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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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錯別字的是： 
不脛而走／目不暇給／分道揚鑣 大放厥詞／老驥伏壢／青雲直上 
大塊朵頤／杯盤狼藉／臥薪嘗膽 暮鼓晨鐘／瑕不掩瑜／功虧一潰 

2 下列選項，沒有錯別字的是： 
時過境牽 抑人鼻息 蕩然無存 因時治宜 

3 下列選項句子中的「見」字，何者表示「被動」之意？ 
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 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4 下列選項中的詞語，那一組意思最為相近？ 
戕害／魚肉／懲治 落暉／殘照／斜陽 緜惙／病篤／失恃 尺素／書函／尺寸 

5 下列引號內詞語用法何者正確？ 
政論節目討論公共議題，經常「臧否」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 
感謝您的款待，改日由我作東，邀請您到「府上」餐敘 
球員雖盡了全力，無奈對手太強，徒留令人「齒冷」的結局 
賣家應秉持誠信，行銷時童叟無欺，話不「投機」方能取信於人 

6 身為公僕應奉公守法，「不忮不求」。「不忮不求」意指？ 
不嫉妒，不貪求 不貪心，不奢求 不羨慕，不強求 不發怒，不苛求 

7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他出身貧寒，卻始終自我惕勵，真是「履險如夷」的人 
跨年晚會，人潮湧動，氣氛熱烈，真令人感到「摩頂放踵」 
大家「眾口鑠金」地關心時事，一個個儼然都成了政論家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有與世浮沉、「心為形役」之歎 

8 「由於忍受不了□□□□的日子，他結束逃亡，主動向警方投案」。衡諸前後文意，□□□□裡最適合填入

的成語是： 
臥薪嘗膽 鐘鼎山林 米珠薪桂 風聲鶴唳 

9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為搶購最新手機，人龍從早到晚「不絕如縷」 
他待人寬厚、「古道熱腸」，殊為難得 
臺北房價居高不下，市民要想「求田問舍」，難如登天 
時序入冬，寒流來襲，行人都掩口疾走，「噤若寒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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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看著我費了一個月所畫的油畫，雖然不成熟，但也樸拙可愛。我越看越是滿意喜歡，若有人要以千金購買

我這幅畫，我也不賣！」上文最適合用下列那一成語來說明？ 
抱殘守缺 愛惜羽毛 膠柱鼓瑟 敝帚自珍 

11 依據「法律統一用字表」，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名詞用「僱」，動詞用「雇」 名詞用「畫」，動詞用「劃」 
名詞用「記錄」，動詞用「紀錄」 對法院用「申請」，對行政機關用「聲請」 

12 若交通部發文給考選部，應用何種期望及目的語？ 
請鑒核 希備查 請查照 請照辦 

13 下列公文表達期望及目的用語，何者不宜用於上行文？ 
請惠允見復 請核示 請核備 請鑒核 

14 總統對立法院行文時，使用的公文類別是： 
函 咨 呈 令 

15 某動物保護協會行文給臺北市動物保護處，詢問本年度流浪動物絕育補助計畫，應用何種公文？ 
令 函 呈 咨 

16 「函」的結構分為主旨、說明與辦法三段。其中「辦法」可依內容改為何種名稱？ 
依據 建議 經過 正本 

17 任職縣政府的陳大可回覆王議員來函詢問公事的電子郵件，下列提稱語何者正確？ 
王議員「鈞鑒」 王議員「禮鑒」 王議員「青覽」 王議員「收覽」 

18 下列選項中，用於「祝壽」的題辭當為： 
一朝千古 弄璋之喜 星輝南極 宜室宜家 

19 下列文句中的稱謂用法，何者最正確？ 
這對「賢昆玉」相敬如賓，恩愛有加 
我們「賢喬梓」一定會好好回報您的大恩大德 
「先嚴」常勉勵我們，做人要品性端正、志節高尚 
「貴弟」學成歸國後，應該也會到您自家公司任職吧 

20 小明張貼完上聯「一簾煙雨詩中畫」後，卻不知下聯。請在下列選項，幫他找出最適合的下聯： 
半榻琴書醉裡仙 萬仞江山付扁舟 千秋偉業笑談中 百年好合喜並蒂 

21 某甲欲寫信給同學，信中適合使用的「提稱語」是： 
硯右 膝下 青覽 函丈 

22 下列選項何者不適合作為祝賀婚禮之辭？ 
琴瑟友之 雀屏中選 鳳凰于飛 宜室宜家 

23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是「人要衣裝就好像佛要金裝」的意思。下列何者用法相同？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官大有險，樹大招風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4 「一日的時光其實是一段完美具足的生命，每一剎那都自有其美麗。然而，強燈奪走了暮色，那沉潛安靜的

時分，那鳥歸巢獸返穴的莊嚴行列，在今天這個時代，全都遭人註銷，化為明燦的森嚴的厲光。」下列選項

何者較接近本段文意？ 
人們應像鳥獸一般，遵循大自然的節奏與規律 黃昏是種美學，是一日之間最完美圓滿的總結 
傍晚時分那份沉潛安靜的特質，已遭強燈註銷 現代人應回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型態 

25 陸游詩：「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下列最接近詩中旨意

的選項是： 
知識浩瀚無邊 活到老學到老 為學重在實踐 思考學習並重 

26 劉長卿〈彈琴〉：「泠泠七絃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此詩所表達的意思，與下列何

者最接近？ 
貴古賤今 鐘鼎山林 一廂情願 曲高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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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梁啟超〈學問的趣味〉：「學問的趣味，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句話我不能回答。凡趣味總要自己領略，自己

未曾領略得到時，旁人沒法子告訴你。」此段文意主要表達： 
好讀書，不求甚解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為學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28 下列詩詞何者最能展現作者內心的平和寧靜？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29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下列何者與本文的主張相符合？ 
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 

30 下列選項中，與中國傳統節慶有關的描述何者正確？ 
中秋節：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清明節：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端午節：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七夕：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31 宗教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百姓的欲望，而是為了讓人明白欲望的限制，進而解除欲望對人的桎梏。欲望

是無底洞，我們既不能否定它，便只好轉化它，使它成為提升心靈的動力。關於本文意涵，下列選項何者正

確？ 
欲望代表貪婪妄求，應以宗教剷除之 宗教以有求必應作為訴求，解民倒懸 
以宗教修為否定欲望，便能提升心靈 欲望是無底洞，正是欲望對人的桎梏 

32 「青史上你留下一片潔白，朝朝暮暮你行吟在楚澤。江魚吞食了二千多年，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但丁

荷馬和魏吉的史詩，怎撼動你那悲壯的   ？你的死就是你的不死：你一直活到千秋萬世！」按本詩內容

推敲，「   」最適宜填入： 
楚辭 春秋 短歌行 赤壁賦 

33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

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下列選項何者與此詩旨意相近？ 
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34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謂世再無知音，乃破琴絕絃，終身不復

鼓琴。下列成語何者不是出自這篇文章？ 
高山流水 伯牙絕絃 知音難遇 泰山北斗 

35 承上題，下列人物交往組合，符合此篇文旨的是： 
周瑜／諸葛亮 管仲／鮑叔牙 曹操／楊修 管寧／華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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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岌岌可危」常用來形容情勢十分危險，下列成語涵意相近的是： 
穩若泰山 危如累卵 安若磐石 千鈞一髮 臨危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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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引號中的詞語，何者使用適當？ 
我們要「躬逢其境」，站在對方立場思考 
總經理「殫精竭慮」為公司擘劃營運藍圖 
父母對於子女的恩情，真是「昊天罔極」 
警察見義勇為的精神，值得「上行下效」 
「撙節公帑」是公務員應養成的良好習慣 

38 「現代網路充斥著大量的訊息，而一般人往往盲從，聽到什麼或看到什麼，就信以為真，不去求證事實的真

相，造成很多似是而非的輿論。」與上文意思相近的選項是： 
曾參殺人 眾口鑠金 瓜田李下 三人成虎 桃李成蹊 

39 下列成語可用於形容「政務繁忙，工作辛苦」的是： 
循名責實 日理萬機 面授機宜 奉公守法 宵衣旰食 

40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這場決賽，由於挑戰者實力超強，迫使衛冕隊「鎩羽而歸」 
我們合唱團此次公演非常成功，而我僅是「濫竽充數」罷了 
失智卻未失能的長者應納入長照範圍，否則恐成「漏網之魚」 
他們兩家雖多年比鄰而居，但常發生糾紛，真是「禍起蕭牆」 
因為投資失利，他積欠大筆借款無力償還，只得「鋌而走險」 

41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做人定要光明正大，不能以「鬼蜮伎倆」去害人 
這篇小說真是「裝神弄鬼」，難怪奪下文學首獎 
那幫人真正叫做「牛鬼蛇神」，我可是領教過的 
困難之事竟「鬼使神差」順利解決了，真得謝天 
兒女「各懷鬼胎」，想讓媽媽過個難忘的母親節 

42 題辭在社交場合應用很廣，若為慶賀師長榮獲師鐸獎，可以使用： 
功著杏林 作育菁莪 志存開濟 洙泗高風 敷教明倫 

43 周敦頤〈愛蓮說〉：「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

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陶」指陶潛  眾人皆醉我獨醒 
文意流露悲痛之心  恰當地追求富貴是合宜的 
表現作者對高尚品格之追求 

44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

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下列敘述，符合上文

意思的是： 
曹操因形陋而自慚  曹操生性畏怯多疑 
曹操持刀英氣難掩  匈奴使者頗具慧眼 
匈奴使者招降納叛 

45 「聖賢之學，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斯

言學非辯問，無以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辯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請

根據文意，選出正確的選項： 
聖賢之學，可以做為求取溫飽的工具 
期望聖賢之學有成，必須日積月累地學習 
學習過程若不向人求教，就不能啟發智慧 
學者所至罕發一言，是因為不屑教誨也是一種教誨 
文中有關問辯的主張與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的精神相符 



類科名稱：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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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試題代號：23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各類科

單選題數：35題(第1~3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A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C A B A A D D B D

B A B B B A C C A

A B C C C D C C D A

D A D B BD BCE ABD BE ABE

ACD BDE AE ACD BCE

C

B

複選題數：10題(第36~45題) 複選每題配分：3.00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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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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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五等考試 
類 科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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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 
頁次：4－1 

1 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或性傾向，在教學、考試或獎懲上給予差別待遇，這是基於下列何種法律之規定？ 
民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國民教育法 

2 學者研究芬蘭老年照顧政策發現：該國自 1993 年起老年照護機構明顯減量，呈現老年照顧「去機構化」
之特色，改以結合家人和專業照護力量，共同幫助社區的居家老人，且由政府提供家事服務、喘息服務
等相關福利措施。下列那一項概念最足以用來說明上述（芬蘭）轉變後的政策？ 
在地老化 全球照顧鏈 家務勞動平權化 再生產勞動有報酬 

3 不同文化透過接觸與交流，會促使該文化逐漸產生變化。例如：西方的速食漢堡傳入慣用米食的東方世
界後，發展出米漢堡的產品。下列何者可用來說明上述情況？ 
在地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反全球化 同化現象 

4 公民社會是指在民主國家中，人民自發性的由下而上建構而成的社會，主要在參與和監督公共事務，並
影響政府的決策。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公民社會的概念？ 
勞工團體舉行秋鬥大遊行，提倡社會正義，呼籲政府照顧勞工族群 
立法院初審通過刪除民法中規定債權人得向債務人配偶追債的權利 
同志伴侶為了爭取結婚權而告上法庭，高等行政法院考慮聲請釋憲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國民幸福指數」草案，以量化國人的生活幸福程度 

5 米德認為自我在成長的過程，在各個不同階段都存在對自我具特別影響的人，也是個體行為時的模仿對
象。米德將這些人稱之為何？ 
假想觀眾 重要他人 概括化他人 個人傳奇 

6 大雄的爸爸今年被總統提名為司法院大法官人選，依照我國憲法規定，大雄的爸爸還必須經過下列那一
機關行使同意權？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監察院 

7 根據民國 94 年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有關修改憲法程序的描述有那些正確？①立法院提出憲法
修正案 ②行政院提出憲法修正案 ③公告半年後，由國民大會議決 ④公告半年後，由公民投票複決 
①③ ②③ ①④ ②④ 

