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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從業人員（專業職二）考試試題
職階：專業職2　　科目：國文

 1.（　） 下列各組「」內的字，讀音相同的選項是： 
（A）相互攻「訐」 / 宵衣「旰」食 （B）黃髮垂「髫」/ 千里「迢」迢 
（C）「沽」名釣譽 /「賈」人渡河 （D）打通經「絡」/  賄「賂」公行 

 2.（　）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癌症病人承受無以明狀的痛苦 （B）老李對我渲耀苦練健身的成果 
（C）青年學子對電子遊戲趨之若騖 （D）華人的倫理觀念早已根深柢固

 3.（　） 下列各「」內單詞的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A）波流浸灌，與海相「若」：似
（B）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掀開 
（C）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外出不在 
（D）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帝王親臨

 4.（　） 下列為一段現代散文，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適當的選項： 
「每個知識的先驅者所面對的，由外人看來， 
甲、因而流連忘返 
乙、其實在他自己看來 
丙、卻是花繁葉滿的桃源 
丁、好像是山窮水盡的泥穴 
因而樂此不疲，都是理有固然的。」 
（節選自 陳之藩《旅美小簡‧釣勝於魚》） 
（A）甲丙丁乙（B）乙丙丁甲（C）丙丁甲乙（D）丁乙丙甲

 5.（　） 中國古典小說中，《西遊記》就內容而言是屬於： 
（A）言情小說（B）俠義小說（C）歷史小說（D）神魔小說 

 6.（　） 《孟子‧公孫丑》「羞惡之心，□之端也。」，□當為：  
（A）仁（B）智 （C）義（D）禮 

 7.（　） 《論語．憲問》「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意謂：  
（A）子貢為人方正，孔子自歎不如  
（B）子貢為政有方，孔子稱許其賢能 
（C）孔子告誡子貢，當以自治為務，不可妄論他人的優劣長短 
（D）孔子告誡子貢，不管為政做人，皆以品行方正為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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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山高水長」的語法結構，是由兩組「名詞＋形容詞」――「山＋高」、「水＋
長」所構成。下列詞語，何者也有相同的語法結構？ 
（A）心花怒放（B）人微言輕（C）傾家蕩產（D）虎頭蛇尾 

 28.（　） 下列文句「」內的成語使用，何者正確？ 
（A）由於對籤詩的內容「不求甚解」，她拿去請教過好幾位專家 
（B）本案相當複雜，我就「不由分說」，單從一個角度進行分析 
（C）媽媽糾正了小明幾次，但小明始終「不足為訓」，積習難改 
（D）他有著不同於凡人的創造力，是個突破傳統的「不羈之才」

 29.（　） 下列各選項的前、後兩句，何者具有「如果……就會……」的關係？ 
（A）怨不在大，可畏惟人 （B）沙鷗翔集，錦鱗游泳
（C）庶竭駑鈍，攘除姦凶 （D）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30.（　） 「(甲)經傳道德；名重謫仙　(乙)鴻門碎斗；岳陽題文　(丙)陽明學術；逸少風
流」，若這三副對聯分別題詠三個姓氏，則這三個姓氏依序為何？  
（A）王／范／李（B）王／李／范（C）李／范／王（D）李／王／范

第一篇： 

(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
君子乎？」﹙《論語‧學而》﹚ 

(二)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
也！」﹙《論語‧子罕》﹚ 

(三)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
述而》﹚ 

 31.（　） 關於上面三則引文主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此三則皆與學習有關
（B）第一則說明學習的正確態度與方法 
（C）第二則強調學習必須努力不懈持之以恆
（D）第三則主張唯有聖人才是學習或反省的對象 

 32.（　） 「之」字在漢語中可以作代詞，代表人、事、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的「之」字代表「事」，其用法與下列哪一選項的用法相同？  
（A）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B）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 
（C）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 （D）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刺之

 33.（　）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說
明成事的重點在於： 
（A）己（B）人（C）天（D）命 

 34.（　） 第三則引文體現了孔子的何種精神？ 
（A）力行不懈（B）有教無類（C）勇於行仁（D）謙虛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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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郵政國文

