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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基層警察人員（四等行

政警察人員）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題解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作文：打擊違法，保障合法

公文：試擬內政部警政署函各縣市警察局，請督導所屬人員執行勤務時宜注意言詞、態度之適切，以

避免警民糾紛。

乙、測驗部分：

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

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

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

（Ｂ）下列本文中相關字詞的解釋，正確的選項是：（Ａ）其「本」欲舒：樹枝（Ｂ）其「培」欲平：堆土

（Ｃ）其土欲「故」：堅固（Ｄ）其「築」欲密：建築。

（Ａ）本文透過郭橐駝自述種樹之道來寄寓養民之理，其要領是：（Ａ）順其天，致其性（Ｂ）蒔若棄，置

若子（Ｃ）動且慮，去復顧（Ｄ）害其長，耗其實。

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關於泰姬陵的故事，即使未到過的人大約也耳熟能詳了：三個半世紀前，印度蒙兀兒皇帝沙加汗，決心

為他難產而死的愛妃蒙泰姬建一座「舉世無匹」的陵墓。他動員了兩萬人工，從國境內外蒐羅進口無數建材珍

寶，耗時二十二載始建成；旋即遭親生兒子篡位，生命中最後八年被囚禁在泰姬陵畔亞穆那河對岸的「紅堡」

中，朝夕隔河遙望自己畢生最偉大的愛之傑作──泰戈爾的詩句把她比喻作「一滴愛之淚珠，永恆不滅」。

世上所謂偉大的建築，幾乎全是震懾性的──即使不帶侵略性，也是傲岸的、炫示的，亦即所謂陽剛的。

泰姬陵是少有的例外，整個的是女性美：造型線條柔和飽滿，潔白、高雅，溫柔而又寬宏；尤其難得的是可親

──見她不需要跋山涉水，也沒有險峻費力的攀登；她與周遭環境和諧地相容，任天光雲影映照她的顏面和面

前那方水鏡。� （李黎〈愛之淚珠〉）�

（Ｃ）被泰戈爾比喻為「一滴愛之淚珠，永恆不滅」的是：（Ａ）沙加汗 （Ｂ）蒙泰姬（Ｃ）泰姬陵（Ｄ

）紅堡。

（Ｄ）下列有關泰姬陵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Ａ）建造於三千多年前 （Ｂ）純用印度當地建材打造（

Ｃ）具傲岸的、炫示的陽剛美（Ｄ）與周遭環境和諧地相容。

（Ｃ）閱讀下文，推斷「隴上的人站立瞭守，」應置何處最恰當？ 

 左邊望去平埔的田地上，偶然有人，（甲）但不像在耕作。（乙）七月的南臺灣，稻穗纍纍垂著，（

丙）三兩錯落在阡陌之間，（丁）衣服被風吹得拍拍作響，飄搖飛著。（Ａ）甲（Ｂ）乙（Ｃ）丙（

Ｄ）丁。

（Ｂ）以下對聯與店舖配對，何者「不當」？（Ａ）雖然毫末技藝，卻是頂上功夫──髮店（Ｂ）光耀九天

能奪月，輝煌一室勝懸珠──珠寶店（Ｃ）寒衣熨出春風暖，彩線添來瑞日長──裁縫店（Ｄ）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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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人資警醒，聲聲勸爾惜光陰──鐘錶店。

（Ｂ）閱讀下文，推斷□□□□處，依序應填何者最恰當？ 

 魅力有很多種面貌，但鮮少有能與1500年前畫在印度某石窟壁上的一張面容□□□□者。為了一睹

究竟，眼睛必須先適應黑暗，但是你很快就會□□□□了。那個人物裸著胸，頭戴高聳的王冠，一手

拿著纖細的蓮花。他的軀體彎曲，彷彿正隨著無聲的音樂搖擺。他的臉孔本身很安詳，眼睛半闔，噘

起嘴唇露出淺淺的微笑，整個人沉浸在最甜蜜的美夢中。 

 （Ａ）並駕齊驅／目不暇給（Ｂ）相提並論／目不轉睛（Ｃ）並駕齊驅／目不轉睛（Ｄ）相提並論／

目不暇給。

（Ｃ）孟子說：「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他所說的「四端」，不包括下列那一項？（Ａ）惻隱之

心（Ｂ）辭讓之心（Ｃ）富貴之心（Ｄ）是非之心。

（Ｃ）歐陽脩〈縱囚論〉：「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句中的「干」字的意思是：（Ａ）干涉（Ｂ

）干擾（Ｃ）求取（Ｄ）毀壞。

（Ｂ）陶淵明〈桃花源記〉：「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句中的「絕境」

是指：（Ａ）貧瘠的地方（Ｂ）危險的地方（Ｃ）絕對安全的地方（Ｄ）與外界隔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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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四等基層行政警察人員

「英文」題解

（Ｄ）I have to study for my math exam. I don’t want any 　 . Please do not talk to me or play loud 

music.
（Ａ）negotiations   （Ｂ）restrictions

（Ｃ）observations   （Ｄ）disturbance

（Ｃ）At busy intersections, 　  should cross the street via underground passages.

（Ａ）refugees  （Ｂ）leaflets   （Ｃ）pedestrians  （Ｄ）pedestals

（Ｄ）Mr. Stevenson always 　 a sense of genuine interest in his students. No wonder his students like 

him so much. 
（Ａ）condemns（Ｂ）condenses（Ｃ）converts（Ｄ）conveys 

（Ｃ）My father and his partners’ cooperation is based upon their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Ａ）drastic      （Ｂ）hostile     （Ｃ）mutual      （Ｄ）pleasant 

（Ｃ）The economy is in bad shape, one reason for which is the rising 　  rate. 

（Ａ）recreation  （Ｂ）production

（Ｃ）unemployment （Ｄ）enhancement 

（Ａ）She looked immensely 　  when she learned that her son had survived the crash. 

（Ａ）relieved  （Ｂ）dedicated  （Ｃ）upset  （Ｄ）indignant 

（Ａ）Please do not 　 . The waste bin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Ａ）litter  （Ｂ）query  （Ｃ）smoke  （Ｄ）talk 

（Ｂ）After she had the cosmetic surgery, the doctor reminded her to avoid any 　  to the sun. 

（Ａ）devotion （Ｂ）exposure （Ｃ）reaction （Ｄ）sensation 

（Ｃ）The 　  of calcium may cause osteoporosis, and the patients may get bone fractures easily. 

（Ａ）frequency （Ｂ）proficiency （Ｃ）deficiency （Ｄ）adequacy 

（Ａ）The 　  of this button is to make sure we can stop the machine if things go wrong. 

（Ａ）function （Ｂ）intention （Ｃ）collection （Ｄ）decision 

（Ｂ）Steve was 　  with joy when he found he had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lottery. 

（Ａ）established （Ｂ）overwhelmed

（Ｃ）equipped （Ｄ）suspended 

（Ｂ）The city now looks very artistic and refreshing because it is 　  with many colorful and well-

crafted sculptures. 
（Ａ）affected （Ｂ）decorated （Ｃ）excluded （Ｄ）generated 

（Ｄ）A laptop, an MP3 player, and a cellphone are often considered as 　  equipment for the 

generation raised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Ａ）extinct （Ｂ）expressive （Ｃ）elastic （Ｄ）essential 

（Ａ）I will attend Mr. Wang’s wedding 　  my father, who has gone to Hong Kong on business. 

