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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2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1 下列文句，何者敘述得當？

我倆是同班同學認識多年，同甘苦共患難，真的是忘年交

遠來是客，今晚這桌菜我想大家會很樂意讓我做個東道主吧

如果生活上有需要的地方，我很樂意下指導棋，盡量開口不必拘謹

在公司裡，他是跑龍套的，什麼事情都需要他出馬，成天忙得不可開交

2 西諺云：「人在羅馬，就要做得像個羅馬人。」這句話的意思和下列那個成語選項最接近？

人云亦云 東施效顰 入境隨俗 拾人牙慧

3 「生命的凋萎既是必然的，那麼何不在過程中豐富它的内涵？花之飄零是必然，綻放時卻□□□□，

繁複滂沛；蟬鳴不過一季，但牠們展現夏的生命力。個人短促的生命卻足以延續整個精神文明，使之

□□□□。」

上述□□□□中，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為何？

轟轟烈烈／生生不息 兢兢業業／滔滔不絕

嫋嫋娉娉／百折不撓 孜孜矻矻／無孔不入

4 下列成語運用，何者正確？

他的力量極大，不愧是一位「劍及履及」的武學高手

他是一個「不動聲色」的人，已習慣掩藏自己的情緒

祖父身體硬朗健康，將過九十五歲大壽，真是「福壽全歸」的長者

你必須「鋒芒畢露」，才能在各種環境與人際關係之中，自在生存

5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使用完全正確的是：

颱風來襲，瞬間「風起雲湧」，大家只能「望風而逃」

地震強烈，大有「傾城傾國」之勢，幾乎「無法立足」

空污很嚴重，PM2.5 令人「聞之喪膽」，卻「不可磨滅」

治安不佳，雖然嚮往「夜不閉戶」，也只能「防範未然」

6 下列選項「」內的字，何者與其他選項意思不同？

請問芳「名」 感激莫「名」 隱姓埋「名」 榜上無「名」

7 下列題辭運用正確的是：

賀娶媳：于歸之喜 賀喬遷：壯圖大展 賀男壽： 壽徵坤德 賀彌月：湯餅之喜

8 書信啟封詞的寫法，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何教授大明 敬啟 何大明先生 恭啟 何大明吾弟 安啟 何檢察官大明 勛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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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某企業家曾說：「志向指的是個人的目標，大義則是指共生的事物。企業家把企業做大之後，如果延

續以前的小志向，就很難把公司帶進大格局，如果用大義來鼓勵自己和激勵員工，就可以激發出真正

的勇氣。」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其意旨？

公司的大義以個人小志向為基礎 企業家應該激發員工不斷的上進

公司應以大義追求大格局的表現 企業家應具激勵員工勇氣的能力

10 「茶屋必須依循某種特定的品味來建造，乃是遵照一項重要的藝術原則：要淋漓盡致地賞玩藝術，就

必定得真誠面對此刻的生活與生命。這並非是說無須考量將來人們的觀感，而是要人更專注在享受當

下；一如既要尊重過去留下的傑作，但更重要的是嘗試將前人的果實融入自己的胸懷中。盲從傳統與

公式，只會禁錮建築藝術中個體性的表現。」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作者觀點的是：

學貴多方 蕭規曹隨 食古而化 黜華崇實

11 「地圖是對世界提出一份建議書，而非單純地反映世界，同時每一份建議書都出自某個文化主流的假設和

既有見解。地圖和這些假設及見解之間的關係總是有來有往，但未必是固定或穩定的。……每幅地圖不

但說明了世界，也屬於這個世界。對歷史學家而言，這些地圖都創造出適合的條件，讓我們瞭解一個主流

理念——宗教、政治、平等、寬容——我們透過這個理念來理解自己，同時瞭解我們周圍的世界。」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意？

通過地圖，我們可以理解歷史學家的主流理念

地圖往往為權力者所利用，展現各種政治霸權

地圖真實反映世界，所以能幫助人們創造適合的居住條件

地圖幫助我們瞭解周圍的世界，使我們對主流理念更清晰

12 「自 1624 至 1661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招募來臺的二萬多閩南移民，並未有祭拜太子爺的記載。這一

點很值得注意。臺灣最早的太子廟，是新營太子宮，建於康熙二年（1663 年），正是鄭成功驅離荷人

的翌年。鄭氏部將何替仔到此屯田，旗號叫『新營』，『結廬奉祀中壇元帥』。也就是一安頓下來，就

建茅屋拜起三太子，直到現在，連地名都叫『太子宮』。」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何替仔奉鄭成功之令，在「新營」興建廟宇供奉中壇元帥，形成太子爺信仰

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來臺二萬多的閩南移民，於是引入閩南人的太子爺信仰

臺灣太子爺信仰發端於「新營」，1663 年由何替仔在此屯田並立廟奉祀

鄭成功驅除荷蘭人，為安撫臺灣大量閩南移民，所以創立太子宮以安定民心

13 「一名大學生勤奮練習雙手拋接球，練到能同時拋接三顆球而且一分鐘不讓球落地，這時掃描一次大

腦；休息三個月後，再進入實驗室掃描大腦。大腦造影研究發現，大腦頂葉掌管空間運動的地方在大

量練習時活化區域比較大，三個月不練後縮小了。」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不相關的是？

人只要活著就能改變自己，活到老，可以學到老

大腦的連結因為需求而改變，其特性是用進廢退

後天環境的行為表現，也會影響大腦的運作機制

不要輕易放棄，從什麼地方跌倒就從那裡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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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偏好尖頭木筷還有一點，唇舌的碰觸面積小，木頭質地的異體感最輕微，口腔全體正在享受食物的

口感和香氣那當下，忽然介入樹脂的碰觸太干擾，更別提不鏽鋼，辜負白米，辜負農夫，辜負太陽和

地球，辜負自他辛勤耕耘才有的這一刻，想吃卻又閒定。」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貼近作者旨趣的是：

尖頭木筷對味覺影響最小，較能保留米飯應有的口感及香氣

樹脂筷常含有過量化合物，會對米飯入口時的香氣造成干擾

享用食物時不宜狼吞虎嚥，唯有優雅入口才能感受農夫心意

合宜餐具可突出米飯特徵，同時反映其栽培環境與種植技術

15 「我寫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出版至今已好幾年了。這本書能被廣泛閱讀，引發形形色色的討

論和批評，我深感欣慰。但有一種情況讓我覺得沮喪，那就是不少評論者雖各有所見，卻很難相信他

們在探討同一本書。我更不得不遺憾地說，這本書之所以成功，其中一個原因竟是：它幾乎滿足所有

人的論述需求。」

根據上文，何者最符合作者對《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想法？

事實證明這本書是失敗之作 遺憾這本書未獲得廣大迴響

不滿這本書的版權屢遭剽竊 不少人誤解了這本書的內容

16 「人類天生具有語言天賦，但要學會說話，必須先聽到別人說話。如果孩童在學習的關鍵時期缺乏其

他人提供的語言刺激，他們將無法學會說話，即使他們天生具備這項潛能。在一般情況下，每個人先

天都有識字的潛能，但這世上卻有許多人不識字。讀書寫字的能力並不是隨著年紀增長就能擁有的，

它和說話一樣，是文化培育造就出來的。」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意？

認識天賦有助於潛能開發

無法從現有能力找出潛能

具備天賦不等於擁有能力

天賦影響後天能力的培養

17 「臺灣社會歷經移民、殖民，這種悲情中摻雜樂觀奮鬥的文化，表現在我們早期的代工業，或者後來

的高科技產業。近年來電影工業的復興也反應了這種特殊的文化。國片曾經有過一年只有八部，總票

房不滿一千萬的慘況，但是電影工作者卻帶著宗教般的理想與信仰，前仆後繼地投入，終於產業奇蹟

似地復興了。像 2008 年《海角七號》、2010 年《艋舺》都有超過上億的票房。」

根據上文，作者認為臺灣電影工業復興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移民殖民的歷史 產業的景氣循環 人們的努力信念 上億票房的保證

