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工業局所屬工業區管理機構 99 年度新進聘用人員甄選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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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一）：1.民法概要（總則、物權、債編租賃第二章第五節）、政府採購法
2.公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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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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 86 歲之甲，患有老人癡呆症，某日與家人上山郊遊時，不幸走失。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檢察官得於甲失蹤滿三年後聲請死亡宣告
甲之子女得於甲失蹤滿一年後聲請死亡宣告
社福團體得於甲失蹤滿三年後聲請死亡宣告 甲之配偶得於甲失蹤滿一年後聲請死亡宣告
【4】17.台北市為建設捷運系統所需，於甲所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惟因疏忽未定有該地上權存續期間，
試問，該地上權存續期間應為何？
不得超過 5 年
不得超過 10 年
不得超過 20 年，否則縮短為 20 年
以該捷運系統使用目的完畢時，視為地上權之存續
期限
【3】18.姓名權受侵害者，除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外，並得請求：
不當得利
債務不履行
損害賠償

無因管理

【4】19.依民法租賃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出租人之義務？
繳納租金
租賃物為動物者，出租人有負擔飼養費之義務
承租人支出任何有益費用均應由出租人負擔 負擔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
【3】20.甲以其所擁有之某上市公司之股票向大大金融公司作為融資之擔保，甲與大大金融公司在物權
法上之關係為：
設定一般抵押權
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 設定權利質權
設定動產質權
【2】21.社團法人取得法人人格之時點為？
得主管機關之許可時
第一次社團總會召開後

於所在地主管機關完成登記時
社團章程內容確定時

【3】22.出租人甲以信函之方式向承租人乙催告支付已延遲之租金時，該催告之生效時點為何？
甲將信函投入郵筒時
甲寫完該信函時
該信函置於乙可收受時之住家信箱
乙閱讀完該信函時
【1】23.十八歲之甲外表老成，家境富裕，一心想脫離父母的管教，故向乙謊稱已滿二十歲，並出示偽
造之身分證影本予乙證明其已成年，為的就是向乙租一間小套房，作為平日與同學玩樂休閒之處。乙
不疑有他，便與甲簽訂租賃契約。試問該租賃契約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3】24.甲向乙租 A 屋，為期三年，於租期三年屆滿之後，甲仍繼續使用 A 屋，且乙並未即時表示反對
之意思，試問該租賃契約期限屆滿後之效力為何？
再延長三年
再延長一年
視為不定期限
已失效

【2】25.在他人土地上有為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之權者為何種物權？
地上權
農育權
不動產役權
典權
【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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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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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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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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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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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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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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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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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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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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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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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