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七年基層警察人員四等特考行政警察類
「國文」題解
甲、作文、公文部分：
㈠作文：
自律與律人
㈡公文：
鑒於農曆春節來臨，宵小竊盜與暴力犯罪案件增加，試擬內政部函地方各級警政單位：請加
強「春節維安工作要點」的執行，讓民眾享有一個平安快樂的春節假。。

乙、閱讀測驗：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
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
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
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莊子．列禦寇》）
（Ｃ）文中「吮癰舐痔」的行為，是表現：（Ａ）仁愛之心（Ｂ）高明醫術（Ｃ）無恥行徑（Ｄ）特殊癖
好。
（Ｂ）文中「王說之，益車百乘」，意謂：（Ａ）宋王喜歡曹商，增加百輛車子護送他（Ｂ）秦王喜歡曹
商，賜予他百輛車子（Ｃ）曹商說服了宋王，獲得百輛車子（Ｄ）曹商遊說秦王，將百輛車送給莊
子。
（Ｄ）關於本文的敘述，下列選項哪一個不正確？（Ａ）莊子是個甘於貧苦的人（Ｂ）諷刺阿諛奉承不擇
手段的人（Ｃ）莊子是個不屑侍奉權貴的人（Ｄ）推崇吃苦耐勞求得功名的人。

我在長江頭／你在長江尾／摺一只白色的小紙船／投給長江水／我投船時髮正黑／你拾
船時髮已白／人恨船來晚／髮恨流水快／你拾船時頭已白
（余光中〈紙船〉）
（Ａ）在這首詩裡，「流水」象徵什麼？（Ａ）時間（Ｂ）感情（Ｃ）速度（Ｄ）距離。
（Ｂ）詩中摺小紙船的目的在表現何種情感？（Ａ）祭拜（Ｂ）相思（Ｃ）童稚（Ｄ）閒適。
（Ａ）白居易〈廬山草堂記〉云：「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文中「頹然
嗒然，不知其頹然而然」，意指：（Ａ）渾然忘我（Ｂ）無所適從（Ｃ）寂寥孤單（Ｄ）樂極生
悲。
（Ａ）《孟子．盡心上》：「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這一段文字
是在說明：（Ａ）為學應當循序漸進（Ｂ）做事不可同流合汙（Ｃ）為學必須立志遠大（Ｄ）做事
不可漫不經心。
（Ｃ）文學作品中常見作者「自問自答」的寫作方式，下列何者屬之？（Ａ）凡到過長沙的，誰不知有座
嶽麓山？遊過嶽麓山的，誰不記得愛晚亭呢（謝冰瑩〈愛晚亭〉）（Ｂ）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
門，久作長安旅（周邦彥〈蘇幕遮〉）（Ｃ）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虞美
人〉）（Ｄ）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古詩十九首〉）。

1

（Ａ）《荀子．勸學》：「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意喻：（Ａ）學貴專一，勤能
補拙（Ｂ）一傅眾咻，難有所成（Ｃ）物有本性，不可勉強（Ｄ）勝者勿驕，敗者勿餒。
（Ｂ）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下列說
法與此段文意最不相符合的是：（Ａ）英雄不怕出身低（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Ｃ）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Ｄ）因難乃見才，不止將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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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基層警察人員四等特考行政警察類
「中華民國憲法」題解
（Ａ）下列何者在憲法總綱中均有規定？（Ａ）國體、政體（Ｂ）國都、國旗（Ｃ）領土、國語（Ｄ）主
權、國徽。
（Ｃ）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28號之見解，我國領土固有疆域範圍係屬何種問題，不應由行使司法權之
釋憲機關予以解釋？（Ａ）統獨問題（Ｂ）歷史爭議問題（Ｃ）重大政治問題（Ｄ）國際法問題。
（Ｄ）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99號解釋，何者不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且非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
（Ａ）權力分立與制衡（Ｂ）民主共和國原則（Ｃ）國民主權原則（Ｄ）總統任期。
（Ｂ）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依憲法本文規定，應由國家徵收何種稅，以歸人民共享？
（Ａ）田賦（Ｂ）土地增值稅（Ｃ）所得稅（Ｄ）地價稅。
（Ｄ）憲法增修條文中，關於原住民族之保障規定，下列何者為非？（Ａ）國家應積極維護發展其語言及
文化（Ｂ）應保障其地位及政治參與（Ｃ）促進其交通水利之發展（Ｄ）原住民保障限以行政命令
為之。
（Ｃ）依憲法本文規定，軍隊效忠之對象為何？（Ａ）個人（Ｂ）政黨（Ｃ）國家（Ｄ）企業。
（Ａ）依憲法本文之規定，對於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占性之企業，其經營原則為何？（Ａ）以公營為原則
（Ｂ）以民營為原則（Ｃ）公民營合辦為原則（Ｄ）中央以公營為原則，地方以民營為原則。
（Ａ）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修憲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憲法修正案應先公告半年
（Ｂ）憲法修正案應先公告3個月（Ｃ）憲法修正案應先公告1年（Ｄ）憲法修正案無須先公告。
（Ｃ）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本人或他人得聲請該管法院於24小時內向逮捕機關：（Ａ）起訴
（Ｂ）抗告（Ｃ）提審（Ｄ）訴願。
（Ａ）下列何者非我國憲法所保障之社會權？（Ａ）財產權（Ｂ）生存權（Ｃ）工作權（Ｄ）受教育之權
利。
（Ｂ）限制役男出境，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係對下列何種自由之限制？（Ａ）集會自由（Ｂ）遷徙自
由（Ｃ）表現自由（Ｄ）信仰宗教自由。
（Ｂ）關於立法院提出之我國領土變更案，下列程序何者不正確？（Ａ）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
（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附議（Ｃ）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Ｄ）出席委員四分之
三之決議。
（Ｂ）憲法第10條所保障之遷徙自由不包括下列何種自由？（Ａ）出境自由（Ｂ）海外投資自由（Ｃ）移
民自由（Ｄ）設定住居所自由。
（Ｃ）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64號解釋，承認人民得依一定條件，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許其
表達意見，以促進媒體報導或評論之確實、公正之權利，稱為：（Ａ）學術自由（Ｂ）人民結社之
自由（Ｃ）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Ｄ）媒體編輯權利。
（Ａ）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14號解釋，藥物廣告刊播前必須經過主管機關許可，涉及對下列哪些基本
權利之干預？（Ａ）財產權與言論自由（Ｂ）財產權與學術自由（Ｃ）財產權與思想自由（Ｄ）財
產權與新聞自由。
（Ｃ）司法院大法官對於國家與公務員之關係的理論，歷年來陸續修正，目前係採下列何種理論？（Ａ）