18 「某歐洲交換學生於簽證期滿後，想繼續留臺學習華語，卻被外交部拒絕，引起外界質疑」，外交部發

文澄清，說明如下：

「如果本國學校及歐洲學生的母校雙方皆同意學生延長交換期限，行文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並附相關

證明，外交部可協助辦理簽證。如果是以臺歐連結獎學金來臺灣研習華語，期滿擬繼續留在臺灣

研習華語者，只要有就讀學校出具三個月註冊證明，外交部可據以協助辦理簽證。如果臺歐連結

獎學金學生交換期滿，擬續於臺灣改為就讀正式學位，外交部將專案協助申辦簽證。」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延長交換期限，必須經臺歐雙方學校同意 研習華語期滿必須先返國，重新申請來臺

臺歐連結獎學金學生可逕行攻讀正式學位 專案簽證流程約 3 個月，校方須協助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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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同藝術品，茶也需要一雙大師的巧手，才能泡製出最高貴的質地。茶有好壞之分，正如畫有高下

之別——雖說我們擁有的，大多是後者。要完成一碗絕頂好茶，手法並不固定，每一種茶葉的調理方

法都是獨一無二的，包括與不同水量水溫的契合程度、各自繼承到的前人智慧，以及調理者個人的敘

事風格。」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作者觀點的是：

茶葉調理者，都可塑造個人專屬的敘事風格

泡茶必須依循前人，以形成自己固定的手法

泡製質地高貴的好茶，茶葉的好壞重於手藝

茶葉調理的第一個步驟，必須考量水量水溫

20 「走進機艙，我以為自己很勇敢，一找到座位，心從很深的內核酸楚了起來。那時媽媽過世，我辭掉

好不容易才輾轉進入的報社，那一年，初次懂得愛情裡複雜殘酷的況味。我告別的不是愛情，不是記

者工作，而是純真的少女年華，我告別我自己。當飛機起飛的時候，我似乎無意識地，在心頭響起這

支歌：『風好像倦了，雲好像累了，這世界再沒有，屬於自己的夢想。我走過青春，我失落年少……』

是誰寫的歌詞，在那時刻，完完全全熨貼著我的心？」

根據上文，歌詞能觸動作者的原因是：

其所搭配的歌曲旋律非常悅耳動聽 歌詞產生的酸楚感受呼應窗外景物

適當對應著作者當時的遭遇與心境 將純真的少女情懷轉作成長的記憶

21 「有一次我拜訪一位富商之妻，她愛好文學，也填詞，用字極美。然而，她那偌大的豪宅，放置著幾

件大賣場買來的傢俱，空盪盪的，毫無可觀之處。我於是暗思，美麗的詞藻固然可以堆砌成詞，但不

會有『感發』的力量，因為填詞的人並沒有被他周邊的物之美以及因著物之美而生出的『物之哀』所

感發。」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貼近作者的看法？

作者自己先有感動，下筆才能動人 詞藻對於文學創作，通常弊大於利

文學的意義在於從悲哀中發現美感 人類可以憑藉藝術創作來轉化悲哀

22 「我不喜歡一般所謂的觀光，然而還不到痛恨的程度。我對巴黎最好的回憶不是到了羅浮宮、凱旋門、

聖母院、香榭麗舍大道，而是倚在小旅館房間窗上看街景，或在菜市場上買甜而多汁的血橘，或只是

走過街道，看擦身而過的行人，瀏覽兩旁古老建築，聽不同角落的市聲，吸取屬於巴黎的情調、節奏

和色澤。」

根據上文，最接近作者旅遊的心態是：

喜歡透過旅行，一一訪遊觀光名勝

經由一般的觀光路線，發現城市的風貌

偏好以日常生活的模式，體驗巴黎的城市之美

藉由專業的觀光導覽，深入領略巴黎的歷史文化

23 「對我而言，恩斯特就是感性的化身，他有一種難以抗拒的魅力與風趣，對於世界的色彩、自它起源

以降的分門別類都了然於胸，而他也透過高彩度的攝影作品，極為生動地傳達了不同的文化。他像彗

星一樣迅速消逝，只留下長長的尾巴讓世人能理解其靈巧之處。」

根據上文，對友人攝影作品的敘述，何者正確？

以高彩度表達風趣 如彗星般感性靈巧

傳達多元文化才華洋溢 能分門別類的運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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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讀者無法喜愛新的作品，但當這作品問世二十年後卻又真誠地喜愛它，這是常有的事。作品新生命

的香味太濃了，他們虛弱的頭腦承受不了。香氣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漸漸揮發掉，作品只有在覆滿陳年

積垢時才會被他們理解。」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意？

作品如美酒，需要時間才能真正成熟

讀者需要成長，才能領會作品的價值

讀者如果真誠，未必有助於理解作品

作品假使過於個性化，很難流傳不朽

25 「臺灣這個小小的島被龐大的海洋包圍，天生離海很近，但許多人跟我一樣，喜歡海，卻又不知道那

是什麼。軍艦駛離港口後的某一刻，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正從海上隔著一波又一波搖晃的藍色凝視著平

日居住的陸地。那片藍色非常巨大，照康德的說法那叫『壯美』（sublime），讓人又愛又怕的一種美。」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意？

因為認識不足，導致人們無法體會海洋的壯美

偌大海洋潛藏無窮的危險，實在讓人又愛又怕

臺灣四周被海洋包圍，吸引人產生敬畏的美感

搭船離開本島，方能認識周邊海洋的豐富生態

26 「有一種演員，專注於背詞，精心打造咬字、語氣、情緒，好像把臺詞背熟，是演戲唯一的功夫。他忽

略了最根本的部分：聽別人的詞。一位資深導演曾形容一群專業演員在舞臺上，如同職業球賽，每個

球員不能只顧自己的攻擊、防守位置，而要放開感官，隨時支援他人。」

上述文句表達不論在舞臺或球場等場域中，重要的參與原則是：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風大就涼，人多就強

臺上三分鐘，臺下十年功 眾人種樹樹成林，大家栽花花才香

27 「現在的工作者常常有許多機器協助工作，電腦、印表機、多功能事務機等等，我們幾乎不可能在沒

有機器協助下完成工作。與此同時，我們的工作也常常是經過設計的，每一個步驟都需要按照標準程

序，這也就代表著：就算你做得很好，但功勞在於程序設計得完善，而不是你的付出與貢獻。」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接近文意的是：

人類仰賴機器所帶來的便利生活而產生惰性

傳統的勞動方式因為機器的便利而遭到淘汰

人類的勞動成果經常被標準程序的效率掩蓋

人類設計了機器和工作程序來取代勞動付出

28 「記憶不像是從檔案櫃裡拉出一張紙，重新提取這個事件的精確拷貝，而是重新產生運作中的記憶。

你抽出了正確的精髓，但也漏失很多細節。所以你靠著想像力，用看似可信的東西填滿。我們重組過

去，也許隨著每一次的回憶，我們甚至還把新的錯誤給補進去了，事件記憶變成了接力傳話最後卻失

真的遊戲。」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作者對記憶的看法？

真實事件中夾雜著刻意虛構的細節

添加了未必存在但信以為真的內容

每一次重新提取的內容都完全相同

在重組過程中不斷釐清而趨近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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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海洋相連，保護個別區域、單獨物種，遠遠追趕不上整體的破壞，尤其海洋物種如鯨魚、海龜具有

