨緣順應，處處是道 難以自保，妄求圓滿 

有關本文的敘述，下列那一個選項不是作者的意思？ 
逆勢與造物相爭，必違反自然原則  
缺陷可激發明知不可為而為的超越之心 
順受缺陷，才能面對逆違醜鄙，不生是非之心 
缺陷是世界本質，一切不能圓滿，乃勢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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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考試 

類  科： 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30110-31210 

梁實秋《雅舍小品．饞》：「饞與階級無關。豪富人家，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
處，是因為他這種所謂飲食之人放縱過度，連饞的本能和機會都被剝奪了」，下
列何者並非是梁氏的諷諭要點？ 
豪富人家的不饞  豪富人家的太饞 
豪富人家的放縱  豪富人家的奢華 

小玫想要利用網路搜尋中國古代某位文人的生平，她輸入的關鍵詞是「貶謫／司
馬／柳州／遊記／永貞革新」，請問她會搜尋到下列那一位文人？ 
韓愈 柳宗元 范仲淹 蘇軾 

梅堯臣詩：「春風不長久，吹落便歸土。嬌愛命亦然，蒼天不知苦。慈母眼中血，
未乾同兩乳。」請由以上哀傷亡者的詩句，推測死者應是作者的什麼人？ 
父親 妻妾 幼女 朋友 

有些詞語是由反義詞構成的，如「厚古薄今」，厚與薄、古與今都是反義詞；有
些詞語是由同義詞與反義詞交叉複合構成的，如「左鄰右舍」，左與右是反義詞，
鄰跟舍是同義詞。下列各組詞語完全由反義詞構成的是： 
深入淺出、生離死別、長吁短嘆 東飄西蕩、棄暗投明、此起彼落 
大驚小怪、橫衝直撞、取長補短 無獨有偶、苦盡甘來、同源異流 

下列各組「」中的字義，兩兩相同的是： 
匹夫「見」辱，拔劍而起／高祖發怒，「見」於辭色 
寧以義死，不苟「幸」生／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 
願無伐善，無「施」勞／所欲與之聚之，所惡勿「施」爾也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閱讀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傳統的「氣質氛圍」，並不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
向不可知的無限的高空飛展，傳統就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連著土地。它使
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老病死，它使你仍舊與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
踩得到泥土，你的手摸得到樹幹，你的眼睛可以為一首古詩流淚，你的心靈可以和
兩千年前的作者對話。 
  傳統不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 
  我發現，自己原來對「現代化」的預期是片面的。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是手
段，保護傳統是目的。譬如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鉅額投資與研發，其實不過是想重
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流水人家」罷了。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
終的目的不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歷史、
信仰，自己的泥土。（龍應台〈在紫藤廬和星巴克之間〉） 
關於本文的所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熟悉自己的語言、文化和歷史、信仰，有助於科技的發展 
「小橋流水人家」在今日社會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 
現代社會不應因為追求現代化而丟失文化傳統 
生老病死這些問題隨著現代化的來臨，已經不再重要 

有關本文的寫作技巧，何者正確？ 
運用寓言的技巧傳達理論 渲染懷舊的情感打動讀者 
表現詼諧的語調嘲諷時事 引用豐富的譬喻輔助說理 



類科名稱：

10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第一試、10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及
100年軍法官考試

科目名稱：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301)

題　　數：1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A D A A B C D D C D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公證人、觀護人、行政執行官、法院書記官、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檢察事務官
電子資訊組、檢察事務官營繕工程組、監獄官(男)、監獄官(女)、鑑識人員、公職法醫師、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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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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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1 
頁次：4－1 

1 下列何者為大法官解釋認為係屬憲法第 22 條之非明文列舉權利？ 
商業性言論、誹謗性言論 職業選擇自由、契約自由 
商業性言論、性言論之表現自由 隱私權、契約自由 

2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49 號解釋中，認為「非視覺功能障礙者，不得從事按摩業。」之法律規定，違反下列
何項憲法基本權之保障？ 
生存權 人身自由 平等權 應考試之權 

3 菸害防制法規定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焦油含量，應以中文標示於菸品容器上。涉及下列何種基本權利？ 
不表意之自由 禁止不當聯結 不工作之自由 吸菸之行動自由 

