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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文句何者完全沒有錯別字？ 

明日請早，以免向偶  這場比賽，我們的勝利垂手可得 

暗夜醒來，她常常哭到不能自己 超市特賣，消費者無不趨之若鶩 

2 以下那一個句子沒有錯別字？ 

櫥窗裡擺設了許多小巧玲瓏的水晶飾品  

土豪劣伸常仗恃自己的勢力，在地方上橫行霸道，為非作歹 

士可殺不可辱，要殺要刮，任憑處置 

他犯了法，在警局中不僅不認罪，還大勢咆哮 

3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一般人常常會以偏蓋全，不肯深入了解真象  

你應該想想還有沒有更有效的方法，不能一昧死讀書 

想要出人頭地，必須備加努力 

只知抄襲，只會學別人的樣子如法炮製，成功的機會並不高 

4 甲、學子當困勉知行，「」礪奮發 

乙、中央研究院濟濟多士，俱為學術界之精「」 

丙、諸葛亮一心治蜀，可謂鞠躬盡「」，死而後已。 

以上甲、乙、丙各文句「」內應填入的字依序為： 

淬、粹、瘁 粹、淬、瘁 淬、瘁、粹 瘁、淬、粹 

5 「□帚自珍」、「欺瞞蒙□」、「□端叢生」，以上三個□中應依次填入： 

弊、蔽、敝 蔽、敝、弊 弊、敝、蔽 敝、蔽、弊 

6 下列各組詞語「」中的字，字音相同的是： 

「冠」軍／衣「冠」  號「角」／「角」落  

拐彎「抹」角／塗「抹」 智者「樂」水／「樂」天知命 

7 下列文句的「打」字，不具「打擊」、「打鬥」之意的選項是： 

甲、我「打」江南走過 

乙、小王一看情勢不妙，就「打」主意想離開 

丙、美國攻「打」伊拉克，引起回教世界不滿 

丁、某幫黑道頭子被殺，原來找了未成年「打」手 

戊、每回歌手發片，總會上電視與電台節目宣傳「打」歌 

甲乙丙 甲乙戊 甲丁戊 乙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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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列文句，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他演講時，「激濁揚清」的嗓音很吸引人  

太陽劇團的表演，團員個個「技藝超群」，真令人佩服 

他騎車技術高超，「盲人瞎馬」般狂飆，卻一點都不畏懼 

看到高中時的照片，同學們個個「音容宛在」，往事歷歷在目 

9 《列子》中記錄了齊國一個愛錢的人，一大早經過賣金子的地方，居然當著眾人的面拿了黃金劈

頭就走，被捉之後人家問他怎麼會在眾目睽睽下做這種事，他回答說：「取金之時，不見人，徒

見金。」請問下列那句成語最能形容這個齊人？ 

利令智昏 膽小如鼠 目光如鼠 目不見睫 

10 下列文句何者沒有冗詞贅語？ 

父親任職於中油公司上班  

盧彥勳成功地擊敗前世界首屈一指的球王羅迪克 

少壯不努力，日後必定始終一事無成  

經過一番激烈的戰鬥，我軍終於攻克敵人的據點 

11 《論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臨深

淵，如履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下列選項的說明，何者錯誤？ 

 「啟予足！啟予手！」因久病四肢僵硬，故須活動手足 

「如臨深淵」，因下臨深淵，有傾墜危險，自然心存恐懼 

「如履薄冰」，因踐行薄冰，有陷落危險，自然心存警戒 

「吾知免夫」，是自己慶幸得免毀傷之罪，可以無忝所生 

12 「形容詞」與「名詞」的組合，當「形容詞」超出「名詞」本身的性質，如「怒髮衝冠」的「怒髮」，

「怒」不是「髮」本有的性質，這就構成了隱喻關係。以下何者的修辭方式不屬此類？ 

燃燒的臉頰 含笑的蓓蕾 入睡的都市 絢麗的晚霞 

13 下列有關「」內詞語的詞類說明，正確的選項是： 

 楚囚「纓」其冠，傳車送窮北—名詞作副詞 

天下「雲」集而響應，贏糧而景從—名詞作形容詞用 

春風又「綠」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形容詞作副詞 

句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年而不倦—名詞作動詞用 

14 「借代」 是一種借用其他詞語代替常用詞語的修辭方法，例如曹操〈短歌行〉：「何以解憂？唯有

杜康。」即以「杜康」借代「酒」。下列各文句出現的借代，何者解釋錯誤？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隸之人：以「甕牖繩樞」借代「貧窮人家」（賈誼〈過秦論〉） 

「紈袴」不餓死，儒冠多誤身：以「紈袴」借代「富貴子弟」（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雖非甲胄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若無東吳：以「穰苴」借代「山河」（左思〈詠史〉） 

驅車策駑馬，遊戲宛與洛。洛中何鬱鬱，「冠帶」自相索：以「冠帶」借代「達官貴人」（〈古詩十九

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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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請就詞性、字義、平仄相對的原則，為下列詩句找出正確的對仗句： 

「雲邊雁斷胡天月」 「疏松影落空潭靜」 「四時可愛唯春日」 

海內風塵諸弟隔／密雨斜侵薜荔牆／百年多是幾多時 

隴上羊歸塞草烟／細草香生小洞幽／一事能狂便少年 

淮南木落楚山多／殘宵猶得夢依稀／三年謫宦此棲遲 

雨中春樹萬人家／曉風輕露著梨花／萬條猶舞歸春風 

16 下列詞句何者未出現真實的禽鳥？ 

新貼繡羅襦，雙雙金鷓鴣 日暮疏鐘，雙燕歸棲畫閣中 

綠樹聽鵜鴂，更哪堪鷓鴣聲住 燕鴻過後鶯歸去，細算浮生千萬緒 

17 非馬〈編鐘〉：「他們把／竹木裡的風聲／小橋下的流水／溫存親切的笑語／孩童的嬉戲／陽光裡

月光下的牛鳴犬吠／鳥叫雞啼與蟲吟／還有天邊悠悠傳來的／一兩聲山磬／統統封入／這時代密藏

器／然後深埋地底／讓千百年後耳朵／有機會聽聽／一個寧謐安詳的世界」上引詩篇中的「時代密

藏器」是指： 

一種計時的器具 一種古代的樂器 一種原始的化石 一種聲音收集器 

18 林懷民對人生困境的看法如下，他說：「我想每件事都是艱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難，除非你

只想一動也不動地坐在椅子上，所以問我覺得什麼是最好的時刻？什麼是最好的地方？就是現在，就

是這個地方。」他的態度可以用下列選項中的那一個詞語來概括？ 

活在當下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放下屠刀，立地成佛  船到橋頭自然直 

19 陳之藩〈現代的司馬遷〉：「他（司馬遷）的志趣所在，是把這一大堆竹簡寫成的《史記》，『藏之

名山，傳之其人』的。這整個的過程與目的可以說是信息的傳遞，也就是他所謂的『傳之其人』。而

儲存的方法則是寫在竹簡上，而把竹簡『藏之名山』。……於是，司馬遷就需要把資料大量地壓縮，

把自己的寫作技術練入化境，使所寫文言文字達於精純，然後才寫到竹簡上去。這可以說是編碼程序，

以不致使人誤解原意為最低訴求；而後人在名山內拿到竹簡時，得到竹簡上所示的信息。那就需要一

些念懂古文的功夫，也就是後世的人要有解碼的訓練。自然，竹簡像晶片一樣，是載體，而所寫的字

可以比為位元了。這正說明了上古所用的信息系統，已經是在作資料壓縮了。」上文敘及司馬遷《史

記》，其敘述重點是： 

司馬遷寫史時必須講求文字的簡練  

司馬遷《史記》幾乎詳載所有史料 

司馬遷採取唯物史觀，預見現代科技  

《史記》是一部「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偉大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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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據上文，作者認為「傳之其人」意味古今信息的傳遞，最需要的是： 

找到竹簡藏匿之處 找到家傳竹簡之人 訓練書寫古文之人 培養通曉古文之人 

21   資訊時代的知識擴張，使得人所閱讀、所能懂的愈來愈多，可是人並沒有變得比較聰明。……

古人，唸書唸到「汗牛充棟」、「學富五車」已經很了不起了。現代人從小到大，唸的書遠比古人

多，可是真正就思考的深度和感受的敏銳度來說，我們並不認為今人比古人強。這就顯示出我們所

閱讀的東西有了問題。 

  在我們這個資訊社會、傳播發達的時代裡，資訊大量充斥我們的視覺，可是這些資訊大部分是

資訊垃圾。……在報紙的廣告與新聞中，我們只能注意到大約八分之一左右，其他都被遺忘掉、或

者故意忽略掉了，更有一些是因為太龐雜了而不可能去看。在這種情況下，就逐漸養成了現代人對

於知識的冷漠與麻木。 

  而從一個資訊的接收到另一個資訊的接收之間，由於太過龐雜、迅速，又使人沒有辦法思考。

於是這些訊息便常要以一種本身不具思考性的簡單方式，讓人在一分鐘之內就能夠明白資訊的內

容，所以報紙上已經很少看見長篇大論了。……人變成不再有耐心去思考一個資訊所傳達的問題，

而資訊的本身也簡單化、粗糙化、平面化了，儘量讓人根本不用思考就可以接受。長久下來整個社

會的思考力漸漸降低，感受力也變粗糙了。如果資訊不是直接的刺激，我們簡直就無法感受，不再

能夠從心靈的內部對某些東西、對某些文字傳達出來的訊息有真正的感動。這正是現代社會的危機。

（龔鵬程〈最低國學書目〉） 

依據上文，下列敘述並非作者觀點的是： 

現今資訊與傳播發達，現代人所能懂的愈來愈多，但似乎沒有變得更聰明  

能夠對現代人們產生直接刺激的資訊是簡單化、平面化的，且是以一種不具思考性的簡單方式呈現 

古人在思考的深度和感受的敏銳度上，似乎勝過今人，原因在於古人讀書常「汗牛充棟」、「學富

五車」，閱讀的量更為可觀 

現代人之所以無法思考的原因在於資訊的接收太過龐雜與迅速，人們經由不知不覺所進行的遺忘以

及忽略等動作，養成現代人對於知識的冷漠與麻木 

22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意如之，是故為川者宣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以下文句與上文意旨最接近的是：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不舍晝夜。」（《論語．子罕》）  

原泉混混，不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孟子．離婁下》） 

怨不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徵〈諫太宗十思疏〉）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蘇軾〈赤壁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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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拘謹呆板的程序是官僚生態的自然產物，也反映了運用這些程序的人們的心態。首先，人們需要迴

避風險……在一個受規則束縛的環境裡，最好的官員就是最不惹事的官員—也就是能規避麻煩，將

消極應付視為美德的人。在任何一個官僚體制中，表現卓異都是有風險的……過分熱情的官員比規

行矩步者更容易犯規。（孔復禮《叫魂》） 

上引文字諷刺官僚體制中的文化病態，下列敘述最符合原作意旨的選項是： 

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新校本漢書．卷 24．志．食貨志》）  

與其別行新制，寧如謹守舊章（《新校本舊唐書．卷 25．志．禮儀五》） 

勿挾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氣以紊成規，勿見事太易而議論稍涉囂張，勿權限不明而定法或滋侵越

（《新校本清史稿．卷 25．本紀．宣統溥儀．宣統元年》） 

今士循常習故，規行矩步，積階級，累閥閱，碌碌然以取世資。若夫魁梧俊傑，卓躒俶儻之徒，直將

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里乎（《新校本晉書．卷 55．列傳．張載》） 

24 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 

夏來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 

日暮閒園裏，團團蔭榆柳。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 

清淺望河漢，低昂看北斗。數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儲光羲〈田家雜興〉八首其一） 

有關此詩，下列敘述何者不當？ 

從全詩內容判斷，這是一首五言律詩  

「秋至菊花酒」，最主要是指過重陽節 

全詩描述田園生活，洋溢閒適自得的情趣  

由「孺人」和「稚子」兩句，可見家人對來客熱情款待 

25 張籍〈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羅襦。妾家高樓連苑起，良人

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淚垂，恨不相逢未嫁時！」詩中節婦

「還君明珠」的真正理由是： 

禮教約束，人言可畏 夫家顯貴，非爾能及 生不逢時，相愛無緣 情義所鍾，不可移奪 

閱讀下文，回答第 26 題至第 28 題： 

  《孟子．梁惠王上》：孟子見梁惠王立於沼上，顧鴻鴈麋鹿，曰：「賢者亦樂此乎？」孟子對曰：「賢

者而後樂此，不賢者，雖有此不樂也。」《詩》云：「經始靈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不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來。王在靈囿，麀鹿攸伏。麀鹿濯濯，白鳥鶴鶴。王在靈沼，於牣（於，歎美辭。牣，滿也。）

魚躍。」文王以民力為臺為沼，而民歡樂之。謂其臺曰靈臺，謂其沼曰靈沼，樂其有麋鹿魚鱉，古之人與

民偕樂，故能樂也。〈湯誓〉曰：「時日何喪，予及女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豈能獨樂

哉！ 

26 根據上文，下列選項何者為是： 

梁惠王自比為賢者   

梁惠王與周文王都能與民同樂 

從〈湯誓〉可知，夏桀之時百姓欲與君王同歸於盡 

靈臺、靈囿、靈沼得名的主因是蘊藏豐富的麋鹿魚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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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孟子認為「賢者而後樂此」的主因是： 

獨樂樂如眾樂樂  臺沼之樂即民之所樂 

治國之道重於臺沼之樂  樂，然後笑，人不厭其笑 

28 「不賢者雖有此不樂」的意思，最適切的是： 

不賢者治國不體卹人民，人民不樂 不賢者心中無民，雖有臺沼亦不真感快樂 

不賢者獨享臺池鳥獸的利益，不能與民同樂 不賢者治國不以道，雖有臺沼也不能享有其樂 

  「汝父為吏，嘗夜燭治官書，屢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不得爾。』吾曰：『生

可求乎？』曰：『求其生而不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不求而死者有恨

也。夫常求其生，猶恐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歐陽脩〈瀧岡阡表〉） 

29 依據上文，為吏之父所言最主要的意旨是： 

治獄應法外開恩 治獄應審慎明辨 治獄應依法行事 治獄應情理法兼顧 

閱讀下文，回答第 30 題至第 31 題： 

  陳黯〈禦暴說〉：「夫狼虎之暴，炳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暴，萌其心，不可知也。自口者，不過

於噬人之腥，咋人之骨血；自心者，則必亡人之家，赤人之族，為害其不甚乎？然則權倖之暴不能抑，亦

有國者不能設備以禦之，俾民罹其害。曰：『虎狼，吾知其能禦者，弓矢也。權倖，如之何能禦也？』曰：

『刑法。』曰：『彼秦、漢其弛刑法耶？何趙高、王莽之肆暴而不能禦哉？』曰：『彼秦之高、漢之莽得

肆其暴者，皆由刑法之不明也。苟明，暴何自矣？』 

30 依據上文，秦、漢無法防止權倖之暴的原因是： 

不講仁義，失去民心 軍備鬆懈，無力阻擋 刑法不明，政治敗壞 天災不斷，狼虎為患 

31 下列何者最切近上文主旨？ 

嗜血之暴終將自食惡果  權倖之暴只能得逞一時 

以暴制暴有時是必要之惡 為政者應明刑法、禦暴亂 

閱讀下文，回答第 32 題至第 33 題：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暴甚，有五六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力而不能尋常。

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不去之？」不應，搖其

首。有頃，益怠。已濟者立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

溺死。吾哀之。且若是，得不有大貨之溺大氓者乎？（柳宗元〈哀溺文〉） 

32 下列何者最切近上文的警世寓意？ 

人不應見死不救 人不應鋌而走險 人不應昧於自知 人不應貪貨亡身 

33 文末的「大氓」最可能意指下列那一種人？ 

逞兇鬥狠者 富甲天下者 位高權重者 惡貫滿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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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不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梁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行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不

足矣。」（《孟子．離婁下》）（註：徒杠：可供徒行之橋；輿梁：可通車輿之橋） 

下列何者最切合上文主旨？ 

執政應從大處著手，不宜好行小惠 執政應知苦民所苦，盡力救助急難 

施政應重視公共工程，監督其時效進度 施政應符合均平原則，妥善照顧各個百姓 

35 在以下這首小令中，藉由龍虎相爭的歷史來抒發感慨。請據其所述的史事，判定「□□」為那兩位

古人？ 

□□，龍爭虎鬥幾戰場。爭弱爭強，天喪天亡，成敗豈尋常？一個福相催先到咸陽，一個命將衰自

刎烏江。江山空寂寞，宮殿久荒涼。君試詳，都一枕夢黃梁。 

劉邦、項羽 劉備、曹操 曹操、孫權 夫差、句踐 

36 「袴下之辱」、「欲擒故縱」、「直搗黃龍」三個成語，分別與那三位歷史人物有關？ 

劉邦／劉備／李廣 蕭何／關羽／項羽 張良／曹操／張飛 韓信／諸葛亮／岳飛 

37 「一口道盡千古事，十指操弄百萬兵。八絃寰宇集一藝，袖裏乾坤日月昇。」這是描述那一劇種？ 

布袋戲 歌仔戲 黃梅戲 皮影戲 

38 白居易〈與元九書〉：「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來也，為雲龍、為風鵬，勃然突然，陳

力以出；時之不來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不自得哉！」下

列何者最切近上文所主張的處世之道？ 

及時行樂 創造時勢 急流勇退 觀時而動 

39 孟子說：「以不忍人之心，行不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下列社會情境，最符合孟子理念的選

項是： 

某大企業不忍心員工家庭、事業兩頭燒，在公司內成立安親班 

政府為了老弱婦孺與殘障同胞行的安全，擬全面設立無障礙空間 

八八水災時，四位佳暮村英雄發揮愛心，竭盡所能救了全村村民 

回鍋油多次使用不更換，有害民眾健康，故消保官全力檢查餐飲業者的用油 

40 古人有言：「視人家若其家，誰亂？視人國若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亂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

有。若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不相攻，家與家不相亂，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若此則天下

治。」此一論述最可能屬那一家思想？ 

儒家 道家 墨家 法家 

41 下列選項中的稱謂，何者錯誤？ 

不知令郎何處高就   

屆時敬請賢伉儷一起出席 

很久沒有拜見令堂，她老人家近來可好  

敝高足的這篇小論文差強人意，請給他一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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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下列有關書信的格式要求，何者錯誤？ 

收件人若為平輩，啟封詞可用「大啟」  

收件人若為長輩，末啟詞可用「謹上」 

信紙摺疊時，應使箋文在內，以保護隱私 

橫式信封使用側書時，應將收件人的名字偏上縮小書寫，如「鄭小盼校長鈞啟」 

43 下列書信的「提稱語」，何者不適用於尊長？ 

賜鑒 惠鑒 鈞鑒 尊鑒 

44 下列題辭何者使用最為適切？ 

「潤色鴻業」用於美術館 「鵬飛鷹揚」用於軍警界 

「氣象惟新」用於氣象局 「弦歌盈耳」用於歌舞廳 

45 下列題辭何者適用於哀輓？ 

之子于歸 高山仰止 出谷遷喬 卓然鶴立 

46 下列何者不適用為賀人嫁女的題辭？ 

彩鳳隨鴉 雀屏中選 之子于歸 妙選東床 

47 公務員為表達想法與意見，提供上級了解案情，以利長官判斷時，應該使用何種公文？ 

簽 呈 函 書函 

48 下列有關公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政府機關不能發「函」給民眾  

一般公文皆須具備「主旨」、「說明」、「辦法」三段落 

「說明」與「辦法」若無項次，文字應緊接段名冒號後書寫 

每段段名之前應加數字，如：「一、主旨」、「二、說明」、「三、辦法」 

49 有關公文中的「說明」，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說明」應敘述扼要，須一段成文 

凡行政機關往來之「函」，「說明」均為必要的段落 

「說明」是「簽」的寫作重點所在，可針對案情提出具體意見 

「說明」中應列入概括的期望語，如「請核示」、「請查照」等，使內容更完整 

50 有關「機密文書」的保密機制，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傳送機密文書，必須由承辦人員親自持送  

為使機密文書妥善保存，應增加副本發送的數量 

機密文書之封發，得交由指定之繕校、收發人員處理 

收受機密文書時，應立即交與指定人員啟封，但不得進行登錄，以確保其機密 



類科名稱：

10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第一試、10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
人員考試及100年軍法官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試題代號：1501)

題　　數： 50題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題號

答案 # A D A D B B B A D A D D C B A B A A D

題號

答案 C C D A D C C D B C D D C A A D A D B C

題號

答案 D # B B B A A C # C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各類科

備　　註： 第1題答Ｂ或Ｄ者均給分，第42題答Ｃ或Ｄ者均給分，第49題一律給分。

user
文字方塊
更多司法考試科目的歷屆題庫立即上網搜尋＂司法歷屆考古題懶人包＂高鋒公職補習班整理Line@帳號：@gaofeng連絡電話：07-2367-296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五等考試 
類  科：各類科 

科  目：公民與英文 
考試時間：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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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3501 
頁次：4－1 

1 小華就讀高中不久，便以同學多擁有手機和配戴隱形眼鏡為由，而請求父母親滿足其需求。依上述內容判斷，

最主要是何種管道對小華學習適應社會生活的影響？ 
家庭 學校 同儕團體 傳播媒體 

2 在社會上生活每日的對話中，我們常不自知的表現出性別的刻板印象，下列何者帶有性別刻板印象？ 

老闆對張小姐說：「不景氣，公司要裁員，妳最資淺，只好請妳離職！」 

老師對小學生說：「來兩個力氣大的同學，去隔壁教室幫老師搬桌子！」 

爸爸對女兒說：「後天妳生日，想要什麼禮物？電腦遊戲還是圖畫書？」 

班長對同學說：「星期天全班去烤肉，男生負責搬東西，女生負責洗菜。」 

3 我們常可聽到人家說：「善有善報，惡有惡報，不是不報，時候未到。」此說法最主要是基於何種社會規範

以勸人為善？ 

風俗習慣 倫理道德 宗教信仰 法律命令 

4 我國於 2009 年 5 月以觀察員身分參加世界衛生大會，另外，我國也積極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

有關於 WHO 分類的描述，下列何者正確？ 
全球性，政府組織 全球性，非政府組織 區域性，政府組織 區域性，非政府組織 

5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提及對於身心障礙者提供經濟安全的保障，並採生活補助、日間照顧及住宿式

照顧補助等方式，以保障身心障礙者。請問，此法的制定是在彰顯國家存在的何種目的？ 
維護文化傳統 增進公共利益 落實社會正義 維持安全與秩序 

6 我國政府為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到來，並提供國民老年生活之保障，民國 97 年 10 月 1 日起開始施行「國民

年金」。該項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委託下列那一單位辦理？ 
勞工保險局 健康保險局 職業訓練局 人事行政局 

7 我國立法委員選舉，具原住民身分的選舉人，可選擇參加區域代表或原住民代表的選舉，但不可以同時參加

二者的投票，主要是為了落實那一項選舉的原則？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8 小惠到柬埔寨自助旅行，看到當地小孩衣著破爛、赤腳向遊客兜售或乞討，因此決定要付出行動幫助他們。

下列做法中，何者較不適當？ 
施捨零錢給乞討者 參加海外志工組織 捐款當地學校興學 認養當地病童孤兒 

9 公共造產是指地方政府依照地方特色與資源，所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事業，下列那項屬於公共造產？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客家桐花祭 高雄市政府主辦世界運動會 
臺北市政府主辦聽障奧林匹克運動會 新北市金山區改建金包里公共溫泉浴室 

10 2008 年當選的第七屆立法委員中，部分委員由於賄選案被宣判當選無效定讞遭解職，因而後來又進行若干

次的席次補選，其中當選無效之訴的宣判權應隸屬司法院的何項機關？ 
普通法院 行政法院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1 我國的道路中有國道，是由中央政府規劃維修，此外另有省道、縣道、鄉鎮道等，分別由各級政府負責，此

即我國政治制度中的那一項特色？ 
權能區分 五權分立 均權制度 全民政治 

12 從第七屆立法委員選舉起採用單一選區兩票制，選民應該如何投這兩票？ 
二票圈選二個政黨  二票圈選二位候選人 
一票圈選候選人，一票圈選政黨 一票圈選區域候選人，一票圈選原住民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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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09 年八八水災後曾興起總統發布緊急命令的輿論。請問，依據我國憲法，總統發布緊急命令需要經過那

些程序才算生效？ 
總統簽署、行政院副署  立法院提議，監察院議決 
行政院院會決議，立法院追認 行政院院會決議，大法官解釋通過 

14 我國時常在街上看到標榜著無國界料理、臺菜西吃或和風洋食的餐廳，這種菜色或菜系的產生，乃是因為臺

灣飲食文化與不同文化相遇後，經過長時間的接觸並彼此影響下，所誕生的新型態餐飲文化。我們可以稱

這種影響過程為下列何者？ 
涵化 同化 濡化 社會化 

15 在網路上下載未經授權的影音創作、燒錄、販售等行為，最明顯的是觸犯了何項法律？ 
專利法 商標法 著作權法 公司法 

16 法律制定的程序，一般可分為那三個階段？ 
提案、審查、讀會 提案、連署、審查 提案、讀會、公投 連署、聽證、讀會 

17 大雄今年 14 歲，就讀國中二年級，因為偷竊被移送法辦。根據上述，大雄的行為所涉及的相關法律，應優

先適用下列那一項？ 
刑法 民法 少年事件處理法 兒童及少年福利法 

18 刑事訴訟雖重視對犯罪的追訴，但也注意對人權的保障。在訴訟過程中用來確保被告人權的原則，下列何者

錯誤？ 
三級三審之審級制度  偵查公開、審判不公開 
疲勞訊問所得之自白不能成為呈堂證供 被告在未經審判證明其有罪前應推定其為無罪 

19 郵購是近年新興的交易方式，下列有關解除郵購買賣契約的敘述，何者符合《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 
只要對商品不滿意即可提出 必須商品有瑕疵才可以提出 
必須說明理由後才可以提出 必須負擔解約所需要的費用 

20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其修改程序通常較一般法律複雜與困難，此為憲法的何種特性？ 
普遍性 原則性 最高性 穩定性 

21 我國民法規定，父母於子女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女從父姓或母姓。子女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年前，

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更為父姓或母姓。根據上述判斷，此規定最能體現我國憲法保障人民權利的那一項

精神？ 
自由 民主 平等 正義 

22 就法律的位階而言，下列那一組不屬於同一個位階？ 
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家事事件處理辦法－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消費者保護法施行細則－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23 所謂「罪刑法定主義」，是指犯罪的成立要件，以及犯罪的法律效果，均必須在法律上預先加以規定。下列

何者不屬於罪刑法定主義所涵蓋的概念？ 
不得溯及既往 無罪推定原則 禁止類推適用 禁止習慣法直接適用 

24 特偵組是特別偵查組的簡稱，依據《法院組織法》的規定，特偵組隸屬於下列那一個機關？ 
法務部廉政署 法務部調查局 地方法院檢察署 最高法院檢察署 

25 鮪魚數量逐年減少，漁業署因此限定今年捕鮪魚總額不得超過 30 萬公斤，但遭漁民嚴正抗議。漁民代表說：

「限漁政策無異是將此經濟產物拱手讓給大陸和日本漁民」。請問下列何者最能貼切描述此問題之核心？ 
我國淡水養殖魚業產能不足，造成對海洋漁業的過度依賴 
政府對漁業限制過多，漁民是受壓迫的族群 
海洋魚類屬共有財，因財產權不明，容易造成濫捕 
臺灣與中國大陸、日本海域劃分不明，容易造成漁民惡性競爭 

26 目前有許多國家推動「公平貿易」政策，主張商品生產方式應對環境友善，例如減少農藥的使用，運用節能

減碳的方式生產等等。此種政策的推動，與那一種生產要素的關連性最高？ 
自然資源 人力資源 企業才能 資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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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家庭理財的重要觀念就是「開源節流」，下列有那些是「開源」的方法？①向銀行貸款，增加資金的運用 

②兼職補貼收入 ③培養第二專長，提升職場競爭力 ④在職進修增進加薪機會 ⑤向親友借錢，週轉資金 
①②③ ①④⑤ ②③④ ②④⑤ 

28 下列關於不同型態企業優缺點的敘述，何者錯誤？ 
獨資企業的優點是效率高、利潤獨享  
股份有限公司的優點是容易籌得資金、吸引人才 
獨資企業的缺點是不穩定，難以擴大規模  
股份有限公司的缺點是營運權操之在小股東，大股東權益較難保障 

29 若財貨甲的價格逐漸下降，財貨乙的價格逐漸上升，使財貨丙的需求量逐漸減少，我們可以說，財貨甲和財

貨丙以及財貨乙和財貨丙之間依序呈現什麼關係？ 
替代品；替代品 互補品；互補品 替代品；互補品 互補品；替代品 

30 每當中央氣象局預測颱風可能來襲時，許多大賣場或超級市場往往出現搶購熱潮。如果以影響消費行為的因

素來看，此種現象最有可能是受到何種因素的影響？ 
商品價格 所得水準 主觀偏好 預期心理 

31 現代社會的人們通常只靠專精一兩項專長，不需要親自生產「柴、米、油、鹽…」就能夠衣食無虞，甚至比

從前農業社會還要豐富。最主要是因為透過那種平台，人們可以分工合作？ 
政府 市場 農會 合作社 

32 經濟學上的「供給法則」主要說明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產品「供給量」與價格間變動的關係，請問此一

關係可用下列那一個圖形來表示？ 
     

 
 
 
 

33 小明飲料店每日販售的咖啡，每杯成本 11 元，每杯售價 20 元，平均一天可以賣出 100 杯。現在小明為了回

饋顧客的長期支持，將每杯咖啡的價格調降為 15 元。在成本不變的情形下，小明如果要維持原來的利潤，

每天最少要賣出多少杯的咖啡？ 
 225 杯  200 杯  220 杯  215 杯 

34 運用下列那一種經濟學上的法則，最可能實現「人盡其才」或「天生我材必有用」的理想？ 
社會成本 供需法則 絕對利益法則 比較利益法則 

35 阿嬌經常透過網路郵購不同品牌化妝用品，並在拆開使用 5 天後就要求解除買賣契約，上述情形主要違反

了《民法》上權利行使的何項原則？ 
消滅時效 誠實信用 契約自由 公序良俗 

36 Bill: Hey, Peter. How’s it going? 
Peter:         I’m really tired. 
Bill: All you need now is a good rest. 
 Great.  Fine, how are you?  Not too great.  It’s going to be all right. 

37 It       four hours to fly from Taiwan to Japan. 
 costs  makes  spends  takes 

38 This       is about how a lost dog found its way home. 
 direction  road  step  story 

39 Kathy spends many hours       her term papers. 
 work on  working on  having worked on  to work on 

40       is you new car? Was it expensive? 
 Too many  Very much  So many  How much 

Q 數量 

P
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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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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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American couples go to a marriage counselor for help with their marriage. A typical complaint from a wife 
goes: Well, Doctor, I’m beginning to worry about my marriage. My husband and   41   just don’t understand each 
other. We both work full-time, but I do all the work at home-you know,   42   dinner, wash clothes, and clean the 
house. His life is easy; he   43   one job. I have two! Sometimes I feel so lonely. When he’s home, he reads the 
newspaper or watches TV. He doesn’t talk with me; he talks   44   me. He only talks with his friends. He doesn’t listen 
if I tell him about my day. He isn’t   45   in 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Sometimes he gives me orders. Sometimes he 
tells me about sports or politics, but I don’t like it because I feel like a student in school. What’s wrong with him? 
41  she  hers  I  mine 
42  do  take  eat  fix 
43  had only  having only  has only  have only 
44  at  about  into  towards 
45  interesting  interested  interest  interests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king who had three daughters. He wanted to choose one of them to be the queen. He 
called the daughter to him and said, “My dear children, the one who brings me a birthday present which is most 
necessary to human life shall be queen. Go and make your plans.” 
  The king’s birthday arrived. The two oldest daughters brought him presents that were very necessary, but were also 
very expensive. However, the youngest daughter only brought him a small pile of salt. When the king saw her present, he 
became very angry. He told the daughter to leave his castle and never come back. 
  The daughter left her father’s castle. She had nowhere to go. As she wandered in the forest, cold and hungry, a 
prince saw her and fell in love with her at once. She agreed to marry him and a great party was held at the prince’s castle. 
The king was invited, but he did not know that the bride was his daughter. 
  The girl told the cook to make all the dishes for the party with no salt. At the wedding, everyone started eating and 
they found that the food had no taste. Then the king sighed, “I now know how necessary salt is. But, because I didn’t 
know that before, I sent my own daughter away and I will never see her again.” Hearing this, the daughter went to the 
king and made herself known. They all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46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story could be      . 