（Ａ）on behalf of  （Ｂ）in terms of

（Ｃ）at the mercy of （Ｄ）by mea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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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In this age of globalization, when people have more chances to travel, it is a great 　  to speak 

more than one language. 
（Ａ）penalty （Ｂ）heritage （Ｃ）prejudice （Ｄ）advantage 

（Ｂ）Joe is really 　  about the party tonight. He’s making lots of preparations to make sure 

everyone can have a good time. 
（Ａ）envious （Ｂ）enthusiastic （Ｃ）concise （Ｄ）curious 

（Ａ）This child has been 　  by his parents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too busy working. 

（Ａ）neglected （Ｂ）developed （Ｃ）grasped （Ｄ）connected 

（Ｄ）Keep in mind that smoking is strictly 　  when you are handling explosive materials. 

（Ａ）eliminated （Ｂ）extracted （Ｃ）terminated （Ｄ）prohibited 

（Ｄ）Research shows that only some animals are able to 　  in the wild after being released from the 

zoo. 
（Ａ）decrease （Ｂ）express （Ｃ）prevent （Ｄ）survive 

（Ｂ）Many young people today are 　  with fashion and style. They care more about what they wear 

than what they think or believe. 
（Ａ）charged （Ｂ）obsessed （Ｃ）furnished （Ｄ）infected 

（Ｃ）My twin sister’s values have 　  so much over the years that we are no longer compatible. 

（Ａ）licked （Ｂ）escalated （Ｃ）altered （Ｄ）deceived 

（Ｃ）He was an 　  player until 20 when he turned professional. 

（Ａ）efficient （Ｂ）adequate （Ｃ）amateur （Ｄ）elementary 

（Ｂ）Paparazzi are photographers who 　  celebrities’ privacy by taking their pictures. 

（Ａ）remove （Ｂ）block （Ｃ）exclude （Ｄ）violate 

（Ｃ）Two years ago a severe earthquake struck the city and caused a 　  tsunami, leaving hundreds 

dead, thousands injured. 
（Ａ）compassionate （Ｂ）devastating

（Ｃ）defensive （Ｄ）pessimistic 

（Ｂ）Hank was 　  of accepting bribes because he couldn’t explain why he suddenly had so much 

money in his bank account. 
（Ａ）investigated（Ｂ）persuaded （Ｃ）suspected（Ｄ）threatened 

（Ｂ）The police questioned the 　  for two hours, but they still weren’t sure whether he robbed the 

bank. 
（Ａ）witness （Ｂ）suspect （Ｃ）corpse （Ｄ）container 

（Ａ）Nancy screamed when she saw a taxi 　  into an old woman on the street. 

（Ａ）bump （Ｂ）bumped 

（Ｃ）to bump （Ｄ）being bumping 

（Ｃ）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plain to see that human beings are easily 

corrupted by power. 
（Ａ）Give （Ｂ）Giving （Ｃ）Given （Ｄ）To give 

（Ｃ）In the box 　  some photos that I took when I was on the trip. 

（Ａ）is （Ｂ）laid （Ｃ）are （Ｄ）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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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Major newspapers have their Internet websites 　  daily, so their readers can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Ａ）updating （Ｂ）updated

（Ｃ）have updated （Ｄ）are updating 

（Ｃ）I have been taking the Yoga class 　  I came to this school. 

（Ａ）when （Ｂ）for （Ｃ）since （Ｄ）before 

（Ｂ）Friend A: Look at this. I think I want to get this purple skirt. 

 Friend B: I thought 　 . 

 Friend A: Yeah, but I don’t have a purple one. 

 Friend B: Do you need every color in the rainbow? Friend A: Yes! 
（Ａ）I’ve had one already

（Ｂ）you’ve had one in green 

（Ｃ）I’ve told you about the purple skirt

（Ｄ）you’ve told me about the rainbow 

（Ｂ）Judy: I am going to take the driving test tomorrow, and I am feeling so nervous. 

 Joan: Take it easy! I will 　 . 

 Judy: Thanks. I hope that I can get my driver’s license as soon as possible. 
（Ａ）search high and low for it （Ｂ）keep my fingers crossed for you 

（Ｃ）make it up （Ｄ）be on the safe side 

（Ａ）Sandra: I think watching TV is a waste of time. Most programs are stupid or boring. 

 Jack: 　  What about sports or the news? You watch those sometimes, don’t you? 

 Sandra: Well, actually for the news, I prefer the newspaper. 
（Ａ）Well, I disagree. （Ｂ）That’s my opinion, too. 

（Ｃ）I don’t like channel surfing. （Ｄ）I hate all the TV commercials. 

（Ｂ）Mother: My daughter eats like a bird. 

 Doctor: 　  Advise her to eat more. 

（Ａ）That’s interesting. （Ｂ）That’s too bad.

（Ｃ）That’s good for her.  （Ｄ）That’s hard to say. 

（Ｂ）Mary: We were too late for the concert! 

 Tom: 　  It wasn’t very good anyway. 

（Ａ）Better luck next time. （Ｂ）Just as well.

（Ｃ）What a pity.  （Ｄ）You’re kidding me. 

  Words are concrete, used to express concrete thoughts and feelings and to deliver practical information; 
music is, by its very nature, abstract. When the two are put together, the resulting tension creates an excitement and 
an extra dimension which is denied to the spoken theater. For example, Shakespeare’s Othello is a great play, and 
Verdi’s Otello which is based on it is a great opera. I think that, if one had seen Shakespeare’s Othello seventy times 
one would be hard put to it to derive much enjoyment from a seventy-first encounter. But after seventy performances 
of the opera one can still find new beauty and subtleties to marvel at. Similarly, Beaumarchais’ play Le mariage 
de Figaro, entertaining though it is, is not something one would want to see once or twice a year throughout one’s 
lifetime. But ask any opera-lover whether he is tired of Mozart’s opera based on the play and you will learn that 
he is not, for its riches are inexhaustible. Music brings a greater complexity to the spoken drama and turns it in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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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kind of experience. 

（Ｃ）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ragraph? 

（Ａ）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lay and a concert.  

（Ｂ）Why Mozart is a greater composer than Verdi. 

（Ｃ）The comparison between a play and an opera.  

（Ｄ）An evaluation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y writers. 

（Ｂ）According to the author, why would a person not want to watch Othello seventy-one times? 

（Ａ）It is a tragedy. （Ｂ）He might feel tired of it. 

（Ｃ）It is full of difficult words. （Ｄ）He would find it too abstract. 

（Ｄ）What does the author think about Beaumarchais’ Le mariage de Figaro? 

（Ａ）It is a must-see in one’s lifetime.

（Ｂ）It is Beaumarchais’ greatest comedy. 

（Ｃ）It is greater than Mozart’s adaptation.

（Ｄ）It is less exciting than its opera version. 

（Ｂ）What can we conclude after reading the passage? 

（Ａ）Comedies are easier than tragedies to be adapted into operas. 

（Ｂ）Complexity brings riches for art, as in the case of an opera. 

（Ｃ）It takes talented masters to successfully combine drama and music. 

（Ｄ）Going to an opera is a necessary art experience in one’s life time. 

  For a long time, Egyptologists agreed that the Sphinx was created during the time of the pharaoh Khafre 
(2520-2494 B.C.). However, it was clear that the Sphinx was unlike the pyramids and other monuments at Giza in 
some important ways. First, the Sphinx was not built with blocks of stone. It was carved out of the living bedrock. 
Second, it is not a temple, nor a pyramid. It is a huge statue with the head of a man and the body of a lion. The eyes 
of the “lion man” stare forever at the eastern horizon.  