8 我國於 2001 年啟動政府改造工程，並於 2010 年完成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正，逐步將行政院改造成包含「14
部、8 委員會以及其他 7 個機關」的組織，而此改造工程主要希望達到下列何種功效？ 
擴充政府職能，提升人民施政滿意 劃分機關權限，實現權能區分理想 
精簡組織架構，提升政府服務效能 減少國家干預，朝向「小政府」發展 

9 某選舉制度係採「各政黨先依其政黨得票率分配到的總席次，先扣除各政黨在區域選舉已當選的席次後，
剩下就是各政黨依政黨得票比例分配的席次。」依上所述推判，該選舉制度應為下列何者？ 
法國的兩輪投票制  比利時的比例代表制 
日本的並立式混合投票制 德國的聯立式混合投票制 

10 各國政府通常會立法保障勞工的最低工資，以避免勞工受資本家剝削，對此說法下列何者應會反對此種
主張？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新保守主義 法西斯主義 

11 許多美洲國家常會仿效美國採用「總統制」。下列關於美國總統制特色的敘述，何者正確？ 
國會大選獲勝的政黨，其領導人依法成為總統 
元首名稱是否為「總統」是總統制的判別標準 
國會對於總統的人事任命權，均無權過問 
總統若覺法案窒礙難行，可以行使「覆議（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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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方各式民主政治理論的形成與演進，皆有其歷史情境與時代脈絡，各式民主理論的發展更加豐富了民
主的內涵與實踐的意義。下列何者最接近「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論？ 
強調公開討論、理性溝通的公平過程，以形成合理的共識與公共政策 
民主政治是一種選擇領導者、產生行政首長或民意代表的過程，並使公共政策合法化的程序，決策者

是一群政治菁英 
公民可組成各種團體，追求共同的利益，並且讓各種不同社會勢力互動，使民主政治成為多元政體 
人都是理性且平等，每位公民均能積極、理性的參與政治，政治亦可提高人民的政治美德與能力 

13 我國人民可藉由各種定期的公職人員選舉，發揮自己對政治事務的影響力。下列何者是由人民直接投票
選舉產生的？ 
正副總統、考試院院長  臺北市市長、大安區區長 
立法院院長、立法委員  彰化縣議員、埔鹽鄉鄉長 

14 政府為提升我國公共衛生與防疫效能，專業思考關切全球共同衛生課題，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在 2009
年獲得邀請，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下列那一項國際組織？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世界貿易組織 WTO 
世界衛生大會 WHA  國際紅十字會 IFRC 

15 某一廣播電台傳來以下的呼籲：「各位聽眾！明天要投票了，投票時要記得帶：①印章 ②戶口名簿 
③投票通知單 ④國民身分證。」若依我國相關法令規定，投票人要順利進行投票行為，上述何項是一定
必須攜帶的？ 
① ② ③ ④ 

16 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指出，大學生只要受教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受到侵害，無論是否為退學或類似的處分，
依法都可向法院尋求救濟，有別於過去釋字第 382 號解釋中認為須受退學或類似之處分才得提起訴訟之
見解。依釋字第 684 號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尊重大學自治，司法無介入之權限 現行特別權力關係下對國家尚無訴訟權 
訴訟權不得因具有學生身分而產生不合理限制 法院得以就教師及學校的專業進行審查 

17 我國刑法對於刑事責任能力的規定，主要依據行為人的年齡、精神狀態及生理狀態而決定，分為「無責
任能力」、「限制責任能力」及「完全責任能力」。下列那些情形屬於同一種責任能力？①未滿 14 歲 
②滿 80 歲 ③瘖啞人 ④年滿 18 歲未滿 80 歲且行為時精神正常 
①② ②③ ②④ ③④ 

18 「一事不再理」原則係指對於已經起訴的案件，當事人不得在訴訟進行中再行提起訴訟；或經判決確定
者，法院亦不得再予審理。下列何者為此一原則的主要目的？ 
減輕法院負擔  限制法院審理範圍僅限當事人請求內容 
降低人民在繁複的訴訟過程中訴訟之煩累 避免法院重複審理而產生裁判矛盾情形 

19 土地法規定，土地登記如有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須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才可更正。但土
地登記規則卻規定，登記機關可自行判定並完成更正。依上所述判斷，其可能違反下列何項行政法的原
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禁止恣意原則 憲法保留原則 

20 上課時老師指定同學閱讀一本已公開發表之課外讀物，小明到圖書館翻閱後，決定影印其中幾頁帶回家
閱讀，小華則從圖書館把書借出來後，請影印店影印一整份。針對上述案例，若依據我國相關法律之規
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明和小華的行為都違反著作權法 小明侵害的權利是屬於著作財產權中的「重製權」 
小華僅須負擔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無刑責 有無違法的關鍵在於是否符合「合理使用」原則 

21 春嬌因販毒遭判刑 15 年入監服刑，老公志明認為夫妻為此分居逾十年，已難再共同經營夫妻生活，因此向
法院訴請離婚。法院審理後認為，春嬌長期在監服刑，客觀上已達動搖夫妻的共同生活，致夫妻喪失維持
婚姻的意願，故判准二人離婚。關於志明和春嬌的案例，若依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志明和春嬌的離婚方式，稱為兩願離婚 
志明和春嬌的案例，僅志明有資格請求離婚 
上述離婚訴訟，於起訴前，應先經律師調解，調解不成，才進入訴訟程序 
志明和春嬌的離婚案，經法院判決確定後，須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才能生效 

22 智雄向經濟部申請公司執照，經濟部依據公司法規定審查後通過其申請案。經濟部的作為屬於行政程序
法中那種行為？ 
行政救濟 行政指導 行政計畫 行政處分 

23 新聞報導：「繼櫻花蝦、吻仔魚、飛魚卵等海洋生物每年有特定禁捕期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公
告自 2013 年起實施，每年六月禁止漁民在臺灣東北海域捕撈鯖魚。」上述訂定禁捕期的做法，最適合從
下列何種觀點解釋？ 
國家以保證價格方式進行政府干預，解決經濟誘因不足問題 
政府以行使公權力的方式，減緩漁業資源共有財悲劇的困境 
漁民屬相對經濟弱勢，基於社會正義政府得以差別待遇保護 
政府限制個人利益，以降低漁業資源捕撈的「搭便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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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某學者主張：刑罰的目的在於嚇阻潛在的犯罪行為人，殺雞儆猴使民眾不敢心存僥倖，以預防更多的犯
罪。該學者的主張屬於下列何種刑罰理論？ 
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應報理論 綜合理論 

25 行政院發布施行「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新法，規定未來就讀進修學校逾廿八歲者不得緩徵。內
政部表示，新法不影響其他就讀正規學制學生及碩、博士生。上述內政部的說法是基於行政法中的何種
原則？①裁量合宜原則 ②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③信賴保護原則 ④誠實信用原則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26 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對於訪問交易的商品，消費者可以在收到商品的「七日」內，無須說明理由退貨。
此一規定，應是對於下列何種原則的限制？ 
誠信原則 過失原則 契約自由 依法行政 

27 如果世界上有甲、乙兩國，兩國未進行貿易之前，甲國國內稻米的均衡價格為每公斤 25 元，乙國則為每
公斤 29 元。若兩國依比較利益進行自由貿易，稻米每公斤的價格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22 元 25 元 27 元 30 元 

28 市場上某一財貨的供給減少且需求增加，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則此一財貨的市場價格會產生什麼變化？ 
下跌 上升 不變 不一定 

29 某經濟學者曾說：「若有 10%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 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 50%的
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 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法律；有 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
冒著絞首的危險。」上文主要在描述下列何種經濟制度？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共產主義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民族主義經濟制度 

30 下圖為春嬌對數位相機的需求曲線，若需求曲線由 D 移至 D1，其原因可能是下列何者？ 
數位相機價格下跌 
數位相機生產技術提升 
春嬌預期未來價格下跌 
春嬌對數位相機的偏好增加 
 
 

31 我國政府制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其中針對持有不到兩年而出售的非自用住宅課徵 10%或 15%的重
稅，政府希望藉此影響自用住宅之市場價格，此政策實施後賣屋者因而減少供給，買屋者則預期未來房
價下跌亦減少需求。若其他條件不變，根據上文所述應有下列何項推論？ 
該政策使自用住宅價格回歸市場機能後必然下跌 
此政策增加自用住宅需求者之交易成本反而使房屋價格上升 
此種課稅為使房屋供給量減少之「皮古稅」並使房屋價格下跌 
房產市場的交易量將因此大幅下降，但房屋價格不必然會下跌 

32 國內生產總值（GDP）可反映一國經濟成長概況，但隨著社會發展，GDP 統計的缺陷也逐漸浮現，下列
何者對 GDP 的解釋符合現況？ 
GDP 未能計算對環境的破壞與影響使 GDP 被低估 
GDP 的成長可顯示經濟現況但無法反映所得分配 
GDP 因為排除未在市場交易之經濟活動而被高估 
GDP 透過市場價值可以展現商品品質改進的效果 

33 我國常因盜採林木或過度開發等而引發土石流等災害，對人民生命與財產造成危害。政府於 1996 年發布
施行「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依法進行特定水土保持區之
劃定與維護工作，以保障人民之生命與財產安全。上述政府的作為是希望透過法令達成下列何種效果？ 
禁止出現搭便車的行為  補償當地居民財產的損失 
讓破壞環境的人付出代價 界定環境權解決外部性問題 

34 政府可用課稅的方式縮小貧富差距，下列何種稅制的訂定可以達成縮小貧富差距的目標？ 
調降營業稅的稅率 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 提高進口貨物的關稅 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 

35 美國因中國對其太陽能電池的補貼政策而實施懲罰性關稅，中國商務部則向某國際組織提起申訴，最後
裁決美國違反該國際組織之相關規定而敗訴。依上所述推判，下列何者亦為該組織運作的事項？ 
該組織提供短期金融援助以支援會員國度過危機 組織內之會員國執行相同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組織透過發行債券取得資金給予開發中國家貸款 基於平等互惠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建立多邊關係 

36 We are delight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to join the summer Youth Camp has been approved. 
 energy  application  passion  knowledge 

37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out that all of my friends had been invited to the Halloween       at Jane’s house last 
weekend. 
 costume  party  day  trick 

0 
數量 

價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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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t is not easy for people to control their       when they are under stress. 
 angel  angle  anger  ankle 

39 If you want to succeed, you must       every opportunity you can get. 
 seize   fade   reject  contain 

40 The homework was easy. I finished it without      . 
 difference  difficulty  action  addition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The Philippines’ most active volcano is showing signs of   41  . Mount Mayon,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hilippines, has been sending huge chunks of lava   42   down its slopes in a gradual eruption that could soon turn 
colossal.  The Philippine Institute of Volcanology and Seismology has warned that a “hazardous eruption” of the 
volcano is possible within just a few weeks. 
Mayon has erupted 50 times in the   43   500 years. An eruption in 1993 caused 79 deaths,   44   subsequent 
eruptions forced thousands of people in nearby villages to evacuate. The most   45   volcanic eruption was in 1813, 
when the entire town of Cagsawa was wiped out. “We are praying that it would not be the worst-case scenario,” said 
Herbie Aguas, mayor Santo Domingo, one of the villages closest to the volcano. 
41  awakening  dying  firing  sleeping 
42  walking  throwing  rolling  driving 
43  almost  exact  future  past 
44  and  so  for  since 
45  contagious  destructive  minimal  marvelou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he World Heritage Centre develops relationships with universities that are committed to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entitled Forum UNESCO-University and Heritage（FUUH）. 

There are two ways to become affiliated to this network:individually or institutionally. Individual affiliation to 
this network is free and simple. Academic staff, researchers, heritage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above Masters level）
may join the network on an individual basis. Individual members receive the FUUH monthly electronic newsletter 
informing them about worldwide news on natural and/or cultural activities. As 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tool, 
FUUH invites individual members to send news about their respective activities, provided that they relate to heritage. 
These items of news are reflected in the next FUUH newsletter, thus providing members instant worldwide 
dissemination and visibility.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is made through the signature of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in which the World Heritage Centre of UNESCO and a University agree to work together in a spirit of 
cooperation to reinforce links between their institutions, and contribute to World Heritage research and knowledge. 