特別權力關係（Ｂ）特別契約關係（Ｃ）公法上職務關係（Ｄ）公法上指揮關係。
（Ａ）居住遷徙的自由、職業選擇的自由、財產的自由合稱為：（Ａ）經濟的自由（Ｂ）表現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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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精神的自由（Ｄ）人身的自由。
（Ｃ）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71號解釋，保安處分應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
用，其法律規定內容，應受何種原則之規範？（Ａ）罪刑法定主義（Ｂ）罪疑唯輕原則（Ｃ）比例
原則（Ｄ）正當法律程序。
（Ａ）下列有關國家賠償請求權的敘述，何者正確？（Ａ）不法的公權力行使所造成的個人損害，國家須
負賠償責任（Ｂ）國家只須要求公務員個人承擔起不法行為的賠償責任（Ｃ）權利請求者只限定是
自然人（Ｄ）採用國家無責任原則。
（Ｂ）土地徵收係剝奪人民之何種權利，故應予以補償？（Ａ）人格權（Ｂ）財產權（Ｃ）人身自由
（Ｄ）居住遷徙自由。
（Ｂ）下列規定中，何者對工作權的限制屬最輕微者？（Ａ）在A地區一律不准開餐廳（Ｂ）在A地區餐
廳的營業時間只能到晚上12點（Ｃ）在A地區只能開設一家餐廳（Ｄ）在A地區開設餐廳者須有餐
廳經營師證照。
（Ｂ）關於憲法第8條第2項所定「至遲於24小時內移送」之時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不得扣除因
交通障礙所生的時間（Ｂ）不適用扣除法定在途期間之規定（Ｃ）不得扣除在途解送時間（Ｄ）不
得扣除因不可抗力之事由所生的時間。
（Ｂ）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循何種途徑解決？（Ａ）
函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Ｂ）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Ｃ）由總統動用「院際爭議調解權」
（Ｄ）送請國民大會複決。
（Ｄ）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規定，關於我國總統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候選人須年滿35
歲（Ｂ）祇有「政黨推薦」之候選人，不接受由「選民連署」而參選者（Ｃ）現役軍人亦可參選
（Ｄ）須與副總統候選人聯名登記。
（Ｂ）如果法律規定，具有某些特殊身分的個人，例如受高等教育者，可投二張票以上時，則係違反哪一
項選舉原則？（Ａ）普通選舉原則（Ｂ）平等選舉原則（Ｃ）直接選舉原則（Ｄ）單一選舉原則。
（Ａ）憲法第8條第1項所規定之「司法機關」和憲法第77條規定之「司法機關」所指之範圍：（Ａ）前者
較寬（Ｂ）後者較寬（Ｃ）完全相同（Ｄ）完全不同。
（Ａ）依憲法第23條規定，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應以法律為之，此一原理在學說上如何稱呼？（Ａ）法
律保留原則（Ｂ）比例原則（Ｃ）誠實信用原則（Ｄ）信賴保護原則。
（Ｄ）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中華民國總統之任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在民國36
年憲法公布實施時，任期為6年，無連選連任之限制（Ｂ）在動員戡亂時期，無年限與任期之限
制（Ｃ）自第九任總統起，改為一任任期6年，祇得連選連任一次（Ｄ）現今總統之任期為4年一
任，連選得連任一次。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向下列何者諮詢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Ａ）副總統（Ｂ）行政院院
長（Ｃ）立法院院長（Ｄ）司法院院長。
（Ｂ）副署制度是下列何種制度之特徵？（Ａ）總統制（Ｂ）內閣制（Ｃ）委員制（Ｄ）君主立憲制。
（Ｄ）下列有關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何者正確？（Ａ）立法院不得通過對行政院院長
之不信任案（Ｂ）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緊急命令立即失效（Ｃ）總統不得重新
任命行政院院長（Ｄ）總統不得解散立法院。
（Ｄ）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所稱之「不信任案」為何？（Ａ）乃人民不信任立法委員時，所提之公民投票
案（Ｂ）乃行政院院長欲撤換部會首長時，提出於行政院會議的議案（Ｃ）乃行政院各部會首長不
滿行政院院長的領導，所提出的倒閣議案（Ｄ）乃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之倒閣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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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立法委員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而連署提出之不信任案，應何時、如何表決？（Ａ）不信任案提出
72小時後，於48小時內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Ｂ）不信任案提出72小時後，於48小時內以記名投
票表決之（Ｃ）不信任案提出48小時後，於72小時內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Ｄ）不信任案提出48
小時後，於72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解散後，至遲應於多少日內舉行立法委員選舉？（Ａ）30日（Ｂ）45
日（Ｃ）60日（Ｄ）90日。
（Ａ）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選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幾人？（Ａ）34人（Ｂ）35人
（Ｃ）42人（Ｄ）43人。
（Ｃ）以下何者非屬大法官職權？（Ａ）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Ｂ）統一解釋法律命令（Ｃ）修改法律
（Ｄ）解釋憲法。
（Ｂ）依我國憲法規定，外國人原則上不享有下列何種基本權利？（Ａ）生存權（Ｂ）選舉權（Ｃ）訴願
權（Ｄ）財產權。
（Ｃ）下列何者非屬司法院之所屬機關？（Ａ）普通法院（Ｂ）行政法院（Ｃ）鄉鎮市調解委員會（Ｄ）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Ｄ）我國憲法上關於法官的保障，下列何者不在其內？（Ａ）終身職（Ｂ）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
產之宣告，不得免職（Ｃ）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Ｄ）在法院內所為之言論，對外不
負責任。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多少人？（Ａ）9人（Ｂ）11人（Ｃ）15人（Ｄ）未明文
規定，由立法院決議定之。
（Ａ）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須由何機關同意任命之？
（Ａ）立法院（Ｂ）司法院（Ｃ）國民大會（Ｄ）監察院。
（Ｃ）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下列有關隱私權之敘述，何者為錯誤？（Ａ）基於個人主體性
之維護，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Ｂ）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情形屬所謂資訊隱私權
