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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

　「國文」測驗題解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一、作文：

公務人員除依法行政外，更應對民之所欲、民之所苦多所關注。試以「關懷」為題，作文一篇。

二、公文：

試擬行政院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函：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確實維護古蹟、歷史建築、

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以增進國人認識文化資產，充實精神生活。

乙、測驗部分：

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

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

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 （李習之＜寄從弟正辭書＞）

（Ｃ）本文的主旨是：（Ａ）讀書的目的在等待時運（Ｂ）讀書的目的在於無憂（Ｃ）讀書人對得失無所動

心（Ｄ）讀書人耽憂不遇於時。

（Ｄ）根據文中所述，讀書人所耽憂的是：（Ａ）窮達的時機不確定（Ｂ）未能與時俗之人同得失（Ｃ）未

能及時遇到知己（Ｄ）未能到達古人學問境界。

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

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

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

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

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

（Ｂ）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司馬遷＜管晏列傳＞的敘事重點放在那裡？（Ａ）管仲與晏嬰二人歷史上的地

位（Ｂ）管仲與晏嬰二人較少被人載錄的事蹟（Ｃ）《管子》與《晏子春秋》二書中所闡論的治世觀

點（Ｄ）管仲與晏嬰輔佐齊桓公、齊莊公建立霸業的卓越貢獻。

（Ｃ）從文中看來，司馬遷推想孔子對管仲「小之」的原因是：（Ａ）管仲以法家的策略，輔佐桓公成就霸

業（Ｂ）管仲輔佐桓公稱霸，建立了殘暴的政權（Ｃ）管仲只輔佐桓公建立霸業，未臻王道（Ｄ）管

仲輔佐桓公稱霸，間接導致周室衰微。

（Ｂ）《莊子．秋水》云：「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

耳」，由本文產生出下列那個成語？（Ａ）邯鄲一夢（Ｂ）邯鄲學步（Ｃ）匍匐救之（Ｄ）匍匐星

奔。

（Ｂ）「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意指懷有：（Ａ）憐憫之心（Ｂ）青雲之志（Ｃ）箕山之意（Ｄ）

遠遊之願。

（Ｄ）下列文句中的「數」字，表示「屢次」之意的是：（Ａ）遂命酒，使快彈「數」曲（Ｂ）甫下「數」

子，客已得先手（Ｃ）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遍「數」（Ｄ）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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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朔風野大蜂舞蝶閙白露橫江薰風襲人。上述詞語依春夏秋冬順序排列，何者正確？（Ａ）

（Ｂ）（Ｃ）（Ｄ）。

（Ｂ）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上列文句中，「遺」字作「贈送」解釋的是：（Ａ）（Ｂ）

（Ｃ）（Ｄ）。

（Ｂ）「七擒七縱、班門弄斧、三顧茅廬、管 鮑之交、瑜 亮情結、毛遂自薦」，上列所舉各項，與三國時代

的故事相關者有幾則？（Ａ）二則（Ｂ）三則（Ｃ）四則（Ｄ）五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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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

　「英文」測驗題解

（Ｂ）The mayor determined to build a  city. By then, users can get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t any time and any 

place in the city.

（Ａ）commuter（Ｂ）digital（Ｃ）electric（Ｄ）remote

（Ｄ）Jack  to help clean the classroom after school. Everybody is surprised because he is usually very lazy.

（Ａ）forgets（Ｂ）refuses（Ｃ）declines（Ｄ）volunteers

（Ｂ）Cheating in exams is a serious  of the school regulations.

（Ａ）crime（Ｂ）violation（Ｃ）destruction（Ｄ）rejection

（Ｃ）The convicted man  against the judge´s verdict because new evidence had proved his innocence.

（Ａ）appalled（Ｂ）appeased（Ｃ）appealed（Ｄ）appeared

（Ｄ）  help us fly kites in spring and cool us in summer.

（Ａ）Typhoons（Ｂ）Storms（Ｃ）Hurricanes（Ｄ）Breezes

（Ｄ）The government hopes that the charge for trash disposal can  people from throwing away usable 

resources.

（Ａ）interrupt（Ｂ）persuade（Ｃ）force（Ｄ）discourage

（Ｃ）Tammy receives no payment because she is a  worker in the hospital. She works there just because she 

enjoys helping people.

（Ａ）skeptical（Ｂ）permanent（Ｃ）volunteer（Ｄ）mandatory

（Ａ）Tom comes from a wealthy family, but John does not. In spite of their different , they have become 

best friends.

（Ａ）backgrounds（Ｂ）interests（Ｃ）personalities（Ｄ）habits

（Ｄ）The pianist´s performance of Franz Liszt´s piano pieces was an            of skill and strength.

（Ａ）expectation（Ｂ）abbreviation（Ｃ）irritation（Ｄ）exhibition

（Ａ）From a poor family, Joanna has never dreamed of studying abroad because she knows that it  would .

（Ａ）cost a fortune（Ｂ）lift a finger（Ｃ）make a living（Ｄ）take a stand

（Ｄ）The minister went to Hong Kong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our government.

（Ａ）in the event of（Ｂ）in terms of（Ｃ）on top of（Ｄ）on behalf of

（Ｃ）The power supply in this area is not  . You had better save your file every ten minutes.

（Ａ）available（Ｂ）probable（Ｃ）stable（Ｄ）capable

（Ｂ）Any revision of the law should be  with the overall goal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y. The priority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welfare of the citizens.

（Ａ）sensible（Ｂ）consonant（Ｃ）significant（Ｄ）remarkable

（Ｄ）The government is fig uring out ways to maintain our economic  so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will go 

down.（Ａ）recession（Ｂ）mentality（Ｃ）depression（Ｄ）vitality

（Ａ） Paul was charged with  driving after he was arrested for running over an old man.（Ａ）reckless

（Ｂ）relaxed（Ｃ）safe（Ｄ）solemn

（Ｃ）Tim  down 12 cans of beer in 10 minutes and didn´t show any sign of being drunk.

（Ａ）broke（Ｂ）drizzled（Ｃ）gulped（Ｄ）sipped

（Ａ） Since being slim is the trend, Margaret is trying to lose weight by  he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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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starving（Ｂ）amusing（Ｃ）nourishing（Ｄ）inventing

（Ｂ）When the pop idol came to Taiwan, swarms of fans crowded the street outside the hotel, waiting for a  

of their hero.

（Ａ）catch（Ｂ）glimpse（Ｃ）grasp（Ｄ）thought

（Ｃ）I usually buy daily necessities in the same grocery store. The clerks know me because I´m a regular .

（Ａ）patient（Ｂ）owner（Ｃ）customer（Ｄ）entertainer

（Ｄ）Being an assistant is just a  job. Allen plans to find a permanent posi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Ａ）gradual（Ｂ）previous（Ｃ）suitable（Ｄ）temporary

（Ｃ）Acid rain causes the ground to release  substances; plants and trees are thus slowly poisoned.（Ａ）

barren（Ｂ）gross（Ｃ）toxic（Ｄ）weary

（Ｂ）This coffee shop is famous because it sells numerous varieties of coffee bea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Ａ）departed（Ｂ）imported（Ｃ）prevented（Ｄ）suffered

（Ａ）The factory workers  that their workload was too heavy but the pay was too low. They decided to stage 

a protest.（Ａ）complained（Ｂ）expected（Ｃ）introduced（Ｄ）proposed

（Ｂ）The field is too barren to yield crops, so the farmers decide to put some  on it.（Ａ）cuisines（Ｂ）

fertilizers（Ｃ）viruses（Ｄ）poisons

（Ａ）Athletes always wear clothes made of  materials, so they may stretch their bodies without difficulty.

（Ａ）elastic（Ｂ）plastic（Ｃ）realistic（Ｄ）electric

（Ｄ）The Spanish Flu  from 1918 to 1920 claimed over thirty million lives around the world.（Ａ）

academy（Ｂ）vaccination（Ｃ）disruption（Ｄ）epidemic

（Ｃ）This handmade car sold for a million dollars because it was  .（Ａ）familiar（Ｂ）commonplace

（Ｃ）unique（Ｄ）widespread

（Ｂ）Students have to pay tuition fees before they start  courses via the computerized registration system.