“A Wise King”  “The Most Necessary Thing in Life”  
“Castle in the Air”  “The Wedding Party” 

47 The king sent away his youngest daughter because      . 
 she did not follow his words carefully  she gave him a cheap and lowly present 
 she failed to perform the task he gave her  she was so silly that she picked a wrong gift 

48 What lesson can we learn from this story? 
 A necessary thing can be very common.  Don’t judge a person by her appearance. 
 Love at first sight may lead to true love.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49 We may infer from the story that      . 
 the king had a good way to choose his successor 
 no sooner had the king’s daughter left him than he admitted his mistake 
 the youngest daughter was very wise, but the king failed to see that 
 the king was not a good leader because he preferred expensive presents 

50 The king finally discovered the necessity of salt when      . 
 his daughter left his castle   he ate the tasteless food 
 he saw the bride of the prince  he forgot to bring some salt with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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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是規定國家的基本組織及其活動的法律？ 
行政程序法 行政院組織法 憲法 國家安全法 

2 假釋之決定，應由監獄報請何機關審核之？ 

監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檢察署 為原有罪確定判決之法院 

司法院假釋委員會  法務部 

3 法律上明定自公布日施行者，則該法律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幾日起發生效力？ 

第七日 第五日 第三日 第二日 

4 有關「法規之廢止程序」，下列何者錯誤？ 

法律之廢止，仍須經立法院通過且由總統公布  

命令由原發布機關廢止之，並即送立法院審查 

法規自公告廢止之日起，至第三日起失效  

法規定有施行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 

5 刑事訴訟程序中，關於偵查之開始應基於何種原因。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告訴 告發 自訴 自首 

6 須經立法院三讀程序始得通過之法規為： 
自治規則 自治條例 命令 法律 

7 刑法關於保護管束之對象，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假釋人 受緩刑宣告人 受強制治療之人 代替其他保安處分之人 

8 下列法規何者位階最高？ 
自治條例 命令 自治規則 法律 

9 在羅馬日耳曼法系各國法律制度中，具有相當多的共同特徵，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各國之法源以判例法為主 法律以程序法為優先 
傳統上以民法為核心，以債法為重點 法律分類在區別普通法與衡平法 

10 假設 A 法第 5 條為 B 法第 7 條之特別規定，當後者修正後，何者應優先適用？ 
 B 法第 7 條  A 法第 5 條 由法官決定 視何者較有利於當事人 

11 假設甲法第 10 條規定準用乙法第 9 條之規定，當後者修正後，應如何適用？ 
由法官決定  準用乙法第 9 條修正前之規定 
準用對當事人較為有利之規定 準用乙法第 9 條修正後之規定 

12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擴張解釋乃擴大解釋法律文義的範圍  
立法史與比較法，有助於闡明法律規定的真義，所以可以作為法律解釋的參考 
為避免法律解釋流於恣意，所以要求法官必須嚴格遵守邏輯三段論法，絕對禁止從事價值判斷 
解釋法律應一併將法律的社會作用納入考量 

13 下列對體系解釋的敘述，何者錯誤？ 
根據法律條文於所在編章節條款的位置、乃至與整體法律秩序的關連，闡明它的規範意旨，稱為體系解釋 
擴張解釋與限縮解釋都屬於體系解釋 
體系解釋需要考量法律制定的目的 
體系解釋不需要將憲法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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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9 條規定，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法規一時不能適用時，得採下列何種措施？ 
廢止該法規 修正該法規 暫停適用該法規 延長適用該法規 

15 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處罰殺人罪的未遂犯。而未遂犯的解釋，必須根據刑法第 25 條未遂犯的規定。請問這

裡運用何種法學方法？ 
反對解釋 擴張解釋 類推適用 體系解釋 

16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91 號解釋意旨，下列何者不屬於法律明確性原則之內涵？ 
抽象規範，其意義須非難以理解 須無裁量瑕疵 
可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為一般受規範者可得預見 

17 下列對類推適用的敘述，何者錯誤？ 
類推適用是法律漏洞的補充方法 類推適用是根據「相類似案件應為相同的處理」 
民法允許類推適用  刑法對犯罪的處罰允許類推適用 

18 機關作成裁量出於不相關之動機，係屬於下列何種裁量瑕疵之類型？ 
裁量逾越 裁量濫用 裁量怠惰 裁量限縮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7 號解釋之意旨，行政院院長向總統提出辭職時，下列何者應一併提出辭職？ 
不管部會之政務委員  中央銀行總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 

20 債權讓與之性質為： 
債權行為 債務行為 準物權行為 物權行為 

21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有關法規之廢止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法規規定有施行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無須由機關公告  
法律之廢止，應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命令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 
機關裁併，有關法規已無保留之必要者，應予廢止 

22 有關民法繼承制度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權利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非繼承之標的  
繼承人得於繼承開始前主張「繼承回復請求權」 
繼承之開始不須任何人為意思表示或請求 
除配偶外，法定繼承人僅限於與被繼承人有一定親屬關係之人 

23 連帶債權之債務人，於給付時最低限度應向何人為之，即生給付之效力？ 
向債權人中任一人  向半數以上債權人  
向三分之二以上債權人  向債權人全體 

24 有關民法繼承規定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  
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數人時，原則上按人數平均繼承 
繼承人殺害被繼承人雖未致死且未受刑之宣告，仍然喪失其繼承權 
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繼承順序，以親等近者為先 

25 下列有關消滅時效中斷的效力之敘述，何者正確？ 
時效中斷除在當事人之間有效力外，在繼承人、受讓人之間，亦有效力  
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開始時，重行起算 
因起訴而中斷之時效，自起訴時，重行起算 
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之執行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不滿三年者，

因中斷而重行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三年 
26 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多久後，為死亡之宣告？ 

六個月 一年 二年 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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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依民法規定，拾得漂流物或沉沒品者，適用下列何者之規定？ 

遺失物拾得 無主物先占 埋藏物發見 偶至物尋回 
28 下列何者非民法關於時效取得之必要條件？ 

所有之意思 和平占有 公然占有 善意占有 
29 甲將 A 地設定典權予乙，乙將 A 地轉典予丙，丙將 A 地交付受僱人丁在其上植竹收筍，試問：A 地之直接

占有人為何人？ 
甲 乙 丙 丁 

30 幫助他人實行犯罪行為，但他人不知幫助之情者，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仍構成幫助犯  與該他人構成共同正犯 
構成未遂犯  構成法律錯誤，減輕其刑 

31 典權約定期限高於法定期限者，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典權設定無效  期限約定無效 
縮短為法定期限  非重新約定期限者，其典權不生效力 

32 甲欲殺害仇人乙，事先喝了大量的酒以壯膽，終在意思不清的狀態下將乙殺死。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殺人時處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狀態，故不處罰 
依未遂犯之規定減輕甲之刑責 
甲殺害乙時已不能清楚辨識自己之行為，故只能依過失犯論處 
甲是故意喝酒招致欠缺辨識自己行為之能力，不構成不罰或減輕其刑 

33 法院為褫奪公權之宣告，自何時發生效力？ 
被告刑滿或因假釋出獄時 檢察官下令執行時 
裁判確定時  非常上訴遭駁回時 

34 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規定有變更時，該如何適用法律？ 
適用行為時法律  適用裁判時法律 
適用最有利行為人法律  依「從舊從輕」原則適用 

35 下列何者不是刑法所明定保安處分的種類？ 
訓誡處分 監護處分 強制治療 強制工作 

36 有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董事乃由股東會選任之  董事必須具備股東之身分 
董事之任期不得超過三年 董事為公司之負責人 

37 關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權限，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  決定董事之報酬 
召集股東會  修改章程 

38 刑法關於易科罰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犯最重本刑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  
犯最重本刑為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 
得易科罰金而未聲請者，均不得易服社會勞動 
易科罰金之規定於數罪併罰之情形，一律不得適用 

39 有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方式為之  
董事會之決議，以董事所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過半數為之 
董事不得居住於國外 
董事得以委託書委託其他股東，代理出席董事會 

40 下列有關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著作人格權有一身專屬性；著作財產權則無 原則上，著作人格權存續時間較著作財產權長 
二者存續期間均及於著作人死後 重製權是屬於著作人格權之一種 



 代號：4501
頁次：4－4

41 以下對勞動基準法所規定的年資規定，何者錯誤？ 
勞雇雙方於定期契約屆滿後，未滿三個月而訂定新約時，勞工前後工作年資，應合併計算 
勞工工作年資不以服務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並自受僱當日起算 
勞雇雙方於不定期契約因故停止履行後，未滿三個月而繼續履行原約時，勞工前後工作年資，應合併計算 
事業單位轉讓時，新舊雇主商定留用的勞工，其年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 

42 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主管機關不得規定定型化契約中應記載或不得記載之事項  
郵購買賣之消費者於收受商品後，得於七日內，以口頭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契約 
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得預先約定限制或免除 
定型化契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契約中，而依正常情形顯非消費者所得預見者，該條款不構成契約之內容 

43 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符合請領失能年金、老年年金或遺屬年金給付之條件者，應如何請領？ 
擇一請領  合併請領 
請領發生在最前之失能年金 請領發生在最後之遺屬年金 

44 下列何者不是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14 條通常保護令可定之內容？ 
命相對人遠離被害人之住居所或經常出入之特定場所 
命相對人交付被害人所需之醫療、輔導等費用 
要求相對人交付汽車等生活必需品給被害人使用 
命相對人離職，以免騷擾其他人 

45 依據我國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13 條之規定，聲請保護令之程式或要件有欠缺者，法院應： 
不論是否可以補正，直接以裁定駁回  
先視其情形是否可補正，可補正應先命其補正，不補正始駁回 
發交檢察官偵查  
將聲請退件給社福機構處理 

46 勞工保險條例第 18 條有關「免繳保險費」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被保險人請領傷病給付或住院醫療給付 被保險人於該期間內未能領取薪資或喪失收入 
該期間內之保險年資亦予承認 雇主與勞工皆免繳負擔部分之保險費 

47 對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為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平等工作事項，雇主應設立性別工作平等會 
主管機關須將性傾向歧視之禁止及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納入勞動檢查項目，以確保受僱人落實性別工作平等

法之要求 
性別工作平等法之制定乃在實現憲法平等權之保障 
性別工作平等法之宗旨之一在禁止因性別或性傾向所為之歧視 

48 有關勞工保險「失能年金」之請領要件與標準，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被保險人遭遇傷病被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力者  
給付標準依保險年資計算，其所得替代率為 1.55% 
被保險人享有新臺幣 4000 元之最低年金保障 
被保險人具有國民年金保險年資者，無法合併發給 

49 A 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的百貨公司，為專櫃的銷售員，排班時間不固定，A 因恐其未滿三歲小孩 B 無人

照顧，A 之下列請求何者不屬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 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三小時 
減少之工作時間，不得請求報酬 調整工作時間 

50 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有關於定型化契約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定型化契約僅限以書面方式為之  
定型化契約應予消費者七日以內之合理審閱期間 
定型化契約條款一律無效  
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行業，公告定型化契約之審閱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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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大意 
1 因不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由不動產所在地法院管轄，為何種管轄？ 
專屬管轄 競合管轄 選擇管轄 指定管轄 

2 訴訟代理人就下列何者訴訟行為，須受特別委任，始得為之？ 
起訴 上訴 訴之追加 自認 

3 下列何種情形，不能聲請直接上級法院指定管轄？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律不能行使審判權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特別情形，由其審判恐影響公安 

被告行蹤飄忽不定 

因管轄區域境界不明，致不能辨別有管轄權之法院 

4 當事人之一造為多數人，必須一同起訴或被訴，且訴訟標的對該數人必須合一確定之訴訟，為下列何種訴訟？ 

普通共同訴訟 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類似必要共同訴訟 主參加共同訴訟 

5 下列何種訴訟行為，非屬參加人為輔助當事人所得為之者？ 
撤回起訴 提起上訴 提起再審之訴 聲明證據 

6 關於民事訴訟程序訴訟代理權之敘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須經審判長許可，始得委任非律師為訴訟代理人 訴訟代理權因本人死亡而消滅 
訴訟代理人須受特別委任，始得撤回起訴 訴訟代理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理當事人 

7 關於民事訴訟裁判費之敘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非因財產權而起訴者，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三千元 
提起抗告，應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審之訴，毋庸徵收裁判費 
當事人撤回上訴者，得聲請退還該審級所繳裁判費三分之二 

8 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如何決定訴訟標的價額？ 
以原告因分割所受利益之價額為準 以被告因分割所受利益之價額為準 
以全部共有物之價額為準 以當事人中一人應有部分最少者之價額為準 

9 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不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理能力之同居人或受僱人，為

下列何種送達？ 
直接送達 補充送達 寄存送達 留置送達 

10 關於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自當事人陳明合意停止時起，如於二個月內不續行訴訟者，視為撤回其訴或上訴 
兩造無正當理由遲誤言詞辯論期日者，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一造無正當理由遲誤言詞辯論期日，他造雖到場但拒絕辯論者，亦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續行訴訟後得再以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但以一次為限 

11 關於民事訴訟之裁判，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未參與言詞辯論之法官，亦得參與判決  
不論是否經言詞辯論，裁判均應宣示 
宣示裁判，須當事人在場，始有效力 
裁判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類此之顯然錯誤，當事人得聲請法院裁定更正 

12 民事訴訟程序應於國內為公示送達，而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若干日發生效力？ 
 10 日  20 日  30 日  4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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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列何者訴訟行為，應得民事訴訟之對造同意？ 
被告已為本案言詞辯論後，原告於第一審判決前撤回起訴 
訴之變更或追加，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上訴人於第二審終局判決前撤回上訴（被上訴人未為附帶上訴） 
被告在第一審提起反訴 

14 下列何種情形，法院不得依職權宣告假執行？ 
本於被告認諾所為之判決 
本於原告捨棄所為之判決 
命履行扶養義務之判決（起訴前最近六個月分及訴訟中履行期已到者） 
就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1 項適用簡易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15 訴訟繫屬後占有訴訟請求之標的物之下列人中，何者非確定判決之既判力效力所及？ 
承租人 保管人 受任人 受寄人 

16 下列何者不屬於強制調解事件？ 
調解租金之訴 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因醫療糾紛發生爭執者 離婚之訴 

17 甲起訴請求乙給付租金新臺幣 200 萬元，關於其訴訟程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適用簡易訴訟程序  
應由地方法院獨任法官審理 
得向高等法院提起第二審上訴 
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理由，向最高法院提起第三審上訴 

18 下列何種新攻擊防禦方法，在第二審不得提出？ 
因第一審法院違背法令，致未能提出者 當事人在第一審疏忽未提出者 
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論終結後者 如不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 

19 關於民事訴訟之附帶上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得由被上訴人在第二審言詞辯論終結前提起  
第二審之被上訴人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仍得提起附帶上訴 
經第三審法院發回更審後，被上訴人仍得提起附帶上訴 
第三審之被上訴人不得為附帶上訴 

20 關於民事訴訟之第三審上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採律師強制代理制度 
須以原判決違背法令為理由，始得提起 
上訴人至遲應於提起上訴後 20 日內提出上訴理由 
如上訴人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上訴理由，法院應先命補正而未據補正後，始得以裁定駁回其上訴 

21 關於民事訴訟再審之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係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不服所提起之訴訟 
專屬於為確定判決之原法院管轄 
應於 20 日之不變期間內提起 
應以訴狀表明再審理由及關於再審理由並遵守不變期間之證據 

22 第二審法院判決有下列何種情形者，非當然違背法令？ 
判決法院之組織不合法者 違背言詞辯論公開之規定者 
判決不備理由或理由矛盾者 證據取捨，認定事實有疑義者 

23 關於支付命令之聲請及核發，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專屬債務人住居所地、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法院發支付命令後，三個月內不能送達於債務人者，其命令失其效力 
債務人得於支付命令送達後 20 日之不變期間內，不附理由提出異議 
支付命令得為公示送達，亦得對外國送達 

24 夫對妻起訴請求判決離婚，若夫於判決確定前死亡時，關於該離婚訴訟程序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夫之繼承人得聲明承受訴訟 
妻為夫之唯一繼承人時，應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理人續行訴訟 
視為訴訟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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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甲擬對乙起訴請求清償借款，因擔心乙脫產致其日後無從強制執行，甲在提起本案民事訴訟前，得先聲請： 

假執行 假處分 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假扣押 
乙、刑事訴訟法大意 
26 有關上訴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被告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不服者，得上訴於上級法院 
檢察官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不服者，得上訴於上級法院 
檢察官不得為被告之利益提起上訴 
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應不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 

27 被告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於其原因消滅後幾日內，得聲請回復原狀？ 
 20 日  10 日  7 日  5 日 

28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公眾周知之事實，仍應舉證 
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不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行 
無證據能力、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不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見，不得作為證據 

29 受刑人受徒刑或拘役之諭知，下列何種情形，依檢察官之指揮，於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不屬於停止執行

之情形（原因）？ 
懷胎五月以上者  出國工作者  
生產未滿二月者  現罹疾病，恐因執行而不能保其生命者 

30 下列何者屬於司法警察官之職權？ 
簽發搜索票  簽發押票 
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犯罪嫌疑 簽發拘票 

31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官如係因受搜索人出於自願性同意搜索者，亦不得為無搜索票而實施搜索 
檢察官對追訴權時效完成之案件，應為不起訴處分 
法官對追訴權時效完成之案件，應為免訴之判決 
檢察官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 

32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犯下列何種罪名之案件，其第一審管轄權不屬於高等法院？ 
內亂罪 外患罪 妨害公務罪 妨害國交罪 

33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上訴期間為： 
 5 日  7 日  10 日  20 日 

34 有關法院管轄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數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連者，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 
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數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

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 
法院因發見真實之必要或遇有急迫情形時，得於管轄區域外行其職務 
訴訟程序因法院無管轄權而失效力 

35 證人應命具結，但年齡未滿幾歲之人，不得令其具結？ 
 12 歲  14 歲  16 歲  18 歲 

36 有關非常上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非常上訴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  
非常上訴由最高法院審理 
以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令者才可以提起非常上訴  
非常上訴之判決，應經言詞辯論 

37 被告犯下列何種罪名，得上訴第三審？ 
刑法第 325 條第 1 項之搶奪罪 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罪 
刑法第 342 條之背信罪  刑法第 321 條之竊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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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者，得科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拘提之；再傳不到者，

亦同 
以公務員或曾為公務員之人為證人，而就其職務上應守秘密之事項訊問者，應得該管監督機關或公務員之

允許 
檢察官或法官訊問證人，在證人具結前，應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 
鑑定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者，得拘提 

39 有關通緝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被告逃亡者，得通緝之  通緝書，於審判中由法院院長簽名 
通緝書，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 被告藏匿者，得通緝之 

40 被告經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後，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其法律救濟程序為： 
聲請再議 聲請再審 提起上訴 提起抗告 

41 有關告訴乃論之罪，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告訴乃論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六個月內為之 
撤回告訴之人，得再行告訴 
告訴乃論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 

42 有關抗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抗告係對法院裁定不服之救濟程序  
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理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抗告原則上有停止執行裁判之效力  
不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不得抗告 

43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相牽連案件？ 
數人共犯一罪  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誣告罪  
數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 數人共犯數罪 

44 審判期日，於下列何種情形，被告得委任代理人到庭？ 
被告所犯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金之案件 被告因疾病不能到庭 
被告心神喪失  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判決之情形 

45 下列何者非屬受命法官行準備程序之權限？ 
訊問被告、代理人、辯護人對於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辯 
處理案件及證據之重要爭點 
曉諭被告為證據調查之聲請 
裁定撤銷羈押，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 

46 關於檢察官之追加起訴，下列何者正確？ 
得就裁判上一罪之案件追加起訴 須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追加起訴 
於準備程序期日得以言詞追加起訴 不同種程序之案件亦得追加起訴 

47 甲、乙二人共同殺害丙，甲逃亡海外，警方循線逮捕乙，起訴書被告欄列乙姓名，犯罪事實欄記載甲、乙共

同犯罪經過，則起訴效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起訴效力僅及於乙  起訴效力及於甲、乙 
若甲已到案，起訴效力及於甲 甲在第一審判決前已到案，始為起訴效力所及 

48 下列何人無調查證據聲請權？ 
當事人 輔佐人 辯護人 告訴人 

49 下列何者不得直接詰問證人？ 
當事人 辯護人 輔佐人 代理人 

50 有關送達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送達於在監獄或看守所之人，不應囑託該監所長官為之 
對於檢察官之送達，應向承辦檢察官為之；承辦檢察官不在辦公處所時，向首席檢察官（即檢察長）為之 
送達文書由司法警察或郵政機關行之 
送達向送達代收人為之者，視為送達於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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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下文，回答第1題至第2題：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惡乎在？」莊子曰：「無所不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

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

其愈甚邪？」曰：「在屎溺。」東郭子不應。（《莊子．知北遊》） 

1 文中莊子以「螻蟻」、「稊稗」、「瓦甓」、「屎溺」來解釋「道」，其用意是想表達什麼？ 

用心微觀自有所得 返璞歸真始近大道 道乃自小而大漸明 道於萬物無所不存 

2 文中「東郭子不應」，原因應該是什麼？ 

了然於胸 迷茫不解 虛心接受 難以抗辯 

閱讀下文，回答第3題至第4題： 

  人是自然的產物，也和大自然中其他的生物一樣各具特色，這個人適合統領三軍，那個人精於舞文弄

墨，各有天賦，各有使命。 

  人若能知道植物花草的特長，加以妥善運用，不僅能使斗室生輝，更能美化生命，使之燦爛輝煌。就

像在春梅開時踏雪尋梅，採得好花瓶中養，伴我書聲琴韻，共度好時光。 

  人之用人，也有異曲同工之妙。善用人者，不但能認清別人的特點，更能予以機會發揚光大。這種知

人的智慧，也就是古人稱頌的知己，所以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路，都是嘆知音的難得。伯樂求

千里駒，是相得益彰。 

  一般人不僅不能知人善任，常站在自我的領域裏要求別人。要是孩子的功課不好，我以家長的身分指

摘老師不行，我要求到好學校找好老師；如果太太下廚三餐口味不合，我要求她照著我的舌頭加油添醋；

若是在某些事情上和朋友之間有了歧見，我總是使盡心機，不惜威脅利誘要求別人跟著我走……。 

  一個明是非的人不過分要求。要求一個工人做音樂演奏或請一個牧童做學術講演，就像要杜鵑展示幽

蘭的氣質和芬芳或含羞草表現松柏的勁拔一樣不可能。（藍蔭鼎〈花不都是香的〉） 

3 上文所言「不惜威脅利誘要求別人跟著我走」，意指： 

自以為是 知人善任 擇善固執 機關算盡 

4 下列語詞何者最符合本文所要傳達的意義？ 

適材適用 自知之明 知音難求 寬以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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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下文，回答第5題至第6題： 

  總經理對人事主任說：「調一個優秀可靠的職員來，我有重要的工作交給他做。」 

  人事室主任拿了一件卷宗對總經理說：「這是他的資料，他在本公司工作二十年，沒有犯過錯誤。」 

  總經理說：「我不要二十年沒有犯過錯誤的人，我要一個人，犯過二十次錯誤，但是每次都能立即改

正，得到進步，他才是我需要的人才。」 

  謹慎自愛本是美德，但倘若過分，就變成畏縮無能。在戰壕裡，戰士倘若開槍射擊，就容易使敵人瞄

準他的位置，但是一槍不放的戰士又如何立功？多做多錯，少做少錯，不做不錯，這句話的確是經驗之談，

但是發明這句話的人可曾想過：不做不錯的「不錯」，到底有什麼價值？ 

  學習走路的孩子沒有不摔跤的，並且千萬孩子之中，可能有一個摔成腦震盪。有一位母親因此堅決不

讓她的孩子走路，那孩子果然沒有摔過跤，身體上也沒有疤痕，但是終於變成癱子，一生要坐輪椅。人生

有些痛苦是要受的，有些代價是要付的，有些過失是要犯的──只犯一次，不犯第二次。（王鼎鈞〈完人〉） 

5 文中總經理擬選用犯過錯的人員，原因何在？ 

犯錯者的經驗會比較豐富 知過能改者一定是個好人 

過而改正者能力將會增強 藉此彰顯自己的用人權威 

6 依作者看法，「完人」的關鍵在於： 

勇往直前，不畏困難 刻苦耐勞，累積經驗 積極嘗試，改正錯誤 謹慎自愛，堅定不渝 

7 國道三號走山事件，造成四人活埋慘劇，北區工程處欲替受難者家屬向法務部申請國賠，所使用之

公文應為： 

呈 函 令 公告 

8 下列公文用語，何者錯誤？ 

對無隸屬關係之機關：上級稱「大」；平行稱「貴」；自稱「本」 

對有隸屬關係之機關：上級對下級稱「貴」；下級對上級稱「鈞」；自稱「本」 

行文數機關或單位時，如於文內同時提及，可通稱為「貴機關」或「貴單位」 

機關對人民稱「先生」、「女士」或通稱「君」、「鈞長」；對團體稱「貴」，自稱「本」 

9 公文「期望語」的選用，常與目的、行文層級有關。下列何者不恰當？ 

請求平行機關辦理，可用「希 照辦」  

陳請上級機關明示，可用「謹請 鑒核」 

要求下級機關答復，可用「請 查照見復」  

請受文機關轉知所屬，可用「請 轉行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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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文中上行函之期望與目的語，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希 查照 請 照辦 請 核示 請 查核辦理 

11 請人託帶信件時，於信封右路書寫「敬請 擲交」，意謂帶信人與受信人的關係是： 

任何輩分皆可  帶信人晚輩，受信人長輩 

帶信人與受信人皆為平輩 帶信人長輩，受信人晚輩 

12 下列選項何者不可作為信封收信人欄的啟封詞？ 

安啟 道啟 敬啟 賜啟 

13 小丸子於書信的開頭寫著：「路隔山川，神馳 絳帳」，由此可推測收信的對象應為下列何者？ 

父母 兄弟 同學 師長 

14 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不遑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

不異平常。（《世說新語．雅量》） 

以下對王子猷或王子敬個性的描述，何者較貼切？ 

王子猷莽撞衝動 王子敬慢條斯理 王子猷膽小如鼠 王子敬處變不驚 

15 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了家，把一個臨時地址擁抱成永久地址，我成了想家的臺北人，在和中國母體

土接壤連的一角小半島上，隔著南海的青煙藍水，竟然轉頭東望，思念的，是二十多年來餐我以蓬

萊的蓬萊島城。我的陽臺向北，當然，也儘多北望的黃昏。奈何公無渡河，從對河來客的口中，聽

到的種種切切，陌生的，嚴厲的，迷惑的，傷感的，幾已難認后土的慈顏，哎，久已難認。（余光

中〈思台北，念台北〉） 

文中和中國母體土接壤連的一角小半島指： 

海南島 香港 臺灣 山東半島 

16 《三字經》中那一段文意與「終身學習」意旨相近？ 

始春秋，終戰國，五霸彊，七雄出 趙中令，讀魯論，彼既仕，學且勤 

十七史，全在茲。載治亂，知興衰 頭懸梁，錐刺股，彼不教，自勤苦 

17 李白〈將進酒〉：「鐘鼓饌玉不足貴，但願長醉不復醒」中的「鐘鼓饌玉」喻指： 

用餐的禮節 飯後的歌舞 餐前音樂 富貴生活 

18 「魯國之法，魯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金於府。子貢贖魯人於諸侯，來而讓不取

其金。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魯人不贖人矣。取其金則無損於行，不取其金則不復贖

人矣。』」（《呂氏春秋．察微》）子貢「救人」，但孔子認為子貢做錯了，是因為子貢： 

沽名釣譽 破壞制度 誇耀財富 貪得無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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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率天

下而路也。」意在強調： 

獨善其身 兼善天下 勤儉治國 社會分工 

20 管寧、華歆共園中鋤菜，見地有片金，管揮鋤與瓦石不異，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讀書，有乘軒

冕過門者，寧讀如故，歆廢書出看，寧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世說新語．德行》）

管寧之所以與華歆絕交，是因為華歆： 

用心不專，難成大事  羨慕富貴，品行有缺 

廢書忘鋤，做事偷懶  見異思遷，虎頭蛇尾 

21 「秋天／最容易受傷的記憶／霜齒一咬／噢／那樣輕輕／就咬出一掌血來」。上引詩句所歌詠的應

該是： 

楓葉 聖誕紅 蚊子 螢火蟲 

22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

言無知，恐不孝子孫棄不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說苑．

辯物》）按照《說苑》的記載，孔子對於身後之事沒有正面表達意見，這是因為：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  

「子不語怪、力、亂、神。」（〈述而〉）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雍也〉） 

「生，事之以禮；死，葬之以禮，祭之以禮。」（〈為政〉） 

23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不可則止，毋自辱焉。」（《論語．顏淵》）依照孔子的說法，

朋友的相處應： 

盡力規勸，永不停止  守死善道，免受屈辱 

盡力規勸，但要適可而止 明哲保身，不要自取其辱 

24 宣王好射，說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不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聞而止。皆曰：

「不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不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尹文

子．大道上》）本文中的「石」是計算何者的量詞？ 

弓的重量 箭的重量 弓的拉力 箭的長度 

25 《論語．憲問》說：「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句話的意思是： 

古人是為了成就自己而學，現在則是為了被人所知而學 

古人是為了充實自己而學，現在則是為了幫助他人而學 

古時候的學者都為自己著想，現代學者則是為他人著想 

古時候的學者強調人人為己，現代學者則強調我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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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列文句「」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展場中作品件件「匠心獨運」，各有特色  

「窮兵黷武」的國家，值得大家鼓掌稱善 

這杯奶茶「水乳交融」，味道真是棒極了  

水舞的表演「川流不息」，讓人目不轉睛 

27 孫大偉創作的汽車廣告詞：「我是當了爸爸後，才學會當爸爸的」，與下列那一段古文所闡述的事

實最接近？ 

大孝終身慕父母  樂只君子，民之父母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28 下列選項中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下半年景氣趨緩，且最近陸序傳出企業裁員、休無薪假的消息 

根據主計處定義，一個月都沒有上班、未領薪水、正在等待恢復工作，才會被計入失業 

勞委會已崇啟無薪假通報機置，但國科會日前否認科學園區放無薪假，僅說有廿八家公司「鼓勵

休假」 

二○○八年金融海嘯來習時，九月失業率不降反升，且一路飆致六．一三％的歷史新高，掀起史

上最嚴重的失業潮 

29 張載〈西銘〉：「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女於成也。」的意思是： 

富貴福澤，能使我的生活條件優渥；貧賤憂戚，則讓平庸的我，得到琢磨成玉的機會 

處於富貴之境，我的生活資源可以更加豐厚；處於貧賤之地，我的女兒依舊可以長成玉立 

擁有富貴，是上天福厚我的生計，方便行善；遭遇貧賤，是上天寶愛我的志節，以至成就 

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之別，但是如能遇見貴人，就能富厚資產、也能轉敗為勝，終於成功 

30 黃碧端〈期待一個城市〉有言：「一個城，即使在人類思想的源頭上重要如雅典，仍因為它留下來

的戲劇作品和劇場而更偉大；即使在民主體制的形成上重要如倫敦，仍因為它有莎士比亞而加倍榮

耀。當然長安城若沒有了斗酒詩百篇的李白，若沒有過霓裳羽衣舞低楊柳的樓台，便只不過是個朝

代興替的城池。」這段話的意涵是： 

一個城市應有完善的規劃與設計，營造藝文展演的生活空間 

一個城市要多編列預算，補助詩人、劇作家的創作，以培養居民的美感 

一個城市除了能發揮政治、經濟的影響力，更要有藝文活動來豐富內涵 

一個城市延續存在的價值，在於跳脫政治對立，免於朝代興衰的軍事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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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豐子愷〈楊柳〉：「我讚楊柳美麗，但其美與牡丹不同，與別的一切花木都不同。楊柳的主要的美

點，是其下垂……越長得高，越垂得低。千萬條陌頭細柳，條條不忘記根本，常常俯首顧著下面，

時時借了春風之力，向處在泥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親吻。好像一群活潑的孩子環繞著他們的

慈母而遊戲……」作者的感悟主要在於： 

懷想起童年圍繞著慈母遊戲的時光 楊柳的低垂，似乎在告訴人們應當謙虛 

楊柳長高後，能下垂俯顧生長的根本 楊柳下垂之姿與別的花木不同，別具風韻 

32 《顏氏家訓》云「有志尚著，遂能磨礪，以就素業；無履立者，自茲墮慢，便為凡人。」此語在強

調何者的重要性？ 

磨練 學習 立志 勤勞 

33 張潮云：「少年讀書，如隙中窺月；中年讀書，如庭中望月；老年讀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歷之

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幽夢影》）作者所欲表達的主要意旨是： 

人生經驗的多寡，決定讀者領悟的深淺 閱讀書籍更廣泛，人生經驗自會更深厚 

讀書沒有長幼之分，看的愈多學的愈多 學習沒有階段之別，學早或晚各有收穫 

34 花蓮林區管理處在池南森林遊樂區的入園處，公告了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制定的國家森林遊樂區生

態旅遊遊客守則，其中第十二點規定：「除了攝影，什麼也不取；除了回憶，什麼也不留。」這段

話主要是對遊客傳達怎樣的訊息？ 

在園區內活動要保持公德心，不可任意破壞景觀 

園區內除了攝影之外，應儘量避免從事其他活動 

遊客可以盡情欣賞園區內的美景，留下美好回憶 

園區內的大自然美景，值得攝影留念，再三回味 

35 季札之初使，北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

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不然。

始吾心已許之，豈以死倍吾心哉？」 

根據上則短文，下列選項中最足以詮釋季札行為的成語是： 

同聲相應 光風霽月 千里鵝毛 不易初衷 

36 北使李諧至梁。武帝與之游歷。偶至放生處，帝曰：「彼國亦放生否？」諧曰：「不取，亦不放。」

帝慚之。（馮夢龍《古今笑》）依據文中「帝慚之」來看，下列文句中何者最能涵蓋本文之意？ 

眾生平等，不應有別  見賢思齊，善莫大焉 

天下無事，無須自擾  沽名釣譽，必有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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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列各組詞語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輻射線／蹣頇無能／慘絕人寰 雄赳赳／鋌而走險／揮霍無度 