Universities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the World Heritage Centre of UNESCO through signing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an contact the World Heritage Centre. 
46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article? 

 To introduce a global network, FUUH. 
 To promote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To persuade people to interact with their cultures. 
 To inform universities of the importance of signing an MOU.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eople can become an individual member of FUUH network? 
 A freshman stud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university professor who teaches history. 
 A programmer who specializes in network designs. 
 A businessman who owns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48 What does “they” in Paragraph 2 refer to? 
 Newsletters.  Activities. Members.  Institutions. 

49 How can a university become an institutional member of the FUUH network? 
 By doing research on cultural activities.  By signing an agreement with FUUH. 
 By paying a membership fee to FUUH.  By offering courses on natural heritag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an institution affiliated with FUUH? 
 Its visibility is made through individual members in their institutions. 
 It is required by FUUH to contact the World Heritage Centre every year. 
 Its job is to disseminate world heritage information through newsletters. 
 It should do research on and contribute new knowledge to World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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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為法的直接淵源？ 
純粹法學的理論  法務部的法令解釋函文 
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女子不得繼承遺產的地方習慣 

2 歷史派法學家所謂民族精神的產物，屬於下列何種法律分類？ 
繼受法 固有法 成文法 特別法 

3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

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稱為： 
委任 委託 委辦 許可 

4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91 號解釋，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律明確性原則的判別標準？ 
可預見性 可理解性 司法可審查性 符合目的性 

5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法規廢止之原因？ 
同一事項規定於二以上之法規，無分別存在之必要者 
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 
雖因情勢變遷，但仍有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6 對於法律廢止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該法律主管之行政機關逕行公布廢止 
立法院通過後，由立法院直接公布廢止 
立法院通過後，總統公布廢止 
由該法律主管行政機關，報請行政院法規會通過後公告廢止 

7 有關法規名稱及其性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者稱為命令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通則 
專為特定人而制定之法律，稱為處置性法律 
海關進口稅則無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均不屬於法律 

8 法律規定「禁止車輛通行」，係指禁止汽車、貨車而言，嬰兒車雖亦稱為車，但應不在限制之列，此種

法律解釋稱為： 
系統解釋 擴張解釋 縮小解釋 反面解釋 

9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

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

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此項原則稱為： 
從新從優原則 從舊從優原則 和諧適用原則 溯及既往原則 

10 依據法律之成立沿革探求立法者所追求之目的，以立法文獻作為解釋法律之參考，此種法律解釋方式稱

為： 
文理解釋 目的解釋 歷史解釋 邏輯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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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之記過，自記過之日起幾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12 下列何者為公務員懲戒法上的懲戒種類？ 
警告 剝奪、減少退休金 降階 罰勤 

13 行政訴訟法第 295 條規定，假扣押裁定後，尚未提起給付之訴者，應於裁定送達後幾日內提起訴訟，逾

期未提起者，行政法院應依聲請撤銷假扣押之裁定？ 
三日 五日 七日 十日 

14 行政訴訟法第 185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兩造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如於幾個月

內不續行訴訟，視為撤回訴訟？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15 人民與國家間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涉訟者，應該提起下列何種訴訟？ 
撤銷訴訟 課以義務訴訟 一般給付之訴 確認之訴 

16 下列何者在上古時期視為是公民權一部分，但在今日憲政體系則不屬之？ 
納稅 選舉 候選 罷免 

17 下列憲法所規定之人民權利義務，何者非植基於公民的權利義務而來？ 
服兵役 服公職 選舉 信仰自由 

18 下列何者並不單僅本於工作權所衍生而出的保障範圍？ 
選擇職業自由  執業方式選擇之自由 
罷工權  取得職業資格者，其工作方法之選擇 

19 刑法妨害名譽罪章所欲保護的法益乃是個人的名譽，惟刑法並非是為了保護名譽而保護名譽，而是為了

基本人權而保護名譽。下列何項基本人權並非是刑法妨害名譽罪章的授權基礎？ 
財產權 人格權 生存權 工作權 

20 下列有關憲法層次的基本權或法律原理原則之規定，何者並未明文直接規定？ 
表現自由 信仰自由 結社自由 比例原則之過度禁止 

21 下列何者並不屬於行政規則具有行政自我拘束力之要件？ 
須具有實質的授權明確性 須依裁量性準則所為之裁量已形成慣例 
行政慣例係屬行政裁量實現之結果 須有合於行政目的之裁量性準則 

22 下列何者屬於狹義的比例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過度禁止原則 

23 若允許警察於深夜在漫長的屏鵝公路上執行臨檢業務，無差別強制酒測與車輛行李箱之搜查，以遏止飆

車肇事與走私之現象，則此業已違反下列何一原則？ 
誠信原則 保護禁止不足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4 最高行政法院民國 90 年曾認為當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 條汽車所有人須繳清違規罰鍰始得換發汽車行

照之規定，以目的與手段間欠缺實質上之關聯而違反下列那一原則？ 
行政一體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5 某大學徵聘具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級以上之教職，惟該校教評委員形成共識，以曾畢業於該校而領有歐

美博士學位資格者為優先考量，此一共識違反下列那一原則？ 
明確性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必要性原則 

26 在交通事故發生過程中，加害人有不當的肇事行為導致被害人當場死亡時，加害人須擔負民事賠償責任。

下列何者不在民事賠償責任範圍內？ 
殯葬費用  對第三人之法定扶養費  
精神慰撫金  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賠償 

27 公務員甲酒醉駕車並闖紅燈，被警察攔下來後，酒測值超過 0.25 毫克/公升，試問甲必須負擔何種法律責

任？ 
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 民事責任與懲戒責任 民事責任與懲處責任 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 

28 行為人透過 Line 或其他網路社群謾罵特定或不特定人之網路霸凌行為，行為人不須負何項法律責任？ 
民法侵權行為責任 個人資料保護法責任 刑法公然侮辱罪責任 刑法誹謗罪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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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關上訴審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二審上訴程序原則上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例外許可提出（例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 
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臺幣二百萬元者，不得上訴 
上訴人僅得以第二審判決違背法令為其不服之理由上訴第三審 
第三審法院，應以原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 

30 關於財產權起訴之裁判費計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部分，徵收二千元  
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逾新臺幣十萬元至一百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一百元 
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至一千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九十元 
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每萬元徵收八十元 

31 下列關於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之敘述，何者錯誤？ 
消滅時效因障礙事由的發生，有中斷或不完成之問題；除斥期間不發生中斷或不完成之問題 
消滅時效完成後當事人得拋棄時效利益；除斥期間經過後形成權當然消滅，無期間利益拋棄 
消滅時效完成後請求權不消滅，當事人得提出抗辯；除斥期間經過後形成權消滅，法院得依職權作為

裁判資料 
消滅時效自權利成立時起算；除斥期間自權利可行使時起算 

32 下列關於無權代理與無權處分之敘述，何者錯誤？ 
無權代理係以本人名義所為之代理行為；無權處分係以權利人名義所為之處分行為 
無權代理經本人承認後，始生效力；無權處分經有權利人承認後，始生效力 
無權代理之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兩者皆效力未定；無權處分之債權行為有效，物權行為效力未定 
無權代理經本人承認後，效力歸屬於本人；無權處分經有權利人承認後，效力直接歸屬於無處分權人 

33 消費者購買到瑕疵之商品時，對於商品之出賣人不得主張何項權利？ 
解除契約  請求減少價金  
另行交付無瑕疵之商品  另行交付其他品項之商品 

34 因為航空公司空服員罷工事件導致旅行社將歐洲旅遊行程變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減少之費用應退還於旅客 
增加之費用不得向旅客收取 
旅客不同意行程變更者，得解除契約 
旅客得請求旅遊營業人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 

35 下列何者不屬於二胎優先於一胎（後順序抵押權人優先於前順序抵押權人）之情形？  
承攬人抵押權 抵押權次序讓與 流抵契約 抵押權次序變更 

36 下列何者不是遺失物拾得人之權利？ 
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三 遺失物留置權 
保管費用請求權  遺失物取得權 

37 下列何項情形，法院不得因妻之請求，宣告將法定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 
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三個月時 
夫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時 
夫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時 
夫因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 

38 甲死亡後留有遺產新臺幣（下同）600 萬元但也負債 400 萬元，其繼承人有子女乙、丙兩人。甲生前曾因

乙之分居贈與 60 萬元，並立有遺囑對丁遺贈 12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計算應繼遺產時，應先扣除債務額 
甲之應繼遺產為 260 萬元 
乙、丙如按應繼分之分配各得 70 萬元及 130 萬元 
甲生前立遺囑對丁遺贈 120 萬元，侵害乙、丙之特留分，乙、丙得行使扣減權 

39 下列何者非刑法上之公務員？ 
公立醫院聘用而不任主管職之醫師 部隊中負責情報之軍官 
公立學校校長  直轄市之區長 



代號：4301
頁次：4－4 

40 下列何種非重傷害結果？ 
毀敗一目之視能 毀敗生殖機能 嚴重減損味能 略損語能 

41 下列何者不構成犯罪？ 
著手於殺人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 著手於竊盜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 
著手於強制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 著手於猥褻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 

42 下列有關沒收之規定，何者正確？ 
違禁物以屬於犯罪人為限，得沒收之 
供犯罪預備之物若屬於第三人所有，而由第三人提供犯罪人者，不得沒收 
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犯罪利得之第三人財產，亦得沒收 
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仍得宣告沒收 

43 下列何者非受賄罪之構成要件行為？ 
要求賄賂 交付賄賂 期約賄賂 收受賄賂 

44 下列何者不構成貪污治罪條例之刑責？ 
竊取公有器材者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公務員對於訴訟事件，明知不應受理而受理者 
徵用土地而從中舞弊者 

45 下列何者非財產來源不明罪之構成要件要素？ 
公務員現為受賄罪之被告 
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

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 
公務員曾經收受他人不當餽贈而紀錄不良 
檢察官命公務員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公務員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者 

46 下列有關貪污治罪條例行賄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向公務員交付賄賂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向公務員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行賄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均依貪污治罪條例處罰 
對於香港之公務員給予饋贈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47 下列有關貪污罪自首及自白之規定，何者錯誤？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減輕其刑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48 下列何者非刑法第 230 條妨害風化罪之適格告訴人？ 
本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配偶 
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本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49 下列何者不屬於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所應遵守或履行之事項？ 
立悔過書  登報道歉  
完成戒癮治療  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50 下列有關沒收特別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判決宣示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 
法院對於參與沒收程序之聲請，於裁定前應通知聲請人、本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予

其陳述意見之機會 
法院認為聲請參與沒收程序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

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行協商程序之案件，經法院裁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者，適用通常程序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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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部分 
1 訴訟代理人之訴訟行為，下列何者須受特別委任，方得為之？ 
收受訴訟文書之送達 上訴 自認 抗告 

2 甲聲請依督促程序對乙發支付命令，乙在支付命令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並未向發命令之法院提出異
議，甲即對乙聲請強制執行。下列敘述，何者與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相符？ 
支付命令之救濟僅適用再審程序 
支付命令不得為執行名義 
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無同一之效力 
在執行程序中債務人不得提起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 

3 下列關於特別代理人之敘述，何者與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不符？ 
對於無訴訟能力人之被告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得由該被

告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 
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

得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 
特別代理人不得為捨棄、認諾、撤回或和解 
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 

4 下列關於選定當事人之敘述，何者與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不符？ 
訴訟當事人之選定，應以文書證之 
經選定訴訟當事人後，其他當事人脫離訴訟 
限制被選定人為捨棄、認諾、撤回或和解之訴訟行為，其效力及於他選定人 
允許共同利益人分組選定不同之訴訟當事人 

5 下列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敘述，何者與民事訴訟法規定不符？ 
勝訴人之行為，非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法院得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 
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法院得命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

或一部 
勝訴人不於適當時期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法院得命該勝訴當事人負擔因其延滯而生之訴訟費用 
共同訴訟人中有專為自己之利益而為訴訟行為者，應由該當事人負擔因此所生之費用 