（Ａ）snapping out（Ｂ）enrolling in（Ｃ）imposing on（Ｄ）charging up

（Ｄ）Most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the subjects with  they are most familiar.（Ａ）that（Ｂ）those（Ｃ）

what（Ｄ）which

（Ｂ）After working hard for a whole day, I suggested  a big meal in a restaurant.（Ａ）have（Ｂ）having

（Ｃ）to have（Ｄ）in having

（Ｃ）In the  of anyone better, we chose him as the leader.（Ａ）problem（Ｂ）question（Ｃ）absence

（Ｄ）objective

（Ｂ）The  you work, the  you will succeed.（Ａ）harder, more possible（Ｂ）harder, more possibly

（Ｃ）hard, more possibly（Ｄ）hard, possible

（Ａ）You  your father the truth then. That way, he wouldn´t be so angry with you now.（Ａ）should have 

told（Ｂ）should tell（Ｃ）should be told（Ｄ）ought have told

（Ｂ）The congressman´s first public speech was  . The day after his speech,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gathered in the capital to protest against his racist remarks.（Ａ）monotonous（Ｂ）controversial（Ｃ）

plain（Ｄ）protective

（Ｃ）The total number of the staff is  larger in our company than that in yours.（Ａ）more（Ｂ）very

（Ｃ）much（Ｄ）most

（Ｄ）There is a debate going on right now over  to make mercy killing legal or not.

（Ａ）what（Ｂ）there（Ｃ）either（Ｄ）whether

（Ａ）The children could not help but  when the clown stepped on th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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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giggle（Ｂ）giggling（Ｃ）to giggle（Ｄ）giggled

請回答第 至第 題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rushing to the department stores as the winter sales begin. Shops have decided to 

reduce price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spend more money. Even though shoppers usually enjoy   their 

money, they are being much more careful with it this year. Experts say that full-price shopping is down by around 7% 

compared to last year, while shopping at the sales has increased by the same   . Consumers want to pay 

the   price possible. More interestingly, during these sales 5% more people have taken   leave 

from work. Some people, it seems, feel they need to pretend to be physically uncomfortable so that they can pick up a 

bargain or two at the sales.

（Ｃ）（Ａ）earning（Ｂ）investing（Ｃ）spending（Ｄ）wasting

（Ａ）（Ａ）amount（Ｂ）method（Ｃ）scale（Ｄ）weight

（Ｃ）（Ａ）heaviest（Ｂ）full（Ｃ）lowest（Ｄ）original

（Ｄ）（Ａ）family（Ｂ）French（Ｃ）maternity（Ｄ）sick

請回答第 至第 題

 According to a recent poll, it’s becoming more difficult for books to compete against high-tech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Internet.   books more popular, publishers are trying everything from publishing more large-

type books for aging readers   copying Hollywood and concentrating on sequels, spin-offs, and branding—

linking books to movies and television.

 But David Rosenthal of Simon and Schuster predicts that books will have to find their own unique place in the 

market. He says that people will continue to buy books because books can be much more profound than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And there are times   reading electronically is simply impractical, for example when standing 

in a very crowded train. Rosenthal also predicts a better-made book, with great attention given to cover design and 

higher quality paper, emphasizing “the book as a sign of status and permanence.”   this may seem irration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ome people just like the way a book feels.

（Ｃ）（Ａ）Make（Ｂ）Making（Ｃ）To make（Ｄ）In making

（Ｂ）（Ａ）by（Ｂ）to（Ｃ）when（Ｄ）than

（Ａ）（Ａ）when（Ｂ）as（Ｃ）until（Ｄ）with

（Ｂ）（Ａ）Whether（Ｂ）Though（Ｃ）Since（Ｄ）However

（Ａ）Airline clerk： Good morning. May I help you? 

Customer： I’d like to reserve a ticket to San Francisco this Friday morning. 

Airline clerk： One way or round-trip?

Customer： I am not sure .

（Ａ）How long is the round-trip ticket good for? 

（Ｂ）How long will I stay in the West Coast?

（Ｃ）Let me help you choose the right one. 

（Ｄ）It seems quite a long distance away.

（Ｂ）Sue： Can you give me a ten percent discount? The price is outrageous.

Clerk： 

Sue： It’s such a pity. I love this hat so much.

Clerk：Would you like to leave your number so that we can call you next time when our products are on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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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e： Thanks.

（Ａ）Indeed, it is.（Ｂ）I’m sorry, we can’t.

（Ｃ）I beg your pardon?（Ｄ）Tell me about it.

（Ｂ）A：Excuse me. Would you mind putting out your cigarette? 

B： 

A：I said you couldn’t smoke here. This is a non-smoking section.

（Ａ）Can I smoke here?（Ｂ）I beg your pardon?

（Ｃ）Is that all you said?（Ｄ）Where can I smoke?

（Ｃ）Bob：How do you find our new teacher, John？

John：  

Bob： I agree with you.

（Ａ）In the library.（Ｂ）At a restaurant near our school.

（Ｃ）She is experienced in teaching.（Ｄ）She just graduated from a normal university.

（Ｃ）Receptionist： May I help you, sir? 

Client： 

Receptionist： Well, how about 3：30 p.m. on Thursday?

（Ａ）I just want to see when you will be free.

（Ｂ）Would you like to have dinner with me?

（Ｃ）Yes, I’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to see the manager.

（Ｄ）Yes, I’d like to buy two tickets for the movi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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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解

（Ｂ）剛性憲法與柔性憲法的主要區別點為：（Ａ）是否具備單一法典（Ｂ）憲法修改難易之程度（Ｃ）制

定憲法的來源力量（Ｄ）憲法是否具有拘束力。

（Ｃ）司法院釋字第328號解釋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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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本文上構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基本原則？（Ａ）民主國原則（Ｂ）法治國原則

（Ｃ）共和國原則（Ｄ）聯邦國原則。

（Ｃ）依憲法第143條第3項規定，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此種規

定係何原則之表現？（Ａ）量能課稅（Ｂ）耕者有其田（Ｃ）漲價歸公（Ｄ）使用者付費。

（Ｃ）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下列何者為政爭之工具？（Ａ）政策（Ｂ）黨派會議

（Ｃ）武裝力量（Ｄ）社團。

（Ｄ）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國家有推行全民健保之義務，此處所謂國家，依司法院釋字第550號之見

解，係指下列何者？（Ａ）中央政府（Ｂ）區域政府（Ｃ）地方政府（Ｄ）中央與地方政府。

（Ａ）下列何項立法為依憲法第154條規定，所制定之社會安全立法？（Ａ）勞資爭議處理法（Ｂ）社會秩

序維護法（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Ｄ）檢肅流氓條例。

（Ｄ）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種程序屬現行修憲程序？（Ａ）國民大會決議（Ｂ）國民大會複決立

法院之憲法修正案（Ｃ）司法院大法官審議國民大會修憲決議（Ｄ）公民投票複決立法院修憲決議。

（Ｃ）下述關於修改憲法的說明，何者錯誤？（Ａ）採剛性憲法之國家，修憲通常不能以國會的普通多數決

議為之（Ｂ）修憲機關能否無限制修改憲法內容的討論，學理上稱為「修憲界限論」（Ｃ）依我國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我國採取修憲無界限的立場（Ｄ）修憲應由修憲機關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

（Ｂ）依憲法本文、增修條文以及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有關憲法之修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僅得

依憲法規定的修憲程序修憲（Ｂ）只要依修憲程序，憲法中的任何內容都可修改（Ｃ）憲法增修條文

亦具憲法效力（Ｄ）修憲應依照公開透明之原則。

（Ａ）司法院釋字第340號解釋，認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8條第2 項規定，政黨推薦之區域候選人，其

保證金減半繳納，…與憲法第7條之意旨有違。此係違反了：（Ａ）平等原則（Ｂ）比例原則（Ｃ）

法律保留原則（Ｄ）必要性原則。

（Ｂ）依憲法本文規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得如何因應？（Ａ）依法申覆

（Ｂ）拒絕之（Ｃ）自力救濟之（Ｄ）異議之。

（Ｄ）依憲法本文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時，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何種方式

告知其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Ａ）透過司法警察告知（Ｂ）電話告知（Ｃ）透過第三人傳話告知

（Ｄ）書面告知。

（Ａ）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種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8條？（Ａ）法院得裁定管收行政執行之義務人

（Ｂ）警察得科處違警者拘留（Ｃ）檢察官得開押票羈押犯罪嫌疑人（Ｄ）行政機關得命安置兒童及

青少年。

（Ｂ）依憲法本文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時，得聲請下列何者，向逮捕之機關提審？（Ａ）該管檢察署

（Ｂ）該管法院（Ｃ）司法院（Ｄ）監察院。

（Ｂ）依據司法院釋字第436號解釋，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

向何種機關請求救濟？（Ａ）國防部（Ｂ）普通法院（Ｃ）司法院大法官（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Ｃ）有關正當法律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審判原則上不應公開（Ｂ）被告無緘默權（Ｃ）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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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被告須有傳票（Ｄ）被告無選任辯護人之權利。

