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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一）：1.民法概要
： 民法概要（
民法概要（總則、
總則、物權、
物權、債篇租賃第二章第五節）
債篇租賃第二章第五節）、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
2.英文
英文（
英文（初級）
初級）
3.公文寫作
公文寫作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組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
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正反兩頁，其中民法概要（總則、物權、債篇租賃第二章第五節）
、政府採購法，共 30 題
單選選擇題，每題 2 分，合計 60 分；英文（初級）
，共 10 題單選選擇題，每題 1 分，合計 10 分。
限以 2B 鉛筆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公文寫作一篇（30 分），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修正帶(液)等文具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
並請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違反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
若應考人測驗時於桌面上放置或使用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機，該科扣 10 分；計算機並由監試人員
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及答案卷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壹、民法概要（
民法概要（總則、
總則、物權、
物權、債篇租賃第二章第五節）
債篇租賃第二章第五節）、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
1.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
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2.甲以書信對乙為意思表示（或意思通知），該書信達到乙，乙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接收，或乙已受郵局通
知往取書信（郵件），試問以下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之表示為非對話意思表示
甲發出書信後死亡，其意思表示，不因之失其效力
甲在書信未到達乙之前，隨時可撤銷其意思表示
該書信既已達到乙支配範圍內，乙處於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狀態，應認為已達到而發生效力
3.甲租用乙的土地建築房屋，試問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租約期限逾一年者，應以字據訂立之，未以字據訂立者，視為不定期限之租賃
甲於契約成立後，得請求乙為地上權之登記
甲之房屋所有權移轉時，甲乙間之租賃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
乙出賣基地時，甲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甲於乙的書面通知達到後二十日內未以書面表示承買
者，視為放棄
4.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且雙方當事人並未訂有相關約定，修繕費用由何人負擔？
出租人
承租人
使用人
管理人
5.債務人之債務時效完成之後，債務人取得什麼權利？
抗辯權
形成權
撤銷權

請求權

6.甲今年十七歲，已婚，與 A 銀行訂立融資契約，請問該契約之效力為何？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有效
7.甲將自己所有之油漆漆在乙的汽車上，試問甲乙間之關係為何？
甲仍擁有油漆之所有權
乙取得合成物所有權
因油漆與汽車已經附合，故甲乙應按其動產附合時之價值，共有合成物
甲乙如無法達成協議，甲得請求乙返還已上漆之油漆
8.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效力為何？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須經法定代理人承認，始生效力

9.依民法公同共有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為，成一公同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同關係，而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人
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
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為之
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
10.甲乙丙共有 A 地，甲和乙各有五分之一、丙有五分之三，甲欲出售其應有部分，該如何為之？
經全體共有人同意
經持有比例最高之丙同意
經地政機關同意
不須經任何人同意，甲可自由為之
11.債務人甲在其抵押物上分別有乙、丙、丁第一、二、三次序依次為新台幣 180 萬、120 萬、60 萬之抵押
權，乙將第一優先次序權讓與丁，甲之抵押物拍賣所得為 300 萬元。請問分配次序應為下列哪個選項？
〈不論債務是否完全受到清償〉
丁丙乙
丁乙丙
乙丙丁
乙丁丙
12.下列何者不因登記即取得不動產所有權？
繼承
買賣

遺贈

贈與

13.民法有關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以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為限
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就已確定之原債權，僅得於其約定之最高限額範圍內，行使其權利
最高限額抵押權得約定其所擔保原債權應確定之期日，並得於確定之期日前，約定變更之。其確定之
期日，自抵押權設定時起，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原債權確定後讓與他人者，其最高限額抵押權不隨同移轉
14.甲乙為毒品之買賣，請問該買賣契約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15.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鄰地所有人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但經法院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
去或變更者除外
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
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鄰地所有人可請求拆屋還地
16.下列何者不屬政府採購法所稱之財物？
各種物品
生鮮農漁產品

權利

不動產

17.依政府採購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
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由其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試問條文中所稱公告金額，現行公告
之額度（新台幣）為何？
50 萬元
100 萬元
150 萬元
200 萬元
18.依政府採購法第 24 條有關「統包」規定，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得以統包辦理招標，另統包實
施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關於統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機關為「統包」時應先評估確認整合設計及施工或供應、安裝於同一採購契約，較自行設計或委託其
他廠商設計，可提升採購效率、確保採購品質、可縮減工期且無增加經費之虞，方得以統包辦理採購
統包得標廠商之設計應送採購機關或其指定機構審查後，始得據以施工或供應、安裝
統包採購之性質僅限於工程、財物採購及勞務採購
對於技術工法尚不明確之工程採購，不應採統包方式辦理招標
19.依政府採購法第 83 條之規定，審議判斷，視同下列何者？
上訴
訴願決定
申訴