6 下列關於聲請回復原狀之敘述，何者與民事訴訟法規定相符？ 
當事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遲誤不變期間，得於其原因消滅後 20 日內聲請回復原狀 
當事人未變更應為送達之處所，法院誤認為已變更而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得於法定期間內聲請回復原狀 
因籌措上訴裁判費，致逾上訴期間，得聲請回復原狀 
因聽親友之勸阻，未即提起上訴，致逾上訴期間，得聲請回復原狀 

7 下列何者非為訴訟程序當然停止之原因？ 
受託人之信託任務終了者 
本於一定資格，以自己名義，為他人任訴訟當事人之人，喪失其資格或死亡者 
訴訟之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 
當事人因受破產之宣告者 

8 民事訴訟法關於審判長指揮言詞辯論規定，下列何者審判長不得為之？ 
禁止當事人直接發問 
參與言詞辯論之法官變更時，審判長命當事人陳述以前辯論之要領 
於受訴法院外調查證據者，審判長命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陳述其調查證據之結果 
因律師言語行動不當，審判長對之為看管之處分 

9 關於小額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兩造同意或證據調查費時，法院得不調查證據，而審酌一切情況，認定事實，為公平之審判 
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得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 
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於當事人有爭執事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對於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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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第三審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得聲請第二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上訴所得受之利益金額為 2 百萬元者，得提起第三審上訴 
上訴狀內未記載上訴理由者，法院應命上訴人補正 

11 下列何者得作為提起再審之訴之理由？ 
確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 
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 
訴訟程序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 
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 

12 家事事件法第 3 條所定甲類或乙類家事訴訟事件所為確定之終局判決，對第三人亦有效力，惟第三人非
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於該訴訟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未參加訴訟，第三人如何尋求救濟？ 
對該確定判決聲明異議 
對該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得請求撤銷對其不利部分之確定終局判決，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之規定 
法無救濟之明文 

13 下列關於公示送達之敘述，何者錯誤？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得聲請公示送達 
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得聲請公示送達 
於外國為送達，不能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者，得

聲請公示送達 
法院僅得依當事人之聲請為公示送達，不得依職權為之 

14 送達，不能於送達處所會晤本人行之，亦不能於送達處所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
而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
營業所或其他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此種寄存送達，
自寄存之日起，經過多久期間，發生效力？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15 坐落在臺中之 A 地，為住所設在彰化之甲與住所設在南投之乙所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因協
議分割不成，甲乃列乙為被告，起訴請求裁判分割 A 地。請問本件訴訟之管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臺中地方法院與南投地方法院俱有管轄權 
甲、乙得合意定彰化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甲向彰化地方法院起訴，乙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言詞辯論，則以彰化地方法院為有管轄權法院 
甲向彰化地方法院起訴，法院以無管轄權裁定移送南投地方法院，南投地方法院應再更移送臺中地方法院 

16 下列事件，何者屬家事訴訟事件？ 
撤銷收養事件  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 
因婚姻無效、撤銷婚姻或離婚之給與贍養費事件 夫妻同居事件 

17 下列有關自認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列乙為被告，起訴請求返還借款，言詞辯論中，乙承認與甲有借款關係存在，但該筆借款已經清償，

則乙之行為屬於擬制自認 
基於言詞審理主義，當事人在準備書狀中所為之自認，法院不得加以斟酌 
當事人所為之自認，一律不得加以撤銷 
關於訴訟上自認及不爭執事實之效力之規定，在撤銷婚姻之訴，於構成撤銷婚姻之原因、事實，不適用之 

18 下列關於訴之撤回之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處分權主義，原告起訴後得任意撤回其訴，無庸得被告同意 
原告與被告在庭外成立撤回起訴之合意，仍須以法定程式向法院行之，始生撤回之效力 
本訴經撤回後，反訴即失所附麗，亦應視為撤回 
原告於本案終局判決後將訴撤回者，基於一事不再理，原告與被告均不得再提起同一之訴 

19 A 地為甲、乙、丙三人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土地價值新臺幣（下同）1200 萬元，因協議分
割不成，甲列乙、丙二人為共同被告，起訴請求裁判分割 A 地。請問本件訴訟法院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應以下列何者為準？ 
 400 萬元  600 萬元  800 萬元  1200 萬元 

20 下列關於一造辯論判決之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之一造在準備期日或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者，均得為一造辯論判決 
當事人指定送達代收人，送達代收人收受送達後，未將文書交付當事人本人，致未到場者，不得為一

造辯論判決 
未到場之當事人如再傳而未到場者，得依職權為一造辯論判決 
未到場當事人在準備書狀中所為之陳述，法院在行一造辯論判決時，不需加以斟酌 

21 比較民事訴訟之第二審與第三審上訴程序，下列敘述何者完全正確？ 
第二審程序，上訴人得擴張上訴聲明，被上訴人亦得提起附帶上訴；第三審程序，上訴人不得擴張上

訴聲明，被上訴人亦不得提起附帶上訴 
第二審程序，以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為原則，以不得提出為例外；第三審程序則完全不得提出新

攻擊或防禦方法 
第二審判決，以經必要言詞辯論為原則，以不經言詞辯論為例外；第三審判決，以不經言詞辯論為原

則，以經言詞辯論為例外 
第二審為事實審，得為事實之調查；第三審為法律審，完全不得調查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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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於依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3 款「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之再審理由，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該證物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而未經斟酌者為限 
包括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當事人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能使用之情形 
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為限 
發現證人，亦可作為再審之理由 

23 甲、乙係夫妻，乙因甲在外與其他女子發生性行為，乃列甲為被告，起訴請求裁判離婚。就本件訴訟之
審理程序，依家事事件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經由當事人本人表明之合意，為和解離婚 
當事人所為之捨棄、認諾，一概不發生效力 
當事人得在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之家事非訟事件，為請求之變

更、追加或反請求 
甲或乙於判決確定前死亡，關於本案視為訴訟終結 

24 調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下列何者為民事訴訟法規定之救濟方法？ 
請求繼續審判  就原有之法律關係另行起訴 
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 聲明異議 

25 某公司對其董事提起解任董事之訴，公司為避免該董事繼續執行職務，而對公司造成重大之損害，得依
下列何種保全程序聲請為保全處分？ 
假扣押 假處分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證據保全 

乙、刑事訴訟法部分 
26 甲為乙打傷丙的一審承審法官，乙於第二次言詞辯論時始發現丙為甲的女友，憤而聲請甲迴避。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甲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因乙已有所陳述，不得聲請甲迴避 
乙隨時可聲請甲迴避 
因聲請迴避的原因乙知悉在後，所以乙可聲請甲迴避 

27 甲抓到其夫乙與丙女通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除了甲可以對乙、丙提起告訴外，甲的父母得到甲的同意，亦可對乙、丙提起告訴 
甲只告丙不告乙，檢察官只能將丙女提起公訴 
甲告乙、丙通姦後，對乙撤回告訴，撤回告訴的效力不及於丙 
甲向警察表示，她原諒乙，不要提告，但第二天甲後悔了仍可對乙提告 

28 對於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尚未起訴者，檢察官得為不起訴處分 已經起訴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告訴人還可以提起自訴  未逾告訴期間，告訴人還可以提起告訴 

29 下列有關證人具結之敘述，何者正確？ 
證人未滿 18 歲者，不得令其具結 
證人因精神障礙，不解具結意義及效果者，不得令其具結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受刑事追訴者，不得令其具結 
證人為醫生，不得令其具結 

30 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下列那一種情形，得不經傳喚逕行拘提？ 
犯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離開其住所 
逃亡  累犯 

31 下列情形何者即使未得承諾，也無急迫情形，亦得於夜間入內搜索？ 
有人居住或看守之住宅  緩刑者住居或使用之處所 
夜間公開營業之夜店  由檢察官執行者 

32 下列那一種情形，於通常審判程序中未經選任辯護人，審判長應主動為被告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
辯護？ 
被告為中低收入戶而未聲請指定者 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 1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被告為精神障礙者，但尚能部分陳述 被告有原住民身分而依通常程序審判者 

33 下列那一種強制處分的決定採法官保留原則？ 
搜索 傳喚 拘提 逮捕 

34 下列關於被告辯護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之配偶得獨立為被告選任辯護人 
審判中的辯護人必須為律師 
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不得逾 3 人 
未選任辯護人之被告因精神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法院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35 關於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訊問或詢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之自白或供述屬法定證據方法的一種 
訊問被告前應進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之權利告知 
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 
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不得於夜間行之，縱使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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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公務員甲涉嫌收賄遭檢察官傳喚到場接受訊問，訊後檢察官認為甲涉嫌觸犯違背職務收賄罪，犯罪嫌疑
重大，且有羈押必要，欲聲請羈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檢察官得僅以甲所犯為最輕本刑 5 年以上之貪污重罪為由而聲請羈押 
基於羈押的「拘捕前置原則」，本案中因甲係自行到場，故檢察官不得聲請羈押 
依司法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不讓被告甲之辯護人獲知聲請羈押之有關證據，

係屬合憲 
羈押審查程序不適用傳聞法則，故法院得使用傳聞證據來作為決定羈押與否的判斷基礎 

37 警察執行路邊臨檢勤務，發現某車輛疑似酒駕有肇事危險而予以攔檢，豈料該車竟加速逃逸，警察隨即
開警車追捕，於三公里外強行攔下該車，並將車內駕駛甲逮捕。此時，一方面警察 A 要求甲作酒精測試，
另一方面警察 B 則對甲的車輛進行搜索。甲配合作酒精測試後證實並未喝酒，但警察 B 卻在甲車輛內駕
駛座旁發現二包海洛英，乃將該二包海洛英予以扣押。至此，警察懷疑甲仍藏有毒品，乃直接帶甲前往
甲的住宅進行進一步搜索，果然又在甲的住宅中搜到一大包的海洛英。下列何者正確？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警察實施臨檢僅得針對已實際發生犯罪事實者，故本案警察對甲之攔檢違法 
警察追捕經盤查而逃逸之甲車輛，並於追及後將車輛駕駛甲逮捕，性質上是屬於對現行犯之逮捕 
警察於逮捕甲後對於其所使用車輛所實施之搜索，依實務見解係屬合法之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之附帶搜索 
甲為持有毒品而遭逮捕之犯罪嫌疑人，警察直接帶甲前往甲的家中實施搜索，依實務見解係屬合法之

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緊急搜索 
38 刑事訴訟證人於接受訊問時，於下列何種情形不得主張「拒絕證言權」？ 

曾為公務員之人就其原職務上應守秘密之事項接受訊問者 
與被告訂有婚約之未婚妻接受訊問者 
醫師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其病人之隱私事項接受訊問者 
未滿 16 歲之證人接受訊問者 

39 關於刑事訴訟案件的舉證責任與證據調查，依據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就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的舉證責任 
證據之調查原則上由當事人聲請，但法院若認為有發見真實之必要時，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凡涉及公平正義之維護的事項，不論有利或不利於被告，法院均有義務依職權調查 
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請，法院認為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得以裁定駁回之 

40 刑事案件第一審通常審理程序，應包括以下各階段①對被告為權利告知 ②就被告被訴事實訊問被告 
③被告自白之調查 ④被告之辯論。若依順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①→②→③→④ ①→④→②→③ ①→③→②→④ ①→②→④→③ 

41 有關相牽連案件，下列何者正確？ 
原則上由繫屬在先的法院管轄 經上級法院裁定方得合併審理 
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屬於相牽連之案件 犯與本罪有關的誣告罪屬於相牽連之案件 

42 為確保公平審判，刑事訴訟法設有迴避制度，下列何者不在適用或準用範圍？ 
檢察官 書記官 辯護人 鑑定人 

43 依司法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於下列何者情形，辯護人得獲知檢察官據以聲請之理由？ 
偵查階段進行偵訊時  偵查階段進行搜索扣押時 
偵查階段進行拘提逮捕時 偵查階段進行羈押訊問時 

44 有關刑事訴訟審判期日筆錄之製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既已記明筆錄，不得增刪變更 審判筆錄內引用之附卷文書，與筆錄有同一效力 
審判期日經錄音錄影者，審判程序以影音為證 訴訟文書之保存，由法官負責編為卷宗 

45 住所在桃園市而在新北市三重區上班的甲，到基隆市夜市喝酒，甲駕駛汽車在夜市前，與設籍宜蘭縣頭
城鎮的乙擦撞，甲下車理論，將乙打傷，下列那個法院對甲的案件有管轄權？ 
宜蘭地方法院 臺北地方法院 基隆地方法院 新北地方法院 