（Ｄ）關於宗教自由，下列何者正確？（Ａ）國家應獎勵特定之宗教（Ｂ）人民應有宗教信仰（Ｃ）國家應

對無益於社會之信仰加以禁止（Ｄ）人民可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

（Ａ）下列何者為結社自由的意涵？（Ａ）人民為一定目的，持續性的組織團體的自由（Ｂ）多數人民為一

定目的，而暫時集合於一特定地點的自由（Ｃ）人民在公開場所，表達內心想法的自由（Ｄ）人民於

公眾得出入的場所，集體行進的自由。

（Ａ）下列何者不屬於人民訴訟權的保障範圍？（Ａ）上訴第三審的權利（Ｂ）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Ｃ）

接受公平審判（Ｄ）由法定的法官審理案件。

（Ｂ）訴願權係人民針對政府的下列何種行為不滿而提出救濟的權利？（Ａ）重大政策（Ｂ）行政處分

（Ｃ）立法結果（Ｄ）司法判決。

（Ａ）下列何者為法律保留原則之內容？（Ａ）與人民權利有重要關聯之事項，應由法律自行規定之（Ｂ）

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Ｃ）對於人民權利之限制，必須採取干涉最小之手段（Ｄ）無實質上正當理

由，不得對人民為差別待遇。

（Ｄ）依據學理以及相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種言論應受到較大之保障？（Ａ）藥品廣告（Ｂ）報導

私人之緋聞（Ｃ）公然陳列與販售猥褻性書刊（Ｄ）對於政治人物之批評

（Ｂ）下列何者不屬言論自由所具有之功能？（Ａ）實現自我（Ｂ）促進經濟成長（Ｃ）形成公意（Ｄ）滿

足人民知的權利。

（Ｂ）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宣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8條規定限制役男出境事由為違憲，其最主要理由

為何？（Ａ）違反比例原則（Ｂ）非以法律限制之（Ｃ）並非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Ｄ）並無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或避免緊急危難之情事。

（Ｄ）租稅之課徵須有法律之明文規定，此稱之為：（Ａ）實質量能課稅原則（Ｂ）形式量能課稅原則

（Ｃ）法律強制主義（Ｄ）租稅法律主義。

（Ｄ）下列何者可以歸類為行政上之受益權範圍？（Ａ）創制權（Ｂ）提審權（Ｃ）選舉權（Ｄ）請願權。

（Ｂ）下列那一項是人民之權利？（Ａ）依法律納稅（Ｂ）工作權（Ｃ）遵守法律（Ｄ）依法律服兵役。

（Ｄ）選舉為民主國家的重要制度，應嚴禁威脅利誘。為維護選舉之公正，選舉訴訟由什麼機關管轄？

（Ａ）中央選舉委員會審議（Ｂ）司法院大法官組憲法法庭審理（Ｃ）立法院組選舉委員會審議

（Ｄ）法院審判。

（Ａ）同屬選舉制度之重要原則，但憲法第129條未明文規定者為何？（Ａ）自由選舉原則（Ｂ）普通選舉

原則（Ｃ）平等選舉原則（Ｄ）直接選舉原則。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有關解散立法院之敘述何者為正確？（Ａ）由行政院院長解散之（Ｂ）由

行政院院長諮詢立法院院長後解散之（Ｃ）總統於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之（Ｄ）總統於諮詢

國民大會後得宣告解散之。

（Ｂ）下列何者非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中總統之職權？（Ａ）行使大赦、特赦等赦免權（Ｂ）提出法律案

（Ｃ）授與榮典（Ｄ）統率陸海空軍。

（Ｂ）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項人事任命案，不需經立法院同意？（Ａ）司法院院長（Ｂ）行

政院院長（Ｃ）考試院院長（Ｄ）監察院審計長。

（Ｃ）總統於犯下列何種犯罪時，不得享有刑事豁免權？（Ａ）殺人罪（Ｂ）貪污罪（Ｃ）外患罪（Ｄ）賄

選罪。

（Ｃ）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下列何者非總統卸任之原因？（Ａ）辭職（Ｂ）罷免（Ｃ）不信任投票

（Ｄ）彈劾。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總統、副總統的罷免程序，下列那一項陳述錯誤？（Ａ）全體立法委員

四分之一提議（Ｂ）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同意（Ｃ）司法院大法官審理（Ｄ）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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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

（Ｃ）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條約案若不欲接受，依憲法享有下列那種對抗立法院之權？（Ａ）解散立法

院權（Ｂ）複決權（Ｃ）移請立法院覆議權（Ｄ）交由公民投票權。

（Ｄ）下列有關立法院之敘述，何者錯誤？（Ａ）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Ｂ）得設各種委員會（Ｃ）開會

時，關係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得列席陳述意見（Ｄ）對行政院所提預算案，得在一定限度內為增加支

出之提議。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立法委員之不受逮捕特權，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Ａ）立法委員無論是

否為現行犯，均不得逮捕或拘禁（Ｂ）非經立法院院長之同意，立法委員不得逮捕或拘禁（Ｃ）立法

院休會期間，立法委員不享有不逮捕特權（Ｄ）立法委員助理亦享有不逮捕特權。

（Ｄ）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民意代表能否兼職之問題，應以何者為判斷依據？（Ａ）憲法既然規定最高立

法機關之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則所有民意代表一律不得兼任他職（Ｂ）凡內閣制以外的國家，民

意代表一律不得兼任他職（Ｃ）當憲法未明文許可時，即不得兼職（Ｄ）當憲法或合憲之法律未有禁

止規定時，則視該項職務之性質與民意代表之職權是否相容而定。

（Ａ）立法院與總統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Ａ）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Ｂ）總統應接受立法委員

質詢（Ｃ）總統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Ｄ）立法院可以要求總統撤換行政院院長。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所述，何者不屬於立法院之職權？（Ａ）提出領土變更案（Ｂ）補選副總

統（Ｃ）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之同意權（Ｄ）提出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Ｄ）當一個政黨成立的目的或其行為，危害到中華民國之存在時，下列那一個機關可以經審理後，將其解

散？（Ａ）立法院（Ｂ）行政院（Ｃ）最高法院（Ｄ）憲法法庭。

（Ａ）下列何者非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Ａ）公務員違法失職之懲戒（Ｂ）統一解釋法令（Ｃ）解釋憲法

（Ｄ）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案件。

（Ａ）下列關於我國司法權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Ａ）司法院僅掌理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之審判

（Ｂ）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Ｃ）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Ｄ）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Ｃ）憲法第80 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此處之法官不包

括：（Ａ）大法官（Ｂ）行政法院法官（Ｃ）檢察總長（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Ｄ）監察院為行使監察權，得向行政院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令及各種有關文件，此項權力稱為：

（Ａ）糾舉權（Ｂ）彈劾權（Ｃ）審計權（Ｄ）調查權。

（Ｄ）監察院認為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有違法或失職情事時，得提出：（Ａ）糾正案（Ｂ）訴願案（Ｃ）懲

戒或懲處案（Ｄ）糾舉或彈劾案。

（Ａ）憲法增修條文中規定，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下列何者為特別之規定？（Ａ）

法律（Ｂ）命令（Ｃ）省自治條例（Ｄ）緊急命令。

（Ａ）依憲法增修條文，關於省的規定何者不正確？（Ａ）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議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

長任命（Ｂ）關於台灣省政府之組織調整，得以法律為特別規定（Ｃ）省政府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

總統任命（Ｄ）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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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

　「法學緒論」測驗題解

（Ｂ）性別工作平等法實施後，為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事項，政府應於何機關下設置性別工作平

等會？（Ａ）各級法院（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Ｃ）監察院（Ｄ）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Ｄ）為保障工作權之平等，性別工作平等法對於產假及陪產假皆有規定，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Ａ）

女性應給予八星期之產假（Ｂ）男性之配偶分娩時，應給予陪產假三日（Ｃ）女性流產亦應給予產假

（Ｄ）陪產假不給予薪資。

（Ａ）保護令的審理，以下何者為錯誤？（Ａ）保護令事件應盡量以和解與調解的方式進行（Ｂ）保護令事

件之審理不公開（Ｃ）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Ｄ）法院於必要時得隔別訊問。

（Ａ）當警察人員發現家庭暴力罪之現行犯時，應如何處理？（Ａ）應逕行逮捕，並依刑事訴訟法第92條規

定處理（Ｂ）應即報告檢察官之後逮捕之（Ｃ）應立即向法官聲請逮捕令後逮捕之（Ｄ）應立即向檢

察官聲請逮捕令後逮捕之。

（Ｂ）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對於經濟困難的被保險人，下列那一項描述錯誤？（Ａ）主管機關應訂