    However, no one voiced any doubt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phinx until 1979, when John West, an amateur 
archaeologist and Egyptian tour guide, published a book called Serpent in the Sky. In this book, he claimed that 
the Sphinx was actually built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the time of Khafre. His evidence was based on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erosion on the stone. West noticed that erosion patterns on the Sphinx were not horizontal like those 
on other monuments at Giza. He knew that such horizontal weathering was the result of prolonged exposure to strong 
winds and sandstorms. But the marks on the Sphinx were vertical. Sandstorms couldn’t have caused them. It looked 
like erosion from water, but where could the water have come from in the arid region? According to West’s theory, 
the vertical weathering was caused by rain. Therefore, the Sphinx must have been built thousands of years earlier 
when Egypt had a much rainier climate. 

  Unfortunately, West had no scientific credentials—he wasn’t a professor and he had no Ph.D.—so his 
revolutionary theory was not taken seriously. 

（Ｄ）Which statement about the Sphinx is true? 

（Ａ）I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pyramids in Egypt.

（Ｂ）It was created abou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Ｃ）It was once an important religious center.

（Ｄ）It is a giant monument that looks like a lion man. 

（Ａ）Which statement about John West i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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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He was the first to publicly question the origin of the Sphinx. 

（Ｂ）He published a book about biology in Egypt. 

（Ｃ）He was one of the world’s famous Egyptologists. 

（Ｄ）He worked full-time as an archaeologist. 

（Ｄ）According to John West, what caused the vertical marks on the Sphinx? 

（Ａ）Strong winds and sandstorms.  （Ｂ）Long exposure to the sun. 

（Ｃ）Rubbing of other bedrocks. （Ｄ）Erosion from rain. 

（Ｂ）What does “arid”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mean? 

（Ａ）Hot. （Ｂ）Dry. （Ｃ）Cold. （Ｄ）Humid. 

（Ｂ）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Ａ）West believed that the pharaoh Khafre was the builder of the Sphinx. 

（Ｂ）West’s theory did not cause much discussion among the Egyptologists. 

（Ｃ）West’s theory was inspired by the half-human look of the Sphinx. 

（Ｄ）Egypt used to have a rainier climate at the time of the pharaoh Khafre. 

  Moms-to-be, beware! The next time you stuff yourself with junk food, think twice, for a new study has 
revealed that eating a fatty diet during pregnancy could cause long-lasting health damage to your child. 

  According to researchers in Britain, tucking in junk food like chocolates, wafers, and biscuits ca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unborn toddlers—the effects include obesity, diabetes, and raised levels of cholesterol. 
“It seems that a mother’s diet while pregnant and breastfeed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long-term health of her 
child. We always say, ‘You are what you eat.’ In fact, it may also be true that, ‘You are what your mother ate,’” lead 
researcher Dr. Stephanie Bayol said. 

  The researchers at the Royal Veterinary College in London came to the conclusion after looking at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diet on almost 150 baby rodents. Half of the mother animals were given normal rat food, while the others 
also had access to junk food, including muffins and chocolate. 

  Tests showed the junk food pups suffered a host of health problems that lasted into adulthood—they had high 
levels of cholesterol and other fats linked to heart disease. Blood sugar levels and insulin were also elevated, raising 
their chances of developing diabetes. Even babies fed a healthy diet after birth tended to be overweight. The female 
rats were particularly badly hit, suggesting key differences in metabolism between the sexes, the researchers found. 

  According to co-researcher Prof. Neil Strickland, it is very probable that humans would be similarly affect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showing a correlation between a kid’s weight and that of his or her parents. “Humans share a 
number of fundamental biological systems with rats, so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assume the effects we see in rats may 
be repeated in humans,” he said. 

（Ｄ）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Ａ）Whether rats eat junk food.

（Ｂ）How mother rats’ diet affects their health.

（Ｃ）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humans and rats.

（Ｄ）The effects of the diet of mothers-to-be on babies. 

（Ａ）What does the phrase “tucking in” mean? 

（Ａ）Consuming. （Ｂ）Saving.

（Ｃ）Putting away. （Ｄ）Resulting in. 

（Ｄ）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the study mentioned in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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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on both humans and rats. 

（Ｂ）It examined baby rats rather than mother rats. 

（Ｃ）It showed that baby rats were no longer overweight when given healthy diet. 

（Ｄ）It found that female baby rat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maternal diet. 

（Ｂ）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do humans and rats have in common? 

（Ａ）They both like to eat junk food when pregnant.

（Ｂ）They may be both affected by their mothers’ diets. 

（Ｃ）They are equally interested in eating a healthy diet.

（Ｄ）They both tend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Ｂ）What can we infer from the passage? 

（Ａ）Wafers, chocolate and muffins improve mothers’ health. 

（Ｂ）A healthy maternal diet contributes to the good health of babies. 

（Ｃ）Babies’ health problems arising from maternal diet can be overlooked. 

（Ｄ）As long as babies get a healthy diet after birth, they won’t have health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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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四等基層行政警察人員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題解

（Ｃ）下列何者不屬於總統之職權？（Ａ）外交權，包含締結條約及宣戰媾和之權（Ｂ）發布緊急命令權（

Ｃ）人事權，包含任命立法院院長之權（Ｄ）赦免權，包含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

（Ｄ）依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及第4條之規定，總統、副總統之彈劾，何者正確？（Ａ）由監察委員三分之二

提案（Ｂ）提經立法委員四分之三通過即可（Ｃ）經由公投投票，過半數同意後解職（Ｄ）由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時，即解職。

（Ｂ）行政院應如何處理司法概算？（Ａ）於會計年度開始前3個月編列（Ｂ）得加註意見（Ｃ）得刪減數

額（Ｄ）於行政院院會中審議。

（Ｄ）各級法院之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

如何處理？（Ａ）無法拒絕適用，只能依據違憲之法律逕行判決（Ｂ）得直接拒絕適用，並宣告所應

適用之法律係屬違憲（Ｃ）雖得拒絕適用，但無法宣告所應適用之法律係屬違憲（Ｄ）應裁定停止訴

訟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Ａ）有關法官的職務，以下何者屬於行政職，因此不在憲法規定之法官職務保障的範圍內？（Ａ）庭長（

Ｂ）審判長（Ｃ）陪席法官（Ｄ）受任法官。

（Ｃ）依司法院釋字第601號解釋，立法院刪除大法官司法專業加給之預算為何不符合憲法規定？（Ａ）因

為法官獨立，大法官亦為法官，故有關大法官司法專業加給之預算亦屬獨立，立法院審查時只能加註

意見，不得刪除（Ｂ）因為大法官屬憲政機關，其司法專業加給之預算係由人民直接審查，立法院無

權刪除（Ｃ）因為依憲法暨相關法律規定，大法官司法專業加給屬法定俸給之一部分，除非修法，否

則不得刪減（Ｄ）因為大法官最具司法專業，故立法院刪除大法官司法專業加給之預算顯不合憲政常

規。

（Ｂ）依憲法第70條及司法院釋字第391號解釋之見解，下列有關預算案之敘述，何者正確？（Ａ）立法委

員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但可移動或增減原預算之項目（Ｂ）立法委員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亦

不可移動或增減原預算之項目（Ｃ）立法委員可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但不可移動或增減原預算之項目

（Ｄ）立法委員可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亦可移動或增減原預算之項目。

（Ｄ）依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下列有關立法院調查權之敘述，何者正確？（Ａ）調查之對象限於政府

機關與人員（Ｂ）基於發現真實原則，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機關亦須接受調查（Ｃ）立法院必