擲股子／急功好義／哄堂大笑 鬧彆扭／因原際會／報銷作廢 

38 下列各選項「」內的字，讀音完全相同的是： 

「潰」不成軍／功虧一「簣」／不虞「匱」乏  

氣味「嗆」鼻／步伐踉「蹌」／悲「愴」傷心 

北方「烙」餅／炮「烙」之刑／乳「酪」蛋糕 

勤能補「拙」／日漸「茁」壯／「咄」咄逼人 

39 下列有關諺語涵義的說明，最正確的是：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喻天生我材必有用 

才說嘴，就打了嘴：喻不知輕重，自討苦吃 

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喻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喻在這一方面失敗，在另一方面獲得成果 

40 孔子以仁心關照人民，故而常常有期望天下百姓安樂之言。下列引錄《論語》的文句具有此意的是： 

老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不遺，則民不偷 

德之不脩，學之不講，聞義不能徙，不善不能改，是吾憂也 

克己復禮為仁。一日克己復禮，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41 一九六三年六月二十五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在柏林圍牆前發表演說，請求柏林人抬起目光，「超越今

日的危險，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這座城市和這個國家的自由，看見自由降臨全世界每一個地方；

超越這道牆，看到正義和平來臨的那一天；超越你們自己和我們自己，看見全人類。」這段話最主

要的意思是： 

強調改革的價值，這是自由社會的必然趨勢 柏林圍牆的倒塌，象徵世界和平的一個開始 

歷史的非常時刻，考驗著領導者的判斷智慧 堅持自由的價值，改善當前艱困的人類處境 

42 下列各句中成語的用法，那一個完全正確？ 

他工作認真積極，常常「不孚眾望」的完成任務 

大多數的續書都只是「狗尾續貂」而已，沒有可看性 

每逢百貨公司周年慶，往往人山人海，「汗牛充棟」 

金馬獎頒獎典禮前，藝人們穿著禮服走在星光大道上，真是「美輪美奐」 

43 〈東門行〉：「出東門，不顧歸。來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

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此詩敘述的情景與下列選項何者較為貼近？ 

從軍報國的激昂 飢寒之下的無奈 追求功名的決心 離鄉工作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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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住在隔壁的陳伯伯，早年隨著政府轉戰大江南北，人生閱歷豐富。我最喜歡聽他講述各地的奇風

異俗，因此與他成了□□□□。」空格中應填入下列那一成語最為適當？ 

刎頸之交 莫逆之交 金蘭之交 忘年之交 

45 正雄向老師介紹家人，下列稱謂何者使用正確？ 

「尊父」任職於總統府，工作非常忙碌 「令母」擅長烹飪，晚餐是一家人的期待 

「家兄」成績優秀，現於研究所進修中 「敝妹」熱愛生命，畢業後擔任護理工作迄今 

46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風至，硫氣甚惡。更進半里，草木不生，地熱如炙；……白氣五十餘

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攬衣即穴旁視之，聞怒雷震蕩地底，而驚濤與沸

鼎聲間之；地復岌岌欲動，令人心悸。」下列關於此段文字的描述何者錯誤？ 

周遭溫度很高  描寫兼顧視覺、聽覺 

文中主角頗富冒險精神，欲一探究竟 地震天災突如其來發生，令人極為驚恐 

47 小明在 facebook 上徵求有關國文期中報告「臺灣鄉土文學」的介紹，下列那一則回應內容較無法提

供協助？ 

海綿寶寶：「趕快去找黃春明的小說回來參考！」 

派大星：「我這裡有《嫁妝一牛車》的 DVD。」 

章魚哥：「聽說電視臺即將播出余秋雨《文化苦旅》的專訪！」 

蟹老闆：「要不要和我一起去國家圖書館的臺灣分館查資料？」 

閱讀下文，回答第48題至第50題： 

（陶侃）嘗出遊，見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行道所見，聊取之耳。」侃大怒

曰：「汝既不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晉書．卷66．列傳第36．

陶侃》） 

48 陶侃所見持未熟稻之人，持稻的原因是： 

並無目的，只是隨手摘取 看見稻穗飽滿，有意盜採 

取作無聊之時，遊戲之用 一時好奇，取作研究之用 

49 根據本文推測，陶侃鞭打採人稻者，其用意何在？ 

施嚴刑峻罰，以貫徹法令 愛護穀物，勸民努力生產 

勸導百姓，不可遊手好閒 維護治安，嚴禁偷竊行為 

50 下列選項，那句成語最適合用來責備持稻之人？ 

目無法紀 浪費公糧 暴殄天物 隨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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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刑法》規定，刑罰的種類可分為主刑和從刑兩種。以下那一種不屬於主刑？ 
沒收 徒刑 拘役 罰金 

2 根據我國相關法律的規定，「調解委員會」是設立在下列那一層級？ 

地方法院 行政院 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3 依我國法律的規定，法院的審判應以下列何種方式為之？ 

以公開審判為原則，不公開審判為例外 以不公開審判為原則，公開審判為例外 

應公開審判，無例外情形 應不公開審判，無例外情形 

4 一般成文憲法國家，為使憲法條文能與時俱進，以合乎時代潮流的要求，大多設置了相關的釋憲機關，以求

更合理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權利。在我國，發揮前述功能的機關指的是下列何者？ 

總統府 立法院 最高法院 大法官會議 

5 刑事訴訟是為了維護社會秩序，而去追究犯罪者的責任，給予犯罪者處罰的訴訟制度。但須依據那一項原則，

執法機關必須找出被告犯罪的證據，不能要求被告證明自己沒犯罪？ 
無罪推定原則 自由心證原則 罪疑唯輕原則 證據排除法則 

6 依《民法》規定，男女皆有平等的繼承權利。除配偶外，遺產繼承順序以下列何者為第一優先？ 
祖父母 父母 兄弟姊妹 直系血親卑親屬 

7 基於基本人權的保障，下列那項規定符合法治國家對於被告人權保障的要求？ 
被告的羈押權，須由檢察官裁決核可  
偵查及審判過程均不得公開 
被告可行使緘默權   
警察認為有搜索必要者，可書面聲請檢察官核發搜索票 

8 阿威開車與小福發生擦撞，兩人自行談好賠償事宜後，雙方皆同意以書面方式簽妥 1 份契約為憑，此種糾紛

處理的方式，我們稱為下列何者？ 
訴訟上和解 訴訟外和解 仲裁 調解 

9 消費者保護法中有關郵購買賣得在 7 天內退貨的規定，乃是下列何種權利行使原則的具體落實？ 
誠實信用原則 契約自由原則 不告不理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10 目前英、日兩國雖為民主國家，但仍維持傳統的君主制度，此類君主制度具有何種特色？ 
君主接受國會的監督 君主由國會選舉產生 君主不具決策的權力 君主有否決內閣人事權 

11 太陽國曾於 1990 年舉行國會大選，但由於軍政府的嚴密監控及管制，許多政黨被取締或宣告解散。軍政府

強迫政黨解散，此乃剝奪人民的何種基本權利？ 
平等權 自由權 社會權 受益權 

12 行政院的網站上有公布行政院院長的每日行程，下列那一項公開行程不屬於行政院院長的權責？ 
至立法院備詢 視察中央氣象局 向立法院提出施政報告 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13 一般來說，人民參與政治程度的高低，與其接觸公共事務的參與管道多寡有關。下列那項做法或行動，屬於

人民參與政治的途徑？ 
投書至報紙言論廣場批評時政 至商店門口靜坐抗議售後服務不佳 
到縣政府擔任導覽志工  參加社區里民聚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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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灣第一個實施地方自治的縣，乃是民國 39 年 7 月舉行第一屆縣（市）議員選舉的花蓮縣，爾後並逐步開

放鄉鎮長、縣長、省議員民選。這些地方自治事項的實施，最符合政治發展中何項指標的落實？ 
 民主化 自由化 制度化 現代化 

15 我國公民投票法的制定，在於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行使。下列事項中，何者最符合該法中直接民權可行使的

範圍？ 
檢察總長的任免 遺產稅應否取消 總統待遇的調整 觀光賭場的設置 

16 在我國現行的政府體制當中，下列何者最能彰顯總統制的特徵？ 
行政院院長得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行政院院長須到立法院作施政報告、接受立委質詢 
總統公布法律，發布命令，須經行政院院長之副署  
行政院對於立法院通過之法律案，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 

17 依公民投票法規定，具中華民國國籍，年滿 20 歲的阿平，未受褫奪公權或監護宣告，戶籍設立在高雄市剛

滿 5 個月，若當時高雄市正在進行地方性公民投票，請問：阿平可以行使投票權嗎？ 
可以，阿平滿 20 歲  可以，阿平居住超過 4 個月 
不可以，阿平未滿 23 歲  不可以，需居住滿 6 個月 

18 美國在過去，女人和黑人都沒有投票權，這是違背民主國家的那一項選舉原則？ 
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19 我國中央政府分為五院，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的院長共有幾位？ 
 2 位  3 位  4 位  5 位 

20 在某次公職人員選舉開票後，確知王文瑩為甲選區中 3 位當選人的第一高票。依我國現行法律規定判斷，此

次王文瑩所當選的應是下列那一種公職人員？ 
立法委員 監察委員 市議員 省諮議會議員 

21 小玉時常遭受父親毆打虐待，經鄰居報警偵辦後，小玉的父親被移送法辦。依據我國現行相關的法律規定，

那一個機關可以決定停止小玉父親行使親權？ 
社會局 警察局 檢察署 法院 

22 現代家庭展現多元樣態，下列關於家庭類型的敘述何者正確？ 
重組家庭是指和外籍人士結婚組成的家庭 頂客族家庭是指雙薪且無小孩的家庭 
單親家庭是指單親父或母再婚後的家庭 折衷家庭是指夫妻和未婚子女組成的家庭 

23 社會大眾對於性別氣質仍有某些迷思，如在電影「我的野蠻女友」中女主角伸張正義的個性被形容為「野蠻」；

而同樣行為的男生則會被稱為「英雄救美」。因此應該從小培養對多元性別氣質的尊重，為了達成此目的，

我國特別制定下列那一項法案？ 
 《教育基本法》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24 臺灣路竹醫療和平會、荒野保護協會均屬《人民團體法》中的那一種團體？ 
 社會團體 政治團體 職業團體 義工團體 

25 「白包」在日本指的是參加喜宴的賀禮，在臺灣則是指參加喪禮的奠儀，二者代表意義大不相同。這是屬於

文化現象中那一部分的差異？ 
語言 符號 道德 價值 

26 臺灣每年舉辦的「飢餓三十」、「資助兒童計畫」等活動，主要是那一個非政府組織所發起的？ 
臺灣路竹會 慈濟功德會 嘉邑行善團 臺灣世界展望會 

27 下列那一個區域組織於 2010 年與中國合作成立全球人口數量最大的自由貿易區，並於 2010 年 1 月 1 日正式

運作（南韓和日本也預定在 2012 年加入該貿易區）？  
世界貿易組織 WTO  北美自由貿易協定 NAFTA 
東南亞國協 ASEAN  歐洲聯盟 EU 

28 宜蘭福山植物園由於保有自然度極高的天然環境，因此，除了採行生態承載量之管制，限制入園人數，以降

低人為干擾外，每年三月為園區野生動物繁衍的高峰期，不對外開放，以減低對野生動物族群的驚擾，此

一規定具有下列何種觀念？ 
永續發展 經濟成長 降低成本 企業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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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各國為維持物價的穩定，避免通貨膨脹的情形發生，所以必須將貨幣發行的數量控制在適當的範圍內。下列

何者是我國負責發行新臺幣的政府機關？ 
中央銀行 臺灣銀行 中國商業銀行 第一銀行 

30 無論生產者或是消費者，都以價格的漲跌做為調節供需的依據，這就叫做「市場機能」。下列那位學者稱此

「市場機能」為「一隻看不見的手」？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李嘉圖（David Ricardo） 
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亞當斯密（Adam Smith） 

31 長久以來，塑膠袋及免洗碗筷一直是環保的嚴重問題，因此，各縣市政府努力推動「限用塑膠袋及免洗餐具」

的政策，此符合了環保人士推行綠色消費行動，所提出的「3R」觀念中的那一項？ 
回收 重複使用 減量 再生 

32 「需求法則」假設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產品的需求價格與需求數量間呈現的反向關係。下列現象中，

何者符合需求法則之內涵？ 
黃金價格居高不下投資客改買鑽石 油價不斷上漲下民眾減少汽油消耗 
週休二日實施後國人增加旅遊頻率 颱風來襲前消費者將蔬果搶購一空 

33 資本是生產活動的要素之一，以資本的特性而言，下列那項交通工具屬於人民在生產活動中所投入的資本？ 
小蘭營業時所開的早餐車 柯南開爸爸的賓士車去兜風 
珊迪去木柵動物園搭的捷運 小新耍帥騎的哈雷機車 

34 現今世界各國所使用的貨幣，普遍多是由政府負責發行紙鈔；持有這種類型的貨幣，最可能面臨那種風險？ 
通貨膨脹 商品價值不易估算 交易耗時費力 發行數量不敷使用 

35 以下有關失業率的敘述何者正確？ 
老陳因屆滿 65 歲自保險公司退休，近日在幸福社區擔任保全工作，老陳再入職場將使我國失業率下降 
小威利今年將從高中畢業，決定先服完兵役後再繼續升學，小威利進入軍中服役將使我國失業率下降 
丁丁正在唸大學，利用課餘時間到便利商店打工，丁丁投入勞動市場將使我國失業率下降 
小西瓜去年遭逢金融風暴，被公司資遣，現因景氣恢復，公司通知其復職，這將使我國失業率下降 

36 CSI and Sex and the City are my favorite TV        . 
 programs  courses  classes  festivals 

37 The chemical factory is         the river and doing great damag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oisoning  increasing  displaying  broadcasting 

38 Rose         how to play the piano since she was seven years old. 
 learns  was learning  was to learn  has learned 

39 Tonight I made the decision         Alice to help me with my homework. 
 ask  asked  asking  to ask 

The closest English word to The Chinese expression guanxi would be “relationship.” However, guanxi has a stronger 
meaning, similar to the English expression “You scratch my back and I’ll scratch    40   .” To build up good guanxi, 
you have to do things for people: give them gifts, take them to dinner, grant favour, and so on. 

Once this is done, an unspoken    41    exists. It is perhaps because of this unspoken debt that people    42    try 
to refuse gifts. They may not wish to establish guanxi    43    someone, because, sooner or later, they may have to 
repay the favour.    44    it is “repaid,” guanxi is rarely terminated. It is a continuing process of mutual gift-giving, 
back-scratching and favouritism that can last a lifetime. 
40  mine  yours  ours  my 
41  exception  incident  modesty  obligation 
42  magically  reluctantly  automatically  organically 
43  with  from  for  upon 
44  As soon as  Even after  So far as  I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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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ary: Steve looks taller and stronger. 

Peter: Yes, he         after school every day. 

Mary: Good for him. Sports make one healthier. 

 plays basketball  plays computer games  reads books  watches TV 

Clean drinking water is a basic human need. Unfortunately, more than one in six people still lack reliable access to 

this precious resource. The problem requires immediate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is project 

examines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water suppl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 It is divided into sections on sources, 

treat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drinking water. The sources section reveals where water is found on Earth and how such 

areas can be protected. The kinds of sources available also determine the types of management techniques that can be 

used to make the most of every drop. In the treatment section, we examine the ways in which both humans and nature 

pollute our water—and what can be done to clean it. Finally, because most people do not live near their water source, the 

distribution section includes the many ways water can be moved or transported to those who use it every day. 

46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mentioned in the passage? 

 To examine the state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To examine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ld’s water supply and discuss ways of improving it 

 To examine the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in the world 

 To examine how humans pollute the sources of drinking wate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problem of clean water supply most serious?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The natural world   The developing world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discussed in the project? 

 The sources of drinking water  The treatment of drinking water 

 The price of drinking water  The distribution of drinking water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e project discusses the sources of water on Earth in the sources section  

 The project examines the ways in which humans pollute water in the distribution section 

 The project examines the types of water management techniques in the treatment section 

 The project says that new sources of clean drinking water can no longer be found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does the project discuss the ways of transporting water? 

 Because water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on Earth  

 Because most people do not live near their source of water 

 Because water can be found only in the oceans 

 Because the price of transportation is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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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種買賣，不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所規範之特種買賣？ 
 分期付款買賣 拍賣 郵購買賣 訪問買賣 

2 下列那一項不屬於勞工保險的保險給付種類？ 

生育 醫療 失能 失業 

3 勞工保險效力之開始或停止，係依下列何一原則？ 

勞動契約同步原則 申報原則 許可原則 實際到離職原則 

4 有關低收入戶之健保權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低收入戶具有全民健保之投保資格  

低收入戶之保險費由政府全額補助 

低收入戶就醫時，其應自行負擔之費用，由政府編列預算支應 

低收入戶屬於社會救助對象，其就醫費用由政府全額負擔，因此不納入全民健保投保對象 

5 依照民國 100 年 1 月立法院修正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法，下列何者不屬於全民健保之強制投保對象？ 
 受刑人  退休之勞工  
已經參加公教人員保險之公務人員 失蹤達 6 個月以上之人 

6 雇主因業務緊縮而解僱勞工，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雇主應給予預告期間；應給予資遣費 雇主應給予預告期間；不須給予資遣費 
雇主不須給予預告期間；應給予資遣費 雇主不須給予預告期間；不須給予資遣費 

7 甲男受僱於 A 貿易公司，任職 7 年，A 公司的員工有 10 人，甲男為了照顧先天性心臟病的 4 歲兒子丙，依

照性別工作平等法，得向 A 公司主張下列何種權利？ 
 育嬰假 家庭照顧假 減少工時 調整工時 

8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7 條規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不

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不在此限。」請問由一位女性醫師獨立開

業的耳鼻喉診所，在徵求護士的求才廣告上登載：「女醫師徵護士，限女性，薪資可議，有經驗者佳。」

是否違反該條規定？ 
 否，護士的工作性質僅適合女性擔任 是，是性別歧視之工作招募 
否，如果是女性雇主招募女性員工可以限女性 是，是性傾向歧視之工作招募 

9 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規定，如果在職場上有性別歧視之情形，其法律上的舉證責任應該由誰負擔？ 
差別待遇之事實和非基於性別或性傾向所為差別待遇之理由，都由雇主舉證  
受僱者就差別待遇之事實和其係基於性別或性傾向所為之差別待遇，都由受僱者舉證 
受僱者就差別待遇之事實釋明後，雇主就差別待遇非基於性別或性傾向所為，負有舉證責任 
雇主就差別待遇之事實釋明後，受僱者就差別待遇係基於性別或性傾向所為，負有舉證責任 

10 下列何者非屬家庭暴力防治法所保障的受暴對象？ 
 兄弟姊妹 曾有同居關係者 前配偶 家庭看護工 

11 有關地方制度法第 28 條應以自治條例規定事項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法律或自治條例規定應由地方行政機關議決者  
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利義務者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之組織者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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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何種性質之法源，可以直接發生法律效力？ 
 習慣 判例 自治法規 外國法 

13 下列何種行為不須以書面為之？ 
 婚約 結婚 約定夫妻財產制 兩願離婚 

14 下列有關阻卻違法事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正當防衛係屬阻卻違法事由 避難過當係屬阻卻違法事由 
 依法令之行為係屬阻卻違法事由 瘖啞人之減刑，非屬阻卻違法事由 

15 甲以行使地上權之意思，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乙所有之土地達 20 餘年，甲得為如何之主張？ 
甲無權占有，不得對乙主張任何權利  
甲滿足時效取得要件，當然成為地上權人 
甲滿足時效取得要件，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 
甲占有之土地已有登記，不符取得時效要件，未取得任何權利 

16 下列不動產物權之變動，何者應經登記始生效力？ 
 前次序抵押權人對後次序抵押權人所為之抵押權次序的讓與 
因強制執行而生之法定地上權 
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讓與而生之抵押權人的變動 
因實行抵押權而成立之法定地上權 

17 有關遺囑及其效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受遺贈人取得繼承人之地位 遺囑所定遺贈，得附停止條件 
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力 遺囑人得以遺囑為遺贈 

18 甲向乙承租 A 屋，因大地震導致該屋水管漏水，如甲乙未約定亦無習慣，則應由何人負修繕義務？ 
 由甲負修繕義務 由乙負修繕義務 甲乙負連帶修繕義務 由政府負修繕義務 

19 下列有關限制行為能力人未經法定代理人允許所為之法律行為，何者自始無效？ 
 向熟識的機車行購買重型機車 接受陌生人新臺幣 1 千萬元之贈與 
 免除朋友新臺幣 1 萬元之債務 到隔壁麵包店賒帳買 5 個麵包 

20 分期支付之價金完全清償時，即取得此車之所有權。該物權行為為何？ 
 附負擔之物權行為  附既成條件之物權行為  
 附解除條件之物權行為  附停止條件之物權行為 

21 下列有關法律行為之敘述，何者正確？ 
單獨虛偽意思表示無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明知者，則有效  
法律行為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原則上無效 
當事人得以意思表示撤銷暴利行為 
除法定之要式行為外，當事人不得自行約定法律行為之方式，以免妨礙契約自由 

22 下列何者為消滅時效不完成之事由？ 
 告知訴訟 天災 聲請調解 提付仲裁 

23 下列法律行為，何者為不要式行為？ 
 人事保證契約 合夥契約 拋棄繼承 立遺囑 

24 下列何種權利之標的物為動產？ 
 普通地上權 典權 農育權 留置權 

25 依據我國刑法之規定，以下有關未遂犯之敘述，何者錯誤？ 
已著手於犯罪行為之實行而不遂者，為未遂犯  
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未遂犯之處罰，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行為不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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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若於犯罪後有變更時，應如何適用法律？ 
 適用從新原則，依審判時規定處斷 適用從新原則，依犯罪時規定處斷 
適用從嚴原則，依刑罰效果最嚴重之規定處斷 適用從輕原則，依最有利行為人之規定處斷 

27 下列有關追訴權與行刑權時效之敘述，何者有誤？ 
 追訴權時效，因起訴而停止進行  
繼續犯之追訴權時效，自犯罪時起算 
本刑應加重或減輕者，追訴權之時效期間，仍依本刑計算 
行刑權時效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28 下列有關易刑處分之敘述，何者有誤？ 
 受拘役或罰金之宣告，得易以訓誡  
無力完納罰金者，得易服勞役 
 易科罰金執行完畢者，其所受宣告之刑，視為未宣告   
易服勞役執行完畢者，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行論 

29 以下關於「罪刑法定原則」內涵的敘述，何者錯誤？ 
 關於犯罪及刑罰的規定，應具有明確性 不得以「習慣法」做為論罪的依據 
在刑法的適用上，是完全禁止「類推適用」 對行為人不利的法律變更，則禁止「溯及既往」 

30 以下關於「褫奪公權」概念的敘述，何者錯誤？ 
行為人遭褫奪公權時，喪失擔任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行為人遭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時，應一併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褫奪公權在性質上屬於「從刑」 
同時受緩刑宣告者，其褫奪公權之期間自緩刑期滿之時起算 

31 以下何者並非法定之阻卻違法事由？ 
 緊急避難 業務上正當行為 被害人之同意 依法令之行為 

32 自然人之著作，得在死後享有多久之保護期限？ 
 30 年  40 年  50 年  60 年 

33 有關法律制定程序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應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應經監察院通過，立法院公布 
應經立法院通過，行政院公布 應經立法院通過，考試院會同公布 

34 直轄市就其自治事項制定自治法規，須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者，稱為： 
 自治通則 委辦條例 自治規則 自治條例 

35 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依地方制度法規定，得在自治條例中規定處以行政罰之地方自治團體有： 
 僅直轄市  
直轄市、縣（市）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村（里） 

36 依據地方制度法第 29 條規定，下列有關委辦規則的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政府為辦理上級機關委辦事項而訂定 
地方政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中央法規之授權而訂定 
訂定後，由地方政府逕行發布 
名稱準用自治規則之規定 

37 下列何種事項，不得由法律授權主管機關以發布命令之方式為補充規定？ 
 剝奪人民生命之刑罰構成要件 給付行政措施 
地震後房屋半倒或全倒發放救濟金之認定標準 行政秩序罰之構成要件及法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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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列有關「法律保留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限制人民基本權利之重要事項，應以法律定之  
限制人民基本權利與欲達成之公共利益間，應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限制人民基本權利之規定，不得違反上位階之規定 
對人民基本權利之限制，不得逾越必要之程度 

3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何者違反權力分立原則？ 
 審判獨立 檢察一體 行政一體 審檢一體 

40 現行刑法規定，行為之處罰，以行為時法律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此係下列那一種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 從輕從新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4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何種情形牴觸憲法之權力分立原則？ 
行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委員，由各政黨依立法院各黨團席次比例推薦，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內政部部長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行政院院長因事故不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理其職務 

42 行政機關執行行政行為應遵守若干法律原則，請問下列何者不是應遵守之原則？ 
平等原則 比例原則 從舊從新原則 誠信原則 

43 行政命令增加法律所無之權利限制或者課予義務，係屬違反憲法上之何項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法明確性原則 比例原則 

44 一般保證人在何種情形下，依法不會喪失先訴抗辯權？ 
保證契約成立後主債務人下落不明時 主債務人受破產之宣告 
主債務人財產不足清償其債務時 保證人自己拋棄先訴抗辯權 

45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幾年不行使而消滅？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46 債務人甲就同一原因金錢債務對乙負有原本、利息及費用之債務時，因甲所提出之給付，不足清償全部債額

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依法應先抵充原本、次充利息、次充費用，不得變更 
僅甲得指定應先抵充之債務 
僅乙得指定應先抵充之債務 
甲、乙得約定應先抵充之債務 

47 甲為乙之子，假設甲如欲拋棄繼承，甲依法最遲應於何時拋棄繼承？ 
 於乙未死亡前  於繼承開始時起 2 個月內 
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 2 個月內 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 3 個月內 

48 下列何者不生信賴保護問題？ 
 法規之變更 法規之廢止 法規定有施行期間 行政處分之撤銷 

49 行政行為，非有正當理由，不得為差別待遇，與下列何種原則有關？ 
 明確性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5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何者應有法律之明確規範，而不得僅以命令定之？ 
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事件之裁罰基準  
大學之選課事項 
教育部學產基金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發放之條件 
實施臨檢之要件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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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大意 
1 下列事件之管轄，何者不屬於專屬管轄？ 
再審之訴 支付命令之聲請 第三人撤銷之訴 不動產之債權涉訟者 

2 關於合意管轄，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二審管轄法院  
合意管轄，應以文書證之 
基於尊重當事人之意思，合意管轄之效力優於專屬管轄 
兩造當事人得就其間之全部私法上爭執均合意由特定法院管轄 

3 民事訴訟法上，為維持訴訟程序之安定性，有所謂訴訟程序的三恆定原則。以下何者不在其內？ 
管轄恆定原則  當事人恆定原則  
訴訟標的價額恆定原則  訴訟程序之代理人恆定原則 

4 依實務見解及法律規定，下列何者並不具有民事訴訟法之當事人能力？ 
 甲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  未經我國認許之某外國法人 
內政部警政署  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 

5 下列何種法定期間，並非不變期間？ 
上訴期間  
抗告期間 
再審期間 
遲誤不變期間而聲請回復原狀之期間 

6 應受送達人拒絕收領而無法律上理由者，應將文書置於送達處所，以為送達。此種送達方式，稱之為： 
補充送達 直接送達 留置送達 寄存送達 

7 當事人聲請法院之職員迴避者，以下何種身分，不在其內？ 
 法官 書記官 通譯 法警 

8 依民事訴訟法第 221 條第 2 項規定：「法官非參與為判決基礎之辯論者，不得參與判決。」此條文是何種立

法主義的體現？ 
處分權主義 言詞辯論主義 直接審理主義 自由心證主義 

9 當事人委任訴訟代理人提起訴訟或進行訴訟，以下之敘述，何者錯誤？ 
除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以外，訴訟代理人原則上應委任律師為之，但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委任非律師為

訴訟代理人 
訴訟代理人應於最初為訴訟行為時，提出委任書，但以言詞委任，經法院書記官記明筆錄者亦可 
訴訟代理人得代理當事人為一切訴訟行為，但捨棄、認諾、撤回、和解、提起反訴、上訴或再審之訴者，

應受特別委任 
訴訟代理人之訴訟代理權，因本人死亡、破產或訴訟能力喪失而消滅 

10 下列何種情形，法院不得為中間判決或裁定？ 
獨立之攻擊防禦方法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  
訴訟標的之一部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 
 請求之原因與數額俱有爭執，法院以其原因為正當者   
訴訟程序上之中間爭點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 

11 關於督促程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令不服，應於送達後 20 日之不變期間內，附具理由向發命令之法院提出異議 
債務人如逾期提出異議，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 
債務人合法提起異議後，得在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撤回其異議 
對於已確定之支付命令，得提起上訴，以資救濟 

12 關於撤回上訴，以下之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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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在終局判決以前，原則上得將上訴撤回  
上訴人撤回上訴者，無論被上訴人是否已為附帶上訴，均需得其同意而為之 
上訴經撤回者，附帶上訴亦失其效力，但附帶上訴具備上訴要件者，視為獨立之上訴 
上訴人撤回上訴者，喪失上訴權 

13 關於法院進行之訴訟上和解，以下之敘述，何者錯誤？ 
不問訴訟程度如何，法院得隨時試行和解  
訴訟上和解僅限於當事人間，第三人不得亦無法參加和解 
當事人和解之意思已甚接近者，兩造得聲請法院、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於當事人表明範圍內定和解方案 
訴訟上之和解成立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並得為強制執行之名義 

14 原告甲在起訴請求被告乙給付積欠的貨款以前，若欲保全其金錢債權之強制執行，應採取以下何種保全程序？ 
聲請假扣押  聲請假處分 
聲請假執行之宣告  以上皆非 

15 撤銷除權判決之訴，應於原告知悉除權判決時起幾日之不變期間內提起之？ 
 10 日  20 日  30 日  40 日 

16 關於保全證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保全證據之聲請，在起訴後，向受訴法院為之  
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於訴訟繫屬中，依職權為保全證據之裁定 
保全證據程序之費用，除有特別規定外，應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分 
本案尚未繫屬者，兩造當事人於保全證據程序期日到場，就訴訟標的成立協議，該協議與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力 
17 關於自認，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自認，法院應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  
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言詞辯論時自認，無庸舉證 
當事人對於自認有所限制者，不得視同自認 
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為不知或不記憶之陳述者，一律視同自認 

18 關於言詞辯論筆錄，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言詞辯論筆錄由受命法官製作  
關於言詞辯論所定程序之遵守，專以筆錄證之 
審判長因故不能於言詞辯論筆錄簽名者，由全體陪席法官簽名 
法官均不能於言詞辯論筆錄簽名者，應再開辯論 

19 以下之何種情形，原告可聲請直接上級法院為指定管轄？ 
共同訴訟之被告有數人，其住所不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原告可聲請指定管轄 
被告住所、不動產所在地、侵權行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若跨連或散在數法院管轄區域內者，

原告可聲請指定管轄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律或事實不能行使審判權，或因特別情形，由其審判恐影響公安或難期公平者，原

告可聲請指定管轄 
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後，若遇有重大之情事變更者，原告可聲請指定管轄 

20 民事訴訟法第 388 條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法院不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此為何種主義或原
則？ 
處分權主義 法院干涉主義 當事人對立原則 公正程序原則 

21 受訴法院在認定應證事實時，所採用的訴訟法原則與依據，以下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應斟酌全辯論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據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法院判斷事實之真偽時，不得違背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 
法院得心證之理由，無庸載明於其判決書中，逕以判決之主文表示勝敗訴結果即可 
法院不能依當事人聲明之證據而得心證，為發現真實認為必要時，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應令當事人有陳

述意見之機會 
22 對於確定之裁定聲請再審，徵收裁判費新臺幣多少元？ 

 1 千元  3 千元  5 千元  7 千元 
23 法院之判決，如忽視假執行之聲請，應如何救濟？ 

法院得依職權為更正裁定 法院得依職權為補充判決 
法院得依職權停止訴訟程序 該判決視為無效 

24 原告甲起訴請求被告乙返還借款，主張乙向甲借款未還，但法院調查證據與事實之結果，認定應係丙而非乙，
向甲借款未還，應如何裁判？ 
以當事人顯不適格為由，裁定駁回之 
以實體法上無理由，判決駁回之 
逕將被告變更為丙，以實體上有理由，判決原告勝訴 
停止訴訟程序，請求司法院大法官進行解釋 

25 甲酒醉駕車，不小心撞傷乙，乙對於甲分別提起刑事傷害之告訴與民事損害賠償的訴訟，關於受理民事訴訟

之法院，應如何處理本件紛爭，以下之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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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優先於民事，民事法院應等待檢察官偵查犯罪行動之結果出來並依法起訴以後，才能進行民事訴訟事

件之審理  
刑事優先於民事，民事法院應等待檢察官起訴且刑事法院之判決結果確定以後，才能進行民事訴訟事件之

審理 
民事優先於刑事，民事法院應盡快審理，等民事法院之判決結果確定以後，檢察官才能繼續偵查犯罪之行動 
民刑事各自分離，檢察官偵查犯罪之行動，與民事法院審理民事損害賠償之訴訟，兩者係分開而各自進行 

