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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法概要（總則、物權、債編租賃第二章第五節）、政府採購法
【2】1.動產物權之讓與時，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其讓與行為於何時生效？
必須於交付動產時
於讓與合意時
其動產權利無瑕疵時 受讓人支付價金時
【4】2.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由其管理人拾得遺失物時，於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其報酬請求
權為何？
拾得人不得請求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一的報酬
拾得人不得請求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二的報酬
拾得人不得請求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三的報酬
拾得人不得請求報酬
【1】3.受監護宣告之人，其本人所為之意思表示：
無效
得撤銷
不生效力

經監護人同意後生效

【1】4.土地所有人將所有土地出租於人，則何人為有收取天然孳息權利之人？
承租人
出租人
視出租物性質而定 視當地交易習慣而定
【3】5.行天宮為下列何種法人？
營利之社團法人
公益之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公法人

【1】6.關於租賃契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諾成契約
為要物契約

為物權契約

為一處分行為

【4】7. 21 歲的大學生甲向友人乙借 2 萬元買電腦，乙也一直未向甲催討，問經過幾年後，乙再向甲催
討時甲得主張消滅時效之抗辯？
2 年
5 年
10 年
15 年
【1】8.甲以贈與之意，而用買賣方式將其所有之 A 地移轉登記給其兒子乙，乙又將 A 地賣給丙，並辦
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丙間之買賣契約無效
甲乙間之贈與契約有效
丙得對甲主張 A 地之所有權
甲乙間買賣契約因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所以無效
【2】9.有關代理行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代理行為只有法定代理一種
身分行為均可以代理

代理人須以本人名義為之
事實行為亦可以代理

【4】10.下列哪個選項並非動產物權的交付方式？
占有改定
現實交付
簡易交付

書面交付

【3】11.下列何者非公同共有關係形成原因？
繼承
合夥

承攬

祭祀公業

【2】12.甲偷乙之金項鍊一條，變賣給善意不知情之銀樓老闆丙，現由丙占有中，試問從被偷之時起，
多久以內乙可向丙請求回復其物？
一年
兩年
三年
不可，丙善意取得
【4】13.甲今年十六歲，已婚，與 A 銀行訂立貸款契約，請問該契約之效力為何？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有效
【2】14.消滅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請問於請求後多久之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兩年
【1】15.甲向乙銀行借貸 2,000 萬元，因無不動產供擔保，便由父母丙丁提供丙所有價值 1,500 萬元之 A
地及丁所有價值 1,000 萬元之 B 地，共同設定抵押權以擔保乙對甲之借款債權，該二筆土地皆未限定
負擔金額。嗣後，甲果然無力清償該債務，乙銀行聲請法院拍賣 A、B 二地，皆依其所有之價值足額
賣出。請問 A 地與 B 地對該債權內部實際分擔金額各應為何？
 A 地 1,200 萬元，B 地 800 萬元
 A 地 1,500 萬元，B 地 500 萬元
 A 地 1,000 萬元，B 地 1,000 萬元
 A 地 1,400 萬元，B 地 600 萬元
【1】16.下列何者非政府採購法所適用之主體？
高雄區漁會
台灣大學

台鐵

考試院

【4】17.關於機關承辦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下列何者情形無須迴避？
涉及承辦人員之兄弟姐妹之利益
涉及承辦人員之配偶之利益
涉及與承辦人員同財共居之親戚的利益
涉及承辦人員大學同學之利益
【3】18.下列何者情形廠商所繳交之押標金得不予發還？
廠商報價有效期已過，且拒絕延長
廠商繳納押標金後逾期投標
廠商冒用他人名義投標
廠商投標文件已確定不合於招標規定
【4】19.機關採購以最低標決標時，關於標價過低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
在期限內如廠商未提出說明前不得先行決標
廠商提出說明後，機關認為合理且無降低品質或無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時，則無須再通知該廠商提出
擔保
廠商未於期限內說明時，則視為流標
【3】20.依政府採購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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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多少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
以上者，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
 1/3
 1/2
 3/4
不管金額占採購金額多少以上，只要在公告金額以上者，均有政府採購法之適用
【3】22.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供應、安裝或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者，
稱為：
共同投標
限制性招標
統包
選擇性招標
【2】23.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何種情形不得提起異議、申訴？
訂約前應公告之事項未予公告
訂約後之爭議
訂約前對於投標者之資格加以限制
對於遲到之投標仍予以接受