遠距離遷徙的習性，必須制定更全面的管理和規範。目前，各國多半只掃門前雪，全球海洋 61%的公

海更是無法可管。更只有不到 8%的海洋受到保護（其中 6.93%屬於國家水域，廣大的公海僅有 0.72%

設立為保護區）。綠色和平近年極力推動聯合國成立《全球海洋公約》，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約束

各政府在 2030 年前保護至少 30%海洋，設立為保護區，為海洋生物爭取足夠的生態廊道。」

根據上文，全球海洋保護目前做到的進度是：

詳列海洋物種會遠距遷徙的習性 訂定個別區域單獨物種的保護令

召喚全球的共識以確定執行目標 要求各國立即嚴格執行保護行動

30 「以整體產業的角度來看，有許多方法可以減少製造多餘垃圾，比如：從設計源頭就開始減少多餘、

不必要的包裝；在設計時就考慮到產品使用後的再生、再利用，以及回收等面向；設計更有效的產品

使用後收集系統等等，以及可大幅減少製造多餘垃圾的商業模式，如專門提供合作店家可再利用的餐

盒餐具，並透過結合手機應用程式，設置多個回收據點，讓消費者毋須自備餐具，只需付押金，再用

手機上操作登記和歸還，即可享受方便美食。」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研發新型回收工具，可以同時兼顧科技、便利與環保

設計更環保的包裝方式，舊有的商業模式仍能繼續沿用

從源頭思考周全的產品生命週期分析，可以減少垃圾的產生

完整產銷鏈的產業革新可以讓生產者減少責任，同時兼顧環保

31 「快時尚產業意指：在極短時間內推出時裝週展出的服飾，讓消費者可以在短時間內以平易近人的低

廉價格買到最新（但可能低品質）的服飾。過去時尚產業季節主要集中在夏季和秋冬，但來到 2014

年，瞄準快速消費的快時尚產業已將之拆分成 52 個『微時尚季』，其背後促成的消費概念即是：讓消

費者不斷追求最新的潮流服飾，盡可能購買更多服飾。」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原先的時尚產業能讓人以最平易的價格買到最精緻的衣服

快時尚的目的是為了刺激生產，使時尚產業得以革新創發

快時尚的產業季節變為 52 季，因此得一直辦理時裝週活動

原先的時尚產季拆分為微時尚季，讓消費者持續提高購買慾望

32 下列公文准駁用語，何者不恰當？

可 如擬 請照辦 同意照辦

33 教育部所屬「國家圖書館」，行文邀請文化部討論修訂「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稱謂用語應使用：

大 本 鈞 貴

34 下列選項，何者屬於公文中的「上行文」？

「勞動部」行文「勞工保險局」

「國立故宮博物院」行文「文化部」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行文「新竹市政府教育局」

「臺灣高等檢察署」行文「法務部」

35 下列公文用語，何者正確？

對上級機關的目的語可用「請查照轉告」 對下級機關的目的語可用「復請鑒核」

對平行機關的期望語可用「請惠允見復」 對下級機關的期望語可用「請核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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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

對者，得 3 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 0.6 分；所有選項均未
作答或答錯多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萱萱去參加表姐的婚禮，想在紅包袋寫上祝賀新人的題辭，下列選項何者用法正確？

鸞鳳和鳴 淑教流徽 花好月圓 珠聯璧合 椿萱並茂

37 下列各組成語，前後用途相近的選項是：

春風化雨／春風風人 妙手回春／杏林春暖

春風得意／杏林春暖 杏林春暖／春風風人

妙手回春／春風化雨

38 下列文句，敘述正確的是：

你別看這是小步驟，一不經心可是會釀成嚴重後果

這個禮物別出心裁，充分流露奶奶愛戴晚輩的心意

大家的抬愛我心領了，未來擔任委員一定戮力以赴

我推薦這些景點都是出自私心，不是一般觀光行程

她酷愛古典樂，對國內各管弦樂團的特色如數家珍

39 下列「」中成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需要決斷時，他經常「首鼠兩端」，支吾以對

新教練的嚴格訓練，讓隊員們累得「五體投地」

現在不少記者單憑「街談巷語」撰寫新聞，漸成陋習

訂定這項造福群眾的政策，「始作俑者」非部長莫屬

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之際，豈可「同室操戈」，自相殘殺

40 「我問師父，當我們回到歐洲後，沒有了他，我們要怎麼辦？他說：『你的問題已經在這次考試中得到

解答。在你們目前的階段，老師與學生已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個人。你隨時都可以離開我。就算是

大海相隔，只要當你們練習你們所學時，我就會與你們同在。』」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學生對於學成歸國之際無師相隨，感到焦慮

學生已將老師教學的內容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

老師認為學生已經透過通過考試證明學習成效

一人或兩人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兩人心有靈犀

與你們同在是指師徒終有相見之日，不必過於憂慮

41 「平頷鱲是臺灣引進日本發眼香魚卵放流時所誤進的外來魚種，主要見於河川中下游，可忍受較輕度

污染的溪段環境，性喜愛跳躍，具群居性，繁殖期會在淺瀨、平瀨處的小石礫中產卵，此段期間具有

領域性。屬雜食性魚類，以水生昆蟲、小蝦、落水昆蟲、植物碎屑物、浮游生物、藻類為食，由於跳

躍力佳，晨昏時會捕食蜉蝣以及飛蚊。」

根據上文，下列對平頷鱲的描述何者正確？

是稀有魚種、來自日本的香魚，會溯溪捕獵

不計葷素，擅長跳水獵殺，會狙擊大型生物

有較高的環境適應力，喜歡成群結隊的活動

具跳躍能力的魚類，體力佳，適合長途競泳

食物來源多元化，選擇水流淺急的瀨處產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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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所謂的『醫學』從來不只是客觀理性的醫學問題，而必然是『人』的問題。根據北宋學者沈括的記

敘，他很可能觀察到了類似於今日的漸凍人症等當時罕見而令人感到困惑的病症，只是那時他並不知

道致病的原因以及如何治療；但沈括還是細膩地記載各項病理症狀，其初衷來自於『終以此不幸，無

人識其疾，每為之哀傷』的同理心，正是這樣的素養，使得醫學與人文得以交融，那避免了當代哲學

與醫學老死不相往來所造成治療過程中的倫理問題及病患的痛苦。」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作者之論點？

沒有人文涉入的醫學可能造成病患不被理解的痛苦

沈括的思維符合當代傳統普遍認知的「醫學」定義

人文精神可以避免醫學落入過於客觀與理性的思維中

北宋時期已經普遍知曉漸凍人症，只是當時無有其名

沈括詳載不知名病症，期望能找到致病與治療的因子

43 「最會做考卷選擇題的人，可能最不會做人生選擇。人生是無數選擇的總集合，每個選擇都沒有標準

答案，適合他人的路不見得適合你。有人選最多人走的那條平穩之路，有人則選擇人跡較少之路。錯

誤的選擇會帶來痛苦，但有時痛苦並非來自選擇錯誤而是欠缺機運以致留下遺憾。即使如此，我們也

不能不慎重做出選擇，因為如果我們不在乎那珍貴的選擇權，很快地，我們將變成被選擇的人。」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即使做出完全正確的選擇，也可能留下遺憾

選擇人跡罕至之路的人，往往比較容易成功

機運比選擇重要，欠缺機運的人不可能成功

我們若不在乎選擇權，就可能變得無可選擇

選擇與個人特質有關，結果是否理想因人而異

44 「臺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面對社會、經濟、政治及家庭結構動盪轉變時，老人在生理及心理上都比