4 依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列何者並無公民投票案之提案權或公民投票之交付權？ 
總統 立法院 縣（市）議會 中華民國國民 

5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71 號解釋，對於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行為人，一律宣付強制工作 3 年，不
符合下列何種原則？ 
比例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6 外國人是否可以在我國請求國家賠償？ 
可以，並無限制   
不可以 
有繳稅即可   
我國國民得在該國與該國人享受同等權利者，則可以請求 

7 依大法官解釋，臨檢實施之手段包含檢查、路檢、取締或盤查等，影響人民之何種基本權利？ 
行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 秘密通訊自由及營業自由 
財產權、營業自由及契約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 

8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2 號解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選舉訴訟採二審終結且不得提起再審之規定，
係： 
違反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 非為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 
符合選舉訴訟事件之特性 對人民訴訟權過度之限制 

9 總統依法行使大赦時，須經何種程序？ 
由總統逕行頒布  由行政院會議議決及立法院通過 
由總統令行政院轉令主管部會執行 由司法院提出，總統同意後公布 

10 總統候選人之一於登記截止後至選舉投票日前死亡，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如何處理？ 
公告停止選舉，並定期重行選舉  
繼續進行選舉程序 
依職權判斷是否對於該次選舉有重大影響而決定是否停止選舉 
公告無限期停止選舉 

11 有關行政院院長與各部會首長間關係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各部會首長獨立行使職權，不受行政院院長之指揮監督 
行政院院長辭職時，各部會首長亦應一併辭職 
各部會首長為行政院院長之幕僚，無法獨立對外作成決策 
總統發布各部會首長之任免命令，無須行政院院長之副署 

12 關於立法院各種委員會在邀請地方自治團體行政機關有關人員到會備詢時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不論法律是否規定，地方自治團體行政機關公務員拒不到會備詢時，立法院得刪減中央機關對地方自治團

體補助款預算  
不論法律是否規定，地方自治團體行政機關公務員拒不到會備詢時，立法院得擱置中央機關對地方自治團

體補助款預算 
除法律明定應到會備詢者外，地方自治團體行政機關公務員一律不得到會說明及備詢 
除法律明定應到會備詢者外，地方自治團體行政機關公務員得衡酌到會說明之必要性，決定是否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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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於法律違憲審查制度，我國是採取何種設計方式？ 
 司法院大法官獨占法律之違憲宣告權  
各級法院法官均得為法律違憲之宣告 
 司法院大法官以及最高法院法官均得為法律之違憲宣告 
法律牴觸憲法者應不予適用，任何機關均得為無效之宣告 

14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立程序及總員額，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得以法律為準則性之規定，係涉及下列何種
憲法上之原則？ 
平等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例原則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53 號解釋，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所掌之違憲審查案件，原則上不包括下列那種案件之
審查？ 
行政處分違憲 政黨違憲 法律違憲 自治法規違憲 

16 自然法之思想源遠流長，在不同的時代有不同的主張，下列敘述何者不屬於自然法的思想？ 
 神、自然、理性都是自然法的法源 
法是本於人類理性而產生，無待於國家之制定 
法有其個別性，隨各民族之文化而生變異，並非一成不變的規範 
法具有不因時地而變異的普遍妥當性 

17 下列有關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為法律適用之原則，故不論在公法或私法領域均有其適用之餘地 
在刑法領域應無例外地適用 
其目的在維護既得權益，故在尊重既得權之前提下立法者得制定溯及既往之法律 
刑法第 1 條「行為之處罰，以行為時之法律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是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之表現 

18 依著作權法之規定，下列關於著作人格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著作人死亡者，關於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視同消滅 
著作人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不具名之權利 
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不得讓與或繼承 
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論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 

19 下列敘述，何者非為司法機關適用法律之原則？ 
 不得以法律不明確、不完備而拒絕審判 一事不再理原則 
不告不理原則  法官依法獨立審判，可以拒絕適用違憲疑慮之法律 

20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中「促進工作平等措施」專章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女性受僱者因生理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理假 1 日，其請假日數併入病假計算 
受僱者於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 2 日，陪產假期間不發給工資 
子女未滿一歲須受僱者親自哺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 2 次，每次以 30 分