乙、刑事訴訟法大意 
26 戶籍在臺北，但現正於臺中居住工作的甲，於假日去南投遊玩時，不小心開車撞傷戶籍地在臺南的乙。試問

下列那個法院，對本案沒有土地管轄權？ 
 臺北 臺中 臺南 南投 

27 在平常時期，關於對現役軍人或非現役軍人犯罪之追訴、處罰，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現役軍人犯軍法或其特別法之罪，應由普通司法機關依軍事審判法追訴、處罰  

現役軍人犯軍法或其特別法之罪，應由普通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 

非現役軍人犯軍法或其特別法之罪，應由普通司法機關依軍事審判法追訴、處罰 

非現役軍人犯軍法或其特別法之罪，應由普通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 

28 下列關於法官迴避的敘述，何者錯誤？ 

法官若曾為本案之偵查檢察官，法官必須自行迴避 

法官若與被告曾為夫妻，法官依法必須自行迴避 

法官迴避之聲請，由該法官所屬之法院以合議裁定 

法官若曾參與本案之聲請交付審判的裁定，應自行迴避 

29 下列何種筆錄，不需受訊問人簽名？ 

警察局詢問筆錄 調查局調查筆錄 檢察官偵訊筆錄 法院審判筆錄 

30 非因過失遲誤聲請再議之期間者，其聲請回復原狀，應向下列何人提出？ 
 向該管地方法院提出  向該管上級法院提出 
向原檢察官提出  向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提出 

31 關於被告之訊問，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訊問被告，若未全程錄影錄音，被告之自白將不具證據能力 
為發現犯罪事實，偵查中與審判中均應優先訊問被告 
對於被告之請求對質，除顯無必要者外，不得拒絕 
為辨明犯罪事實，被告有數人時，應一起訊問之 

32 下列何者，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所定夜間詢問之例外？ 
 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 
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 
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 
有即時羈押之必要者 

33 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之 1 之規定，以下何者，非屬得以進行預防性羈押的罪名？ 
 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之放火罪 刑法第 320 條之竊盜罪 
刑法第 346 條之恐嚇取財罪 刑法第 221 條之強制性交罪 

34 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搜索之必要時，如何聲請核發搜索票？ 
應以書面記載應搜索之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等，並敘明理由，逕向該管法院聲請 
應以書面記載應搜索之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等，並敘明理由，逕向該管檢察官聲請 
應以書面記載應搜索之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等，並敘明理由，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 
應以書面記載應搜索之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等，並敘明理由，報由檢察官向該管法院聲請 

35 以下關於被告自白的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之自白，若查明非出於不正之方法，即可為證據 
被告之自白，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不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 
被告不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行 

36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列情形，何者得作為證據？ 
證人之個人意見或推測之詞，但係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  
從事業務之人就業務所須製作之紀錄文書，顯有不可信之情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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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錄文書、證明文書，顯有不可信之情況者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顯有不可信之情況者 

37 以下關於緩起訴之描述，何者錯誤？ 
緩起訴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 
追訴權之時效，於緩起訴之確定後停止進行 
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時，被告已履行之部分，不得請求返還或賠償 
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故意更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撤銷原處分

起訴 
38 從事下列何種職業之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被告秘密之事項受訊問，不在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主張

拒絕證言之列？ 
 藥師 宗教師 記者 會計師 

39 以下關於身體檢查之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之必要，對於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違反其意思予以照相  
司法警察官有相當理由認為唾液可為犯罪之證據時，對於拘提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採取其唾液 
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經檢察官之許可，採取證人之血液 
檢察事務官因蒐集證據之必要，得對傳喚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在違反其意思的情況下，採取其指紋 

40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89 條規定，證據調查完畢後，對於事實及法律辯論的順序，下列何者正確？ 
 檢察官→辯護人→被告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 
辯護人→被告→檢察官  辯護人→檢察官→被告 

41 以下何者，法院應作免訴之判決？ 
 被告已死亡  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時效已完成者  依第 8 條之規定不得為審判者 

42 下列判決，何者應經言詞辯論？ 
 免訴 免刑 不受理 管轄錯誤 

43 依刑事訴訟法有關告訴乃論之罪之告訴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得為告訴之人有數人，其一人遲誤期間者，其效力及於他人  
告訴乃論之罪，告訴人於第二審辯論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乃論之罪，告訴人撤回告訴者，會影響其他告訴權人之權利 
刑法第 239 條通姦罪，對於相姦人撤回告訴者，其效力及於配偶 

44 下列何者係告訴人在刑事訴訟法上得行使之權利？ 
對於確定判決審判違背法令，提起非常上訴  
公訴案件被告受無罪判決確定後，聲請再審 
不服再議駁回之處分，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於事實審法院審判時，對證人進行交互詰問 

45 對於犯罪後之法律已廢止其刑罰之情形，法院應諭知何種判決？ 
 無罪 免訴 免刑 不受理 

46 以下關於自訴的敘述，何者錯誤？ 
告訴或請求乃論之罪，自訴人於第一審判決前，得撤回其自訴  
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 228 條規定開始偵查者，不得再行自訴 
自訴之提起，應委任律師行之 
告訴或請求乃論之罪，已不得為告訴或請求者，不得再行自訴 

47 不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訴書狀未敘述上訴理由者，其補提理由書之法定期間為何？ 
應於提起上訴後 10 日內補提理由書  
應於提起上訴後 20 日內補提理由書 
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10 日內補提理由書 
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補提理由書 

48 以下案件，何者不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刑法第 230 條與血親性交罪 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刑法第 195 條偽造貨幣罪 刑法第 251 條妨害販運農工物品罪 

49 檢察官聲請地方法院簡易庭以簡易判決處刑之案件，下列情形，何者其判決違背法令？ 
簡易庭認為被告所犯係最輕本刑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於改適用通常程序審判後，以獨任審判 
簡易庭認為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 5 月得易科罰金過輕，以簡易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10 月，緩刑 2 年 
檢察官同意被告願意受緩刑宣告之表示，並據以聲請簡易判決，簡易庭判處得易科罰金之有期徒刑 
案件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於法院行準備程序時，被告自白犯罪，受命法官改以簡易判決處刑 

50 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法院應於接受聲請後幾日內，訊問被告？ 
 5 日  7 日  10 日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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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比」字何者非屬動詞？ 
比得輭腳病，往往而劇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2 下列選項「」中的詞彙，何者非指女子？ 
鬚髯輩，「巾幗」情，人間羞殺丈夫稱 
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卻教鸚鵡呼桃葉，便遣「嬋娟」唱竹枝 
其人端坐轎中，美如「冠玉」，無不喝采 

3 下列選項引號中的詞彙，更替之後意思不變的是： 
「草澤」群雄：江湖 「哭子」之悲：丁憂 
「釋褐」而傅：致仕 「弱冠」之年：及笄 

4 下列何者不具有時間流逝的意涵？ 
 門前滯行跡，一一生綠苔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 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 

5 《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所描述的現象與下列那一個選項最接近？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6 「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蘇洵〈管仲論〉）文義與下列那一個選項相近？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  天凝地閉，風厲霜飛 
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7 下列選項「」中之詞語，何者非指器物？ 
出關策匹馬，「逆旅」聞秋蟬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 
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床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8 下列各組成語，何者意義相反？ 
 蒲柳之姿／松柏之質 用行舍藏／進退有節 
仁民愛物／民胞物與 真知灼見／燃犀之見 

9 「頭角崢嶸」的各色甲蟲，入夜裡亮起燈，牠們便攀附紗窗上伺機「棄暗投明」。「」中的成語原意並非如
此，但作者巧妙引申出「言外之意」。下列何者不是這種用法？ 
 老李退休後，開了一家園藝店，逢人便說自己現在的職業是「拈花惹草」 
現代醫學進步，用動物器官移植人體的技術日漸成熟，或許有一天會出現「狼心狗肺」的人 
現代公寓大樓櫛比鱗次，家家戶戶只要一打開門，就可以看見對面的鄰居，真可謂「門當戶對」 
京都太嘈雜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學子，都曾嚮往過這種嘈雜。結果，「滿腹經綸」被車輪馬蹄搗碎 

10 中國古代建築多用木構，許多有關屋舍的字詞，均有「木」字偏旁。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楹」是廳堂前的柱子，所以門聯又稱「楹聯」 
「椽」是屋頂上承瓦的橫木，「如椽大筆」是用來形容文章寫得好 
「楣」是門框上面的橫木條，為家族爭光叫「光耀門楣」，運氣不佳則稱「倒楣」 
「檻」是門下橫木，又稱「戶限」。貧窮人家無力裝置門檻，故「戶限為穿」用以形容居處貧窮。 

11 《史記‧管晏列傳》記載晏子成為齊相之後「食不重肉」，此「食不重肉」之意涵為何？ 
 一餐飯要有二道以上的肉食 一餐飯只有一道肉食 
不吃肥肉  吃素 

12 下列詞語不是用來形容時間短暫的選項是： 
 輾轉 一瞬 須臾 彈指 

13 量詞是計算事物或動作的單位。下列選項的量詞，何者使用較適當？ 
一「個」草蓆／三「頂」帽子 一「床」棉被／兩「架」飛機 
一「齣」戲劇／三「棵」種子 一「起」車禍／一「道」新聞 

14 他笛藝高超，其聲「」，使眾人讚嘆不已。下列形容聲音之成語，何者不宜填入「」之中？ 
 響遏行雲 如泣如訴 婉轉悠揚 如雷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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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所有的樹都是用『點』畫成的，只有□，是用『線』畫成的。別的樹總有花、或者果實，只有□，茫然地

散出些沒有用處的白絮。別的樹是密碼緊排的電文，只有□，是疏落的結繩記事。」文中空格，最適合填
入的植物為何？ 
竹 松 柳 楓 

16 下列各組順序排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時間單位，由短到長：旬→稔→紀→秩 
年齡代稱，由小到大：彌月→周晬→弱冠→束髮 
明清科舉，由低到高：貢士→秀才→舉人→進士 
古代詩人，由先到後：屈原→曹植→謝靈運→李白 

17 最近來臺展出「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內容是以張擇端描繪京城風華為底稿所模擬創作，請問下列那一圖像，
最可能出現在此畫中？ 
屈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白居易─「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周邦彥─「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 
曹雪芹─「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 

18 文藝的「意象旁通」，尋求靈感往往走出本行，往別的事物範圍去，醞釀一番，再用自己的藝術方式翻譯出
來。下列選項的事蹟，最不符合題幹之意的是： 
草書大家張旭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 
詞人辛棄疾讀《莊子》而作品多用《莊》語 
畫家吳道子觀裴將軍揮劍之勢而成壯觀之作 
書法家王羲之觀鵝掌撥水之姿而取意為書法 

19 假設王安石與蘇軾、蘇轍一同參加當時的朗讀比賽，下列那一篇文章不可能出現於選讀篇目中？ 
 〈離騷〉 〈正氣歌〉 〈祭十二郎文〉 〈始得西山宴遊記〉 

20 古人「名」與「字」的配合，關係密切。下列選項有關「名」、「字」的說明，何者錯誤？ 
顏回字子淵─因其人以品行學問著稱，故字以「淵博」相應 
孫權字仲謀─因孫氏排行第二，且「謀」為籌劃、商議之故 
蘇轍字子由─因「轍」為軌跡、途徑，故引申為遵循通行之意 
韓愈字退之─因「愈」為超越、益加，故「退之」以為中庸之道 

21 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古代用來指示一年氣候寒暑變化的週期，下列關於節氣的介紹，何者錯誤？ 
 「芒種」是典型的夏季節氣，此時適合開始種植芒果 
「處暑」是秋天的節氣，此時天氣還是很炎熱，故稱「處暑」 
「小雪」是冬季第二個節氣，黃河流域開始下雪，雪量並不多，故稱「小雪」 
「穀雨」是春天最後一個節氣，稻田裡的秧苗正需要豐富雨水滋養，故名「穀雨」 

22 「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漢書‧司馬相如傳》）
此段文字旨在提醒人： 
防微杜漸 見微知著 禍福相倚 居安思危 

23 葛洪《西京雜記》：「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其意近於： 
日需百工為備 吃果子拜樹頭 恆念物力維艱 真積力久則入 

24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亦復效岳遊遨，
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世說新語‧容止》本文所述左太沖的行為，可用下列那一成語說明： 
 吳牛喘月 平分春色 東施效顰 咎由自取 

25 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顧謂眾將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
若事不濟，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
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如昨，而
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眾皆歎息。 （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三十三回） 
此段敘述，曹操、袁紹二人為建立基業、謀取天下，所設定的方針有何不同？ 
曹操重視道統，袁紹重視政統 曹操重視內政，袁紹重視外交 
曹操重視教育，袁紹重視軍力 曹操重視求賢，袁紹重視佔地 

26 「波浪兼天，舟中不知懼，而舟外者寒心；猖狂罵座，席上不知警，而外席者咋舌。故君子身雖在事中，心
要超事外也。」（《菜根譚後集》）此段文義與下列那一選項最為貼近： 
 置身事外，明哲保身  超然物外，方識得清 
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27 「芭樂樹下只剩那一個穿拖鞋的小孩，他仰著臉，眼巴巴的盯著一顆顆摘不到的芭樂，耀眼的陽光篩過芭樂
樹扶疏的葉子，把他眼睛刺得一眨一眨的，他伸出黑黝黝的手掌遮在額上擋住陽光。忽然他蹲下身子，從
腳底抽出一隻拖鞋，小心翼翼的瞄準一顆大芭樂，然後狠狠的擲出手中的拖鞋，樹葉子只象徵性的晃了兩
下，大芭樂還好端端的懸在樹梢，炫耀似的跳著馬舞。小男孩拾起了拖鞋，做第二次的嘗試，也許用力過
猛，連他自己差點跌了一跤。落下幾片葉子，芭樂仍繼續它未完成的舞步。」根據上文，可以得到下列何
種印象？ 
 秋收的喜悅 鄉野的農趣 城市的喧囂 孩童的稚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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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為人取名字是一種輕便的，小規模的創造。舊時代的祖父，冬天兩腳擱在腳爐上，吸著水煙，為新添的孫兒

取名字，叫他什麼他就是什麼。叫他光楣，他就得努力光大門楣；叫他祖蔭，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記起
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裏就多了一點六月的池塘的顏色。除了小說裏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實的，（
往往適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種需要，一種缺乏。窮人十有九個叫金貴、阿富、大有）。但是無論如何，名
字是與一個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個的印象的。 
作者為何認為取名是一種「小規模的創造」？ 
 取名能滿足需要，完成使命 取名能隨心所欲，天馬行空 
命名者能將其期待寄託於名字 命名者能達成重塑身分的目的 

29 「胯下王孫久見輕，誰知一躍竟成名。古來將相本無種，庸眾何為色不平。」此詩主要描寫那一位歷史人物？ 
 項羽 蕭何 韓信 劉邦 

30 「李白讀書未成，棄去，道逢老嫗磨杵，白問故，曰：『欲作針。』白笑其拙，老婦曰：『功到自成耳。』
白大為感動，遂還讀卒業，卒成名士。」下列選項，何者與本文旨意最不相近？ 
 皇天不負苦心人 有志者，事竟成 有錢能使鬼推磨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31 在中國，錯誤不見得是一件壞事，詩人愁予有首詩，題目就叫做〈錯誤〉，末段那句「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
的錯誤」四十年來像一枝名笛，不知被多少嘴唇嗚然吹響。……錯誤，對中國故事而言有時幾乎成為必須
了。如果你看到〈花田錯〉、〈風箏誤〉或〈誤入桃源〉這樣的戲目不要覺得古怪，如果不錯它一錯，那
來的故事呢！ 
依據本文所述，下列選項何者最適切？ 
 錯誤的存在，是為了凸顯正確的選擇，以砥礪精進 
作者認為錯誤是人之常情，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作者認為錯誤往往讓故事充滿曲折的變化，顯得更耐人尋味 
若沒有錯誤的存在，中國自古以來所有的故事都將平淡無奇 

32 孔子論為學態度：「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下列選項，可以形容孔子所言「今之學者」的是：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 
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 
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 

33 〈在梅邊〉的流行歌詞中：「在梅邊落花似雪，紛紛綿綿誰人憐；在柳邊風吹懸念，生生死死隨人願；千年的
等待滋味，酸酸楚楚兩人怨；牡丹亭上我眷戀，日日年年未停歇。」是由《牡丹亭‧尋夢》【江兒水】：「偶
然間心似繾，梅樹邊。似這等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待打併香魂一片，陰雨
梅天，阿呀人兒呵，守的個梅根相見。」變化而來，對於二者的關係，下列敘述最正確的是： 
 前者歌詞中引用後者字句之處，表達了完全相同的情意 
前者歌詞中掌握了後者表明女主角願死守梅邊，等待至愛的懸念 
前者歌詞中承襲了後者無怨無悔、生死與共的戀愛精神，令人動容 
前者歌詞中掌握了後者之疊字修辭特色，給人一脈相承的文化聯想 

34 一束一束金黃的稻穗 
和著安分守己由天安排的人生 
晃呀！晃呀！晃呀 
晃著吾鄉人們 
豐收的夢 
──年年季季，相同的夢 
在吾鄉每個曬穀場上 
木訥地泛開來，泛開來 
泛開吾鄉人們 
壞收成望下季的期待 
全詩的旨趣是： 
歌詠秋收時的農村景致  表達對某年農田欠收的遺憾 
表現農民安分、順天，承受命運的性格 歌誦農民不畏懼艱難、奮鬥到底的精神 

35 蘇軾〈東欄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二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本詩描述
的季節是： 
春 夏 秋 冬 

36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秖相似。」這種對於自然與人事的感嘆，
與下列何者最相似？ 
 人面不知何處在，桃花依舊笑春風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37 這屆金馬獎男主角即將在新戲中扮演項羽一角，為求入戲，希望先參考相關資料。下列選項，不適合的是： 
 司馬遷：《史記》  紀君祥：《趙氏孤兒》 
明華園：《逐鹿天下》  琵琶樂曲：《十面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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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童年的夢幻褪色了／不再是 祇願做一隻／長了翅膀的小精靈 

有月亮的晚上／倚在窗前的／是漸呈修長的雙手／將火熱的頰貼在石欄上／在古長春藤的蔭裏／有螢火在游 
不再寫流水帳似的日記了／換成了密密的／模糊的字跡／在一頁頁深藍淺藍的淚痕裏／有著誰都不知道的
語句。下列關於本詩的敘述何者錯誤？ 
 漸呈修長的雙手暗示了個體的成長 
童年夢幻的褪色是成長所經歷的過程 
成長後的日記因時間消逝而呈現出了深藍與淺藍的筆跡 
「誰都不知道的語句」表示主角在成長過程中心事無人理解 

39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杜甫〈八陣圖〉）詩中所歌詠的對象是： 
 曹操 劉備 司馬懿 諸葛亮 

40 「住在沙漠裡／沙漠水不多／向四面八方說／給我水喝」。按照詩句中「住在沙漠」、「給我水喝」的特性就
可以推敲出是「仙人掌」。下列詩句中，所歌詠的對象配對正確的是： 
 「攀過來／附過去／處處都是春天／辦公桌上／我小聲的告訴你／這就是永遠不老的／秘密」：長生果 
「活在水中／看天的面色／順著風的意思／活在藍色的海中／希望有一條巨大的根／釘入芬芳的泥土

中」：蒲公英 
「年年秋劫之後，萬花落盡／你擎一叢一叢紅豔／如擎一支一支火炬／自冰冷冷的封凍下，默默燃起」：楓葉 
「是的，我們很彆扭／不敢迎向／任何一種撫觸／一聽到誰的聲響迫近／便緊緊摺起自己／以密密的、小

小的刺／衛護自己」：含羞草 
41 「我們的軀體是太重太遲緩的 

 硬碟。讓我們脫離自身 
 成為輕便忘我的 
 □□□，隨身之一轉 
 化為一隻蝶」 
□□□中的內容適合填入那一個選項？ 
 小筆電 讀卡機 隨身碟 燒錄機 

42 對於親友喪亡用語的說明，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雁行折翼：指友朋亡故  鼓盆之戚：指喪妻之痛 
痛抱西河：指喪子之痛  風樹之悲：指父母亡故 

43 金龍拱日萬家春；百歲不移半寸心；一朝喜結千年愛；赤兔追風千里志。以上四句為二幅對聯，依
內容及對聯形式，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甲丁為一幅龍年春聯，甲為上聯，丁為下聯 
甲丁為一幅龍年春聯，丁為上聯，甲為下聯 
乙丙為一幅賀新居聯，乙為上聯，丙為下聯 
乙丙為一幅賀新居聯，丙為上聯，乙為下聯 

44 下列關於人物稱呼的說明，何者錯誤？ 
 「僕」、「不佞」、「不敏」是自謙之詞 
「令尊」、「尊公」、「尊翁」是稱他人父親 
「渾家」、「拙荊」、「良人」是稱呼自己的妻子 
「丈人」、「泰山」、「岳父」是對妻子的父親之稱呼 

45 下列書信信封「啟封詞」的使用說明，何者有誤？ 
大啟：用於平輩 收啟：用於晚輩 禮啟：用於弔唁 福啟：用於老師 

46 關於公告寫作要點，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公告事項」應將公告內容分項條列，同時冠以數字 
公告之結構可分為「主旨」、「依據」、「公告事項」三段 
公告各段段名之上宜冠上數字，方便閱讀與區分 
公告一律使用通俗、淺顯文字製作，避免使用艱深費解的詞彙 

47 有關公文副本的說明，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副本之性質，仍為公文，故有一定之格式  
副本可加強各機關間之聯繫，增進行政效率 
為求簡便扼要，副本之內容節略正本之重點即可 
副本之受文者，為正本受文者以外之有關機關或人民 

48 下列有關公文製作，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對無隸屬關係的上級機關行文，稱謂上應加「鈞」字 
擬稿以一文一事為原則，來文如係一文數事者，得分為數文答復 
擬辦復文或轉行之稿件，應敘入來文機關之發文日期及字號，俾便查考 
事情簡單的公文，可使用「主旨」一段完成；能一段完成的，勿強分為二段、三段 

49 下列關於「公文夾」的顏色功用，何者錯誤？ 
速件用藍色 最速件用紅色 普通件用白色 機密件用黑色 

50 下列何者屬於公文用語中之「准駁語」？ 
 應予照准 是否可行 敬請查照 查明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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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現代社會裡，許多高社經地位的家長願意花費鉅資，讓子女就讀昂貴的私立學校，希望其下一代擁有對等

地位的人際對象，接觸賢達名流的生活模式。上述現象可以用下列何種概念來說明？ 
代間流動 彼得原理 社會變遷 階級複製 

2 輿論對興建蘇花高速公路的議題有許多主張，部分人士主張興建蘇花高速公路，即可改善花蓮對外交通，促

進東部經濟發展，為東部居民帶來最大福祉。此種論述最符合下列何者的觀點？ 

社群主義 效益主義 社會正義論 古典自由主義 

3 我國社會女性的擇偶條件通常會要求具備「三高」的標準，即對方能夠在身高、學歷、所得或成就上，比自

己的條件更為優秀。上述現象最能以下列何者加以說明？ 

婚姻斜坡之概念 玻璃天花板現象 親密關係民主化 生理性別差異觀 

4 小明的表姊從事貿易賺進千萬財富，卻從不覺快樂，反在辭職後經營有機農場，才逐漸獲得心理上的滿足。

下列那位學者的理論最適合用來解釋上述狀況？ 

顧里－鏡中自我理論  馬斯洛－需求發展論 

佛洛伊德－精神分析理論 艾瑞克森－社會人格發展論 

5 小智的父親近年參加扶輪社，他發現該社成員來自各種不同的職業，社員會提供各項社會服務，定期舉行聚

會、辦理講座，藉此拓展人際關係與視野。依上文所述推判，下列何者最可能是小智父親積極參與扶輪社

的原因？ 
實現政治參與 監督政府運作 維持收入來源 累積社會資本 

6 政府為提升國民素質、強化國家競爭力，教育部規劃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後，交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教育單位配合辦理，並提出具體的做法，以期能於 103 年順利推動。上述內容最能說明何種政治理念？ 
權能區分 均權制度 地方自治 權力分立 

7 國家是由人民、領土、主權、政府等四種要素組合而成，缺乏其中一個要素，便不能稱為一個國家。下列有

關國家構成要素的說明何者正確？ 
人民：必須擁有相同的血統及語言 
領土：本國駐外國的大使館並非本國領土範圍 
主權：國家與他國簽訂條約必須取得聯合國的授權 
政府：政權的更替並不會影響國家在國際享有的權利和地位 

8 臺灣醫療改革基金會調查發現，全臺灣有 12 個縣市沒有完整的五大急重症「特照中心」或「重度級醫院」

的醫療設施。民眾都繳交健保費，卻可能因居住不同縣市而遭受「同卡不同命」的待遇。此調查結果，主

要反映國家那一項統治目的的缺失？ 
維持安全秩序 促進經濟發展 發展社會福利 維護傳統文化 

9 2012 年法國總統大選結果，歐蘭德得票率為 51.7%，薩科奇得票率為 48.93%，在野黨候選人歐蘭德成為 1995 年

密特朗下台以來，法國近 20 年來第一位社會黨人當總統。上述內容最能展現民主政治的那些內涵？ 
民意政治、責任政治 責任政治、法治政治 法治政治、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民意政治 

10 美國早期的黑人歧視政策，和南非過去的種族隔離政策，當時都是於法有據，但這些政策都因為難以獲得人

民接受或認同，而引發一連串的抗爭，造成政府施政上的危機。下列那一概念可以說明上述危機？ 
統治正當性 統治合法性 法案執行性 政策適切性 

11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我國總統享有重要的人事提名權，下列何者是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

意後任命？ 
審計長 教育部部長 國家安全局局長 不管部會政務委員 

user
文字方塊
更多司法考試科目的歷屆題庫立即上網搜尋＂司法歷屆考古題懶人包＂高鋒公職補習班整理Line@帳號：@gaofeng連絡電話：07-2367-296



 代號：2501
頁次：4－2

12 由於前行政院衛生署督導不周，使得中藥添加西藥的問題日益嚴重，乃由（甲）機關提案行使（乙）通過。

上述中「甲機關」和「乙職權」分別是指下列何者？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彈劾 監察委員、糾正 
監察委員、糾舉  憲法法庭、彈劾 

13 地方自治團體是指依地方制度法實施地方自治，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依該法辦理自治事項，並執行上級政

府委辦事項。下列何者不屬於地方自治團體？ 
新竹市 桃園市 永和區 埔里鎮 

14 我國在選舉時，只要符合法定資格的人都享有投票權，不因其種族、性別、階級、財富等而受影響，其主要

目的在落實選舉的何種原則？ 
普通原則 平等原則 直接原則 無記名原則 

15 每次選舉過後，我們常會聽到有關選舉訴訟的消息。若選舉委員會辦理選舉涉及違法，足以影響選舉結果時，

則候選人可以提出下列何種選舉訴訟，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對當選者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對當選者提出選舉無效之訴 
對選舉委員會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對選舉委員會提出選舉無效之訴 

16 祥宇平時積極關心國家大事，最近他有意籌組「公民最大黨」，號召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監督政府。在我

國，祥宇必須依（甲）法令的規定，向（乙）機關登記，才能成立該團體。上述中甲和乙應分別依序填入

下列何者？ 
集會遊行法、內政部警政署 人民團體法、內政部 
政黨法、內政部  民法、法務部 

17 設籍臺中的小玫向設籍高雄的耀中借了 10 萬元，之後當耀中請求小玫返還債務時，小玫卻翻臉不認帳，於

是耀中求助於在新竹地方法院擔任法官的好友，並委請家住臺南的某位律師擔任訴訟代理人。針對上述案

例，耀中若欲提起民事訴訟，應向下列何者提出？ 
臺中地方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 新竹地方法院 臺南地方法院 

18 依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下列何項權利在性質上屬於著作財產權？ 
公開傳輸權 姓名表示權 公開發表權 禁止不當修改權 

19 日前桃園查獲一處大型職業賭場，全案經調查後，賭客們被依法裁處罰鍰。此賭博行為應是規範在社會秩序

維護法的何者之中？ 
妨害安寧秩序 妨害他人身體財產 妨害善良風俗 妨害公務 

20 定型化契約係指企業經營者為與不特定多數消費者訂立同類契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契約條款。有關定

型化契約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定型化契約應以書面之形式訂立 
消費者享有七日猶豫期間之保障 
契約內容若牴觸個別磋商條款者，其牴觸部分亦有效 
契約內容若產生疑義時，應該作對消費者有利之解釋 

21 依據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規定，下列何者依法不在犯罪被害補償金的申請人之中？ 
因犯罪行為被害而受重傷者 因性侵害犯罪行為而被害者 
因竊盜犯罪行為而損失財產者 因犯罪行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 

22 當事人對法院所為之裁定不服者，依法可提起何種救濟程序？ 
上訴 抗告 再審 訴願 

23 某市政府指定特定人士所擁有的古厝為市定古蹟，此一決定稱為何者？ 
行政指導 行政契約 行政處分 行政規則 

24 由於資本主義高度發展產生許多社會問題，使公權力必須介入某些私法領域，因而形成公、私法綜合之社會

法。下列何者最能體現上述社會法的性質？ 
刑法 勞動基準法 行政程序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25 稚暉向臺北市政府申請建築執照獲准後立即動工興建，未料在建築即將完工之際，北市府竟以該建築物位於

行水區為由，要求立即停工。依上所述，稚暉要求北市府賠償其損失，是因北市府違反下列何項原則？ 
比例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禁止不當聯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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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我國現行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後，若發現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令者，何人得向最高法

院提起非常上訴？ 
法務部部長  高等法院院長 
不服判決之當事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27 依我國民法之規定，透過那些途徑可使非婚生子女依法成為婚生子女？①準正 ②收養 ③監護 ④認領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8 依法律位階理論，法律體系依其效力高低，可區分成憲法、法律及命令三層級。下列各組法規配對中，何者

屬於同一位階？ 
中華民國憲法－刑法  兵役法施行法－大學法施行細則 
人體試驗管理辦法－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臺北市公園管理自治條例 

29 對於家戶與廠商在經濟活動循環圖中的關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家戶提供勞動力投入生產行列，因此在經濟活動中屬生產單位 
家戶在要素市場提供勞動力，由此獲得的薪資是生產要素報酬 
廠商在商品市場購買生產要素，生產商品提供給家戶單位消費 
廠商供給消費者各種商品，所以消費者付出的價格為廠商利潤 

30 靜香於探訪山林之際，即興寫下一首新詩，依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她應是在何時才可以取得該首新詩的著

作權？ 
創作完成時 公開發表時 註冊登記後 出版問世後 

31 在市場經濟制度下，透過價格機能可以使社會資源配置到最好，即符合「經濟效率」。下列何項說明符合經

濟效率之概念？ 
市場上總效益加上總成本之值即為經濟效率 供需線相交之均衡數量與價格即達到經濟效率 
消費者剩餘減去生產者剩餘之值即為經濟效率 藉由政府管制調整供需失衡才能達到經濟效率 

32 某知名咖啡店舉辦買一送一活動，使得咖啡店大排長龍。下列各選項有關供需變動的敘述，何者與上述現象

相同？ 
美國頁岩油產量增加使國際油價下降 因老年人口增加使得醫療需求量大增 
我國晉級世棒經典賽使周邊商品熱賣 百貨公司週年慶打折活動買氣搶搶滾 

33 各國在國際貿易關係下往往建立區域性的經貿組織，下列各經貿組織之關係何者符合由寬鬆到緊密程度之排

列？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歐洲聯盟、北美自由貿易協定、南錐共同市場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北美自由貿易協定、南錐共同市場、歐洲聯盟 
北美自由貿易協定、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歐洲聯盟、南錐共同市場 
北美自由貿易協定、南錐共同市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歐洲聯盟 

34 若我國為刺激出口貿易，政府實施貨幣政策引導新臺幣趨貶，此政策將導致下列何項結果？ 
物價將可能因進口品價格提高而上升 民眾存款意願將大增以避免通貨膨脹 
我國貿易依存度將因貨幣貶值而降低 出國旅遊人數將較國內旅遊人數增加 

35 附圖為甲國生產可能性曲線（PPC）從 2011 年至 2012 年的變化圖（由實線往虛線移動），下列何者可以解

釋該國生產可能性曲線的變化？ 
 
 
 
 

 
 
 

 
失業人口上升 生產技術進步 人口急速銳減 國民所得下降 

36 When doing a scientific experiment, you should be careful not to jump to a       . All factors must be considered. 
 disaster  reason  research  conclusion 

37 Learning that he was       to Harvard University, Shawn didn’t show any sign of excitement because he knew 
that he couldn’t afford the high tuition. 
 transmitted  permitted  admitted  submitted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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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ocial networks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have       young people’s social life and communicating mode. 
 dominated  denounced  deported  discharged 

39 Taylor Swift is undoubtedly a(n)       artist. Besides singing and songwriting, she can play the banjo guitar, 
piano, and ukulele. 
 indigenous  versatile  intentional  vulnerable 

40 A major source of pollu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greatly       the wildlife in this region. 
 arrested  struggled  opposed  threatened 

41 At the carnival, everyone is expecting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fireworks show that follows. 
 paradise  parade  paralysis  paradox 

42 The salesperson       Mom to buy a new pot which she doesn’t need. 
 persuaded  proved  pursued  permitted 

 
    Astronauts eat freeze-dried foods from plastic bags. Freeze-drying is a special   43   that removes moisture from 
foods that have been quick-frozen. When food is treated in this way, it lasts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spoiling. It is also 
lightweight and easy to pack in a spacecraft, where every ounce and every inch count. When an astronaut is ready to eat, 
he uses a special   44   to inject water into the package. The water he injects replaces the   45   moisture that was 
removed from the food. Now the freeze-dried food will taste   46   fresh food. The astronaut can use hot or cold water 
for his meal. He can have hot soups as well as cold drinks. 
43  process  product  property  prospect 
44  advice  device  notice  service 
45  abnormal  formal  marginal  original 
46  like  to like  likely  alike 
 

Her life seemed perfect to many people. Diana Spencer was born in 1961 to wealthy parents in Sandringham, 
England. She grew up with money, education, and love and in 1981 she did what many little girls dream about. She 
married a prince. By 1984, Diana had two beautiful sons, William and Harry. How could life be more perfect? 