較不易調適。因此我們更需要重視老人在憂鬱症的生物學因素及社會心理因素互動下所呈現的憂鬱

症，既不偏重社會心理層面的影響，也不忽略生物學因素對憂鬱症之診斷及治療的重要性。提供適合

臺灣本土的治療體系，使老人憂鬱症獲得妥當的照顧。」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藉由改善生活環境及家庭關懷，可以緩解老人憂鬱症的發生

隨著年歲的增加，老人更容易因身心調適不良而罹患憂鬱症

有效控制老人憂鬱症的方法，應當積極引進西方的治療體系

照顧老人憂鬱症患者，須同時兼顧生物學與心理層面的因素

建立良好社會互動機制，可讓憂鬱症患者獲得更妥善的照顧

45 「當 SARS 來襲，人們戴上口罩，抵擋飛沫，甚至連戀人都不敢貿然交換唾沫。然而，本質與飛沫相

近的流言，我們卻不曾稍加阻攔，任憑浮誇的、未加證實的言辭氾濫，傷及無辜。事實上，流言比飛

沫更易促人衰竭。因此，唾液並不可怕，我們該關心的是如何不再繼續生產並防堵這些虛妄言論。」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文意？

不實言論傷害人更甚於病毒 人言可畏流言應該止於智者

人們從疾病恐懼中獲得成長 遏止疾病和謠言需防患未然

杜絕流言比殺死病毒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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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政府組織（NGO）是指政府以外的組織。其組成目的是希望透過人民的參與，建立一個國內或國際

性的公民社會。下列何者不屬於 NGO？ 

    

2 公民投票雖有其重要性，但並非任何事情均可用公投來解決。依據我國公投法的規定，下列何者可以

作為公民投票的提案？ 

   

   

3 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於主政時期深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推一系列的改革

措施。下列何者不符合新自由主義者的主張？ 

    

4 國際政治一般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進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

的互動。下列關於國際政治權力結構演變的敘述，何者不符合事實？ 

此之後主權國家才成為國際政治的主體 

歐洲因而成為當時國際政治的核心 

 

 

5 依現行法令之規定，下列何者在性質上並不屬於獨立行政機關？ 

    

6 「審議民主」的概念自 1980年代中期在歐美興起，被視為民主理論與實踐的重要轉向。下列有關「審

議民主」理論的敘述，何者錯誤？ 

 

透過公民共同的討論以凝聚共識 

 

 

7 各國的政府體制不盡相同，請問荷蘭的政府體制與下列那一個國家相同？ 

    

8 政府為了提升我國的生育率，提出 100萬元獎金徵求鼓勵生育的創意口號。上述作法，最主要是在增

強家庭的那一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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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歐洲爆發歐債問題後，身為重災區的希臘除了獲得歐盟央行的金融援助外，更向另一國際組織請求紓

困援助，下列有關該組織之敘述，何者錯誤？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10 近年選秀節目大受歡迎，吸引不少懷有明星夢的人加入。參加者表示，「在別人的掌聲中，開始相信

自己是個受歡迎的人…」。這種說法較符合下列何種自我發展理論？ 

Erik Erikson）的危機發展階段理論 

C. H. Cooley）的鏡中之我 

G.H. Mead）的「主我」與「客我」理論 

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本我」、「自我」與「超我」理論 

11 性別平等是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指標，下列社會現象何者最符合性別平等原則？ 

 

 

 

 

12 新聞的標題及用字遣詞，可能誤導閱聽人對被報導者產生不當聯結的偏見。下列的新聞標題，何者較

容易產生上述現象？ 

 過四萬逃逸外勞國內流竄，移民署遭糾正 

  

13 若將我國政府體制與英、美兩國比較，依據我國憲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4 為保護消費者權益，消費者保護法第 19條規定：「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得於收受商品

後七日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

下列何者不適用上述規定？ 

 

 

 

 

15 「行政法人化」是政府再造的重要方向與策略，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行政法人化」的概念？ 

本的服務 

 

 

 

16 「行政行為」的類型多樣，也與人民的生活密切相關。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下列有關行政行為的

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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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9歲的阿國在朋友慫恿下購買大麻菸，在第一次吸食時就感到頭暈，而暈倒在路旁遭到警方查獲。依

現行法律規定，阿國最可能面對下列何項處分？ 

    

18 小明與補習班簽訂契約，發現該契約中註有「一旦簽約，恕不退費」條款，若小明在課程初期與補習

班發生退費糾紛並進入司法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19 當朝野立委對某爭議法案僵持不下時，主席得宣布議案進入下列何項程序，以期能整合意見、達成共識？ 

    

20 一對年輕夫妻因經濟困頓，到賣場偷奶粉以哺餵家中嬰兒，被賣場人員發現後移送法辦。經檢察官起

訴後，承審此案的法官對這對夫妻的境遇感到同情，念在其為初犯且深表悔意，乃從輕發落，判決有

罪，但暫時不用入監服刑。依上所述判斷，該承審法官應是做出下列何種宣告？ 

    

21 某周刊爆料知名公司販賣的食用油中疑似混摻廉價劣質油後，擔任公職人員的阿仁接獲指示：「儘速

主動出擊、詳實調查、蒐集證據，了解並確認不法情事的發生，代表國家追查犯罪真相。」依上所述

判斷，阿仁應該是擔任下列何種公職？ 

    

22 假設臺、日兩國間是根據比較利益法則分工，若臺灣專門負責生產烏魚子，而日本專門生產櫻花蝦，

且兩國進行自由貿易。在不考慮其他條件情況，下列對於兩國間國際貿易的敘述，何者正確？ 

  

  

23 若某國之政府財政結構已達舉債上限、內需市場不振、國內外投資者裹足不前，但 GDP 的表現卻呈

現正成長的態勢。若從 GDP的支出面分析，試問對 GDP貢獻最多的應指下列何者？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vestment） 

government expenditure） net exports） 

24 經許多醫學研究證實，吸菸者將引發中風、癌症等疾病，吸入二手菸可能引發的疾病與吸菸者無異，

相關研究指出在有人抽菸的工作場所八小時，相當於吸了六根菸，因而我國制定菸害防制法以規範相

關場所禁止吸菸，並且在菸品價格中徵收健康福利捐。下列針對上文的分析敘述，何者正確？ 

 

 

 

 

25 Ａ國近年來因需求不振導致景氣衰退，因此在經濟指標上，該國最有可能發生下列何種現象？ 

    

26 綠島某民宿業者捕殺保育魚類龍王鯛，引發民眾強力譴責，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將民宿業者移送法辦。

依財貨的性質來分類，保育魚類龍王鯛屬於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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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阿軒去年五月購買一萬美元並定存一年，存款利率為 3%。若今年的匯率與利率和去年五月相同，美

元兌換新臺幣之即期買進匯率為 32元，賣出即期匯率為 30元。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下列關

於阿軒投資美元定存收益的敘述，何者正確？ 

30萬元 

300元 

1萬 1000元 

32萬 9600元 

28 某國計算 CPI 時，只計算麵包、手機、衛生紙 3 種品項，下表為該國近三年三種產品價格與消費數

量。若以 T年作為基期，T+2年的 CPI應為下列何者？ 

年度 T T+1 T+2 

 價格 數量 價格 數量 價格 數量 

麵包 60 10 80 8 120 5 

手機 330 10 300 11 330 11 

衛生紙 10 10 15 10 25 5 

109 110 119 120 

29 製糖的原料除了甘蔗之外，另一種是甜菜。甘蔗是熱帶植物，只能生長在溫暖的南方，而甜菜卻是種

在雨水少的寒冷北方。假若歐洲今年因氣候變異，導致甜菜生產銳減，甜菜價格上漲，在其他條件不

變的情況下，則全球甘蔗市場將因此產生下列何種變化？ 

  

