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 108年度新進約僱人員甄選試題 
甄選類別【代碼】：行政服務組【P5401- P5404】 

專業科目（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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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英文初級／3.公文寫作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
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公文寫作乙題，配分 30分；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題，1-30題，
每題 2分；31-40題，每題 1分，合計 70分】，共 100分。 

選擇題限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以複選作答
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請參照答案卷所載注意事項，於各
題指定作答區內作答，並標明題號及小題號。 

請勿於答案卡（卷）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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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
內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
如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績 10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
續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節成績以零分計算。 

 

◎請勿於答案卡（卷）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壹、公文寫作（配分 30分） 

為配合國家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經濟部工業局於民國 106 年 11 月 30 日公告出租彰濱工業

區崙尾東區面積 347 公頃，目前廠商皆已完成簽約及辦理後續籌設作業，預計 109 年併網（併

入國家電力網路）。茲為持續擴大推動太陽光電，工業局預定於本(108)年底前加碼推出崙尾東

區臨 5 坵塊面積約 70 公頃產業用地（一）土地出租，預估裝置容量約 70 MW；以及雲林離島工

業區新興區面積約 209.8 公頃產業用地（一）土地出租，預估裝置容量約 209 MW。並已於 108

年 8 月 19 日邀集經濟部能源局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開會協商有關併網容量、升壓站設置及

電纜管路等各類相關問題。至於此次加碼推出提供廠商申租之土地，適用「工業區土地出租優惠

方案」，申請廠商應自簽訂租賃契約之日起 2 年內按核定計畫取得電業執照（或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登記）後即享有 2 年免土地租金之優惠。其餘相關事項，參閱經濟部工業局全球資訊網 

(https://www.moeaidb.gov.tw)。 

請參考以上資料，請代業務承辦人江山水撰擬經濟部工業局致所屬各工業區管理服務機構函：

本局擬於本(108)年底前公告彰濱工業區崙尾東區臨 5 坵塊及雲林離島工業區新興區分別提供產

業用地（一）土地出租，以配合國家再生能源發展政策，屆時請廣為宣傳，歡迎太陽光電業者申

租進駐。 

 

 

貳、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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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題，每題 2分。 

【3】1.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院大法官不得連任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一律適用法官終身職待遇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 

【3】2.下列事項何者應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定及國籍變更之行為 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 

國稅局核課所得稅額行為 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行政行為 

【3】3.行政程序法中有關行政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之單方行政行為 

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亦適用行政處分之規定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一律得為附款 

行政處分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2】4.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當日起發生效力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 

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應以法律定之 

【2】5.有關刑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刑分為主刑及從刑  褫奪公權亦為主刑之一種 

褫奪公權者，褫奪為公務員之資格及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宣告無期徒刑者，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4】6.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 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 

物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拋棄而消滅 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不須登記即得處分其物權 

【3】7.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抵押權之效力，及於抵押物之從物與從權利 抵押物滅失之殘餘物，仍為抵押權效力所及 

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不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 

抵押權不得由債權分離而為讓與 

【4】8.有關訴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訴願法提起訴願 

不服直轄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行政處分者，向直轄市政府提起訴願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訴願提起後，訴願人不得撤回 

【1】9.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通則」屬命令位階  「辦法」屬命令位階 

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 

【2】10.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直選自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 

司法院設大法官 17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 29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 113人，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4】11.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出租人甲與承租人乙訂定租賃契約十年，未進行公證，於租賃物交付後，乙占有中，甲將其所有權讓與
丙，其租賃契約，對於丙仍繼續存在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甲所有，而甲僅將土地所有權讓與乙，推定在五年期限內，甲乙間有租賃關係 

出租人甲與承租人乙訂定租賃契約，未約定租賃期間並未進行公證，於租賃物交付後，乙占有中，甲將
其所有權讓與丙，其租賃契約，對於丙仍繼續存在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甲所有，而甲僅將土地所有權讓與乙，推定在房屋之使用期限內，甲乙間有
租賃關係 

【請接續背面】 



【3】12.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不動產物權之法律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因徵收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未經登記，得處分其物權 

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2】13.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一部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
少租金 

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者，承租人怠於通知出租人，致出租人不能及時
救濟者，應賠償出租人兩個月之租金 

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應即通知出租人 

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因防止危害有設備之必要，承租人應即通知出租人 

【3】1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所有之意思，五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取得其所
有權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
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者，取得其所有權 