But Diana’s life wasn’t perfect. She was terribly unhappy in her marriage to Prince Charles. In 1992 they separated, 
and in 1996 they divorced. But people in Britain and all over the world still loved Diana and respected her for the work 
she did to help people in poor countries. The press still followed her everywhere and reported everything she did, in both 
her public and private lives. 

And it seems that this adoring, sometimes critical, but always invasive press was at least partly responsible for 
Princess Diana’s death on August 31, 1997. Diana and Dodi al Fayed, who was reported to be her fiancé, were killed in a 
car crash in Paris while trying to escape a group of paparazzi. The princess’ death left many people wondering about just 
how far report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go to get a story. Is a good story or photograph worth risking someone’s life? 
47 How old was Diana Spencer when she died? 

 38 years old.  36 years old.  34 years old.  30 years old. 
48 How did Diana Spencer die? 

 She committed suicide.   She died in a car crash. 
 She died from illness.   She was murdered. 

49 What does the word “paparazzi” mean? 
 Reporters who follow famous people to reveal their private life. 
Writers who write about the life of famous people. 
 Business people who try to buy information about famous people.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indifferent to famous peopl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n NOT true? 
 People say that invasive reporters may be one of the causes of Diana’s death. 
 Dodi al Fayed married Diana Spencer after she got a divorce from Prince Charles. 
 Diana Spencer was not happy in her marriage with Prince Charles. 
 Diana Spencer died in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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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法律不溯及既往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法律對於施行前發生的個案，原則上不可以適用 表現在刑法上即是罪刑法定主義 

該原則係現代國家尊重人民權利之基本原則 立法機關不受該原則之拘束 

2 下列何者為直接法源？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司法院之行政函釋 

不能犯之規定解釋採印象理論 最高法院之決議 

3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律之廢止，自總統公布之日起算，至第幾日起失效？ 

第 1 日 第 2 日 第 3 日 第 4 日 

4 試問下列何者非任意規定？ 

刑法第 20 條：「瘖啞人之行為，得減輕其刑。」 

公務員服務法第 2 條但書：「……但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令，如有意見，得隨時陳述。」 

刑法第 27 條第 1 項前段：「已著手於犯罪行為之實行，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者，減輕或免

除其刑。……」 

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5 民事訴訟程序上，關於訴訟資料之提出，不設任何階段，任由當事人自由為之，此一原則稱為： 

本人訴訟主義 自由順序主義 自由心證主義 書狀審理主義 

6 下列何者屬於終局裁判之形式裁判？ 

刑事訴訟法第 299 條犯罪已經證明者之科刑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 302 條以時效完成而為之免訴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 449 條以自白犯罪而為之簡易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 396 條以上訴無理由而駁回判決 

7 民事法院認為，原告所訴不具有法律上理由所為之判決，係屬下列何者？ 

確認判決 給付判決 形成判決 一造辯論判決 

8 「法院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料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未聲明之利益，不得歸之於當事人」，

係屬下列何者之體現？ 

職權調查主義 職權進行主義 法定證據主義 辯論主義 

9 刑事訴訟法的認罪協商制度，係屬下列何種原則的表現？ 

罪刑相當原則 當事人處分原則 發現實體真實原則 職權主義 

10 在訴訟上，法官須參與裁判基礎之言詞辯論，始得參與裁判，係下列那一項原則之要求？ 

當事人進行原則 職權調查原則 處分原則 直接審理原則 

11 甲向主管機關 A 申請電影創作獎勵金。惟其創作時法律規定獎金為新臺幣（下同）10 萬元，其提出申請時

法律修改為 5 萬元，A 欲作成核發獎金之處分時，法律又修改為 15 萬元。則 A 應核給甲多少獎金？ 

5 萬元 10 萬元 15 萬元 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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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土保持法對違反該法之行為，有處罰鍰之規定，應適用下列何種法律規定以認定其責任？ 

刑法 民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行政罰法 

13 行政機關為達到行政執行之目的，雖得採取行政執行法所規定之執行方法，惟仍不能逾越必要之限度。此為

下列那一項原則之要求？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4 公務人員若對銓敘部所為退休金核定的處分不服，係提起： 

申訴 復查 訴願 復審 

15 關於行政機關適用法律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在不牴觸法律之範圍內，機關得自由裁量 機關須待人民請求，方得適用法律 

獨立機關以外之機關須受上級機關之指揮監督 機關適用法律，得依職權頒布行政規則 

16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3 條規定，法規定有施行期限者，其效力與程序為何？ 

期限屆滿，應經立法院通過廢止，總統公布 期限屆滿，當然廢止，由主管機關公告 

期限屆滿，須由原發布機關另為廢止之決定 法規定有期限，即不得加以延長 

17 依據地方制度法第 25 條規定，自治法規由地方行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為： 

自治條例 委辦規則 自治規則 自律規則 

18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各機關訂定之命令，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踐行下列那一項程序？ 

送行政院審查 送主管機關備查 送立法院審查 送司法院備查 

19 「行政行為，非有正當理由，不得為差別待遇。」係屬何種原則之內涵？ 

比例原則 誠信原則 平等原則 正當原則 

20 「機關採取之行政行為，要經常探求有無其他更緩和的手段。」係屬何種原則之敘述？ 

合目的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誠信原則 

21 公務人員保障法之復審程序，本質上係屬何種程序？ 

行政訴訟 公務員懲戒程序 訴願 一般行政程序 

22 關於機關行使裁量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法條中的不確定法律概念之判斷，原則上不受司法審查 

行政裁量應合乎法規授權之目的 

機關在裁量範圍內，可自由發揮，無須顧慮其他法律原則 

超過裁量範圍，僅屬適當性的問題 

23 刑法第 41 條關於易服社會勞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依規定得易科罰金，而未聲請易科罰金者，得易服社會勞動 

服社會勞動每 8 小時折抵 1 日 

易服社會勞動之履行期間，不得逾 1 年 

因身心健康而執行顯有困難者，不得易服社會勞動 

24 依公務員懲戒法的規定，下列職等之公務員，何者不得逕由主管長官為記過或申誡之處分？ 

委任五職等 薦任七職等 薦任九職等 簡任十職等 

25 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行政訴訟上之法官曾參與該訴訟之民事裁判者，應自行迴避 

行政訴訟有訴願前置主義，此為一般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所無 

我國行政法院之審判權採取列舉主義，僅能對違法行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 

中央及地方機關在法律上雖非公法人，然具有訴訟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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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行政處分書上處分依據的法條記載，係下列何種原則之體現？ 

明確性原則 比例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平等原則 

27 甲向 A 機關為商業登記 1 天後，B 機關以地下工程為由，封閉甲店前之道路，致甲無法開始營業。6 個月後，

A 以甲登記後滿 6 個月尚未開始營業為由，依商業登記法廢止甲之商業登記。則該廢止處分違反下列那一項

原則？ 

誠信原則 比例原則 明確性原則 平等原則 

28 從憲法基本權利的作用來看，下列何者不屬於參政權？ 

選舉權 罷免權 服公職權 財產權 

29 關於得聲請解釋憲法之情形，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下級機關行使職權適用法律，與主管機關之見解有爭議時，應許其聲請釋憲 

人民於憲法保障之權利遭受侵害時，應可直接聲請釋憲 

法官於審理案件時，確信其所適用之法律有牴觸憲法者，可聲請釋憲 

立法委員須有二分之一以上連署，才能聲請釋憲 

30 有關法治國家原則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行政機關僅受形式意義法律之拘束 

國家統治權應受憲法之拘束 

國家權力組織應符合權力分立原則 

國家統治權之行使應注意比例原則不得過度 

31 行政執行之機關對於義務人顯有逃匿之虞而聲請法院拘提裁定，此乃何種憲法原則的具體呈現？ 

法律優位原則 權力制衡原則 法的明確性原則 比例原則 

32 下列何者非屬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適用原則？ 

排斥習慣法之適用 效力不溯及既往 從新從輕原則 禁止類推適用 

33 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採「修憲有界限論」。若依本號解釋，何者係屬可修憲的事項？ 

憲法第 2 條主權在民之規定 

憲法第 9 條人民不受軍審原則的存廢 

憲法第 37 條總統公布法令之行政院院長副署的權限 

憲法第 80 條法官依法獨立審判之存廢 

34 下列何者非屬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之類型？ 

憲法修改之條文 一般處分是否違憲 自治法規是否違憲 法規命令是否違憲 

35 憲法第 134 條規定：「各種選舉，應規定婦女當選名額，…」，此係為實現男女間之何種平等？ 

財產權平等 工作權平等 參政權平等 人格權平等 

36 依權利人單方意思表示，能夠直接創設、改變或消滅某一法律關係中的權利，係指下列那一種權利？ 

支配權 形成權 請求權 抗辯權 

37 下列何者為債發生的原因？ 

抵銷 繼承 侵權行為 向行政機關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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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民法第 185 條之規定，數人共同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時，應如何處理？ 

該數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依人數均分損害賠償責任 

依能力分配損害賠償責任 依個別過失程度負損害賠償責任 

39 19 歲的甲不具有下列何種能力？ 

權利能力 納稅能力 訴訟能力 責任能力 

40 民法關於物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不動產以外之物即為動產 從物乃主物之部分，二者不可分割 

依法律行為取得之不動產物權須經登記 不動產乃指土地及其定著物 

41 關於民法上死亡宣告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原則上失蹤滿 7 年後，僅得由檢察官為死亡宣告 

失蹤者為 80 歲以上者，於失蹤滿 3 年後得為死亡宣告 

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災難終了滿 1 年後為死亡宣告 

未受死亡宣告前，依非訟事件法管理失蹤人之財產 

42 民國 97 年民法總則及親屬編修正，取代傳統禁治產制度者為何？ 

法定信託制度 法定監護制度 意定監護制度 扶養義務制度 

43 物權之變動情形，須有讓社會大眾足以辨識之登記或外觀，係指下列何種原則？ 

平等原則 誠信原則 公示原則 公信原則 

44 下列何項法律行為不必以書面為之？ 

為期 6 個月的不動產租賃契約 不動產物權的移轉 

夫妻財產制契約之訂立  不動產設定負擔 

45 甲死亡後無子嗣，其配偶乙、兄丙、姐丁及其母戊尚在世。請問下列關於乙、丙、丁、戊對於甲的遺產的應

繼分的描述，何者正確？ 

甲的兄長丙的應繼分為四分之一 甲的姐丁的應繼分為六分之一 

甲的配偶乙的應繼分為二分之一 甲的母親戊的應繼分為四分之一 

46 甲出租房屋予乙，甲於下列何種情形不能終止雙方的租賃契約？ 

乙支付租金遲延，經催告而不依期限支付 

甲將房屋出售予第三人 

乙非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使用、收益，經阻止而仍繼續 

乙非法轉租租賃物 

47 依刑法第 34 條之規定，下列何者非從刑？ 

沒收 罰金 追繳 褫奪公權 

48 「行政機關僅於法律有明文規定或明確授權時，始得對人民權利有所限制。」係屬下列何種原則之敘述？ 

法律保留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行政裁量原則 明確性原則 

49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其程序為何？ 

由監察院會決議  由立法院提出，司法院審理 

由立法院提出，經國民投票通過 由考試院提出，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通過 

50 下列何者不屬於現代刑法上的責任原則？ 

沒有責任，就沒有刑罰  主觀責任原則 

個人責任原則  連坐責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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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所在嘉義之甲，於雲林撞傷住所在彰化之乙，甲乙用書面約定：此車禍法律關係之訴訟，除原有管轄權之
法院外，臺中地方法院亦有管轄權。若乙就此車禍欲向甲訴請損害賠償，下列何法院對此訴訟無管轄權？ 
嘉義地方法院 雲林地方法院 彰化地方法院 臺中地方法院 

2 下列關於普通共同訴訟之敘述，何者正確？ 
 為訴訟標的之權利或義務，為二人以上所共同者，該等人得為共同訴訟人 
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之權利或義務，係同種類，該等人即得為共同訴訟人 
多數被告之住所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即得對之提起共同訴訟 
共同訴訟中，一人之行為，其利害及於他共同訴訟人 

3 下列何者為合法送達？ 
 對無訴訟能力之當事人甲為送達，因其法定代理人父與母居住於不同之城市，因此只向與甲同住一處之父

送達 
當事人經指定送達代收人向受訴法院陳明，法院因此僅向該代收人為送達，未送達於本人 
甲於臺北地方法院進行訴訟，指定乙為該案件之送達代收人，並陳明於法院。別無其他陳明之情況下，上

訴於高等法院時，高等法院將文書送達於甲 
僱用人甲訴請受僱人乙秘書給付違約金。關於此案件之文書，送達於甲之營業所時，由負責處理文書之秘

書乙代收 
4 下列何種情形，證人不得拒絕證言？ 
 證人為當事人之配偶，關於因親屬關係所生財產上之事項作證者 
證人所為證言，於證人或證人之配偶，足生財產上之直接損害者 
證人就其職務上或業務上有秘密義務之事項受訊問者 
證人非洩漏其技術上或職業上之秘密不能為證言者 

5 下列關於民事訴訟法上調解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民事訴訟法所規定，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之事件，可由雙方當事人合意，不經調解而直接起訴 
非屬民事訴訟法所規定，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之事件，當事人只能依其他法規聲請調解，不得聲請法院調解 
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不成立後之本案訴訟，不得

採為裁判之基礎 
當事人於期日不到場者，法官得視為調解不成立或另定調解期日。因此，當事人無正當理由不於調解期日

到場者，法院不得處以罰鍰 
6 下列關於簡易訴訟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金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者，適用簡易訴訟程序 
起訴必須以書狀為之；其他期日外之聲明或陳述，概得以言詞為之 
簡易訴訟程序中若有訴之變更、追加或提起反訴，仍一律適用簡易程序 
簡易訴訟程序於上訴程序，不得為訴之變更、追加或提起反訴 

7 下列關於小額訴訟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請求給付金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金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者，適用小

額訴訟程序 
法院認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為不適當者，得依職權以裁定改用簡易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理 
小額訴訟程序，得於夜間或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行之。當事人不得提出異議 
小額訴訟程序之當事人，得向法院陳明先為一部請求，其他餘額保留於日後另行起訴 

8 甲乙開車均有不慎，互撞而造成彼此損傷。甲訴請乙賠償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第一審法院判決乙應賠
償甲 30 萬元，駁回其餘部分。甲就敗訴之 170 萬元部分合法上訴於第二審，乙則未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
審理甲的上訴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乙未提起上訴，故乙敗訴部分，於乙之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 
乙未提起上訴，故乙不可於第二審，就甲撞傷乙之損害提起反訴 
乙可以於言詞辯論終結前，提起附帶上訴 
乙為保護自己權益，可於第二審任意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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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列關於抗告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裁定，得為抗告。但別有不許抗告之規定者，不在此限 
訴訟程序進行中所為之裁定，除別有規定外，不得抗告 
提起抗告，除別有規定外，生停止執行之效力 
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 10 日之不變期間內為之 

10 下列關於再審期間之敘述，何者錯誤？ 
 再審之訴，應於 20 日之不變期間內提起 
再審之不變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理由發生或知悉在

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 
再審之理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自判決確定後已逾 5 年者，不得提起再審 
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律或命令所持見解，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違背法令時，當事人如據以為再審之理

由者，其不變期間，應自該解釋公布當日起算 
11 下列何種情形，得聲請法院依督促程序發支付命令？ 

聲請人請求給付金錢，而自己尚未履行對待給付者   
債權人請求給付非代替物者 
支付命令之送達應於外國為之者 
債權人請求給付有價證券之一定數量者 

12 甲受僱於乙公司，其收入為全家唯一之經濟來源。甲遭乙非法解僱，欲起訴請求確認與乙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並請求命乙給付非法解僱期間之工資。然而尚未及起訴，甲全家因其遭解僱而陷入斷炊之窘境。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 
 為防止甲與其家人發生重大之損害，法院得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准許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甲應儘快起訴，未起訴前法院無法為其裁定准許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法院依法定暫時狀態之處分時，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 
為使定暫時狀態之程序迅速進行，法院命甲釋明即可，無須命乙陳述 

13 下列關於公示催告之敘述，何者正確？ 
 申報權利之公示催告，以得依背書轉讓之證券或法律有規定者為限 
公示催告之公告，應經法院裁定後再黏貼於法院之公告處，或登載於公報，或刊登於新聞紙或其他相類之

傳播工具，或併用之 
申報權利在期間已滿後，而在未為除權判決前者，因遲誤申報期間，故不生申報效力 
對於除權判決不服者，得依法上訴 

14 以下關於第三人撤銷訴訟之敘述，何者錯誤？ 
 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第三人，得以原確定終局判決之兩造當事人為共同被告，就判決中對其不利之部分提起 
第三人撤銷之訴，雖然名為撤銷訴訟，但性質上卻屬給付之訴，係在請求原確定終局判決之法院應作成新

判決內容，藉以取代原先判決內容 
第三人撤銷之訴，專屬判決之原法院管轄，若對審級不同之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合併提起者，專屬

原第二審法院管轄，其未經第二審法院判決者，專屬原第一審法院管轄 
第三人撤銷之訴，無停止原確定判決執行之效力，但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後定相當並確實擔保，得於

撤銷之訴聲明範圍內，以裁定停止原確定判決之效力 
15 以下關於民事第三審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者，須因上訴所得受之利益，超過新臺幣 150 萬元者才能提起 
提起第三審上訴者，上訴人應委任律師為訴訟代理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具有律師資格者，不在此限 
上訴第三審，非以原判決違背法令為理由，不得提起。判決若不適用法規或適用不當者，係屬違背法令，

可以之為理由，提起第三審上訴 
提起第三審上訴以後，上訴人對於上訴之聲明仍可變更或擴張，以擴大當事人應受確定裁判的範圍與實益 

16 以下何者並不屬於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七編所規定之保全程序的一環？ 
 假執行 假扣押 假處分 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17 債權人向法院聲請發出支付命令，債務人於支付命令送達後，應在幾日之不變期間內向法院提出異議，否則
法院對於債務人逾期提出之異議，即應以裁定予以駁回？ 
 10 日  20 日  30 日  5 日 

18 債權人起訴前聲請受訴法院進行假扣押，若請求之標的係基於家庭生活費用、扶養費、贍養費、夫妻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者，法院對於命供擔保之金額，不得高於請求金額的多少比例？ 
 十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19 以下關於當事人合意定管轄之敘述，何者錯誤？ 
 合意定管轄，當事人應以書面訂立，不得以口頭方式為之 
合意定管轄，僅限於第一審與第二審之管轄法院，第三審法院的管轄不在此範圍內 
合意定管轄，僅限關於由一定法律關係而生之訴訟，不得泛就當事人間一切法律關係爭執以合意定之 
若法律明文規定屬於專屬管轄者，合意定管轄即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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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當事人於依法具結後，倘若故意為虛偽陳述，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者，法院得裁處當事人新臺幣多少元之罰

鍰？ 
 不得裁處任何罰鍰，因為其為當事人  1 萬元以下 
 3 萬元以下   10 萬元以下 

21 關於當事人能力，以下之敘述，何者錯誤？ 
 有權利能力者，縱無完全行為能力，亦有當事人能力 
胎兒因尚未出生，欠缺權利能力，故無當事人能力 
非法人之團體，若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者，即有當事人能力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律規定，有當事人能力 

22 以下何種期間，方有民事訴訟法第 164 條所規定之聲請回復原狀的適用？ 
 職務期間 訓示期間 通常期間 不變期間 

23 訴訟進行中，當事人若成立訴訟上和解者，得於成立之日起 3 個月內，聲請法院退還其於該審級所繳裁判費
的多少比例？ 
 全額退還 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24 以下之訴訟，何者並不適用民事訴訟法之簡易訴訟程序的規定？ 
 請求返還借款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 請求給付票款 100 萬元 
請求給付租金 100 萬元  請求給付合會會款 100 萬元 

25 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第 1 項規定：「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
以上之規定，通常被稱為何種主義或原則？ 
處分權主義 當事人恆定原則 當事人進行主義 武器平等原則 

26 下列何種情況，刑事庭法官不須自行迴避？ 
法官與被告訂有婚約 法官之配偶為被害人 法官為證人之配偶 法官為本案之告發人 

27 下列何者非審判筆錄之應記載事項？ 
 審判之法院 辯論之要旨 當庭實施之扣押及勘驗 告訴人之告訴聲明 

28 關於被告之傳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到場之被告，經面告以下次應到之日、時、處所及如不到場得命拘提，並記明筆錄者，仍應另發傳票

通知 
傳喚在看守所之被告，應直接發予傳票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理由不到場者，尚不得拘提 
被告因傳喚到場者，除確有不得已之事故外，應按時訊問之 

29 下列何種情況發生時，即使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仍不得逕行拘提被告？ 
 被告無一定之住、居所者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證據者 

30 下列何種強制處分不涉及人身自由之侵害？ 
 拘提 逮捕 緊急拘提 通訊監察 

31 對於被告之訊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訊問被告應出於懇切之態度 
被告對於犯罪之自白，並其所陳述有利之事實，應記載於筆錄 
不得以詐欺方法訊問被告 
訊問被告，應全程連續錄影 

32 關於搜索之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偵查中必要時，檢察官得主動核發搜索票 
司法警察逮捕被告時，雖無搜索票，仍得逕行搜索被告立即可觸及之處所 
檢察官僅得委託司法警察執行搜索，不得親自搜索 
法官僅得委託司法警察執行搜索，不得親自搜索 

33 下列有關搜索之敘述，何者錯誤？ 
 偵查中檢察官認為有搜索之必要者，應以書面聲請法院核發搜索票 
搜索得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行 
因逮捕被告，有事實足認被告確實在住宅內時，雖無搜索票，亦得逕行搜索住宅 
搜索票得由檢察官簽名核發 

34 關於傳聞法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依傳聞法則，不得作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依傳聞法則之例外，仍得為證據 
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錄文書、證明文書，除顯有不可信之情況外，依傳聞法則之例外，仍得為證據 
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錄文書，除顯有不可信之情況外，依傳聞法則之例

外，仍得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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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列有關證人之權利與義務，何者錯誤？ 
 傳喚證人出庭，應用傳票  
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者，得聲請羈押 
證人拒絕證言時，應將拒絕之原因釋明之 
未滿 16 歲之證人，不得令其具結 

36 下列何者不得提出告訴？ 
 刑法第 239 條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相姦人之配偶 
犯罪被害人之配偶 
已死亡犯罪被害人之配偶 
刑法第 312 條妨害名譽及信用罪，已死亡之人之堂兄弟之配偶 

37 法官在該管案件曾參加前審的裁判，以下那一個不是法官迴避的聲請權人？ 
 辯護人 被告 自訴人 檢察官 

38 下列何種情形，其判決並非當然違背法令？ 
法院之組織不合法  禁止審判公開非依法律之規定 
未與被告以最後陳述之機會 原審判決後，刑罰有廢止者 

39 有關被告閱卷權的敘述，以下何者正確？ 
 偵查中，且已選任辯護人，得預納費用並檢閱卷宗及證物 
審判中，且已選任辯護人，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內筆錄之影本 
偵查中，未選任辯護人時，得預納費用請求檢閱卷宗及證物 
審判中，未選任辯護人時，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內筆錄之影本 

40 關於檢察官應該自行迴避的事由，以下何者錯誤？ 
 檢察官曾為被告五親等內之姻親 檢察官曾為辯護人三親等內之血親 
檢察官曾為被害人的法定代理人 檢察官曾擔任調查階段的司法警察官 

41 以下的裁定，何者得提起抗告？ 
 駁回法官迴避聲請之裁定 
駁回交付審判聲請之裁定 
在不得上訴第三審法院案件，第二審法院之裁定 
起訴後，第一次審判期日前，駁回檢察官證據保全聲請之裁定 

42 關於被告得委任代理人到場案件，以下的敘述，何者正確？ 
 僅限於在審判中，最重本刑為專科罰金之案件 
調查中、偵查中及審判中，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金之案件 
審判中和偵查中，最重本刑為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 
審判中和偵查中，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金之案件 

43 限制辯護人與羈押中的被告接見，依法應該先取得下列何種文書？ 
 限制書 通訊監察書 押票 搜索票 

44 關於法院撤銷羈押的聲請人以及時機，以下何者錯誤？ 
 偵查中，根據辯護人的聲請 偵查中，根據檢察官的聲請 
審判中，根據辯護人的聲請 審判中，根據檢察官的聲請 

45 以下何者非得為公示送達的對象？ 
 告訴人 告發人 自訴人 被告 

46 下列對於交付審判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被害人是聲請權人  聲請權人有閱卷權  
應該對檢察機關提出聲請 聲請時應該提出理由狀 

47 法院應給予下列何者以辯論證據證明力之適當機會？ 
檢察官 證人 告訴人 利害關係人 

48 ①被告 ②辯護人 ③檢察官。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完畢後，上述的程序參與人，就事實及法律分別辯論
的次序，以下何者是正確的安排？ 
 ①→②→③ ③→②→① ②→①→③ ③→①→② 

49 下列情況，何者不得停止審判？ 
被告心神喪失  被告因疾病不能到庭 
犯罪是否成立以他罪為斷，而他罪已經緩起訴者 犯罪是否成立以民事關係為斷，而民事已經起訴者 

50 ①被告涉犯最輕本刑為 3 年以下有期徒刑之犯罪 ②被告是原住民 ③被告是低收入戶 ④被告因為智能
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偵查中，因為被告未選任辯護人，檢察官有通知法律扶助機構指派律師到場的義
務，以下的事由組合，何者完全正確？ 
①② ②③ ①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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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2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運用正確的選項是：

他是一個「嶔崎磊落」的人，從不接受別人的勸告

我和他只是「莫逆之交」，並不清楚他的脾氣個性

這篇文章「鞭辟入裡」，見解深刻，實在令人激賞

他報導新聞事件總是「捕風捉影」，頗得觀眾信任

2 下列關於文句字詞的解釋，不正確的選項是：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塗，通「途」，道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直，通「值」，相等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頒，通「斑」；斑白謂鬢髮半白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無，通「毋」，表禁止的副詞

3 下列選項中的句子，沒有錯別字的是：

因為我方球員太過輕敵，結果以一分引恨敗北，真是令人扼惋

作品樣式繁簡互異，或浮雕雄偉，或彩繪斑斕，不一而足，令人目不暇給

他沉迷賭博，債臺高築，已是日暮途窮，最後竟挺而走險，犯下綁票勒索的罪行

科技日新月異，過去人們窮盡一生鑽研或致力的行業，可能都面臨逐漸勢微的危機

4 「一個舞者，□□於舞臺空間之中，他的身體，是「點」是「線」，是秩序與結構的尋找，破壞與重新

組合。或者，有一天，他也會感覺到，那□□重量與體積的肉身，如同行草，通過阻礙與艱難，通過意

志與死亡，如同通過悠悠歲月與白茫茫一片大地，□□自己小小的定位罷。」（鄒之牧《行草：一齣舞

蹈的誕生》）上文□□的語詞，依序為何？

行走→飽含→找到 行走→找到→飽含

找到→行走→飽含 找到→飽含→行走

5 古代有「雁足傳書」之說，古典詩詞中也常以「雁」借代「帶信者」或「書信」。下列詩句中的

「雁」字，不是指「帶信者」或「書信」的是：

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 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

波流雲散碧天空，魚雁沉沉信不通 銅槃消息無人問，寂寞西樓待雁音

6 「酸甜苦辣。眾味之於口舌，譬如□味非常精靈，可惜缺少回味，能與人以興奮歡樂，不能予人以啟

示，狂歡的氣氛裡，糖絲含了一口，也只落得浮沫。□味是張狂，大哭大鬧，可以歇斯底里。□味隱

忍，眼裡眶著水。險險的一滴但是不能落下。只有□最清楚，明明白白的線條，一直延展下去。」

（凌拂〈苦餘山萵苣〉）上文空格中依序應填入：

甜、酸、苦、辣 甜、辣、酸、苦 辣、酸、苦、甜 辣、苦、酸、甜

7 下列文句中，稱謂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我們賢昆仲相約，今年暑假一同出國玩 家母含辛茹苦，用心照顧我們一家大小

先父將自公職退休，可享受安閒的生活 令郎成績優異，是我這個當爸爸的驕傲

8 下列書信應酬語何者適用於夏季？

梅蕊將綻，懷念倍切 桃花開後，榴火又明

暑天送別，忽又西風 薰風送別，不覺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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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應麟曰：「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

說以寄筆端。」所謂「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是指：

小說家開始依賴小說創作維生

小說家以偽造作品來滿足好奇心

小說家藉小說糾正怪異的社會風氣

小說家開始有寫作創新的自覺並寄託個人的思想情感

10 下列與《詩經》相關的應用性詞語，何者正確？(甲)詩詠好逑／賀結婚 (乙)彤管流芳／女喪輓聯

(丙)出谷遷喬／賀升遷 (丁)熊夢徵祥／賀生子

(甲)(乙)(丙) (甲)(乙)(丁) (甲)(丙)(丁) (乙)(丙)(丁)

11 「天工翦水，宇宙飄花，品之，有四美焉：落地無聲，靜也；沾衣不染，潔也；高下平鋪，勻也；

洞窗輝映，明也。」上文所指之物，最適合的選項是：

薄霧 柳絮 棉花 白雪

12 「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

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柳宗元〈送僧浩初序〉）從上文敘述，可知柳宗

元樂與僧人往來，最主要是因為僧人：

生活儉樸 不爭競名利 喜好游山玩水 善於談禪說理

13 朱熹云：「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

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朱子讀書法‧卷一》）根據文意，下列何者不是朱子主張的讀

書態度？

循序漸進，先易後難 心情平靜，按部就班

反覆切磋，力求解答 沉潛優游，不可躁進

14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

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文心雕龍‧章句》）根據本文，寫作文

章之態度應以何者為是？

注意全篇之架構，字詞自然包含其中 文字若要求順暢，則口語必先求通順

寫作之原則不變，但求能舉一而反三 為文應注重順序，字句精確而後成篇

15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

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柳永〈雨霖鈴〉上片）下列各選項之詮釋，何者最

正確？

「楚天」指北方的天空 「留戀處」指留戀的地方

「蘭舟」：以蘭花裝飾的小船 由「寒蟬」可知詞中所寫季節為秋天

16 「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

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

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不若已！」（錢大昕〈弈喻〉）上述文意，旨在勸戒讀書人：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不會招致怨尤 要記取失敗的教訓，才不致於一錯再錯

尊重他人觀點，勿隨意批評，而不自省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才可以作出結論

17 白居易〈與元微之書〉：「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

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此段文字主要在表達：

觸景生情，思友傷懷 隱居生活，閒適逍遙

案牘勞形，萌生退意 拋棄塵念，唯思故友

18 「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

親，你怎敢在我們跟前裝大？若是家門口這些作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

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

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儒林外史〈范進中舉〉》）文中所述，為范進岳丈胡屠戶教

訓女婿之語。下列選項何者不正確？

表達胡屠戶的勢利與范進的軟弱性格

作者意欲闡述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現實

教導范進立身處世之道，以免為市井小民所欺

暗諷科舉制度下，讀書人倘未考取功名，社會地位甚為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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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平滑的沙灘上／一波波 浪的書寫／一行行 水的字跡／是誰寄來／一封封信？／是海寫給大地的

嗎？／天空俯下身來唸／沙灘上一望無際的／情書（渡也〈情書〉）上述這首詩，海的情書對象是：

魚群 作者 天空 沙灘

20 余光中〈五十歲以後〉：「莫指望我會訴老／我不會／海拔到此已足夠自豪／路遙，正是測馬力的

時候／自命老驥就不該伏櫪／問我的馬力幾何？／且附過耳來……幾乎煞不住的馬力踢踏千里／還

有四百匹」與關漢卿的〈一枝花‧不伏老〉：「我是箇蒸不爛、煮不熟、搥不扁、炒不爆、響璫璫

一粒銅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

尚兀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其間纔不向

煙花路兒上走！」二者相較，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皆流露玩世不恭的生命態度 皆展現多才多藝的精彩人生

皆展現至死方休的頑強生命力 皆以個人所擁有的社會地位自豪

21 詩歌中有一種不直接寫自己的感情，而是藉由寫對方思念自己間接地來寫自己思念對方的心情。這

樣的寫作手法可以讓整首詩的情感顯得更含蓄也更深刻。下列那一首詩用了這樣的寫作手法？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22 有一種修辭方式或是文字遊戲，稱作迴文。它是透過形式與內容的文學創作，其中的一種形式是

文句正著念和倒著念，都可成完整的文意，而且前後對稱，例如：「小巷殘月凝天空，親人故土

鄉情濃。」倒著念變成：「濃情鄉土故人親，空天凝月殘巷小。」文意也可以通。下列選項何者

不是迴文？

雨夜前庭春宿燕，花時舊苑曉啼鷹 鶯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夜月明

迢迢綠樹江天曉，靄靄紅霞晚日晴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23 「粽子是用竹葉包紮的。原住民的竹筒飯是用竹節包裝的。酒，則灌在葫蘆裡。總之，古人硬是有辦