108年從業人員試題（專業職2）-郵政國文
題數 50

題序 01　－　10 11　－　20 21　－　30 31　－　40

答案 BDADDCCBDC ABCDDBDDCB DABCBCBDDC DCADCDADDC

題序 41　－　50 51　－　60 61　－　70 71　－　80

答案 CADBCDDCCD

備註 無更正紀錄。

解析

 1. （B）
（A）�相互攻「訐」：訐，音ㄐㄧㄝˊ，揭發、攻擊別人的隱私、缺點。/�宵衣「旰」

食：旰，音ㄍㄢˋ，晚上，日落的時候。天未明就披衣起床，日暮才進食。形容勤

於政事。

（B）�黃髮垂「髫」：髫，音ㄊㄧㄠˊ，小孩額前垂下的頭髮。指老人與小孩。/�千里

「迢」迢：迢，音ㄊㄧㄠˊ，遙遠。

（C）�「沽」名釣譽：沽，音ㄍㄨ，釣取、謀取。故意做作，用手段謀取名聲和讚譽。/

「賈」人渡河：賈，ㄍㄨˇ，指商人。商人過河時翻船，漁人救之，商人許諾給予

百金，結果商人事後反悔。後來，商人再次翻船，漁人以其言而不信，遂不救。後

比喻言而無信。（見明．劉基《郁離子．靈丘丈人》）

（D）�打通經「絡」：絡，音ㄌㄨㄛˋ，中醫上指人體的血管和神經系統。/��賄「賂」公

行：賂，音ㄌㄨˋ，行賄，贈送財物而有所求。

 2. （D）
（A）�錯誤，癌症病人承受無以「明」狀的痛苦：應為無以「名」狀，指難以用言語形

容。

（B）�錯誤，老李對我「渲」耀苦練健身的成果：應為「炫」耀，誇耀。

（C）�錯誤，青年學子對電子遊戲趨之若「騖」：應為趨之若「鶩」，指像成群的鴨子般

跑過去。形容前往趨附者極多。

（D）�正確，華人的倫理觀念早已根深柢固：根深柢固，根柢長得深且穩固。比喻基礎堅

實，牢不可拔。比喻根基堅固而不動搖。（語出《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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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郵政人員（專業職二）考試試題
職階／甄選類科：專業職(二)內勤／櫃台業務、郵務處理　　共同科目：國文(含短文寫作)及英文

一、字彙【請依照句子前後文意，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1.（　） Thank you for ________ me about the meeting tomorrow morning—I totally forgot 
about it. 
（A）reminding（B）protecting（C）impressing（D）encouraging 

 2.（　） Claire has a lot of ________ for playing the piano and needs very little instruction. 
（A）relief（B）talent（C）design（D）comfort 

 3.（　） I don't know why you're so ________. It isn't your problem, so there's no point in 
worrying. 
（A）related（B）delighted（C）fascinated（D）concerned 

 4.（　） The school has good ________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as their students often do 
volunteer work in the neighborhood.  
（A）contests（B）contacts（C）contents（D）contrasts 

 5.（　） For the sake of our health, we should read the nutritional information on food packages 
________. 
（A）severely（B）carefully（C）formally（D）perfectly 

 6.（　） We should be prepared when a typhoon strikes. If ________, we need to move to safe 
places quickly.  
（A）plentiful（B）effective（C）dramatic（D）necessary 

 7.（　） I told him it was a bad idea, but Jim is so ________ that he never listens and refuses to 
change. 
（A）negative（B）stubborn（C）infamous（D）thoughtful 

 8.（　） Candlelight, champagne, and soft music can make for a romantic ________ on 
Valentine's Day. 
（A）atmosphere（B）examination（C）organization（D）performance

二、文法測驗【請在下列各題中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9.（　） Sophia isn't interested in traveling with us to Osaka, for she ________ there many 
times. 
（A）is（B）was been（C）has been（D）had been 

 10.（　） Yesterday's the past, tomorrow's the future,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it ________ 
the present.  
（A）calls（B）is called（C）is to call（D）has c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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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測驗

Dear Sir or Madam, 
I stayed at your Prince Hotel in Chiayi from 21st to 23rd January 2019 in Room 1518. I am 

writing for your assistance in finding my Minnie Mouse T-shirt that I have carelessly left in the 
room during my stay at your hotel.  

