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

 

正面）40110-40610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論語．子張》記載：魯國大夫孟孫氏任命曾子弟子陽膚為掌管司法

的士師，陽膚向曾子請教任官之道，曾子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時移勢異，到了今天，曾子之說是否仍

然值得遵循？試加評述。 

二、公文：（20 分） 

試擬內政部致所屬戶政機關函：近年來，我國人口老化趨勢非常明顯，

而重要原因之一為生育率過低。請要求戶政機關研擬出有效提升生育

率政策，報部研議。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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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閱讀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楚熊 渠子夜行，見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金鍛羽。下視，知其石也。因復

射之，矢摧無跡。漢世復有李廣，為右北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劉向曰：「誠

之至也，而金石為之開，況於人乎！夫唱而不和，動而不隨，中必有不全者也。夫

不降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這段文章中的故事，是在說兩位高手： 
在夜裡獵殺老虎，其高超的箭法，令人驚嘆 
夜裡出獵，沒獵到老虎，卻得到了更好的寶石 
夜裡被像老虎的石頭嚇到，一箭射穿了石頭 
互相競賽，相約夜裡出獵，結果卻只獵到石頭 

劉向因為這個故事，而獲得了「求之己也」的啟示，這「己」字是指： 
自己的箭法 自己的意志 自己的運氣 自己的道德 

文中「矢摧無跡」是指： 
箭完全射入老虎的身體裡 箭完全射入了石頭裡 
箭不知射到那裡  箭斷掉不知道彈到那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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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天運》云：「西施病心而矉其里，其里之醜人見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

矉其里。其里之富人見之，堅閉門而不出；貧人見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

矉，而不知矉之所以美」，本文的意涵，用下列那句成語形容最為適當？ 
西施捧心 唐突西施 東施效顰 眼裡西施 

下列各組「」內的字，字音完全不同的是： 
一語成「讖」／「殲」滅敵人／「懺」悔不已 
一「籌」莫展／「躊」躇滿志／田「疇」沃野 
日星隱「耀」／特別拔「擢」／清流「濯」足 
色彩斑「斕」／波「瀾」不驚／夜「闌」人靜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代表隊訓練不精，當然鍛羽而歸  
他的演講都是陳腔濫調，毫無吸引力 
這齣連續劇演了一百集，劇情已經枯躁乏味 
這件精緻的瓷器精妙絕綸，可以看出此地的工藝水準 

下列各組詞語，那些都和「貧窮」有關？ 
號寒啼飢／日坐愁城／懸樑刺股 甕牖繩樞／蓬門蓽戶／身無長物 
焚膏繼晷／蓬戶甕牖／環堵蕭然 寅吃卯糧／家徒四壁／列鼎而食 

下列文句，「」內的字，前者為動詞，後者為名詞的是： 
狗彘「食」人「食」而不知檢（《孟子．梁惠王》） 
「愛」人者，人恆「愛」之（《孟子．離婁》） 
己欲「立」而「立」人（《論語．雍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韓愈〈師說〉） 

下列題辭適合用於哀悼老師過世的是： 
絕弦之痛 鼓盆之戚 喪明之痛 絳帳風淒 

下列有關先秦諸子與其學說的組合，錯誤的是： 

今人之性惡，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禮義然後治──荀子 
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亂於下，此不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 
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利，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惡，交相賊，必得罰──

楊朱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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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憲法增修條文係依據何種程序制定？ 
制憲程序 修憲程序 公民複決 總統發布緊急命令 

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的規定，領土變更案，應由下列何者提出後經公告半年，並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 

總統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 

3 下列何者非屬我國憲法內所列舉之基本權利？ 

隱私權 秘密通訊自由 財產權 請願權 

4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72 號解釋，對於無力繳納全民健康保險費者，國家應如何處理，以符合憲法保障無

力生活人民之旨趣？ 

逕行拒絕保險給付，同時催繳保費，確定其確實無力繳納後，給予適當之救助  

逕行拒絕保險給付，同時催繳保費，加徵滯納金 

給予適當之救助，不得逕行拒絕給付 

終止保險關係，不再續保，另為其申請其他相關社會救助 

5 下列有關人民訴訟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有訴訟權，意義係人民只要權利遭受侵害，均有透過三級三審救濟之權利  
立法機關得斟酌訴訟案件的特性，對訴訟權而為適當之限制 
人民提起民事訴訟應繳納裁判費，係斟酌司法資源所為之合理限制 
訴訟權保障之內容，包括訴訟程序之設計應符合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行政院移請立法院覆議之覆議案，如經立法委員決議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應如何處

理？ 
辭職 接受該決議 再提覆議 呈請總統開院際協調會 

7 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的財產權，但國家對於財產權得以合法的侵害，例如對於土地的徵收，則國家應對被

徵收者給予： 
補償 賠償 補助 補充 

8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立法委員選舉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立法委員任期 4 年，連選得連任  
立法委員應於每屆任滿前 3 個月內選出 
立法委員均係採「政黨比例代表制」選出 
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的立法委員當選名單中，婦女不得低於二分之一 

9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司法院所提出之年度司法概算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行政院得加註意見 編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由立法院審議 立法院不得刪減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副總統缺位時，應如何處理？ 
總統應於 3 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立法院補選 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補選 
由行政院院長代行職權  由總統直接任命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71 號解釋，法官於審判時，對於應適用的法律，依其合理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應作下列何種處理？ 
以憲法為本，排除適用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的法律  
雖有疑義，仍應適用該法律，因為該法律已經總統公布生效 
停止訴訟，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暫停訴訟，俟該管法院院長裁定後，依裁定結果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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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下列何者非屬行政院得移請立法院覆議的決議案？ 
戒嚴案 法律案 條約案 預算案 

13 下列機關中，何者不是考試院所屬機關？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銓敘部  
考選部  人事行政局 

14 對於行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工作，如有違法或失職，則監察院得提出何種措施？ 
彈劾案 糾舉案 糾正案 懲戒案 

15 依憲法第 108 條規定，有關「教育制度」事項，係： 
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  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省縣執行之 
由省立法並執行之  由省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縣執行之 

16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解釋，依據憲法第 8 條強調犯罪追訴應遵守「實質正當之法律程序」。因此，依

此大法官說理，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犯罪追訴檢察官同屬法官定位 犯罪追訴檢察官應有強制處分權 
強制處分應有法律或命令授權 犯罪追訴應遵守罪刑法定原則 

17 依據地方制度法第 26 條規定，地方政府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行政業務者得處以行政罰。試問以下何者非

屬本項之行政罰？ 
管收 停業 停工 罰鍰 

18 為促進家庭和諧，防制家庭暴力及保護被害人權利，受虐配偶一方可聲請保護令。試問，保護令管轄機關為

何？ 
 警察局 社會局 檢察署 地方法院 

19 某網站軟體販售，於其定型化契約規定：「試用期 15 分鐘」。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相關條款若違反誠信

原則對於消費者顯失公平，相關法律效果為何？ 
 效力未定 自始無效 得撤銷之 損失補償 

20 有關刑事訴訟制度，「不告不理」乃重要基本原則。試問本項原則適用以下何項訴訟機制？ 
 告訴 告發 自訴 再議 

21 刑事訴訟法為發現實體真實、保障人權，俾刑罰權得以正確行使為目的。試問有關刑事訴訟法類型區分，以

下說明何者正確？ 
 行政法 程序法 任意法 特別法 

22 有關結婚、離婚之法律規範，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應經法院公開儀式見證  應由雙方書面許諾同意 
應有二人以上確認簽名  應向戶政事務所辦理登記 

23 有關路上拾得遺失物，依據現行相關民法、刑法之規定，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拾金不昧良善美德，納為己有無法究責 拾金不昧良善美德，歸還原主得求報酬 
天上掉下來的禮物，納為己有該當竊盜 天上掉下來的禮物，招領無著充為公有 

24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行犯之逮捕由法律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

機關依法定程序，不得逮捕拘禁。」試問有關本項條文敘述，以下何者正確？ 
 「司法機關」的意義，等同法院組織法法院機關 
「警察機關」的意義，等同刑事訴訟法偵查機關 
「法定程序」之意旨，同意檢察機關實施羈押限制人身自由 
「法定程序」之意旨，適用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行 

25 近年，我國刑事司法制度採行「證據法則」導入「交互詰問」，乃源自以下何種制度思潮之影響？ 
糾問主義 職權進行主義 當事人進行主義 公開審理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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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人民權利遭受不法侵害，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律或命令所表示之見解，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

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時所已表示之見解有異者，得向何機關聲請統一解釋？ 
立法院 監察院 最高法院 司法院 

27 下列有關法律性質之區分，何者正確？ 
民法、民事訴訟法均為實體法 刑法、刑事訴訟法均為程序法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均為程序法 民法為實體法、刑法為程序法 

28 下列何種行為，不成立犯罪？ 
殺人未遂行為 使人受重傷未遂行為 竊盜未遂行為 偽造、變造私文書未遂 

29 公務員服務法第 17 條規定：「公務員執行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利害事件，應行迴避。」此原

則稱為： 
 信賴保護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利益迴避原則 比例原則 

30 下列何種行為，依刑法之規定，有處罰預備犯？ 
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 強制性交 妨害公務 殺人 

31 Typically, as people grow older, their brain functions such as memory and concentration begin to      .  
 inherit  decline  skyrocket  suffice 

32 That author has already       several novels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written  discussed  translated  published 

33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news report, two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hree       in the car accident. 
 damaged  injured  dispirited  deconstructed 

34 Such a workload may be a      . Your boss is simply trying to test your ability before you are promoted.              
 wolf in sheep’s clothing  castle in the air  whisper in the wind  blessing in disguise  

35 The government official apologized for the negative comments released in newspapers and said he never meant 
to       any single woman. 
 inspire  convince  offend  detect 

36 Owing to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fishing, the       of whales are seriously threatened. 
 habitats  resorts  currents  circulations 

37 Doctors are       to keep their patients’ records secret. 
 offended  obtained  obliged  obscured 

38 Rachel was too       to talk to her teacher, so she wrote him a letter. 
 liberal  nervous  attractive  confident 

39       the typhoon, they still had to work. 
 In case of  In spite of  Even  Even if 

Francisco Goya (1746-1828)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last of the old masters and as the first of the moderns. His 
paintings of the Spanish royal family show his great skills as a classical painter   40   his bold and daring creativity 
revealed in his later years anticipates geniuses like Manet and Picasso. The cause of this divergent creative power, judging 
from Goya’s life, might be his diseases. After   41   a high fever in 1792, Goya was left deaf, which kept him gradually 
isolating himself from the world. He started producing frightening paintings of insanity and fantasy, the so-called Black 
Paintings, as a way to   42   the fears and nightmares in his dark mind. The deafness and noises in his head may be a 
result of a prolonged viral encephalitis or a series of minor strokes. In brief, it was perhaps Goya’s diseases that caused his 
astounding creativity. 
40  while  when  which  what 
41  contacting  contracting  contrasting  contributing 
42  secure  sustain  soothe  stim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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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oman: I am sensing a degree of strain in our relationship. 
Man:        
Woman: Okay, let me get this straight. I think we should break up. 
Man: Why? 
 I’m not really sure what I am getting at.  I am not sure if I follow you. 
 I’m afraid you are following me.  I need to clarify this degree. 

44 Sara: Miriam, you look pale. What’s wrong? 
Miriam:        
Sara: If that’s the case, you’d better see a doctor right away. 
 Don’t make a fuss.   None of your business. 
 No big deal. I’m just fine!   I think I might be coming down with the flu. 

45 Frank: Jeff got a ticket for speeding. 
Harry: Good.        
Frank: True. He is too reckless. 
 I’m sorry to hear that.   That’ll teach him a lesson. 
 You’d better not mention it.  There’s no mistake about it. 

Are you one of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have been hospitalized for heart-related chest pain or a certain type of 
heart attack? One more thing could help make a difference. 

If you’ve been hospitalized for heart-related chest pain or a certain type of heart attack, what doctors call AC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sk your doctor about adding PLIVAX. 

Clots in your blood may block the flow to the heart or brain. Do you think aspirin and your other medications alone 
are enough? Adding PLIVAX could help protect you against a future heart attack or stroke. 

Prescription PLIVAX, taken with aspirin, plays its own role in keeping platelets from sticking together and forming 
clots—which helps keep blood flow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If you have a medical condition that causes bleeding, such as stomach ulcer, you shouldn’t 
use PLIVAX.  The risk of bleeding may increase with PLIVAX, and when you take PLIVAX with certain other medicines, 
including aspirin. Review your medicines with your doctor to minimize this risk. Additional rare, but serious, side effects 
could occur.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plivax.com or call 1-888-680-1224.  
46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advertisement? 

 To promote a certain drug.  To recommend a healthy diet. 
 To explain the risk of taking drugs.  To publicize new medical equipment.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is correct when taking PLIVAX? 
 Take it four times a day.   Take it together with aspirin. 
 Take it when the patient is bleeding.  Take it when a person is hospitalized. 

48 What is supposed to be the effect of PLIVAX? 
 To stop bleeding.   To prevent a stroke. 
 To treat stomachache.   To block the flow of blood. 

49 What is advised in the advertisement? 
 Keeping your doctor from knowing about PLIVAX.  Eating natural foods instead of depending on drugs. 
 Getting hospitalized when there is chest pain.  Bewaring of the side effects before taking PLIVAX. 