鐘為度 
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全年以

7 日為限 
21 關於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之實質內涵，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習慣不得作為刑事審判的直接法源 否定絕對不定期刑 
禁止類推適用  絕對禁止溯及既往 

22 依目前民法親屬編之規定，下列何種婚姻是屬於絕對無效之法律行為？ 
 男未滿 18 歲女未滿 16 歲而結婚者 公開儀式結婚但未向戶政機關登記者 
未曾訂定婚約即結婚者  未成年人結婚未得法定代理人同意者 

23 關於公務員之懲戒處分，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九職等公務員之記過與申誡得逕由主管長官行之 掌理公務員懲戒之機關為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所有懲戒處分皆不適用於政務官 撤職與休職均為懲戒處分之類型 

24 法律的制定首要程序為法律案的提出，下列關於提出法律案之敘述，何者錯誤？ 
 立法委員提出法律案，應有 15 人以上之連署 
交通部就其執掌事項有向立法院提出法律案之權 
司法院就其所掌有關司法機關之組織及司法權行使之事項，得向立法院提出法律案 
法律案之提出，應以書面為之，不得以口頭敘述替代 

25 有關普通法與特別法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必須二種以上法律就同一事項均有規定，且其規定內容不同，始有比較之必要 
普通法與特別法的區別係屬絕對 
刑事訴訟法是刑法的特別法 
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係不可能存在於同一法典的不同條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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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列何者不是刑事制裁中刑罰之手段？ 

 追徵、追繳或抵償 沒入 罰金 褫奪公權 
27 依家庭暴力防治法之規定，下列何者為緊急保護令之聲請權人？ 

被害人 利害關係人 社會福利機構 檢察官 
28 有關職業災害補償，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受僱人只須受僱於雇主即可，即使未另訂補償契約，亦有可能成立職業災害補償 
雇主須有故意或過失，始有可能成立職業災害補償 
即使受僱人與有過失，亦不得酌減補償金額 
受僱人因職業災害而致財物毀損者，不屬於職業災害之補償範圍 

29 下列何種權利有消滅時效制度之適用？ 
抵押權 質權 留置權 繼承回復請求權 

30 關於著作人之著作，下列那些權利專屬於著作人本身，不得讓與或繼承？甲：編輯著作權、乙：公開發表權、
丙：公開展示權、丁：公開演出權、戊：姓名表示權、己：同一性保持權 
甲戊己 乙戊己 乙丙戊 乙丁己 

31 Most religions teach that we should have       for the poor, the weak, and the unfortunate. 
 association  bisection  compassion  obsession 

32 The body temperature of crocodiles is not      , so they have to warm themselves in the sun during the day. 
 constant  accurate  falling  mild 

33 My boss came from an impoverished family and he attributed his success to his parents’ strict      . 
 emulation  mentality  ordinance  upbringing 

34 Citizens of the tiny Himalayan kingdom of Bhutan       challenge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rchery, the 
country’s beloved national sport. 
 detest  forsake  relish  withdraw 

35 Clothing in Western society is      . When we dress in the prevailing fashion, we are both trying to conform, yet 
simultaneously, to individualize ourselves. 
 ambiguous  paradoxical  philosophical  redundant 

36 The 2-year-old child is happily playing with his new toy. Obviously, he does not realize      . 
 his parents to leave him   his parents leaving him 
 his parents be leaving him  that his parents are leaving him 

  Attitudes of intolerance towards homosexuality have been so pronounced in the past that it is only during recent 
years that some of the myths surrounding the subject have been dispelled. Homosexuality is not a sickness and is not 
distinctively associated with any forms of psychiatric disturbance. Homosexual males are not limited to any 
particular   37   of occupations, such as hairdressing, interior decorating, or the arts. Like the terms racism and 
sexism, heterosexism refers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non-heterosexual people are categorized and discriminated against 
on the basis of their sexual   38  . Homophobia describes a fear of and   39   for homosexual individuals. 
     40   homosexuality is becoming more accepted, both heterosexism and homophobia remain ingrained in many 
realms of Western society; antagonism towards homosexuals   41   in many people’s emotional attitudes. Instances of 
violent assault and murder of homosexuals remain all too common. For this reason, many homosexual groups are 
campaigning to have anti-homosexual acts classified as “hate crimes.”  
37  factor  censor  sector  mentor 
38  deception  orientation  contraction  abstraction 
39  reverence  ecstasy  apathy  disdain 
40  As  If  Because  Although 
41  falters  persists  expires  collapses 