須親為所有調查，不得授權非立法委員之人士進行調查（Ｄ）行政首長對於屬行政特權之資訊，得不

予公開，不接受立法院之調查。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規定，下列何者有權提案變更我國領土？（Ａ）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Ｂ）立

法院（Ｃ）總統（Ｄ）行政院。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之規定，立法院於下列何種期間內，不可能被解散？（Ａ）立法院休會（Ｂ）

緊急命令生效（Ｃ）國家財政危機（Ｄ）外來武力威脅。

（Ｃ）依司法院釋字第461號解釋之見解，下列何者並無應邀於立法院委員會備詢之義務？（Ａ）參謀總長

（Ｂ）司法、考試、監察三院所屬非獨立行使職權而負行政職務之人員（Ｃ）司法、考試、監察三院

院長（Ｄ）行政院各部會首長。

（Ｃ）依司法院釋字第435號解釋對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之見解，下列何者錯誤？（Ａ）言論免責權之保障

範圍，應作最大程度之界定（Ｂ）採所謂相對保障主義（Ｃ）院外黨團協商、公聽會之發言等均屬應

予保障之事項（Ｄ）蓄意之肢體動作，顯然不符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自不在憲法

保障之列，司法機關亦非不得依法行使偵審之權限。

（Ａ）關於司法院副院長之任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不受任期保障（Ｂ）與總統同進退（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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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院長同進退（Ｄ）與該屆大法官同進退。

（Ａ）大學院校關於教學、研究有關之重要事項，乃大學受憲法保障之學術自由，以下說明何者正確？（Ａ

）大學自治係受憲法的制度性保障（Ｂ）大學自治保障係基於憲法保障人民有接受教育之權利與義務

（Ｃ）教育主管機關得視必要，規定各大學院校應設置一定的科、室（Ｄ）學生退學條件亦屬大學受

憲法保障的自治範圍，司法機關亦不得介入審查。

（Ｃ）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至遲幾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Ａ）3日內（Ｂ）5日內（Ｃ）10日內（Ｄ）14日內。

（＃）有關全國性之減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毋須立法院議決（Ｂ）與大赦區別很大（Ｃ）應依大

赦程序辦理（Ｄ）總統逕行宣告施行之。

【註：此題答（Ｂ）或（Ｃ）均給分。】

（Ｂ）下列何者與國史館隸屬於同一機關？（Ａ）審計部（Ｂ）中央研究院（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Ｄ）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Ｃ）依憲法第45條之規定，參選總統至少須年滿：（Ａ）23歲（Ｂ）35歲（Ｃ）40歲（Ｄ）45歲。

（Ｃ）依司法院釋字第342號解釋之見解，下列有關立法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Ａ）立法程序之瑕疵，

不論大小，皆會使得法律無效（Ｂ）立法是否踐行議事應遵循之程序，涉及法律是否有效，茲事體大

，應完全由司法院大法官判定（Ｃ）依現行體制，釋憲機關對於立法程序瑕疵事實之有無的調查受有

限制（Ｄ）由立法院移送之法律，經總統公布後，若有不合議事規範之情事，該法律不生效力。

（Ｂ）何人首倡主權理論？（Ａ）盧梭（Ｂ）布丹（Ｃ）洛克（Ｄ）黑格爾。

（Ｄ）憲法增修條文內對於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編列規定為：（Ａ）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Ｂ）不得低

於百分之二十五（Ｃ）不得低於百分之三十五（Ｄ）應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164條規定之限制。

（Ｂ）下列何種人員，憲法增修條文未明確規定其法定名額？（Ａ）大法官（Ｂ）考試委員（Ｃ）監察委員

（Ｄ）立法委員。

（Ｄ）監察委員之任期為幾年？（Ａ）3年（Ｂ）4年（Ｃ）5年（Ｄ）6年。

（Ｂ）有關監察委員行使彈劾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需經監察委員1人以上之提議，9人以上

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Ｂ）需經監察委員2人以上之提議，9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Ｃ

）需有全體監察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監察委員過半數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Ｄ）需有

全體監察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監察委員三分之二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

（Ｂ）依憲法第108條規定，有關「全國戶口調查及統計」事項，係：（Ａ）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Ｂ）由

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Ｃ）由省立法並執行之（Ｄ）由省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縣

執行之。

（Ｃ）對於公務人員之官等、職等之基本身分事項加以審定，屬下列何者？（Ａ）考試（Ｂ）任用（Ｃ）銓

敘（Ｄ）考績。

（Ｄ）憲法中關於國防之基本國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國防之組織，以法律定之（Ｂ）全國陸海空

軍應保持政治中立（Ｃ）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Ｄ）軍人犯罪一律受軍事審判。

（Ｄ）下列何者不是司法獨立之內涵？（Ａ）法院審判之獨立（Ｂ）法官行使職權應超出黨派（Ｃ）法官之

身分保障（Ｄ）法官須經由考試任用。

（Ｄ）依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之規定，下列那種人員轉任大法官後，不適用憲法第81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

遇之規定？（Ａ）最高行政法院法官（Ｂ）最高法院法官（Ｃ）地方法院法官（Ｄ）大學法學院教授

。

（Ａ）下列何項預算，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行政院不得刪減？（Ａ）司法院編列興建法院廳舍預算（Ｂ）國

防部編列軍購預算（Ｃ）財政部編列稅收預算（Ｄ）總統府編列修繕預算。

（Ａ）依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之規定，行政院於立法院休會期間移請覆議，立法院應如何處理？（Ａ）應於7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15日內作成決議（Ｂ）應於15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7日內作成決議（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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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10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15日內作成決議（Ｄ）應於15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10日內作

成決議。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規定，行政院移請立法院覆議，不包含下列何者？（Ａ）法律案（Ｂ）大赦案

（Ｃ）預算案（Ｄ）條約案。

（Ｂ）依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行政首長依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

作之資訊，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核屬行政本質所具有之：（Ａ）行政保留權（Ｂ）行政特權（Ｃ

）行政豁免權（Ｄ）行政秘密權。

（Ｄ）依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規定，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應有多少立法委員之連署？（Ａ）

30位以上（Ｂ）五分之一以上（Ｃ）四分之一以上（Ｄ）三分之一以上。

（Ｄ）姓名權為人格權的一種，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依據司法院釋字第399號解釋，姓名權屬於何種基

本權利的保障範圍？（Ａ）第7條平等權（Ｂ）第8條人身自由（Ｃ）第11條言論自由（Ｄ）第22條

之自由權利。

（Ａ）立法院至少須有全體立法委員多少之請求，始得召開臨時會？（Ａ）四分之一（Ｂ）三分之一（Ｃ）

二分之一（Ｄ）三分之二。

（Ｂ）依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於何種情形下，即不能以誹謗罪相

繩？（Ａ）行為人認為所傳述者為真實（Ｂ）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所傳述者為真實（Ｃ）行為人聽

說所傳述者為真實（Ｄ）行為人臆想之事實。

（Ｄ）檢肅流氓條例內關於「欺壓善良、品行惡劣、遊蕩無賴」等規定遭司法院釋字第636號解釋宣告違憲

之理由為何？（Ａ）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Ｂ）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Ｃ）違反比例原則（Ｄ）違反

明確性原則。

（Ｃ）刑法第235條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處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按司法院釋字第617號解釋之見解，該規定是否違反