（Ｃ）隱私權屬憲法上明文列舉權利（Ｄ）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
（Ａ）下列何者不屬於應隨政黨之更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人員？（Ａ）監察院審計長（Ｂ）行政院主計
長（Ｃ）外交部部長（Ｄ）行政院政務委員。
（Ｂ）在現行憲法體制下，下列何者是屬於民意機關？（Ａ）行政院（Ｂ）立法院（Ｃ）監察院（Ｄ）考
試院。
（Ｃ）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5號解釋，人民之集會自由與出版自由，同屬何種自由之範疇？（Ａ）
言論自由（Ｂ）講學自由（Ｃ）表現自由（Ｄ）宗教自由。
（Ｂ）憲法中規定，屬於縣之立法權，由下列哪一個機關行之？（Ａ）縣政府（Ｂ）縣議會（Ｃ）地方法
院（Ｄ）縣民大會。
（Ａ）下列何者並非憲法規定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自由權利時應負之責任？（Ａ）政治責任（Ｂ）民事責
任（Ｃ）刑事責任（Ｄ）懲戒責任。
（Ｃ）下列何者為權力分立原則的垂直面向？（Ａ）五權分立（Ｂ）民主原則（Ｃ）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
分（Ｄ）法治原則。
（Ａ）目前台灣省各縣市地方制度是依據下列何者施行？（Ａ）地方制度法（Ｂ）省縣自治通則（Ｃ）台
灣省自治法（Ｄ）內政部省縣自治要點。
（Ｄ）下列何者是我國憲法不同於內閣制之重要特徵？（Ａ）行政院院長必須接受立法委員質詢（Ｂ）行
政院院長得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Ｃ）副署制（Ｄ）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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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基層警察人員四等特考行政警察類
「法學緒論」題解
（Ｂ）請問臺灣現行的民、刑法，受到哪一種法系的影響最深？（Ａ）社會主義法系（Ｂ）歐陸法系
（Ｃ）英美法系（Ｄ）伊斯蘭法系。
（Ｃ）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其名稱有七種，下列何者不屬之？（Ａ）規則
（Ｂ）細則（Ｃ）通則（Ｄ）準則。
（Ａ）一國法律如以是否具有本國「國籍」作為適用與否的標準，此稱為何？（Ａ）屬人主義（Ｂ）屬地
主義（Ｃ）國際主義（Ｄ）折衷主義。
（Ｂ）我國民法第1001條規定，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但」字之後的規定，乃屬於一種：（Ａ）原則法（Ｂ）例外法（Ｃ）母法（Ｄ）子法。
（Ｃ）我國憲法解釋由下列何院為之？（Ａ）行政院（Ｂ）立法院（Ｃ）司法院（Ｄ）監察院。
（Ｄ）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方式之敘述，何者錯誤？（Ａ）由中華
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Ｂ）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權，以法律
定之（Ｃ）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Ｄ）以得票過半數之一組為
當選。
（Ａ）「法院組織法」是由下列哪一個機關通過的？（Ａ）立法院（Ｂ）司法院（Ｃ）行政院（Ｄ）總統
府。
（Ｂ）對於未滿七歲的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不得為契約當事人（Ｂ）不得自行締結契約（Ｃ）
不得繼承財產（Ｄ）不得占有動產。
（Ｃ）法律之公布，須經何人之副署？（Ａ）總統（Ｂ）立法院院長（Ｃ）行政院院長（Ｄ）司法院院
長。
（Ｄ）緊急命令是由何者所發布？（Ａ）行政院（Ｂ）立法院（Ｃ）司法院（Ｄ）總統。
（Ｂ）有關司法院預算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由司法院自行向立法院提出（Ｂ）司法院僅提出概
算，行政院不得刪減（Ｃ）由行政院先行編列，再會司法院加註意見（Ｄ）由司法院與審計部共同
編列。
（Ｄ）我國憲法所稱之法律，須經下列哪一程序？（Ａ）僅行政院通過即可（Ｂ）僅立法院通過即可
（Ｃ）僅總統公布即可（Ｄ）立法院通過，並經總統公布者。
（Ｂ）公權力之行使應注意手段與目的之均衡，不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亦即不得違反下列何一原則？
（Ａ）明確性原則（Ｂ）比例原則（Ｃ）平等原則（Ｄ）公平原則。
（Ａ）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商業廣告屬於憲法所保障之何種基本權？（Ａ）言論自由（Ｂ）良心自由
（Ｃ）秘密通訊自由（Ｄ）集會結社自由。
（Ｄ）下列有關法治國家之基本觀念，何者正確？（Ａ）政策優先於法律，公務員應優先依政策行事，其
次才依法律行事（Ｂ）人治重於法治，公務員應優先依長官指示行事，其次才是依法行政（Ｃ）給
予人民福利之事項，公務員不必依法行政，認為符合公共利益即可（Ｄ）給付行政涉及公共利益之
重大事項，仍應法律保留。
（Ａ）下列何者非屬廣義法律優位原則之說明？（Ａ）重要事項應交由法律規定（Ｂ）法律不可牴觸憲法
（Ｃ）命令不可牴觸憲法（Ｄ）命令不可牴觸法律。
（Ｂ）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法律應具有明確性。下列哪一項標準並非判斷法律是否明確的標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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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理解性（Ｂ）可裁量性（Ｃ）可預見性（Ｄ）司法可審查性。
（Ａ）審理政黨是否違憲，並得宣告解散之機關為：（Ａ）司法院大法官所組成之憲法法庭（Ｂ）最高法
院檢察署（Ｃ）最高行政法院（Ｄ）行政院政黨審議委員會。
（Ｄ）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三個月內，依法完成其審核，並提出報告於何院？（Ａ）監察院
（Ｂ）考試院（Ｃ）司法院（Ｄ）立法院。
（Ａ）下列何者負責對總統、副總統提出彈劾案？（Ａ）立法院（Ｂ）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Ｃ）憲法法
庭（Ｄ）監察院。
（Ｄ）對於法律行為無效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當然無效（Ｂ）自始無效（Ｃ）確定無效（Ｄ）
嗣後無效。
（Ａ）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所提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多久時間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
案？（Ａ）一年（Ｂ）一年半（Ｃ）二年（Ｄ）任期中。
（Ａ）乙向甲承租房屋，同時約定乙高考考上時，即不再承租。關於甲乙的租賃契約，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Ａ）租賃契約附解除條件（Ｂ）租賃契約無效（Ｃ）租賃契約效力未定（Ｄ）租賃契約不成
立。
（Ｄ）依我國民法之規定，未得法定代理人允許所為單獨行為之效力如何？（Ａ）得撤銷（Ｂ）效力未定
（Ｃ）有效（Ｄ）無效。
（Ｂ）下列何者具有主物與從物的關係？（Ａ）土地與房屋（Ｂ）電視機與其遙控器（Ｃ）書桌與抽屜
（Ｄ）住家與書桌。
（Ｃ）下列有關租賃的敘述，何者錯誤？（Ａ）租賃物有修繕之必要時，應由出租人負擔（Ｂ）租賃物之
修繕得約定由承租人負擔（Ｃ）若租金便宜有修繕之必要時，雖未約定，亦應由承租人負修繕之責
（Ｄ）未約定租賃物之修繕由何人負責，即使租金便宜亦應由出租人負擔。