First of all, I am gratified to have an outstanding service at your hotel. My family and I really 
enjoyed it and we would definitely like to come again. Now, I would like you to help me locate my 
T-shirt. It is a white women's tee and has a silhouette of Minnie's head on the front, below which is 
my name “Miranda.＂ I accidentally stained the shirt with soy-bean sauce while having breakfast 
in your hotel. After going back to my room, I quickly washed it to remove the stain and hanged it 
in the balcony chair. The last day during our stay in your hotel, to catch the train back to Taipei, we 
hurried to check out and forgetfully left my T-shirt in the balcony. 

As you can see, the T-shirt I left at your hotel is a customized one. My family of four had the 
T-shirts tailored during our trip to Tokyo Disneyland last summer, and I have learned that they do 
not offer this kind of service any longer—that is, the tee I left behind is one-of-a-kind. We have 
made a plan that every time we go traveling, we will wear them together since it is a token of our 
family bond. Hence, I am very dismayed that I should forget my favorite T-shirt! Please check with 
your lost and found department about this item of clothing. I would highly appreciate it if you can 
find it, inform me at your earliest, and deliver it to my address on the attached envelope. Of course, 
I will bear the postal charges.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and expect another vacation in your hotel again. 
Yours faithfully, 

Miranda  
 21.（　）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ictures best describes the lost T-shirt? 

（A） （B） （C） （D）  

 22.（　） Where did the writer leave her T-shirt when she left the hotel? 
（A）In the balcony of her room. 
（B）In a chair at the hotel lobby. 
（C）In the bathroom of her room. 
（D）In the restaurant for break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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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郵政英文

108年從業人員甄試試題（專業職二）-郵政英文
題數 25

題序 01　－　5 6　－　10 11　－　15 16　－　20

答案 ABDBB DBACB AABAC CCBAD

題序 21　－　25 26　－　30 31　－　35 36　－　40

答案 CABDA

備註 無更正紀錄。

解析

一、字彙

 1. （A）
中譯：謝謝你提醒我明早有會議，我完全忘了。

（A）提醒（B）保護（C）使印象深刻（D）鼓勵

解析：	由後半句I	 total ly	 forgot	 about	 it .我完全忘記了，故可猜測是在感謝對方的

「reminding（提醒）」。

備註：meeting(n.)會議

 2. （B）
中譯：Claire鋼琴造詣很高，幾乎不需要指導。

（A）寬慰、輕鬆（B）天份（C）設計（D）安慰

解析：	後半句得知「need	 very	 little	 instruction.	（Claire不太需要指導就會彈」，這是

「talent天份」」使然，得答案為選項（B）。

備註：instruction(n.)指導

 3. （D）
中譯：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擔心，這並非你的問題，沒有你需要操心的點。

（A）有關係的（B）令人高興的（C）極感興趣的（D）擔心的

解析：	由後半句「It	 isn't	your	problem,	 there's	no	point	of	worrying.（這並非你的問題，

沒有你需要操心的點。）」，得知事情與主角無關，故猜測對方不懂主角為何「擔

心」。

備註：worry(v.)擔心、憂慮　　　There	is	no	point	in	+	Ving	…是無關緊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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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職階人員甄試試題
職階／甄選類科：專業職(二)外勤／郵遞業務類科、運輸業務類科

專業科目（1）：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1.（　） 位在花蓮玉里的玉富自行車道橋中央剛好是兩個板塊交界線，若從南向北看過
去，位於右側的是哪一板塊？

（A）歐亞板塊（B）太平洋板塊（C）菲律賓海板塊（D）西伯利亞板塊
 2.（　） 若颱風中心位置在台東外海，下列哪一縣市最可能產生焚風？

（A）台中（B）宜蘭（C）屏東（D）馬祖
 3.（　） 下列何者非臺灣鐵路支線之路線？

（A）集集（B）平溪（C）內灣（D）成追
 4.（　） 「擁有獨特的黠面文化與精美的織布藝術，以及緬懷祖先和凝聚族人向心力的祖

靈祭。」以上敘述是臺灣哪一原住民的特色？

（A）泰雅族（B）阿美族（C）達悟族（D）噶瑪蘭族
 5.（　）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是為了改善蘇花公路的安全性與可靠度，下列何者為「蘇