憲法關於言論自由之保護？（Ａ）違反，憲法關於言論自由屬絕對保障，不得以法律限制之（Ｂ）違

反，猥褻物品雖然應禁止散布，但以民事制裁即可，不得以刑法加以規範（Ｃ）不違反，猥褻物品破

壞社會性價值之秩序，具有可非難性，以刑罰宣示憲法維護平等和諧之性價值秩序，手段合理（Ｄ）

不違反，猥褻物品與政治、學術無關，非言論自由保障範圍。

（Ｂ）依司法院釋字第624號解釋，某甲當兵時因涉及強盜，被軍事法院羈押6個月之後，判決無罪，可否

聲請冤獄賠償？（Ａ）可以，服兵役期間亦屬廣義公務員，遭羈押影響其服公職權利（Ｂ）可以，判

決無罪之前有遭羈押者，即有權聲請冤獄賠償，不論軍事或一般刑事訴訟程序（Ｃ）不可以，某甲服

兵役期間不適用冤獄賠償（Ｄ）不可以，因為冤獄賠償法僅限於一般刑事訴訟程序，不包括軍事審判

程序。

（Ｃ）依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憲法第12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下列何者錯誤？（Ａ）

秘密通訊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

侵擾之權利（Ｂ）國家對人民秘密通訊自由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尚應踐行正當法律

程序（Ｃ）警察基於辦案需要，聲請檢察官核發監聽票，即符合憲法對人民秘密通訊自由的保障（Ｄ

）私人非法竊聽他人電話、開拆他人信封，刑法有處罰規定，即在貫徹秘密通訊自由的保障。

（Ｃ）依憲法第58條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行政院會議的正式成員？（Ａ）行政院院長（Ｂ）行政院副院長

（Ｃ）行政院秘書長（Ｄ）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

（Ａ）憲法第9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依司法院釋字第436號解釋，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Ａ）憲法要求必須設立軍事審判制度以審判軍人犯罪（Ｂ）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亦屬

國家刑罰權之一（Ｃ）軍人犯罪未必均由軍事審判機關管轄（Ｄ）軍事審判之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

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

（Ｃ）依司法院關於言論自由之解釋，下列各種性質之言論，何者應受法律較為嚴格之限制？（Ａ）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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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Ｂ）學術性言論（Ｃ）商業性言論（Ｄ）宗教性言論。

（Ｂ）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係與憲法保障之下列何種權利相關，應受保障？（

Ａ）工作權（Ｂ）人格權（Ｃ）資訊自決權（Ｄ）平等權。

（Ｃ）依據司法院釋字第577號解釋，關於菸害防制法，命業者標示尼古丁等含量一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憲法第11條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及消極不表意之自由（Ｂ）表意之自由所保障之內

容，包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Ｃ）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式，並非言論自

由之保障的範圍（Ｄ）菸品容器上應為上述之一定標示，乃菸品財產權所具有之社會義務。

（Ｃ）國家賠償案件乃屬於公法上爭議，目前乃由我國那個機構進行審理？（Ａ）行政法院（Ｂ）刑事法庭

（Ｃ）民事法庭（Ｄ）治安法庭。

（Ａ）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幾人？（Ａ）15人（Ｂ）17人（Ｃ）19人（Ｄ）21人。

（Ｃ）依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警察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等事項，應依何規定為之？（Ａ）由實際實

施之警察人員，視現場情形裁量決定之（Ｂ）係地方自治事項，由縣市政府警政機關頒布自治規則規

定之（Ｃ）係法律保留事項，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Ｄ）涉及人身自由，不得臨檢。

（Ａ）依據司法院釋字第626號對於中央警察大學碩士班招生簡章拒色盲者入學之規定的解釋，下列說明何

者正確？（Ａ）憲法第7條規定，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159條復規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

律平等，旨在確保人民享有接受各階段教育之公平機會（Ｂ）中央警察大學9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

學考試招生簡章中，認為色盲者有不適合擔任警察之正當理由，該規定與其目的間並無實質關聯，與

憲法第7條及第159條規定有所牴觸（Ｃ）中央警察大學9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乃

中央警察大學為訂定入學資格條件所訂定之自治規章，已經違背其自治權範圍內，與法律保留原則有

所違背（Ｄ）大學對於入學資格雖享有自治權，其以自治規章，訂定相關入學資格條件，進行其限制

，已經違反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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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四等基層行政警察人員

「法學緒論」題解

（Ｂ）法律之作用若在於指示人民於社會上何者應為或何者不應為，則其屬於何種規範？（Ａ）裁判規範（

Ｂ）行為規範（Ｃ）倫理規範（Ｄ）組織規範。

（Ａ）有關實體法與程序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屬於實體法（Ｂ）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屬於實體法（Ｃ）強制執行法屬於程序法（Ｄ）破產法屬於程序法。

（Ｄ）下列何者不得作為限制人民權利或課予人民義務之法源？（Ａ）地方稅法通則（Ｂ）管收條例（Ｃ）

行政執行法（Ｄ）司法院會議規則 。

（Ａ）某縣市政府如果與人民因民法上之租賃契約及賠償費用問題發生爭執時，應由下列何者審理？（Ａ）

普通法院（Ｂ）行政法院（Ｃ）公務員懲戒委員會（Ｄ）行政院。

（Ｄ）某中央政府機關委託民間印刷廠印製政令宣導手冊，於遲延給付約定報酬時，廠商應循何種程序請求

救濟？（Ａ）訴願（Ｂ）行政訴訟（Ｃ）國家賠償（Ｄ）民事訴訟。

（Ｃ）有關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國內法與國際法常互為淵源（Ｂ）國內法與

國際法常互為補充 （Ｃ）國際法常須受國內法之拘束（Ｄ）國際法常有賴國內法之制定以實現其效

力

（Ｄ）下列何者為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係？（Ａ）民法與民事訴訟法（Ｂ）票據法與海商法（Ｃ）消費者保

護法與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Ｄ）公司法與金融控股公司法。

（Ａ）某法律明定自民國X年7月1日施行，則該法津自何時發生效力？（Ａ）民國X年7月1日（Ｂ）民國X

年7月3日（Ｃ）民國X年7月4日（Ｄ）民國X年7月11日。

（Ｃ）總統於98年1月21日公布廢止檢肅流氓條例，則該條例係自何日起失效？（Ａ）98年1月21日（Ｂ）

98年1月22日（Ｃ）98年1月23日（Ｄ）98年1月24日。

（Ｃ）下列有關法規修正之敘述，何者錯誤？（Ａ）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得修正

之（Ｂ）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Ｃ）經法院判決，認為違憲而拒絕適用者，立法

委員應提案修正（Ｄ）規定之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已裁併或變更者。

（Ｂ）下列那一個法規是由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者？（Ａ）土地登記規則（Ｂ）土地徵收條例（Ｃ）土地

稅法施行細則（Ｄ）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

（Ａ）委辦規則應函報下列何機關核定後發布之？（Ａ）委辦機關核定（Ｂ）一律由內政部核定（Ｃ）地方

立法機關核定（Ｄ）一律由行政院核定。

（Ｃ）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自治規則牴觸下列何種規範者，無效？（Ａ）下級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條例（

Ｂ）下級自治團體之自治規則（Ｃ）同自治團體之自治條例（Ｄ）同自治團體之自治規則。

（Ｄ）下列那一事項非屬於法律保留事項？（Ａ）國家重要事項（Ｂ）限制人民權利事項（Ｃ）國家機關之

組織（Ｄ）國家提供人民設施及設備。

（＃）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丟煙蒂者，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今甲