定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的認定辦法（Ｂ）因經濟困難無力繳納保險費之被保險人，得向公營行庫

無息申貸保險費（Ｃ）因經濟困難而未在保者，主管機關應責命保險人及投保單位，輔導其完成投保

（Ｄ）被保險人符合法定經濟困難資格之期間，不適用有關滯納金之規定。

（Ｄ）下列何者為全民健康保險的保險人？（Ａ）勞工保險局（Ｂ）中央信託局（Ｃ）中央社會保險局

（Ｄ）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Ｂ）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性質上是作為勞動契約內容之：（Ａ）惟一標準（Ｂ）最低標準（Ｃ）最高標準

（Ｄ）參考標準。

（Ｂ）根據現行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規定，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幾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Ａ）一年（Ｂ）二年（Ｃ）五年（Ｄ）十五年。

（Ｄ）下列何人非公司負責人？（Ａ）董事（Ｂ）監察人（Ｃ）經理人（Ｄ）持股10%以上大股東。

（Ｂ）公司法第163條規定：「公司股份之轉讓，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此一原則稱之為：（Ａ）股

東平等原則（Ｂ）股份轉讓自由原則（Ｃ）公司自治原則（Ｄ）股份平等原則。

（Ａ）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傷害他人身體，應加重其刑至：（Ａ）二分之一（Ｂ）三分之一（Ｃ）四分

之一（Ｄ）五分之一。

（Ｂ）以下關於定型化契約之敘述何者為錯誤？（Ａ）所謂定型化契約，係指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人

訂立同類契約之用，而單方預先擬定契約條款，作為契約內容的全部或一部之契約（Ｂ）既名為定型

化契約，則一定必須是以書面方式呈現（Ｃ）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倘與「個別磋商條

款」牴觸時，應優先適用「個別磋商條款」（Ｄ）定型化契約在解釋上應採有利於消費者之原則。

（Ｂ）以下何種行為違反著作權法？（Ａ）中央機關依法令所舉辦之考試，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供為試

題之用（Ｂ）政府機關或公司行號非以營利為目的，僅係協助員工放鬆心情，在午餐時間，未經原著

作人同意，播放其音樂作品（Ｃ）甲在公共圖書館為小朋友朗讀兒童讀物（Ｄ）某行政機關為編製機

關內部員工訓練教材，合理引用他人之公開著作。

（Ａ）甲唆使乙殺害乙之父親丙（甲與丙無親屬關係），乙聽其唆使而將丙予以殺害。甲與乙觸犯刑法上何

罪名？（Ａ）甲成立普通殺人罪的教唆犯，乙成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的正犯（Ｂ）甲成立殺害直

系血親尊親屬罪的教唆犯，乙成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的正犯（Ｃ）甲與乙成立普通殺人罪的共同

正犯（Ｄ）甲與乙成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的共同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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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民眾逮捕現行犯，不會成立妨害自由罪，其理由根據為何？（Ａ）刑法第21條依法令之行為（Ｂ）刑

法第22條業務上正當行為（Ｃ）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Ｄ）刑法第24條緊急避難。

（Ｃ）下列關於公務員受賄之敘述，何者為錯誤？（Ａ）刑法上之處罰不限於違背職務之行為（Ｂ）所受之

賄賂應予沒收（Ｃ）行賄者一律予以處罰（Ｄ）對於尚未為公務員即已受賄者，有準受賄罪予以規

範。

（Ａ）下列何種行為成立犯罪？（Ａ）詐欺未遂行為（Ｂ）毀損未遂行為（Ｃ）普通傷害未遂行為（Ｄ）過

失毀損他人物品之行為。

（Ｄ）甲與乙發生口角後，甲聲稱要將乙殺掉，並且到五金行買了一把水果刀，乙怕被甲殺死，於是在甲回

來的路上，先下手為強，開槍將甲擊斃。乙的行為屬於：（Ａ）正當防衛（Ｂ）防衛過當（Ｃ）誤想

防衛（Ｄ）故意犯罪。

（Ｃ）下列關於民法上「租賃契約」相關規定的敘述，何者正確？（Ａ）承租人未經出租人之承諾，原則上

得將租賃物之一部分轉租他人（Ｂ）房屋之租賃契約期限超過一年者，若未以書面字據訂立，其契約

無效（Ｃ）房屋漏水，經房客催告房東限期修繕，房東卻不為修繕時，房客得自行修繕，然後從租金

中將費用扣除之（Ｄ）房客與房東簽約租屋一年，但租期未屆滿之前房東便將房屋轉售他人，新的屋

主有權要求房客在租約屆滿前搬遷。

（Ａ）甲於民國九十年與乙結婚，翌年甲、丙雖明知甲、乙婚姻仍為有效之情形下結婚，依民法之規定，當

事人間之婚姻效力如何？（Ａ）甲、乙婚姻有效（Ｂ）甲、乙婚姻無效（Ｃ）甲、丙婚姻有效（Ｄ）

甲、乙、丙之婚姻均無效。

（Ｃ）下列有關人事保證之敘述，何者正確？（Ａ）人事保證得以書面或口頭為之（Ｂ）人事保證未定期間

者，自成立之日起有效期間為四年（Ｃ）人事保證未定期間者，保證人得隨時終止契約（Ｄ）人事保

證未定期間者，保證人不得隨時終止契約。

（Ｃ）下列何者為第一順序的法定繼承人？（Ａ）伯叔（Ｂ）父母（Ｃ）直系血親卑親屬（Ｄ）兄弟姊妹。

（Ｄ）下列關於民法「消滅時效」的敘述，何者正確？（Ａ）父母對於子女之親權會因時效而消滅（Ｂ）一

般請求權因十年不行使而消滅（Ｃ）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不慎為給付者，事後得請求返還

（Ｄ）消滅時效得因債權人之請求履行而中斷。

（Ｃ）關於民法上的「代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限制行為能力人亦得為代理人（Ｂ）代理人必須

以本人名義為意思表示（Ｃ）未受委任之無權代理一律無效（Ｄ）同一個本人可以有數個代理人，其

代理行為原則上應共同為之。

（Ｂ）下列關於「死亡宣告」的敘述何者錯誤？（Ａ）「死亡宣告」必須由法院以判決為之（Ｂ）「死亡宣

告」確定之後，不得再撤銷或推翻（Ｃ）八十歲的老人失蹤時，跟十八歲的人失蹤相較，前者的家人

可以在比較短的期間過後聲請死亡宣告（Ｄ）遭遇空難而失蹤的人，跟一般情形失蹤的人相較，前者

的家人可以在比較短的期間過後聲請死亡宣告。

（Ｃ）甲客運公司僱用乙為司機駕駛公車，某日，乙不慎開公車撞傷某丙。丙欲請求損害賠償，則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Ａ）丙僅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Ｂ）丙僅得向乙請求損害賠償（Ｃ）丙得選擇向甲或向

乙其中一人請求全部之損害賠償（Ｄ）丙只能向甲及乙各請求一半之損害賠償。

（Ｂ）下列那一個機關為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所定義之行政機關，而非屬內部單位者？（Ａ）A縣政府訴

願審議委員會（Ｂ）A縣環境保護局（Ｃ）A里長辦公室（Ｄ）A縣政府法制室。

（Ａ）A地區因為靠近機場，行政機關為維護飛安而規定，A地區的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但實際上

A地區的建築物只要不超過20公尺都不會影響飛安時，則行政機關的此項規定違反下列何一原則？

（Ａ）比例原則（Ｂ）平等原則（Ｃ）公益原則（Ｄ）信賴保護原則。

（Ｄ）有關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行政院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Ｂ）立法

委員開會時，可質詢行政院院長（Ｃ）立法院依憲法規定，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Ｄ）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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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未獲通過者，任期內即不得再行提出。

（Ａ）立法院委員在開院會時，有向下列何人提出質詢之權？（Ａ）內政部部長（Ｂ）審計部部長（Ｃ）考

選部部長（Ｄ）銓敘部部長。

（Ｂ）依據司法院釋字617號解釋，下列有關性言論之表現、性資訊之流通所受憲法保障之敘述，何者正

確？（Ａ）僅以非營利為目的者，始受憲法保障，但非絕對保障（Ｂ）無論營利與否，皆受憲法保

障，但非絕對保障（Ｃ）無論營利與否，皆受憲法保障，且為絕對保障（Ｄ）僅以非營利為目的者，

受憲法保障，且為絕對保障。

（Ｃ）將具體案例事實，置於法律規範要件之下，以獲得特定的結論。此在法律適用上稱為：（Ａ）漏洞補

充（Ｂ）舉輕明重（Ｃ）涵攝（Ｄ）準用。

（Ａ）下列何者係屬「立法解釋」？（Ａ）刑法第10條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計算」

