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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 106 年度新進約僱人員甄試試題
專業科目(一)：公文寫作、法學緒論、民法概要（總則、物權、
債編租賃第二章第五節）及政府採購法。

測驗時間：09:00-10:30

職缺/組別【代碼】
：約僱人員/行政服務組
【A001 北部地區】【A002 花東地區】【A003 中部地區】【A004 南部地區】(丁卷)
※注意：
1.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碼、甄選類科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
2.本試卷測驗題型為【公文寫作乙題，配分 30 分】及【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5 題，每題配分 2 分，合計
70 分】，總計 100
3.選擇題限用 2B
4.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指定作答區（第一題）作答，違反者該科酌予扣分
5.
6.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發
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
該科扣 10
7.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公文寫作（配分 30 分）
台灣自來水公司 106 年 7 月 25 日第 145 次 000 會議辦理事項，為落實用水觀念，提供用水須知：
「漏
水檢查與預防」
、
「用水安全」
、
「用戶用水設備」
、
「飲水思源」及「節約用水」五項基本常識，請工業
局各工業區服務中心加強宣傳工業區廠商用水須知及加強相關儲水設備檢查，以落實本項政策推動成
效。請試擬經濟部工業局函知所屬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
函
地址：
傳真：
聯絡人：
電話：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
說明：
貳、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5 題（每題 2 分）
1. C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直轄市議會訂定之「XX 市議會議事規則」，其性質為何？ (A) 自治條
例 (B) 自治規則 (C) 自律規則 (D) 委辦規則
2. A 下列何者非屬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 (A) 智慧財產事件 (B) 簡易
訴訟程序事件 (C) 交通裁決事件 (D) 收容聲請事件
3. A 我國憲法有關於總統之彈劾，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副總統之彈劾案，由監察院提出 (B) 總
統之彈劾案，由立法院提出 (C) 總統之彈劾案，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 (D) 總統之
彈劾案若成立，被彈劾人即應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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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我國憲法有關於行政院院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若經立
法院表決未獲通過，行政院院長應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B) 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無須立法院
之同意 (C)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暫時代行其職權 (D) 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
案，若經立法院表決通過，行政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出辭職
B 依行政程序法第 7 條規定，行政機關於行政行為時，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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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何種原則之要求？ (A) 信賴保護原則 (B) 比例原則 (C) 平等原則
(D) 誠實信用原則
A 人格權受侵害時，受害人依法得主張之請求，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 以法律有特別規定
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 (B) 侵害者有過失時，方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 (C) 侵害者
故意為之時，方得請求防止之 (D) 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 1 年
B 下列何者是我國民事訴訟採所謂直接審理原則（或主義）的規定？ (A) 裁定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 (B) 法官非參與為判決基礎之辯論者，不得參與判決 (C) 判決，除別有規定外，應本於當
事人之言詞辯論為之 (D) 當事人不得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
D 依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不動產物權？ (A) 地上權 (B) 抵押權 (C) 農育權 (D) 留置權
B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 33 條所稱之主刑？ (A) 拘役 (B) 沒收 (C) 罰金 (D) 自由刑
C 依據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監察院之職權？ (A) 調查權 (B) 糾舉權 (C) 同
意權 (D) 審計權
C 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必須預告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勞工繼續工作 3 個
月以上 1 年未滿者，應於 30 日前預告之 (B) 勞工於接到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
假外出，請假期間雇主不必給付工資 (C) 雇主未依法律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
告期間之工資 (D) 除另謀工作外，預告期間勞工不得再依勞工請假規則請假
C 因意思表示內容有錯誤而擬撤銷時，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多久期間不得撤銷？ (A) 三個月 (B)
六個月 (C) 一年 (D) 二年
C 以他人不動產供自己不動產通行、汲水、採光、眺望、電信或以其他特定便宜之用者，稱為：
(A) 農育權 (B) 抵押權 (C) 不動產役權 (D) 土地租賃權
D 有關抵押權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當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其抵押權不因
該不動產之物權讓與而受影響 (B) 抵押之不動產如經分割，其抵押權不因該不動產經分割或讓
與一部而受影響 (C) 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抵押權不因該債權經分割或讓與一部而受影響 (D)