丟煙蒂，行政機關以其在夜間丟煙蒂而處其較重之新臺幣6,000元罰鍰。則行政機關之行為屬：（Ａ

）裁量逾越（Ｂ）裁量怠惰（Ｃ）適法裁量（Ｄ）裁量濫用。

【註：此題答（Ｃ）或（Ｄ）均給分。】

（Ｃ）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此乃指下列那一項原則？（Ａ）權力分立原

則（Ｂ）法律保留原則（Ｃ）管轄法定原則（Ｄ）法律優位原則

（Ｄ）關於法律之位階（由高至低），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Ａ）法規命令－法律－憲法（Ｂ）憲法－法

規命令－法律（Ｃ）法律－憲法－法規命令（Ｄ）憲法－法律－法規命令。

（Ｄ）法官之審判獨立是源自於憲法上之那一項基本的原則？（Ａ）共和國原則（Ｂ）社會國原則（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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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國原則（Ｄ）法治國原則。

（Ｃ）下列有關行政規則的敘述，何者錯誤？（Ａ）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為（Ｂ）係指長官對屬官所

為（Ｃ）性質皆屬於內部規定，無須對外發布（Ｄ）性質上為一般性、抽象性的規定。

（Ａ）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機關發布命令所得使用之名稱？（Ａ）要點（Ｂ）規

程（Ｃ）規則（Ｄ）綱要。

（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對正當防衛之行為人得為正當防衛（Ｂ）對緊急避難之行為人得為正當防

衛（Ｃ）對自助行為之行為人得為正當防衛（Ｄ）對緊急避難之行為人得為緊急避難。

（Ａ）受監護宣告而意識清醒之人，關於其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有權利能力，無行為能力（Ｂ

）無權利能力，有行為能力（Ｃ）有權利能力，無侵權行為能力（Ｄ）無權利能力，有侵權行為能力

。

（Ｂ）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所生之過失，通常可稱為：（Ａ）重大過失（Ｂ）具體輕過失（Ｃ）

抽象輕過失（Ｄ）有認識之過失。

（Ｄ）下列何者不屬於民法債編的特質？（Ａ）私法（Ｂ）成文法（Ｃ）實體法（Ｄ）強行法。

（Ａ）關於保證契約，下列敘述何者為錯誤？（Ａ）保證契約應以書面為之 （Ｂ）保證人之負擔不能較主

債務為重（Ｃ）主債務消滅，保證債務亦隨之消滅（Ｄ）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可以拋棄。

（Ｂ）對於遺失物拾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拾得人應盡通知及交付之義務（Ｂ）拾得人取得遺失

物之所有權（Ｃ）拾得人享有費用償還請求權（Ｄ）拾得人享有報酬請求權。

（Ｃ）甲父乙母對於A子是否讀私立小學之意思不一致，應由下列何者決定？（Ａ）甲（Ｂ）乙（Ｃ）法院

（Ｄ）親屬會議。

（Ａ）關於自治法規之制定，下列何者錯誤？（Ａ）地方自治團體就委辦事項所為（Ｂ）地方自治團體依法

律及上級法規授權所為（Ｃ）包含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Ｄ）自治條例應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

稱。

（Ｃ）甲因故殺死其父乙。有關甲之刑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甲成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Ｂ）甲之行為同時合致普通殺人罪與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構成要件，僅適用其中處罰比較重的後

者，排斥前者即可（Ｃ）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構成要件排斥普通殺人罪構成要件的現象，屬於一

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Ｄ）如果甲並不知其所殺害之人為其父乙，則甲僅成立普通殺人罪

。

（Ｄ）下列關於未遂犯之敘述，何者為錯誤？（Ａ）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為未遂犯（Ｂ）未

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Ｃ）未遂與預備之區別為是否著手（Ｄ）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

果，又無危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Ｂ）「小偷甲聽到主人乙返家，因而放棄其偷竊的行為」，甲的行為構成那一種未遂類型？（Ａ）準中止

（Ｂ）障礙未遂（Ｃ）不能未遂（Ｄ）既了未遂。

（Ｃ）下列關於刑法上的教唆犯之敘述，何者為錯誤？（Ａ）教唆他人使之實行犯罪行為者，為教唆犯（Ｂ

）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Ｃ）我國對於教唆犯採取嚴格從屬原則（Ｄ）無效之教唆

不罰。

（Ｃ）有關刑法幫助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幫助犯之不法內涵輕於正犯、教唆犯（Ｂ）幫助犯之

處罰，得依照正犯之刑減輕（Ｃ）被幫助人若不知幫助之情者，不成立幫助犯（Ｄ）被幫助者是否具

有「有責性」（罪責），皆不影響幫助犯之成立。

（Ｄ）下列何者在刑法上仍須處罰？（Ａ）幻覺犯（Ｂ）迷信犯（Ｃ）不能犯（Ｄ）不作為犯。

（Ｃ）有關數罪併罰方式的陳述，下列何者錯誤？（Ａ）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

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Ｂ）宣告之最重刑為死刑者，不執行他刑。但罰金及

從刑不在此限（Ｃ）宣告多數褫奪公權者，於各褫奪公權宣告中之最長期以上，各褫奪公權宣告合併

之刑期以下，定其褫奪公權之期限（Ｄ）宣告多數沒收者，併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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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刑法有關緩刑的敘述，以下何者錯誤？（Ａ）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方可能被宣

告緩刑（Ｂ）法官為緩刑宣告時，得斟酌情形，要求受緩刑宣告之被告向被害人道歉（Ｃ）緩刑之期

間自法院宣示判決之日起算（Ｄ）緩刑之期間為2年以上5年以下。

（Ｄ）下列有關過失之敘述，何者錯誤？（Ａ）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Ｂ）行為人對於

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行為人具備有認識過失（Ｃ）公務員若一時失察

，不慎將不實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不受刑事制裁（Ｄ）刑

法上的過失，除了有認識過失和無認識過失之外，還包含重大過失和業務過失。

（Ｄ）依我國刑法規定，滿幾歲之精神正常人應對其犯罪行為負完全刑事責任？（Ａ）15歲（Ｂ）16歲（

Ｃ）17歲（Ｄ）18歲以上，未滿80歲。

（Ｃ）下列何者得為著作權之標的？（Ａ）交通違規罰單（Ｂ）國家考試試題（Ｃ）大學教授授課內容（Ｄ

）行政機關函釋。

（Ｂ）公司法與民法就同一事項均有規定時，應如何適用？（Ａ）民法優先適用（Ｂ）公司法優先適用（Ｃ

）依施行細則決定何者優先適用（Ｄ）由主管機關決定何者優先適用。

（Ａ）下列何者非消費者保護法所規定之關於消費爭議的處理方式？（Ａ）和解（Ｂ）申訴（Ｃ）調解（Ｄ

）消費訴訟。

（Ｂ）關於年終獎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事業單位於年度營業終了結算，如有盈餘，對於全年工

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Ｂ）年終獎金因年年給與，應屬經常性給與之工資（Ｃ）年終獎金

亦得經勞資雙方之約定，不在年終時發給，而是分次於每個月給付薪資時給與（Ｄ）年終獎金應不得

計入平均工資之內。

（Ｂ）下列何者為全民健康保險之對象？（Ａ）執行期間在2個月以上之監所受刑人（Ｂ）外籍勞工（Ｃ）

喪失我國國籍之人（Ｄ）失蹤滿6個月者。

（Ｃ）下列關於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性質之敘述，何者錯誤？（Ａ）全民健康保險屬於社會保險（Ｂ）全民健

康保險為疾病保險（Ｃ）全民健康保險為責任保險（Ｄ）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保險。