50 What is a “platelet”? 
 The possible side effect of PLIVAX.  The new treatment for stomach ulcer. 
 The cell to help the blood become solid.  The commonest disease among American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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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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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公司與乙地方政府訂立期間為 48 個月之清運垃圾合約書，載明如「甲之服務品

質未獲民意肯定」或「乙經費無著」，則委託期限減縮為 24 個月。試問：何種法

律行為不得附條件？附條件法律行為之當事人，法律如何規範其行為？（25 分） 

二、甲中年喪偶，有乙、丙、丁等 3 子女，4 年前將其所有之 A 地，分別贈與乙、丙所

有權應有部分各 2 分之 1，並辦理過戶登記。今年初，甲同意再贈與 B 地給乙、丙，

約定於 8 月 1 日辦理應有部分各 2 分之 1 之過戶登記。甲於 7 月 1 日資助丁醫療費

用 20 萬元，乙、丙得知後，帶著黑衣人到丁家裡興師問罪砸東西，甲聞訊後趕到，

乙、丙更當場辱罵甲「短命鬼、怎麼不去死了算了」。甲憤而向警方報案，控告乙、

丙公然侮辱，不願辦理 B 地過戶登記，並擬向乙、丙討回 A 地。試問：贈與人何時

得撤銷其贈與？附負擔之贈與的效力如何？（25 分） 

三、甲向乙貸款 1800 萬元，由丙提供 A 地設定最高限額 1960 萬之抵押權，另由丙、丁

及戊與乙訂定保證契約，對甲之債務均負連帶保證之責。後來甲無力清償，擬拍賣

A 地，丙乃以連帶保證人身分，清償甲積欠之本息及違約金共 1500 萬元。試問：

丙得向甲、丁及戊如何求償？（25 分） 

四、甲有乙、丙、丁等 3 子女，死亡時甲的名下有一棟房屋及若干存款、股票及動產，

價值共 2000 萬元，甲對戊負有 600 萬元債務，對庚有 400 萬債權。乙成家自立門

戶時，甲以 500 萬元資助其購買房屋，丙向甲借款 200 萬元購買連動債，因金融危

機已血本無歸，丁與甲居住，每月給甲生活費，總共已給甲 300 萬元。試問：乙、

丙請求丁分割遺產時，丁得如何主張扣還及扣除？遺產分割後，對於乙所分得之遺

產、債權，丙、丁是否應負何種責任？（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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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40150 
4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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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男與乙女於民國 97 年 12 月 24 日舉行結婚儀式並至戶政機關辦妥登記。婚後未

滿半年，甲男即與乙女分房，自己去睡客房。乙女多次詢問甲男不願與之同房的原

因，但甲男卻因此辱罵乙女。甲亦常因乙女煮食不合口味、或乙女出外工作較晚回

家等事而辱罵乙女。兩人並無生育子女。乙女於民國 99 年 12 月 24 日以兩人個性

重大不合為由，訴請離婚。甲男收受起訴狀後，提出離婚之反訴，並請求乙女返還

聘金新臺幣十萬元、鑽戒一枚與鑽錶一只。法院收受案件後，依規定進行調解。請

問：（25 分） 
若甲男及乙女皆不願進行調解，得否略過強制調解程序，逕行訴訟程序？ 
甲乙因調解不成立而進行訴訟程序。於本案言詞辯論期日，法院得否就當事人

「未」提出的事實加以斟酌？ 

二、甲主張乙欠甲借款新臺幣（下同）九萬元，而向第一審管轄法院起訴請求被告乙返

還原告甲九萬元。訴訟進行中，原告甲向法院表示被告乙除了應返還借款外，並應

支付甲貨款一萬五千元。試問：（25 分） 
原告甲之請求，應適用何種訴訟程序？ 
起訴後，原告甲所追加的主張是否應予以准許？其適用的程序為何？ 

三、司法警察甲、乙接獲線民丙之檢舉，謂毒販丁經常於某特定夜店向熟識顧客兜售

「安非他命」毒品。甲、乙為蒐集丁販毒證據並予以緝捕，連續數日偽裝顧客前往

該夜店消費，藉機接近丁並與之熟識。某日甲、乙見時機成熟，甲乃向丁佯稱為增

進飲酒情趣，欲向其購毒吸食；丁不疑有他，將其預藏於上衣口袋之「安非他命」

毒品一小包取出售予甲，於交易毒品之際，甲、乙乃出示證件表明司法警察身分，

將丁以現行犯逮捕，並對丁實施搜索，果於丁隨身攜帶之手提包與其在夜店使用之

置物櫃中，共搜得「安非他命」毒品數十小包。甲、乙之上開偵查作為是否適法？

所搜得之「安非他命」毒品可否做為丁販毒之證據？試申論之。（25 分） 

四、何謂正當法律程序原則？其內涵為何？又應如何判斷法律所規定之程序是否正當？

試申論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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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債務人異議之訴？債務人如提起此種訴訟，強制執行程序可否停止？（25 分） 

二、執行程序進行中，如有下列情形，執行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可循何種方式救濟？（25 分） 
債權人聲請執行債務人屋內之冰箱，惟債務人主張冰箱係向友人借來。 
查封係於星期日進行，執行人員未出示經法官或司法事務官許可之文件，但債務

人當場並未拒絕查封。 

三、強制執行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指確定之終局判決，係指何種判決？夫妻同居義

務之判決可否作為執行名義？（25 分） 

四、第三人就執行標的主張有擔保物權，是否均得於執行程序終結前，向執行法院提起

第三人異議之訴？（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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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親手犯」，並請自現行刑法試舉一規定分析並說明之？與其相對的概念為何？

討論親手犯有何實益？（25 分） 

二、甲係詐騙集團首腦，被警查獲，甲欲掩飾犯行，乃燒燬家中相關名冊、帳簿，並教

唆其友乙銷毀相關電腦檔案資料，乙立即銷毀之。試問：甲、乙之刑責？（25 分） 

三、A 與 B 共謀殺甲，某日撞見甲與其友人乙正在路邊聊天，於是同時朝甲開槍，A 的

槍雖擊中甲之手臂，B 的槍卻意外擊中乙之心臟，乙當場斃命。試問 A、B 之行為

應如何處斷？（25 分） 

四、甲見乙家門前狗籠內的狗兒長相可愛，乃興起逗弄之意，雖狗籠上貼有字條警告

「內有惡犬，請勿騷擾」，惟其認為係乙為遏止狗被偷的唬人字句，並不以為意，

甲不停逗弄該犬，終致其兇性大發，恰狗籠並未關緊，該犬衝出籠外撲向甲攻擊，

甲為自保，順手拾起木棒，打死該犬。試問：甲之刑責為何？其抗辯緊急避難，有

無理由？（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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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

 

正面）

40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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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張潮在《幽夢影》中說：「善讀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

書也，花月亦書也。」人生於天地之間，如果能細心體會，不管任何事務，

必能如同書本一般，讓我們入寶山而滿載歸。請以「讀書的收穫」為題，

作文一篇。 

二、公文：（20 分） 

試擬內政部警政署致所屬各警察機關函：國內近年自行車環島活動風行，

為維護遊客安全，請各所屬單位依地區特性，提供自行車遊客諮詢、加水、

充氣等服務，以善盡人民保母之責任。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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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閱讀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鹽鐵論．疾貪》：「賢良曰：『駟馬不馴，御者之過也；百姓不治，有司之
罪也。《春秋》刺譏不及庶人，責其率也。……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
百，殺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禮義矣。』」 
根據本文，「賢良」之士認為「周公誅管、蔡」的主要原因為： 
多行不義 公正執法 殺一儆百 斬草除根 

根據上段文字，「賢良」之士認為治理人民最好的方法是： 
要徹底執行死刑  統一的法律制度 
先教化再論刑罰  以刑罰取代禮儀 

陶公少時，作魚梁吏，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吏，以
官物見餉，非惟不益，乃增吾憂也。」（《世說新語．賢媛》）陶母勸誡其子為
官之道為何？ 
謀定後動 事必躬親 勤儉愛民 清正廉潔 

錢鍾書〈窗〉：「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門，而不開窗的屋我們還看得到。這指示出
窗比門代表更高的人類進化階段。門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種奢侈，屋
子的本意，只像鳥窠獸窟，準備人回來過夜的，把門關上，算是保護。但是牆上
開了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氣，使我們白天不必到戶外去，關了門也可生活。屋子
在人生裡因此增添了意義，不只是避風雨、過夜的地方，並且有了陳設，掛著書
畫，是我們從早到晚思想、工作、娛樂，演出人生悲喜劇的場子。」根據本文描
述門與窗的特性，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窗，是人類住屋的必要 門，使人類生活更豐富 
關門，代表最高的人類進化階段 開窗，使人類生活增添更多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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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0
| 

40610 

閱讀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肉身會死亡，今日之紅粉，竟是明日之髑髏，此刻腦中之才慧，亦無非他年螻
蟻之小宴。然而，此生此世仍是可幸賀的。我甘願做冬殘的槁木，只要曾經是早春
如詩如酒的花光，我立誓在成土成泥成塵成煙之餘都要灑然一笑，因為活過了，就
是一場勝利，就有資格歡呼。 
  在生命高潮的波峰，享受它。在生命低潮的波谷，忍受它。享受生命，使我感
到自己的幸運；忍受生命，使我瞭解自己的韌度，兩者皆令我喜悅不盡。 
  如果我堅持生命是一場大狂喜而激怒你，請原諒我吧，我是情不自禁啊！
（張曉風〈狂喜〉） 
本文主旨應為： 
肉身會死亡，應追求精神不朽  
腦中之才慧，方是生命之展現 
不論處於波峰或波谷，生命都值得禮讚而狂喜 
唯有在生命經歷過大風大浪後，戰勝自我才有狂喜 

當生命在高潮的波峰時，作者認為應該要如何面對？ 
持盈保泰  勝不驕，敗不餒 
戰戰兢兢，保持顛峰 享受生命，感到自己的幸運 

左思〈詠史〉詩：「鬱鬱澗底松，離離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
躡高位，英俊沉下僚。地勢使之然，由來非一朝……。」此段詩句主要表達： 
種植不得所，將戕害物性；一如用人須適性，否則將埋沒人才 
門閥制度不合理，使無能者身居高位，而有才能者反屈居下位 
以區區一己之力量，但求救世濟人、有功於國，不求名利富貴 
因世道不公，才華與抱負難以施展，只得避世隱居，逍遙山林 

孔子認為君子有九思，其中有一思是「見得思義」。（《論語．季氏》）孔子的
意思是： 
君子以修身自持，一有得意之心，便會自我反省 
君子明辨利益獲取的正當性，絕對不會苟且貪求 
君子看到他人得到褒揚時，就會興起效法的念頭 
君子受到重用時，懷抱戒慎恐懼心情，全力以赴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陋巷，人不堪其憂，回也不改其樂。賢
哉回也！」（《論語．雍也》）文中孔子對顏回主要的評價為： 
 安貧樂道  好學不倦 
不遷怒，不貳過  無伐善，無施勞 

下列文句「」中的詞語使用最恰當者為： 
我們既然有了上等的茶葉就必須搭配上等的泉水，這樣品茗才能「相濡以沫」 
鐘聲一響，幾個男生馬上抓起書包往外走，對於臺上女老師的諄諄提醒，完全

「置若罔聞」 
你的傑出表現「眾目睽睽」，而且也已獲得上級肯定，你又何必在意少數幾人

對你不友善的評論呢 
他為人爽朗，說話聲音宏亮，內容充實，尤其在與人辯論時，更是「口無遮攔」，

因此很受大家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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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規定，精省之後，省之行政長官為何？ 
 省長 省主席 省府委員會委員長 省府委員會主任 

2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司法院院長、副院長之產生，係依據以下何種程序？ 

 由總統提名，經行政院長同意任命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 

由司法院大法官互相推舉產生 由全國法官票選產生 

3 依據憲法規定，下列機關何者有統一解釋命令之權？ 

 行政院 考試院 司法院 監察院 

4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列何者非屬立法院人事同意權之對象？ 

 行政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監察院之審計長 

5 依司法院釋字第 520 號解釋，對於國家重要政策之變更，行政院與立法院應如何展開互動？ 
行政院應適時向立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詢  
行政院應適時向立法院提出報告，但不須備詢 
行政院只須事後知會立法院即可，且無須備詢 
行政院無須告知立法院，更無備詢之義務 

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總統、副總統選舉之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應聯名登記  
在選票上同列一組圈選 
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當選   
在國外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行使選舉權，以命令定之 

7 司法院釋字第 452 號解釋宣告「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之規定違憲。該規定係違反： 
 男女平等 種族平等 階級平等 宗教平等 

8 依大法官解釋意旨，下列何者不屬訴訟權保障之範圍？ 
 人民有依法提起訴訟程序之權利 享受公平審判之權利 
訴訟制度細部設計屬立法機關權限 任何訴訟種類皆應有三級三審 

9 信仰宗教自由不包括下列何種自由？ 
 不信宗教自由 宗教活動之自由 傳教自由 設立國教之自由 

10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76 號解釋，契約自由在憲法上的地位為何？ 
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利之一種  
只受民法的保障，不受憲法之保障 
必須透過憲法對人民財產權保障的規定，才具憲法上之地位 
屬於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的保障範圍 

11 「任何人在被宣告有罪確定之前，都應視為無罪」的原則，稱為： 
 禁止事前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 審判有罪原則 審判定罪原則 

12 大學教育之學術自由不包括： 
 研究自由 人身自由 教學自由 學習自由 

13 針對憲法第 171 條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與第 172 條規定「命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下列

何者錯誤？ 
 命令之法位階，低於憲法，高於法律 命令不得牴觸憲法或法律 
憲法之法位階最高  憲法作為命令與法律之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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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485 號解釋，有關社會政策立法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涉及福利資源之分配者，因屬授益行政，故給予明顯過度之照顧亦屬合憲  
受益人之身分或特定職位可為立法區別對待之唯一依據 
此種立法應注意與一般國民之平等關係 
給付額度應力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無須考量國家之經濟與財政狀況 

1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之規定，自民國 92 年起，大法官法定人數為多少人？ 
 9 人  13 人  15 人  17 人 

16 依據地方制度法之規定，下列何者得規定罰則？ 
 自治規章 自治規則 自治條例 自治規約 

17 有關於「擬制」和「推定」的概念，下列何者敘述正確？ 
擬制是法律以事實為基礎的常情推斷；推定是與事實相反的規定 
擬制是法律規範基於公益的需要，簡化法律關係，就存在或不存在先為假設之規定 
經由法律的規定，真實存在之事實亦可被擬制為不存在 
就擬制之事實，如有反證，可予推翻 