（Ｂ）下列何種法律行為僅須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民法並未規定尚須以書面為之？（Ａ）捐助章程
（Ｂ）動產買賣契約（Ｃ）兩願離婚（Ｄ）不動產租賃契約期限逾一年者。
（Ｃ）甲向乙借錢並以其汽車設定質權給乙。那麼，乙何時取得質權？（Ａ）消費借貸成立時（Ｂ）乙交
付金錢時（Ｃ）甲交付汽車時（Ｄ）設定質權時。
（Ｃ）甲擁有土地及土地上的建築物，甲向乙借錢並以土地設定抵押。日後土地被拍賣時，建築物應如何
處理？（Ａ）視為已有買賣約定（Ｂ）視為已有抵押權設定（Ｃ）視為已有地上權設定（Ｄ）視為
已有租賃約定。
（Ａ）非婚生子女因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而視為婚生子女，民法學理將此稱之為何？（Ａ）準正（Ｂ）認
領（Ｃ）收養（Ｄ）認養。
（Ｃ）下列何者屬於民法所規定之約定財產制？（Ａ）統一財產制（Ｂ）聯合財產制（Ｃ）共同財產制
（Ｄ）分配財產制。
（Ａ）下列何者非屬民法所定方式之遺囑？（Ａ）共同遺囑（Ｂ）密封遺囑（Ｃ）代筆遺囑。
（Ｄ）下列有關遺囑能力之敘述，何者錯誤？（Ａ）未滿七歲之人不得為遺囑（Ｂ）滿十六歲之限制行為
能力人得為遺囑（Ｃ）禁治產人不得為遺囑（Ｄ）滿二十歲之成年人始得為遺囑。
（Ｂ）下列何者不屬於刑法之制裁？（Ａ）罰金（Ｂ）勒令歇業（Ｃ）沒收（Ｄ）拘役。
（Ｂ）下列何者不是股東的權利？（Ａ）出席股東會之表決權（Ｂ）選舉董事長（Ｃ）請求分派股息
（Ｄ）認購公司新股。
（Ｃ）各種法律當中，制裁手段最嚴厲的是：（Ａ）民法（Ｂ）行政法（Ｃ）刑法（Ｄ）行政命令。
（Ａ）依我國刑法第18條規定，下列何人無責任能力？（Ａ）十三歲之人（Ｂ）十四歲之人（Ｃ）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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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Ｄ）二十歲之人。
（Ｃ）我國刑法規定，對於無力完納罰金之人犯，應：（Ａ）加重其刑（Ｂ）強制執行（Ｃ）易服勞役
（Ｄ）強制工作。
（Ａ）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以故意犯刑法瀆職罪章以外各罪時，其法律效果為何？（Ａ）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Ｂ）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Ｃ）加重其刑至四分之一（Ｄ）依各罪之刑論處。
（Ｄ）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哪一種罪，不適用中華民國刑法？（Ａ）侵占公物罪（Ｂ）
偽造公文書罪（Ｃ）使人為奴隸罪（Ｄ）通姦罪。
（Ａ）甲、乙、丙三人共同創作一部小說，該共同著作之應有部分，由各該共同著作人均分。倘若甲拋棄
其應有部分者，其應有部分該如何處理？（Ａ）由乙丙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享（Ｂ）公共所有
（Ｃ）依民法取得時效規定辦理（Ｄ）依民法無主物先占法理處置。
（Ｃ）消費者於網路中購物可以有幾天之猶豫期？（Ａ）3天（Ｂ）5天（Ｃ）7天（Ｄ）14天。
（Ａ）甲嫉妒乙有個漂亮的古董花瓶，趁乙不在，把花瓶打破，則甲的行為屬於下列何者？（Ａ）故意犯
（Ｂ）過失犯（Ｃ）不作為犯（Ｄ）舉動犯。
（Ａ）刑法罪刑法定原則主要係指：（Ａ）法官只能依據法律定罪科刑（Ｂ）法官可以依法理定罪科刑
（Ｃ）法官可以依法理及習慣定罪科刑（Ｄ）法官可以依習慣及類推定罪科刑。
（Ｃ）就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上之商品責任而言，下列有關消費者之敘述何者不正確？（Ａ）消費者不以
契約關係之相對人為限（Ｂ）消費者不以自然人為限（Ｃ）機關、團體或法人組織不得為消費者
（Ｄ）企業經營者有時亦為消費者。
（Ａ）下列何者為股份有限公司之最高意思機關？（Ａ）股東會（Ｂ）董事會（Ｃ）監察人（Ｄ）董事
長。
（Ｂ）家庭暴力保護令的執行機關為何？（Ａ）檢察機關（Ｂ）警察機關（Ｃ）社會局（Ｄ）衛生局。
（Ａ）下列何者之間的家庭暴力行為，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規範的對象？（Ａ）已離婚之前配偶（Ｂ）
往來十分密切的鄰居（Ｃ）無同居關係之男女朋友（Ｄ）無同居關係之同性伴侶。
（Ａ）凡是一種法規為其他法規訂定之依據者，稱為：（Ａ）母法（Ｂ）子法（Ｃ）普通法（Ｄ）特別
法。
（Ｃ）甲將其對A地的地上權設定抵押權給乙後，乙又繼承取得甲的地上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
甲乙權利抵押的設定無效（Ｂ）乙一直未取得抵押權（Ｃ）抵押權消滅（Ｄ）地上權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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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基層警察人員四等特考行政警察類
「行政法概要」題解
（Ｃ）人民於下列何種情形之下得請求損失補償？（Ａ）被違規警車撞傷（Ｂ）因為臺灣鐵路局之火車出
軌而受傷（Ｃ）土地被徵收（Ｄ）因為陷入馬路坑洞而受傷。
（Ｂ）有關訴願之審議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必要時得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Ｂ）訴願以公開
審理為原則（Ｃ）原則上採書面審理，例外得進行言詞審理（Ｄ）訴願審議機關應訴願人之申請調
查證據，但以有必要者為限。
（Ｃ）下列關於訴願法規定的敘述，何者錯誤？（Ａ）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
起30日內為之（Ｂ）無訴願能力人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訴願行為（Ｃ）上級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所
為之行政處分，交由下級機關執行者，以該下級機關為原行政處分機關（Ｄ）訴願人因天災或其他
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訴願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10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受理訴願
機關申請回復原狀。
（Ｄ）下列何項行政程序之規定，主要是立基於程序經濟之考量？（Ａ）非授益行政處分作成前，應給予
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Ｂ）禁止行政機關與當事人為程序外之接觸（Ｃ）當事人並未課予協力調
查證據之程序上義務（Ｄ）當事人不服行政機關之程序行為者，應與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
明之。
（Ｂ）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機關？（Ａ）內政部警政署
（Ｂ）行政執行處（Ｃ）財政部賦稅署（Ｄ）民事執行處。
（Ｄ）警察追捕槍擊要犯，情況緊急，故未持有搜索票即對私人住宅破門而入，此一行為之性質為何？
（Ａ）間接強制（Ｂ）直接強制（Ｃ）行政處分（Ｄ）即時強制。
（Ａ）下列何種書面之行政處分，應記明理由？（Ａ）限制人民之權益者（Ｂ）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無待處分機關之說明已知悉或可知悉作成處分之理由者（Ｃ）一般處分經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
聞紙者（Ｄ）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程序。
（Ｂ）人民違反接受調查為說明之作為義務，應先以下列何種手段強制執行？（Ａ）直接強制（Ｂ）科處