  

30 政黨與利益團體都在民主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下列有關兩者的敘述何者正確？ 

理念相同的人所組成的 

 

 

 

31 民事訴訟為解決私人之間紛爭的途徑之一，下列何者為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32 員工因不滿老闆拒絕加薪，一時氣憤乃在個人對外開放的部落格裡，用「豬頭皇帝」來形容老闆，並

書寫不實言論，老闆無意中上網點閱，發覺該篇文章已有多名員工點閱，感覺自己名譽受損，乃向法

院起訴。依據上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33 為落實憲法保障人權之目的，我國設有釋憲制度，由司法院解釋憲法並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下列有

關釋憲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法委員需有 2/3以上聲請才可提出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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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阿勇於深夜侵入阿智的住宅，被阿智的鄰居阿文發現，並扭送警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35 醫院中急診室的醫師在工作時，常會受到病患家屬的暴力相向，因此一群關心自身權益的醫師，希望

能修改刑法加重相關刑責。關於醫師的修法建議，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草案後，經立法院向行政院提出 

36 A university degree in business is _________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is job. 

explained maintained supported required 

37 English is now an _________ language because it is widely spoken around the world. 

impossible international innocent illegal 

38 Before the players start the game, their basketball coach always tells them to follow the _________. 

checks means rules shows 

39 For some people, the dinner didn't seem _________ without a dessert and a cup of coffee. 

positive complete partial tasteless 

40 People usually _________ to get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so destinations with a sunnier climate and cheaper 

cost of living are always popular. 

nominate debilitate emigrate captivat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題至 45題 

As we all know, millions of people receive psychotherapy to deal with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to free 

themselves      41      emotional suffering. Typically, they will sit in an office with a therapist who is a member of 

a profession such as psychology or social work, and try to talk their ways to an improved state of mental health. 

The therapist,      42      , will use widely respected techniques such as helping them see the truth about their 

irrational beliefs or delving into the depths of the unconscious to reveal their hidden motivations. Unfortunately, 

people who seek out this kind of therapy often find that the therapy itself      43      emotional suffering, evoking 

difficult feelings such as vulnerability, anxiety, and sadness, and forcing them to      44      with therapists whose 

role automatically gives them the upper hand. Many people go through it anyway because they hope the truth will 

set them free, and they see the therapist      45      an expert who knows how to get at the truth of the mind. 

41 for out from against 

42 in case in turn for sure for instance 

43 fulfills arranges involves develops 

44 conflict concern interact influence 

45 as to fo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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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6題至 50題 

People are working to an older age in Britain. The number of 70-74 year-old people who work has doubled in the 

past decade. Around 10% of British people in their early 70s are now working. It is the highest figure since records 

bega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ays just over a quarter of a million 70-74-year-olds currently have jobs. In 2005, 

there were around 100,000 of them. The government said people are working to an older age and are deciding to 

retire later. A labor union spokesperson said the reason for people working in their old age is because retirement 

pensions in Britain are becoming more difficult to live on. Many older people have to work and delay retirement to 

be able to survive. 

Employment spokesman Frances O'Grady said, “The last decade has seen [big] changes in the labor market, with 

far more people working beyond retirement age. While there are plenty who enjoy remaining in work, many need 

to earn extra cash because they cannot afford to retire.” He added that, “We need decent jobs and pensions for all 

so that people can make a genuine choice about whether they remain in work.” A spokesman for small businesses, 

John Allan, said more older people were starting their own businesses. He said, “More and more older people are 

[deciding on] a career change later in life and are starting up their own businesses, pursuing something they may 

have dreamed of doing for years.” 

46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The dream jobs and small businesses for senior citizens. 

The government's pension policies for retired citizens. 

The new retirement plans of the British labor union. 

The phenomenon and reasons of older people working. 

47 Which might NOT be the main cause of people working beyond retirement age in Britain? 

Small businesses are beginning to recruit senior citizens in Britain. 

British retirement pensions are becoming insufficient for senior citizens. 

More older people prefer to remain on the job beyond retirement age. 

Older people feel the need to make ends meet after their retirement age.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one million 70-74-year-olds are delaying their retirement in Britain. 

Many older people decline government pensions to remain in workforce. 

Britain might need higher pensions and better job choices for senior citizens. 

The majority of older people in Britain are investing in small start-up businesses. 

49 What does the phrase “genuine choice” allow older people to do in the passage? 

To survive in the real world.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To retire or work as they wish to. To hav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might NOT be a good solution to the phenomenon? 

To ensure that pensions can support older people after retirement. 

To offer more decent job opportuniti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extends the retirement age. 

To examine the current retirement situation. 



類科名稱：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
員考試及111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

科目名稱：公民與英文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各類科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D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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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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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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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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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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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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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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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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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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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C A A B B A B

B A C D C # C B B

D B D B A C C C A D

D D B C D B C B C

C B C C A D A C C C

B

#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17題一律給分，第33題答Ａ或Ｄ或AD者均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111年
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五等考試
類 科 組：錄事
科 目：法學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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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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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1
頁次：4－1

1 關於我國憲法所稱之條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條約係指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協定，口頭與書面皆可

條約之名稱，可能用條約或公約，亦可能用協定

附有批准條款之協定，應送立法院審議

協定之內容如直接涉及國家重要事項或人民之權利義務，應送立法院審議

2 債務人給付遲延，債權人解除契約（民法第 254 條），此時解除權之性質為何？

支配權 請求權 形成權 抗辯權

3 下列關於司法機關於適用法律時所應遵守之原則，何者錯誤？

在民事訴訟上，若非有請求權之當事人提起訴訟，法院不得對爭議案件逕為裁判，即不告不理原則

在刑事訴訟上，若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法院在裁判時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

為人時，法院應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即從舊從輕原則

在民事訴訟上，法院所受理之案件一旦經裁判確定，當事人即不得對之再為同一訴訟，即一事不再理原則

在刑事訴訟上，法院於審案時若發現法律有瑕疵而無對該行為之規範，可依此為由拒絕裁判，即罪刑法

定原則

4 刑法規定傷害人者應負傷害罪責，甲未傷害人，則甲不負傷害罪責，此種解釋為：

擴充解釋 限制解釋 當然解釋 反面解釋

5 關於法規之制（訂）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行政院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

6 關於自治法規位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自治規則牴觸法律者，無效 自治條例牴觸該自治團體自治規則者，無效

自律規則牴觸中央法規者，無效 委辦規則牴觸監督機關之命令者，無效

7 下列何者非屬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所稱之修憲界限？

民主共和國原則 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

權力分立 三民主義

8 依現行規定，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之產生及任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設大法官 17 人，並以其中 1 人為院長、1 人為副院長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8 年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9 下列何者非屬司法權進行違憲審查時之解釋原則或解釋方法？

合憲性解釋原則 文義解釋方法 歷史解釋方法 獨立解釋原則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定期改選」，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

為追求國會改革，國民大會代表自行延任尚不違反定期改選之民主原則

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可構成民意代表任期之延長之事由

若任期屆滿，無故延任，則其行使職權已非選民所付託，於國民主權原則有所不符

11 我國現有中央機關中，何者最具有直接民意基礎？

行政院 監察院 考試院 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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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者是我國已經制定施行法的人權公約？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聯合國 1989 年兒童權利公約
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

13 下列敘述，何者與「防禦權」之概念相距最遠？
拒絕公權力機關非依法定程序的逮捕、拘禁
認為規定人民團體應冠以其所屬行政區域名稱之行政規則，逾越母法意旨
認為公務人員保險就植物人因大腦病變終止治療後所生其治療以外專業照護欠缺規定，應迅予檢討改進
以宗教信仰自由為由拒服兵役