18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規定，下列何者不得聲請解釋憲法？ 

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行政處分不服者 

中央或地方機關行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者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遭受不法侵害，經依法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法令發生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者 

依立法委員一定人數之聲請，就其行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者 
19 依行政程序法第 51 條規定，行政機關對於人民申請之處理期間，如未訂定者，其處理期間為： 

 2 星期  2 個月  4 個月 依各機關首長決定 
2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3 號解釋，中央健保局與各醫事服務機構締結「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合約」，約定

由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被保險人醫療保健服務，其法律關係如何定性？ 
 職務移轉 行政委辦 行政協助 行政契約 

21 罪刑法定主義是刑法基本原則之一，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罪刑法定，否定不定期刑 刑法禁止類推適用  
刑法應以成文法為法源  刑法不排斥習慣法的運用 

22 依地方制度法第 25 條規定，地方政府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律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下列關

於自治法規之敘述，何者正確？ 
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者稱自治細則，經地方行政機關訂定者稱自治規約 
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者稱自治規程，經地方行政機關訂定者稱自治命令 
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者稱自治規則，經地方行政機關訂定者稱自治條例 
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例；經地方行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

治規則 
23 著作人死亡或消滅時，下列關於其著作人格權保護之敘述，何者正確？ 

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死亡後 50 年 視同生存或存續 
隨之消滅  視同公共財，任何人可以改變或使用其著作內容 

24 19 世紀後各國政府以公權力積極介入勞動契約中，明定勞動契約的最低標準。我國在民國 73 年公布施行的

勞動法為何？ 
 勞動契約法 工廠法 勞動基準法 就業服務法 

25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下列何人於知悉性騒擾之情形時，應採取立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 
 主管機關 雇主 法院 受僱者 

26 依據民法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姻親？ 
 血親之配偶 血親之血親 配偶之血親 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27 行政機關依法對營業場所予以斷水斷電之措施是屬下列何種行政執行方法？ 
 間接強制 直接強制 管收 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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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依據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機關組織以法律制定者，其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以下列何者定之？ 

 處務規程 作業規定 辦事細則 分層負責明細表 
29 社會秩序維護法明定自民國 80 年 6 月 29 日公布日施行。請問：該法自下列何日期起發生效力？ 

 民國 80 年 6 月 29 日 民國 80 年 6 月 30 日 民國 80 年 7 月 1 日 民國 80 年 7 月 2 日 
30 下列有關法律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法律應經立法院通過  法律應經總統公布 
法律不得牴觸憲法  總統得向立法院提出法律案 

31 I don’t think he _____ sent you those obscene messages. His e-mail system must have been attacked by some kind 
of virus. 
 objectively  intentionally  considerably  suspiciously 

32 It was useless to try to persuade Shirely to change her mind; so _____ was she that she would not even consider 
others’ suggestions. 
 allergic  masculine  obstinate  tentative 

33 Seeing that there was no point arguing with his father, Sam _____ to his room. 
 admitted  obliged  retreated  surrendered 

34 Who is _____ the company during the absence of the manager？ 
 in place of  in touch with  in charge of  in view of 

35 Not wishing to displease Jack, Amy avoided _____ the question. 
 to answer  answering  not to answer  answer 

36 _____ he was warned against the danger, he went ahead with that experiment. 
 Despite  As soon as  As long as  Even though 

37 _____ difficulty you are facing, don’t despair.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Whether Whatever  No matter  Any 

38 If you _____ to your sister, she might have forgiven you. 
 apologize  apologized  had apologized  have apologized 

  Mum and Dad took my brother Louis, my older sister Tess, and me out to dinner. We hardly ever went out to dinner 
as a family unless it was a special occasion, so I was   39  . Over dinner, they broke the news to us that Mum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We all just sat there, completely stunned. Louis, Tess and I all   40   the news in different 
ways, probably because of our ages. My sister was in her sulky teenage stage, so she got angry about it. My brother did 
the usual boy thing of shutting out his emotions. 
  Luckily for us, Mum and Dad were both very strong about it. They made it clear that while the tumor in Mum’s 
breast was   41   and therefore serious, she still had a very good chance of beating it. She decided to have the breast 
with the cancer removed immediately.   42  , Mum’s operation was a complete success. After the worst of her 
treatment was over, Mum got involved with the National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 (NBCF). She became a (an)   43   so 
she could help raise money for a cure. I think my involvement with the found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thank all the 
brilliant researchers, doctors and nurses because if they weren’t around, my Mum might not be alive today. 
39 trustful upright innocent suspicious 
40 kept at showed up dealt with pulled along 

41 mild malignant numerous controversial 
42 Proudly Thankfully Contentedly Ungratefully 

43 ambassador patient intern lawyer 
44 A：Excuse me. C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o the City Museum？ 

B：The City Museum？Sorry, I really don’t know. 
A：Well, _____. 
 it’s a friendly city   thanks anyway  
 you’re so tired   you have been of great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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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Andy：What are the chances of getting a raise this year？ 
Jenny：Very slim！ 
Andy：That’s too bad. Did you ever think of working somewhere else？ 
Jenny：_____. 
Andy：Good Luck！ 
 I will be laid off next month.  In fact, I will have an interview next Monday. 
 Yes, I am fed up with my job.  Forget about it. I can’t afford to lose the job.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 slim woman is regarded as a beautiful person. But in many parts of Africa, a fat 
woman is a beautiful woman, and people think she is healthy and rich. If you are slim, that means you are a worker with 
little money and not enough food to eat. Also, people believe a slim woman is sick and can’t have children. 
  To help girls look healthy and beautiful, people in central Africa send them to a fattening room. In the fattening 
room, the girl does not move much. She can only eat, sleep, and get fatter. Elder woman come to teach her about 
housework and chores. In Nigeria, brides go to a fattening house before they get married. At the end of time, but before 
the wedding, the brides walk through the village so everyone can admire their big bodies. A married woman can also go 
to a fattening room. A man wants his wife to be fat so other people will think that the man is rich and that he is a 
responsible husband. 
  If parents don’t send their daughter to a fattening room,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will say the parents are not doing 
their duty. In the old days, girls sometimes stayed in a fattening room for two years. Today some families cannot afford 
more than a few months. Also, fattening rooms are not popular in cities now. In cities, health education and Western 
culture have a big effect on people’s ideas. But in villages, this traditional custom continues. 
46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A traditional idea and practice of beauty in Africa. 
 The management of the fattening house.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beauty with time. 
 The methods to get a good husband in Africa.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he purpose of African women going to fattening rooms？ 
 To get fat.   To marry good husbands. 
 To learn to do housework.  To sell foods.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suggested by the author？ 
 The concept of beauty has a common standard.  
 The custom of going to fattening rooms will continue forever. 
 Eating and little moving will make a girl fat in a short time. 
 Big cities in Africa are full of fat women nowadays. 

49 Why do African girls spend less time in the fattening houses today？ 
 They do not want to get that fat. 
 The expense is getting higher these years. 
 They don’t want to get married so early. 
 The doctors warn them about the danger of being fat.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In traditional African villages, husbands are proud of their wives’ huge bodies.  
 The concept of beauty is one and universal, and it will never change. 
 Fattening houses are designed to punish those lazy women who do not do housework. 
Women are allowed to enter the fattening houses only after getting m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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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40120
40320 
40420 

一、何謂「單純之沈默」？何謂「默示之意思表示」？試從民法規定，說明之。（25 分） 

二、某乙為甲公司之營業員，某丙為圖個人之方便，將自己所有證券交易之存摺、印章

交由某乙保管。甲公司明知其營業員某乙因業務之方便，保管某丙帳戶之存摺、印

章。某日，甲公司任由某乙取用某丙存摺，並蓋上某丙之印章，以任意動用該存摺

之款項，購買股票。嗣後，造成某丙之損失。試依民法規定，分析甲、乙、丙間之

法律關係。（25 分） 

三、何謂區分地上權？何謂法定區分地上權？當事人間訂定無期限之區分地上權，其效

力如何？（25 分） 

四、甲名下有一價值 1,000 萬之房屋，500 萬之存款。乙、丙、丁為甲之子女，乙生有

A、B 兩女，丙有一子 C 及孫 D。丙與 C 於 99 年外出車禍同時死亡；100 年 1 月 1
日乙則持刀殺傷甲，嗣後於 101 年傷害罪判決確定。甲則因迭經變故鬱鬱寡歡，於

100 年 7 月 1 日死亡。試問 A、B、D 得否代位繼承？又其繼承人為誰？應繼分各為

如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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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法院書記官、執達員、執行員 

科  目： 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40150 
40350 
40450 

一、分公司有無當事人能力？對於分公司所取得之勝訴確定給付判決，其執行力是否及

於總公司？（25 分） 

二、原告甲、乙列丙為被告，向該管法院起訴，聲明求為判決：「確認甲、乙對丁之遺

產有繼承權存在。」主張略以：甲、乙二人為被繼承人丁之養子女，依法得繼承丁

之遺產等語。丙則抗辯：其為丁之配偶，丁生前未經丙之同意，單獨收養甲、乙為

養子女，且未經法院認可，故丁之收養為不合法，丙為丁之唯一繼承人等語。請附

理由回答下列問題： 
本件當事人適格有無欠缺？（10 分） 
於本件訴訟繫屬後，甲具狀向法院表示撤回起訴，其效力為何？就乙之訴訟部分

是否有影響？（15 分） 

三、住所在臺北市重慶南路 1 段之某甲於民國（下同）101 年 2 月 5 日具狀，向臺灣臺北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主張某乙於 100 年 5 月間以投資生意為由向某甲

借款新臺幣 200 萬元，嗣屆清償期並未返還，因認某乙涉有詐欺罪嫌。檢察官某丙

偵查後，以某乙並未對某甲實施詐術，本件純屬民事債務糾紛，而於 101 年 3 月 15
日對某乙為不起訴處分。書記官某丁於 101 年 3 月 18 日製作不起訴處分書正本，並

於同月 19 日以掛號郵件送達不起訴處分書給某甲，惟郵差某戊於同月 20 至 22 日六

度前往某甲之住所按捺門鈴多時均無人回應，某甲居住之公寓復無設置管理員，郵

差某戊乃於同月 22 日（星期四）將該不起訴處分書寄存某甲住所地之派出所，並作

送達通知書兩份，一份黏貼於某甲住所之門首，另一份投入某甲住所之信箱內，以

為送達。試問：某甲並未前往派出所領取不起訴處分書，惟據告訴代理人即律師

某己告知本件檢察官已為不起訴處分，乃於 101 年 4 月 9 日（星期一）親自赴臺灣

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遞狀聲請再議，試問其再議有無逾期？如某甲已於 3 月 23 日

親赴派出所領取不起訴處分書，嗣於 4 月 9 日始遞狀聲請再議，試問其再議有無

逾期？（25 分） 

四、甲持西瓜刀強盜乙之財物，當場遭警察逮捕。二審法院審判時，法官未提示該扣案

之西瓜刀，僅提示內載有該西瓜刀之扣押物清單，並問甲有無意見。嗣經二審法院

判決甲有罪，甲不服，以該二審法院審判未依法提示證物為由提起第三審上訴。試

問，該上訴有無理由？（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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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執達員、執行員 

科  目： 強制執行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40360 
40460

一、甲分別對乙、丙負有金錢債務各一筆，乙於取得勝訴確定判決後，先聲請法院查封

甲所有之 A 地，丙得否於取得假扣押裁定後，聲請對 A 地為假扣押之執行？若丙

就 A 地為假扣押之聲請，執行法院應如何處理？（25 分） 

二、債務人乙所有之房屋於拍定後因拒不搬遷，經執行法院命由買受人甲僱用工人將該

房屋騰空，解除乙之占有而點交於甲。試問：甲因點交執行所支出之費用，得否就

拍賣房屋所得價金先受清償？（25 分） 

三、甲因其所有之土地遭乙擅自傾倒廢棄物，而訴請乙應將該廢棄物清除，並於獲勝

訴判決確定後，據以聲請強制執行。經執行法院核發限期債務人自行履行之執行

命令後，乙仍不為履行。執行法院就上開執行事件之後續執行程序，應如何辦理？

（25 分） 

四、債務人乙任職於丙公司，債權人甲聲請對乙任職於丙公司之每月薪津債權為強制執

行，經執行法院以命令將該薪津債權移轉予甲，此項移轉命令已依法送達於丙公司，

但丙公司並未於收受法院命令後向執行法院聲明異議，嗣甲向丙公司請求給付遭拒，

遂聲請對丙公司為強制執行，執行法院應如何處理？（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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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法院書記官、法警、執達員、監所管理員 

科  目： 刑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40140
40240 
40340 
40540 
40640 

一、甲為我國國民，至日本留學期間，因愛慕同為從臺灣至日本留學的乙女，向其索愛

不成，遂趁乙不注意時以水果刀將其刺死。甲在日本被判殺人罪，服刑期滿返臺後，

我國法律是否得再對甲進行追訴？（25 分） 

二、甲為防止偷車賊，於車庫上方設置機關，如有人偷車誤觸機關則石頭將落下。某日，

小偷乙果然上門偷車，被石頭落下砸中一眼失明。請問甲是否要對乙失明的結果負

刑事責任？如果是在附近玩球的丙，為撿球誤觸機關致自己失明，答案是否不同？

（25 分） 

三、甲見路邊有一未上鎖之自行車，企圖據為己有，趁車主 A 在商店買東西，便將車騎

走。A 見狀緊追不捨。幾百公尺後，甲撞遇友人乙，告以原委，並請乙共同將 A 驅

離，乙應允。甲與乙將自行車放在身後，A 氣喘吁吁趕到後，甲向 A 表示「錢財乃

身外之物，現在四下無人，你孤立無援不要因小失大，趕快離開」。A 發現甲乙兩

人眼露凶光，因而心生恐懼，急忙離去。甲、乙依刑法如何評價？（25 分） 

四、甲受警匪片影響，經常想像自己為身手不凡之便衣刑警。某日，甲在街上目睹 A 行

竊，趨前將 A 制服，並自稱便衣刑警，請圍觀民眾報警。警察製作筆錄時，發覺甲

根本不是警務人員。甲的行為，如何評價？（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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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40110
| 