怠金（Ｃ）代履行（Ｄ）即時強制。
（Ｂ）下列何者屬於行政處分？（Ａ）行政院衛生署對外發布腸病毒流行期間盡量不要到游泳池游泳
（Ｂ）指定特定建物為古蹟（Ｃ）內政部制定入出境管理辦法（Ｄ）警察人員勸導民眾開車不要講
手機。
（Ｃ）下列有關行政訴訟法第4條撤銷訴訟受理條件之敘述，何者錯誤？（Ａ）撤銷之標的為行政處分
（Ｂ）原告須對撤銷該行政處分有訴訟利益（Ｃ）原告須主張欲撤銷之行政處分為違法或不當，且
導致其權利或利益受有損害（Ｄ）須經提起訴願，但未獲救濟。
（Ａ）下列何種行政規則，應由其首長簽署，並刊登在政府公報？（Ａ）裁量基準（Ｂ）組織事務規則
（Ｃ）事務分配規定（Ｄ）人事管理規定。
（Ｃ）關於訴願人提起訴願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訴願人應經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
出（Ｂ）原處分機關應先行重新審查（Ｃ）訴願人得以電話直接向受理訴願機關提起訴願（Ｄ）訴
願書不合法定程式時，受理訴願機關應通知訴願人於20日內補正。
（Ｂ）當事人對於行政法院之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認為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
上之罪者，得如何救濟？（Ａ）聲明異議（Ｂ）提起再審之訴（Ｃ）提起抗告（Ｄ）提起非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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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Ｂ）下列何者不是裁罰性之不利處分？（Ａ）因交通違規所實施之道路交通安全講習（Ｂ）因逃漏稅所
實施之限制納稅義務人出境處分（Ｃ）因未成年子女擔任賭博場所侍應而公布父母姓名（Ｄ）因違
反社會秩序所實施之拘留處分。
（Ｄ）就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下列對行政規則之敘述，何者錯誤？（Ａ）得為有關機關內部組織（Ｂ）得
為裁量基準（Ｃ）得為解釋性規定（Ｄ）亦可直接限制人民權利。
（Ａ）下列何者非屬比例原則之敘述？（Ａ）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
形，一律注意（Ｂ）行政行為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Ｃ）行
政行為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Ｄ）行政行為採取之方法
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Ａ）下列何者非屬法規命令的訂定程序？（Ａ）皆應舉辦聽證，以求公開（Ｂ）由行政機關自行草擬者
外，亦得由人民或團體提議（Ｃ）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公告其訂定機關之名稱，使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Ｄ）發布應刊登政府公
報或新聞紙。
（Ｂ）依行政罰法規定之行政罰的主觀責任要件為何？（Ａ）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即推定有過失而予
以處罰（Ｂ）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Ｃ）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行為僅出於故意者，始得予以處罰（Ｄ）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出於過失者，除非有明文規定，
不予處罰。
（Ｂ）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
時，得如何救濟？（Ａ）請求賠償（Ｂ）請求補償（Ｃ）聲明異議（Ｄ）請求回復原狀。
（Ａ）有關行政機關要有訂定法規命令權限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國家之功能由積極轉向消極，
立法機關之立法無法滿足行政之需要（Ｂ）政府職能的專業化，不得不將行政立法之責，委由富有
行政經驗之專家及技術人員完成（Ｃ）國會通過之法律內容較為簡略，欲有效執行，必賴行政機關
訂定法規補充（Ｄ）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規定細節事項，以隨時適應客觀情勢的變遷。
（Ｂ）行政程序法中，所謂「不當聯結禁止」之原則，除明文適用於行政處分之附款外，亦適用於下列哪
一種行政行為之情形？（Ａ）行政規則中的裁量基準（Ｂ）行政契約中的雙務契約（Ｃ）行政事實
行為中的知之表示（Ｄ）人民陳情時的不予受理。
（Ａ）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命令、執行方法、程序等不服時，應如何處理？（Ａ）應向執行機關
聲明異議（Ｂ）應向執行機關提起訴願（Ｃ）應向執行機關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Ｄ）應向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Ｂ）除法規有特別規定者外，行政契約以口頭締結者，其效力如何？（Ａ）有效（Ｂ）無效（Ｃ）經補
正後有效（Ｄ）一部有效，一部無效。
（Ｃ）下列何者為行政契約？（Ａ）行政機關之電腦設備採購契約（Ｂ）臺灣鐵路局之旅客運送契約
（Ｃ）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Ｄ）小學生與學校之在學關係。
（Ｂ）書面之行政處分，原則上於何時發生效力？（Ａ）相對人履行義務時（Ｂ）送達相對人時（Ｃ）行
政機關交郵時（Ｄ）行政處分書面作成時。
（Ｃ）關於行政處分效力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行政處分一經生效，即同時拘束為處分之機關及
其相對人（Ｂ）書面行政處分以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生效（Ｃ）無效行政處分未經撤
銷，仍屬有效（Ｄ）行政處分可以自己名義自力強制執行，此被稱為執行力。
（Ｂ）按照行政處分之效果對相對人法益所生之影響，可分為授益處分、負擔處分及混合效力處分。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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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項行政處分屬於負擔處分？（Ａ）失業救濟金之發給（Ｂ）課稅處分（Ｃ）發給執照（Ｄ）核准
專利。
（Ｄ）行政機關與人民之下列何種行為，不具行政契約性質？（Ａ）國家賠償協議之成立（Ｂ）行政訴訟
上之和解（Ｃ）公費學生與學校簽訂之就學契約（Ｄ）公有土地之標售。
（Ｃ）得撤銷的行政處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原則上其效力如何？（Ａ）自始不生效力（Ｂ）於撤銷之
時點起，失其效力（Ｃ）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Ｄ）經確認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
（Ｃ）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所規定之「一般處分」？（Ａ）交通警察以手勢指揮交通（Ｂ）將
雙向道之道路改為單行道（Ｃ）警察將違規停放車輛移置到適當場所（Ｄ）國慶日將總統府週邊道
路封閉進行交通管制。
（Ａ）下列何者非屬於公務員懲戒法之懲戒種類？（Ａ）停職（Ｂ）撤職（Ｃ）休職（Ｄ）降級。
（Ｃ）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之區別，從理論層次分析，下列何者正確？（Ａ）法規命令以行政體系內部事