（Ｂ）司法院釋字509號解釋：「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

（Ｃ）財政部台財稅字第09704524360號函認為：「營利事業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如確已給與或取

得憑證且帳簿記載明確，……尚不在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範圍。」（Ｄ）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

判字第00053號判決稱：「行政訴訟法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適

用之現行法規相違背，或與解釋判例有所牴觸者而言……。」

（Ｂ）司法院釋字75號解釋表示，制憲國民大會，對於國民大會代表不得任官吏，及現任官吏不得當選為國

民大會代表之主張，均未採納，足見制憲當時，並無限制國民大會代表兼任官吏之意。此種法律解釋

方法稱之為：（Ａ）文義解釋（Ｂ）歷史解釋（Ｃ）目的解釋（Ｄ）當然解釋。

（Ｂ）下列何一解釋是以法律條文之邏輯結構和系統，並考量整個規範的意義關聯而為之解釋？（Ａ）文義

解釋（Ｂ）體系解釋（Ｃ）歷史解釋（Ｄ）目的解釋。

（Ｄ）下列何者非法律的名稱？（Ａ）條例（Ｂ）法（Ｃ）通則（Ｄ）要點。

（Ｃ）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幾日起發生效

力？（Ａ）一日（Ｂ）二日（Ｃ）三日（Ｄ）四日。

（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6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此一規定在學說上係指何

種原則之應用？（Ａ）憲法保留原則（Ｂ）法律保留原則（Ｃ）命令保留原則（Ｄ）規定保留原則。

（Ｄ）下列何者不是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所稱之法律？（Ａ）貪污治罪條例（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Ｃ）性別工作平等法（Ｄ）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

（Ａ）下列何者非地方制度法所規定地方自治團體所得實施之行政罰手段？（Ａ）剝奪權利（Ｂ）勒令停工

（Ｃ）停止營業（Ｄ）吊扣執照。

（Ａ）日治時期之台灣，涉及台灣人之民商事項，主要適用何種規範？（Ａ）早期依台灣舊慣，後期日本之

民商法直接適用於台灣（Ｂ）皆適用日本民商法（Ｃ）皆適用台灣舊慣（Ｄ）早期適用中國清朝法

律，後期適用台灣舊慣。

（Ｃ）近年以來，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經歷了巨大的變革。請問以下何者屬於此類變革？（Ａ）將妨害自由

罪改為公訴罪（Ｂ）廢除死刑，以終身監禁取代之（Ｃ）針對特定的性侵害假釋犯實施電子監控制度

（Ｄ）針對所有犯罪人進行DNA採樣並建立DNA資料庫。

（Ｃ）相較於英美法系，以下何者比較不屬於歐陸法系的內容特色？（Ａ）在法源方面重視成文法（Ｂ）傳

統上以民法為核心（Ｃ）法源以判例法為主（Ｄ）淵源於羅馬法。

（Ｂ）關於法律的繼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繼受法是沿襲固有文化所定之法（Ｂ）繼受法是仿傚外

國法制所定之法（Ｃ）繼受法僅見於二次大戰之前（Ｄ）繼受法是根據本國風俗習慣所產生之習慣

法。

（Ｃ）凡法律內容規範權利、義務、責任、效果及其範圍者，稱之為：（Ａ）成文法（Ｂ）私法（Ｃ）實體

法（Ｄ）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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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就同一事件，先前有一特別法，其後有一普通法時，下列何者是正確的？（Ａ）普通法優於特別法

（Ｂ）適用後法廢止前法原則（Ｃ）以新法優先適用為原則（Ｄ）特別法優先適用。

（Ｂ）下列有關「命令」之敘述，何者錯誤？（Ａ）命令與憲法牴觸者無效（Ｂ）屬法源的命令，專指職

務命令，不包括法規命令在內（Ｃ）命令屬行政機關本於法律或職權所發布與公務有關之意思表示

（Ｄ）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

（Ａ）民法與公司法之關係為：（Ａ）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Ｂ）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關係（Ｃ）原則法與

例外法之關係（Ｄ）任意法與強行法之關係。

（Ｂ）關於國際法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錯誤？（Ａ）係規範國家與國家間關係之法律（Ｂ）由立法機關依照

法定程序所制定（Ｃ）除了條約之外，大部分只有原理原則，未整理成具體之法典（Ｄ）國際法之當

事人原則上為國家。

（Ａ）下列何者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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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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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行政警察人員）

　「行政法概要」測驗題解

（Ｄ）下列何者非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Ａ）誠實信用原則（Ｂ）公益原則（Ｃ）比例原則（Ｄ）當事

人進行原則。

（Ｂ）依照營業稅法，逃漏稅應按所漏稅額處一倍至十倍罰鍰，若主管機關罰二十倍之罰鍰，係屬下列何

者？（Ａ）裁量違反誠信原則（Ｂ）裁量逾越（Ｃ）裁量縮減至零（Ｄ）裁量不行使。

（Ａ）關於行政行為與平等原則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行政私法不受平等原則之拘束（Ｂ）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為行政權受平等原則拘束之表現（Ｃ）人民不得向行政機關就自己之違反行政

秩序行為，主張平等權（Ｄ）平等原則容許行政機關得基於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

（Ｃ）受益人於下列何種情形，得主張信賴保護？（Ａ）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

料作成行政處分者（Ｂ）對重要事項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陳述作成行政處分者（Ｃ）以處

理自己事務之注意義務而不知行政處分係屬違法者（Ｄ）以賄賂之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

（Ｂ）法律以抽象概念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

確認，方符合何種原則？（Ａ）法律抽象性原則（Ｂ）法律明確性原則（Ｃ）法律衡平性原則（Ｄ）

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Ｄ）警察在路邊進行臨檢，遇見刑事案件發生，犯罪嫌疑人持槍拒捕，警察對其反擊，使用警械，其不得

逾越必要程度，此為行政法上何種原則的表現？（Ａ）信賴保護原則（Ｂ）誠實信用原則（Ｃ）平等

原則（Ｄ）比例原則。

（Ｄ）下列何者不是行政法法源？（Ａ）憲法（Ｂ）法律（Ｃ）自治規則（Ｄ）政治學說。

（Ｃ）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種，必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有法律之形式，故有稱之為何種性

質的法律，以有別於通常意義之法律？（Ａ）事務性法律（Ｂ）普通性法律（Ｃ）措施性法律（Ｄ）

時效性法律。

（Ａ）公務員之法律責任，不包括下列何者？（Ａ）政治責任（Ｂ）行政責任（Ｃ）民事責任（Ｄ）刑事責

任。

（Ｂ）依照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公務員被一次記兩大過者，有何種法律效果？（Ａ）降級（Ｂ）免職

（Ｃ）休職（Ｄ）減俸。

（Ａ）行政機關就其管轄之事務，干涉人民之自由權利時，仍須有下列何者之授權，始得為之？（Ａ）法律

規定（Ｂ）機關決定（Ｃ）法院判決（Ｄ）執行名義。

（Ｄ）行政法上所謂「核定」，係指：（Ａ）主管機關對於不相隸屬機關所函報事項，加以審查，並作成決

定之謂（Ｂ）長官對於部屬陳報事項，加以審查，並作成決定之謂（Ｃ）下級政府就其得全權處理之

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知悉之謂（Ｄ）有權機關對於所陳報之事項，加以審查，

並作成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力之謂。

（Ｂ）有關公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博物館係特別用物（Ｂ）原則上不得為公用徵收（Ｃ）拒絕

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特殊使用公物，是影響其反射利益（Ｄ）適用民法取得時效之規定。

（Ｃ）下列何者為公法人？（Ａ）中央銀行（Ｂ）國立台灣大學（Ｃ）嘉南農田水利會（Ｄ）中央研究院。

（Ｃ）行政程序法規定，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

地位之組織稱為：（Ａ）行政組織（Ｂ）行政體系（Ｃ）行政機關（Ｄ）行政團隊。

（Ａ）我國行政訴訟審判之審級制度，原則上是為：（Ａ）二級二審（Ｂ）一級二審（Ｃ）三級三審（Ｄ）

一級一審。

（Ｃ）下列何者不是訴願之先行程序？（Ａ）大學生對於學校之退學處分所提出之申訴（Ｂ）對於稅捐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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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課稅處分所提出之復查（Ｃ）公務員對於違法人事處分所提出之復審（Ｄ）對於主管機關所為拒