40610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論語．公冶長》載子路自言其志向云：「願車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古人歸納《孟子．梁惠王下》一章的大意，又有「獨樂樂不如與眾樂樂」

之語。可見古人深知分享的樂趣。請以「分享」為題，作文一篇，抒發己見。 

二、公文：（20 分） 

擬行政院致所屬各機關函：希加強提升電子公文交換比率達 70%以上，藉收節

能減紙，加速行文之效。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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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史記．魏公子列傳》：「魏王見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
將。魏安釐王三十年，公子使使遍告諸侯。諸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
上文「將」字作名詞用的選項是： 
公子遂「將」  諸侯聞公子「將」 
各遣「將」將兵救魏 各遣將「將」兵救魏 

無如人之常情，惡勞而好逸，甘食褕衣，玩日愒歲。以之為農，則不能深耕而易
耨；以之為工，則不能計日而效功；以之為商，則不能乘時而趨利；以之為士，
則不能篤志而力行。徒然食息於天地之間，是一蠹耳。 
下列敘述，何者最能體現上文要旨？ 
士農工商，各有所重 好逸惡勞，一事無成 
寡取易盈，好逞易窮 奢靡無度，玩物喪志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寧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墜
馬，從吏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怒；曼卿徐著鞭，謂馭者曰：「賴
我是石學士也，若瓦學士，豈不破碎乎？」 
此段小故事，說明了甚麼？ 
寧為玉碎不為瓦全  才若謫仙必好杜康 
人生如戲切莫當真  幽默可為處世良方 

「閨中少婦不知愁，春日凝妝上翠樓。忽見陌頭楊柳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下列
選項的詩，何者主題與此詩近似？ 
為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金龜婿，辜負香衾事早朝 
洞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不成。蠟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淚到天明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落曉星沉。嫦娥應悔偷靈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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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

40110
| 

40610 

閱讀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人在少年，神情未定，所與欵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
自然似之；何況操履藝能，較明易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蘭之室，久而自
芳也；與惡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
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不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者，便
足貴之。（顏之推《顏氏家訓》） 
依據本文，「墨翟悲於染絲」的原因是： 
倡導節用，有感世人太奢華 憐憫染絲工人工作過於辛勞 
有感絲被染料浸泡極易腐蝕 深覺後天環境給人影響太大 

關於本文的主旨，最正確的選項是： 
擇友慎交，取人之長 近墨者黑，選擇鄰居至為重要 
環境是大染缸，宜懂得潔身自愛 學習要趁年少，個性已定則難更改 

「直到我們有機會參觀鄰居的家，才另有所悟。他們家裏布置得很舒服，沙發夠
大夠柔軟，讓人忍不住慵懶一整個晚上；無比豪華的窗簾，把落地窗外的景色裹
住不放，整個客廳都是人為的質感。可是我們坐久了竟然有點鬱悶，好像坐在一
個華麗的罐頭當中，才聊了一陣子，所有的話語淤積在空氣裏，連呼吸都困難重
重。足足悶了一個小時，兩尾沙丁魚終於回到自己的家，才發現那是一片簡陋卻
無比舒暢的海洋。」作者對鄰居家裏的感受是： 
華貴舒適 典雅堂皇 東施效顰 造作擁擠 

「中國人時刻忘不了祖先和子孫，人的意義和價值大半寄託在這個生生不息的生
之大流裏，自我是次要的，要緊的是作為生之大流的一個點滴，能夠讓江河永遠
不廢地流下去，蔚為波瀾壯闊，連天接地的一個動態的永恆。」上文意旨最接近
那一種生命觀？ 
承先啟後、世代相承 修短隨化，終期於盡 
「立德、立功、立言」三不朽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夜聲，誰能聽到夜聲？只有失眠的人能聽到。聲音，是有幾百級輕重的，隔鄰傳
來的無線電廣播，人人可以聽到，但窗外輕輕落下一片樹葉，誰還會覺察？那可
憐的微響好似一隻螞蟻葬身在大海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踪。有時窗外下著大雨，
連小兒的啼笑都依稀聽不清楚。可不是在平日天晴風定，甚或在子夜，我們早給
賣報的，或挑擔子，賣水菓的吵死了？只有萬籟俱寂的時候，聽「地上青草長出
來的聲音」，人才能明白他是有聽覺的，這是多神妙的能力啊！ 
作者在上文中最主要表達的是： 
只有失眠的人才能清楚聽得到夜裡一隻螞蟻走路的聲音 
人常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而忽略本來所擁有的聽覺能力 
落葉的聲音與青草長出的聲音都是令人感到神妙的夜聲 
賣報的、挑擔子的、賣水菓的最喜歡在子夜時擾人清夢 

下列對話中『 』所用的稱謂用語何者完全正確？ 
「請問『府上』那裡？」「小弟『府上』臺南。」 
「請問『令尊』在家嗎？」「『家父』目前不在家。」 
「請問『賢喬梓』近況可好？」「『小婿』近況尚佳。」 
「請問『令弟』在那高就？」「『家弟』在科技公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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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行政院提出決算後，依法完成審核，審計長應向何者提出審核報告？ 

監察院 司法院 總統 立法院 

2 下列那一事項，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規定，並非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所在？ 

解釋憲法 審理副總統彈劾案 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 審理公務員懲戒案件 

3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司法院副院長應由何人提名？ 

總統 立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大法官連署 

4 下列官員，何者須經立法院同意？ 

考選部部長 行政院政務委員 考試委員 監察院秘書長 

5 下列何者並非立法院的職權？ 

倒閣權 質詢權 人事同意權 審理受彈劾之總統 

6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行政院院長如何產生？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 由總統任命 

由立法院多數黨領袖出任 由公民直選產生 

7 行政院不得就下列何者提起覆議？ 

大赦案 法律案 預算案 條約案 

8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總統享有緊急命令發布之權，惟其必須經由何機關追認，否則該命令即失效？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 國家安全會議 

9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得罷免所選出之政黨比例代表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了應保障在外國居住之本國人的選舉權 

選舉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行之 

競選之過程，應以公開為原則 

10 下列對於居住及遷徙自由的描述，何者錯誤？ 

包含入出國境的自由  包含使用任何不同的交通工具的自由 

包含隨意進入他人住宅的自由 包含設定住所之自由 

11 人民組織政黨主要是憲法所保障的何種基本權利？ 

結社自由 信仰自由 表現自由 集會自由 

12 選舉時不得亮票，乃是下列何原則之要求？ 

普通 無記名 直接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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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憲法之解釋，由下列何機關為之？ 

立法院 司法院 行政院 監察院 

14 依憲法第 143 條第 3 項之規定，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國家應如何處理？ 

依法徵收土地 減少土地增值稅 徵收土地增值稅 免除地價稅 

15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 

總統 執政黨 立法委員 國民全體 

16 甲擔任客運隨車服務員，因懷孕申請調職，卻遭客運公司主管嘲諷：「有看過大肚子的在賣票的嗎？」拒絕

其調職之申請，並要求甲自動離職。請問該客運公司主管之行為已違反： 

消費者保護法 勞工保險條例 性別工作平等法 家庭暴力防治法 

17 依勞動基準法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本法適用於一切勞雇關係，但因特定因素致適用上確有窒礙難行，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行業或工作者，不適用之。下列何者非屬前開條項所列舉之因素？ 

工作特性 企業規模 管理制度 經營型態 

18 公司設立多久後尚未開始營業，且未辦妥延展登記，主管機關得依利害關係人之申請，命令解散之？ 

一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六個月 

19 下列何者不屬於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之投票方式？ 

視訊投票 電子投票 委託書代理投票 書面投票 

20 甲將其賓士車停到某公司設置的停車場裡，則甲與該公司成立之契約為： 

寄託契約 倉庫契約 租賃契約 委任契約 

21 依照現今刑法理論，下列何者屬於罪責（有責性）階層所要審查的要素？ 

客觀處罰條件  違法性意識（不法意識） 

個人之解除刑罰事由  行為能力 

22 犯罪人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其法律效果如何？ 

得減輕其刑 應減輕其刑 得免除其刑 應免除其刑 

23 甲向乙購買房屋一間，並於買賣契約中約定將該屋交付與移轉登記於丙，且丙取得直接請求乙交付與移轉登

記該屋之權利。此種契約為： 

代物清償契約 新債清償 第三人利益契約 第三人負擔契約 

24 下列何種遺囑之完成，無須見證人？ 

自書遺囑 公證遺囑 密封遺囑 代筆遺囑 

25 下列何者非屬兩願離婚之形式要件？ 

書面之合意  法院之公證登記 

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戶政機關之離婚登記 

26 當禁止工廠 A 開工與要求 A 裝設隔音設備皆可達到防止噪音之目的，而主管機關 B 採取禁止 A 開工之手段

時，則 B 之行為所違反者，為下列那一項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狹義比例原則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27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關係為： 

普通法與特別法 原則法與例外法 任意法與強行法 實體法與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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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金門縣之地方性公民投票相關規範，應以下列何種形式規範？ 

自治規則 自治條例 行政規則 法律 

29 土地法施行法第 1 條規定：「本施行法依土地法第九條之規定制定之。」則土地法施行法之規範位階為： 

法律 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 憲法 

30 行政機關僅在法律有明文規定或授權時，始能有所作為，此乃指下列何種行政法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明確性原則 裁量原則 

31 The airline’s employees are planning to stage a five-day       for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and improved wages. 

 ordeal  rehearsal  interview  strike 

32 Many children are       of the harm caused by fast food, and they consume too much sugar and fat. 

 illegal  tolerant  ignorant  conscious 

33 When my brother is busy with his work, there is always a “Do Not      ” sign on the door of his room. 

 Loiter  Resist  Disturb  Litter 

34 If you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item you purchase, you can bring the receipt and ask for a       within 7 days. 

 release  refill  relay  refund 

35 On March 2, 1955, a fifteen-year-old black girl was arrested because she refused to       her seat to a white 

woman. 

 remove  adapt  surrender  relieve 

36 It is sad for us to know that many mothers and babies die through childbirth       caused by the size of the head. 

 satisfaction  complication  qualification  justification 

37 It is rumored that the newspapers launched a       attack on the senator, forcing him to resign. 

 suspicious  trivial  vicious  chilly 

38 Air pollution and tobacco smoke may       the airways, making them more susceptible to allergens. 

 recycle  imitate  irritate  retrieve 

39 Now it’s up to the elected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take the right action to curb global warming. 

 compliments  documents  representatives  applicants 

40 When Gary gazed into her eyes, Amy couldn’t help       and her mind went completely blank. 

 blushing  waking  tumbling  reciting 

41 For a meat lover like Andy, keeping to a diet of fresh vegetables, fruits, rice, and milk is a      . 

 norm  mystery  torture  chore 

42 Success takes hard work,      , and patience. One who gives up easily never achieves his or her goal. 

 pessimism  performance  perseverance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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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oween has become a lot more than candy, costumes, and decorations. It is big   43  .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Retail Association, Halloween is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holiday for retailers. It is second 

only   44   Christmas. 

    Supermarkets, drugstores, costume shops, and many other stores are full of candy, costumes, and other 

Halloween   45  . Business has been excellent at many stores for several weeks. In some cases, store hours have 

been   46   to meet the increased demand. 

    The Retail Association says that candy is the best-selling Halloween product. Americans eat $950 million in candy 

every Halloween. The other best-sellers for the Halloween season are costumes, masks, make-up, wigs, and home 

decorations. Retailers expect to sell $2.5 billion worth of Halloween merchandise. 

43  business  contribution  retail  sale 

44  by  in  to  with 

45  activities  customers  products  trifles 

46  declared  extended  decreased  executed 

 

A sport utility vehicle (SUV) is a utility vehicle weighing 8,500 pounds or less. Sport utility vehicles are popular 

because they are load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qualities—many standard features of passenger cars and special features 

for driving on and off paved roads. SUVs offer ruggedness, engine power, roominess, and comfort. Many are equipped 

with 4-wheel drive to give the extra traction needed for driving in difficult conditions, such as on snow, mud, or sand. 

Prospective customers need to realistically evaluate their transportation needs. While the multipurpose SUVs are not 

passenger cars, most owners use SUVs in much the same way—for both everyday commuting and shopping and for light 

recreation. 

Because sport utility vehicles are more top-heavy than passenger cars, the SUVs handle and maneuver differently. 

They are not designed like passenger cars to round corners at high speeds. Reckless SUV drivers cause their vehicles to 

roll over at a much higher rate than do drivers of passenger vehicles. 

Sport utility vehicles may only be a passing trend. After all, another choice—be it a luxury sports car or a sturdy 

station wagon—may give more value for the dollar.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is old adage works best: “Let the buyer 

beware!”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mentioned 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SUVs? 

 SUVs have four-wheel drive.  SUVs offer ample inner space. 

 SUVs can drive on rugged roads.  SUVs have super theft alarm systems. 

48 What does the word “maneuver” in the third paragraph mean? 

 Drive fast  Hold tightly Move skillfully  Trade carefully 

49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is article? 

Most SUV owners enjoy outdoor recreation. Most SUV drivers are careless and irresponsible. 

Most owners regard their SUVs as passenger cars. Most SUV drivers only drive their cars on rough roads. 

50 What is the writer’s advice for vehicle buyers? 

Consider the price first.  Choose a passenger car. 