項為內容，行政機關得依職權訂定（Ｂ）行政規則適用之對象為一般人民，訂定後須經公布始生效
力（Ｃ）法規命令直接對外發生效力，行政規則則以對內生效為原則（Ｄ）行政規則與人民權利義
務有關，且通常應以法律授權為依據。
（Ｂ）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屬於哪一機關？（Ａ）行政院（Ｂ）司法院（Ｃ）考試院（Ｄ）監察院。
（＃）關於考績決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考績分為年終考績與專案考績（Ｂ）年終考績列丁等
者，免職（Ｃ）對於年終考績決定，不得提起行政訴訟（Ｄ）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績列丁等人
員，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註：答（Ａ）、（Ｃ）均可。】
（Ｄ）有關行政機關管轄權之敘述，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Ａ）行政機關之管轄權，非
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Ｂ）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依法均有管轄權時，由受理在先之機關管轄
（Ｃ）行政機關對事件管轄權之有無，應依職權調查（Ｄ）行政機關因法規或事實變更而喪失管轄
權時，非經當事人申請，不得將案件移送其他機關。
（Ａ）下列關於行政程序法第19條所規定職務協助之敘述，何者錯誤？（Ａ）被請求機關在職務協助範圍
內，視為請求機關之內部單位（Ｂ）具有臨時性與輔助性之特徵（Ｃ）被請求機關必要時得拒絕協
助（Ｄ）因職務協助所生費用，應由請求機關負擔。
（Ｃ）下列何者不是地方制度法所規定之「地方自治團體」？（Ａ）臺北市（Ｂ）桃園縣（Ｃ）臺灣省
（Ｄ）大溪鎮。
（Ｄ）發生交通事故時，私人受警察之委託指揮交通，在此情形，該私人在行政法上的地位為：（Ａ）受
委託行使公權力之私人（Ｂ）指定當事人（Ｃ）行政程序之參加人（Ｄ）行政助手。
（Ｂ）教育部如將公費留學考試委由某國立大學辦理，其法律性質為何？（Ａ）委託（Ｂ）委任（Ｃ）委
辦（Ｄ）委託私人行使公權力。
（Ｃ）人民向有關機關請求提供必要資訊而被拒絕時，應提出何種訴訟來主張救濟？（Ａ）公益訴訟
（Ｂ）課予義務訴訟（Ｃ）一般給付訴訟（Ｄ）確認訴訟。
（Ａ）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所規定之一般公務員義務？（Ａ）申報財產（Ｂ）服從（Ｃ）保密
（Ｄ）保持品位。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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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Ａ）委任事項（Ｂ）委託事項（Ｃ）委辦事
項（Ｄ）委託行使公權力事項。
（Ｄ）政務官與事務官在行政實務上有明顯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政務官係隨政黨同進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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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無須依照常業公務員之資格予以任命（Ｂ）事務官係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所任命之常業公務
員，原則上只負責依既定方針及法規執行（Ｃ）政務官既然負政治責任，其任職不受公務員之保
障，亦無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務人員退休法之適用（Ｄ）政務官不負行政責任，只受民、刑事追
訴，無公務員懲戒法之適用。
（Ａ）下列何者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Ａ）定有官等、職等之文職人員（Ｂ）各級公立學校之聘僱
人員（Ｃ）中央機關之武職人員（Ｄ）民選人員。
（Ａ）特別權力關係在民主化及嚴格的法治國原則之下，已有重大改變，此種改變表現在三方面，下列何
者不包括在內？（Ａ）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Ｂ）特別權力關係範圍縮小（Ｃ）涉及基本權利限制
者，亦應有法律之依據（Ｄ）許可提起行政爭訟。
（Ｄ）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法律保留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處以有期徒刑之犯罪構成要
件，得授權由法規命令定之（Ｂ）納稅主體及稅目等稅捐構成要件，得以財政部之釋示定之（Ｃ）
執行法律之技術性、細節性規定不得概括授權由行政機關以法規命令訂定之（Ｄ）警察實施臨檢之
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
（Ｃ）違法授益處分，雖與依法行政原則相背，惟其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仍不得任意撤銷，其原因主要是
考慮到適用下列哪一種行政法上之一般法律原則？（Ａ）民主原則（Ｂ）明確性原則（Ｃ）信賴保
護原則（Ｄ）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Ａ）關於行政契約之無效，下列何者錯誤？（Ａ）行政契約之一部無效者，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除去
該無效部分，行政契約不能成立者，全部無效（Ｂ）行政契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果為無效者，無效
（Ｃ）代替行政處分之行政契約，若與其內容相同之行政處分為無效者，則無效（Ｄ）行政契約依
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結，當事人仍締結者，無效。
（Ｂ）法律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此原則稱為：（Ａ）後法優於
前法（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Ｃ）戰時法優於平時法（Ｄ）母法優於子法。
（Ｃ）中央法規標準法對法規生效日期之計算，如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應自公布或發布之日
起第幾日發生效力？（Ａ）當日（Ｂ）二（Ｃ）三（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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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基層警察人員四等特考行政警察類
「英文」題解
（Ｄ） Two months after Emily resigned, she began to ________ her decision because she could not
find another job.
（Ａ）applaud（Ｂ）deter（Ｃ）nibble（Ｄ）regret
（Ａ） Her knees and ankles hurt so much that she had to take the________ to the second floor.
Climbing the stairs was just too hard for her.
（Ａ）elevator（Ｂ）carriage（Ｃ）parachute（Ｄ）saucer
（Ｄ） Fanny’s skirt is very ________ in design. I haven’t seen anyone else wear a similar one.