行政訴訟

20.甲政府單位新建辦公大樓公開招標案，A 廠商得標後，因考慮本身建案相當多，為怕影響工程品質，遂
請技術水準優良之 B 廠商代為履行該標案，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對甲政府單位利益並無任何損害，故可允許 A 廠商之行為
如 A 廠商有正當理由即可
機關得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或沒收保證金，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A 廠商之行為屬於「分包」行為，政府採購法並未明文禁止
21.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廠商提出申訴後，廠商得於審議判斷送達前撤回之。申訴經撤回後，得否提出同一之申訴？
得再行
不得再行
視情況而定
需經主管機關同意後
22.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應遵守之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代理廠商向原任職機關接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
關之事務
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配偶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廠商如有請託或關說時，宜以書面為之或作成紀錄，並應作為評選之參考
採購之承辦、監辦人員應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相關規定，申報財產
23.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下列何項情形，不得採選擇性招標？
經常性採購
投標文件審查，須費時長久始能完成者
廠商資格條件單純者
廠商準備投標需高額費用者
24.下列選項何者非為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之決標，所應依循之辦理原則，並應載明於
招標文件中？
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未訂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標價合理，且在預算數額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
採用複數決標之方式︰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保留採購項目或數量選擇之組合權利，但應合於最高
價格或最有利標之競標精神
25.甲機關採購人員辦理採購時，如要採最有利標之決標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法應以最低標為原則、最有利標為例外
以異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而不宜以最低標辦理者為限
應先報經行政院工程委員會機關核准
僅限該採購案內容屬專業技術，市場上無法比價者為限
26.機關於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情形者，機關應為下列何項行為？
請得標廠商補正投標文件
由第二順位廠商得標
廢止該標案
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
27.依政府採購法第 53 條規定，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該最低標廠商
減價一次；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重新比減價格，比減價格
不得超過幾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28.依政府採購法第 56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決標依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理者，應依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審標準，就廠商投標
標的之技術、品質、功能、商業條款或價格等項目，作序位或計數之綜合評選，評定最有利標
價格或其與綜合評選項目評分之商數，不得做為單獨評選之項目或決標之標準
未列入之項目，不得做為評選之參考
評選結果無法依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評定最有利標時，得採行協商措施，再作綜合
評選，評定最有利標。評定應附理由。綜合評選不得逾三次

29.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特定
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對招標文件規定提出異議者，為自公告或邀標之次日起等標期
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一日者，以一日計。但不得少於幾日？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30.甲機關辦理汽車公開採購並採最低價決標，A 公司以總價 40 萬元（新台幣，以下同）為最低價，B 公
司以 57 萬為次低標，因該同一規格之汽車，市場一般行情價約為 60 萬元，故 A 公司之標價顯不合理，
是否能誠信履約堪虞，試問甲機關得如何處理？
得限期通知 A 公司提出說明或擔保
因 A 公司總價顯不合理，故應直接由 B 公司得標
得廢標重新辦理招標，所需費用得向 A 公司求償
因採最低標，故依法仍應由 A 公司得標，如 A 公司事後無法誠信履約，屬債務不履行賠償之問題

貳、英文（
英文（初級）
初級）
一、字彙【
字彙【請依照句子前後文意，
請依照句子前後文意，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31. The train was two hours behind ________ because of an accident.
 screen
 portion
 schedule
 technology
32. Physical ________ is not what I am going after; I enjoy spiritual peace of mind.
 humor
 pleasure
 rationality
 modification
33. Brian lacks a sense of ________; therefore, it’s not uncommon for him to go in the wrong direction.
 confusion
 indication
 interaction
 orientation
34. Our company is by far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electronic ________ in the world.
 compartments
 components
 composers
 competitors
35. The manufacturer offers quantity ________ to their major retailers.
 balance
 discount
 recount
 quota
二、文法測驗【
文法測驗【請在下列各題中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請在下列各題中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36. It is no use ________ with Andre because he will never change his mind.
 argue
 arguing
 argued
 to have argued
37. Michelle is not ________ to attend Sarah’s birthday party since they had some kind of quarrel last Friday.
 likely
 possibly
 probably
 willingly
38. ________ several failures in the new project, the team improvised a contingent plan to cope with
unpredictable situations.
 To experience
 Experiencing
 Being experienced  Having experienced
39. Goldman Sachs recently predicted that China’s GDP might equal ________ the United States by 2027.
 it to
 it for
 that of
 that in
40. ________ the economy continues to be in a recession, thrift will find itself a larger audience.
 As if
 As soon as
 As well as
 As long as

、公文寫作（
公文寫作（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及非必要之文字、
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及非必要之文字、編號或符號，
編號或符號，亦不得使用鉛筆作答，
亦不得使用鉛筆作答，違反者
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經濟部工業局將於今（98）年○月進行老舊工業區更新與開發，諸如污水管線更生汰換、污水處
理廠擴建與功能提升等，多項工作皆屬承攬作業型態。而承攬作業屬於臨時性作業，具有人員流動性
大、作業環境及類型多變等特性，因此常造成管理上的困難。另承攬作業工作者多不具安衛專業，對
於危害認知較低，故常因疏失發生職災事故。為加強同仁於承攬作業上之權責認知及管理能力，特委
託工安衛專業技術團隊，分別於○月○日、○日及○日假新竹工業區服務中心、台中污染防治人才培
訓中心及仁大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工業區承攬作業安全衛生管理實務研習會」
，分從法規、檢查、職
災案例及實務管理（含事故處理）4 大面向進行課程研習及經驗分享。試擬經濟部工業局發文邀集各工
業區服務中心及污水廠業務相關人員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