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年公務⼈人員 
初等考試試題

科別：⼀一般行政

科⺫⽬目：公⺠民01

⾮非讀不可 FIEB



※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
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
⽤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
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
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10題



1.知名的 KTV 錢櫃與好樂迪 
   曾經想要合併，但是政府 
   擔⼼心其結合行為會影響消 
   費者權益，故依法未予同 
   意。政府所根據的法律是 
   那⼀一項？ 

A. ⺠民法  
B. ⺠民事訴訟法  
C. 公平交易法  
D. 消費者保護法

解析



2.根據鄉鎮市調解條例的規 
   定，下列那些事件可以申 
   請調解？①⺠民事事件 ②⾮非 
   告訴乃論的刑事案件 ③告 
   訴乃論的刑事案件 ④內亂 
   罪、外患罪  

A. ①②  
B. ①③  
C. ①④  
D. ②④ 

解析



3.志玲從電視新聞看到我國 
   某⼀一機關進行不信任投 
   票，請問：下列那⼀一機關 
   有此職權？  

A. 臺北市議會  
B. 立法院  
C. 嘉義縣議會  
D. 監察院

解析



P h o t o F a s t U S B 3 . 0隨⾝身碟

原價3 9 9 0      

特價2 4 9 9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5AM200001795


4.老⺩王因細故對⼩小李動⼿手， 
   造成⼩小李左肩瘀⻘青腫痛， 
   事後⼩小李不接受老⺩王的道 
   歉，堅持向法院提起⺠民事 
   訴訟。下列有關本事件的 
   敘述何者正確？ 
A. ⼩小李必須先向法院提起刑
事訴訟  

B. 法院必須要主動調查和蒐
集證據 

C. 老⺩王不得聘請律師為訴訟
代理⼈人  

D. 老⺩王在判決前可向法院聲
請和解

解析



5.公⺠民投票法第 54 條規定， 
   公⺠民投票若涉及中央與地 
   ⽅方職權劃分或法律之爭議 
   時，應由那⼀一個機關解決 
   之？  

A. 總統府  
B. 立法院  
C. 行政院  
D. 司法院

解析



6.⼩小⾼高所開設的某⽂文理補習 
   班，⽇日前被⾼高雄市政府裁 
   定違規營業，⽽而遭受罰鍰 
   及斷⽔水、斷電的處分。若 
   ⼩小⾼高不服此項行政處分， 
   欲採行有效的法律救濟途 
   徑，則依法他應採取下列 
   那⼀一種救濟⽅方式？ 

A. 提起⺠民事訴訟  
B. 提起刑事訴訟 
C. 提起訴願、行政訴訟  
D. 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申訴

解析



台灣製1 8吋⼤大涼⾵風扇

原價2 9 9 0      

特價1 1 9 0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5AM090000783


7.刑事訴訟法規定告訴乃論 
   之罪，提告必須在多久的 
   法定期間內為之？ 

A. 三個⽉月  
B. 六個⽉月  
C. ⼀一年  
D. 三年

解析



8.依我國國籍法的規定，國 
   籍的取得是以下列何項原 
   則為主？  

A. 屬⼈人主義  
B. 屬地主義  
C. 彈性主義  
D. 歸化主義

解析



9.在⺠民主國家，政府行使公 
   權力必須依據各項行政法 
   規。依⼀一般法律分類，下 
   列何者屬於行政法規？ 

A. 公司法  
B. 勞動基準法  
C. 刑事訴訟法  
D. 家庭暴力防治法

解析



智慧雙U S B輸出快速充電器

原價6 5 0      

特價1 9 9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3AM300001055


10.中華⺠民國憲法第8條明確  
    規定除現行犯外，⾮非經司 
    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 
   ，不得逮捕拘禁⼈人⺠民。 請 
    問：此乃保障⼈人⺠民的何種 
    基本⼈人權？ 

A. ⾔言論⾃自由  
B. ⼈人⾝身⾃自由  
C. 集會結社⾃自由  
D. 居住遷徙⾃自由

解析



1. C                  
解析： 
本題結合⾏行為恐會造成「壟
斷」，⽽而產⽣生「不公平」的
現象，並影響消費者的權益，
故政府所根據未予同意的法
律為「公平交易法」，答案
為C。︒

回到題⽬目



2. B                  
解析： 
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1條規
定：「鄉、︑鎮、︑市公所應設
調解委員會，辦理下列調解
事件：⼀一、︑民事事件。︒⼆二、︑
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故
本題應選①③，答案為B。︒

回到題⽬目



3. B                  
解析：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
第3款規定：「⽴立法院得經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
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
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七⼗〸十
⼆二⼩小時後，應於四⼗〸十八⼩小時
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故答案為B。︒

回到題⽬目



4. D                  
解析： 
本題⼩小李向⽼老王提起「民事
訴訟」，無須先提起刑事訴
訟。︒證據是由當事⼈人⾃自⾏行蒐
集，⽽而⽼老王可以聘請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且⽼老王在判決
前可以向法院聲請和解，故
答案為D。︒

回到題⽬目



5. D                  
解析： 
公民投票法第54條第1項規
定：「公民投票若涉及中央
與地⽅方職權劃分或法律之爭
議或其他之⾏行政爭議，應 
依⼤大法官釋憲或依⾏行政爭訟
程序解決之。︒」故應由「司
法院」解決之，答案為D。︒

回到題⽬目



6. C                  
解析： 
本題⼩小⾼高若不服「⾏行政處分 
 」，應採取「提起訴願、︑⾏行
政訴訟」的法律救濟⽅方式，
答案為C。︒

回到題⽬目



7. B                  
解析： 
依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
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其
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
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 
之。︒」故答案為B。︒

回到題⽬目



8. A                  
解析： 
依國籍法第2條第1項規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屬中華民國國籍：⼀一、︑出⽣生
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
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
國民。︒...」。︒國籍的取得，
是以「屬⼈人主義」為原則，
故答案為A。︒

回到題⽬目



9. B                  
解析： 
勞動基準法的⽴立法⽬目的，係
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
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
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
與國家⾏行政權的⾏行使有關，
屬於⾏行政法規，答案為B。︒

回到題⽬目



10. B                  
解析： 
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
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
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
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
程序，不得逮捕拘禁。︒...」
此規定係保障⼈人民之「⼈人身
⾃自由」。︒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