（Ａ）ordinary（Ｂ）visible（Ｃ）ambitious（Ｄ）unique
（Ｂ） ________ difficult the task may be, you have to try every means to complete it.
（Ａ）Whatever（Ｂ）However
（Ｃ）Whether（Ｄ）No matter
（Ａ） Please read th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before you ________ the model ship.
（Ａ）assemble（Ｂ）resemble（Ｃ）distract（Ｄ）extract
（Ｂ） In winter, women usually rub cream into their skin to ________ it and make it softer.
（Ａ）mature（Ｂ）moisturize（Ｃ）multiply（Ｄ）motivate
（Ｄ） ATM is short for automatic ________ machine.
（Ａ）television（Ｂ）telephone（Ｃ）telegram（Ｄ）teller
（Ｃ） The cause of the car accident was still in dispute. However, some people speculated that the
driver’s ________ was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since he had driven continuously for more than
ten hours.
（Ａ）exhaust（Ｂ）excess（Ｃ）fatigue（Ｄ）matter
（Ｂ） In order to buy an apartment, Vivian forces herself to make a ________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at the bank every month.
（Ａ）benefit（Ｂ）deposit（Ｃ）demand（Ｄ）routine
（Ｄ） The study shows that 36 percent of people are obsessed with famous people and tend to
________ celebrities.
（Ａ）despise（Ｂ）indulge（Ｃ）torture（Ｄ）worship
（Ｂ） After several years of training, he has a good ________ of English now.
（Ａ）demand（Ｂ）command（Ｃ）diligence（Ｄ）confusion
（Ｂ） It was ________ that he turned in the assignment late. He is always on time.
（Ａ）natural（Ｂ）unusual（Ｃ）ordinary（Ｄ）honorary
（Ｄ） Drinking is legal and ________ accepted in every culture. People everywhere drink alcohol on
various occasions.
（Ａ）barely（Ｂ）likely（Ｃ）rarely（Ｄ）widely
（Ｄ） The best way to protect the leather of your shoes is to ________ them regularly.
（Ａ）weave（Ｂ）dye（Ｃ）fold（Ｄ）p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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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She has just been ________ to lead a special committee on fraud investigation. She will call the
first meeting next week.
（Ａ）fabricated（Ｂ）designated
（Ｃ）enhanced（Ｄ）suspended
（Ｃ） She bought her 80-year-old father a ________ health-monitoring device so that he could measure
his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beats wherever he went.
（Ａ）considerable（Ｂ）capable（Ｃ）portable（Ｄ）profitable
（Ａ） College students are strongly advised to ________ themselves with computer skills while in
school. Without these skills, one is unlikely to find a decent job after graduation.
（Ａ）familiarize（Ｂ）identify（Ｃ）obtain（Ｄ）participate
（Ａ） Cheating on the exam is absolutely ________. You will fail this course, and your name will be
made public on the university website.
（Ａ）unacceptable（Ｂ）unapproachable
（Ｃ）uncountable（Ｄ）unmanageable
（Ｄ） ________ all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they eventually made up with each other.
（Ａ）Even（Ｂ）Even though（Ｃ）In case of（Ｄ）In spite of
（Ｄ） Whether we go for indoor or outdoor activities ________ upon the weather tomorrow.
（Ａ）depend（Ｂ）depended（Ｃ）depending（Ｄ）depends
（Ａ） I wonder how much ________ to make a phone call to Tokyo.
（Ａ）it costs（Ｂ）does it cost（Ｃ）cost you（Ｄ）will it cost
（Ｂ） Since Richard attended college, he ________ his living by doing all kinds of part-time jobs.
（Ａ）is earning（Ｂ）has earned
（Ｃ）had earned（Ｄ）will earn
（Ｃ） ________ so selfish, or nobody will like you.
（Ａ）Not be（Ｂ）Be never（Ｃ）Don’t be（Ｄ）Be not
（Ｄ） ________ the earth is round is indisputable.
（Ａ）What（Ｂ）As（Ｃ）Since（Ｄ）That
（Ｄ） After a five-hour train ride, we arrived at the small beachside hotel where we ________ a room
for two nights.
（Ａ）book（Ｂ）are booking
（Ｃ）have booked（Ｄ）had booked
（Ａ） ________ he had failed 50 times, Dr. Lin still went on with his experiment.
（Ａ）Even though（Ｂ）In case（Ｃ）Unless（Ｃ）Despite
（Ｃ） Mrs. Smith wants a Mexican carpet, but she can’t afford to buy ________ .
（Ａ）it（Ｂ）them（Ｃ）one（Ｃ）the one
（Ａ） Helen: I’ve never been to their apartment. ________
Judy: Well, it’s small, but very cozy.
（Ａ）What is it like?（Ｂ）How much is it?
（Ｃ）How can I get there?（Ｄ）Is it furnished or not?
（Ｄ） A: I wonder what the weather is like in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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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________
A: I know that, but I wonder if it’s snowing.
（Ａ）Definitely not.（Ｂ）No one knows.
（Ｃ）Good enough.（Ｄ）Probably cold.
（Ｂ） By the time you got here today, the telephone ________ four times in the last hour.
（Ａ）rang（Ｂ）had rung
（Ｃ）was ringing（Ｄ）had been rung
（Ｂ） Jason talked as if he ________ the robbery on the spot. In fact, he just heard about it from his
colleague.
（Ａ）saw（Ｂ）had seen（Ｃ）would see（Ｄ）has seen
（Ａ） In my school, cheating in exams will not be ________ ; students who show this kind of behavior
will be severely punished.
（Ａ）tolerated（Ｂ）admitted（Ｃ）consulted（Ｄ）rejected
（Ｂ） You have to tell me all the details without ________ . Holding back any important information
will not do you good.
（Ａ）reputation（Ｂ）reservation
（Ｃ）resignation（Ｄ）revolution
（Ａ）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ancient organisms, which have a solid skeleton or shell, are preserved
as ________ .
（Ａ）fossils（Ｂ）souvenirs（Ｃ）storages（Ｄ）beverages
（Ｂ） What the boss asks of his employees is ________ . As long as they can get their work done, they
don’t have to work long hours every day.
（Ａ）affection（Ｂ）efficiency
（Ｃ）frequency（Ｄ）sentiment
（Ｃ） To Tim, the traffic jam was indeed a blessing in ________ . He didn’t catch his flight because of
the delay, but the plane crashed 20 minutes after takeoff.