絕之集會遊行申請決定所提起之申復。

（Ｃ）下列關於行政法人特性之敘述，何者錯誤？（Ａ）行政法人為公法人（Ｂ）行政法人之組織，應以法

律定之（Ｃ）行政法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其他機關任何形式之監督（Ｄ）行政法人在人事與財

政制度上，享有較科層化行政機關為大之彈性。

（Ｄ）下列何者公法爭議，行政法院享有審判權？（Ａ）公職人員選舉爭議（Ｂ）交通違規爭議（Ｃ）律師

懲戒爭議（Ｄ）政府採購決標爭議。

（Ｃ）對於已經通過聽證程序後作成之行政處分，要如何提起行政救濟？（Ａ）必須先履行訴願先行程序後

再提起訴願（Ｂ）必須先提起訴願後再提起行政訴訟（Ｃ）無需提起訴願及訴願之先行程序，可以直

接提起行政訴訟（Ｄ）要依照何種程序必須由主管機關加以決定。

（Ｃ）人民訴請行政法院判命被告行政機關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此係何種訴訟類型？（Ａ）一般給付

訴訟（Ｂ）撤銷訴訟（Ｃ）課予義務訴訟（Ｄ）確認訴訟。

（Ｂ）人民基於與行政機關締結之行政契約，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行政機關為財產之給付時，應提起何種類

型之訴訟？（Ａ）課予義務訴訟（Ｂ）一般給付訴訟（Ｃ）確認訴訟（Ｄ）怠為處分訴訟。

（Ｂ）行政程序法規定，於撤銷違法授益處分時，對其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者，應如何處理？

（Ａ）應予國家賠償（Ｂ）應予合理之補償（Ｃ）應定暫時狀態之處分（Ｄ）應予回復原狀。

（Ｄ）經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判決有罪，但被最高法院判決無罪的刑事案件被告，可否請求國家賠償？

（Ａ）只能對起訴的檢察官所屬檢察署請求國家賠償（Ｂ）只能對獨任審判法官所屬的地方法院請求

國家賠償（Ｃ）只需在檢察官或法官因承辦該案件被以違背職務之罪起訴，即得向所屬機關請求國家

賠償（Ｄ）只有在檢察官或法官因該案件被判決違背職務有罪確定，始得向所屬機關請求國家賠償。

（Ｃ）根據大法官之見解，判斷國家對人民財產權之侵害是否應給予金錢補償乃採取下列何種標準？（Ａ）

既得權說（Ｂ）恩惠說（Ｃ）特別犧牲說（Ｄ）個別行為說。

（Ｄ）所謂「訴願前置主義」是指下列何者？（Ａ）提起訴願之前，必須先確認訴願之受理機關（Ｂ）提起

訴願之前，必須先經過法律所規定之其他先行程序（Ｃ）提起撤銷訴訟之前，必須先確認管轄之法院

（Ｄ）提起撤銷訴訟之前，必須先經過訴願或相當於訴願之程序。

（Ａ）行政程序法所稱的行政程序，不包括下列何者？（Ａ）行政私法行為（Ｂ）行政指導（Ｃ）行政計畫

（Ｄ）行政契約。

（Ａ）法規命令之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者，其效力如何？（Ａ）無效（Ｂ）得撤銷

（Ｃ）效力未定（Ｄ）仍為有效。

（Ｂ）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Ａ）行政主體

（Ｂ）行政機關（Ｃ）行政單位（Ｄ）內部單位。

（Ａ）法規命令牴觸法律者，其法律效果為何？（Ａ）無效（Ｂ）有效得撤銷（Ｃ）得轉換（Ｄ）得補正。

（Ｂ）行政機關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交由所屬下級機關執行，稱之為：（Ａ）委託（Ｂ）委任（Ｃ）

委辦（Ｄ）行政委託。

（Ｂ）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其配偶為事件之當事人者，公務員應：（Ａ）靜觀其變（Ｂ）自行迴避（Ｃ）

請求職務協助（Ｄ）為程序外之接觸。

（Ｃ）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在性質上屬於：（Ａ）法規命令（Ｂ）特別命令（Ｃ）行政規則（Ｄ）行政指導。

（Ｃ）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稱為：（Ａ）行

政契約（Ｂ）行政命令（Ｃ）行政處分（Ｄ）判決。

（Ｄ）關於行政處分之要素，以下何者錯誤？（Ａ）公法性（Ｂ）具體性（Ｃ）直接發生法效果（Ｄ）雙方

意思表示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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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國家任命公務人員，該行為的法律性質為：（Ａ）行政契約（Ｂ）行政處分

（Ｃ）事實行為（Ｄ）行政命令。

（Ｂ）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處分？（Ａ）交通號誌之轉換（Ｂ）內部之勤務指示（Ｃ）課稅通知（Ｄ）罰鍰

通知。

（Ｃ）警察立於十字路口以手勢指揮在場車輛行人通行與否及方向，此行為之法律性質為：（Ａ）觀念通知

（Ｂ）行政執行（Ｃ）一般處分（Ｄ）行政命令。

（Ｃ）作成行政處分，其他機關應參與而未參與，但事後其他機關已參與者，行政處分之效力如何？（Ａ）

無效（Ｂ）溯及失效（Ｃ）經補正後有效（Ｄ）一部有效，一部無效。

（Ｂ）依司法院釋字第423號解釋之意旨，空氣污染防制法所規定之「違規舉發通知書」之性質為：（Ａ）

行政法規（Ｂ）行政處分（Ｃ）觀念通知（Ｄ）政令宣導。

（Ｂ）下列何者屬於授益性質的行政處分？（Ａ）將公務人員免職（Ｂ）發給建築物使用執照（Ｃ）管束要

跳樓自殺之人民（Ｄ）命補繳所得稅。

（Ａ）下列何者非行政處分附款之類型？（Ａ）保證契約（Ｂ）負擔之保留（Ｃ）期限（Ｄ）保留廢止權。

（Ｃ）行政處分如有誤寫時，其處理方式如何？（Ａ）一律無效（Ｂ）一律以爭訟撤銷（Ｃ）得由相對人申

請更正（Ｄ）禁止職權更正。

（Ａ）³依行政罰法第24條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者，應如何裁處？（Ａ）依法定罰

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Ｂ）累計法定罰鍰額裁處（Ｃ）依法定罰鍰額最低之規定裁處（Ｄ）依平均之

法定罰鍰額裁處。

（Ｃ）行政處分之程序瑕疵，下列何者不得補正？（Ａ）必須記明理由而未記明（Ｂ）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而未給予（Ｃ）公務員應迴避而未迴避（Ｄ）處分之作成應經其他機關參與而未經其參與。

（Ｄ）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機關為：（Ａ）民事法院（Ｂ）刑事法院（Ｃ）行政

法院（Ｄ）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

（Ｃ）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為何種

行政行為？（Ａ）行政處分（Ｂ）一般處分（Ｃ）法規命令（Ｄ）行政規則。

（Ｄ）關於比例原則中之必要性原則，係指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何種方法？（Ａ）能達

到最大公共利益之方法（Ｂ）最有效之方法（Ｃ）最迅速之方法（Ｄ）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之方法。

（Ａ）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如同一事件數機關均有管轄權時，應先由下列何機關管轄？（Ａ）受理在先之

機關（Ｂ）受理在後之機關（Ｃ）上級機關（Ｄ）不問受理之先後，均得協議定之。

（Ｃ）訴願法第83條所謂之「情況決定」，是基於何種行政法原則的考量？（Ａ）依法行政原則（Ｂ）信賴

保護原則（Ｃ）公益原則（Ｄ）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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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行政警察人員）

　「刑法概要及刑事訴訟法概要」測驗題解

請說明現行刑法所規定主刑及從刑之意義與種類？並以財產法益犯罪為例說明法定刑與宣告刑之區別？

某5層公寓之第4樓是甲所有之住宅，該住宅只有甲單獨一人住居，某日女友在電話中告知要和甲分手，甲因

此不想活了，所以放火焚燒自己所有之住宅想要自殺，火勢延燒致整棟公寓全部被燒毀，但所幸無人傷亡，

火勢被撲滅後，警察機關與消防機關即展開火災發生原因之調查與鑑定，甲知難辭其咎，遂主動至該消防機

關向負責調查與鑑定之公務員表示火災是其放火焚燒自己所有之住宅所導致，並願接受法律制裁，該消防機

關公務員遂將甲報請警察機關處理，試問：

甲放火焚燒自己所有之住宅，火勢延燒致整棟住宅全部被燒毀，但所幸無人傷亡，其行為應成立何罪？

甲於警察機關與消防機關正在調查與鑑定火災發生原因時，主動向該消防機關公務員表示火災是其放火所

導致，並願受法律制裁，是否符合自首之要件？

試問以下至之事實中，員警某甲的作為或決定，有無不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之處？若有不符，係違反何