抵押權之獨立性在於其得由債權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
D 乙將其所有汽車為甲設定動產質權，以為其對甲借款債務之擔保。該車並已交付給甲占有。下
列那種情形，甲之動產質權並不消滅？ (A) 丙仗義相助幫乙清償該債務 (B) 甲將該車返還給
乙 (C) 甲喪失對該車之占有，於第 3 年始請求返還 (D) 該車被盜後，隔年再讓與給善意第三人，
甲對該第三人行使回復請求權時
D 有關動產善意受讓要件之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讓與人與受讓人須完成讓與動產之
交付行為，此之交付不包含觀念交付 (B) 受讓人出於善意且有抽象輕過失者，不受占有之保護
(C) 讓與人必須是無權代理 (D) 盜贓物為金錢時，被害人不得向善意占有人請求回復
B 甲與乙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將甲所有之 A 地賣予乙並移轉登記為乙所有。嗣後乙擅自將 A 地
出賣丙，並完成移轉登記，惟丙不知甲、乙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與乙間關於 A 地之買賣契約效力未定 (B) 甲與乙間關於 A 地之買賣契約無效 (C) 甲與乙間
關於 A 地之買賣契約有效 (D) 乙與丙間關於 A 地之買賣契約無效
C 甲對乙表示，如不贈與汽車，即告發其作弊之事，乙被迫贈與之。該贈與契約之效力為： (A)
有效 (B) 無效 (C) 得撤銷 (D) 效力未定
B 甲對乙說：「當你結婚之日，即贈送汽車一部」，此屬： (A) 附期限之贈與 (B) 附停止條件之
贈與 (C) 附解除條件之贈與 (D) 附負擔之贈與
D 甲遺失價值拾萬元之金戒指一只，被大學生乙拾得並依法招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自
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逾六個月，若甲未認領者，由乙取得該戒指所有權 (B) 乙於受領取通知
或公告後三個月內未領取者，該戒指歸屬於保管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C) 甲認領該戒指時，乙可
向甲請求壹萬元報酬 (D) 乙對甲之報酬請求權，因三個月期間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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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 關於添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動產及不動產
所有人，共有該動產所有權 (B) 動產與他人之動產附合，非毀損不能分離，或分離需費過鉅者，
各動產所有人，按其動產附合時之比 例，比例高者取得合成物之所有權 (C) 動產與他人之動產
混合，不能識別，或識別需費過鉅者，拍賣之 (D) 附合之動產，有可視為主物者，該主物所有
人，取得合成物之所有權
22. A 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此稱為：
(A) 買賣不破租賃原則 (B) 不溯既往原則 (C) 前手優於後手原則 (D) 物權優於債權原則
23. C 甲以其土地設定不動產役權於乙後，復以同一土地之一部分設定普通地上權於丙。丙之普通地
上權的效力如何？ (A) 當然無效 (B) 當然有效、且其效力優先於乙之不動產役權 (C) 無妨害乙
之不動產役權時，當然有效 (D) 乙、丙各自之用益物權的優先效力，由所有權人甲決定之
24. C 下列何種權利屬於準物權？ (A) 農育權 (B) 商標權 (C) 漁業權 (D) 典權
25. C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 採購法所稱選擇性招標，指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
資格審查後，再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B) 機關辦理限制性招標，邀請 4 家廠商比價，有 2
家廠商投標者，即得比價(C) 機關辦理選擇性招標，不得規定廠商應將規格與價格合併投標(D)
機關為特定個案辦理選擇性招標，應於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邀請所有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
26. A 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應先編擬計畫依規定層報核定，此計畫內容不包括: (A) 預估底價
(B) 採購房地產及指定地區採購之理由及其必要性(C) 政府公定或評定價格(D) 附近買賣實例或
其他徵信資料
27. A 機關辦理委託資訊服務，其服務費用未達公告金額者，下列何者不是得適用之採購方式？(A)
統包(B)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C) 公開評選(D) 公開招標
28. A 機關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辦理評選資訊服務廠商，其投標廠商應有？(A) 1 家(B)
2 家(C) 3 家(D) 6 家方可開標
29. B 機關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辦理評選專業服務廠商，其第 1 次開標，除招標文件另有
規定外，投標廠商須達幾家以上方可開標？(A) 必須達 3 家以上(B) 須達 1 家(C) 須達 6 家以上
(D) 須達 2 家以上
30. A 下列何者不是屬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謂「因無其他合適替代標的」得採限制性招標
所稱之專屬權利？(A) 商標專用權(B) 專利權(C) 著作權(D) 電路布局權
31. B 共同投標廠商應負連帶責任之事項有採購法第 101 條各款所列情形，依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 項
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應刊登(A) 個別項目履約成員名稱(B) 全體成員名稱(C) 代表廠商名稱
(D) 依照約定履行之
32. D 採購法第 25 條第 1 項允許共同投標之個別採購特性，為下列何種情形？ (A) 允許共同投標有
利工作界面管理者(B) 允許共同投標可促進競爭者(C) 允許共同投標，以符合新工法引進或專利
使用之需要者(D) 以上皆是
33. B 共同投標廠商之共同投標協議書，下列何者為非？(A) 應載明各成員之主辦項目及所占契約金
額比率(B) 協議書內容與契約規定不符者，以協議書內容為準(C) 應載明各成員於得標後連帶負
履行契約責任(D) 協議書內容，非經機關同意不得變更
34. C 採購法第 26 條第 3 項所稱同等品，應由下列何者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不低
於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A) 評選委員會(B) 開標主持人(C) 招標機關(D) 主管機關
35. C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
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B) 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者，機關於招標文件
中規定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以供審查，並無違反採購法規定(C) 機關於招標文件要求特
定之商名，並註明﹁或同等品﹂字樣者，即不違採購法(D) 採購法第 26 條第 3 項所稱同等品，
指經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不低於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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