46 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
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下列何
者非屬大法官本項理由說明之法理依據？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官保留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47 「不告不理」乃刑事訴訟制度基本原則，下列何者適用本原則？ 
被害人提出告訴 被害人提起自訴 被害人聲請再議 被害人提起上訴 

48 有關逮捕現行犯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傷害行為屬告訴乃論，其現行犯不得逕行逮捕 毀損行為屬輕微犯罪，其現行犯不得逕行逮捕 
現行犯經逮捕後，應即送交或解送偵查機關 現行犯經逮捕後，應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49 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經權利告知後，犯罪嫌疑人要求選任辯護人到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能遵守 24 小時之時限，應於辯護人到場前先行偵訊犯罪嫌疑人 
基於偵查不公開，應將犯罪嫌疑人與辯護人隔離 
偵訊過程中，辯護人既已在場，犯罪嫌疑人不可保持緘默 
偵訊結束後，犯罪嫌疑人於筆錄簽名前，辯護人可以閱覽該項筆錄 

50 有關偵查階段羈押強制處分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適用偵查不公開 僅適用重大犯罪 證人應行交互詰問 事實認定應經嚴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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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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這對新人的結合，可謂「珠聯璧合」，令人十分羨慕  
抱持著「刻舟求劍」的決心，再艱難的事都能迎刃而解  
他倆四目交接，一時間「電光石火」，愛苗已在心底滋長  
先民渡海來臺，「暴虎馮河」，披荊斬棘，才得以奠定今日的繁榮 

2 下列那一首詩， 適合形容「剛正不阿」的人？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  
丈夫志氣直如鐵，無曲心中道自真。行密節高霜下竹，方知不枉用心神 

3 他的文章立論堅實，見識廣遠，實為□□□□。空格中 適合填入的是： 
率爾操觚 不刊之論 無稽之談 災梨禍棗 

4 「法官斷案，因事事□□□□，故能毋枉毋縱。」空格中 適合填入的是： 
恍然大悟 明察秋毫 情有可原 來龍去脈 

5 下列選項中的語詞，可用來比喻一個人「胸懷坦蕩，品格高潔」的是： 
櫛風沐雨 疾風勁草 流風餘韻 光風霽月 

6 某某吾兄「鈞鑒」：新年一別，忽過半載。頃聞吾兄貴體違和，未知是否已經康復？萬望吾兄保重身體，早
日痊癒。「肅此上達」，「敬請萬安」。弟某某「敬啟」 
上文引號中之書信用辭，使用正確的是： 
鈞鑒 肅此上達 敬請萬安 敬啟 

7 孫伯伯商店開業，若要致贈賀禮，所使用的題辭應是： 
鴻猷丕煥 日月齊輝 功宏化育 青雲直上 

8 下列題辭使用恰當的是： 
祝賀市長期滿卸任——「功同良相」 祝賀體育用品店開幕——「名山事業」  
祝賀歌唱比賽榮獲冠軍——「玉潤珠圓」 預祝百貨公司 新彩妝發表會成功——「美輪美奐」 

9 孔廟的楹聯，上聯為「泗水文章昭日月」，下聯正確選項是： 
雨沐春風五色雲 先師功德垂青史 杏壇禮樂冠華夷 志在春秋一部書 

10 「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所指的三人是： 
司馬遷、司馬懿、龐統  司馬懿、司馬談、諸葛亮  
司馬相如、司馬談、龐統 司馬相如、司馬遷、諸葛亮 

11 下列對聯， 適合張貼的地方是：「富果可求，一部奇書誇少伯（陶朱公）／窮如能送，千秋佳話頌昌黎（韓
愈）」選項： 
財神廟 忠烈祠 文昌祠 城隍廟 

12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論語．子罕》）依據上文，顏淵所歎者為何？ 
孔子相貌溫和，學富五車 孔子承先啟後，發揚儒學  
孔子學問淵博，諄諄善教 孔子道貌岸然，深不可測 

13 張潮《幽夢影》：「律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下列選項何者與上文意思 為接近？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14 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荀子．勸學》）下列
選項，與上文意旨 為接近的是：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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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論語．里仁》：「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其中「求為可知」的意思，下列何

者 接近？ 
為了得到眾人所知的工作 為了得到別人的讚賞及許可  
希求能得到天下有智慧的人 努力培養能為別人所知的才德 

16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李斯〈諫逐客書〉）此文意涵正確的是： 
兼容并蓄，謙沖自牧 廣土眾民，富國強兵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泰山北斗，眾所仰望 

17 「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魍魎見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

則命筆，遂以成編。」（《聊齋志異．蒲松齡》）依據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聊齋志異之作，乃集眾家談鬼而成者 聊齋志異之作，勝過蘇軾談鬼之作品  
聊齋志異之奇，可與干寶搜神記媲美 聊齋志異之奇，干寶與東坡皆不能及 

18 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

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

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韓非子．說難》）依上文所述，下

列選項何者正確？ 
彌子瑕矯駕君車以出，君王聞之以為愛君 彌子瑕嘗啗君以餘桃，君王聞之以為孝道  
彌子瑕不再受寵，君王罪其駕車、啗桃之過 彌子瑕矯駕君車、啗君餘桃是為了搏取令譽 

19 下列文句中「喻」字之義，何者與其他三者不同？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孟子．告子下》）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  
「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喻。」（白居易〈秦中吟．買花〉）  
「何以為辯？喻深以淺；何以為智？喻難以易。」（王充《論衡．自紀》） 

20 為出國進修的同仁餞行， 適合作為行前贈別之辭的是： 
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巨人眼裡乾坤小，英雄心中天地闊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1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根據上文，何者

不是楚君（楚子）不殺晉公子的原因？ 
公子人品十分出眾，志向廣大又溫文有禮 公子隨從忠心為主，可知其日後必成大業  
公子為人非常親民，殺他恐遭國內外報復 天意將讓公子復興國勢，殺他是違背天意 

22 蘇軾〈百步洪〉：「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綫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

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得樂雖

一快，何意水伯誇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

失千刧，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回船上

馬各歸去，多言譊譊師所呵。」下列選項無法形容輕舟在急流中飛速急駛的是： 
兔走鷹隼落 馬注千丈坡 飛電珠翻荷 荊棘埋銅駝 

23 劉邦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饢，不絕糧道，吾不

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依據上文，下列選項 足以

說明劉邦戰勝項羽的原因是： 
兵多將廣 知人善任 足智多謀 信賞必罰 

24 「為了演出新作，演奏家往往得做非常多功課，像是學習新樂器、琢磨新技巧，或是融入新的表演形式等等。

一件事要重頭學起，花費的時間何其多，更不用說，為求表演到位，除了要學得會，還得學得好才行。此外，

為了深入作曲家的創作心境，演奏家必須徹底考察作曲家的靈感來源，以及作品的背景脈絡。透過大量的閱

讀，演奏家試圖去了悟樂曲的意涵，再將之轉化，才有辦法將作品的情意和深度演繹出來。」下列選項，符

合上文旨意的是： 
演奏家必須是學校科班出身 作曲家必須先是一位好演員  
演奏家應多方涉獵、體悟，才能精準演繹作品 作曲家的心境極其複雜，跟成長背景密切相關 

25 下列選項引號中的字，有「尊敬」意思的是： 
視吾舌「尚」在不  堯舜「尚」賢身辭讓  
視其缶，而吾蛇「尚」存 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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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要學藝術必須懂得用「情」。不要老是把心的「知」和「意」兩方面向著世間。要常把「情」的一方面轉出
來向著世間。這樣，藝術才能和你發生關係，而你的生活必定增加一種趣味。藝術對於人生的慰安，即在於此。 
上文言及「藝術」與「情」之間的關係，下列選項說明正確的是： 
「藝術」除了重視「情」，還要兼顧「知」與「意」  
「藝術」有安慰人生的作用，前提是要能以「情」觀照生活  
「藝術」的層次在生活之上，而「情」正是向上提升境界的階梯  
「藝術」能豐富生活，從「情」切入，才能領略「知」與「意」的趣味 

27 「周夢蝶是一位感情豐沛卻孤獨的詩人，素有街頭詩人之雅稱。周夢蝶十分崇拜莊子，其筆名便取自《莊子．
齊物論》。除了以『夢蝶』為筆名之外，『蝶』也成為他詩中常用的意象。而平日鑽研佛經的他，亦將禪學
融入其創作中，成為詩作的另一大特色。」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周夢蝶是詩人的本名  周夢蝶素有「孤獨詩人」的雅稱  
周夢蝶的詩歌常常有「夢」的意象 周夢蝶的創作思想中，是釋、道並存 

28 「鹽這種東西，就像毒品一樣，是會上癮的。來波蘭前，我做菜很少用油鹽，也對英國人不試味道，就往盤
子裡的食物拼命撒鹽的行為感到不可思議。然而來波蘭後，因為波蘭傳統食物多半又油又鹹，久而久之，我
也習慣了波蘭菜的鹹味，把它當成理所當然。……確實，鹽在波蘭是十分重要的調味料，也許正因為如此，
在波蘭文中『鹹』的形容詞也有『很貴、價值不菲』的意思。」從文中可以得知作者認為： 
鹽跟毒品一樣對人有害  人們常缺乏自省的能力  
語言是實際生活的投射  英國人做菜不注重調味 

29 下列選項何者與「音樂」鑑賞無關？ 
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 

30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
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范仲淹〈漁家傲．秋思〉）此文主要表達出詩
人何種情感？ 
遠征他方，有鄉歸不得，思念妻子而成白髮繁雙鬢  
哀悼邊塞傷亡士兵與困境，感嘆朝廷毫無憂患意識 
與敵交戰敗陣被俘，無奈將老卻歸不得的國仇家痛  
老將奮力抵禦外侮，但戰事未平而生思鄉惆悵之情 

31 「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鮫紗。」
依據上文，此段文句所描述的是： 
湖泊 大海 海岬 港灣 

32 「一個道德家或許必須在孔丘和盜跖之間做一個誰是誰非的抉擇，可是一個史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任
何一個文化研究者，如果只知有孔丘而不知有盜跖，他對文化的認識一定是片面的，可疑的。但是倒過來說，
如果只知有盜跖而不知有孔丘，結果恐怕也是一場災難吧。」下列選項何者 接近本文意旨？ 
道德家的價值標準有別於常人 聖人與盜賊須俱在以互相抗衡  
作抉擇應不偏不倚採中庸之道 文化理解需要兼顧全面性觀點 

33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行文給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下列用語，何者使用正確？ 
請查照 請鑒核 希照辦 請核轉 

34 桃園市大溪區公所行文新竹縣政府時，使用的公文類別是： 
咨 簽 報告 函 

35 下列公文的稱謂語，使用正確的是： 
 機關對人民稱：「君」  屬下對機關首長稱：「臺端」  
無隸屬關係之下級對上級，應稱：「鈞」 行文數個機關，同時提及，可通稱為：「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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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句「」中詞語的運用，正確的選項是： 
哥哥已屆「弱冠之年」，開始有投票權  
爸爸已到了「古稀之年」，身體大不如從前  
智明正值「始齔之年」，時時帶著天真爛漫的笑容  
他都已經到了「而立之年」了，卻還像個小孩子一樣 
玉惠已到「束髮之年」，孩子也都成家立業，可以準備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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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關於各項成語之解說，何者正確？ 
「驛寄梅花」：用於比喻向遠方友人表達思念之情  
「杜鵑啼血」：用於指稱杜鵑花殷紅似血的花瓣色  
「煮豆燃萁」：用於比喻兄弟友好和睦、形影不離  
「魚傳尺素」：用於指稱傳遞書信，意近鴻雁傳書 
「淮橘為枳」：比喻環境改變，事物性質亦隨之而變 

38 同事即將升遷榮任新職，若要贈禮祝賀，下列題辭適合的選項是： 
齒德俱尊 鵬舉千里 道範長存 才堪濟世 壯志克伸 

39 下列詩句中，描寫秋天情景的選項是： 
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  
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參差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40 「漢孝武討南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其後光武征交趾，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
蓋以越人素畏伏波、樓船之威，故仍其號，使聞之而知震懼也。然兩伏波至今俎豆，而兩樓船無聞。當時實
以德濟之，不純用威。故民之不能忘若是。」根據本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兩樓船無聞」是指兩大戰船下落不明 文中的「伏波將軍」是指馬援和路博德  
越人對段志將軍的畏懼遠超過路博德將軍 作者認為人民對上位者的記憶主要是「德」 
本文主要在譴責漢武帝及漢光武帝窮兵黷武 