花公路」的道路符號？

（A） （B） （C） （D）

  6.（　） 「西北雨，落勿過車路。」此一諺語與下列哪一種降雨形式相同？
（A）初春的春雨 （B）春末夏初的梅雨
（C）夏季午後的雷陣雨 （D）夏秋之際的颱風雨

 7.（　） 高雄港是利用　　地形開闢而成的港口，　　應該填入下列何者？
（A）潟湖（B）海階（C）谷灣（D）峽灣

 8.（　） 我們可以從地名得到許多資訊，臺灣地名的由來，常依氣候、地形、墾殖、血緣
等原則來命名。請問：「霧峰」、「楓港」、「雙冬」、「風櫃」四地是以下列

哪一項共同原則來命名？

（A）氣候（B）地形（C）墾殖（D）血緣
 9.（　） 受地形影響，臺灣的河流大多為東西流向，不過下列哪一條河流是以南北向為主

的流路？

（A）基隆河（B）高屏溪（C）大甲溪（D）立霧溪
 10.（　） 六都升格後，今日人口最多的是下列哪一個直轄市？

（A）新北市（B）桃園市（C）台中市（D）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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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臺灣原住民族中，哪一族分布在日月潭周圍地區，也就是舊稱「水沙連」的地
方，而日月潭中的Lalu島是該族傳說中祖先靈魂安息之處，有「心中聖島」之
意？

（A）邵族（B）賽夏族（C）賽德克族（D）撒奇萊雅族
 12.（　） 1960～1980年代臺灣織襪業蓬勃發展，當時全台有將近70%以上來自某區；在這

裡隨處可見與織襪相關的中小企業和家庭工廠，當地人也說：「剃頭婆，看面

水；社頭兄，相大腿。」臺灣織襪大本營為哪裡？

（A）苗栗西湖（B）台中后里（C）彰化社頭（D）雲林虎尾
 13.（　） 臺灣哪一個港口是十大建設之一，其港口除了是基隆港的輔助港之外，也帶動東

北部地區的發展繁榮？

（A）台北港（B）花蓮港（C）蘇澳港（D）八斗子漁港
 14.（　） 臺灣哪一個地區出現「風大和全年多為缺水期」的特徵最為明顯？

（A）新竹地區（B）宜蘭地區（C）嘉南地區（D）澎湖地區
 15.（　） 臺灣有一地區由於受到地形、氣候、水系的限制，使得早期的墾民必須開闢埤塘

貯留雨水來作為補充農田灌溉所用。請問哪一個地區有「千埤之鄉」的稱號？

（A）桃園台地（B）竹苗丘陵（C）嘉南平原（D）恆春台地
 16.（　） 臺灣的地名有許多是以地形特徵做為命名，請問下列哪一個地名與高起的沙丘有

關？

（A）苗栗縣大湖（B）台中市大坑（C）雲林縣崙背（D）屏東縣崁頂
 17.（　） 臺灣哪一個平原是位於五大山脈中的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之間？

（A）彰化平原（B）屏東平原（C）蘭陽平原（D）花東縱谷
 18.（　） 臺灣離島中，哪一個島嶼的南岸有一座「朝日溫泉」，是世界有名的三大海底溫

泉之一？

（A）蘭嶼（B）綠島（C）和平島（D）龜山島
 19.（　） 冬季臺灣西部地區的天氣型態往往形成強烈的對比，北部多為陰雨，中南部常見

陽光，其造成的主要原因為何？

（A）地表面積（B）洋流性質（C）熱帶氣旋（D）迎背盛行風
 20.（　） 阿美族是臺灣原住民族人數最多的一族，請問阿美族設籍在臺灣的哪一個縣市的

人數最多？

（A）台北市（B）彰化縣（C）台東縣（D）花蓮縣
 21.（　） 臺灣各地由於受到不同因素影響而可看到不同類型的傳統建築，而傳統建築的特

色之一就是就地取材，請問臺灣哪一地區的傳統建築多以「咾咕石」作為建築材

料？

（A）臺北盆地（B）金門烈嶼（C）馬祖列島（D）澎湖群島



108:7台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108年

科目
台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108年職階人員甄試試題-專業職(二)外勤
題數 60