14 有關公益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所謂公益，僅限於政治社會中各個成員利益之總和
忠實執行憲法及法律，乃實現公益之主要手段
保護私益亦可能屬於維護公益之一部分
公益乃特殊私益與公共利益共同組成之整合概念

15 有關法律保留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憲法上之依據為第 23 條
又稱積極意義之依法行政原則
給付行政如屬於重要性事項者，亦應有法律之依據
法律保留之密度與對人民權利之干預強度成反比

16 行政機關向民間租用辦公廳舍屬於私經濟行政中之何種類型？
行政輔助行為 行政營利行為 行政私法 公物利用行為

17 下列何者屬於行政法之成文法源？
習慣法 地方自治條例 司法院解釋 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裁定

18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損失補償之範疇？
撤銷違法行政處分所欲維護之公益，大於私人信賴利益，所為之金錢填補
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為即時強制而受生命、身體、財產特別損失之金錢填補
交通主管機關為拓寬馬路徵收人民土地所為之金錢填補
國家因馬路管理有欠缺致人民摔傷所為之金錢填補

19 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多久才消滅？
 10 年  5 年  2 年  1 年

20 行政機關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課處之行政罰，與行政上非裁罰性之不利益行政處分並不相同。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罰應當以故意過失為責任條件，非裁罰性之不利益行政處分無此問題
行政罰僅得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非裁罰性之不利益行政處分則由行政機關為之
行政罰之內容僅有罰鍰，非裁罰性之不利益處分則包括沒入與吊銷執照等非金錢制裁措施
所課處罰鍰在相對人不履行給付義務之際，得以移送行政執行。非裁罰性不利益行政處分，僅得經由法

院程序強制執行
21 在處罰法定主義下，下列何者不得訂定罰則?

廢棄物清理法 地方稅法通則
臺北市地方自治條例 財政部解釋令函

22 下列有關訴願管轄機關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二以上不同隸屬或不同層級之機關共為之行政處分，應向其共同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對於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應向原委託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對於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依法辦理上級機關委任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應向受委任機關或其直接上級

機關提起訴願
對於直轄市政府依法辦理上級政府委辦之事務所作行政處分，應向委辦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23 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第一審法院？
地方法院交通庭 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行政法院簡易庭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24 考選部在內政部依法委託辦理之事項範圍內，對甲作成行政處分，甲若不服該行政處分，應向何機關提起
訴願？
行政院 內政部 考試院 考選部

25 下列何項公法上之爭議事件，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
土地徵收事件 律師懲戒事件 交通裁決事件 收容申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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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甲以乙為被告向民事法院提起訴訟，關於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之審判權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若甲先前曾就同一事件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行政法院認為無審判權而裁定駁回確定，甲又向民事法院

起訴，民事法院若認為其無審判權，應裁定停止訴訟，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若民事法院認為其無審判權，應依職權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
若乙抗辯該事件為行政爭訟事件，民事法院應先為裁定
若該訴訟已先行繫屬於行政法院時，甲就同一事件得向民事法院更行起訴

27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關於民事訴訟程序上訴第三審之敘述，何者正確？
上訴第三審得以原判決事實認定有誤為理由而為之
就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縱經當事人合意，亦不得直接上訴第三審法院
第二審判決送達後，當事人應於 15 日內提起上訴，始為合法
對於財產權關係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其上訴利益為 40 萬元者，不得上訴第三審

28 關於民事訴訟上和解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時，當事人得於和解成立之日起 30 日內，請求繼續審判
當事人就未聲明之事項成立訴訟上和解，不生任何效力
對於已成立之和解，當事人如有爭執，仍得向上級審法院提起上訴
已成立之和解，應經法院認證，始取得執行力

29 甲、乙、丙三人於 2020 年初與丁旅遊公司訂立旅遊契約，預計於同年 5 月前往美國 10 日遊，並支付團費
新臺幣（下同）21 萬元。然其後卻因全球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導致無法出國。甲、乙、丙請求丁退費，
但丁於完成一部（1 萬元）退款後，即置之不理。甲、乙、丙欲起訴向丁請求剩餘之退款，應適用何種訴
訟程序救濟？
普通訴訟程序 簡易訴訟程序 再審訴訟程序 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

30 甲將Ａ地連同其上Ｂ屋及獨立車庫 C 出賣於乙，並移轉所有權。本案中涉及幾個物權行為？
一個 二個 三個 四個

31 興建中之房屋，只完成樑柱而無屋頂，其性質為何？
定著物 土地 動產 權利

32 甲女未婚生下一女乙，乙女成年後，與丙男結婚，但丙卻愛上甲。乙為成全甲丙，而與丙離婚。甲丙若結
婚，其婚姻之效力如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33 婚生子女於何種情形時，得從母姓？
於出生時有書面約定並登記即可 母無兄弟
僅有一名子女 已有其他從父姓之子女

34 甲喪偶有乙、丙、丁三子。乙婚後生有一子戊。乙先於甲死亡。甲病危時，丙隨侍在側，但也隱匿甲貴重
之財產，於甲死亡後被發現。甲之繼承人為何？
僅丙、丁 僅戊、丁 僅丙、戊 丙、丁、戊

35 下列關於期日與期間之敘述，何者錯誤？
稱月或年者，依曆計算
以時定期間者，即時起算
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以期間末日之次日，為期間之終止
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

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
36 下列關於誠信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消滅時效抗辯權之行使，須受誠信原則之限制
定型化契約之司法控制，非源於誠信原則之思考
誠信原則僅適用於債之關係
依誠信原則，契約當事人不負契約約定外之義務

37 工友乙受僱於甲機關，於機關內傳遞緊急公文時，因時間十分緊迫遂在走廊上奔跑，不慎撞上前來洽公之
丙。關於甲乙丙間之法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本文之規定，因僱用人利用受僱人擴大其職務活動範圍，故乙若因執行職務，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甲代乙負責，乙無須負責
若甲選任乙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甲不負賠

償責任
即使甲因選任監督乙執行職務已盡相當之注意而免除賠償責任，丙仍得聲請法院斟酌甲與丙之經濟狀

況，令甲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即使甲並未命乙在走廊奔跑，但該行為與乙執行職務有關，因此甲仍應負民法第 188 條之僱用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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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贈與撤銷之敘述，何者正確？

贈與人不得任意撤銷贈與

在移轉贈與物之權利後，贈與人仍得任意撤銷贈與

贈與物之權利，若僅為一部移轉，就未移轉之部分，贈與人仍得任意撤銷贈與

縱使為經公證之贈與，在贈與物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仍得任意撤銷贈與

39 依現行刑事訴訟法有關傳聞證據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排除之對象擴大為被告以外之人 以偵查中為判斷傳聞證據之時點

簡式審判程序不適用傳聞法則 簡易程序不適用傳聞法則

40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應於 24 小時內到達指定處所。下列何者非法定扣除時間之事由？

法院提審之時間 等候通譯傳譯，未逾 6 小時之時間

等候辯護人到場，未逾 4 小時之時間 詢問前，請其吸菸緩和情緒之時間

41 被告於審判中始終沈默不語，法院應如何處理？

探究被告沈默不語之原因為何，如係行使緘默權，應予充分尊重，並停止進行審判程序

探究被告沈默不語之原因為何，如係行使緘默權，則繼續進行審判程序

審判作為屬於高權行為，被告有配合及協同之義務，應令其回答問題

曉諭被告如繼續沈默不語，訴訟結果將對其不利

42 小明因竊盜罪嫌被檢察官起訴，他在法院抗辯說：「我在警察局做筆錄時承認偷錢，是因為警察疲勞訊問，

我才這麼說的。」等語，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明必須負責證明真的有疲勞訊問 是否疲勞訊問對自白的證據能力並無影響