Choose a station wagon.  Consider their needs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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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40130  
40330 
40430 

一、甲為 A 屋所有人，於 102 年 5 月 5 日出售該屋給乙，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且

未交付房屋。嗣後 A 屋於同年 5 月 7 日因丙之過失，引發火災而焚燬，丙乃賠償甲

B 屋一棟。試問：甲、乙及丙間的法律關係如何？若 A 屋已於 5 月 6 日交付於乙占

有，有無不同？（25 分） 

二、甲、乙及丙共有 A 地 300 坪，應有部分各為三分之一。甲將其應有部分三分之一，

未經乙及丙之同意，出售並辦理移轉登記於丁，甲、丁間之法律行為，效力如何？

又甲未經乙及丙同意，私自占用 A 地右側靠路邊的 100 坪土地，經營餐廳，乙及丙

得向甲主張何種權利？若甲將其占有經營餐廳的 100 坪土地出售於丁時，丁得向甲、

乙及丙主張何種權利？（25 分） 

三、甲男乙女為夫妻，有一未成年子 A。甲乙離婚時，約定 A 由乙行使權利、負擔義

務，乙不必經甲之同意，得單獨將 A 出養。甲乙離婚後，乙遂以 A 之法定代理

人之身分，將 A 出養於他人，並聲請法院認可。試問：甲乙之前述兩項約定是否有

效？法院應否認可本件之收養？（25 分） 

四、甲男乙女為夫妻，婚後約定以分別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甲乙有子女丙、丁二人。

甲死亡時留有房屋、土地、動產外，尚對戊負債 60 萬元，已屆清償期。乙、丙、

丁為遺產分割時，約定該 60 萬元債務由丙、丁各承受 30 萬元，但戊並不知情。

6 年後，戊向乙請求返還 60 萬元債務，是否可行？（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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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齡 80 歲之甲受有輔助宣告，由丙為輔助人。因為甲與乙發生口角，甲用拐杖將

乙打傷，乙乃具狀起訴請求賠償醫藥費及精神慰撫金共新臺幣（下同）50 萬元。訴

狀中僅載明被告之姓名等資料，並未載明輔助人，致丙不知甲被起訴之事，甲自行

出庭，並與乙當庭同意以 10 萬元和解。試問：乙之起訴及甲、乙和解之效力如何？

（25 分） 

二、何謂辯論主義？何謂職權探知主義？依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在某銀行請求債務人

返還借款之民事訴訟，兩造對於借據之真正均有爭執，惟兩造均未聲請筆跡鑑定或

訊問證人，則法院得否依職權將借據送請鑑定或依職權傳訊證人？（25 分） 

三、甲以販賣營利之意圖購買大量毒品，除部分供自己吸食外，其餘欲伺機出售予不特

定人，某日為警方依法查獲及扣得上述毒品，隨即被警方帶回警局，由司法警察乙

在製作筆錄前以聊天、溝通方式與甲進行對話，並威脅、暗示如不承認即不製作筆

錄，甲、乙對話內容如下進行：「乙問：甲你有沒有將毒品賣給他人？甲回答：應

該沒有。乙再問：你擁有這麼大量的毒品是否有販賣意圖？甲再回答：有要賣，但

還沒賣出去。」後，乙始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進行權利告知義務、全程連續錄音、

影，並製作甲全面承認前述事實之筆錄。不久後，甲被檢察官依法提起公訴，於審判

庭中，乙以證人身分於交互詰問時，否認有對被告甲說不承認即不製作筆錄云云。

請詳述理由說明上開警詢陳述是否得作為法院裁判之依據？（25 分） 

四、甲駕駛其所有之自用小客車搭載乙，因違規行車為司法警察丙、丁攔停。丙於檢視

甲、乙下車所出示身分及駕駛證件後，因聞到甲身上散發濃濃酒味，乃要求甲以呼氣

方式測試檢定酒精濃度，甲予以拒絕並拔腿跑離。丙迅速自後追及甲，加以拘捕。

旋丙、丁查知乙有施用毒品犯罪前科，無持搜索票，即逕行搜索甲、乙之身體及甲

所駕駛自用小客車，惟並無所獲。丙、丁認有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乃

不顧甲、乙之反對，在所屬派出所採取乙排放之尿液；將甲帶往醫院採取其體內血

液，分別送請檢驗（尿液中有無毒品反應、血液中酒精濃度若干）。請附理由回答

下列問題：  
丙、丁所為之拘捕及搜索，是否適法？（15 分） 
丙、丁所為採取甲之血液及乙之尿液，是否適法？就甲之血液及乙之尿液所得檢

驗結果，得否作為認定甲、乙犯罪事實之證據？（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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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執達員、執行員 
科  目： 強制執行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40360 
40460

一、債權人甲住新北市，債務人乙住新竹市，甲訴請乙清償貨款，取得乙應給付甲新臺

幣 500 萬元之確定判決。甲乃聲請法院強制執行乙所有坐落臺中市之土地一筆，已

實施查封，尚未拍賣前，乙因意外死亡，其有已成年之繼承人丙、丁。試問： 
原強制執行程序是否應繼續進行？（10 分） 
如債權人甲以該土地不足清償債權，而聲請執行法院就繼承人丙自有（非因繼承

取得）之房屋一棟實施強制執行，執行法院可否准許？（15 分） 

二、何謂動產之變賣？又具有何種情形，執行法院始得將查封之動產變賣之？試依強制

執行法之規定說明之。（25 分） 

三、執行名義係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確定判決，試問何時視為債務人已為該意

思表示？又上述意思表示係有待於對待給付者，試問何時視為債務人已為該意思表

示？（20 分） 

四、債權人甲住臺北市，債務人乙住桃園市，甲訴請乙給付借款，取得乙應給付甲新臺

幣（下同）500 萬元之確定判決。甲乃聲請執行法院就乙所有之電視機 1 台及坐落

臺中市之不動產一筆實施強制執行，並均經執行法院查封。上述不動產尚在進行鑑

價中，即將實施拍賣，而該電視機則已經拍賣完畢，執行法院並已將賣得價金交付

甲。試問： 
如乙主張其於前開訴訟事實審言詞辯論終結後、宣示判決前，即已經由友人丙給

付該 500 萬元之借款予甲，且亦未積欠甲其他任何債務，乙依強制執行法之規定

有無訴訟救濟方法？（15 分） 
如第三人丁主張該經拍賣之電視機 1 台係其所有，僅係其借予乙使用，丁依強制

執行法之規定有無訴訟救濟方法？（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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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法院書記官、法警、執達員、監所管理員 

科  目： 刑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40140-40340 
40540、40640 

一、甲為司法警察，某日其弟乙來電，告知其因故與人發生糾紛慘遭毆打，雖不知對方姓

名，但已記下其車號。故要求其兄能予協助，找出該人。甲因與監理所職員某丙熟

稔，乃委託丙代查之後，將該人之住址告知其弟乙。問，某甲應成立何罪？（25 分） 

二、睡於透天厝二樓的原住民甲在清晨四點多時被樓下的嘈雜聲響所吵醒，甲的直覺判斷

很可能是小偷，於是拿起其合法擁有的獵槍，迅速衝到二樓外面陽臺上，對著樓下

正搬運甲所產銷的二箱水梨（市價約 3000 元）往外離去之竊賊乙大喊：「不要動，

否則我要開槍了。」但乙繼續往前奔跑。甲見此狀，便朝乙的腳開槍射擊，雖然甲

知道有可能射擊到乙之其他致命部位，但其根本無所謂，結果甲一槍擊中乙之心臟，

乙一命嗚呼。問甲之行為應如何論罪？（25 分） 

三、司法警察甲手執法官所簽發之拘票至乙家拘提某乙。乙見狀，遂從後門溜走，並至

其弟丙工作處，央求某丙回家，為其打探警察所為何來。惟丙一踏入家門，司法警

察甲即認出丙雖非乙，卻是當年橫刀奪愛之情敵，舊事雖已過，忿恨猶未消，未待

分說，即將某丙拘提而去。問，某甲應成立何罪？（25 分） 

四、甲於假日傍晚時分帶著 15 歲之乙與 13 歲之丙，父子三人來到住家附近國小操場玩

棒球。甲等三人於操場中央，由乙擔任投手、丙擔任打擊手、甲擔任捕手兼裁判，玩

得不亦樂乎。未久，丙擊出一顆長遠的平飛球，沒想到，該球不偏不倚擊中正在操

場跑步的 A 之左眼。由於該球力道強勁，A 當場倒地。A 被甲緊急送醫，經醫師診

查後，發現眼角膜與視網膜嚴重受損，視力從 1.0 退化至 0.2。問甲、丙之行為應如

何論罪？（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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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 巡 防 人 員 及 移 民 行 政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組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14110-14610 
24110-24210 

56110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張潮在《幽夢影》一書中，說明自己處世觀為「立品須發乎宋人之道學，

涉世須參以晉代之風流。入世須學東方曼倩，出世須學佛印了元。」張潮以宋

人莊嚴之心審察人世，以晉人風流遊戲人間。入世則學東方朔莊諧並具，出世

學習佛印不絕欲自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對待周遭人、事、物的一套看法，試

以「我的處世觀」為題，作文一篇。 
二、公文：（20 分） 

  日前，美國南加州大學最新的研究指出，青少年若每天都飲用含糖飲料，

可能會影響腦部記憶、學習力。根據衛生福利部調查指出，臺灣有超過半數的

國、高中學生，每週超過 4 天會喝含糖飲料，尤其是二到四成的青少年，拿飲

料當水喝。試擬教育部致縣市教育局函：請敦促所屬各級學校，加強宣導正確

飲食觀念，俾師生瞭解含糖飲料對身體之危害。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14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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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題辭，用法不正確的是： 
術著岐黃－贈診所 樹人樹木－贈學校 
名山事業－贈旅行社 造福桑梓－贈民意代表 

2. 〈毛詩序〉：「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音樂可以表現情感 音樂可以改變社會 
音樂可以反映時代 音樂可以觀察政治 

3. 唐人雍陶有詩云：「蜀客春城聞蜀鳥，思歸聲引未歸心。卻知夜夜愁相似，爾正啼時我正吟。」
此詩歌詠的主題與下列選項何者相同？ 
山前杜宇哀，山下杜鵑開。腸斷聲聲血，郎行何日回 
夏膚粗已皴，秋蒂熟將脫。不辭抱蔓歸，聊慰相如渴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4.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
五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
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袁枚〈黃生借書說〉）下列敘述何者最切近本文意旨？ 
借書不如藏書 借書不如買書 
藏書不如讀書 藏書不如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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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 巡 防 人 員 及 移 民 行 政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組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

14110-14610 
24110-24210 

56110 

5.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
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
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
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本文
主旨是： 
刑賞時應優待君子長者 
刑賞的用意在於賞善罰惡 
刑賞應公平公正，不宜濫用刑罰 
刑賞的意義在於使天下人歸於忠厚 

6. 人生中，即使是最得意的人們，有過英雄的叱咤，有過成功的殊榮，有過酒的醇香，有過色
的甘美，而全像瞬時的燭光，搖曳在子夜的西風中，最終埋沒在無垠的黑暗裏。（陳之藩
〈寂寞的畫廊〉）上文意旨與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厭行李程途，虛花世態，潦草生涯 

7. 「造出『吃一行恨一行』這句話的人，其用心可能是勸勉大家安分守己，但是這句話也道出
無數人的無可奈何的心情。其實幹一行應該愛一行才對。因為沒有一行沒有樂趣，至少一件
工作之完滿的完成便是無上樂趣。很多知道敬業的人不但自己滿足於他的行當，而且教導他
的子弟步武他的蹤跡，被人稱為『□□□□』，其間沒有絲毫恨意。」（梁實秋〈流行的謬
論〉）引文空缺處，依據文意判斷，宜填入的成語為： 
述而不作 幼秉庭訓 克紹箕裘 創業垂統 

8. 「孩子們想讓我們搬家，住到他們附近去。……我始終抗拒著。……醫生那裏，有差不多三
十年的完整紀錄；方圓幾十里範圍內，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停車不必花錢，腦子裡都有一本地
圖……。不要說搬家了，每次算這本帳，便像徹底攪翻一池清水，多少日子都無法恢復。然
而，再固執也不可能不明白，這本帳裡面，又有什麼，禁得住考驗、洗刷與淘汰？一切原就
跳脫不了空無虛幻。搬與不搬沒分別。那麼，歸根究柢，我如此堅決抗拒著的，也許並不是
這種種牽腸掛肚的人、事與物。持槍往前衝去，當面攔住去路，一架巨大的風車，上面隱約
兩個字  時間」（節選自劉大任〈捨不得 放不下〉）依據文意，本文作者不願搬家是因為： 
決定搬家的時間過於匆促 老家積累半生的種種回憶 
老家種種牽腸掛肚的人事物 對老來時間終究有盡的抗拒 

閱讀下文，回答第 9.題至第 10.題：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

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

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

弒靈公。（《左傳‧宣公四年》） 
9. 文中公子宋與子家「相視而笑」的原因是什麼？ 
私下對言，事後應驗 食指大動，必嘗異味 
宰夫解黿，難得一見 靈公邀見，將有賞賜 

10. 文中子公「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其所呈現的心態為何？ 
矢志報仇 自知理虧 刻意挑釁 委屈受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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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第 156 條之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有下列何種作為？ 
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 協助女性充實自我，廣設女性獎學金 
訂定公務員女性錄取員額最低比例 獎勵婦女適齡生育 

2 下列何者非屬我國憲法所明定之教育文化基本國策？ 
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 
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應確保其自治權，不受國家之法律監督 
各級政府應廣設獎學金名額，以扶助學行俱優無力升學之學生 
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補助之 

3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修憲案至少須公告多久？ 
3 個月 4 個月 5 個月 6 個月 

4 關於國家徵收人民土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涉及財產權之剝奪  須因公用目的始得為之 
應給予合理補償  應儘速發放補償 

5 依司法院釋字第 364 號解釋之意旨，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主要係屬於下列何一憲法條文所保障之範
圍？ 
憲法第 11 條之言論自由  憲法第 12 條之秘密通訊自由 
憲法第 14 條之集會結社自由 憲法第 15 條之工作權 

6 人民罷免權之行使與下列何者不具關連性？ 
直接民權之體現  法律責任之追究 
政治好惡之表現  信任基礎之瓦解 

7 有關行政院院長、副總統代行總統職務的情形，下列何者錯誤？ 
總統與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職權 
總統任期屆滿，屆期次任總統尚未選出，由行政院院長代行職權 
副總統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副總統職權 
總統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職權 