（Ｄ）下列關於性別工作平等之請假規定，何者對不同性別者皆有適用？（Ａ）生理假（Ｂ）產假（Ｃ）陪

產假（Ｄ）家庭照顧假。

（Ｃ）下列敘述，何者係指合憲解釋？（Ａ）法官審理案件，應先審查所擬適用之法律是否合乎憲法意旨（

Ｂ）立法委員所制定的法律，不可以違反憲法的客觀意旨（Ｃ）司法院大法官進行法律違憲審查時，

認為法律合憲及違憲的解釋都有可能時，應儘可能選擇作合憲解釋（Ｄ）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機關作

成行政函釋時，應注意避免違反憲法意旨。

（Ｄ）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研究所考試，其簡章規定：「有色盲者，不得報考」。此一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認

為如何？（Ａ）過早限制學生職業選擇自由，違反比例原則（Ｂ）對身體有缺陷者作了不公平對待，

違反平等原則（Ｃ）對身體缺陷者，事先予以歧視，違反就業服務法之禁止歧視原則（Ｄ）色盲者確

有某些情形不適任警察工作，因此簡章限制報考，與目的間有實質關聯，並不違憲。

（Ａ）有關權力分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權力分立原則為法治國家原則要素之一（Ｂ）最早

提出權力分立原則者為孟德斯鳩（Ｃ）權力分立原則要求國家權力只能區分為三權（Ｄ）將國家權力

劃分為中央與地方之權限為水平之權力分立。

（Ｂ）直轄市所訂定之何種法規，須經行政院核定後始得發布？（Ａ）市議會所訂定之自律規則（Ｂ）規定

有罰則之自治條例（Ｃ）市政府依法定職權所訂定之自治規則（Ｄ）市政府依法律授權所訂定之自治

規則。

（Ｃ）清末法制變革，曾經指派兩位修訂法律大臣，參考各國法律，制定中外通行的新法。一位為伍廷芳，

另一位是誰？（Ａ）胡適（Ｂ）張君邁（Ｃ）沈家本（Ｄ）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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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四等基層行政警察人員

「行政法概要」題解

（Ａ）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行政處分，其效力為何？（Ａ）自始不生效力（Ｂ）違法而得撤銷（

Ｃ）得依申請補正（Ｄ）得轉換為其他行政處分。

（Ａ）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之行政處分，其效力為何？（Ａ）自始不生效力（Ｂ）違法而得撤

銷（Ｃ）得依申請補正（Ｄ）得轉換為其他行政處分。

（Ｄ）行政處分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之效力如何？（Ａ）其他部分同樣無效（Ｂ）其他部分之效力由

處分相對人自行決定（Ｃ）其他部分之效力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若行政機關未決定者，由處分相

對人決定（Ｄ）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除去該無效部分，行政處分不能成立者，全部無效。

（Ｃ）下列何者為法定獨立機關？（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Ｂ）審計部（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Ｄ）行政院法規委員會。

（Ｃ）下列那一種命令，在我國現行法中係由憲法（含憲法增修條文）所直接明文承認，並詳細規定者？

（Ａ）法規命令（Ｂ）職權命令（Ｃ）緊急命令（Ｄ）特別命令。

（Ｂ）使合法行政處分向將來失其效力行為，稱為行政處分之：（Ａ）撤銷（Ｂ）廢止（Ｃ）附款（Ｄ）

轉換。

（Ｂ）行政處分經廢止後，其效力如何？（Ａ）原則上溯及既往失效 （Ｂ）原則上自廢止時起失效（Ｃ

）效力未定 （Ｄ）自始、當然無效。

（Ａ）關於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

不得撤銷（Ｂ）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無論行政機關或人民，均不得再行撤銷（Ｃ

）違法行政處分撤銷後，一律自撤銷之日起失其效力（Ｄ）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為依法行政原則

之貫徹，不生任何信賴保護之補償問題。

（Ｃ）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處分的附款？（Ａ）條件 （Ｂ）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Ｃ）法定義務之教

示說明（Ｄ）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Ａ）行政機關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而作成之行政處分，其效果如何

？（Ａ）無效（Ｂ）不當（Ｃ）得撤銷（Ｄ）效力未定。

（Ａ）下列何者不是損失補償之要件？（Ａ）必須是公務員之故意過失所造成（Ｂ）損失之發生與行政機

關之行為間，必須要有因果關係（Ｃ）該私人的損失乃為公共利益之達成所遭受到的特別犧牲（Ｄ

）必須是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所造成。

（Ｂ）人民因公務員違法執行公權力而提起國家賠償之請求者，應至遲在知有損害後多久內為之？（Ａ）

1年（Ｂ）2年（Ｃ）5年（Ｄ）8年。

（Ａ）關於公有公共設施之國家賠償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該公共設施須為國家所有（Ｂ）須

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受到損害（Ｃ）採無過失責任（Ｄ）設置管理之欠缺必須與損害之間有因

果關係。

（Ｃ）依據國家賠償法第7條規定，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其方法為何？（Ａ）應只以金錢的方法為之

（Ｂ）應只以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的方法為之（Ｃ）原則以金錢為之，例外得依請求，為回復損害

發生前原狀（Ｄ）原則依請求，為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例外方以金錢為之。

（Ｄ）訴願人提起訴願不合法，訴願審議機關應如何處理？（Ａ）駁回（Ｂ）撤銷原處分（Ｃ）變更原處

分（Ｄ）不受理。

（Ｂ）依訴願法第79條第3項規定，訴願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務者，其受理訴願之上級機

關應如何處理？（Ａ）仍得全面審查 （Ｂ）僅就原處分之合法性加以審查（Ｃ）僅就原處分之妥

當性加以審查（Ｄ）不得加以審查。

（Ｂ）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何種行政行為，得提起訴願？（Ａ）行政命令（Ｂ）行政處分（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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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契約（Ｄ）行政指導。

（Ａ）對於依法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以團體之名義所為之行政處分，人民對該處分不服時，其訴願管

轄機關為何？（Ａ）原委託機關（Ｂ）中央主管部、會（Ｃ）原處分機關（Ｄ）受託行使公權力之

團體。

（Ｃ）下列何者不是訴願法中規定可再審之事由？（Ａ）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Ｂ）決定機關之組織不

合法者（Ｃ）決定理由不充分者 （Ｄ）依法令應迴避之委員參與決定者。

（Ｄ）有關提起訴願之期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應自行政處分作成之當日起算，30日內提起（Ｂ

）訴願人誤向無管轄權之機關提出訴願，視為未曾提起（Ｃ）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之時間，比照訴

願人（Ｄ）訴願人在法定期間內為不服之表示者，視為合法提起。

（Ｂ）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大學對學生所為退學之處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此處分對於人

民憲法上受教權有重大影響，可以提起行政救濟（Ｂ）僅可對於公立學校所為之退學處分提起行政

救濟（Ｃ）退學之原因可能來自於學業或操行（Ｄ）退學處分影響學生權益甚鉅，相關事由及處理

程序必須於各校校則中加以規定。

（Ａ）命令之名稱不包括下列何者？（Ａ）通則（Ｂ）規程（Ｃ）規則（Ｄ）準則。

（Ｃ）有關行政事件之公、私法性質的區別實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公、私法性質的行政事件，

均應直接、間接受到憲法上基本權利之拘束（Ｂ）行政執行法僅適用於公法性質的行政事件（Ｃ）

行政訴訟法上有關強制執行之規定，同時適用於公、私法之案件（Ｄ）國家賠償法第2條之規定，

不適用於私法性質的行政事件。

（Ａ）下列何者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難謂違反比例原則？（Ａ）限制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須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滿10年，作為擔任公務人員之要件（Ｂ）未說明理由直接課以較裁罰金額倍數參考表更