41 下列文句□處，何者宜填入「過」字，可使前後文意貫串，義理妥當？ 
□載者沉其舟，慾勝者殺其生  
□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  
□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  
□者，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 
□不遇砥礪，不可以成器；人不遇困窮剉辱，不可以成德 

42 下列選項，與戰事有關的是：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43 朱自清〈背影〉憶及當年不明白父親的愛而說了失當的話，故以「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來自責「不聰明」。
這種用肯定、尊敬或稱讚的語詞來表達相反、否定、批評的意見的方式，稱為「反意正說」。下列那些也屬
於「反意正說」？ 
我煮的甜湯應該很美味吧！放在冰箱快一個星期，孩子們還捨不得吃它  
你實在是太會把握時間了，竟然在數學課抄寫昨日就得繳交的英文作業  
所謂「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你應該把重心放在增強自己的能力  
賴床的人其實都是大夢想家，勤奮地追求圓夢的機會，不顧他人的詬罵 
真是太方便了！因為警察頻頻來此路口巡邏，大幅地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44 閱讀下列文字，選出對文意說明適當的選項： 
「這晚，我住的那一帶的路燈又準時在午夜停電了。 
當我在掏鑰匙的時候，好心的計程車司機趁倒車之便把車頭對準我的身後，強烈的燈光將一個中年人濃黑的
身影毫不留情的投射在鐵門上，直到我從一串鑰匙中選出了正確的那一支對準我心臟的部位插進去，好心的
計程車司機才把車開走。 
我也才終於將插在我心臟中的鑰匙輕輕的轉動了一下『咔』，隨即把這段靈巧的金屬從心中拔出來順勢一推
斷然的走了進去。 
沒多久我便習慣了其中的黑暗。」 
好心的計程車司機趁倒車之便把車頭對準我的身後：隱喻科技無法取代人性  
將鑰匙插入自己的心臟，在其中輕輕轉動一下，然後將鑰匙自心臟抽出：顯現出中年男子的尋短意圖 
鑰匙孔與心臟投影的位置重疊，從借光到摸索鑰匙到以鎖打開鐵門：隱含企圖開啟心房的渴望與悲涼 
沒多久我便習慣了其中的黑暗：表達中年男子的深沉寂寞與無奈之妥協 
全詩寫作由象徵的層次轉到現實層次：暗示無法改變現實的時候，必須禁錮自己，笑納一切 

45 「臺灣這幾年在人才培育的方向積極轉向創意與設計，因為在科技日新月異與不斷複製之下，產業的競爭力
關鍵在於美感的追求，而美育的核心就是藝術的欣賞與創作。……透過藝術的欣賞感受到美，在這個變化迅
速的時代更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因為人們藉此接觸到比這短暫人生更為宏大、更為長久的事物，可以安定
我們浮躁的心情，並且連結到整個人類共同的心靈互動。」下列敘述，符合上文意旨的選項是： 
藝術欣賞與美感，有其無法替代的價值 企業美感水準，取決公司高層佈局經營  
美的教育等同音樂、美術、雕塑等課程 產業競爭力與美感素養，可謂息息相關 
文創人才，必須兼重科技與藝術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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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自成立後通過下列各種重要的人權公約，如：①婦女政治權利公約 ②世界人權宣言 ③兒

童權利公約 ④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若以人權發展的歷程來看，上述宣言及公約通過的先後

次序，應為下列何者？ 

②①③④  ①③④②  ④②①③  ②③①④  

2 文樂（木偶淨琉璃）是日本大阪獨具特色的木偶劇，被聯合國世界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無形文化

遺產。但前大阪市市長認為，文樂的票房不好，代表「人民不喜歡看」，人民不喜歡就砍掉，要收

回市政府的補助款。此令一出，讓許多人擔心歷史悠久的文化消失在這一代。該市長的觀點較符合

下列那一理論的主張？ 

義務理論 效益主義 社群主義 正義理論 

3 據報載，某大學學生在臉書上貼文，控訴其就讀同校的女友於校園內遭學弟性侵，該系教師及學校

未依法定程序處理，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表示，教育部應即刻展開調查，以維護受害者權益。

上述提及之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此一志願結社團體，應屬於下列何者？ 

正式團體 營利團體 職業團體 政治團體 

4 小華代表班上參加大隊接力比賽，卻因不慎掉棒，導致班上名次從領先變成落後，賽後檢討有人歸

咎於他身體協調能力不佳；小華因此認為自己的運動細胞很差，不適合參加運動競賽。依上所述判

斷，較適合以下列那一位學者的理論來說明？ 

米德的「概括化他人」 顧里的「鏡中自我」 

佛洛依德的「超我」  艾瑞克森的「自我混淆」 

5 某新聞學者指出：報紙也許無法成功地告訴人們「做什麼判斷」（What to think），但它卻可以告訴

讀者「該關注什麼問題」（What to think about）。亦即當媒體以其關注的焦點，對該事件採取篇幅

詳盡且優先順序的報導時，會影響閱聽人的認知方式。根據上述判斷，學者旨在凸顯媒體的何種公

共角色？ 

形成輿論  設定議題  評論曲直  報導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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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球公民協會」的成立是以「提升人民環境意識並採取行動，善盡地球公民之責任」為宗旨。2011 年

轉型成為基金會組織，於是更名「地球公民基金會」。下列針對「地球公民協會」轉型為「地球公

民基金會」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從「非正式團體」轉型到「正式團體」 設立宗旨從社會倡議到照顧會員權益 

從「公益社團法人」到「公益財團法人」 從向內政部登記法人轉向法院登記為人民團體 

7 自我的形成是社會化的重要關鍵，美國社會學家米德（G.H. Mead）提出「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理論，來說明這個現象。下列有關於「概括化他人」的說法，何者正確？ 

確實存在生活中對個人行為深具影響力的人 屬於自我中具有創造力、主動的那一個部分 

是社會規範、價值觀與社會期待的抽象組成 嬰兒從出生起就能注意到概括化他人的存在 

8 下圖為某國「扶老比」（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老人比率）與「扶幼比」（工作年齡人口扶養幼兒比率）

的統計圖。針對圖中數據判斷，該國政府可以採取下列何種政策因應？ 

延後退休年齡，以提高勞動參與率 減縮移工人數，保障本國勞工權益 

廣設大專院校，讓高等教育普及化 鼓勵節育，以減緩社會高齡化速度 

9 「社區營造」是指透過居民自主的參與過程，凝聚社區居民共識與情感，包括了感情、文化、產業、

提升生活品質等各面向的經營。下列何種做法符合上述理念？ 

居民配合政府老舊社區都市更新政策，主動提出都市更新計畫案 

企業興建老人照顧中心，讓社區老人可以「在地安養、在地老化」 

災區居民透過討論、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方式和政府一起重建家園 

社區居民針對附近工廠造成的環境污染，集體向企業抗議和求償 

10 王先生想參與今年的直轄市市議員選舉，若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何者是他參選的必要條件？ 

年滿 26 歲 大專以上學歷 在中華民國出生 未受褫奪公權判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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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報載「面對我國邁入高齡化社會，政府力推長照體系，行政院院長邀請專家研討籌措財源，成立長

照局統一管理，並以四年為期完成社區長照基礎建設，之後再評估增加稅收或開辦長照保險。」上

述政策屬於政府決策過程中的那一階段？ 

問題認定 政策規劃 政策合法化 政策評估 

12 總統、行政院與立法院間的關係如下圖，依憲法相關規定，針對行政與立法間的「信任關係」，其

運作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甲乙丙 乙甲丙 丙乙甲 甲丙乙 

13 2013 年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與蘇格蘭首席大臣薩蒙德（Alex Salmond）簽署蘇格蘭獨

立公投協議後，蘇格蘭選民於 2014 年進行公投，公投議題為：「你是否同意蘇格蘭成為一個獨立的

國家？」根據上述資訊，下列何者是該國公投的目的？ 

界定明確的國家主權 處理領土疆界的糾紛 追求民主政治的轉型 落實政黨間公平競爭 

14 美國是總統制政府體制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分權制衡為其最大特徵。下列關於美國總統制的描述，

何者正確？ 

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享有絕對的否決權 國會通過法律後，須由總統簽署始能生效 

國會對總統有倒閣權，總統可解散眾議院 總統是國家元首，國務卿是最高行政首長 

15 許多學者同意，國家的功能在使社會內分擔責任、安排社會地位，以及分配資源上符合「社會正義」

原則。如果依據上述說法，下列何項政府作為最能具體落實此一目的？ 

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落實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行政院設立文化部，推動文創產業與文化立國 

降低各項稅負，鼓勵大陸臺商企業回臺灣設廠 推動社會保險與福利服務，以維護人民社會權 

16 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得提出彈劾案。下列何者若涉及違法失

職，依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得由監察委員提出彈劾？ 

總統 縣長 立法委員 鄉（鎮、市）民代表 

17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依據臺北市競選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強力拆除違規競選布條、旗幟等

小型廣告物；並清查大型違規競選看板、廣告物，每件將處以新臺幣 2 萬 5000 元罰鍰，並將連續處

罰到改善為止。上述作為屬於公共政策的那一階段？ 

議題設定 政策規劃 政策執行 政策合法化 

（乙）行政院院長辭職， 
   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甲）總統諮詢立法院院長，

   宣告解散立法院 

（丙） 
立法院提出不信任案，

並且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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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原住民族政策協會要求候選人簽署承諾書，承諾在當選後會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 4 條」、立法院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等精神，落實原住民族自治權。依上所述，下列有關「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的性質與作為之敘述，

何者正確？ 

為實現其目標，以積極培育公職候選人為職志 

在性質上「原住民族政策協會」屬「第二部門」 

為了保持政治中立性，不對政府機關進行遊說 

為實現其目的，透過輿論等方式影響政府決策 

19 下列何種情形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之保護事件之規定？ 

 9 歲國小學生經常至住家附近之便利商店行竊 

 12 歲國中生經常於公共場所吸菸、吃檳榔 

 10 歲學生經常逃家逃學，且常與有偷竊之慣犯交往 

 16 歲學生主謀並實施擄人勒贖，並使受害人受重傷 

20 新開幕的小南百貨祭出史上最大優惠，「買 600 元，就有機會抽價值一億元豪宅一棟」，引發市場

震撼，也衝出上億元的業績。依據相關法律規定，下列關於該業者作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合法：金額雖然懸殊，但只要未涉及詐騙即屬合法 

合法：未損及消費者權益，因此並未違法 

違法：該行為屬消費者保護法中的妨害競爭行為 

違法：業者的行為將影響其他對手公平競爭的機會 

21 娟娟與阿德同居多年，家中事務多由娟娟負責，某日阿德突然身體不適送醫後不治身亡，檢察官調

查後發現阿德自幼即患有「蠶豆症」，不能接觸「樟腦丸」，但檢方卻在他們家中的衣櫥起出不少

「樟腦丸」，因此認定購買「樟腦丸」的娟娟涉嫌利用阿德的疾病殺害他，遂以殺人罪起訴，但法

官卻判決娟娟無罪。法官判決無罪的理由可能是下列何者？ 

罪疑惟輕原則 罪刑法定主義 禁止習慣法原則 禁止類推適用原則 

22 我國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規定司法或警察機關逮捕人民需經過法定程序。下列針對此程序的

相關敘述，何者最正確？ 

即便是對現行犯，檢警也須具備令狀才能逮捕 逮捕行為須由檢察官向法官聲請許可才能實施 

逮捕後，雖尚未起訴，嫌犯亦可以選任辯護人 逮捕後，至遲於 48 小時內須將嫌犯移送法院 

23 阿誠與阿明因細故發生口角衝突，雙雙掛彩，一怒之下兩人皆到警察局報案，要向對方提出傷害罪

的告訴。阿誠事後念及雙方友誼，在里長的陪同下到阿明家表達歉意，兩人也向警察局撤回此案的

所有告訴。下列關於此案紛爭解決機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此案採取行政機關調解方式，故調解成立後不得再行訴訟 