8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之規定，下列那個機關掌理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行政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9 總統對於刑事犯罪之罪名與刑罰加以赦免，稱為： 
大赦 褒揚 假釋 復權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於立法院院會進行期間，立法院應於行政院移請立法院覆議案送達後至遲幾日內作
成決議？ 
7 日 10 日 15 日 20 日 

11 政黨在立法委員選舉中須獲得多少比例以上政黨選舉票方能分配不分區代表席次？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12 依據憲法規定，司法院之組織，由那個機關制定？ 
司法院 立法院 行政院 考試院 

13 下列何者，不屬於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律 
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件 審理公務員懲戒案件 

14 直轄市法規與國家法律牴觸者，其結果如何？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得撤回 

15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考試委員如何產生？ 
由總統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後任命之 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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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試問下列何者不是成文法源？ 
國際條約 行政命令 習慣 憲法 

17 行政命令之訂定，原則上須經預告程序者，為下列何種？ 
職權命令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法律 

18 有關法規範的制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關於國家各級機關之組織，均得由主管機關依職權定之 
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下級機關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 

19 憲法第 20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其中「人民」應解釋為僅指男子。此為何種解釋方式？ 
擴張解釋 當然解釋 限縮解釋 補正解釋 

20 民國 92 年制定的公民投票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任期三

年，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荐，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此一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解

釋認為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 平等原則 社會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21 所得稅法對夫妻免徵贈與稅，但卻不及於「同居」之事實配偶。此一法律規定，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無違憲

之虞？ 
沒有。因為同居制度違反公序良俗的認知 
沒有。因為婚姻制度受憲法特別保障 
有。違反平等權 
有。違反對一般人格權保護 

22 甲男已婚，有妻有子，卻與外遇對象乙女來往多年，乙女無謀生能力而依賴甲男供給日常生活所需。此時若

甲男意外死亡，請問乙女就甲男之遺產得為如何之請求？ 
特留分 應繼分 贍養費 遺產酌給 

23 關於承攬契約與買賣契約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均為有償契約  均為繼續性契約 
均有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 均為不要式契約 

24 甲和乙在修剪花草契約中約定，由乙負責使丙為甲修剪花草。有關甲、乙、丙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甲乙間契約內容涉及第三人，違反契約相對性原則，其契約無效 
丙不為給付時，甲乙間之契約失其效力 
甲乙間契約有效成立，丙不為給付時，丙應對甲負賠償責任 
甲乙間契約有效成立，丙不為給付時，乙應對甲負賠償責任 

25 在夢遊中所為的動作不會被評價成犯罪，因為整個事實中欠缺了那個犯罪成立要件？ 
違法性 責任能力 刑法上的行為 因果關係 

26 裝修工人甲受屋主乙委託，將乙宅的圍牆拆除，甲的拆除行為不構成毀損罪是因為： 
客觀處罰條件未成就  具備阻卻罪責（責任）事由 
欠缺刑法上的行為  具備排除違法性事由 

27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時，法院得選任下列何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權？ 
監察人 臨時管理人 檢察官 主管機關 

28 下列關於「控制與從屬公司」之敘述，何者錯誤？ 
一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股份超過他公司已發行股份半數者，為控制與從屬關係 
一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為控制與從屬關係 
從屬公司持有控制公司之股份無表決權 
控制公司持有從屬公司之股份無表決權 

29 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下列何者依法應舉辦勞資會議？ 
事業單位 職工福利委員會 企業工會 勞動部 

30 受僱於臺北市某電腦公司之甲女，一日與同事聊天時發現，年資績效皆與其相同之同事乙男所領薪資，每月

較其多出 5 千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薪資之給付屬福利措施，可依性別給予不同之待遇 
雇主對於員工薪資之給付，僅因性別給予差別待遇，已構成性別歧視 
雇主即使能提出獎懲或其他非因性別之正當理由，該薪資之差別待遇依然構成性別歧視 
雇主若主張男性員工社會、家庭責任較女性沉重，則該薪資之差別待遇不會構成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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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Overly thick soups can be _____ by mixing them with a small amount of liquid. 

conceded diluted grazed migrated 
32 Leonardo da Vinci was _____ by mathematics, applied it to his paintings and for many years thought it contained 

the key to all knowledge. 
besieged fascinated imposed prescribed 

33 Alison is a _____leader who is not afraid of making important decisions under stressful, critical conditions. 
secure decisive vivid sociable 

34 The school library was not able to _____ to Joan’s needs, so she had to pay a regular visit to the city library. 
appeal cater apply resort 

35 I am sorry. This book is not _____; it has been out of print for ten years. 
available edible portable variable 

36 Social networks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have _____ young people’s social life and communicating mode. 
dominated demand deported discharged 

第 37 題至第 41 題為題組 
Until recently, most American school textbooks told only part of Columbus’ story, and that part made him look like a 

brave hero. He was presented as the man who discovered the “New World.” But a more balanced presentation would have 
shown another side to the story: it would have described some values and beliefs that Columbus shared with most 
European travelers of that time and with the kings and queens of their nations in the “Old World.” First of all, they were 
hungry for gold, and were willing to do anything to get it. Second, they believed that they had the right to claim other 
people’s land for their own nations (especially if the inhabitants there were not Christians, were uncivilized, and looked 
very different from them). Finally, they believed that they had a right to do anything they pleased with the native 
inhabitants of those lands. 

On his first voyage, Columbus claimed all the lands that he found for the king and queen of Spain. He gave Spanish 
names to many of the islands that he discovered. He took ten native Indians captives and forced them to return to Spain 
with him, but four of them died on shipboard. During their captivity the remaining six were taught Spanish, and 
Columbus took them back to America on his second voyage to serve as interpreters. 

From the very first voyage, Columbus suggested the possibility of making the Indians slaves to the king and queen of 
Spain. On the second voyage, he put this idea into practice in the most brutal way possible. 
37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European travelers.  The explorer Columbus. 
Who discovered the New World. The New World and the Old World. 

38 What does the author think about most American school textbooks in presenting Columbus’ voyages? 
They told the truth.  They were boring but accurate. 
They did not present all the facts. They were informative and interesting. 

3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did Columbus do to the native inhabitants on those lands he found? 
He occupied their lands.  He hired them to work for him. 
He made their lives better.  He gave them Spanish names. 

4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rrectly describes the values and beliefs of Columbus and most European travelers of his 
time? 
They believed that all men were created equal. 
They considered it wrong to change people’s religious faith. 
They believed moral standard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gold. 
They thought they had the right to rule the inhabitants in the New World. 

41 What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s Columbus? 
Admirable Critical Indifferent Sympa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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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題至第 45 題為題組 

People have always told stories that explain how the world came to be and how people arrived on it.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Native Americans tell about Raven. Raven is a giant bird that can   42   human form by 

pushing up his beak and shrugging off his wings, which then become a coat. According to tradition, the universe   43   a 

wide ocean that covered swampy ground. Birds and sea creatures lived in and around it. Raven made the earth by picking 

up stones with his beak and dropping them into the ocean. When the earth was big enough, Raven flew down and walked 

on the shore, looking out at the vast ocean and feeling lonely. Then he began to hear tiny voices,   44   seemed to be 

coming from a clam shell at his feet. Raven pried open the clam shell with his mighty claws and peered in. Inside the 

clam shell   45   people. As the story goes, Raven coaxed them out of the shell and set them on the land, and they were 

the first people of the Haida tribe of the Northwest Coast. 

42 transform himsel f into  expose himself to  

separate himself from  occupy himself with 

43 was used to being  would soon be 

used to be  has been 

44 where which that what 

45 was were had had been 

第 46 題至第 50 題為題組 

The term “First Lady”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wife of an elected official. In many countries, it is usually   46   for the 

wife of the President. The term is also used to describe the leading woman of a certain profession, which is   47   Martha 

Graham, the great American dancer,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first lady of modern dance. 

Though the term has been adopted by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it is commonly   48   back to Dolley Madison, 

wife of the fourth U.S. President, James Madison. While her husband was serving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ird 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 Dolley was often asked by Jefferson, a widower, to serve as his First Lady for official ceremonial 

functions. She then continued her service through her husband’s two   49   as President. When she died in 1849, legend  

 50   it that then-President Zachary Taylor called her “First Lady” in his eulogy. However, no record of this speech has 

ever been found. 

46 arranged occupied provided reserved 

47 what why when who 

48 traced referred exchanged allocated 

49 times rounds terms marks 

50 gets has says 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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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14130 
14330 
14430 

一、甲有跑車一輛，好友乙經常向甲借車使用。某日，甲因急需現款，便請乙幫忙將該

跑車以不低於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之價格出售。嗣後，丙見該車養護甚佳，便

向乙出價願以 150 萬元購買，乙隨即允諾。問： 
無權代理與無權處分間有何差異？（10 分） 
若乙為無權代理，則甲、乙、丙間之法律關係為何？（15 分） 

二、甲與乙協議離婚，雙方同意由甲擔任其子女丙、丁之親權行使人，並共同負擔丙、

丁之扶養費用，但是離婚十年來乙從未支付丙、丁之扶養費，甲以乙不當得利為理

由，向法院請求乙支付扶養丙、丁十年應負擔之扶養費，乙主張並無不當得利，且

扶養費之請求權應為一年，故甲僅得請求最近一年之扶養費。請問：甲是否得依據

不當得利規定，請求乙支付丙、丁之扶養費？消滅時效是否為一年？（25 分） 

三、甲因投資需要而向銀行借款，並以其所有之房屋設定普通抵押權予銀行。某日，地

方政府舉辦花火節，因縣府人員對於機械操作不當，導致煙火直接朝甲之房屋發射

並引起火災。甲之房屋因而全部燒燬。請問： 
銀行之抵押權是否仍存在？其債權是否還有擔保物權？（14 分） 
若甲於原地重新建築一棟房屋，則該房屋是否有銀行之抵押權？（11 分） 

四、甲、乙為夫妻，甲於結婚一年後篤信宗教，每個月皆離家十天以上，前往山中道場

靈修並擔任道場清潔炊事志工，甲、乙二人於數年間每次於甲結束靈修返家時皆發

生爭吵，於某次激烈爭吵後，乙趁甲離家前往山中道場時，將家中門鎖更換，並且

於甲返家時拒不開門，甲遂憤而長居道場，不再返家。乙訴請法院離婚，甲則主張

乙拒絕其返家，並且乙有酗酒及賭博之惡習，亦應對婚姻難以維繫負責，以資抗辯。

試問乙是否得請求法院裁判離婚？甲的抗辯是否有理由？（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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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 巡 防 人 員 及 移 民 行 政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院書記官、執達員、執行員 

科  目：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全一頁 
14150 
14350 
14450 

一、甲起訴主張乙向其購買貨物一批，雙方約定貨款為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然甲

將貨物交付予乙後，乙至今未償付該貨款。甲遂以乙為被告向管轄法院起訴請求給

付該 100 萬元貨款，乙除否認該 100 萬元貨款債權外，並主張如法院認為系爭貨款債

權存在，則以其對甲已屆清償期之 100 萬元借款債權為抵銷。試問：如甲否認該

100 萬元借款債權之存在，得否追加起訴請求確認甲、乙間 100 萬元借款債權不存

在？（25 分） 

二、旅客甲在 A 豪華郵輪上摔傷，擬向船籍所在地之 B 地方法院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訴訟，請求船公司乙賠償甲看護費、勞動損失、醫療費、精神慰撫金共新臺幣（下

同）1200 萬元。A 之所在地管轄法院為 C 地方法院。甲先就其中 900 萬元提出假扣

押聲請。請附理由說明：甲得向何法院提出假扣押聲請？由 B 或 C 法院裁定准許假

扣押效力範圍有何不同？其聲請狀內依法應否表明假扣押標的及其所在地？（25 分） 

三、刑事訴訟法的目的為何？（至少寫二個）並試從刑事訴訟法法條或歷年大法官的解

釋文中各舉出三個條文或解釋文加以佐證。（25 分） 

四、甲係受僱於某運輸公司之貨車駕駛，此貨車並非甲之所有，而係屬於該運輸公司負

責人乙之所有，且為乙之運輸公司重要營業工具。甲性格憤世嫉俗，決定某日深夜

以毀損之故意，衝撞某行政機關以示抗議，衝撞後該貨車遺留於現場，除甲輕傷外

並無人傷亡，隨後甲被逮捕並解送偵查機關。試問甲在符合訴訟條件，且無不能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下： 
檢察官訊問後申請羈押，該羈押聲請之合法性如何？法院應如何處置？（10 分） 
假設案發數年後，該貨車仍受到扣押，該扣押處分之合法性如何？乙對此扣押處

分如何救濟？（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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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巡防人 員及移民 行政人員 考試 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執達員、執行員 

科  目：強制執行法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全一頁 
14360 
14460 

一、得提起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1 項債務人異議之訴的「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

行名義所指為何？（25 分） 

二、債權人甲（住所所在地位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稱臺北地院）為滿足其對債務人

乙公司（住所/營業所所在地位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稱臺中地院）之執行名義上

所載金錢債權，乃向臺北地院聲請查封拍賣乙公司之商標專用權。臺北地院依甲之

聲請將該商標專用權拍定並移轉後，乙主張臺北地院之執行行為是無管轄權所為，

應屬當然無效，有無理由？乙應如何請求救濟？（25分） 

三、執行名義為命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登報道歉，而債務人不自願履行時，法院應如何執

行？（25分） 

四、報載一則關於強制執行之新聞：甲銀行向法院聲請查封拍賣債務人乙之房屋，第三

人丙繳交新臺幣（下同）20 萬元保證金，並投標出價 250 萬元拍定該屋，惟未依限

繳交價金，法院乃再拍賣該屋，而以 240 萬元賣出，原拍定人丙繳交之保證金因違

約被法院全數沒收作為賠償。試以強制執行法有關再拍賣之規定評析此一新聞。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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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院書記官、法警、執達員、監所管理員 