（Ａ）appreciation（Ｂ）campaign
（Ｃ）disguise（Ｄ）resignation
（Ｄ） The host didn’t even try to hide his ________ ; he asked those uninvited visitors to leave
immediately.
（Ａ）hospitality（Ｂ）capacity（Ｃ）utility（Ｄ）hostility
（Ａ） Joe: I’m bored!
May:Why not go out for a change? Let’s go shopping.
Joe:Oh, no! ________
（Ａ）I’ll do anything but that.（Ｂ）I’d rather go with you.（Ｃ）I can’t wait! （Ｃ）I can’t
agree with you more!
（Ｄ） Nick: Can I help you?
Jeff:Yes, I’ve got four shirts, two pairs of pants, and a jacket here. I’m leaving town in a few
days, so can I pick them up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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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We can have the pants ready, but the shirts won’t be back until Wednesday morning.
Jeff:Well, okay. Oh, and don’t forget to take out this coffee stain.
Nick:No problem. ________
（Ａ）We’re the best clothing store in town.
（Ｂ）Our coffee is the best in town.
（Ｃ）Everything will be ready soon.
（Ｄ）We’re the best dry cleaner in town.
（Ｃ） In order to cut costs, we must some benefits such as health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spouses.
（Ａ）memorize（Ｂ）caution（Ｃ）eliminate（Ｄ）despise

請回答第 至第 題
Men and women often have different ideas of what’s important and at what point “important” topics
should be raised. A woman told me, with lingering astonishment, of a conversation with her boyfriend. Knowing
he had seen his friend Oliver, she asked, “What’s new with Oliver?” He replied, “Nothing.”



,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it came out that Oliver and his girlfriend had decided to get married. “That’s nothing?” the
woman gasped in



For men, “Nothing” may be a ritual

at the start of a conversation. A college woman missed



her brother but rarely called him because she found it difficult to get talk going. A



conversation

began with her asking, “What’s up with you?” and his replying, “Nothing.” Hearing his “Nothing” as meaning
“There is nothing personal I want to talk about,” she supplied talk by filling him in on her news and



hung up in frustration. But when she thought back, she remembered that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he had mumbled,
“Christie and I got into another fight.” This came so late and so low that she didn’t pick up on it. And he was
probably equally frustrated that she didn’t.

（Ａ）（Ａ）However（Ｂ）Although（Ｃ）Besides（Ｄ）Moreover
（Ｃ）（Ａ）admiration（Ｂ）relief（Ｃ）disbelief（Ｄ）suspense
（Ｄ）（Ａ）conflict（Ｂ）entertainment（Ｃ）greeting（Ｄ）response
（Ｂ）（Ａ）controversial（Ｂ）typical（Ｃ）logical（Ｄ）comical
（Ｄ）（Ａ）merrily（Ｂ）initially
（Ｃ）fundamentally（Ｄ）eventually

請回答第 至第 題
Google began as a research project in January 1996 by Larry Page and Sergey Brin, two PhD
student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They developed the hypothesis that a search engin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ebsites would produce improved results over the basic techniques
then in use. Convinced that the pages with the most links to them from other highly relevant web pages
must be the most relevant pages associated with the search, Page and Brin tested their thesis as part of
their studie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search engine.
The Google search engine attracted a loyal following among the growing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They were attracted to its simple, uncluttered, clean design —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attract
users who did not wish to enter searches on web pages filled with visual distractions. This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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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behind it Google’s unique search capabilities. In 2000, Google began selling advertis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search keyword to produce enhanced search results for the user. This strategy was
important for increasing advertising revenue, which is based upon the number of hits users make upon
ads. The ads were text-based in order to maintain an uncluttered page design and to maximize page
loading speed. It also only cost a very small amount per click to the websites that advertised this way.
While many of its dot-com rivals failed in the new Internet marketplace, Google quietly rose in stature
while generating revenue.
（Ｂ）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ssage?
（Ａ）To advertise the Google search engine.
（Ｂ）To introduce Google’s early history and how it succeeded.
（Ｃ） To show the public a new search engine on the Internet.
（Ｄ） To explain how Google got its name.
（Ｄ）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Ａ）Page and Brin founded the company, Google, in 1996.
（Ｂ）Google is losi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ternet market.
（Ｃ）Google cooperates with its dot-com rivals in generating revenue.
（Ｄ）Google originated as a hypothesis proposed by two PhD students.
（Ｃ）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Internet users love Google mainly because of its .
（Ａ）fancy web page arrangement（Ｂ）attractive visual design
（Ｃ）unique search capabilities（Ｃ）text-based advertisements
（Ｂ） What does the word “them” in paragraph 1 refer to?
（Ａ）The basic techniques（Ｂ）The pages
（Ｃ）Page and Brin（Ｃ）The improved results
（Ｄ）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st replace the word “hits” in paragraph 2?
（Ａ）Pushes（Ｂ）Clutches（Ｃ）Purchases（Ｃ）Cl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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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基層警察人員四等特考行政警察類
「刑法概要及刑事訴訟法概要」題解
一、甲見網路拍賣網站興起，即與嫻熟電腦運作之乙同謀，由甲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乙負責瀏覽網路上各大
拍賣網站之交易訊息，嗣選定由某丙刊登欲出售價值伍萬元之中古專業數位相機之拍賣訊息，推由乙以
猜測之密碼登入丙之會員帳號，取得某丙帳號之存取權限，將丙原本刊登供得標者匯款用之帳號，竄改
為甲提供之金融機構帳號，以此方式使不知情得標者匯款伍萬元至甲之金融機構帳戶內，甲再由提款機
將該款項予以提領與乙朋分花用。試問甲、乙兩人之刑責？
二、甲在乙經營的小吃店內用餐，不久與乙發生爭執，乃持店內之菜刀作勢欲揮砍乙，卻遭到店內客人搶下
該菜刀阻止之，並將甲用力推至門外，甲心生不滿立刻揚言要對乙及小吃店造成傷害，隨即回家持棒球
棍返回上開小吃店尋仇報復，經乙報警處理，試問：甲之刑責如何？
三、甲持木棍猛打乙之際，乙弟丙見狀奮勇救乙並逮捕甲後，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應如何處理？若乙弟丙為警
員見狀逮捕甲後，應如何處理？有無例外，試說明之。
四、甲因有罪判決確定而於監獄服刑。某日，甲接獲本案關鍵證人乙來信，乙於信上表示：「其係在不得已
之情況下於審判時作偽證，害甲被判有罪，至今深感後悔，希望甲能原諒。」甲接獲此信後大喜過望，
遂聲請再審以謀救濟。問此一聲請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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