42 It was not until the 1970s, when ranchers began acquiring bison with an eye toward encouraging a boutique meat 
market, that the species rebounded in significant numbers. 
The population of bison increased a lot in the 1970s because ranchers saw the potential of bison as a kind of meat 

on the table and started to raise them on their farms. 
 Bison eyes became a popular item in many jewelry stores in the 1970s when ranchers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purchasing bison. 
Many one-eyed bison boutiques were opened in the marketplace in the 1970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fast 

growth of the species on ranches. 
 There was a big increase in the numbers of the bison species in the 1970s when ranchers started to appreciate its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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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he presence of a lovely animal can be       for the elderly who live by themselves. 
 aggravating  disrespectful  domesticated  therapeutic 

44 More damaging are the little violations of ethical standards forced on managers or other employees who are asked 
every day to sacrifice personal values for company gain. 
Management will be at stake while little sacrifice on workers’ personal values is forced to happen. 
 Employees’ little sacrifice on personal values for company gain is considered more damaging. 
 Employees sacrifice their values to rescue the damaging ethical standards in companies. 
 Ethical standards being violated means more damage of the company gain. 

45 The green fairy tale of replacing fossil fuel with biofuel, such as palm oil, begins to look more like an 
environmental nightmare. 
 The wide use of fossil fuel is believed to be a nightmare to the environment for its burning is causing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long use of fossil fuel is being replaced by palm oil, which is called biofuel and believed to bring a cleaner 

environment. 
 Replacing fossil fuel with biofuel was believed to be good to the environment, but now it seems to cause more 

problems. 
 Replacing fossil fuel with biofuel like palm oil is a green fairy tale because biofuel is called green oil. 

46 African voters are losing patience with faulty elections that often exclude popular candidates and are marred by 
serious irregularities. 
Many voters in Africa have lost in their figh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which often removes popular candidates 

from the ballots in elections. 
 In Africa, the citizenry is irritated by elections which often exclude well-liked contenders and are marked with 

unfair practices. 
 It is common to see that candidates in popular elections in Africa are often those with moral or financial 

liabilities. 
Many African voters are not happy about problematic elections in which candidates smear each other 

irresponsibly. 

第 47 題至第 50 題為篇章結構，各題請依文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合適者，各題答案內容不重複 
When the Doha global trade negotiations collapsed in July, 2008, many countries shared the blame.   47   Indian 

consumers have suffered during the recent food crisis, with inflation over 12 percent for some commodities. Removing 
agricultural trade barriers would surely have helped get cheaper food to India’s many millions of poor citizens. Yet Indian 
trade minister Kamal Nath declined to open India further to farm imports.   48    

Essentially, India’s politicians fear that liberalizing agriculture will expose their farmers to catastrophe if food prices 
collapse in the future. India has some efficient farmers who would gain from a boost in trade.   49   Land holdings are small, 
productivity is low, mechanization is minimal, and big business faces restrictions in consolidating farming.   50   Over 
100,000 Indian farmers have committed suicide in the past decade. Many reasons are cited for this: crop failure, bad monsoons, 
mounting debts, and alcoholism.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has been to award 100,000 rupees compensation to the families of 
farmers who have taken their own lives, a policy which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creating a perverse incentive to suicides or 
murders. 
47  But one of the more surprising culprits was India. 

What was behind this decision? 
 But vast areas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re hugely inefficient. 
 By refusing to move on from its outdated approach to agriculture, India is condemning farmers to misery. 

48  Bu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s that many Indian farmers will never make a proper living on their own land. 
What was behind this decision? 
 And there is also a humanitarian problem. 
 But one of the more surprising culprits was India. 

49  But vast areas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re hugely inefficient. 
 And there is also a humanitarian problem. 
 Bu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s that many Indian farmers will never make a proper living on their own land. 
What was behind this decision? 