法條？若無不符，是依據何法條可以有此作為或決定？並均請簡要說明理由。

台北市市區派出所員警某甲於某上班日之上午值班時，有一婦女前來報案，指稱她的丈夫於三天前在該派出

所管區內，遭某乙毆打成傷，現已出院在家療養，她要對某乙提出傷害告訴等語，並提出身分證明與其丈夫

之驗傷單。

某甲聽後答稱「你丈夫是受害人，只有他能告，你不能告，請你回去拿你丈夫的委任告訴書狀，我才能受

理」，該婦女遂照辦而完成報案（告訴）程序。

三日後下午一時許，某乙經合法通知至派出所到場接受詢問，因其他同仁均在午休，某甲即獨自將某乙帶

進偵訊室，一邊詢問一邊自行以電腦打字製作筆錄。

至詢問約二十分鐘後，某甲之警察同事進來偵訊室告稱有一名由某乙之妻帶來的律師欲進來陪同某乙應

訊。某甲看到委任狀之委任人是某乙之妻，即表示「某乙已說過不用請律師，某乙之妻所請的律師沒有權

利進入偵訊室」，而繼續詢問。

至當天下午四時許詢問完畢後，某甲即取出照相機要求拍攝某乙的全身及半身個人照各一張，某乙堅決反

對，但某甲仍強制照相。

翌日，某乙帶同一名律師並提出其本人具名之委任狀，至派出所向員警某甲表示願意與對方和解，惟需要

閱卷了解相關案情資料。某甲即影印被害人之妻的報案筆錄、被害人之驗傷單以及某乙本人之詢問筆錄交

給某乙及其律師。

甲乙夫妻感情不睦，雙方為爭奪女兒監護權，時生齟齬。某日，甲欲自乙手中搶奪女兒，於拉扯中因用力過

猛，致乙前胸及頭部多處瘀傷，乙隨即驗傷並提出告訴。檢察官偵查後，僅依傷害罪起訴甲，於第一審開庭

時，乙指訴甲另犯強制罪、毀損衣物罪。試問：

乙之追加告訴有無理由？

若法院審理後認為乙因甲之傷害，導致乙左側肢體機能達喪失效用之程度，變更改判重傷害罪，是否有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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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

「災害防救法」題解

請說明各種災害預防、應變及復原重建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何？其權責內容為何？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接處，地震頻繁，當發生重大震災時，中央災害防救主管機關為

何？透過何種程序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其成立之時機為何？

何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其位階及關聯性如何？

請就「災害防救法」之相關規定，試申論現行我國地方政府設置「災害防救專責單位」與「專職人員」之現

況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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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

「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題解

（Ａ）光滑斜面上有A、B、C三物經由繩子被串接在一起而達靜力平衡，如圖所示，三物的質量中mA＝10

公斤且mB＝mC；已知兩邊斜面角度均為37°，若滑輪質量及摩擦均不考慮且g＝10公尺／秒2，求B、C

間繩子的張力T為何？（Ａ）30牛頓（Ｂ）40牛頓（Ｃ）50牛頓（Ｄ）60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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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一消防員在長8公尺、斜角30°之固定的光滑斜面上進行如下測試：將原來靜止的甲、乙兩個小球，從

斜面頂端同時釋放；其中，甲球沿斜面下滑，乙球則自由下落。試問，甲、乙兩球到達地面所需時間

之比為何？（Ａ）1：1（Ｂ）2：1（Ｃ）3：1（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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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一飆車在筆直公路上以20公尺／秒的車速駛經一警哨，當飆車經過警哨1秒後的瞬間，原靜止之警車

立即從警哨啟動，並以等加速度3公尺／秒2加速前進，直到車速達最大值30公尺／秒才保持等速追

趕。試問，警車從啟動至追上飆車，共歷時若干？（Ａ）10秒（Ｂ）13秒（Ｃ）15秒（Ｄ）17秒。

（Ｃ）從高度h＝50公尺的樓頂側邊，將一質點以初速vo＝25公尺／秒、仰角θ＝37°斜向拋出，如圖所示。從

拋出至落地，質點的水平射程為何？（設重力加速度g＝10公尺／秒2，以及sin37°＝3
5）（Ａ）40公尺

（Ｂ）60公尺（Ｃ）100公尺（Ｄ）12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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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光滑水平面上有相同質量之A、B、C三球，A球以初速5公尺／秒正向追撞初速度4公尺／秒的B球，

然後B球再與原來靜止之C球做斜向碰撞，如圖所示。試問，此時A、B、C三球所構成之系統的質心

速度量值為何？（Ａ）4.5公尺／秒（Ｂ）3.0公尺／秒（Ｃ）2.5公尺／秒（Ｄ）2.0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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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消防員以強力水柱沖向牆面，若水柱沿水平方向以10公尺／秒之流速與牆面成37°之角度入射，不計

重力影響，假設水柱並未散開且水流皆作完全彈性之反射。依此，牆面承受水柱的衝力為何？（設

水柱截面積為2×10－4公尺2，水密度為103公斤／公尺3）（Ａ）12牛頓（Ｂ）16牛頓（Ｃ）24牛頓

（Ｄ）32牛頓。

（Ｄ）轉動慣量4公斤－公尺2的圓盤B以3弧度／秒自由轉動，另有一轉動慣量2公斤-公尺2且原來靜止的圓

盤A由一中心柱滑下後與圓盤B貼在一起而同步旋轉，如圖所示。依此，合併前、後轉盤系統總動能

的變化△K為何？（Ａ）＋2焦耳（Ｂ）＋3焦耳（Ｃ）－4焦耳（Ｄ）－6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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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一液壓千斤頂，大活塞面積為小活塞面積之5倍，內部充滿液壓油，如圖所示。若活塞重及兩活塞的

高度差皆可忽略，欲利用此設計支撐1000公斤的重物，則需在把手處施力F為若干？（Ａ）50.0公斤

重（Ｂ）25.0公斤重（Ｃ）12.5公斤重（Ｄ）5.5公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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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一管狀樂器所產生的聲音之頻率與相對振幅如圖所示，橫軸上所標數字分別為172、516、860及1204

赫。依此，若聲速為344公尺／秒，則樂器管長最可能為下列何者？（Ａ）50公分（Ｂ）100公分

（Ｃ）150公分（Ｄ）20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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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一反射器以34公尺／秒的速度接近一個靜止聲源，若聲源所發出的聲波之頻率為360赫，而當時聲

速為340公尺／秒，則在聲源處所聽到之反射波的頻率為何？（Ａ）480赫（Ｂ）440赫（Ｃ）320赫

（Ｄ）300赫。

（Ｃ）將100℃的水蒸汽120克，與0℃的冰120克混合於絕熱容器內。假設蒸汽壓變化的因素可忽略，則達熱

平衡後，剩下的水蒸汽質量為何？（冰的熔化熱為80卡／克，水蒸汽的凝結熱為540卡／克）（Ａ）

50克（Ｂ）60克（Ｃ）80克（Ｄ）100克。

（Ｂ）一戰鬥機在離地面高2550公尺處水平飛行，如圖所示。地面上的人在飛機通過頭頂上空後，經6秒聽

到音爆，若當時聲速為340公尺／秒，則戰鬥機的速度最接近下列何者？（Ａ）680公尺／秒（Ｂ）

567公尺／秒（Ｃ）320公尺／秒（Ｄ）204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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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在直立平面鏡前1公尺處站一眼睛高度為150公分的人，此人從鏡中恰可看到他後方3公尺處的一棵4公

尺高的樹滿映鏡中。試問，該平面鏡上端離地面高度為何？（Ａ）0.8公尺（Ｂ）1.2公尺（Ｃ）1.6公

尺（Ｄ）2.0公尺。

（Ｃ）一束光線從空氣中垂直於A面入射到直角三稜鏡中，如圖所示，稜鏡折射率為 2，試問最後從稜鏡射

出的光線與最初入射光線之間的夾角為何？（Ａ）90°（Ｂ）60°（Ｃ）45°（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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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某人的視線沿著半徑1公尺的中空圓筒狀金屬水槽邊緣恰只能看見水槽底部之遠端。今在槽中注滿