【3】24.對於機關辦理採購，得不適用政府採購法招標、決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遇有戰爭、天然災害、癘疫或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需緊急處置之採購事項
人民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需緊急處置之採購事項
軍事機關之採購，不需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
依條約或協定向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辦理之採購，其招標、決標另有特別規定者
【1】25.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優先採購取得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標章使用許
可，而其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並得允許百分之幾以下之價差？
百分之 10
百分之 15
百分之 20
百分之 25

貳、英文（初級）
一、字彙【請依照句子前後文意，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2】26. Some passengers complain that it usually ________ too long to fill in travel insurance documents.
 costs
 takes
 spends
 spares
【4】27.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planet’s being warming up is an ________ in the number of natural
disasters.
 objective
 account
 effect
 increase
【1】28. Broadly speaking, I would agree with Shirley, though not ________.
 entirely
 widely
 smoothly
 extensively
【3】29. Nowadays, people usually think if you enter a key university, you are your parents' ________.
 luck
 cheer
 pride
 value
【4】30. Those who change mobile phones frequently will pay a heavy ________ for being fashionable.
 cost
 due
 tax
 price
【3】31. Victor is ________ the guidebook,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about Japan, where he will travel soon.
 tracing
 skipping
 scanning
 tearing
【1】32. Her talent and experience ________ her to the respect of her colleagues.
 entitled
 deserved
 qualified
 permitted
【1】33. My grandfather is as ________ as a young man and hates sitting around doing nothing all day.
 energetic
 sensitive
 talkative
 eager
【2】34. I don’t think it’s my ________ that the TV blew up. I just turned it on. That’s all.
 duty
 fault
 future
 destiny
【2】35. The price of the jacket is too ________.
 big
 high
 large
 thick
二、文法測驗【請在下列各題中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2】36.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unwise to give a child ________ he or she wants.
 however
 whatever
 whenever
 whichever
【4】37. Antonia is ________ as any of us.
 as a good swimmer  so good swimmer  as good swimmer  as good a swimmer
【3】38. Taiwan-born filmmaker Ang Lee won the best director Oscar at the 78th Academy Awards, ________
the highest honor in American movie fields.
 consider
 considering
 considered
 to consider
【1】39. The teacher together with his students ________ discussed the matter.
 has
 have
 has been
 have been
【3】40. The silence of the library ________ only by the sound of pages being turned over.
 breaks
 broke
 was broken
 has been broken
【4】41. Only when your identity has been checked, ________.
 you are allowed in  will you allow in
 you will be allowed in  will you be allowed in
【2】42. The manager, ________ his factory's products were poor in quality, decided to give his workers
further training.
 known
 knowing
 to know
 being known
【4】43. With its rapid growth in population, the city ________ in all direction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spread
 spreads
 had spread
 has spread

【1】44. Generally speaking, ________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s, the drug has no side effects.
 when taken
 when taking
 when to take
 when to be taken
【3】45. The discovery of new evidence led to ________.
 catch the thief
 the thief to be caught
 the thief being caught
 the thief having caught
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及非必要之文字、編號或符號，亦不得使用鉛筆作答，違反者
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重視環保生態已是舉世共識，國人亦無不致力於保護自然生態環境。但邇來頻
傳工業區內遭人檢舉，疑有廠商利用夜間或颱風天，未將工業廢水全部納入污水廠
處理，而直接排入雨水溝中，因而污染周遭農地，並影響附近居民身體健康。
工業區服務中心為工業區雨、污水下水道管理機構，依工業局○○年○○月○
○日第○○次會議決議，應請工業區服務中心加強輔導管理，避免違規情事發生，
本案並將以專案列管，列入年度考核重點項目。
請參考以上資料，試擬經濟部工業局致各工業區服務中心函，請其加強輔導管理，
以防止工業區內少數廠商未將工業廢水全部納入污水廠處理，而直接排入雨水溝中之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