50  By refusing to move on from its outdated approach to agriculture, India is condemning farmers to misery. 
 Bu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s that many Indian farmers will never make a proper living on their own land. 
 But vast areas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re hugely inefficient. 
 And there is also a humanitaria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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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30440
30540 
30940 
31040 

一、甲男乙女為夫妻，甲某日提早下班回家，卻意外看見乙女與同事丙男在床上親熱，

甲心中難忍氣憤，越想越氣，竟持桌上的美工刀刺向丙男的胸部，丙男送醫不治。

請依下列問題討論甲男刑責：（25 分） 
刑法第 273 條之義憤殺人罪，請問何謂「義憤」？ 
甲男的行為是否可成立刑法第 273 條之義憤殺人罪？ 

二、甲男有高血壓宿疾，長期服用抗高血壓藥物。某日與網友乙女相約見面，隨後因乙女

突然肚痛難耐，甲即載乙至附近的汽車旅館休息。在汽車旅館房間中，甲男因情緒高

亢而血壓升高，故等待乙女如廁沐浴中甲服用抗高血壓藥物。隨後乙女沐浴完畢，甲

男突然獸性大發將乙女壓倒在床上，但甲卻因服用抗高血壓藥物導致性功能不佳而無

法勃起，以致於未能對乙女為性交行為。請依下列問題討論甲男刑責：（25 分） 
何謂不能未遂？ 
甲男應成立刑法第 221 條強制性交罪之不能未遂或普通未遂？ 

三、甲、乙皆為某海水浴場的救生員。某日甲、乙的輪班表為：甲是上午十點至下午四

點，乙是下午四點至晚上八點。甲該日值班至下午四點，乙卻因塞車遲遲未能夠趕

到海水浴場，甲因有私事，沒有等到乙趕到海水浴場交接值班即自行離去。乙後來

於下午六點始趕到海水浴場，但已有泳客丙因腳抽筋且無人救援而溺斃。丙的家屬

因而對甲、乙提告。請依下列問題討論甲、乙刑責：（25 分） 
甲、乙兩人誰對泳客丙居於保證人地位？ 
甲、乙兩人是否成立不純正不作為之過失致死罪？ 

四、甲為管委會主委，某日因停車問題，甲與住戶乙爭論，雙方一言不合，乙即以手持

之鑰匙向甲頭部劃過去。甲經送醫治療後確定僅頭部表皮輕微刮傷，敷藥數日即可。

孰料甲腦部潛藏腫瘤，因受傷刺激腫瘤壓迫視神經，甲之後因而雙目失明。試問乙

應負何等刑責？（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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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30980 
31080

一、自由刑的執行，以「特別預防理論」為主要的理念，這可以從監獄行刑法的立法目

的看出來。不過，金融罪犯或經濟罪犯本來就有很好的社會適應能力，是否針對這

類犯罪人不宜宣告自由刑，只適合宣告罰金刑？針對這類犯罪人宣告自由刑，是否

尚有其他的刑罰理由？（25 分） 

二、「犯罪化與除罪化」可以說是刑事政策的核心議題。立法者將一項不法行為安排在

刑法裡，所要思考的關鍵點是什麼？舉例說，吸毒與酗酒都可能成癮，都可能因此

發生暴力傾向，何以吸毒是犯罪行為，而酗酒不是？同樣是殺人，殺人是犯罪行為，

而自殺不是？（25 分） 

三、犯罪學來自歐洲與美國，在於以科學方法瞭解犯罪現象的系統性，請簡單說明犯罪

學發展的歷史。（25 分） 

四、犯罪學者蘇哲南（Edwin Sutherland）提出白領犯罪（White collar crime）的概念，

指在高位置上的人，有身分、有地位的人，利用他們的位置、工作角色，所從事的

犯罪行為。近來，學術界亦發現，除個人外，合法公司為了經濟利益，也從事違反

私人或公共信用的非法行為。請就所知，敘述個人與公司組織的白領犯罪型態、犯

罪活動，及其受害對象。（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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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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0 
31060

一、何謂外役監？其設置之意義為何？開放式處遇制度有那些優缺點？請分述之。

（25 分） 

二、監獄教化與戒護工作均為矯正受刑人的重要業務，兩者在實務運作上是否會有衝突

產生？如何求得平衡？試申論之。（25 分） 

三、何謂「嚴為分界」、「分別監禁」、「分界監禁」、「分界收容」，請依監獄行刑

法相關規定說明其差異性？（25 分） 

四、監獄遇有天災、事變為防衛工作時，得採行那些應變處置？令受刑人分任工作導致

傷亡，準用有關作業災害，給予慰問金之理由？（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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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司法考試科目的歷屆題庫立即上網搜尋＂司法歷屆考古題懶人包＂高鋒公職補習班整理Line@帳號：@gaofeng連絡電話：07-2367-296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考試 