題序 01　－　10 11　－　20 21　－　30 31　－　40

答案 CADACCAABA ACCDACCBDD DDBAADCBAC DDDABAABDC

題序 41　－　50 51　－　60 61　－　70 71　－　80

答案 DCABCBCADB CBCABBBDBC

備註

解析

 1. （C）
台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邊界上，而花蓮玉里的玉富自行車道橋正是歐亞板塊

與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若由南向北看左側是歐亞板塊，右側則是菲律賓海板塊。

 2. （A）
焚風在台灣俗稱火燒風，成因是與山脈走向垂直之氣流，受到高山阻擋，空氣中的水氣因

而在迎風面上空凝結成雲降雨，在背風面下降時形成一股乾熱風。

因颱風中心位置在台東外海，考慮風的行徑方向與位於山脈背風面的「台中」。

此題型會因題目中颱風中心位置的不同會有不同之答案，只要能利用山脈背風面的特性和

風的行徑方向便能解題。

 3. （D）
臺灣鐵路四條支線分別平溪、內灣、集集和阿里山，其鐵路支線多與當時的產業活動有關

（主要為運送木材）而非旅客的輸送。

 4. （A）
台灣原住民中有黠面的文化的是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黠面有代表成年或成就，

更是尊敬及認同的意義，男子需在戰場、打獵時有英勇的表現，才能紋面，女子則是要有

姣好的容貌或織布本領才有資格紋面。

 5. （C）
蘇花公路是位於臺灣東海岸的幹線公路，為省道台9線、台9丁線的一段。

 6. （C）
「西北雨，落勿過車路」是形容降雨範圍小，一邊下，另一邊卻沒下的景象特徵，這是夏

季午後的雷陣雨降雨形式，雷陣雨還有下得又快又急，並且降雨時間短的特色。



108:1郵政法規大意（外勤）

108年

108 年職階人員(專業職二外勤)甄試試題
職階／甄選類科：專業職(二)外勤／郵遞業務、運輸業務

專業科目(2)：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

 1.（　） 依郵政法規定，寄件人或收件人之補償請求權，自郵件交寄之日起，逾多久期限
不行使而消滅？

（A）1個月（B）3個月（C）6個月（D）1年
 2.（　） 依郵政法規定，中華郵政公司於履行補償後，發現原寄郵件之全部或一部時，應

通知受領補償者，得於收到通知之日起，多久期限內，退還補償金之全部或一

部，請求交付該項發現之原寄郵件？

（A）1個月（B）3個月（C）6個月（D）1年
 3.（　） 依郵政法規定，為遞送郵件或郵政公用物，經過道路、橋樑、海關、渡口等交通

路線，下列何者有優先通行權？

（A）警察機關人員  （B）郵政服務人員 
（C）負輔助載運郵件業者之服務人員  （D）主管機關人員

 4.（　） 依107年12月5日修正之郵政法規定，除中華郵政公司及受其委託者外，國內互寄
之文件，任何人不得以遞送為營業之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相關條文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A）國立臺灣大學交寄之信函  （B）交通部交寄之信函 
（C）司法院交寄之信函  （D）私立東吳大學交寄1件重量550公克之信函

 5.（　） 郵政法之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A）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B）中央銀行（C）交通部（D）內政部

 6.（　） 依郵政法規定，有關污損之郵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已失其效用 （B）得向郵局換取等值票品 
（C）得向郵局換取現金 （D）交寄郵件仍可使用於支付郵資

 7.（　） 依郵政法規定，要將已發行之郵票廢止，由下列何者核定？
（A）行政院（B）交通部（C）立法院（D）中華郵政公司

 8.（　） 依郵政法規定，各類郵件之收件人有二人以上者，其處理方式為何？
（A）詢問寄件人之意見 （B）得向其中任何一人投遞之 
（C）詢問所有收件人意見 （D）不予投遞

 9.（　） 中華郵政公司已離職之服務人員，其在職時因職務而知悉他人秘密者，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已無保守秘密之義務  （B）仍有保守秘密之義務 
（C）離職三年後即無保守秘密之義務 （D）離職五年後即無保守秘密之義務