【2】15.有關行為能力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非無行為能力人，而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訂立買賣契約者，無效 

限制行為能力人購買教科書，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拋棄，無效 

限制行為能力人購買不動產，須經法定代理人承認 

【4】16.下列何種權利受侵害時，不得請求慰撫金？ 

信用權  貞操權 

隱私權  土地所有權 

【4】17.某甲經輔助宣告，請問，甲之下列行為，何者為有完全之效力？ 

拋棄繼承權  向銀行貸款 

出售所有之房屋  受領丙贈與汽車乙輛 

【2】18.甲出租所有之 A屋於丙，雙方就 A屋轉租之事宜，未為約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得將 A屋轉租於丁 

丙得將 A屋中一間房間轉租於丁 

丙將 A屋轉租於丁，甲得解除租賃契約 

丙將 A屋中一間房間轉租於丁，甲得解除租賃契約 

【2】19.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抵押權擔保之範圍，包含實行抵押權之費用 

抵押權擔保之範圍，包含一年或不及一年定期給付之違約金債權，其應於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
執行前十年內發生者為限 

抵押權擔保之範圍，包含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之利息 

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得由當事人以契約另行約定 

【2】2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無須清償讓與人就共有物因管理所生之負擔 

共有人未依約定方法管理共有物，就共有物之一部單獨占用收益，為對其他共有人所有權之侵害 

就共有動產設定質權，共有人已就質物約定使用方式，縱質權人不知約定內容，對質權人亦生拘束力 

區分所有人依規約決定對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管理方法，特定繼受人僅於明知約定內容時，對該
繼受人產生拘束力 

【4】21.有關轉包、分包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採購法禁止分包 

轉包廠商無需與得標廠商對機關負連帶履行責任 

須報備機關獲准後始可轉包 

採購法禁止轉包 

 

【2】22.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採購機關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幾親等以內親屬時應行迴避？ 

一親等 二親等 三親等 四親等 

【3】23.機關辦理下列何項門檻金額之採購，原則上須採公開招標方式？ 

查核金額 巨額採購 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4】24.驗收結果與契約不符時，機關應如何處理？ 

應限期請廠商說明 應減價收受 應解除契約 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3】25.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招標機關應自收到廠商異議之次日起於幾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以
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 

 7日  10日  15日  30日 

【2】26.下列何者不是政府採購法所稱之財物？ 

衣服 漁產 電器設備 汽車 

【3】27.採購法所稱之限制性招標，下列定義何者正確？ 

指經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 指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 

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 

經公告方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 

【2】28.申訴審議判斷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時，招標機關應為下列何種處置？ 

應即廢標 

應自收受審議判斷書之次日起 20天內另為適法之處置 

應令招標機關重新辦理公告招標 

立即暫停採購程序 

【1】29.有關政府採購法第 31條第二項追繳押標金之時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追繳時效為五年  追繳時效為七年 

採購法並無關於追繳押標金時效之規定，因此沒有時效問題 

追繳時效為三年 

【4】30.有關政府採購法第 50條第一項第五款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之規定，下列
何者不會直接構成重大異常關聯？ 

連絡人相同者  廠商電話地址相同者 

押標金連號  屬於關係企業 

◎英文初級，10題，每題 1分。 

【1】31. In fishing, you need to be       enough to wait for hours in order to catch a big one. 

 patient  natural  similar  cruel 

【3】32. Because of the thunderstorm, there’ll be a two-hour       for the take-off of our flight. 

 leave  peace  delay  debate 

【1】33. With a history of over 300 years, glove puppetry has been one of the       arts in China and Taiwan. 

 traditional  peaceful  equal  fatal 

【3】34. Just as we can’t decide a book’s worth by its cover, we shouldn’t       a person by his or her appearance. 

 tickle  require  judge  deserve 

【2】35. The average       of a movie is roughly between 90 and 110 minutes. 

 height  length  volume  schedule 

【2】36. Those teenagers were       loud and noisy in the late night that some neighbors called the police. 

 very  so  too  more 

【1】37. Ten years       very long for any person in an unhappy marriage. 

 is  are  be  can 

【3】38.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 

 the post office is where   the post office where is 

 where the post office is   where is the post office 

【3】39. If I       you, I would not make the same decision. 

 am  are  were  be 

【4】40.       lots of money to the kidnapper, David hoped to see his daughter return safely. 

 Pay  Paid  To pay  Having pa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