清水（折射率為
4
3），在原視線方向則恰可看見槽底的中心點，如圖所示，由此可知水槽的深度d為

何？（Ａ） 11
2 公尺（Ｂ） 13

5 公尺（Ｃ） 5
3
公尺（Ｄ） 7

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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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通有電流i的導線經原點O時，有長度ΔL的一極小段直導線恰與y軸重合（方向如圖中箭頭↑所示），

平面有P、Q兩點與電流元素iΔL  等距且共平面，試問在P、Q兩點由電流元素iΔL  所產生的磁場值之比

ΔBP：ΔBQ為何？【註：必歐－沙伐定律：ΔB＝μoiΔLsinθ/4πr2】（Ａ）1：2（Ｂ）2：1（Ｃ） 3：1

（Ｄ）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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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將材料相同且截面半徑比2：1之A、B二導線串聯，通入電流，有關A、B二導線之敘述何者正確？

（Ａ）內部電流比為1：1（Ｂ）內部電場強度比為1：2（Ｃ）相同時距流過兩者橫截面的電量比為

4：1（Ｄ）內部相同長度的電位差比為2：1。

（Ｂ）一交流電變壓器，原線圈為2200匝、副線圈為220匝、效率為80%；設原線圈接上2200伏特的電源時

其電流為10安培，試問此時副線圈的電流為何？（設磁通量侷限在軟鐵心而無漏失）（Ａ）40安培

（Ｂ）80安培（Ｃ）100安培（Ｄ）120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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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兩長直平行導線相距d＝0.20公尺，其上的電流分別為2.0安培及3.0安培，此兩導線間每公尺的作用力

為何？【註：長直載流導線週邊磁場值B＝μoi/2πd；真空磁導率μo＝4π×10－7特拉士-公尺／安培】

（Ａ）4.0×104牛頓（Ｂ）3.0×104牛頓（Ｃ）2.0×10－6牛頓（Ｄ）6.0×10－6牛頓。

（Ｂ）關於「電磁波」特性之描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帶電粒子做等速度運動可產生電磁波（Ｂ）

電磁波正對著吾人傳播而來，當電場向下時則磁場向右（Ｃ）電磁波為縱波，需在真空中方可傳播

（Ｄ）α射線、β射線、γ射線在真空中的傳播速率皆等於光速。

（Ａ）25℃時各物質密度如下：鎂1.7g／cm3、石墨1.8g／cm3、鐵7.9g／cm3。現在有一塊鐵重483克，請問

與這塊鐵相同體積的石墨重量是多少？（Ａ）110g（Ｂ）2120g（Ｃ）6870g（Ｄ）34g。

（Ｂ）在化學檢驗時，若發現水體中含有45ppm的鎘，則水中鎘離子的體積莫耳濃度為若干M？（Cd＝

112.4）（Ａ）4×10－3（Ｂ）4×10－4（Ｃ）4×10－5（Ｄ）4×10－6。

（Ｂ）Ni(s)＋4CO(g) Ni(CO)4(g)在25℃時反應的平衡常數是5.0×104，請問25℃時下列反應的平衡常數是多

少？Ni(CO)4(g) Ni(s)＋4CO(g)（Ａ）2.5×109（Ｂ）2.0×10－5（Ｃ）5.0×104（Ｄ）5.0×10－4。

（Ｃ）關於鈾235(2 3 5  
92U)和鈾238(238 

92U)的敘述何者正確？（Ａ）都是核能發電的原料（Ｂ）兩者質子數都同

樣是92，只是原子序不同而已（Ｃ）兩者中子數分別為143和146（Ｄ）質量數一樣，所以叫做同位

素。

（Ｄ）用草酸二水合物晶體（H2C2O4．2H2O＝126）配製草酸1M溶液之最精確的方法是：（Ａ）取此晶體

126g溶在水874g中（Ｂ）使此晶體126g溶於水1升中（Ｃ）取此晶體90克溶解後，再加水至1升（Ｄ）

先用適量水使此晶體126g溶解後，再加水至全部恰成為1升。

（Ｂ）下列何者不能表示含有一莫耳的該物質？（Ａ）6.02×1023個碳原子（Ｂ）22g二氧化碳（C＝12、O

＝16）（Ｃ）56g鐵（Fe＝56）（Ｄ）6.02×1023個水分子（H2O）（H＝1）。

（Ａ）下面哪一個最適合作為緩衝溶液？（Ａ）0.40M HCN及0.40M KCN（Ｂ）0.20M CH3COOH（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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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 HNO3及1.0M NaNO3（Ｄ）0.50M HCl及0.10 NaCl。

（Ｄ）20.00mL的FeSO4需要0.1327 M KMnO4 16.42mL將其完全氧化，其淨離子反應方程式為5Fe2＋＋MnO4
－＋8H＋→Mn2＋＋5Fe3＋＋4H2O，試問FeSO4溶液的濃度為多少？（Ａ）0.109M（Ｂ）0.218M（Ｃ）

0.327M（Ｄ）0.545M。

（Ｂ）已知氫氧燃料電池能提供乾淨的能源，全反應為2H2＋O2→2H2O，陽極反應H2＋2OH－→2H2O＋2e－則

全反應得失電子數變化為多少？（Ａ）2（Ｂ）4（Ｃ）6（Ｄ）8。

（Ｃ）火柴棒的原料是氯酸鉀，點燃後會發生自身氧化還原反應產生氧氣，反應式為2KClO3(s)-→2KCl(s)＋

3O2(g)，請問在1大氣壓（1atm）25℃時，2.2莫耳氯酸鉀完全反應，可以生成多少升的氧氣？（Ａ）74

（Ｂ）54（Ｃ）81（Ｄ）49。

（Ｂ）下列液體配對，何組可以任何比率混合而完全互溶？C6H6與水、C6H6與CCl4、C6H5CH3（甲

苯）與C6H6（Ａ）（Ｂ）（Ｃ）（Ｄ）。

（Ｄ）鈉Na、鉀K、鋁Al、鍺Ge、氧O五個元素金屬性由強到弱次序分別為：（Ａ）

（Ｂ）（Ｃ）（Ｄ）。

（Ｂ）已知X(g)＋3Y(g)→2Z(g)，其中X、Z的分子量為64與92，則依照質量守恆定律可推測得Y的分子量為若

干？（Ａ）50（Ｂ）40（Ｃ）30（Ｄ）20。

（Ａ）中性原子價電子組態：A為3s23p3，B為3s23p5，則A、B化合形成之化合物，其化學式可能為：（Ａ）

AB3（Ｂ）A3B（Ｃ）A2B（Ｄ）AB2。

（Ｃ）6A族元素O、S、Se、Te分別與氫結合成的化合物為H2O、H2S、H2Se、H2Te，試問這些化合

物的沸點由高到低排列次序為何？（Ａ）（Ｂ）（Ｃ）（Ｄ）。

（Ｂ）鋼的密度比水大，但薄片鋼製刮鬍刀卻可以浮在水面上是因為水的哪一種性質？（Ａ）密度（Ｂ）表

面張力（Ｃ）黏度（Ｄ）三相點。

（Ａ）試問需要吸收多少的熱量，才能將1莫耳（18.0g），由－10℃的冰化成10.0℃的水？（已知冰的比

熱＝2.1J／g℃，水的比熱＝4.18J／g℃，冰的莫耳熔解熱＝6.0kJ／mol）（Ａ）7.13kJ（Ｂ）109kJ

（Ｃ）6.77kJ（Ｄ）6.39kJ。

（Ｂ）某反應A＋2B→生成物，其反應速率定律式為rate＝k[A]．[B]2，若反應物A濃度維持不變，當B濃度

增加為原來的三倍時，其反應速率將增為原來反應速率的幾倍？（Ａ）3（Ｂ）9（Ｃ）6（Ｄ）27。

（Ｄ）下列三個系統中，何者可以達到動態平衡？常壓下，於一個開放式鍋子中有著正在沸騰的水、常

溫常壓下，一個含半滿水且瓶蓋塞著的瓶子、常溫常壓下，一個瓶蓋塞著的瓶子中含有飽和狀態

的食鹽溶液，還有一些未溶解的固態氯化鈉（Ａ）只有正確（Ｂ）只有正確（Ｃ）只有正確

（Ｄ）只有正確。

（Ｂ）咖啡是一種水溶液，常溫下它的pH約為5.0，其所含的氫離子濃度﹝H＋﹞約為一般純水的幾倍？

（Ａ）2000（Ｂ）100（Ｃ）0.01（Ｄ）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