高數額或倍數之裁罰（Ｃ）強制全國人民按捺指紋並予錄存，否則不予發給國民身分證（Ｄ）納稅

義務人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另徵滯報金而無上限之限制。

（Ａ）下列何者不屬於「平等原則」之內容？（Ａ）行政行為一律禁止差別待遇（Ｂ）機關應就不同事件

為不同處置（Ｃ）機關應就相同事件為相同處理（Ｄ）恣意之禁止。

（Ｃ）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務員懲戒法之懲戒處分？（Ａ）撤職（Ｂ）休職（Ｃ）免職（Ｄ）降級。

（Ｃ）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者，得囑託何機關為之？（Ａ）國防部（Ｂ）行政院新聞

局（Ｃ）外交部（Ｄ）交通部。

（Ｃ）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之再申訴，由下列那一個機關審議決定？（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Ｂ）銓敘

部（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Ｄ）原處分機關。

（Ａ）關於法律保留原則，我國現行制度不採下列何種理論？（Ａ）全面保留理論（Ｂ）干預保留理論（

Ｃ）國會保留理論（Ｄ）重要性理論。

（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在現行法制中，為下列那一個機關下之組織？（Ａ）行政院（Ｂ）司法

院（Ｃ）考試院（Ｄ）監察院。

（Ｄ）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之復審由下列那一個機關審議決定？（Ａ）原處分機關 （Ｂ）銓敘部（Ｃ）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Ｄ）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Ｂ）公務人員被一次記二大過免職時應如何請求救濟？（Ａ）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出申訴（Ｂ）依公務

人員保障法提出復審（Ｃ）依訴願法提起訴願（Ｄ）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出再申訴。

（Ｄ）公務人員針對人事行政處分不服之權利救濟，可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復審，有關受理

復審案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公務人員對於所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所為行為而提起復審（

Ｂ）復審之標的涵蓋所有公務員權利侵害之救濟途徑（Ｃ）對於復審案件得為較原處分不利於該公

務人員之決定（Ｄ）對復審之結果仍有不服者，得循司法途徑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Ｄ）下列何者非現行公務員權益保障之救濟途徑？（Ａ）申訴（Ｂ）再申訴（Ｃ）復審（Ｄ）再復審。

（Ｃ）行政法學理上對於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政務官參與政策方針之決定

，隨政黨而進退（Ｂ）事務官有一定之任用資格限制（Ｃ）考試委員屬於政務官（Ｄ）事務官有一

定的陞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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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公務人員之年終考績被評為乙等，應如何救濟？（Ａ）向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不服訴願

決定，不得提起行政訴訟（Ｂ）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不服申訴決定者，得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提起再申訴，不得提起行政訴訟（Ｃ）向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提起申訴，不服申訴函復，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Ｄ）屬內部管理事項，除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外，無其他救濟管道。

（Ｂ）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務員之義務？（Ａ）應盡善良保管文書財物之責（Ｂ）對長官書面命令應絕對服

從（Ｃ）應忠實依法令執行職務 （Ｄ）應保守公務機密，退職後亦同。

（Ａ）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不是地方自治團體？（Ａ）臺灣省（Ｂ）桃園縣（Ｃ）新屋鄉（

Ｄ）高雄市。

（Ａ）某直轄市政府依法規將其部分法定權限交由其所屬之某局處辦理，此為下列何種關係？（Ａ）委任

（Ｂ）代理（Ｃ）授權（Ｄ）委託。

（Ｃ）下列何者不是行政機關與內部單位之區別標準？（Ａ）是否存在單獨的組織法規（Ｂ）是否得以自

身之名義對外行文（Ｃ）是否有獨立的辦公處所 （Ｄ）是否有獨立的預算。

（Ｃ）下列那一種事項，原則上應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Ａ）有關外交之行為（Ｂ）難民認定之

行為（Ｃ）本國人入境之行為（Ｄ）有關軍事之行為。

（Ｄ）行政程序法所稱之行政程序不包括：（Ａ）行政處分（Ｂ）行政指導（Ｃ）陳情（Ｄ）行政訴訟。

（Ａ）即時強制對於人之管束，以合於下列何種情形方得為之？（Ａ）瘋狂或酗酒泥醉，非管束不能救護

其生命（Ｂ）義務人負有行為義務，經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Ｃ）義務人就

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Ｄ）以上3種情形皆得施以即時強制對人之管束。

（Ｃ）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逾期不履行，而執行機關間接強制執行該行為者，

稱為：（Ａ）斷水斷電（Ｂ）即時強制（Ｃ）代履行（Ｄ）強制處分。

（Ａ）4依行政罰法之規定，關於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應如何處罰之？（Ａ）

分別處罰之 （Ｂ）從最重者處罰之（Ｃ）由裁處之公務員決定 （Ｄ）由受理在先之機關之上級機

關決定之。

（Ｄ）下列那一類型之行政行為不以行政機關之「意思表示」為其概念要素？（Ａ）行政處分（Ｂ）行政

契約（Ｃ）法規命令（Ｄ）行政指導。

（Ｄ）學理上均將不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歸類為事實行為，下列何者可歸類為警察的事實行為？（Ａ

）集會遊行之許可（Ｂ）交通警察手勢之指揮（Ｃ）車輛超速之舉發（Ｄ）巡邏。

（Ｂ）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與各醫事服務機構締結「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的法

律性質為：（Ａ）私法契約（Ｂ）行政契約（Ｃ）行政處分（Ｄ）行政計畫。

（Ａ）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將某私有民宅指定為古蹟之行為，其法律性質為何？（Ａ）行政

處分（Ｂ）行政計畫（Ｃ）事實行為（Ｄ）法規命令。

（Ｄ）公法上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幾年不行使而消滅？（Ａ）2年（Ｂ）3年（Ｃ）4年（Ｄ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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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四等基層行政警察人員

「刑法概要及刑事訴訟法概要」試題

甲承包某辦公大樓興建工程，與另一承包商乙因工程款債務未清償，發生糾紛。甲因需款孔急，強押

乙至某處，並以手銬銬住乙之手腳，要求乙給付欠款新台幣一億元。嗣經乙討價並委託友人A依指示

交付新台幣五百萬元。甲遂令友人B前往約定地點取款，不意B甫返回拘禁乙之處所即遭不明人士搶

走款項。甲誤以為警方查緝而逃逸，乙自行脫困。試問甲應負何刑責？

甲為了解女友A欲與其分手原因，乃唆使乙侵入A之住所，竊取A之電腦中與他人談話之電磁紀錄。乙

答應後，乃攜帶工具電鑽一支前往犯案，破壞A之鐵門門鎖，進入屋內找到A之桌上型電腦，插入所

攜帶之磁卡卻查無A與他人之對話紀錄，乙乃繼續尋找A之筆記型電腦，而在置物櫃內尋找筆記型電

腦時，適A返家，乙聽到聲響，遂趁隙逃離。試問甲、乙應負何罪名？

犯罪嫌疑人王強的配偶不顧王強反對，聘請律師陳五為王強之辯護人，律師陳五至警局立即表示在員

警對王強製作筆錄時要在場，並且要表示意見，試問王強之配偶可否幫王強聘請陳五律師？律師陳五

到警局之作為是否符合規定？

警員張三在台北縣烏來鄉山區某工寮，當場查獲犯罪嫌疑人甲竊取自中華電信機房之分離式冷氣機，

因為該機房先前已有多次失竊冷氣機之情形，警員乃於同日，前往犯罪嫌疑人甲位於台北縣新店市之

住處搜索其他失竊之贓物。試問警員之搜索是否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