法找到美麗實用的包裝。塑膠袋卻可惡可憎，如癌細胞愈腫愈大，永不消退，終而與人偕亡。我因而

帶著盒子帶著罐子去買菜。對我而言，要做環保就得麻煩，就得不方便。」下列選項，最接近作者想

表達的內心情意是：

古人的包裝技巧遠較於現代富有詩意 感嘆現代人貪圖方便，不惜毀滅世界

環保之舉，往往藏在看不見的細節裡 正因為愛地球，無畏麻煩，無畏多勞

24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父親）忙著照看行李。……他囑我路上小心……又囑託茶

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難道

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朱自清〈背影〉）文中「聰明」所

蘊意涵，最適合的選項是：

天資聰穎 心思細密 耳聰目明 自以為是

25 從前，有一個私塾的先生，要學生背誦圓周率至小數點後 20 位。規定學生，誰背不出來就不准回家

吃飯。先生佈置完後就提了一壺酒到山頂上喝酒去了。學生們背了好長時間卻記不住。其中一個學

生看到山巔上先生自斟自飲，自得其樂，而學生卻為背不出圓周率痛苦不堪，於是他就編了一首順

口溜：「山巔一師，一壺酒，爾樂苦煞吾，把酒吃，酒殺爾，殺不死，樂而樂！」上述的順口溜利

用「諧音」方式幫助記憶圓周率，下列選項何者亦使用相同的手法？

孫猴子的臉，說變就變 蓮子心中苦，梨兒腹內酸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

26 書店是筆刀筆劍的最終戰場，看不見硝煙烽火，沒有血流成河，只有肅寂的殺氣，隱含風雷。每月出

版的數千種新書，如萬花舞春風，競態極妍地要搶佔書店的有限平台，搶灘失利者，或直接下架，或

銷聲匿跡，最終退回了出版社，就此乏人問津。文壇巨星有時突然升起萬丈光芒，眾人仰望，有時又

遽爾消失無跡，不知何往？（廖志峰〈書店的異想時光〉）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書店是追尋潮流指引的平台

書店是視察敵情的職場充電場

作者以戰爭的畫面和場景，刻畫出書店裡各式各樣書籍陳列的情形

作者將書店比喻成作家們的戰場，為了佔領這有限的城池，各出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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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會，聚會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讓人忘記它是切切實實的水，可掬可捧的

水，這裡的水卻不同，要說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疊疊都精神煥發，合在一起比賽著飛奔的力量，

踴躍著喧囂的生命。這種比賽又極有規矩，奔著奔著，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為二，直

竄出去，兩股水分別撞到了一道堅壩，立即乖乖地轉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堅壩上撞一下，於是又根

據築壩者的指令來一番調整……也許水流對自己的馴順有點惱怒了，突然撒起野來，猛地翻捲咆

哮，但越是這樣越是顯出一種更壯麗的馴順。」（余秋雨〈都江堰〉）閱讀上文，下列敘述何者不

正確？

本段文字極力於視覺描摹，鋪寫都江堰水勢的壯闊與堤壩的功能

作者運用大量擬人手法，引人欲探此地風光，展現遊記散文魅力

海水固然有其浩瀚深沉之美，都江堰之水更帶有狂野不馴的性格

都江堰乃人類文明一大勝利，可見人定勝天，我們終將馴服自然

28 人，經常是很難滿足的。在這山，望著那山高。羨慕別人所擁有的一切，卻很少能珍惜自己手中所有

的。顏回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而能不改其樂；孔子視富貴如浮雲，樂以忘憂，竟不知老之將至。

他們之所以能樂在其中，是由於有顆知足的心，天地因而更加遼闊了起來。快樂是一種感覺，它來自

心靈的充實，卻未必得自物質的豐裕。所以，我們看見有人儘管窮困，但樂觀進取，笑口常開；有人

富可敵國，卻坐擁愁城，與快樂絕緣。問題就在他能否知足了。知足，竟是快樂的泉源呢！（琹涵

《忘憂谷‧知足》）根據本文敘述，作者認為知足的人可以得到快樂，其原因不包括：

知足的人安貧樂道，追求心靈成長 知足的人心胸遼闊，天地因而更寬

知足的人樂觀進取，總是笑口常開 知足的人樂於助人，享受精神快樂

閱讀下文，回答第 29 題至第 30 題：

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

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于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

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

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櫝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矧更代之隙，

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

（孫樵〈書褒城驛壁〉）

29 上文所指陳的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刺史、縣令相當於朝廷的耳目，與人民最接近，為了廣泛了解民情，應該時時替換人選

州縣官吏走馬上任，並未抱持長遠的打算，在治理政事之際，往往對百姓肆行奸詐欺騙

民生所以貧困，財源所以枯竭，戶口所以破敗，開墾所以不足，全肇因於土地兼并劇烈

朝廷對州縣官員不僅所用非人，而且更換頻繁，官員也把州縣當作旅店，不願費心任事

30 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州縣官員此種

心態可以用下列何種成語形容之？

五日京兆 黃粱一夢 朝三暮四 明日黃花

閱讀下文，回答第 31 題至第 32 題：

如果，不能在霧鎖江畔，在雲海翻騰的山崖，在瀲灩秋色的柔波裡，或是在突如其來的一陣迷眩之中

告別我的獨木舟，卻必須緩慢地等待臟腑停工，那麼，我要時時刻刻向醫治我的醫護人員道謝，向照顧我

的人致謝。我也要向餵哺我靈魂的一切美好事物致謝，……我要時時刻刻感謝上天賜我這微不足道的人擁

有自己的獨木舟，它載著熱烈又害羞的靈魂駛過暗礁，……收穫了自己的奇遇。感謝仁慈的力量眷顧我，

讓我有能力在世間勞役之中追求真善美，實踐對道德的嚮往。由此觀之，一切勞役反倒成為盛住寶石的

網，我在網中固然不得逃脫，卻也領受了份內的珍奇。人生滋味，不是等到勞役之後才能嘗到，是在塵

網的絲縷之中，苦澀與甘醇互補，坎坷與恩典交織。（簡媜〈水面上的鳶尾花〉）

31 文中所稱「獨木舟」之所指，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智慧 家屋 心靈 肉身

32 作者對於人生滋味的體悟，最接近下列何者？

人生如夢，一切有情皆幻 人生實難，生命有苦無樂

迎向磨難，其中自有恩典 世事無常，以不變應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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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下列公文類別之選用，何者正確？

總統行文立法院用「呈」 監察院行文審計部用「函」

立法院行文縣議會用「令」 考試院行文銓敘部用「咨」

34 關於公文的「稱謂語」，正確的選項是：

某小學行文給銓敘部，稱「鈞部」

某學會行文給縣政府，稱「貴府」

某協會行文給市政府，稱「鈞府」

某國立大學行文給教育部，稱「貴部」

35 以下關於公文的文書處理程序一般原則，最正確的選項是：

各機關處理文書，應明確劃分各經辦單位之權責，以期密切配合

各機關文書之處理，其手續、流程、文字、用語等，應力求詳細

收發電報、傳真、電子交換，可視實際狀況決定，不須專人處理

文書中記載年份，以農曆為準，惟外文或譯件，得採用西元紀年

二、複選題（第 36題至第 45題，占30分）
說明：每題3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

得3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1.8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0.6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多

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下列各句所使用的量詞，何者正確？

一「起」單純的偷竊案，竟引起這麼大的風波

一「封」電報及時到來，化解緊張對峙的場面

那一「發」子彈，粉碎三個人幸福美滿的家庭

現場設置一百「通」電話，接受各方善心捐款

這一「道」美味佳餚，可是他多年心血的結晶

37 作家常賦予古典人物新的詮釋，請選出人物描述正確的選項：

想不到一名女子的傳世英名就是一個瘦字／趙飛燕

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國恥更甚膽苦／句踐

普救寺西廂房的門咿呀而開，閃出一條輕盈的女影……沿著迴廊而去，竟忘了飛鴿傳書的律令／

紅娘

酒，德劭者不輕言戒。若有胸中塊疊，不必借他人酒杯，且進！任誕亂俗云云，乃婦人之言不可

聽／李白

我牽裳涉水，濕的不是素衣是我暗暗孤寂的心。……趁著大化濤浪尚未流逝，我只想浣淨心中那

一疋紗／小喬

38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下列敘述，合乎詩意的選項是：

詩人在岱宗頂上見到雲霧繚繞，甚為驚喜

「齊魯青未了」以距離感突顯出山脈綿延

春夏之交的岱宗頗有小家碧玉之雅致風情

「決眥入歸鳥」以誇飾筆法強調望的專注

本詩展現了詩人欲登岱宗而小天下的壯志

39 《說苑》云「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此言意涵與下列選項何

者相近？

日積月累，潛移默化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單則易折，眾則難摧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一傅眾咻，一暴十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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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

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尹文子‧

大道上》）上文所言主要表達何種意涵？

上行下效 以身作則 相濡以沫 以儆效尤 風行草偃

41 「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曲謹，不若疏狂。」

依據《菜根譚》這段文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社會閱歷愈淺，沾染的惡習就越少

君子處事多樸魯，小人處事多練達

君子為人較疏狂，小人為人較曲謹

費心討好他人，不如保持純真本性

與其拘泥於小節，不如豁達而狂放

42 《淮南子》言：「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

木不可以為釜。」此言所欲表達之道理與下列何者相近？

天生我材，各有所用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任人之工，不強其拙 量能善用，適才適所

鐘鼎山林，各有其志

43 《臺灣通史》載「南無：或稱軟霧，譯音也。種出南洋，傳入臺灣未及百年，故舊志不載。樹高

至三、四丈，葉長而大。春初開白花，多髭，結實纍纍，大如茶杯。有大紅、粉紅、大白、小青

四種。味甘如蜜。夏時盛出。臺南最多，彰化以北則少見。實曝乾煎茶，可治痢疾。」根據上文，

吾人可知「南無」這種植物那些資訊？

外型特徵 花果顏色 品種來源 食用功效 栽培要領

44 新社會倫理基礎可以從科技中尋索，並不是以科技為信仰對象，而是把獲得科技知識的思考方式，

轉化為社會倫理的出發點。科學知識有其普遍性。數學的算式，在任何社會，只要用同樣的數學語

言，也都能得到同樣的答案，由這一普遍性的認知，我們不難推衍為普遍性的社會倫理－－公平。求

取科學知識沒有小路捷徑，沒有投機，這是科學知識的「真」，由求真的態度，我們也無妨領悟到

敬謹認真的處事待人行為標準。下列選項對本文的闡釋何者正確？

現代社會應以科學思考代替宗教之迷信

科學可以補救傳統倫理缺乏公平的偏失

不必相信科學萬能但可師其思考的方法

誠懇待人接物和科學實事求是可以相通

倫理民主科學是現代化國家的立國基石

45 音樂是擴充自我經驗的重要管道，透過李斯特的曲子，我們碰觸到了人內在最狂暴的熱情；透過蕭

邦的曲子，我們經歷了最快速又最複雜的情緒轉變，因而我們的生命變豐富了，我們的感受變敏銳

了。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作者認為李斯特比蕭邦厲害

音樂是彈奏技術的展現工具

不同音樂曲風豐富了生命的感受

音樂真正的生命核心是為了別人演奏

透過音樂，我們理解作者、昇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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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隆在專題報告時提到：「在電視節目中，女性多被描繪成溫柔、害羞且喜愛居家生活；男性則較

具領導才能和獨立見識；老人的行為則常與社會脫節。」根據上述判斷，他 可能是在探討有關媒

體的那一主題？ 
總白癡化 置入性行銷 媒體近用權 歧視與刻板印象 

2 「性別平等」是對性別尊重的觀念與態度，期望每一個人有相同的發展機會，以及適才適性發展的

權利。下列那一個敘述較能符合性別平等的意涵？ 
企業設立女性專屬百貨公司，規定男性須有女性作陪才能進入 
單親家庭協助對象為單親媽媽，若是單親爸爸就無法提供協助 
張家已有一女，但張先生要求張太太必須繼續生男以傳宗接代 
各級學校教評會的組成，任何單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3 對部分西方人而言，印度教禁止宰牛和吃牛肉似乎有點愚昧，尤其印度有相當多人長期處於飢餓狀

態，但學者認為研究異國人民的習俗時，不應該以自己所了解的文化內涵，用來對該文化加以評價。

上述學者的觀點， 符合下列何者的精神？ 
文化資本論 文化相對論 文化進化論 族群中心主義 

4 下列選項為我國政府的施政措施，何者符合學者羅爾斯「社會正義論」的觀點？ 
因美元貶值現象，中央銀行實施維持新臺幣匯率政策 
臺灣高鐵鼓勵旅客提早規劃旅程，推出早鳥票價優惠 
為壓制房市投資客炒作，要求房屋交易實價登錄 
依薪資高低繳納健保費，並由政府補助弱勢族群 

5 王先生為推廣健走運動，擬成立一個全國性社團，下列對於王先生所成立的社團之敘述，何者較為

正確？  
大明：社團成立一定需要經費支援，只能以基金會名義才能申請 
阿德：此社團明顯為非營利性質，因此不得以社團法人名義申請 
小志：因健走屬於體育類，所以須由教育部體育署核准才能成立 
阿華：依人民團體法之社團類型，此社團應歸類於社會團體類別 

6 某一個國際組織 2005 年的報告指出：「從 2003 年以來，全球感染禽流感病毒有 126 人，至少已有

64 人死亡。禽流感病毒現今仍然主要是在鳥類與家禽中傳染的病毒。」請問：由上述內容判斷，這

報告應是下列那一個國際組織所提出的？ 
歐洲聯盟（EU）  世界貿易組織（WTO） 
世界衛生組織（WHO）  國際紅十字會（ICRC） 

7 「政黨」與「利益團體」都是民眾參與政治的管道，但是兩者之間卻有些差異。下列關於政黨與利

益團體比較的敘述，何者正確？ 
利益團體對議題關切的全面性不如政黨 政黨整合民意的能力不如利益團體 
政黨比利益團體更著重自身利益 利益團體比政黨更熱衷投入選舉 

user
文字方塊
更多司法考試科目的歷屆題庫立即上網搜尋＂司法歷屆考古題懶人包＂高鋒公職補習班整理Line@帳號：@gaofeng連絡電話：07-2367-296



 代號：2151 
頁次：6－2 

8 西方民主思想家孟德斯鳩提出「權力分立」概念，認為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應該分屬不同部門，

且彼此具有互相制衡的機制。下列那一個敘述， 足以彰顯孟德斯鳩此一主張？ 
美國總統任命國務卿時須經參議院同意 英國首相由國會中過半數政黨的黨魁兼任 
日本天皇屬於虛位元首，不具行政實權 我國的行政院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產生 

9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國際互動頻繁，國際組織與區域統合亦蓬勃的發展，歐盟即為一例。歐盟在其

經濟體系內，要求會員國遵守並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必要時，還將干涉相關國家之財政。在上述

情況下，傳統主權國家的特色，何者將面臨 直接與強烈的衝擊？ 
明確的領土與國界  國家與文化的認同 
政府權威的正當性  各國家的主權行使 

10 內閣制國家在政府體制上擁有議會（國會）至上之特色，下列何者為內閣制國會之特色？ 
由國會多數黨領袖出任國家行政首長 
國會與內閣各自對人民負責，不得互相解散 
內閣制國家國會多為一院制，以確立其 高性 
國會議長擁有覆議否決權，以建立法律一致性 

11 我國在第七次修憲後，將立法委員選舉方式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關於我國立法委員的選舉方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減為 113 席，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區域立法委員共選出 73 席，每縣市至少 1 人，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出之，各政黨婦女

當選席次不得低於 1/2 
原住民立法委員依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選出 3 席，此選制為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共 34 席，且依區域立委選票之政黨得票率計算該黨之當選席次 

12 我國憲法屬於剛性憲法，修正皆有一定的程序。下列關於我國憲法修正的敘述，何者正確？ 
目前我國立法院已經可以直接制定新的憲法 
我國修憲案是由大法官經由憲法法庭修改後提案 
我國憲法修正案提案通過後，要交由國民大會複決通過 
目前我國憲法修正均是以增修條文的形式來進行 

13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

決議案送達行政院①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②十五日內作

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③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原

案，④行政院院長得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以上關於覆議案敘述之底線部分，何者正確？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14 若某選區立法委員候選人對開票結果之票數有所質疑，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欲尋求司法救濟。

依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該候選人之救濟途徑應為下列何者？ 
以該縣市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選舉無效之訴 
以當選人為被告，向地方法院民事庭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以當選人為被告，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以中央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高等法院提起選舉無效之訴 

15 兩岸關係對峙日趨和緩，民間交流頻繁，就現階段而言，下列何者為我國對大陸地區人民往來 重

要的法律依據？ 
臺灣關係法  反分裂國家法 
國家統一綱領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16 德國在 2013 年的國會大選中，原本與總理梅克爾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共組執政內閣的自由民主

黨，遭受空前嚴重挫敗，在德國戰後歷史上首次未能獲得進入議會所需的 5%的選票，自民黨黨魁羅

斯勒因而辭職下台，羅斯勒的作為主要在展現何種民主政治的特色？ 
民意政治 法治政治 責任政治 政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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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住在高雄的丁丁因不滿住臺南的網友小波在網路上稱他是「腦殘」，憤而對小波提出侵害名譽的民

事告訴。依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丁丁應向下列那個機關提出告訴？ 
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高雄地方法院  臺南地方法院 

18 環環現年 19 歲，某日借同事的機車出外買晚餐，不慎撞到婦人，因此造成婦人多處擦傷。依我國相

關法律規定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環環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或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責 
環環與法定代理人皆不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由法定代理人承認後，環環才負損害賠償責任 
環環僅需負擔部分責任，法定代理人負部分責任 

19 依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下列何種保護令，當事人無法直接向法院聲請，須透過檢察官、警察

機關或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代為聲請？ 
通常保護令 暫時保護令 緊急保護令 永久保護令 

20 依我國刑法規定，下列何者可免除刑事責任而不受罰？ 
19 歲自幼瘖啞的阿明，因失業在街上行竊被捕 
81 歲的阿輝開車撞傷路人 
18 歲的盧蠻為躲避警察追捕，將警員打傷 
5 歲的小新好奇玩火不慎引起火災，造成傷亡 

21 2011 年 10 月間，國內三大乳品業者因調漲鮮乳價格，不但漲價金額趨於一致，且調漲額度遠超過生

乳收購價增加的成本，業者雖依法遞交書面報告陳述鮮乳價格調整的原因，但公平交易委員會仍認

定聯合行為成立予以開罰。依據上述，公平會開罰之作為，下列何者屬之？ 
行政指導 行政規則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22 憲法保障人民有參政的權利，參政權分為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應考試、服公職等權利。在我

國相關法律的規定中，人民行使複決權是以下列何種方式表現？ 
選舉活動 公民投票 連署活動 集會遊行 

23 下列那些行為必須經由法院核發令狀許可，檢察官方可為之？①將犯罪嫌疑人改列為被告 ②搜索

犯罪嫌疑人住處 ③傳喚嫌疑人到場詢問 ④監聽犯罪嫌疑人手機通訊 
①② ③④ ②④ ①③ 

24 當被告對法官所作羈押之裁定，認為權利受侵害或不服裁定結果時，依據我國相關法令之規定，可

提出下列何項司法權上的救濟？ 
上訴 申訴 訴願 抗告 

25 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推動「政府改造」運動，我國政府也朝向「企業型政府」的方向進行改造，這

類革新運動是因為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 
資本主義造成企業家與勞工階級的對立 
政府的規模不斷擴張，導致行政效率低落 
傳統社區價值崩解，人民不願關心公共事務 
社會上出現許多弱勢團體，長期處於社會 下階層 

26 隨著二代健保施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研議針對輕症急診、慢箋領藥、高就診次數者加收

部分費用。上述作法， 可能是為減緩公共利益推動時常面臨的何項問題？ 
鄰避效應 共有財的悲歌 「搭便車」問題 租稅效率與公平 

27 在全球化浪潮下，國際組織在國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也愈趨重要。下列有關國際組織的敘述，何者

正確？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主要是發行貨幣的機構 
世界銀行（WB）針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中長期貸款 
世界貿易組織（WTO）主要任務是促進國際匯率穩定 
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主要在推動貿易保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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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國的貨幣過多或過少對該國的經濟都會造成不好影響，貨幣供給受到中央銀行的控制，因此貨幣

供給曲線應為下列何者？ 
一條負斜率的直線 一條正斜率的直線 一條水平線 一條垂直線 

29 失業率的種類有很多，下列何者屬於「自然失業率」？ 
摩擦性失業率+結構性失業率+循環性失業率 摩擦性失業率+結構性失業率 
摩擦性失業率+循環性失業率 摩擦性失業率 

30 許多社會事件不只與當事人有關，連帶還會影響社會中的其他群眾。因此當社會事件頻傳時，常會

出現人心浮動與不安的現象。若以經濟學成本的角度來看，這是在說明下列何者？ 
外部成本 機會成本 外顯成本 內部成本 

31 假設政府欲以強制力干預市場，而針對某項商品制定了「價格上限」P*，則 P*必須位於圖中的那一

位置，才會對市場發生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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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報載：「澳洲近年的乾旱使葡萄藤乾死，嚴重影響葡萄採收量。更重要的是，種植釀製高級葡萄酒

用的葡萄需要穩定的氣候，當氣溫高於約 35℃時，葡萄的光合作用將發生問題，促使葡萄內的糖分

製造失敗，而影響葡萄酒的品質。」依此報導內容，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澳洲的乾旱將會

對「高級葡萄酒市場」造成何種效果？ 
均衡價格上漲，交易數量增加 
均衡價格上漲，交易數量減少 
均衡價格下跌，交易數量增加 
均衡價格下跌，交易數量減少 

33 假設市場上甲、乙兩種財貨的關係是：當甲的價格上漲，乙的需求就會減少；反之，當甲的價格下

跌，乙的需求就會增加。甲、乙兩種財貨間的關係是屬於下列何者？ 
互補品 替代品 劣等財 季芬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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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圖為幸福國手機市場供需圖，P*與 Q*分別為該國手機市場的均衡價格與數量。在與他國進行國際

貿易後，PG 為國際手機市場的均衡價格，下列何項敘述對該圖有正確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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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說明該國加入國際市場後為手機產品之出口國 

在開放國際市場後，該國的消費者剩餘為甲+乙+丁 

在加入國際市場後，該國手機市場均衡量為 Q2-Q1 

該國進行國際貿易後，經濟福祉增加為甲+乙+丙-丁 

35 前蘇聯時代由於市場上長期處於供需失調的情況，經常造成民生物資缺乏的現象，消費者無法購買

到所需的物資，於是莫斯科街上常常出現排隊購物的人潮。根據上述內容判斷，前蘇聯時期的經濟

制度應偏向何者？ 

市場經濟 統制經濟 混合經濟 放任經濟 

36 Due to the heavy rain, the meeting has been       . 

pulled off taken off called off turned off 

37 Without his parents’       , Jonathan cannot go out with his friends. 

performance  suspicion  discovery  permission  

38 I usually buy traveller’s cheques so that I don’t have to carry too much        around with me when I go 

on a long trip. 

cash luggage tickets clothing  

39 Waiter: Sir, are you ready to order now? 

John:                 

Waiter: I will come back later. 

I’m always ready for food.  Not yet. 

What can I say？  Yes, I will reserve a table of four. 

40 Mary: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John:            

Mary: Thank you. 

Yes, I don’t mind. No, not at all. Yes, please. No, it’s too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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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Around the world, more and more women are working outside the h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ound 
70 percent of women with children under 18   41   another job besides that of mother and homemaker. 
Most   42   in traditional fields for women, such as clerical, sales, education, and service. However, a growing 
number choose a career   43   necessitates spending many hours away from home. These women are engineers, 
politicians, doctors, lawyers, and scientists, and a few have begun to occupy executive positions in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banking,   44   through the so-called glass ceiling. 

Nowadays, some women work full time, some part time, and some seek creative solutions   45   flex-time 
work schedules and job sharing. Many are single mothers raising children by themselves. But in most cases, one 
income in the household is simply not enough, so both parents must work to support the family. 
41 has  they have  who have  have  
42 employ  are employed  are employing  will employ  
43 that  who  what  whose  
44 breaks  break  breaking  broken  
45 now that  so that  even though  such a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Gasoline used to be very cheap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anies bought oil cheaply from overseas and turned 
it into gasoline.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d the low prices and did not tax gasoline much. Americans became 
used to larger and larger cars that took a lot of gasoline to run. The amount of gasoline a car uses depends on the 
car’s size and weight, along with the design of the engine. 

Gasoline in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however, was very expensive, partly because governments put high 
taxes on gasoline to raise money. Cars built in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were generally small and light, and they 
used much less gasoline. 

In 1973, some of the countries that sold oil to the United States stopped selling it. As a result, there wasn’t 
enough gasoline, and the price of oil products, including gasoline, rose sharply. The prices stayed high when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started to sell oil again in 1974. 
46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Gasoline used to be cheaper in Western Europe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Cars buil t in Japan were generally larger than those built in Europe. 
Unlike Japanese companies, U.S. companies never built small cars.  
The U.S. Government used to put a low tax on gasoline.  

47 What can be said of the cost of the oil that U.S. companies used to import from overseas? 
High . Extreme . Inexpensive . Expensive .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mentioned as a factor in the amount of gasoline a car uses? 
The color of the car   The size of the car  
The weight of the car   The design of the engine  

49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the price of gasoline rose in the U.S. in 1973 because       . 
there were more cars imported from Japan  
there was a huge gasoline shortage  
there were fewer gasoline stations  
there were more cars imported from Western Europ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article? 
U.S. companies bought oil from overseas at a much lower price in 1974 than in 1973.  
In 1973, the U.S. Government put a high tax on gasoline and caused its price to rise sharply.  
Trave lling in the U.S. is cheaper than travelling in Western Europe. 
In order to save money on gasoline, people would prefer Japanese small cars to American large 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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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是行政機關依據法律或本於職權所發布具有拘束力之公的意思表示？ 

條約 命令 習慣 判決 

2 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或以命令特定施行日期者，自何時起發生效力？ 

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  自該特定日起算至第 3 日起發生效力 

自該特定日起算至第 2 日起發生效力 自該特定日起算至第 5 日起發生效力 

3 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在適用上應如何處理？ 

應優先適用  請法規主管機關函釋處理  

該特別規定為無效  該特別規定為效力未定 

4 法官就民事案件法律之適用，於無法律規定之情況下，應如何辦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習慣 援引法理 適用習慣法 法官得拒絕審判 

5 有謂：「法律文義所涵蓋之案型，有時衡諸該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然過廣，以致將不同的案型，用同一種法

律條文來規定。是故，為貫徹規範意旨，顯有進一步類型化，將部分條文文義本來涵蓋的類型，排除到條

文的適用範圍之外」；此係運用下列何種法學方法？ 

類推適用 目的性擴張 目的解釋 目的性限縮 

6 下列關於「法律續造」的敘述，何者正確？ 

「法官造法」並不是法律續造  

我國實務上不曾出現過「法官造法」 

法官造法有可能影響法安定性  

為解決犯罪問題，刑法上應允許法律續造，避免犯罪者不會遭到處罰 

7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其名稱不包括下列何者？ 

規程 規則 辦法 通則 

8 拉丁法律格言說：「緊急狀態時無法律」。下列那一選項可能是此一格言之應用情形？ 

在緊急狀態僅限於總統下達緊急命令時為限  

在緊急狀態下採取緊急避難行為可以不負法律責任 

有法律，就不會有緊急狀態 

任何時候，法律的產生和發展都以有緊急狀態為條件 

9 下列關於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適用法律方式的差別，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適用法律時，較司法機關有更大的裁量空間 

若無人提起訴訟，司法不得主動針對個案適用法律；行政則可以主動針對個案適用法律 

法官獨立審判；行政須受到上級機關指揮監督 

法官得以法律有瑕疵為由，拒絕審判；行政機關在法律有瑕疵之情形，亦須依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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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法律適用的邏輯，係將具體的案例事實置於法律規範的要件之下，以獲致一定結論，此通常稱為： 

涵攝 歸納 機率 直觀 

11 直轄市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如何處理？ 

報經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報經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發布後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發布後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12 上級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對下級機關訂頒之裁量基準為何種解釋？ 

私法解釋 立法解釋 行政解釋 學術解釋 

13 未滿 14 歲人有違反交通法規之行為，不予處罰。此乃何項法律原則之表現？ 

比例原則 責任能力原則 一事不二罰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4 土地徵收之合法性要件不包含下列何者？ 

依據職務命令  給予補償  

基於公益目的  原則上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 

15 欲提起交通裁決事件行政訴訟，應向何法院為之？ 

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地方法院刑事庭 地方法院民事庭 

16 人民提起撤銷訴訟，應於收受訴願決定書之後，原則上多久的期間內提起？ 

7 日內 20 日內 30 日內 2 個月內 

1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法律規定，人民更換身分證應按捺指紋，此一規定限制了人民受憲法保障之何種權利？ 

身體自由 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隱私權 

18 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3 項之規定，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其強制執行準用下列那一種規定？ 

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行政執行法之強制執行規定 

行政訴訟法之強制執行規定 行政程序法本身之強制執行規定 

19 下列何者得聽取總統之國情報告？ 

立法院 行政院 國民大會 國家安全會議 

20 有關憲法男女平等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男女差別待遇，必須依據男女生理差異，以及因此種差異所生社會功能之不同，方可為之 

社會傳統與習俗，可做為限制女性權利之正當理由 

兵役義務人僅限男性之規定，並不牴觸憲法第 7 條男女平等之規定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之規定，違反男女平等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教師行為不檢，嚴重影響教育人員聲譽，任教學校處分不續聘，並禁止終身再任教職

者，最主要違反下列何項法律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越原則 

22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機關至遲應於幾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23 行政院於會計年度結束後 4 個月內，應提出決算於監察院，此時監察院即行使： 

調查權 糾正權 糾舉權 審計權 

24 關於法官審判獨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官應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法官應超出黨派之外 

法官行使審判權限不受任何干涉 法官之違法失職行為不受監察院之監督 

25 憲法第 23 條條文所稱之「必要」一詞，依據大法官向來釋憲實務之見解，即屬下列那一種法律原則的表現？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平等原則 

 



 代號：4151 
頁次：4－3 

 26 憲法第 142 條規定：「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在此，所謂「民生主義」，其實約略相當於

憲法學理上的： 

聯邦國原則 共和國原則 社會法治國原則 自由法治國原則 

27 依現行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國家在下列那一種人員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的責任範圍，有最嚴格之限制？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 公有公共設施之管理人員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 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 

28 下列關於僱傭契約之敘述，何者錯誤？ 

僱傭契約為一諾成契約  僱傭契約可分為定期限與未定期限 

僱用人對受僱人負有保護之義務 僱用人得因受僱人工作能力不佳而拒付報酬 

29 下列關於委任契約之敘述，何者錯誤？ 

委任事務得為事實行為或法律行為  

委任契約之委任人必須授與代理權給受任人 

原則上受任人應親自處理委任事務  

原則上受任人應明確報告顛末後，方得請求委任人支付報酬 

30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闡明之理解，下列有關本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僅具闡明權，不負闡明義務  

法院負有闡明義務，於闡明義務範圍內法院可為闡明 

當事人之陳述有不完足者，法院應直接加以補充，無須令當事人補充 

法院無須就當事人明顯忽略之法律觀點闡明 

31 下列何者非民事訴訟所採用之基本原則？ 

直接審理原則 公開審理原則 言詞審理原則 依衡平法理判決原則 

32 甲與乙約定，由乙於 A 地、B 車或 C 屋中選定其一以為給付之債。其稱之為： 

替代之債 任意之債 選擇之債 種類之債 

33 下列何者，屬於事實行為？ 

免除債務 拋棄不動產物權 解除契約 遺失物之拾得 

34 要約受領人將要約予以擴張而為承諾者，則其所為之行為應視為： 

意思實現 新要約 承諾 要約之引誘 

35 甲未經乙同意而占用乙所有土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得主張甲無權占有土地 乙得主張甲占有土地為不當得利 

乙得主張甲為債務不履行 乙得向甲主張損害賠償 

36 當事人之一方，應向他方先為給付者，如他方之財產，於訂約後顯形減少，有難為對待給付之虞時，如他方

未為對待給付或提出擔保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此種拒絕自己給付之權利稱為： 

同時履行抗辯權 先訴抗辯權 時效抗辯權 不安抗辯權 

37 下列何者並非屬於刑法上的「從刑」？ 

沒收 追徵 吊銷證照 褫奪公權 

38 下列何者非相牽連案件？ 

甲犯竊盜罪，乙犯該竊盜之贓物罪  

甲乙共犯詐欺罪 

甲乙互控，乙告訴甲犯背信罪，甲告訴乙犯誣告罪 

甲乙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竊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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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下列何者不屬於合法同意搜索必備之要件？ 