被害人必須負責證明小明沒有被疲勞訊問 檢察官必須負責證明小明沒有被疲勞訊問

43 下列關於利用他人之行為犯罪之敘述，何者非屬於間接正犯？

故意利用他人不具構成要件該當性之行為 過失利用他人不具構成要件該當性之行為

利用他人阻卻罪責之行為 利用他人合法之行為

44 下列有關刑事責任能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滿 80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18 歲以下人之行為，不罰

 12 歲以上 18 歲以下之人為限制責任能力人  14 歲以上 20 歲以下之人為限制責任能力人

45 下列何者屬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前段規定之身分公務員？

臺北市政府聘僱之清潔人員 行政院聘僱之保全人員

政務委員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師

46 下列關於阻卻違法事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阻卻違法事由包括法規阻卻違法事由及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

阻卻違法事由等同於阻卻罪責事由

在三階層理論下，行為人之行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未必當然即具有違法性

在三階層理論下，行為人之行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未必當然即具有罪責

47 八大行業業者甲為求提早得知臨檢訊息，與員警乙約定由乙提早提供訊息，甲則按月交付乙新臺幣 5 萬元

現金作為酬勞，乙並與知情的配偶丙商量，由丙前往約定地點收取，以躲避查緝。丙所為應如何處斷？

違背職務行賄罪之幫助犯 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之共同正犯

違背職務行賄罪之共同正犯 丙非公務員，故不成罪

48 關於刑法第 23 條「現在不法之侵害」，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侵害必須來自於人為之不法行為 侵害善良風俗亦可主張正當防衛

對合法行為不能為正當防衛 侵害行為包括作為及不作為

49 刑法第 135 條第 3 項規定，關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加重其刑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者，有加重其刑規定之適用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犯之者，有加重其刑規定之適用

僅單純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到場，即有加重其刑規定之適用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犯之者，有加重其刑規定之適用

50 甲公務員對於其主管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卻因收受民眾乙交付新臺幣 20 萬元現金，而違背其職務直

接圖謀乙之不法利益，並使乙獲得該不法利益，則甲構成貪污治罪條例之何項罪名？

只成立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

對於違背職務行為要求賄賂罪

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

同時構成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及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二罪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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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部分

1 甲起訴主張其與乙（住所地為 A 地）、丙（住所地為 B 地），三人在 C 地簽立借款契約書，約定由乙

向甲借款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並以丙為該借款連帶保證人，且自交付借款之日起 6 個月內，應

至 D 地（甲之住所地）如數返還借款予甲，甲於簽約時一併如數交付借款予乙，惟乙屆期仍不清償等

情，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乙及丙連帶返還借款 100 萬元。有關本件訴訟管轄，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件訴訟因乙及丙住所地依序為 A 地及 B 地，各該被告之住所地法院即 A 地及 B 地之法院均有管

轄權

本件訴訟因乙為主債務人，乙住所地 A 地之法院始有管轄權

本件訴訟因借款契約書簽立地點為 C 地，C 地之法院始有管轄權

本件訴訟因借款契約書約定以甲住所地為清償地，D 地之法院始有管轄權

2 關於合意管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無特殊約定，合意管轄應解為排他的合意管轄

經當事人合意之管轄法院，即為專屬管轄法院

為便利訴訟，當事人得以合意約定第二審管轄法院

民事訴訟法第 25 條之擬制管轄，不適用在兩造有排他合意管轄約定之情形

3 下列何者，不得為無訴訟能力人聲請受訴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

對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者 無訴訟能力人之親屬

無訴訟能力人之利害關係人 檢察官

4 下列何者不具備民事訴訟之當事人能力？

甲獨資商號，因販賣傳統生活用品雜貨而涉訟

胎兒甲，因繼承權受侵害，而有提起訴訟之必要

甲分公司，就其業務範圍之事項涉訟

甲法人，因其代表人執行職務之侵權行為涉訟

5 甲委任乙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對被告丙提起訴訟，下列何種訴訟行為，乙必須受特別委任方得為之？

聲明證據

丙提起反訴時，對該反訴為言詞辯論

為甲提起上訴

聲請假扣押



代號：3301
頁次：6－2

6 關於訴訟費用之擔保，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不得聲請命原告供擔保。但應供擔保之事由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

聲請命供擔保之裁定，不得抗告

法院命原告供擔保者，定擔保額，以被告於各審應支出之費用總額為準

原告於裁定所定供擔保之期間內不供擔保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訴。但在裁定前已供擔保者，不在

此限

7 下列何者，為關於訴訟標的之闡明？

審判長向被告闡明，詢問其是否提出同時履行抗辯

審判長向原告闡明應提出證據

闡明原告表明請求所依據之理由

被告為抵銷抗辯，審判長不確定被告是否有提起反訴之意思，闡明使被告表明

8 關於對無訴訟能力人、訴訟代理人之送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訴訟代理人應受特別委任，方能對其送達

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全體法定代理人為之

當事人委任 2 位以上之訴訟代理人者，應向當事人與全體訴訟代理人為送達

對於未滿 16 歲且無訴訟能力之人為送達者，應囑託其學校或安置機關之負責人為之

9 關於期日與期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民事訴訟法關於期間之計算，依民法之規定

當事人工作地點不在受訴法院所在地者，受訴法院應囑託其工作地之法院送達之

當事人不在法院所在地居住者，而其訴訟代理人住居法院所在地，關於在途期間之扣除，應以當事

人所在地計算之

不變期間，如有重大理由，得伸長或縮短之

10 關於訴訟程序停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死亡者，訴訟主體消滅，訴訟繫屬消滅，無訴訟停止與續行之問題

委任訴訟代理人之案件，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時，無法與訴訟代理人商討案情，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當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不變期間亦隨之停止進行

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當事人，自陳明合意停止時起，如於 4 個月內不續行訴訟者，視為撤回其訴或

上訴

11 原告與被告在法院成立和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和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如該和解有無效之原因，原告得請求繼續審判

如該和解有得撤銷之原因，被告得提起撤銷和解之訴

法院無庸就此訴訟為判決

12 甲與乙間之民事訴訟，經兩造言詞辯論後，甲以書狀撤回其起訴，乙就該撤回未表示任何意見。自何

時起，視為乙同意甲撤回其起訴？

甲向法院提出撤回書狀 甲之撤回書狀送達乙

審判長宣示言詞辯論終結 甲之撤回書狀送達乙後經 10 日

13 原告甲列乙為被告，下列何者，應由乙負舉證責任？

甲主張其為乙獨居之父提供三餐，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相關餐費。關於無法律上原因之

事實

甲請求確認乙對現為甲占有且未經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A 屋之所有權不存在。關於 A 屋確為乙

所有之事實

甲主張因受乙不堪同居之虐待而請求裁判離婚。關於有無不堪同居虐待之事實

甲請求確認與乙親子關係存在。關於其親子關係成立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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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一造言詞辯論之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

不到場之當事人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

到場之當事人所提出之聲明、事實或證據，已於相當時期通知他造

到場當事人於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已為必要之證明

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係因天災

15 關於訴訟中移付調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使當事人成立相互讓步之方案，應成為本案訴訟之爭點簡化協議

調解程序中，法官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

裁判之基礎

第二審訴訟繫屬中，法院於必要時，應依職權將事件移付調解

訴訟繫屬中由法官依職權移付調解者，以 2 次為限。但經當事人合意者，不在此限

16 適用下列何種訴訟程序之事件，提起第三審上訴應經原裁判法院許可？

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清償借款事件 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之給付貨款事件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給付票款事件 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勞動事件

17 關於小額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一造為法人，以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就關於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與為自然人之