科  目：刑法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全一頁 14140-14340 
14540-14640 

一、甲、乙二人因故爭吵，甲遂教唆丙殺害乙，得其同意後，丙即持刀埋伏在乙宅門

外，伺機動手。儘管丙、乙之間有數面之緣，因為乙回家時已近黃昏，加上附近

並無路燈照明，致埋伏在附近的丙錯把丁誤當成乙，自丁背後接近，將其殺死。

問：甲、丙所為如何論罪？（25 分） 

二、甲因行車糾紛而與乙結怨，某夜，甲持美工刀前往乙轎車停放處（大樓外之路邊停

車格），意在刮花乙車烤漆。不料，尚未及動手即為大樓管理員丙發現並喝止，甲

驚慌逃跑，經丙大聲追呼為犯罪人，路人丁、戊見甲手持美工刀，見義勇為下乃協

助丙制伏甲。隨之，丙獨自押解甲前往警局，途中，甲徒手打傷丙後，趁隙逃逸無

蹤。試問甲之行為如何論罪？（25 分） 

三、建商乙向公務員甲表示，如果甲願意將其主辦之工程招標底價洩漏，即將其之前所

借款項一百萬元一筆勾銷。甲同意，嗣後不僅將底價洩漏給乙且未再清償債務。

問：甲、乙所為如何論罪？（25 分） 

四、甲以駕駛計程車為業，因不慎於載客時輾斃行人，經法院判處 5 個月有期徒刑確定，

並依刑法規定易服社會勞動，於 2014 年 2 月執行完畢。甲旋即失業，於友人介紹

下，居中介紹竊車集團與二手車行之贓車買賣以維生，惟 2014 年 5 月即為警所獲。

試問甲後犯之罪有無刑法第 2 條第 1 項從舊從輕原則之適用？（15 分）又是否構成

累犯？（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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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調查工作組、移民行政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14120-14620 

24120 

56120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分） 

中央銀行公布今年（104年）第 1季本國銀行營運績效，每位行員年化貢獻度總

平均 196.52萬元，其中半數銀行行員貢獻獲利超過 200萬元。事實上，每個人在

工作崗位上都有他的責任，也該有他的貢獻，現在你參加國家考試，如果順利上

榜任職，自忖能做出什麼貢獻？請以「貢獻」為題，作文一篇。 

二、公文：（20分） 

試擬交通部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函：自各廉價航空公司開闢臺灣與外國間國際

航線以來，因契約問題與旅客發生紛爭之情事，時有所聞。請重新審核各公司

相關契約是否有違反法規或不盡合理處，以保障旅客權益。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214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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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潘岳雖是美男子，卻無意拈花惹草，對妻子楊氏情深義重，兩人鶼鰈情深。若以一句成語來描
述潘岳夫妻關係，下列何者最不恰當？ 

車笠之盟 舉案齊眉 琴瑟和鳴 比翼連枝 

下列題辭何者不適用於賀壽？ 

福壽雙全 福壽康寧 福壽全歸 福壽天齊 

下列作品歌詠的花卉，配對正確者為何？ 

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溼。一陣風來碧浪翻，珍珠零落難收拾─荷花 

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只因誤識林和靖，惹得詩人說到今─菊花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占春。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牡丹 

移根蟾窟不尋常，枝葉猶如月露香。可笑當年陶靖節，東籬猶殢菊花黃─梅花 

陶淵明〈和郭主簿〉：「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遊閒業，
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
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詩
中陶淵明描述自得其樂的生活，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遊山玩水擺脫塵俗的紛擾 睡醒之後就起身讀書彈琴 

傾聽稚子牙牙學語的聲音 園中摘剩的蔬菜繼續生長 

周容〈小港渡者〉：「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城，命小奚以木簡束書從。時西日沉山，晚
煙縈樹。望城二里許，因問渡者：『尚可得南門開否？』渡者熟視小奚，應曰：『徐行之尚
開也，速進則闔。』予慍為戲。趣行及半，小奚仆，束斷書崩，啼未即起，理書就束而前，
門牡下矣。」根據本文，作者無法順利到達目的地的關鍵原因是： 

方向不辨 體力不繼 天色昏暗 過於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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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調查工作組、移民行政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 

14120-14620 

24120 

56120 

梁惠王曾經向孟子說：「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利用這個機會問梁惠王說：「殺人以梃與刃，
有以異乎？」梁惠王回答說：「無以異也。」孟子又進一步問說：「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梁惠王回答說：「無以異也。」孟子進而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根據文意推理，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孟子認爲人民餓死與施政者無關 

孟子認爲用木杖殺人與用刀子殺人，是没有差異的 

孟子意在引導梁惠王：路邊有人餓死，等同是國君殺了他 

孟子認爲用刀子殺人與因爲施政的結果讓人民餓死，是没有差異的 

林文月《飲膳札記‧台灣肉粽》：「我開始參與家裡的包粽子工作，是在搬回來台灣以後。當
時的我已進入中學，於讀書之餘，也逐漸對女紅烹飪一類家事有些興趣了，但家中一直雇有
兩個女傭，所以也無甚機會進入廚房；惟端午包粽，往往需要勞師動眾，姐妹之中稍長者，
總要被分派擔任一些工作。初時做一些傳遞竹葉一類較次要的工作，待累積三兩年經驗以後，
始得真正學習包裹粽子。家裡人多，母親又往往在佳節分贈這種時鮮給親戚或父親公司裡的
職員，所以每年端午節前三數日開始，家裡就會瀰漫一種帶有竹葉清香而復又濃郁的節日氣
氛。雖然事隔多年，物事已非，只要閉目思往，那種熱鬧景象，乃至於撲鼻襲人的香味，總
依稀可見可聞。」上文所要表達的主旨為何？ 

端午包粽，勞師動眾  學習包粽得歷時三兩年 

借肉粽和端午表達濃厚懷舊之思 學習包粽過程，開啓作者對烹飪的興趣 

「《□□》爲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爲蒙叟之哭泣，《□□》爲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
爲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
泣於《□□□》。王之言曰：『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洩，除紙筆，代喉舌，我千種相思向
誰說？』」（《老殘遊記‧自敘》）文句中的□依序應塡入： 

九歌／漢書／牡丹亭  天問／說苑／石頭記 

離騷／史記／紅樓夢  漁父／新書／山海經 

閱讀下文，回答第 題至第 題： 

  一位將軍在吉普車行駛於崎嶇的路況時仍然能保持合宜的風度，或是皇后在粗心的僕人不小
心把香檳灑在她頸子上時仍能坦然毫無異狀，他們都會因為保有高尚的風度而受敬佩，因為他們
這種更重要的特質超越了暫時的紛亂情形。從某一方面來看，老年人就好像一直都是坐在亂蹦亂
跳的吉普車上或是有湯灑在身上一樣，而有的人就能夠成功地保持了應有的風度。 

  看起來老了常常被認為是一種年齡上失去高尚風度的象徵。如果你從前一度很有吸引力，就
一定會記得是從什麼時候起路人（尤其是異性）對你都不再瞧第二眼了，因此老年人常試圖使自
己看起來比較年輕是不足為奇的。但是企圖使自己看起來年輕，反而不容易面對自己的老相。看
起來年輕一點還算是安全的，但如果行動得像年輕時就有危險了。想要使自己像年輕十歲一樣地
以輕快步子跳上公車，就很可能造成比失去風度更嚴重的後果。有的人說，老了以後某些年輕人
的遊戲，只能用死亡的痛苦代價來換取。 

依據上文內容判斷，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作者贊同老年人想辦法讓自己看起來較實際年齡年輕的做法 

作者認為老年人在行動上保持風度，就可避免不必要的危險 

作者建議老年人使自己年輕的方式，就是面對自己的老相 

作者讚賞有些老年人繼續從事年輕人的遊戲，不考慮結果 

在上述文字中作者對於老年人的看法，可以解讀為： 

人活到老，就學到老  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老驥伏櫪，不減當年  面對老年，坦然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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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憲法第 12 條之秘密通訊自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禁止人民行駛道路時使用行動電話，構成對秘密通訊自由之限制 

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範圍不包括通訊時間、通訊方式之事項 

秘密通訊自由乃隱私權保障之具體樣態之一 

為保障秘密通訊自由，警察機關原則上必須取得檢察官核發之通訊監察書，始得採取通訊監察措施 

2 關於選舉權行使與公民投票之基本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現行法律規定，經褫奪公權者，喪失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資格 

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及政黨門檻規定，因扼殺小黨參政，大法官解釋認為已違反選舉平等原則 

預算、租稅、投資、薪俸及人事事項，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關於限制外國人人身自由保障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暫時收容處分屬於國家主權之行使，並不違反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內政部移民署得逕為暫時收容處分，無須向法院提出聲請裁定許可 

受收容人得對收容處分表示不服，或要求法院審查決定是否予以收容 

外國人受暫時收容已逾越期間，主管機關認為仍有繼續收容之必要時，得作成逕為繼續收容之處分 

4 有關遷徙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國人並未享有隨時入境自由進出我國國境之權利 

主管機關得強制未經許可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出境 

主管機關不得強制在國內設有住所且有戶籍登記之國民出境 

在國內設有住所且有戶籍登記之國民，並未享有隨時入境返國之自由 

5 關於人性尊嚴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種尊嚴為國家所有機關之義務 

國家不得用殘酷、不合乎人道的刑罰來制裁人民 

死刑規定為人性尊嚴之根本剝奪，大法官認屬違憲 

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之判決，若涉及自我羞辱之道歉，係損及人性尊嚴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人民於訴訟中有受公平審判之權 

訴訟程序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所有案件均應給予上訴以尋求救濟之機會 

應確保人民獲得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 

7 依憲法規定，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下列何種措施與此規定之精神有關？ 

 實施就業輔導制度 實施失業保險制度 訂定最低工資制度 訂定基本工時制度 

8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增修條文所稱之社會保險？ 

 勞工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農民保險 存款保險 

9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對下列何種事項得以法律為準則性規定？ 

 擬定課徵稅捐事項  侵害基本權利事項  

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之處置事項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627 號解釋，關於總統之國家機密特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之國家機密特權乃屬行政權之固有權能  

總統依法享有得單獨核定國家機密且永久保密之權限 

總統基於國家機密特權，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對於國家機密事項享有拒絕證言之權 

偵查或審判機關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訊問涉及國家機密事項時，總統應證明其有無妨害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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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關於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統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所謂「最高」係指上下隸屬與指揮監督之關係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故總統得指揮監督行政院 

中央研究院雖隸屬總統府，惟基於行政一體之原則，仍受行政院之監督 

12 關於行政院會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會議之決議係由行政院院長與其他閣員共同決定 

行政院會議僅有向行政院院長提出諮詢之權 

行政院會議得議決各院共同關係之事項 

行政院會議雖屬合議制，但在爭議時，行政院院長有最後決定權 

13 下列何者敘述與司法獨立無關？ 

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法官不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僅受法律拘束 

最高司法機關基於司法自主性，得就審理事項發布規則 

司法機關公布案件件數統計資料 

14 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係以下列何種國際公約，作為其解釋都市更新條例，以闡明人民享有安全、和平與
尊嚴之適足居住環境？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約 

15 上級政府對於下級政府所陳報之事項，加以審查，並作成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力。依地方制度法之
規定，此種情形屬於： 

 備查 通知 核定 查照 

16 下列何者是法律行為？ 

 社員總會決議 催告 拾得遺失物 無主物先占 

17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第 1 項之規定，僱用受僱者幾人以上之雇主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   

5 人 10 人 15 人 30 人 

18 有關我國勞動基準法對於工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工資之給付，應以法定通用貨幣為之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得低於基本工資 

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雇主不按期給付工資者，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給付 

19 下列有關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定型化契約之敘述，何者錯誤？ 

 定型化契約之內容，如有疑義時，應為平等互惠之解釋 

定型化契約條款中，如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消費者應有 30 日以內之合理審閱期 

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者，其牴觸部分無效 

20 關於刑法第 122 條第 1 項之違背職務受賄罪，下列何者錯誤？ 

 本法對於行賄之人亦有處罰規定 行賄之給付包含賄賂與不正利益 

本罪適用之行為主體包含仲裁人 本罪之成立繫諸於是否果然有違背職務行為而定 

21 甲為環保局稽查員，發現某工廠違規排放污水，乃向工廠負責人乙索討新臺幣一萬元封口費，乙為避免停工
損失而交付款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若仍依法予以告發，則甲不成立違背職務受賄罪 

乙係被動付款，仍可成立行賄罪 

甲成立違背職務受賄罪 

乙若未付款，甲仍能成立要求賄賂罪 

22 下列何種財產為法定財產制所無之財產？ 

婚前財產 婚後財產 特有財產 自由處分金 

23 甲為擔保其對乙所負之債務，將其土地一宗移轉所有權於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與乙之行為是讓與擔保，在法律上是有效的 

甲與乙之行為是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其法律效果為無效 

甲不依約清償債務時，乙亦不得為受清償而變賣該土地 

甲使乙取得該土地之所有權，已經超過擔保目的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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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憲法第 20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若於法律解釋時，將此之「人民」解釋為限於「男子」，此

為何種解釋方法之應用？ 

當然解釋 目的解釋 文義解釋 限縮解釋 

25 下列何者並非監察委員之職權？ 

 彈劾法官  糾舉衛生福利部所屬公務員 

彈劾立法委員  糾正國家發展委員會之施政措施 

26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必須符合三要件，下列何者屬於所謂之信賴基礎？ 

 行政機關訂定之法規命令 人民提出之證據 

行政機關訂定之人員管理規定 人民提出之申請 

27 在立法院內，不適用屆期不連續原則者，為下列何種議案？ 

 法律案 條約案 人民請願案 總統之彈劾案 

28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第七屆立法委員之選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立法委員依政黨名單投

票選舉之，各政黨間名額如何分配？ 

 依各政黨所獲政黨選舉票之得票比率平均分配 

依各政黨得票比率加上各選區當選委員總人數平均計算 

由獲得百分之三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 

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 

29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 

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但最高以新臺幤二十萬

元為限 

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30 下列有關法源之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條約之生效要件 

 

 

 

31 John was infected with Ebola virus, and has been _____ to the ward of intensive care. 

assaulted   confined  hedged  entrusted 

32 Most people have trouble breathing at such a high _____. 

altitude  degree   frequency price 

33 Many parents can relate to Robin Williams’ character in “Mrs. Doubtfire,” which helped families _____ the topic of 

divorce. 

attempt impose tackle notify 

34 Taiwan has strongly _____ Chinese obstruction at an academic conference in Portugal and said it has hurt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 

astonished bleached condemned embraced 

35 Souvenir-buying is an _____ part of any trip, an activity we all take part in. Yet almost none of us are any good at it. 

essential elegant initial organic 

36 Although we had told them not to keep us waiting, they made no     to speed up deliveries. 

trial attempt concern progress 

請依下文回答第 37 題至第 40 題： 

Smart, successful, funny, and handsome, Robin Williams   37   to have it all. And yet, today he is dead. 