存在緊急狀況  受搜索人之自願性同意 

執行搜索人員應出示證件 執行人員應將同意之意旨記明筆錄 

40 法院傳喚被告甲出庭，甲以工作繁忙為由拒不到庭，法院認為本案應科甲罰金刑時，得如何處理？ 

停止訴訟，等待甲出庭後進行判決 依法將罰金刑提高一倍後判決 

可不待甲到庭陳述逕行判決 將本案移交上級法院處理 

41 公務員於下列何種情形不適用貪污治罪條例？ 

竊取公有財物  對於非職務上行為要求佣金 

藉勢藉端索取財物  徵用土地從中舞弊 

42 下列何種情形不構成刑法第 125 條之濫權追訴處罰罪？ 

法官濫權羈押  檢察官刑求被告  

司法警察官明知有罪拒不移送 檢察官濫權逮捕 

43 下列何者不屬於刑法第 131 條圖利罪之構成要件？ 

對於非主管監督事務 明知違背法令 間接圖他人不法利益 因而獲得利益 

44 甲為縣政府商業課約僱稽查員，職司八大行業之行政稽查之任務，並複查警察機關查獲之色情場所。試問甲

應屬刑法上之何種公務員？ 

身分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受託公務員  甲係約僱人員，非屬公務員身分 

45 甲需錢孔急，乃將含有劇毒的物質注入某大賣場貨架上的紙盒裝飲料，並打電話向該廠商勒索鉅款得手。惟

該有毒飲料，已被顧客 A 買走，無從自架上撤離，A 購得飲料後隨即飲用，並毒發身亡。請問：甲不可能

成立下列何罪名？ 

擄人勒贖罪 毒化飲食物品罪 故意殺人罪 恐嚇取財罪 

46 甲酒後駕車，因不勝酒力，在精神恍惚與控制能力不足之下，不慎撞及正遵循交通號誌過馬路的 A。幸 A

當時眼明手快，已先一步跳開，僅造成大腿拉傷。事後經酒精濃度呼氣測試，結果甲吐氣所含酒精成分已

達每公升 0.98 毫克。下列關於甲刑事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酒醉後危險駕車之行為，應論以故意殺人未遂罪 

甲的酒測值並未達到不能安全駕駛的認定標準，不成立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駕駛罪 

甲成立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與刑法第 284 條第 1 項過失傷害罪 

甲成立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之加重結果犯 

47 下列何者並非刑法第 212 條偽變造特種文書罪的行為客體？ 

汽車牌照 畢業證書 國民身分證 帳冊 

48 有關特別預防理論之主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亂世用重典 有罪必罰 刑罰個別化 罪刑相當 

49 我國人民甲搭乘華航班機前去日本，在飛航中竊走鄰座旅客的錢包，本罪應依我國刑法處斷之根據為下列

何者？ 

屬人原則 屬地原則 世界原則 保護原則 

50 下列何者非屬法定阻卻違法事由？ 

被害人的承諾 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 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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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住所地：新竹市）在桃園市之市區開車，將乙（住所地：嘉義市）撞成重傷，就乙嗣後因而請求甲侵權

損害賠償的訴訟，下列敘述何者與民事訴訟法規定不符？ 

新竹地方法院有管轄權  桃園地方法院有管轄權 

嘉義地方法院有管轄權  桃園地方法院有非專屬的管轄權 

2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專屬管轄事件？ 

分割共有土地之訴  請求交付買受房屋並移轉所有權之訴 

再審之訴  請求返還所有土地之訴 

3 下列關於合意管轄之敘述，何者與民事訴訟法規定不符？ 

 應以文書為之  僅得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不得違背法定的專屬管轄 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的訴訟為限 

4 甲將應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受理的行政訴訟事件，誤向臺南地方法院提出訴狀請求。臺南地方法院應如何處理

該訴請？ 

 以判決駁回  以裁定駁回 

以裁定移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請求直接上級法院指定管轄 

5 下列關於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及其訴訟行為之敘述，何者與民事訴訟法規定不符？ 

 受輔助宣告之人得經輔助人同意而為訴訟行為 未成年的限制行為能力人無訴訟能力 

未滿七歲的未成年人無訴訟能力 受監護宣告之人得經監護人同意而為訴訟行為 

6 法院或審判長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者，其不得為下列何種行為？ 

 和解 提起反訴 提起上訴 提起再審之訴 

7 關於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下列敘述何者與民事訴訟法規定不符？ 

 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 

因租賃權涉訟，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 

因債權之擔保涉訟，以擔保物價值或債權額之較高者為準 

分割共有物涉訟，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 

8 起訴有下列何種情形，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受訴法院應不命補正而以裁定駁回之？ 

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 起訴不合程式 

由訴訟代理人起訴，而其代理權有欠缺 於本案經終局判決後將訴撤回，復提起同一之訴 

9 下列那一種期間，不屬於民事訴訟法規定之不變期間？ 

 上訴期間 抗告期間 就審期間 再審期間 

10 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向管轄法院為何種聲請？ 

 假執行 假處分 假扣押 發支付命令 

11 提起第二審上訴而上訴狀內未記載下列何事項，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審法院不須命補正？ 

 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第一審判決及對於該判決上訴之陳述 

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 

上訴理由 

12 關於第二審程序，下列敘述何者與民事訴訟法規定不符？ 

 原則上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 

經他造同意，得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經他造同意，得提起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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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下列關於裁定與抗告的敘述，何者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 

 提起抗告，應於裁定宣示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 

受命法官之裁定，得向其所屬法院為抗告 

抗告，由原法院為裁定 

14 甲委任乙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提起第三審上訴，未於上訴狀內表明上訴理由，亦未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

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下列何者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 

原第二審法院應以無理由判決駁回上訴 第三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提上訴理由書 

原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上訴 原第二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上訴理由書 

15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得依下列何種方式尋求救濟？ 

 於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發命令之法院提出異議 

於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發命令之法院提出申訴 

於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發命令之法院提起上訴 

於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發命令之法院聲請再審 

16 關於家事事件之處理程序，下列敘述何者與家事事件法規定不符？ 

 以不公開法庭行之 

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本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從法院之命到場者，得拘提之 

經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聲請，審判長或法官應許旁聽 

法院審理婚姻無效事件認有必要時，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 

17 下列何者非民事訴訟訴狀應記載之事項？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 訴訟標的 當事人 

18 於民事財產訴訟事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間無爭執之要件事實，法院無須逕將其採為裁判之基礎 

事實之主張為法院之責任 

當事人未主張之要件事實，除為顯著事實或職務上已知之事實外，法院不得加以斟酌 

 

19 關於民事財產訴訟事件之訴訟代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第一審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否則原告起訴不合法 

 

 

 

20 下列何種情形不得提起附帶上訴？ 

 撤回上訴後  上訴期間屆滿後 

捨棄上訴權後  事件經第三審法院發回後 

21 關於共同訴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之情形，共同訴訟人中一人所為之訴訟標的捨棄行為，其效力及於全體 

 

 

 

22 關於民事訴訟訴訟標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原告於通常訴訟程序起訴時無須表明訴訟標的 

 

 

 

23 關於民事訴訟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告請求法院判命被告支付價金之情形，得於聲明中僅表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 

 

給付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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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關於客觀預備合併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於第一審法院認先位請求有理由時，應就備位請求裁判 

 

第一審審理附停止條件 

 

25 關於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於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如具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性，為貫徹訴訟經濟之要求，應容許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 

更與追加 

追加 

求基礎事實同一性，仍不

應容許客觀訴之變更 

26 刑事訴訟法第 268 條規定：「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此規定在學理上稱為什麼主義？ 

 糾問主義 彈劾主義 職權主義 當事人主義 

27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檢察官起訴時，對於卷宗與證物該如何處理？ 

 一併送交法院  基於起訴狀一本主義，不可送交法院 

於法院要求時，始須送交法院 由檢察官裁量是否送交法院 

28 被告於犯案後親自向檢察官自首，檢察官訊問後，認為符合羈押之要件，且有羈押之必要，擬聲請法院羈押

被告時，檢察官應如何逮捕被告始為合法？ 

得法院許可後予以逮捕 得被告同意後予以逮捕 盡告知義務後予以逮捕 直接逕行逮捕 

29 犯罪發生後，發生數個法院對於該案件之管轄權有爭議時，該如何解決？ 

依據審判獨立原則，各法院自行認定解決 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 

聲請直接上級法院以裁定指定該案件之管轄法院 各爭議法院協商後決定管轄法院 

30 被告甲因殺人案遭某檢察署通緝，警員逮捕甲後於解送途中，因颱風造成橋樑被沖毀而無法通行，致未能於

二十四小時內將甲解送至該檢察署，此時警員該如何處置？ 

 帶回警局暫時留置，並立即報告檢察官 即時送至較近之法院 

即時送至較近之檢察署  通知甲之家屬暫時將甲具保或責付 

31 被告經法院裁定具保停止羈押後，如發生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之情形，此時法院得命什麼羈押？ 

 延長羈押 重新羈押 備位羈押 再執行羈押 

32 警察於拘提被告之際，隨即搜索被告所穿衣服之口袋及其所攜帶之背包，警察此等行為，是否合法？其依據

為何？ 

 合法，其依據為附帶搜索 合法，其依據為緊急搜索 

不合法，因為被告未表示同意 不合法，因為警察沒有搜索票 

33 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認為檢察官提出之證據顯然不足以認定被告有罪時，應如何處置？ 

 判決被告無罪  判決本案不受理 

通知檢察官撤回起訴  以裁定定期通知檢察官補正 

34 被告於審判中，抗辯其於先前警詢中之自白係遭警刑求所為，依法不得作為證據。法院應如何處理？ 

依自由心證原則嚴格判斷該自白內容之真偽 

依職權調查是否果有刑求逼供之事 

命被告舉出遭警刑求之證據後謹慎判斷 

命檢察官舉證證明該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未遭刑求 

35 刑事被告甲以地方法院承審其被訴案件之某法官執行職務偏頗為由，聲請該法官迴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應向高等法院具狀聲請該法官迴避 

甲應證明該法官執行職務偏頗之事實 

甲聲請該法官迴避，若經法院裁定駁回，甲可提起抗告 

若該法官經法院裁定迴避，則案件應移轉到其他法院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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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情形，何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時，檢察官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

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被告所犯為殺人之重罪案件 被告所犯為內亂、外患等罪 

被告遭聲請羈押，但未選任辯護人 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37 被告甲在偵查中因通緝被逮捕到案，甲表示選任辯護人到場辯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辯護人到場要接見甲，偵查機關不得限制之 

檢察官於急迫情形時，得聲請法院簽發限制書後，暫緩辯護人與甲之接見 

甲與辯護人之接見時間，不計入二十四小時之計算 

甲等候辯護人到場之時間，不計入二十四小時之計算 

38 警察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後進行詢問，卻漏未告知可以保持緘默，該犯罪嫌疑人不久後就自白犯罪。試問該

自白有無證據能力？ 

 

 

若能證明警察非出於惡意，且該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者，仍有證據能力 

 

39 法院判決被告有罪，必須具證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並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

心證。學理上稱此為何？ 

 嚴格證明法則 自由證明法則 證據裁判原則 法定調查原則 

40 甲乙二人共同竊取丙所有之車輛，遭警方緝獲。該二人所犯之案件，在刑事訴訟法稱為什麼案件？ 

有關係案件 相牽連案件 同一性案件 單一性案件 

41 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如遇被告所在不明時，檢察官該如何處理？ 

 仍得向法院提起公訴  暫緩起訴，繼續偵查 

先以緩起訴處分結案  待被告通緝到案後，再行起訴 

42 告訴人對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駁回後，向該管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當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發生何種

法律效果？ 

視為有罪判決  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  

檢察官應重新偵查  原不起訴處分暫停其效力 

43 檢察官起訴被告甲涉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嫌，審判中，法院調查發現甲係替乙頂罪，真正的販毒者係乙。法

院該如何處置？ 

 將乙列為被告，依法判決乙有罪 以裁定更正起訴書後，依法判決乙有罪 

判決甲無罪  通知檢察官撤回原起訴書後，判決甲無罪 

44 被告遭起訴後，第一審法院如認為有羈押之必要時，審判中第一次羈押時間，不得逾多久？ 

 不得逾一月 不得逾二月 不得逾三月 不得逾六月 

45 下列何者，原則上無具結義務？ 

 鑑定人 輔佐人 通譯 證人 

46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無權選任鑑定人？ 

 受命法官 檢察官 受託法官 審判長 

47 下列有關期間的敘述，何者錯誤？ 

 

 

 

 

48 下列何者，非相牽連案件的情形？ 

 犯與本罪有關之偽證罪  犯與本罪有關之湮滅證據罪 

犯與本罪有關之藏匿人犯罪 犯與本罪有關之誣告罪 

49 下列情形，何者屬於應為不起訴處分之事由？ 

 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合法告訴 被告受重傷 

依法應免除其刑  同案曾經被提起公訴 

50 在檢察官指揮的勘驗執行中，下列何者，無在場權？ 

 輔佐人 被告 辯護人 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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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成語何者解釋錯誤？ 
圓鑿方枘：喻兩者不相容 風聲鶴唳：喻極驚慌疑懼 
深厲淺揭：喻能隨機應變 曲突徙薪：喻糾正頹風、激勵良俗 

2 下列各組詞語，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循私／沉緬酒色 淩厲／陷入決境 忤逆／草菅人命 蒸溜／言不及意 

3 下列選項中的文句，何者沒有錯別字？ 
他總是玩歲愒時、浪擲光陰，縱使天資穎悟絕倫，又有何用呢 
明知問題盤根錯結，非常辣手，何必淌這渾水，徒然自尋煩惱 
人生在世，只是渾渾卮卮度日罷了，現實早已消摩了我的夢想 
清官難斷家物事，至親之間的恩怨糾葛往往是外人難以置啄的 

4 下列詩詞，何者使用了諧音的手法？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劉禹錫〈竹枝〉）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劉禹錫〈竹枝〉）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白居易〈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白居易〈憶江南〉） 

5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何項文句的寫作技巧與此相同？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子路》）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先進》）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論語．子罕》） 

6 蘇軾〈前赤壁賦〉：「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下列選項所述，與上文旨趣
最接近的是：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 
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

忽見孤鳳皇 
7 杜甫詩：「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上引詩句主要抒發何種情感？ 
空有滿身才華，卻無伯樂賞識 縱有伯樂賞識，卻無太平盛世 
徒具治世抱負，卻已身不由己 即便老驥伏櫪，卻已時不我與 

8 古詩〈上山采蘼蕪〉云：「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
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
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對於此詩內容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全詩主要為兩人的對話  前妻充滿怨憤 
前夫得意洋洋  前妻的手藝不如新人 

9 「扶搖直上，小小的希望能懸得多高呢／長長一生莫非這樣一場遊戲吧／細細一線，卻想與整座天空拔河／
上去，再上去，都快看不見了／沿著河堤，我開始拉著天空奔跑」，本詩主要描寫下列那一項物品？ 
天燈 飛機 風箏 火箭 

10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
前。」據詩意判斷詩中所歌詠之人物是： 
曹操 劉備 孫權 諸葛亮 

11 有家______，店名叫甚麼已經忘了，但店門口的招牌上用英文寫著「有智者在此垂釣」。啊，那真是貼切又
高雅。（周志文〈台北〉）文中空白處，應該指的是那一種商店？ 
旅館 書店 餐飲店 水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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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後漢書．張綱傳》：「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閒耳。」
其中「魚遊釜中」意謂： 
不能久存 苦中作樂 怡然自得 愚不可及 

13 「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下列選項何者與上文的說
法最相近？ 
錢可通神 錙銖必較 一錢不落空虛地 一文錢逼死英雄漢 

14 李陵〈答蘇武書〉：「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
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文中的「虛死」，意思是： 
裝死 假裝投降 白白犧牲 吹噓殺死敵人 

15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其
意旨為何？ 
為善為惡只在一念之間  經絡通暢則能身體健康 
順應自然即為養生之道  讀經為善則可保全性命 

16 蘇軾〈記承天夜遊〉：「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
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
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文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的解釋何
者正確？ 
月光照在庭院中的積水上，照亮水中的水草和水面上竹柏的影子 
月光照在庭院中的積水上，竹柏的影子投射在水面像似水草 
月光照亮庭院，如透明的水中世界，竹柏形影交錯，就像水中的水草 
月光照亮庭院，如透明的水中世界，水草形影交錯，就像庭院中的竹柏 

17 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
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
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人也。」（《戰國策．秦策》）依上文所述，下列選項何者
正確？ 
喜新厭舊是人的本性  時移事異，觀點因之改變 
誂者選擇長者，是因為她身材高挑 誂者有懼妻癖，因此要娶罵他的長者 

18 「阿根廷南方有一個有趣的『手洞』，洞穴岩壁上繪有大量手印及動物足印，年代可追溯到一萬三千年至九
千年前。手洞中大約有八百個手印，只有三十一個右手的手印，顯然大部分是習慣使用右手的人，把自己
的左手放在岩壁上，以骨頭做成的管子裝上顏料，噴在手掌周圍而形成剪影般的圖案。」下列選項敘述，
何者正確？ 
手洞是阿根廷現代前衛藝術的表現 
多數為左手印的原因是以不常用的手作為模型的緣故 
這些印記是人們在自己手上或動物腳上噴灑顏料，然後印在岩壁上 
洞穴岩壁上的印記可以讓我們進一步了解阿根廷的宗教信仰與地方文化 

19 「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所以，雖然夢「大家有
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
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裡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
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裡面去。」（摘錄魯
迅〈聽說夢〉）下列敘述，與上文意旨最相近的是：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喚起共鳴，讓夢想無限延伸 
做夢，讓人迎向未來與希望 正視現實，深掘問題，才可能美夢成真 

20 「此時無數野遊的睡眠都該已帶著疲憊的身子各就其位，獨有我的不知落腳何處。它大概迷路了，或者誤入
別人的夢土，在那裡生根發芽而不知歸途。靜夜的狗噑在巷子裡遠遠近近的此起彼落，那聲音隱藏著焦躁
不安，夾雜幾許興奮，像遇見貓兒蓬毛挑釁，我突發奇想，牠們遇見我那蹺家的壞小孩了吧！」文中「我
那蹺家的壞小孩」所指為何？ 
作者的小孩 作者的寵物 作者的夢境 作者的睡眠 

21 「不斷的遷徙，並沒有改變我夜讀的脾性。我越來越習慣於把自己囚禁在書房，那種自我封閉，猶似牢牢鎖
在孤絕的城堡。關在那樣狹窄的空間，我的生命反而開闊起來。面對四壁架上高低不齊的書脊，我好像是
面對遠方起伏不定的山脊。我容許群書包圍著我的魂魄，彷彿是讓群山鐐銬著我的肉體。天地之間，只剩下
我與不知名的神祇與精靈相互對視，並且竊竊私語。書中的直行與橫行文字，牽引著我進入另一個世界。」
（陳芳明〈深山夜讀〉）根據上文，作者所提及的讀書情境，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地爐茶鼎烹活火，四壁圖書中有我 

22 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將軍隆美爾，率第 7 裝甲師，以迅速機動的攻勢，虜獲大批敵軍與物資，橫掃歐洲、非
洲戰場。其後，卻與總理希特勒意見相左，終至離開戰場。如果單純從隆美爾與希特勒的關係觀察，他們
兩人嚴重違犯《孫子兵法》中致勝條件的那一項，因而導致德國失利？ 
上下同欲者勝 識眾寡之用者勝 以虞待不虞者勝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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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回想一次便是一刺，遺忘片段就如刀割……貝比可知，你是如此這般珍藏他也在場的回憶？啊！夢中視角，

你的回首撞見父親的覷望，形成不可思議的複眼觀照。也是「父眼」，父者特有的觀點，圓缺補漏，點滴
蒐羅，與依舊童懵的你合構消逝不存的童年。（張啟疆〈無名〉）依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貝比是英文 baby 的諧音，此指「你」的兒子 
作者善用同音的技巧，譬如一次與一刺，複眼與父眼 
「他」是「你」的父親，「回首」指的是回憶過去和父親相處的情況 
「你」從養兒的經驗中，感念父親對自己的養育之恩，卻已是子欲養而親不待了 

24 「在光影牆後的時光走廊，回溯文學電影年代的光輝，如進入電影院之前的廊道掛放精選電影海報……，
走入純粹的文本空間，猶如通過一道回溯時光的奇妙走廊。」上文「……」的文句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甲、讓觀者從光影交錯的繽紛世界 乙、從主展間的電影動態影像 丙、過渡到精采的靜態海報影像 
甲乙丙 甲丙乙 乙丙甲 乙甲丙 

25 「當然，四個女兒也自有不乖的時候，在惱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個假想敵趕快出現，把她們統統帶走。
但是那一天真要來到時，我一定又會懊悔不已。」根據此段文章，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作者希望女兒趕快出嫁  作者表達出女兒出嫁時的不捨 
作者表達出對女兒長大的患得患失 作者想像女兒嫁人之後的空虛寂寞 

26 「父親是位非常傳統的人，我的意思是說，他對於我們島上的生物生態、文化生態的認知是直接承繼祖先在
島上千年來累積的生存知識，這方面的經驗。所以雅美勇士在他眼中的標準是，會造舟建屋、捕飛魚、釣
鰭魚、善於說故事、吟誦詩歌……甚至是無所不能的。由於返鄉定居才一年多，這些傳統的生產技能，包括
自己的語言，我真的是徹底的退化。畢竟在外求學謀生達十六年，不退化是不可能的。我是父親的獨子，在
這樣的情況，父親想要吃新鮮魚非得靠自己下海潛去射魚或張網。雖然他已是七十四歲的高齡了，潛水的
意志仍舊十分強烈，而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枯瘦的身影消失在波谷下的海洋世界。」（夏曼．藍波安
〈海洋朝聖者〉）文中有關傳統雅美男人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透過口傳熟知蘭嶼島上的生態與文化 對於造舟捕魚、部落故事歌謠都很在行 
在七十四歲高齡仍然保有強烈潛水捕魚的意志 生活所需全憑勞力獲得而不假手他人 

27 有一愚人，居於東市，見鄰人居室華美，乃自思惟：彼有居室如是，何我獨無？乃寤寐思量，何處作基，何
處立柱，何處架屋，何處安門，如何塗飾，如何安頓。如是五年，一磚未置，一木未備。其人撫膺嘆曰：
「建屋如是之難乎！吾殫思竭慮，竟不能成。」文中建屋之所以難，難在何處？ 
首次建屋，沒有經驗 紙上談兵，光說不做 構圖不易，腸枯思竭 建材浩繁，不易取得 

請依下文回答第 28 題至第 29 題： 
當他拿起一本書的時候，他立刻走進一個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書，他便立刻接觸到世界上一個最健

談的人。這個談話者引導他前進，帶他到一個不同的國度或不同的時代，或者對他發洩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
他討論一些他從來不知道的學問或生活問題。一個古代的作家使讀者隨一個久遠的死者交通；當他讀下去的時候，
他開始想像那個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那一類的人。孟子和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家司馬遷都表現過同樣的觀念。 
28 下列何者不是讀書可能產生的情況？ 

想像古代作家的相貌 走進一個不同的世界 發洩一些私人的悔恨 成為孟子或是司馬遷 
29 根據上文，最符合文章意旨的是： 

要培養良好的讀書習慣  讀書能讓自己更健談，人緣更好 
想得知當今重要課題，可從書中找答案 讀書能增廣見聞、抒發心情與發揮想像力 

請依下文回答第 30 題至第 31 題：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唐代宗）

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
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資治通鑑．
唐紀四十》） 
30 根據上文敘述，代宗為人如何？ 

包藏禍心 自視甚高 寬宏大量 膽小怯弱 
31 郭子儀囚子、杖子之舉，最不可能的原因是： 

防患未然，以退為進 明辨是非，鐵面無私 剛愎自用，自以為是 護子心切，化險為夷 

32 下列何者非上級對下級的公文用語？ 
請鑒核 如擬辦理 希照辦 准予備查 

33 臺中市政府刊載於政府公報之公告，下列各項，何者不會出現在此公告中？ 
主旨 依據 請核示 機關印信 

34 簽之撰擬，下列那一項目並非其結構所必須？ 
主旨 依據 說明 擬辦 

35 下列「引述語」何者用於接獲上級機關或首長公文，於開始引敘完畢時使用？ 
據悉 奉悉 尊悉 已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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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選題（第 36 題至第 45 題，占 30 分） 
說明：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二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全部答對者，

得 3 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 0.6 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多於二個

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下列「」中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瓜「熟」蒂落／耳「熟」能詳 左「顧」右盼／四「顧」無人 
毫不「遜」色／略「遜」一籌 不「厭」其煩／喜新「厭」舊 
「窮」鄉僻壤／皓首「窮」經 

37 下列「」內詞語所指的顏色，屬「紅色」的選項是： 
「皂」白不分 「絳」帳授徒 天地「玄」黃 碧血「丹」心 六宮粉「黛」 

38 下列句子中的成語用法，何者正確？ 
小明家住陽明山豪宅，鳥語花香，「門可羅雀」 
我深信「三人成虎」，只要同心協力，必然能成功 
這學生因為「心猿意馬」，反應很快，所以學得很好 
歹徒抓著一個婦女要脅，警方「投鼠忌器」，不敢攻堅 
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又要我加結論，真是「狗尾續貂」 

39 下列句子中的成語用法，何者正確？ 
一個人如果能夠「克己復禮」，必能成就德行 老師的提醒如「暮鼓晨鐘」，引導我向善 
法官重新審理此案，使「程門立雪」，大快人心 怪力亂神這種「不刊之論」，不應該占用太多媒體版面 
由於輿論「沸沸騰騰」，使本公司的產品廣受大眾喜愛 

40 下列句子中的成語用法，使用恰當的是： 
你如果總是「得隴望蜀」，那麼不容易滿足，日子怎麼會快樂呢 
自從決定參加考試後，他便「刺股懸梁」地全力準備，絲毫不懈怠 
這篇文章相當「繁文縟節」，不但常出現冗贅的詞語，內容也很瑣碎 
他在賽車場上努力多年，以「摧枯拉朽」的精湛技術，讓對手欽佩折服 
進入公司以後，他一直「苦心孤詣」地竊取各種商業機密資料，轉售牟利 

41 下列成語，何者使用適當、沒有語病？ 
他是歷來畢業舞會的「始作俑者」 教授「石破天驚」的創見，引發大眾的注意 
今年元宵節特別熱鬧，大街小巷「燈火闌珊」 為了籌建社區圖書館，里長「櫛風沐雨」，奔波募款 
他傾全力幫助弱勢兒童，所付出的心力，「擢髮難數」 

42 下列文句，均節錄自各大電視臺的新聞內容，其中有贅詞或語病的是： 
這種竹碳能量飲料，號稱能讓人喝了兩個小時打籃球不會累…… 
知名節目主持人兼女作家，於懷孕二十九週時，今晨驚傳提前早產…… 
震驚社會的新竹飆車族殺人案，讓一名辭去工作照顧罹癌母親的孝子被飆車族打死…… 
高雄市警局查獲民宅賭場……當地住戶都聽過這棟大樓經常傳出劈哩啪啦的麻將，實在有夠囂張…… 
臺灣芒果真的很好吃，就連日本北海道的議員也來協助幫忙推銷，因為北海道吃到芒果非常稀少…… 

43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
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
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列子．周穆王第三》）燕人大慙的
原因是： 
沒有自知之明  錯認他鄉是故鄉 
久未歸鄉，近鄉情怯  盲目附和，以假為真 
江山依舊，景物全非 

44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
便為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下列選
項何者符合文義？ 
「五哥」生長在富貴的家庭 朱文公「內舉不避親」，唯才是用 
「五哥」是朱文公排行第五的兄長 歷練不足者，初任要職，常傲慢不諳事理 
居下位任人差遣、責備，可藉此獲得磨鍊 

45 孔子說過________，所以在任何環境之下，他都堅守自己的原則。上文________中可以援引的選項是：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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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化是一形成人格和學習社會規範的終生歷程，藉由各種機構產生互異的影響。下列有關社會化途徑的敘

述何者正確？ 
社會化是指個體全然被動接受外界影響的歷程 
個人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學校中進行「再社會化」 
「歹竹出好筍」說明家庭是個人最早社會化的場所 
「物以類聚」突顯同儕團體在社會化過程的重要性 

2 2011 年挪威發生血腥屠殺事件後，全球媒體最初的報導多把矛頭指向穆斯林，如今換來一片檢討指責聲，

因為兇手證實是挪威本土極右派反穆斯林分子。美國歷史學家席娃．巴拉吉表示：「挪威悲慘的一天，也是

新聞界可恥的一天。」該新聞主要突顯媒體報導的何種問題？ 
報導內容娛樂化 置入性行銷問題 資訊來源片面化 潛藏隱藏性歧視 

3 女性在面臨職場升遷時，常常會遇到「玻璃天花板」，阻礙了可能的升職希望，以致男性主管遠多於女性主

管。影響所及，會產生下列何種現象？ 
性別角色職業化 性別角色階層化 性別角色社會化 性別角色世俗化 

4 近年來，發生幾起法官輕判性侵幼童案件，引發數十萬網友撻伐，並成立「正義聯盟」，發起以「白玫瑰」

為名的遊行活動，訴求納入化學去勢、全面公開加害人資料庫等。下列有關該運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透過倡議以發揮輿論的力量，有助於社會立法 屬自主性的活動，參與者擁有著豐沛的政治力 
活動須有來自於第二部門的經濟力才得以運作 表達對政府施政不滿，展現由上而下的社會力 

5 在某些社會中，黑色是哀傷的顏色，但在其他社會中，白色或紅色才聯想到悲傷。根據上述判斷，下列何種

說法最貼近其意涵？ 
符號的使用不會顯現當代的價值觀念 不同國家的人以符號溝通不會有障礙 
符號所代表的意義並非是一成不變的 符號是評斷各地文化水平高低的指標 

6 選舉制度中關於選舉類型可分為大小選區制、相對多數及絕對多數決。依照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各項

選舉類型的配對，何者正確？ 
總統－大選區制、相對多數決 縣市長－小選區制、絕對多數決 
鄉民代表－大選區制、絕對多數決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小選區制、相對多數決 

7 2013 年 9 月德國國會大選結果出爐，已經連任兩屆的現任總理梅克爾，其率領的基督教民主黨獲得四成多

的得票率，贏得了國會總席次 630 席中的 311 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具有組閣的主導權。下列四位高中生

運用課堂上所學針對此時事發表評論，何者敘述正確？ 
小光：梅克爾若還是該黨黨魁的話，則將由她繼續出任閣揆一職 
小美：基督教民主黨是國會第一大黨，因此該黨可進行單獨執政 
小華：前內閣被倒閣後國會才改選，因此梅克爾無法再籌組內閣 
小同：行政首長有任期限制，梅克爾若續任總理乃違反憲政習慣 

8 在近期國際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曾出現「兩極對立」的結構，此局面主要以那兩個國家為首而形成的國際對峙？ 
南韓、北韓 美國、蘇聯 美國、中國 中國、日本 

9 在民主政府體制中，代表立法權的國會與代表行政權的內閣，兩者相互制衡監督，於是部分政府體制中設計

有「解散國會」的機制，但這樣的機制各國不盡相同。下列針對各國解散國會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英國：首相可於國會否決其重大政策時，呈請國家元首解散國會 
法國：總統須於國會通過內閣的不信任案後，經總理提請才得解散國會 
我國：總統可以直接解散立法院 
美國：總統可以直接解散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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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張小英看到一則報導，有關立法院對於某一法案行使覆議投票。根據我國憲法規定，覆議案應由下列那一機

關提出？ 
行政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11 下列關於政黨和利益團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政黨僅透過遊說、陳情等方式來達到目的 利益團體是透過選舉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 
利益團體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要取得政權 利益團體經過發展，亦有成為政黨的可能 

12 我國自 1991 年至 2005 年，曾以增修條文的方式進行七次修憲，下列的敘述何者並不屬於修憲的內容？ 
總統任期縮短為四年，並由人民直選產生 司法院增設憲法法庭並審理政黨違憲案 
立法院得對行政院院長主動提起不信任案 立法院得提出並通過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13 立法院三讀通過法案，行政院認為窒礙難行，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重表決。這種「由行政院發動，目的在

推翻立法院原決議」的作法稱為？ 
復議 覆議 審議 附議 

14 海峽兩岸關係在初期互相對峙，甚至兵戎相見；下列何者促使兩岸開始進入民間交流時期？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我國解除戒嚴令 
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兩岸簽訂 ECFA 

15 現代民主國家，除了要依循「法治」的概念外，更要符合憲政主義的精神。下列關於憲政主義的敘述，何者

正確？ 
擁有憲法的國家必定符合憲政主義 
只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才能符合憲政主義 
憲政主義之精神在於政府可用憲法來約束人民的權利 
憲政主義要求政府的組織架構是權力分立、相互制衡 

16 我國公民投票的提案方式有三種，下列何者並不包括在內？ 
總統交付 行政院提案 立法院提案 人民連署提案 

17 春嬌與志明同居多年，有一女小珍，小珍 16 歲時，志明每次酗酒過後都會對母女兩人拳打腳踢，甚至出言

恐嚇要殺春嬌娘家。親友建議春嬌和小珍應循法律途徑保護自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春嬌與志明無婚姻關係，故不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春嬌可向法官提出要求志明離開這個家，稱為遠離令 
若情況急迫危險，警察局應於四小時內核發緊急保護令 
小珍可委託三親等內的血親或姻親，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18 已婚的阿榮與秘書妞妞外遇，遭妻子發現並提出刑事告訴，未料二年後阿榮與秘書妞妞舊情復燃，又遭妻子

發現，再次提出告訴。下列關於檢察官對本案處理原則之說明，何者正確？ 
駁回：因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駁回：因違反一罪不兩罰原則 
受理：檢方依法受理告訴案件 受理：因通姦罪屬非告訴乃論之罪 