此案經撤回告訴後，縱在告訴期內，若兩人反悔仍不得再提告訴 

此案是由里長作為仲裁人，雙方都有遵守仲裁結果的義務 

此案採取的紛爭解決機制，與訴訟上和解具有相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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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國為了保障在勞資關係中屬於弱勢一方的勞工權益，故制定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來規

範勞動契約的合理性。下列針對政府制定勞基法的相關原則與敘述，何者正確？ 

契約自由限制：勞動契約原屬私法自治範圍，政府基於保護勞工而立法干預 

信賴保護原則：基於勞工對政府的信賴，故須制定勞基法保障勞工權利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基於保護勞工權益，勞資雙方締結的勞動契約應先經主管機關核准 

法律保留原則：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基法的最低標準 

25 我國司法制度目前採「司法二元制」，原則上若為公法爭議事件，得依行政訴訟程序，由行政法院

來審理，但亦有例外。依目前法律規定，下列何者應是採取上述行政訴訟程序審理？ 

選舉無效訴訟  核課稅捐案件  

公務員懲戒事件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事件 

26 阿凱與前妻育有一就讀國中的女兒小麗。阿凱與前妻離婚後，與同事阿美結婚，並依法收養阿美的

兒子小奇。一日阿凱意外身亡，身後留有遺產。下列關於阿凱遺產處理的敘述，何者正確？ 

小奇與阿凱之間沒有血緣關係，所以小奇不能繼承阿凱遺產 

由阿美繼承阿凱全部遺產，再由阿美私下分配給小麗與小奇 

小麗就讀國中尚未滿 20 歲，是限制行為能力人，還不能繼承 

阿凱的前妻已與阿凱無婚姻關係，所以不能繼承阿凱的遺產 

27 炸的酥酥脆脆的香雞排是許多學生與上班族的最愛，現若國內發生禽流感導致雞隻大量死亡，使供

給減少；而民眾也因恐慌而少買雞排，使需求減少。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上述雞排市場會

出現下列何種現象？ 

均衡價格上漲，但均衡數量不確定 均衡價格下跌，但均衡數量不確定 

均衡價格不確定，但均衡數量減少 均衡價格不確定，但均衡數量增加 

28 臺灣人民在 921 大地震、日本 311 地震及 2016 年的臺南強震，都展現了彼此互助與社會支援的力量，

因此許多來臺的觀光客都讚譽臺灣最美的地方是人。依上所述推判，觀光客的讚譽主要是強調下列

何種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要素？ 

人造資本 自然資本 企業才能 社會資本 

29 日常生活中常看到有人拿信用卡消費，有人將其稱為「塑膠貨幣」。下列針對信用卡是否為貨幣的

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它是貨幣，因為可以讓消費者先享受後付款，具有延遲支付的功能 

它不是貨幣，持卡人只能透過它讓發卡機構先行支付款項，繳費日到期時仍要用貨幣清償 

它是貨幣，雖然是塑膠材質，但因接受度高，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 

它不是貨幣，一般信用卡以個人信用為擔保，保障不足，要國營機構發行的才能算是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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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假設世界上只有甲、乙兩國，彼此採行完全的自由貿易，但新任的甲國總統建議對來自乙國的進口

產品收取 45% 的關稅，理由是有助於保障甲國人民的工作機會，促進該國商業發展。若甲國真的採

行此政策，下列針對甲國的敘述，何者正確？ 

消費者剩餘增加，生產者剩餘減少 甲國貿易量增加，但乙國貿易量減少 

生產者剩餘與消費者剩餘都會增加 總剩餘減少，整體社會福利會下降 

31 某年夏季颱風來襲，使得當季應盛產的香蕉因風雨打落導致產量銳減，此時又有網路謠言傳出食用

頭尾綠的香蕉易致癌。依上所述，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下，此時的香蕉市場應有下列何種變化？ 

供給減少，需求增加，因此交易價格上升 供給減少，需求減少，因此交易數量下降 

供給減少，需求減少，因此交易價格上升 供給減少，需求減少，因此交易價格下降 

32 臺灣生產泡麵的兩大龍頭公司，擬進行結合行為，遭到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廠商結合後市場占有率過

高為由禁止，相關廠商則認為政府干預太多會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下列何者可能是政府禁止其結合

行為的主要理由？ 

政府限制廠商結合，有助於達到平均分配所得，縮小貧富差距 

干預廠商的結合行為，也能算是尊重市場「看不見的手」自由運作 

全面介入經濟活動是政府的職能，方可使資源公平且有效利用 

壟斷市場形成市場失靈，故政府在必要時應維持公平競爭秩序 

33 報載：由於鰻魚苗至今無法由人工繁殖，再加上海洋環境惡化和捕撈過度等因素，導致近年來國內

鰻魚苗日益減少，鰻魚苗價格節節攀升。根據上文內容判斷，在不考慮其他因素下，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鰻魚苗無法人工繁殖，代表生產可能線向外擴張 

鰻魚苗屬於公共財，故具有共享性及無法排他性 

鰻魚苗過度捕撈的原因，是海洋的財產權不明確 

鰻魚苗價格節節攀升的原因，是市場失靈所導致 

34 國內生產毛額（GDP）係指一國在特定期間內，生產的最終產品與勞務之市場價值的總合。下列何

者不會計入我國之 GDP？ 

農民自產自用的稻米  公司發放的業務獎金  

地下錢莊的借貸利息  在臺工作的外籍工程師薪資 

35 當社會發生通貨緊縮時，對下列何者較為有利？ 

沒有固定收入的陳奶奶 提供小額信用貸款的銀行  

每月交房屋貸款的張先生 從事進口貿易的王老闆 

36 Reading stories about someone who       obstacles may motivate you to reach your goals.   

 overcame  overthrew  overwhelmed  overboard 

37 The boy’s mother       he would start losing weight as he got a little older. 

 confused  evidenced  anticipated  persuaded 

38 Children with poor eating habits are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o       health problems than those with 

good eating habits. 

 put up with  keep in touch with  take the blame for  end up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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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Guests can only check in at the hotel after 3:00 p.m.,       please leave your bags here and check in later. 

 but  so  then  and 

40 Mosquitoes and black flies caused the hikers much       when they went hiking in the forest in summer. 

 ferment   comment   torment   fragmen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Just because Vitamin C is of no use against a cold doesn’t mean you should forget about this vitamin. 

Vitamin C helps   41   many other health problems, including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s. This vitamin is also 

good for your eyes, increases brain power, and it can prevent wrinkles. There are   42   parts of the body that 

don’t get a boost from Vitamin C. 

Now that you know the real health benefits of Vitamin C, you might want to know the best way to get it work 

for you. The current recommended dose of this vitamin is 500 mg a day.   43   you could just take a pill, there 

are many fruits that carry high doses of Vitamin C, like guavas, papayas, strawberries, kiwis, and oranges. You 

can also get Vitamin C from vegetables such as red peppers, dark leafy greens, and broccoli. Eating these foods 

will give you the C you need,   44   many other vitamins and minerals that keep you healthy. 

Vitamin C may not be a cure for a cold. However, by keeping your heart, eyes, brain, and skin   45   working 

order, this vitamin does its best to make sure you look and feel fantastic.  

41  boost  prevent  evaluate  measure  

42  few  less  little  more  

43  How  That  While Where 

44  as well as  as soon as  no less than  no more than   

45  at  in  for  with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Urban legend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popular culture, experts say, offering insight into our fears and the 

state of society. They’re also good fun. “Life is so much more interesting with monsters in it,” says Mikel J. 

Koven, a folklorist. “It’s the same with these legends. They’re just good stories.” Like the variations in the stories 

themselves, folklorists all have their own definitions of what makes an urban legend. Academics have always 

disagreed on whether urban legends are, by definition, too fantastic to be true or at least partly based on fact, said 

Koven, who tends to believe the latter. 

Urban legends aren’t easily verifiable, by nature. Usually passed on by word of mouth or in e-mail form, they 

often invoke the famous clause—“it happened to friend of a friend”（or FOAF）that makes finding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 story virtually impossible. Discovering the truth behind urban legends, however, isn’t as important 

as the lessons they impart, experts say. “The lack of verification in no way diminishes the appeal that urban 

legends have for us,” writes Jan Harold Brunvand in “The Vanishing Hitchhiker: American Urban Legends and 

Their Meanings.” “We enjoy them merely as stories, and tend to at least half-believe them as possibly accurate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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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nowned folklorist, Brunvand is considered the pre-eminent scholar on urban legends. The definition of an 

urban legend, he writes, is “a strong basic story-appeal, a foundation in actual belief, and a meaningful message or 

moral.” Most urban legends tend to offer a moral lesson, Koven agreed, that is always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individual. The lessons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be of the deep, meaning-of-life, variety, he 

said. 

Urban legends are also good indicators of what’s going on in current society, said Koven. “By looking at 

what’s implied in a story, we get an insight into the fears of a group in society,” he said. Urban legends “need to 

make cultural sense,” he said, noting that some stick around for decades while others fizzle out depending on their 

relevance to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It’s a lack of information coupled with these fears that tends to give rise to 

new legends, Koven said. “When demand exceeds supply, people will fill in the gaps with their own information 

as they’ll just make it up.” The abundance of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legends surrounding 9/11, the war in Iraq 

and Hurricane Katrina seems to point to dis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mong some groups, he said. 

But urban legends aren’t all serious life lessons and conspiracy theories, experts say, with the scariest, most 

plausible ones often framed as funny stories. Those stories can spread like wildfire in today’s Internet world, but 

they’ve been part of human culture as long as there has been culture, and Brunvand argues that legends should be 

around as long as there are inexplicable curiosities in life.    

46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Urban legends are all nonsense that we needn’t pay attention to. 

 Urban legends have many levels of concepts and they will survive. 

 Urban legends are a good way to escape from government control. 

 Urban legends should not spread before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is confirmed.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a characteristic of urban legends？ 

 They only told stories long time ago.  They are sometimes creepy and scary. 

 They sometimes have moral lessons.  They are not easy to prove true or false. 

48 According to the expert, what is people’s common attitude toward urban legends？ 

 They don’t believe them at first, but after verification, they do. 

 They dismiss them as nonsense; they don’t believe them at all. 

 They not only believe them but also spread them without consideration. 

 They tend to think they are stories, or half-believe them with some details.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statement below is NOT true？ 

 The Internet helps a lot on the spreading of urban legends. 

 It is easy for people to verify urban legends through the Internet. 

 As long as people remain curious, the urban legends are here to stay. 

 People’s fear may sometimes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tion of urban legends. 