108:2 郵政招考

 10.（　） 某國小學生小明今年9歲，自行於郵局交寄一件掛號函件，依郵政法規定，其行
為之法律效力如何？

（A）視為有行為能力人之行為而有效  （B）無效 
（C）須經小明之祖父同意始生效力  （D）須經小明之父親同意始生效力

 11.（　） 有關運送業者輔助載運郵件之運費，依郵政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行政院訂之  （B）由交通部訂之 
（C）由中華郵政公司與運送業者商訂之 （D）由中華郵政公司訂定並公告之

 12.（　） 依郵政法規定，下列何者非依法律，不得作為檢查、徵收或扣押之標的？ A.郵件 
B.郵政資產 C.郵政款項 D.郵政公用物 
（A）僅A、B、C（B）僅B、C、D（C）僅A、B、D（D） A、B、C、D

 13.（　） 下列何者非屬郵政法第5條第1款至第6款規定，中華郵政公司得經營之業務？
（A）簡易人壽保險  （B）以i郵箱（智慧型物流箱）遞送郵件 
（C）集郵及其相關商品  （D）承保住宅地震險

 14.（　） 有關含有郵票符誌之明信片，下列何者須由行政院核定？ A.式樣 B.圖案 C.印製
廠商 D.價格 
（A）A、B、C、D（B）僅B、C、D（C）僅A、B、D（D）僅A、B、C

 15.（　） 依107年12月5日修正之郵政法規定，有關用詞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本法
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A）遞送：指文件或物品之收寄、封發、運輸、投遞 
（B）小包：指寄交特定人或特定地址不逾一公斤之小件物品 
（C）函件：指信函、明信片、郵簡、印刷物、盲人文件、小包之總稱
（D） 信函：指寄交特定人或特定地址以傳達訊息之文件，且包括明信片、郵

簡、印刷物、盲人文件

 16.（　） 書於單一長方形紙片上，不加封套交寄者，為明信片。有關明信片之敘述，下列
何者錯誤？

（A）明信片紙張表面應平整光滑，不得有突出部分 
（B）分橫式、直式二種 
（C）中華郵政公司以外之任何人不得印製 
（D）紙張經折疊壓製，外形類似明信片，按信函或郵簡交寄

 17.（　） 依郵政處理規則規定，限時郵件延誤送達，經查明為郵局之過失所致者，原寄郵
局或投遞郵局應憑郵件封皮，退還報值費、保價費外已付資費之多少？

（A）100％（B）75％（C）50％（D）25％
 18.（　） 掛號信函交寄時，依中華郵政公司規定方式繕寫，以內容完全相同之副本留存郵

局者為下列何郵件？

（A）掛號回執（B）存證信函（C）報值郵件（D）電子郵件



108:5郵政法規大意（外勤）

108年

科目 108 年職階人員（專業職二外勤）甄試試題 題數 30

題序 01　－　10 11　－　20 21　－　30 31　－　40

答案 CBBDCABBBA CDDCDCABCB C#ACBCBCAB

備註

解析

 1. （C）
郵政法第34條第1項規定，寄件人或收件人之補償請求權，自郵件交寄之日起，逾6個月

不行使而消滅。

 2. （B）
郵政法第33條規定，中華郵政公司於履行補償後，發現原寄郵件之全部或一部時，應通

知受領補償者，得於收到通知之日起，3個月內，退還補償金之全部或一部，請求交付該

項發現之原寄郵件。

 3. （B）
郵政法第27條規定，郵政服務人員為遞送郵件或郵政公用物，經過道路、橋樑、海關、

渡口等交通線路時，有優先通行權。

 4. （D）
郵政法第6條規定，除中華郵政公司及受其委託者外，任何人不得以遞送下列文件為營

業。但國內、外互寄之跨境文件，不在此限：

一、明信片。

二、郵簡。

三、信函：

（一）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法人、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所交寄。

【選項（A）（B）（C）】

（二）�前目以外之人所交寄，且單件重量五百公克以下或單件資費不逾十三倍基礎郵

資。【選項（D），超過500公克】

（三）運送業者，除附送與貨物有關之通知外，不得為前項文件之遞送。

 5. （C）
郵政法第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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