類  科： 監獄官 

科  目： 監獄學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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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30920 
31020

一、監獄受刑人爆滿對犯罪矯正機構與受刑人均造成許多負面影響，試分析影響之範疇，

並研擬妥適之紓緩擁擠對策。（25 分） 

二、請說明我國目前假釋制度之缺失，並請研擬改進建議。（25 分） 

三、請說明高齡受刑人面臨之處遇困境，並請依據歐美先進國之經驗暨學者之研究心得

研擬妥適對策因應。（25 分） 

四、受刑人在監從事暴力行為之影響層面有那些？並請研擬預防受刑人暴行之妥適對策。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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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考試 

類  科： 監獄官 

科  目： 心理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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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30950 
31050

一、陳監獄官希望找到效度可接受的心理測驗用於下列用途：（30 分） 
在評估受刑人應受何種諮商計畫時，陳監獄官應著重心理測驗的同時效度

（concurrent validity）或是預測效度（predictive validity）？為什麼？ 
如果想要評估受刑人再犯可能性，陳監獄官應著重同時效度或是預測效度？為什

麼？  

二、請說明何謂測驗標準誤（standard error of measurement），並舉例說明測驗標準誤在

解釋測驗結果的用處。（20 分） 

三、請舉出智力測驗與人格測驗各一種，並說明這兩個測驗對受刑人輔導或諮商上的可

能應用。（25 分） 

四、請舉出自陳式量表中兩種處理作假（faking）的方式，並說明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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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考試 

類  科： 觀護人、監獄官 

科  目： 諮商與輔導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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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頁 
30270
30970 
31070

一、未成年當事人或無能力做決定者是否有自由決定權？當他們想要墮胎時，諮商師應

如何處理？（15 分） 

二、諮商紀錄或其它相關的書面資料、個別或團體錄音或錄影帶、及測驗資料等，可否

在轉介個案時，一併轉給接手的諮商師，以利其後續工作之進行？（15 分） 

三、個案：「我的家庭對我來講真的很重要，他們對我的意義比世界上任何人還重要。

我很想念他們，大概一年回去一次，每當我錢不夠用時，也會打電話回去。」假設

你正在與個案會談，你要接下去回應個案，請運用兩種會談技巧回應個案，分別說

明技巧名稱，使用該技巧時，你的回應對話範例。（15 分） 

四、假設你正在輔導與諮商的過程中，請回答以下的問題： 
個案：「我父母非常虔誠，他們說只要我住在家裡，每個禮拜天都要上教堂。我知

道我要讓他們高興，但我對整個問題都覺得很亂，我不知道自己相信什麼，信仰對

我來講沒有任何意義。即使只是說出這樣的想法，都讓我覺得有罪惡感，因為父母

會因我和他們想法不同，感到非常苦惱。」請運用挑戰技巧（challenge），請

運用反映情緒技巧（reflection）回應個案。（15 分） 

五、在酗酒家庭的小孩有些被迫去扮演「父母化」的角色，何謂「父母化」

（parentification）？它對兒童的影響為何？ Bowen 學派如何解釋「父母化」的

形成。（20 分）  

六、芬芳 17 歲，高中肄業，曾接受過勒戒，目前接受保護管束；芬芳對於是否復學，

無法做決定，她想學一技之長。她對觀護人說：「媽媽常常抱怨我的生活作息及言

行舉止，不信任我有心向上且能做到。」觀護人說：「你每天的生活作息如何？你

如何讓媽媽知道你有改變的決心？」芬芳說：「我也想振作起來，可是我怎能一下

子就改變？我想了很多，但就是做不了決定。我不知自己能做什麼？該做什麼？以

及這樣做是否有用？常常時間就這樣過去了，一事無成。媽媽不了解我，以為我是

在混日子或逃避責任。」如果你是觀護人，你打算運用現實治療法（Reality 
Therapy）的 WDEP 幫助芬芳啟動改變歷程，請說明你將如何進行。（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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