他造簽訂書面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法院不得據以定管轄法院

得於夜間進行訴訟程序

經兩造同意得不調查證據

當事人無論是否向法院陳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均得為適用小額訴訟程序而為一部請求

18 關於民事訴訟程序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通常訴訟程序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向最高法院提起抗告時，抗告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對於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而向最高法院聲請訴訟救助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第三審上訴事件行言詞辯論程序時，兩造均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對於最高法院之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時，均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9 甲起訴請求乙遷讓返還甲所有之 A 屋，經第一審法院裁定：①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

150 萬元；②甲應於收受該裁定之翌日起 7 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 2 萬元，逾期駁回起訴。甲不服該

裁定，全部提起抗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第一審法院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為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不得抗告

第一審法院關於命甲繳納第一審裁判費之裁定，事涉甲起訴合法與否，影響甲之程序基本權，應得

抗告

如抗告法院駁回甲關於第一審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裁定之抗告，甲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

由，再為抗告

如抗告法院以不合法為由，駁回甲關於第一審法院命甲繳納第一審裁判費部分裁定之抗告，甲不得

再為抗告

20 關於再審期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不變期間

為通常法定期間

為裁定期間

如有重大理由，法院得以裁定伸長或縮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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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於第三人撤銷之訴之原告適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前訴訟程序之原告 前訴訟程序之被告

前訴訟程序之參加人 未參加前訴訟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22 關於督促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應訊問債務人後，就支付命令之聲請為裁定

支付命令之送達應於外國為之者，不得行之

支付命令之送達應依公示送達為之者，不得行之

聲請人應為對待給付尚未履行者，不得行之

23 關於聲請除權判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示催告聲請人，原則上得於申報權利之期間已滿後 3 個月內，聲請為除權判決

公示催告聲請人，不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者，法院應依職權另定新期日

公示催告聲請人，遲誤法院另定之新期日者，得於 3 個月內聲請法院更定新期日

對於除權判決不服，得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上訴

24 乙女與甲男離婚後，隨即與丙男結婚，嗣後乙女生下一子 A，惟就 A 為甲或丙之子女一事，關係人間

尚有爭執。關於確定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生父之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 A 起訴時，應以甲、乙、丙為共同被告

由乙女起訴時，應以甲與丙為共同被告

由甲起訴時，應以乙、丙為共同被告

由丙起訴時，應以甲、乙為共同被告

25 關於家事事件法之調解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就分割遺產事件於法院成立調解時，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當事人於法院成立離婚之調解者，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辦理登記，否則不生離婚之效力

法院得於家事事件之審理程序進行中依職權移付調解

當事人兩造得合意聲請將相牽連之民事事件合併於家事事件而為調解

乙、刑事訴訟法部分

26 有關刑事審判筆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審判筆錄，應於每次開庭後 1 個月內整理之

獨任法官有事故時，審判筆錄僅由書記官簽名，並附記其事由

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應以錄音內容為證

辯護人如認為審判筆錄之記載有遺漏者，不得聲請法院更正

27 關於抗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

提起抗告，應以抗告書狀為之

抗告是對判決聲明不服的方法

抗告書狀，應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

28 司法警察（官）詢問犯罪嫌疑人，下列何種情況得於夜間詢問？

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 受詢問人明示拒絕

於夜間經拘捕到場而為本案訊問 經被害人明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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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甲住在臺中市，與住在新竹市之乙，共同至苗栗傷害住在桃園市之丙，下列何法院對甲、乙之犯罪無管

轄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30 關於相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遇有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

相驗，檢察官得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行之

相驗，得由司法警察官為之

遇有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

31 下列何者不屬於刑事訴訟法中強制處分之態樣？

羈押 逮捕 通知 拘提

32 因遲誤下列何種期間，得聲請回復原狀？

上訴期間 告訴乃論之告訴期間

非常上訴期間 補提上訴理由書之期間

33 下列何種陳述，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之傳聞例外？

證人於法官面前之陳述 告訴人於法官面前之陳述

被告於法官面前之陳述 鑑定人於法官面前之陳述

34 下列何者非搜索票應記載事項？

被害人 案由

應加搜索之處所、身體、物件或電磁紀錄 有效期間

35 甲涉犯竊盜罪，被檢察官提起公訴，對於法官之迴避。依刑事訴訟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以法官有應自行迴避之事由，而不自行迴避為由聲請迴避時，應由法官所屬之法院以合議裁定

甲之輔佐人認為法官有自行迴避之事由，而不自行迴避時，得聲請法官迴避

甲已就案件陳述，並足以表明受法官裁判後，得以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為理由聲請迴避

僅限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甲始可聲請法官迴避

36 依刑事訴訟法第 78 條規定，一般拘提由下列何機關執行？

司法警察 檢察官 檢察長 法官

37 關於令狀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搜索票應由法官核發 押票應由檢察官核發

鑑定留置票應由法官核發 偵查中拘票，由檢察官核發

38 有關傳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得使用傳票，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

傳喚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應通知被告

被告之住、居所不明者，得免記載在傳票上

被告之姓名不明者，不得傳喚

39 關於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抗辯自白非出於任意性時，法院即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

共犯非出於任意性之自白，經被告及辯護人詰問對質後，即可據為被告有罪之證據

被告或共犯出於任意性之自白，仍須與事實相符，始具有證據能力

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但與事實不符，仍不得為不利於共犯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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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有關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有罪事實，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 有罪事實，法官應負舉證責任

無罪事實，法官應負舉證責任 無罪事實，被告應負舉證責任

41 對於證人及鑑定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證人、鑑定人均得命拘提 證人、鑑定人均不得命拘提

證人得命拘提，鑑定人不得命拘提 證人不得命拘提，鑑定人得命拘提

42 下列何人得聲請交付審判？

被害人 告訴人 告發人 自訴人

43 成年單身又無子女之甲遭乙開車不慎撞傷，昏迷不醒，甲父見肇事後已 5 個月，復與乙無法達成和解，

甲父乃以其名義一狀向檢察官提出乙過失傷害之刑事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父沒有告訴權 甲父得代理甲提起告訴

應由檢察官當公益代表人，替甲提出告訴 甲父得獨立告訴

44 檢察官為避免被告逃匿或證據被湮滅，故偵查程序不公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辯護人於偵查中所知悉偵查之內容，不得告訴他人

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所知悉偵查之內容，不得告訴他人

檢察事務官於偵查中所知悉偵查之內容，不得告訴他人

檢察官偵查中知悉被告令人不齒之辯解，得於偵查中召開記者會揭露

45 下列何者得依簡易判決處刑？

免刑判決 免訴判決 管轄錯誤判決 無罪判決

46 有關自訴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未成年的被害人得自行提起自訴 提起自訴無須委任律師為之

自訴得以言詞為之 自訴狀應記載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

47 關於審判中協商程序之要件，下列何者錯誤？

僅於刑事第一審有其適用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之罪不適用之

須案件已繫屬於法院始得行之 須由自訴人提出聲請

48 關於簡式審判程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由簡易庭法官審判之 被告為有罪之陳述，才可能適用

屬於地方法院的刑事審判程序 殺人罪不得行簡式審判程序

49 甲因涉犯殺人未遂罪，經司法警察通知到場詢問，下列何者正確？

甲未選任辯護人，檢察官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甲辯護

未與甲同居之堂哥，得獨立為甲選任辯護人

甲可選任不具律師資格之大學法律系教授為其辯護

與甲分居之配偶，得獨立為甲選任辯護人

50 關於再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聲請再審，原則上沒有期間的限制

聲請再審，可以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而為之

聲請再審，可以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而為之

判決確定後，即不可聲請再審，只能提起非常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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