Apparently, by his own choice. But why? What went wrong? The joy, spontaneity, and humor of Robin Williams likely  

 38   the daily torment he endured in his on-again-off-again struggle with depression. He made us laugh out here, but he 

was in pain in there. Unfortunately, I know that pain. In his death, we have lost one of the most talented and creative 

spirits on the planet. Still, his death by suicide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for us all. It is to remind us that many of us are 

walking a   39   line－smiling on the outside while slowly dying on the inside. I didn’t know Robin personally, so I 

am unable to speak with any certainty as to why he chose to end his life. But I have   40   that kind of torment and 

pain. For years, I, too, struggled with depression. And many days, I still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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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greed entered returned seemed 

38 decorated masked poisoned rejected 

39 clear grey fine sharp 

40 experienced avoided proposed operated 

41 Aesop’s fables are so familiar to many students that they tend to treat them     as “kids’ stuff.” 

auspiciously condescendingly equivocally omnisciently 

42 In the       age, technology isn’t killing courtship. But for many young couples, it’s redefining what romance 

looks like. 

archaic digital medieval pre-natal 

請依下文回答第 43 題至第 46 題： 

People think turkeys are very dumb because they don’t know enough to come in out of the rain. In fact, they’ve been 

known to hold their mouths open during rainstorms and drown! But that’s   43   true of the domesticated turkey. The 

wild turkey is one of nature’s most cunning creatures. Wild turkeys are very wary,   44   mothers with chicks. They 

are rarely seen by humans. They hide in the bushes where their natural coloring makes them just about   45   their 

natural enemies. Unlike the domesticated turkey, the wild bird is a powerful flyer. When it is frightened, the wild turkey 

spreads its five-to six-foot wings and flies away at up to 50 miles per hour. Even on the ground the bird is   46   and 

can run as fast as 25 miles per hour. 

43 completely partly hardly only 

44 especially despite except even 

45 scared of attractive to invisible from confused with 

46 noisy speedy clumsy hand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Britain’s second-largest city, Birmingham, has a new skyline－only it belongs to its Alabama namesake. 

Birmingham City Council distributed 720,000 leaflets that praised residents for exceeding recycling targets, carrying a 

message that read: “Thank You Birmingham.” The message appeared stamped across a photograph of the city’s skyline. 

But the photo was not of Birmingham, England, but of Birmingham, Alabama. 

It’s the second time British officials have mistakenly used images of Birmingham, Alabama. Three lawmakers who 

represent Birmingham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ccidentally used a picture of the U.S. city on their Internet site in 

January. 

“I would have thought the council would take more care,” said Birmingham resident Jon Cooper. “I can’t believe no 

one at the town hall noticed.” 

Britain’s Birmingham is famed for its modernist Bullring shopping mall, with its distinctive metallic curved exterior, 

and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canals, churches, and historical buildings. The Alabama city’s skyline includes the Wachovia 

Tower, University of Alabama buildings, and skyscrapers. 

Officials said the wrong image was selected from an Internet photo archive. “It’s human error,” said Birmingham 

City Council spokesman, Kris Kowalewski. “We accept that the wrong photo was used, but the text and detail contained 

in the leaflet is wholly correct.” 

In Alabama, the Birmingham Reg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didn’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calls for comment.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Two Cities with Different Skylines A Successful Recycling Program for Birmingham 

Birmingham City Council  Leaflets Showing the Wrong Birmingham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uildings probably appeared in Britain’s Birmingham leaflet? 

Bullring shopping mall City Council Parliament Building Wachovia Tower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Birmingham is the largest city in Britain. 

The Birmingham photo came from an Internet archive.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mages of Birmingham, Alabama, were mistakenly used. 

The British Birmingham has many new buildings recently and thus a new skylin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bout the spokesman of Birmingham City Council in Britain is true? 

He did not respond to the report.  

He wasn’t informed that a mistake was made. 

He represented Birmingham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e said that the text in the leaflet was completely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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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 巡 防 人 員 及 移 民 行 政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院書記官、執達員、執行員 
科  目：民法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全一頁 
14130 
14330 
14430 

一、甲向乙以高價購買德國花茶一批，乙保證該批花茶確為德國進口。經查該批花茶產

地並非德國，甚且殘餘農藥、有害人體。請問：甲得向乙主張何權利？（25 分） 

二、甲、乙、丙三人共有鄉下土地一筆，未協議分管。甲、乙長期在外地工作，丙擅自

在該地上興建房屋以供居住。甲、乙對丙得主張何權利？又本件丙是否構成民法第

796 條以下所規定之越界建築？（25 分） 

三、甲盜用其父親乙之印鑑及印鑑證明，私自以乙之名義將乙價值新臺幣 1000 萬元之房

屋一棟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與知情之丙，以擔保甲丙間本金最高 600 萬元之債權。

該抵押權登記後，甲向丙借款 500 萬元。嗣後不久，乙因意外死亡，甲為唯一之繼

承人。乙死亡後，甲又向丙借款 100 萬元。其後清償期屆至，甲無力清償該 600 萬

元債務及 50 萬元利息，請問：該抵押權之效力如何？（25 分） 

四、甲乙結婚育有丙、丁、戊等三名子女，丁出國留學花費甲新臺幣 600 萬元，戊女結

婚時，甲贈與戊當時價值 300 萬元房屋一棟做嫁妝並聲明將來戊不得回娘家再繼承

其遺產，並立有戊之拋棄繼承書為證。後來乙丙因車禍同時死亡，丙遺有兒女 A、

B 二人。設甲死亡時遺有財產價值共 1800 萬元，請問：該遺產應如何繼承？（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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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海 岸 巡 防 人 員 及 移 民 行 政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院書記官、執達員、執行員 
科  目：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全一頁 
14150 
14350 
14450 

一、甲主張乙向其借款新臺幣 30 萬元，約定應於民國 104 年 5 月 15 日返還，但乙屆期

未清償，乃於 104 年 7 月 5 日具狀向 A 地方法院聲請對乙核發支付命令。試問： 
若甲之聲請，並未提出足以釋明借款債權存在之證據，法院應如何處理？（10 分） 
若甲之聲請已符合支付命令聲請要件，A 地方法院乃於 104 年 7 月 6 日對乙核發

支付命令，並於 104 年 7 月 15 日送達乙，且乙未於 20 日之不變期間提出異議，
該支付命令之效力為何？事後，乙可否另對甲提起請求確認前開債權不存在之訴
訟？（15 分） 

二、甲主張其在去年向乙買下 A 屋，價金新臺幣 1000 萬元，業已付清，惟乙不僅尚未
協同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又將 A 屋出賣於惡意之丙，並由丙訴請乙為所有權移轉
登記。試問： 
甲如欲同時對乙和丙起訴，應提起何種訴訟？（5 分） 
甲應對乙丙為何種聲明？（10 分） 
倘若在甲起訴後丙撤回對乙之訴，法院應如何處理甲對乙丙之起訴？（5 分） 
倘若甲在乙丙間的訴訟繫屬於第二審時始欲對乙丙同時起訴，卻誤未將乙列為共

同被告，試問二審法院應如何處理？（5 分） 

三、警員甲持拘票至有毒品前科乙之住處執行拘提時，發現房間內桌上置有毒品之吸食

器，認為乙持有毒品，雖無搜索票且經乙表示反對，仍執意開啟桌子之抽屜，果然
發現海洛因 10 包。乙迫於現實，乃依警員甲之要求補簽搜索同意書附卷。試問： 
本件搜索是否合法？（15 分） 
其因此扣得之海洛因 10 包，可否作為認定乙非法持有第一級毒品有罪之證據？
（10 分） 

四、甲行竊 X 之住宅，適 X 歸來撞見甲在房內取物，乃將甲逮捕送交警局，X 於警局作

成警詢筆錄指證甲後移送檢察署，檢察官訊問甲後，隨即起訴。一審法院審理中，
甲出庭否認竊盜犯行，堅稱尚未進房間，但於法院提示「X 警詢筆錄」時，則表示：
「是 X 亂說」，審理時因 X 傳喚不到，法院認定甲僅爭執該筆錄證明力，乃同意

該筆錄具有證據能力，據以判決甲竊盜犯行成立。一審判決後，甲選任辯護人提出
上訴，上訴理由乃以：甲並未明示同意 X 筆錄有證據能力，及被害人傳喚不到，應
再傳喚，或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規定，而不得直接適用同法第 159 條之 5
規定，試從實務與學理詳論此上訴理由是否有理。（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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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14360 

14460 

一、甲向乙承租房屋，約定租賃期間自民國 103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3 月 31 日止，

租期屆滿應交還房屋，租約並經公證，於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惟甲於租期

屆滿後，並未依約將房屋遷讓返還於乙，乙即於 104 年 5 月 5 日以該公證書為執行

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甲應將房屋遷讓返還，執行法院於 104 年 6 月 6 日前往現場

執行時，發現該房屋現由甲於 104 年 1 月 1 日起轉租於第三人丙占有使用中，執行

法院應如何處理？（25分） 

二、強制執行法第 59條對於查封物保管方法之規定為何？（20分） 

三、債權人甲以假扣押裁定，聲請對於債務人乙之財產為假扣押，執行無效果，甲即聲

請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 20 條之規定，命乙報告財產狀況，執行法院應如何處

理？（25分） 

四、執行法院因債權人甲之聲請，查封拍賣債務人乙所有之土地及建物，拍賣條件定為

分別標價、合併拍賣，土地及建物之底價各定為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應買人

丙僅出總價 220 萬元，未列分筆價額；應買人丁則列分筆價額土地 115 萬元、建物

110 萬元，但合計總價為 240 萬元；應買人戊則出價土地 170 萬元、建物 90 萬元，

合計總價 260 萬元。請就丙、丁、戊投標應買行為之效力，說明執行法院應如何決

標？學說上如有不同意見，亦請併加申論。（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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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14140-14340 
14540-14640 

一、甲任職 A 監獄管理員多年，乙曾為 A 監獄之受刑收容人，與甲甚為熟識。乙之友人

丙因案被判刑確定，即將入 A 監獄服刑，遂透過乙邀請甲共同飲宴，席間經乙介紹丙

即將入獄服刑，丙贈送給甲二瓶總價值新臺幣 5000 元之限量高粱酒，並拜託甲幫忙

在獄中多加照顧以及未來能夾帶香菸供其吸食。甲應允，並教導丙入監後在收容人基

本資料卡中填寫具有「廚房炊事」資格，以便其推薦丙至炊場擔任雜役。丙入監後，

甲果然推薦丙擔任炊場雜役，並多次為丙夾帶香菸。試分析甲、乙、丙可能涉及之刑

事責任。（25 分） 

二、甲、乙二人為好友，甲提議與乙交換性伴侶，欲與乙之女友丙性交。乙應允，遂於

某晚約好三人共同飲酒，待丙不勝酒力後，乙離開讓甲好辦事。甲得逞，丙驚醒後

崩潰大哭，並企圖割腕自殺，但未成功。一週後，丙仍無法忘記痛苦，於汽車旅館

內燒炭自殺身亡。試問甲、乙之行為成立何罪？（25 分） 

三、某醫學系剛畢業的學生甲於山野踏青時驚見樹林中乙橫躺地上，胸中兀自插著一把

刀，血流不止，不省人事。甲急就其所學所能，為乙急救。正當甲全神貫注急救時，

另一山友丙路過見之，其以為滿身血污的甲正在虐殺乙，遂隨手拾起直徑約 8 cm
之枯樹枝，躡足掩至甲之身後，奮力揮擊甲，甲驚覺之，已然不及閃避，本能地舉

雙臂擋之。甲右臂骨應聲而斷，身體因作用力之故，而向一側傾倒，正好壓往乙胸

口上的刀把，致令刀切斷動脈，乙當場死亡。試問丙之罪責。（25 分） 

四、幫派分子丙預謀殺意，攜制式手槍闖入甲的藏身住處，以槍制住甲及其意外到訪的

女友乙，令二人不敢妄動。丙以非預期在場的乙之生命為威脅，喝令甲將黑吃黑的

黃金繳還幫派。乙害怕而哀求。甲心繫乙的安危，遂允諾帶領丙至鄉間田埂旁無主

的土地公小祠藏匿處取回黃金作為交換乙平安自由的條件，否則玉石俱焚、一拍兩

散。丙為求慎重，遂電請完全知其計畫的同幫派分子丁協助看管乙。丁允諾到場協

助，二人共同將乙手腳捆綁後，甲、丙二人則離去，前往藏匿處所取回黃金。為求儘

速取回黃金，兼為不屑，丙逕自破壞土地公神龕。丙取回黃金後，通知丁釋放乙，丁

鬆綁乙一手後，任令其自行解綁，丁自行離去，丙則於藏匿黃金處所，依計畫將甲擊

斃，進而在甲手腳綁上石頭，丟棄於蓮花潭內後離去。試問丙、丁的罪責。（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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