19 依我國民法規定，自然人與法人皆是法律上的權利主體，享有權利能力。但相較於自然人，法人並沒有享有

民法中的那些權利？①物權 ②債權 ③身分權 ④繼承權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0 阿慧與阿志是一對夫妻，生有天賜、良緣兩名子女。天賜婚後兩年因病過世，留下遺孀及其兒子添財，隨後

不久，阿志為了返鄉探望年邁的母親罔市，不幸發生車禍而身亡，死後共留有 120 萬元的遺產。針對上述

案例，在不考慮夫妻婚後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的情況下，依現行民法之規定，有關阿志的法定繼承人及其應

繼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添財應可繼承阿志 20 萬元的遺產 阿慧應可繼承阿志 60 萬元的遺產 
良緣應可繼承阿志 40 萬元的遺產 罔市應可繼承阿志 30 萬元的遺產 

21 為解決紛爭金額較小或性質較為簡單的案件，地方法院民事庭設小額訴訟與簡易訴訟兩種程序，下列對於兩

種程序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額訴訟程序主要處理爭議金額在 50 萬元以下的案件 
簡易訴訟程序能處理僱傭期間一年以下之僱傭契約的訴訟 
小額訴訟程序為獨任制，簡易訴訟程序為合議制 
部分小額訴訟案件經許可，能上訴至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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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阿勇向房東承租房屋，租期一年，但承租三個月後，房東將房屋出售，新屋主於交屋後要求阿勇立即搬離。

依據我國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新房東為所有權人，阿勇必須搬離 因買賣不破租賃原則，阿勇不必立即搬離 
因租約是與原房東簽訂的，新房東不受約束 阿勇必須立即搬離，並向原房東求償 

23 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若侵害人民的權利或造成人民的損失，人民除可提起訴訟救濟途徑外，還能依法向國家

請求賠償或損失補償。下列何者符合損失補償之事例？ 
政府疏於維修水溝蓋而導致路過民眾跌傷 警察於夜間巡邏時因駕駛不慎而撞傷行人 
政府怠於取締違規遊艇業者以致出船失事 國家為了建設高速公路而向人民徵收土地 

24 某名模民國 99 年遭國稅局認定漏報 92 到 94 年度的稅金八百多萬，被要求補稅並處以罰鍰，其後因訴願未

果而提起訴訟。法院審理後認為其無逃稅之惡意而判決免繳罰鍰，但仍需補稅。下列關於其所提出之權利

救濟的敘述，何者正確？ 
該名模應向要求其補稅之原處分機關國稅局提出訴願 
該名模不服國稅局補稅之行政處分亦得逕行提起訴訟 
罰鍰屬人民財產權之限制，故應向民事法院提起訴訟 
此係公法上權利義務之爭議，故應採取行政訴訟程序 

25 對於觸犯本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被告，若法官念在犯人是初犯，且犯後態度良好，欲給予其

改過遷善的機會。此時承審法官於判決時，得做下列何種之宣告？ 
假釋 緩刑 假執行 緩起訴 

26 「法律位階」屬於基礎法學中極為重要的觀念，請將下列條文依法律位階觀念，由高至低選出正確的排序：

①都市更新條例 ②釋字第 702 號解釋 ③高雄市愛河水域管理自治條例 ④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訴

字第 503 號判決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③ ②①③④ ②①④③ 

27 東南亞地區自 1970 年代起，為防堵共產勢力而組成「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近年來轉向經濟合作，

建立自由貿易區。依上所述推判，加入此一組織的會員國，經濟合作上的內容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使用相同貨幣 降低彼此關稅 放棄經濟政策自主權 允許生產要素自由移動 

28 報載：我國外匯市場年關資金需求旺盛，銀行及出口商拋匯，新臺幣兌美元匯率因中央銀行阻升，新臺幣轉

貶 3.7 分，收在 29.622 元，出口商喜上眉梢。若出口以美元計價，臺灣的出口商為什麼看到新臺幣貶值會喜

上眉梢？ 
出口商能以更優惠的價格增加國內銷售量 出口商拿到價款後，換成新臺幣利潤會增加 
貶值使進口產品價格下跌，降低出口商成本 出口的意願會降低，競爭的程度也隨之下降 

29 坊間常見的公司幾乎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對於這種公司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擁有股份的股東就是老闆，必須對公司債務負完全責任 
公司容易籌得資金、吸引經營人才、股權轉移方便 
營運權掌握在經理人及小股東之手，為平民化組織 
利潤由所有股東平均分享，是最有經營效率的組織 

30 針對失業率的計算標準來看，下列何者屬於「勞動力」人口？ 
廣告收入費已破百萬的 13 歲偶像 重考了三年研究所的 26 歲年輕人 
修補衣服賺外快的 29 歲單親媽媽 剛被解僱尚未找工作的 31 歲青年 

31 菲律賓曾因環境衛生不佳導致蟑螂橫行，該政府為解決蟑螂問題，於是實施抓蟑螂者可領取獎金的政策，

然而實施結果蟑螂不再橫行，但卻使得家家戶戶都在養蟑螂，此結果符合下列何項推論？ 
政策實施顯示民眾對蟑螂的鄰避效果 民眾養蟑螂的行為將會帶來外部效益 
政府忽略誘因導致民眾養蟑螂的行為 該結果應為古典經濟理論實施的弊病 

32 中國籍的王先生來臺旅遊時，為自己買了支美國製手機，又買了日本進口的化粧品送給老婆，然後帶了臺灣

特產鳳梨酥回家送給朋友。依上所述，王先生在臺灣的消費，對當年度各項經濟數據影響之敘述，何者正確？ 
臺灣的 GDP 增加 美國的 GNP 增加 日本的進口增加 中國的出口增加 

33 假設人們吃漢堡時通常會喝可樂，但多吃漢堡卻會減少人們對便當的消費。依上所述判斷，若以影響需求的

因素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漢堡的價格上升時，人們對便當的需求會下降 當漢堡的價格下降時，人們對可樂的偏好度降低 
當漢堡的價格上升時，人們對可樂的需求量下降 當漢堡的價格下降時，人們對便當的偏好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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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今年舊曆年後，高麗菜的價格暴跌，每公斤從 20 元降至 3 元，農民無奈地說：「請人工採摘，根本不敷成本，

乾脆放著讓它自然腐爛，或開放給公益團體去採收，當作是積功德。」依上所述判斷，針對此時「高麗菜

市場」的敘述，下列何種推論是正確的？ 
市場成交價格為每公斤 3 元 市場供給價格為每公斤 20 元 
開放採收就是為提高市場價格 高麗菜的生產成本是每公斤 20 元 

35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年擴大，如美國某公司所設計的智慧型手機，由美國負責研發，委託臺商公司在中

國進行代工組裝後再出口回到美國，因此在貿易統計時，將其記錄為中國的出口品，美國的進口品。根據

上文內容推判，下列何項推論較為正確？ 
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有助於降低美國進口該智慧型手機之生產成本 
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將因該智慧型手機在美國的銷售量增加而減少 
如果該智慧型手機在美國銷售量增加，中國對美國之貿易逆差因而擴大 
依現有國際貿易統計中國出口該智慧型手機高估了其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36 Dogs have a very good      of smell and are often trained to search for survivors in an earthquake. 
 sense  view  means  idea 

37 The house in      I grew up has been changed to a huge department store. 
 it  what  that  which 

38 After arguing with his boss several times, Mike finally decided to      his job. 
 quit  pick  get  find 

39 You should      all the lights before you go to bed. 
 turn off  put off  call off  keep off 

40 Let me      you with those packages. 
 to help  helping  helps  help 

41 Emily was so happy because she came first      the English speech contest. 
 for  of  in  among 

42 Labor groups      a protest at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gainst US support of Israel amid the 
Israel-Hamas conflict. 
 celebrated  exchanged  quoted  staged 

43 Entrepreneurs possess      that many workers do not have, such as being creative, self-motivated, and passionate 
in what they are doing. 
 quantities  qualities  duties  differences 

44 The horse is limping. It must have hurt its     . 
 paw  hoof  mane  trunk 

45 If you did not eat your meals, you      enough energy to play games, stay awake, or even think. 
 had not had  did not have  would not have  would not have ha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On the Indonesian island of Sulawesi there is a myth about earthquakes. The islanders say that the world is   46   on 
the back of a pig. When the pig’s back becomes   47  , it rubs against a giant palm tree. The world then rolls and 
shakes, as it   48   in an earthquake. The pig grunts   49   happiness as it scratches its back. These grunts are the 
loud rumbles that can be heard   50   there is an earthquake. 
46  engaged  balanced  massaged  shadowed 
47  itchy  sore  tender  hurt 
48  is  has  can  does 
49  in  at  with  down 
50  what  when  which  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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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法上適用信賴保護原則所產生的法律效果是： 
維持信賴表現之一切既有狀態  
給予人民合理賠償 
給予行政機關視個案情況選擇維持信賴表現之一切既有狀態或給予人民合理賠償 
客觀比較維持信賴表現既有狀態下人民所有之信賴利益與除去信賴基礎後所創造公益之大小，以為決定 

2 行政行為必須明確，是指： 

法律規定必須明確   

法律授權裁量之事項必須明確 

實證法所定之構成要件，其構成要件要素內容必須明確 

行政處分規制之內容必須明確 

3 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處以罰鍰時，應根據違反義務情節之輕重為之，使責罰相當。主要係基於下列何一法

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公益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4 有關行政裁量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裁量係指行政機關選擇法律效果之過程  

裁量係指行政機關將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確定之過程 

裁量係指行政機關認定事實之過程 

裁量係指行政機關詮釋法規意義之過程 

5 行政規則之所以間接對外亦產生規範之效力，依通說見解，至少可以下列那一種原則作為依據？ 
法律優位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6 下列何者為憲法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 
個人資料自主決定權 秘密通訊自由權 大學受教權 環境權 

7 行政機關修改行政命令，但未安排過渡條款，致相信其原命令為有效之人民權益受損，行政機關此舉可能涉

及違反何種行政法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比例原則 

8 下列何機關有權決定「政黨違憲解散」？ 
最高行政法院 司法院憲法法庭 立法院 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 

9 人民申請建造執照，主管機關要求當事人應先捐助社福機構若干金額款項，此係違反一般法律原則中之何種

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10 下列有關公有公共設施瑕疵國家賠償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須公權力主體擁有該設施之所有權 該設施須是提供不特定多數人自由使用 
該設施須為不動產  須該設施在客觀上未具有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 

11 關於行政罰之裁處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 5 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裁處權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開始時起算 
行為之結果發生在行為終了之後者，自該行為終了時起算 
行為犯之裁處權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 

12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除罰鍰與沒入以外之行政罰外，應如何處罰？ 
依刑事法律處罰之 與行政罰法併同處罰之 從一重處斷之 擇最低額度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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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某甲所獲得之營業許可，因同業乙提起訴願，而遭訴願機關以訴願決定撤銷時，某甲如何請求救濟？ 
某甲應直接針對該訴願決定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撤銷該訴願決定  
某甲應針對該訴願決定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請求撤銷該訴願決定 
某甲應直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原處分機關再作成新的營業許可 
某甲應提起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原處分機關再作成新的營業許可 

14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依據公務人員保

障法規定，得提起下列何種救濟？ 
異議 申訴 復審 訴願 

15 各級地方行政機關訂定自治規則後應遵循之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法律授權訂定之自治規則，應於發布前函報各該法律所定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自治條例授權訂定之自治規則，應於發布前函送上級政府核定 
依職權訂定之自治規則，應於發布前函送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查照 
所有自治規則，原則上僅需依規定函報有關機關備查 

16 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仍適用舊法規

之條件，下列何者錯誤？ 
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時  
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所聲請之事項時 
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禁止所聲請之事項時 
行為時之法規違反憲法規定時 

17 稱鄉（鎮、市）規約者，其法律性質為何？ 
法律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法規命令 

18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基於法律授權所訂定之行政命令，須即送何機關審查？ 
立法院 行政院 總統 司法院 

19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行政罰之種類，不包含

下列何者？ 
拘留 吊扣執照 勒令停工 停止營業 

20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規於何種情形，得暫停適用其一部或全部？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法規內容之必要者  
法規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 
法規規定之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已裁併或變更者 
法規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 

21 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

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此稱為何種解釋？ 
 私法解釋 立法解釋 行政解釋 學術解釋 

22 有關責任與義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均屬法律責任  
法律責任之追究，應以「客觀主義」為基礎 
大部分之責任係基於法律之規定或因當事人違反所約定之義務 
損害賠償係屬責任而非屬義務 

23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94 條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行」；總統於民國 80 年 6 月 29 日公布該法律，請問社會

秩序維護法何時生效？ 
 80 年 6 月 29 日  80 年 6 月 30 日  80 年 7 月 1 日  80 年 7 月 3 日 

24 下列法律中，何者之內容涉及刑事程序法？ 
強制執行法 少年事件處理法 非訟事件法 民事訴訟法 

25 甲於某日作成自書遺囑，欲將自己所有之 A 屋遺贈於乙。但兩天後與乙口角，覺得無必要對乙遺贈，甲應

如何為之？ 
與乙合意解除遺贈契約  甲單獨解除遺贈 
甲作成第二封遺囑，寫明撤回前遺囑 甲撤銷對乙之遺贈契約 

26 甲有 A 地，因甲向乙借錢，故將 A 地設定抵押權於乙，擔保對乙之債務。其後甲將 A 地賣給丙，並完成移

轉登記。問：乙之抵押權效力為何？ 
無效，因 A 地已屬丙所有，而非甲之財產 無效，因抵押權僅有相對之效力 
有效，因抵押權價值超過甲丙之交易價格 有效，因抵押權有追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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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僱用人能證明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無過失而免責，契約債務人亦能證明選任履行輔助人及監督

其職務之執行無過失而免責  
僱用人不能證明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無過失而免責，契約債務人亦不能證明選任履行輔助人及

監督其職務之執行無過失而免責 
僱用人能證明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無過失而免責，但契約債務人不能證明選任履行輔助人及監

督其職務之執行無過失而免責 
僱用人不能證明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無過失而免責，但契約債務人能證明選任履行輔助人及監

督其職務之執行無過失而免責 
28 6 歲的甲於春節期間，趁法定代理人乙外出而家中無他人之際，在家中附近巷內燃放沖天炮，不慎射傷丙。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甲為未滿 7 歲未成年人，故甲不須負賠償責任  
因丙受傷係因甲行為所致，故乙不須負賠償責任 
如甲有識別能力，則應由甲單獨負賠償責任 
如甲無識別能力，則應由乙單獨負賠償責任 

29 下列關於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  
限本人親自向法院聲請 
受輔助宣告之人，其原因消滅時法院得逕行撤銷其宣告 
受輔助宣告之人，有受監護之必要時，法院得依受監護宣告之相關規定，變更為監護之宣告 

30 下列何項事由，不會導致人事保證關係消滅？ 
保證人死亡 受僱人死亡 僱用人死亡 保證之期間屆滿 

31 下列有關法院書記官與司法事務官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法院書記官所為處分，應依送達或其他方法通知關係人  
對於法院書記官所為處分，得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處分，經法院核定後，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 
當事人對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終局處分，原則上得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32 受訴法院法官於下列何種情形，無庸自行迴避？ 
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更審前裁判 法官於該訴訟事件，曾為當事人之訴訟代理人 
法官於該訴訟事件，曾為當事人之家屬 法官之未婚妻，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 

33 有關訴之變更、追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起訴狀提出於法院後，未經被告同意，不得為之  
得於言詞辯論時以言詞提出 
於第二審程序，得經被告同意後為之 
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不是訴之變更或追加 

34 下列有關免除之敘述，何者錯誤？ 
免除為債之消滅原因之一 免除為不須向相對人為之單獨行為 
免除為不要式行為  免除為法律行為 

35 甲向乙借用汽車，約定一個月後返還，不料甲於期限屆至後仍拒絕返還。下列有關甲於借期屆至後，占有汽

車之敘述，何者錯誤？ 
乙得主張甲無權占有  乙得主張甲不當得利 
乙得主張甲應依契約負返還義務 乙得主張甲屬於竊占行為 

36 下列法律行為，何者可能為無償行為，亦可能為有償行為？ 
遺贈 使用借貸 贈與契約 寄託 

37 下列何種情形，不成立債務不履行責任？ 
主給付義務違反 從給付義務違反 不真正義務違反 附隨義務違反 

38 下列關於刑法上「沒收」之敘述，何者正確？ 
僅供犯罪預備之物，且屬犯罪行為人所有，在犯罪行為人受有罪判決時，不得宣告沒收  
供犯罪所用之物，不論屬於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所有，原則上均得予以沒收 
犯罪行為人受有罪判決時，其所持有之違禁物，即使是第三人所有，仍應予以沒收 
因犯罪所得之物，不論屬於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所有，原則上均得予以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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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關於賭博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意圖營利而供給賭博之場所必須以公眾得出入場所為限，於私人住宅內設立賭場，不構成刑法第 268 條圖

利供給賭場罪  
提供電話、傳真、網路 IP 位址等方式供人簽賭，成立刑法第 268 條圖利供給賭場罪 
一賭博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 266 條賭博罪與 268 條圖利供給賭場罪，成立想像競合 
刑法第 266 條賭博罪之場所，必須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限 

40 下列關於刑法上「易服社會勞動」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人得易科罰金者，若確有資力繳納罰金時，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行為人雖不得易科罰金，但受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易服社會勞動 
易服社會勞動在折算上，是以社會勞動 6 小時折算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 
行為人原受罰金宣告，但無力完納而易服勞役者，其後亦得將勞役易服社會勞動 

41 下列何種情形檢察官即使情況急迫，仍不得逕行拘提？ 
犯殺人罪嫌疑重大且經盤查而逃逸 犯通姦罪嫌疑重大且經盤查而逃逸 
犯放火罪嫌疑重大且經盤查而逃逸 犯傷害罪嫌疑重大且經盤查而逃逸 

42 關於司法警察逮捕現行犯後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詢問完畢後，需立刻送交法院，審查有無羈押之必要  
構成緊急搜索事由，可立刻搜索現行犯之住居所 
如所犯係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得經檢察官之許可後，不予解送至檢察官 
如所犯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得不經檢察官之許可，逕行釋放 

43 偵查中警察於實施搜索或扣押時，發見另案應扣押之物，該如何處理？ 
得同時將該物扣押，再送交檢察官 已超過原先准許搜索、扣押範圍，不得扣押 
聲請法官補發另案之搜索票後，再行扣押 非受搜索人所有之物，不得扣押 

44 甲女與乙男因通姦被警查獲，警詢時甲女辯稱遭乙男強制性交。甲女之抗辯行為應如何處斷？ 
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公然侮辱罪 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之誹謗罪 
刑法第 169 條第 1 項之誣告罪 不成立犯罪 

45 甲誤把正在拍攝警匪片的演員 A 當作白晝行搶的歹徒，而將其撲倒制服致 A 受傷，甲之行為不成立正當防衛

的理由為下列何者？ 
 欠缺現在不法之侵害 欠缺防衛意識 防衛過當 濫用防衛權利 

46 甲於發現仇人 A 尾隨在後，轉身掏槍射傷 A，沒想到 A 也正朝著甲開槍。甲之行為不成立正當防衛的理由為下

列何者？ 
 欠缺現在不法之侵害 欠缺防衛意識 防衛過當 濫用防衛權利 

47 19 歲之甲幫忙擔任保母之母親乙照顧嬰兒 A，不小心致 A 死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與母親乙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之共同正犯 甲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之幫助犯 
乙成立教唆過失致死罪  甲成立過失致死罪、乙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 

48 甲在警界任職，人脈甚廣，受違法經營理容院之 A 拜託，將 A 要給管區警員 B 之賄款全額轉交予 B。問：

甲成立何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違背職務行賄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違背職務之行為收賄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賄罪 

49 下列關於刑法偽造私文書罪「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要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以有生損害之虞即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  
只要真正名義人事後追認，即不成立本罪 
縱使製作名義人業已死亡，亦不妨礙成立本罪 
縱使製作名義人係屬憑空捏造，亦不妨礙成立本罪 

50 殺人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且已執行一部，行為人回國後，依我國刑法如何處理？ 
仍得依我國刑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  

仍得依我國刑法處斷，並執行全部刑期 

無須再依我國刑法處斷，僅執行外國裁判殘餘刑期 

無須再依我國刑法處斷，並不得執行外國裁判殘餘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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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之住所在高雄，乙之住所在臺北，甲向乙購買位於花蓮之 A 屋一棟，雙方並約定日後若關於該買賣契約
進行民事訴訟，亦得以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若甲依據該契約向乙請求移轉 A 屋之所有權，下列關於
本訴訟之敘述何者正確？ 

 花蓮地方法院為專屬管轄法院 臺北地方法院亦得為管轄法院 
臺中地方法院為唯一管轄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為法定管轄法院 

2 法官於下列何種情形，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法官之配偶為該訴訟事件之證人 法官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六親等之姻親 
法官曾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之家屬者 法官之家屬曾為該訴訟事件之訴訟代理人 

3 下列何者無當事人能力？ 
 分公司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 胎兒，關於其可享受之利益 
未經我國認許之外國公司，設有代表人者 獨資經營之商號 

4 關於訴訟救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聲請訴訟救助者，應證明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事由 
駁回訴訟救助聲請之裁定確定前，第一審法院不得以原告未繳納裁判費為由駁回其訴 
獲法院裁定准予訴訟救助者，無須負擔任何訴訟費用 
准予訴訟救助之效力，不因受救助人死亡而消滅 

5 甲出租房屋給乙，其後並出賣一批字畫給乙。不料乙拒絕給付買賣價金，租約期滿後亦拒絕交還房屋。甲乃
於同一訴訟程序中向乙請求給付前開價金與相關利息，並請求返還租賃之房屋。請問，此訴訟之訴訟標的
價額應如何計算？ 
買賣價金與房屋之價額擇較高者單獨計算之，利息部分不計入  
買賣價金與房屋之價額擇較高者單獨計算之，利息部分須計入 
買賣價金與房屋之價額合併計算之，利息部分不計入 
買賣價金與房屋之價額合併計算之，利息部分須計入 

6 下列何者，當事人必須提出書狀，不得於言詞辯論期日以言詞為之？ 
為訴之變更 提起反訴 訴之撤回 聲明承受訴訟 

7 下列何事項係當事人有舉證之責任，但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者？ 
 於法院已顯著之事實 
一方當事人主張之事實，他造當事人對之為不知或不記憶之陳述 
一方當事人主張之事實，他造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 
地方制定之法規為法院所不知者 

8 關於第二審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當事人得於第一審判決宣示、公告或送達前，捨棄上訴權  
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上訴 
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被上訴人已為附帶上訴者，上訴人撤回上訴應得其同意 

9 下列何種原第二審判決違背法令之理由上訴於第三審時，須經第三審法院之許可？ 
違背闡明之義務  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 
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  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 

10 下列何種裁定得為抗告？ 
為達成調解目的之必要，法院依當事人之聲請，裁定禁止他造處分標的物  
證人受合法之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法院裁定處罰鍰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之裁定 
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之裁定 

11 關於再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以「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為再審之理由者，縱判決確定後已逾五年，仍得提起再審 
經再審之訴重新判決後，得對抗第三人善意取得之權利 
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裁定駁回之 
再審之訴，雖有再審理由，法院如認原判決為正當者，應以判決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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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下列何者非假扣押之管轄法院？ 

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  

假扣押之標的如係債權，債權成立地法院 

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一審法院 

訴訟現繫屬於第二審者，得以第二審法院為管轄法院 

13 依現行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關於附帶上訴與擴張上訴聲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第三審得擴張上訴聲明  經第三審法院發回更審後得為附帶上訴 

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 第三審得為附帶上訴 

14 下列何者為法院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原因？ 

 一造當事人死亡 

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依據者 

依法被選定為訴訟當事人之人全體喪失資格者 

當事人受破產宣告者 

15 關於言詞辯論筆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證人或鑑定人之陳述及勘驗所得之結果應於言詞辯論筆錄記載  

應於言詞辯論筆錄記載辯論之公開或不公開，如不公開者其理由 

訴訟標的捨棄或認諾之情形須於言詞辯論筆錄記載 

言詞辯論筆錄內原則上應由當事人簽名 

16 關於訴之聲明表明最低金額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在金錢損害賠償訴訟，原告得於聲明僅表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但應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補充其
金額  

在價金支付訴訟，原告得於聲明僅表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但法院須告知其得為補充 

在金錢損害賠償訴訟，原告得於聲明僅表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且依該最低金額適用其訴訟程序 

在價金支付訴訟，原告得於聲明僅表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但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補充其金額 

17 就當事人之訊問而言，下列何種情形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 

 當事人經法院命其到場而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具結 

當事人具結後故意為虛偽陳述，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 

18 關於反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第二審就主張抵銷之請求尚有餘額部分，為保護本訴原告之審級利益，均須另訴請求不得提起反訴 

於通常事件之第三審可提起反訴 

本訴撤回後，基於反訴之附隨性，亦視為撤回 

就本訴訟之前提法律關係不存在，於第二審提起消極確認訴訟，無須得本訴原告之同意即可提起反訴 

19 關於判決補充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駁回補充判決之聲請，以判決為之  

判決有誤寫或誤算之情形，法院應依聲請以判決補充之 

因訴訟費用裁判脫漏所為之補充判決，於本案判決有合法上訴時，上訴審法院應先於本案訴訟為裁判 

當事人就判決脫漏之部分聲明不服者，以聲請補充判決論 

20 下列何種情形完全禁止為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 

 通常訴訟事件之第二審  簡易訴訟事件之第二審 

小額訴訟事件之第一審  通常訴訟事件之第三審 

21 關於鑑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訊問依特別知識得知已往事實之人者，適用關於鑑定之規定 

鑑定人得為拘提 

受訴法院得命鑑定人具鑑定書陳述意見 

經當事人合意指定鑑定人之情形，即使法院認其人選顯不適當，仍應從其合意選任之 

22 關於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訴訟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輔助宣告之人就他造之起訴為訴訟行為，須經輔助人之同意 

必要共同訴訟人一人上訴，其他共同訴訟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須輔助人同意始認上訴效力及於他 

受輔助宣告之人所為之認諾，須經輔助人以書面特別同意 

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為訴訟行為，無須以文書證之 

23 下列何者為補充送達？ 

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警察機關  

應受送達之人拒絕受領而無法律上理由之情形，將文書置於送達處所 

應受送達處所不明時所為之送達 

送達於住居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之人，將文書交與有辨別事理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同居人或受僱人並非他
造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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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下列何種事件起訴前須經調解，且調解不成立起訴後，不問標的金額或價額一律須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因動產共有人間因共有物之分割發生爭執或涉訟  
因雇用人與受僱人間因僱傭契約發生爭執或涉訟，其僱傭期間兩年 
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界標發生爭執或涉訟 
因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之爭執或涉訟 

25 關於第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之效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一律不得以裁定對第三人命為強制處分  
法院得認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法院得將依該文書應證事實之舉證責任轉由他造當事人負擔 
法院得以裁定對第三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26 關於被告之傳訊，下列之敘述，何者錯誤？ 
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  
傳喚之被告按時到場後，應於二小時內訊問之 
傳喚在監獄中之被告，應通知監獄長官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拘提之 

27 下列有關被告之拘提，何者錯誤？ 
拘提被告，應用拘票  
拘提被告，應由檢察官親自為之 
審判長得囑託被告所在地之檢察官拘提被告 
被告為現役軍人者，其拘提應以拘票知照該管長官協助執行 

28 下列有關被告羈押之敘述，何者錯誤？ 
 羈押被告，應用押票 
押票應記載羈押期間及其起算日 
偵查中法官得依職權變更在押被告之羈押處所 
管束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限 

29 下列有關被告羈押撤銷之敘述，何者錯誤？ 
羈押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撤銷羈押，將被告責付 
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之人，得聲請法院撤銷羈押 
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羈押者，法院應撤銷羈押 
偵查中之撤銷羈押，除依檢察官聲請者外，應徵詢檢察官之意見 

30 下列有關搜索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被告之身體，必要時得搜索之  
經搜索而未發見應扣押之物者，應付與證明書於受搜索人 
軍事上應秘密之處所，應得該管長官允許，始得搜索 
偵查中，搜索票由檢察官簽名 

31 下列有關緩起訴之敘述，何者錯誤？ 
 緩起訴應指定期間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立悔過書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時，若命被告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該命令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時，得命被告為預防侵害本案證人之必要命令 

32 下列有關扣押之敘述，何者錯誤？ 
 可為證據之被告所有物，得扣押之 
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可為證據之第三人所有物，於合法搜索中發現，亦不得立即扣押之 
對於應扣押物之所有人，得命其提出 

33 下列有關搜索及扣押之敘述，何者錯誤？ 
假釋人住居或使用之處所，亦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扣押  
在有人住居之住宅行搜索或扣押者，應命住居人暫時離開現場 
在政府機關內行搜索或扣押者，應通知該管長官或可為其代表之人在場 
搜索或扣押時，如認有必要，得命被告在場 

34 下列有關證據調查方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審判長應將證物提示當事人，使其辨認  
卷宗內之筆錄可為證據時，審判長應於調查時予以宣讀或告以要旨 
被告於審判長人別訊問後，優先於審判程序進行對質詰問 
證人之主詰問應就待證事實及其相關事項行之 

35 下列有關證人之拒絕證言權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與被告訂有婚約者，得拒絕證言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受刑事訴追者，得拒絕證言 
證人為公務員者，並就其職務上應守秘密之事項作證時，應得該管監督機關或公務員之同意 
證人曾為其他證人之法定代理人者，得拒絕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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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下列有關專屬告訴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刑法第 230 條之血親為性交罪，被告之配偶為專屬告訴人 
刑法第 239 條之通姦罪，僅配偶得告訴 
刑法第 312 條之侮辱誹謗死者罪，已死者之家屬不得告訴 
刑法第 240 條第 2 項之和誘罪，被告之尊親屬不得告訴 

37 下列有關不起訴處分之敘述，何者錯誤？ 
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規定之案件，檢察官參酌刑法第 57 條所列事項，認以不起訴處分為當者，得為不起
訴處分  
被告曾經大赦者，檢察官應為不起訴處分 
被告所在不明者，檢察官應為不起訴處分 
告訴乃論之罪雖經告訴，但其已逾告訴期間者，檢察官應為不起訴處分 

38 下列有關刑事訴訟第二審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  
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以判決駁回之 
除上訴不合法之情況外，原審法院應速將本案卷宗及證物送交第二審法院 
第二審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 

39 下列有關刑事訴訟第三審之敘述，何者錯誤？ 
 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不得上訴第三審 
上訴第三審，僅限於判決違背法令為其理由 
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應視其判決內容，方能認定判決是否違背法令 
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不得為上訴之理由 

40 下列有關刑事訴訟協商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若以被告向被害人道歉為由，與被告協商時，無須得被害人之同意  
被告協商之意思若非出於自由意志者，法院不得為協商判決 
法院認定之事實顯與協商合意之事實不符者，法院不得為協商判決 
協商判決，得僅由書記官將主文、犯罪事實要旨及處罰條文記載於宣示判決筆錄，以代判決書 

41 甲因為涉嫌實行背信罪遭檢察官乙提起公訴。丙是本案的審判長，甲選任丁擔任辯護人；請問，根據刑事訴
訟法，下列何種情形，丙應該自行迴避？ 
甲曾是丙的大學教師 丙是乙的未婚妻 丙是丁的太太 甲曾是丙的養子 

42 對於證人的調查，下列的敘述何者正確？ 
滿十四歲的證人才具有具結能力  
司法警察詢問證人之前無須具結 
以遠距訊問方式訊問證人傳票應在訊問前十二小時前送達 
證人不配合司法警察通知到場得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的罰鍰 

43 下列何者，對於偵查秘密事項負有保密義務？ 
告訴代理人 輔佐人 告發人 被告 

44 下列何者非辯護人得實行的權利？ 
審判中，閱卷權  審判中，證據調查聲請權 
偵查中，聲請撤銷羈押  審判中，抗告權 

45 甲涉嫌實行普通強盜罪的案件。若甲還涉嫌實行另外一件普通強盜罪案件，當本案進行到什麼階段時才發
現，檢察官不得與本案追加起訴？ 

 法官訊問甲之後才發現  言詞辯論結束之後才發現 
交互詰問結束之後才發現 法官證據調查結束之後才發現 

46 根據刑事訴訟法，下列有關抗告的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的案件，對第二審法院的裁定不得抗告  
抗告期間，原則上為十天 
抗告應逕向原審法院的上級法院提出 
抗告法院應在收到抗告卷宗及證物後十天內作出裁定 

47 關於上訴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告訴人得為被告之利益上訴 檢察官得為被告之利益上訴 
被告的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上訴 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得為被告之利益上訴 

48 上訴的捨棄以及撤回的發動及受理，下列何者正確？ 
 辯護人得捨棄他的上訴權 撤回上訴應向上訴審法院提出 
辯護人可獨立撤回他自己所提的上訴 捨棄上訴應向上訴審法院提出 

49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司法警察在辦公室逮捕犯罪嫌疑人時，在無搜索票之下，仍不得搜索下列那一個
目標？ 
犯罪嫌疑人的太太放在桌上的筆記型電腦 也在辦公室裡犯罪嫌疑人的太太的身體 
辦公室的書櫃  辦公室書桌的抽屜 

50 有關筆錄製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審判筆錄應由書記官製作 檢察官可親自製作訊問被告的筆錄 
審判筆錄應該在每次開庭三天內完成整理 遇獨任法官有事故時審判筆錄應由院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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