50 What type of writing does this passage belong to？ 

 Narrative.  Analytical.  Descriptive.  Pedag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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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種法領域不適用習慣法？ 
民法 商法 稅法 國際法 

2 下列何種名稱非屬命令？ 
準則 規則 細則 通則 

3 甲學者主張，關於法規解釋，應依「歷史上立法者事實上的意思」。乙學者認為，法律公布後，法律規

範解釋不需要受到「歷史上立法者事實上的意思」所影響。此屬於下列何種法學方法論上之爭論？ 
主觀說與客觀說之爭  自由法學與利益法學之爭 
目的解釋與文義解釋之爭 目的法學與概念法學之爭 

4 下列何者屬填補法律漏洞之方法？ 
文義解釋 體系解釋 反對解釋 目的性擴張 

5 在審理民事事件時，法律、習慣與法理之適用順序何者 優先？ 
法理 習慣 法律 並無固定順序 

6 下列何者地方法規制定後，原則上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公布？ 
臺北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 
新北市議會議員質詢辦法 臺中市議會旁聽規則 

7 自治條例因牴觸上位法規而無效時，下列處理方式何者正確？ 
分別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無效 
自治行政機關得拒絕適用 
於訴願時，由受理訴願機關撤銷之 
均應一律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 

8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應經總統公告，並即送立法院 
授權命令應經行政院發布，並視其性質決定是否送立法院 
職權命令應由訂定機關下達，並視其性質決定是否送立法院 
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 

9 關於委辦規則發布程序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均應函報內政部核定後發布之 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均應函報上級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應函報受委辦機關之上級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10 關於法規效力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命令應經上級機關或立法機關審查通過後，始得發生效力 
法規明定自公布日施行者，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 3 日起發生效力 
法規授權以命令規定特定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施行日起算至第 3 日起發生效力 
法規應明定施行區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區域 

11 依公務員懲戒法，下列何者非屬公務員懲戒處分？ 
免除職務 撤職 休職 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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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審理案件，均不公開。但下列何者聲請公開，並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許

可者，得公開之？ 
監察院 被付懲戒人  高行政長官  高人事主管機關 

13 關於行政訴訟參加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益將受損害時，得依職權命該第三人參加訴訟 
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益將受損害時，須待該第三人之聲請，始得允許其參加訴訟 
訴訟標的對於第三人及當事人須合一確定者，行政法院應待該第三人之聲請，始得允許其參加訴訟 
第三人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自己權益將受損害，依行政訴訟法第 42 條規定聲請參加訴訟時，無須提出書狀 

14 關於行政訴訟裁定之抗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除別有規定外，不得抗告 
應向為裁定之原行政法院或原審判長所屬行政法院提出抗告狀為之 
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受訴行政法院就異議所為之裁定，得依規定抗告 

15 行政法院之裁判若以寄存送達為之，應經多久始生送達效力？ 
自寄存之日起，經 10 日發生效力 寄存次日生效 
自寄存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自寄存之日起，經 2 個月發生效力 

16 關於行政程序進行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只須注意有利於當事人之事項 
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只須注意不利於當事人之事項 
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無論有利或不利於當事人之事項均無須注意 
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17 下列何者得作為行政機關限制人民權利之法規範依據？ 
職權命令 組織規程 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 

18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解釋，外國人遭強制遣送出境前，得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現稱內政部移民署）

收容之法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外國人非本國人，不得主張憲法人權保障規定，故無牴觸憲法 
收容與刑事羈押不同，並未侵犯人身自由，故無牴觸憲法 
內政部移民署非司法機關，不得處分短暫期間之暫時收容，故牴觸憲法 
內政部移民署所為之收容處分並未提供即時有效之司法救濟，故牴觸憲法 

19 法官審判不當然受行政機關發布行政命令拘束，是基於下列何項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獨立審判原則 行政一體原則 

20 司法院釋字第 524 號解釋：「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

係憲法上何等原則之展現？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 
要求立法者於立法時不得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 
要求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念，須非受規範者難以理解 
拘束人身自由之刑事處罰要件是否明確，應採取嚴格之審查標準 

22 關於行政裁量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係行政機關解釋法規範構成要件中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過程 
係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過程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未符合法規授權目的，為裁量濫用 
行政機關逾越法定裁量權限所作成之行政處分，為不當之行政處分 

23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平等原則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過失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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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關於行政行為受平等原則拘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為平等原則之一種展現 
包含行政程序之平等及行政實體決定之平等 
排除行政機關得為差別待遇之任何可能性 
行政機關違反行政規則所為之行政行為，相對人得以其違反平等原則為由，請求救濟 

25 依行政執行法第 3 條：「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

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係下列何種原則之具體展現？ 
禁反言原則 誠信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26 現行法律體系之民事制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損害賠償 宣告解散 停止親權 監護宣告 

27 民事訴訟之當事人不具有律師資格，未委任律師而自己提起第三審上訴，第二審法院應如何處置？ 
應以上訴不合法裁定駁回之 應定期先命補正 
應將上訴狀連同卷宗送交第三審法院 應為不受理判決 

28 下列何種訴訟，非屬專屬管轄？ 
請求分割共有土地之訴訟 
土地之所有人向無權占有該土地之人，訴請返還該地 
土地之買受人向出賣人，依據買賣契約訴請移轉該地之所有權 
請求定土地之界線或設置界標之訴訟 

29 民事訴訟之當事人有下列何種情形，法院無須命其補正，以裁定駁回之？ 
第二審上訴狀未表明上訴理由 
第三審上訴狀未表明上訴理由，亦未於提起上訴後 20 日內提出理由書 
起訴前應經調解之事件，原告未經調解而逕行起訴者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 

30 關於小額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小額程序起訴者，得不使用書狀，而用言詞為之，以視訊影片代替筆錄 
即便於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8 第 1 項之範圍內，當事人亦不得為訴之變更、追加或反訴，以免案情

繁雜，不合小額程序之要旨 
於小額程序中，經兩造同意者，法院得不調查證據，而審酌一切情況，認定事實，為公平之裁判 
小額事件不得上訴或抗告，僅一審即告判決確定 

31 已婚甲男以同居為條件和乙女締結 A 屋贈與契約。該贈與契約之效力如何？ 
有效 效力未定 無效 得撤銷 

32 甲將 A 畫以 100 萬元賣給乙，雙方當場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關於甲、乙間之交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間發生 2 個事實行為 甲、乙間發生 3 個法律行為 
甲、乙間發生 2 個物權行為 甲、乙間發生 2 個債權行為 

33 關於剩餘財產分配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婚前財產於婚後所生之孳息為剩餘財產分配之標的 
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若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之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家務勞動之有價化，原則上皆得讓與或繼承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時起，逾 5 年者，亦同 
34 依民法規定，法人對其董事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有關法人所負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人不須負責，由董事自行負賠償責任 
由法人負賠償責任，董事免責 
法人得舉證其已盡選任監督之責任，以免除損害賠償責任 
法人與董事連帶負賠償責任 

35 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土地上工作物有瑕疵，而其瑕疵屬輕微非重要者。依民法之規定，下列何

者為定作人不得主張之權利？ 
修補請求權 契約之解除權 減少報酬請求權 損害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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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何者，非屬「所受損害」之賠償？ 
醫藥費支出 輪椅之購買 工資減少 物之毀損 

37 契約標的會因下列何者而構成無效？ 
自始主觀不能 自始客觀不能 嗣後主觀不能 嗣後客觀不能 

38 關於民法死亡宣告制度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失蹤人失蹤滿 6 年後，法院得因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 
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 1 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失蹤人為 70 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 3 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視為其為死亡 

39 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者，不得主張其行為不罰，此係刑法學

上何種學理之明文規定？ 
原因違法行為 客觀歸責 相當因果關係 原因自由行為 

40 民法有關成年人之監護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成年監護人應以法律規定之親屬擔任監護人 
監護人於其監護權限內，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 
監護人行使監護職務屬於公益行為，而不得向受監護人請求報酬 
監護人得任意以受監護人之財產，購買上市之股票，為受監護人置產 

41 依刑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未遂階段之始點為何？ 
行為人開始計畫為有利於犯罪實現之行為 行為人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 
行為人完成構成要件行為 行為人的行為導致構成要件結果之發生 

42 關於刑事訴訟偵查程序進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同一案件經提起自訴者，仍得向檢察官提出告訴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公務繁忙，不必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 
檢察官對於警察移送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者，應自行偵查，不得發回命其補足 
檢察官開始偵查後，知有自訴在先者，應即停止偵查 

43 甲將 A 寄存之空白支票，未經授權自行填載內容而行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偽造私文書罪  甲成立變造通用銀行券罪 
甲成立偽造有價證券罪  甲成立變造公債票罪 

44 甲被起訴觸犯刑法第 137 條妨害考試罪，下列何者可能係甲所參加之考試？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考試 教育部留學考試 多益測驗考試 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45 甲將他人所偽造之貨幣交給不知情之乙，利用乙持偽造貨幣為其購物，甲成立下列何罪名？ 
交付偽造貨幣罪  行使偽造貨幣罪之間接正犯 
偽造貨幣罪之幫助犯  交付偽造貨幣罪之教唆犯 

46 公務員於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何罪，不適用中華民國刑法規定？ 
第 163 條之脫逃罪  第 213 條之偽造文書罪 
第 124 條之瀆職罪  第 336 條第 1 項之侵占罪 

47 關於未遂處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不能未遂，必減輕其刑  障礙未遂，得減輕其刑 
中止未遂，必減輕或免除其刑 準中止未遂，必減輕或免除其刑 

48 下列何者屬於從刑？ 
褫奪公權 沒收 驅逐出境 緩刑 

49 依實務見解，關於共同正犯概念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包括事中協議 
過失犯並無共同正犯之適用 
有責任能力人與無責任能力人共同犯罪，不成立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方式，不包括默示之合致 

50 下列何者屬於主刑？ 
罰金 沒收 感化教育 觀察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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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部分 
1 甲食品公司生產並販售危害健康之產品，消費者乙號召其他買受甲公司上述產品之消費者共計 30

人，一起訴請甲公司賠償其損害。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案之消費者有共同利益，得選定乙為全體起訴 
選定乙為全體起訴，必須以文書為之 
訴訟繫屬後，經選定乙為全體起訴，其他當事人脫離訴訟 
選定乙之後，仍得更換或增減被選定之人 

2 因租賃權涉訟時，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 
其租金總額超過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 
未定期間者，動產以二個月租金之總額為準 
未定期間者，不動產以二個月租金之總額為準 

3 甲乙共有一寶石，出租予丙，租期屆滿後丙拒不歸還，甲乃訴請丙歸還該寶石予甲乙二人；甲獲勝

訴判決確定後，丙將該寶石處分給知情之丁。依法院實務之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並非此訴訟之當事人，不受既判力所及 乙於判決確定前參加訴訟，始受既判力所及 
丁並非此訴訟之當事人，不受既判力所及 甲若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既判力及於丁 

4 甲於第一審法院起訴，請求被告乙賠償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法院依甲之聲明，為其勝訴之判決。

下列何種情形不具備上訴利益？ 
法院酌定擔保金額，宣告甲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 
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甲之損害範圍擴大為 250 萬元 
法院斟酌乙之狀況，兼顧甲之利益，而於判決內命乙為分期給付 
法院為甲應同時履行之附條件判決 

5 甲對乙分別有 A、B 二債權，甲合併起訴請求乙清償，第一審法院於甲乙言詞辯論後，合併判決甲

之 A 債權敗訴，B 債權勝訴。甲就其敗訴之部分合法上訴於第二審法院，乙捨棄上訴權後復為附帶

上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在第二審欲撤回 B 債權之起訴，須得乙同意 
甲若撤回 B 債權之起訴，不影響 A 債權之上訴 
甲在第二審欲撤回 A 債權之上訴，須得乙同意 
乙捨棄上訴權後所為附帶上訴，仍屬合法 

6 甲以「為判決基礎之 A 證物係偽造」為理由，對於第三審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法院認無再

審理由，判決駁回；甲認為駁回再審之訴之確定判決，仍是以經偽造之 A 證物為基礎。下列相關敘

述何者錯誤？ 
甲提起之再審之訴，專屬原第二審法院管轄 
甲不得以同一事由，對於原確定判決，更行提起再審之訴 
甲得以同一事由，對於駁回再審之訴之確定判決，更行提起再審之訴 
甲應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再審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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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甲、乙與丙三人之住所分別位於臺北市、桃園市與新竹市，某日甲乙二人於苗栗市因細故毆打丙成

傷，丙欲對甲乙共同起訴，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丙應向下列何一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苗栗 新竹 桃園 臺北 

8 下列關於訴訟能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受輔助宣告之人無訴訟能力，其訴訟行為須由法定代理人為之 
外國人依其本國法律無訴訟能力者，於我國視為無訴訟能力 
已經離婚之限制行為能力人，仍然有訴訟能力 
無訴訟能力者，審判長不得許其暫為訴訟行為 

9 甲公司之職員乙於執行職務時，不法侵害丙之權利；丙訴請乙賠償損害，並於第一審獲勝訴判決。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為輔助乙，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 
甲欲參加訴訟，應向訴訟繫屬之法院提出參加書狀，法院應將參加書狀，送達於兩造 
若丙對於甲之參加，聲請法院駁回，法院審理此聲請之期間，甲不得為訴訟行為 
若甲於第一審未參加訴訟，甲仍可參加訴訟為乙提起上訴 

10 甲公司委任乙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訴請丙返還積欠之借款，在訴訟繫屬中，甲公司因合併於丁公司

而消滅。其訴訟應如何處理？ 
因為甲公司有訴訟代理人，訴訟程序得繼續進行 
如果法院裁定無須停止，其訴訟程序得繼續進行 
訴訟程序在丁公司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 
丁公司不聲明承受訴訟時，他造當事人丙應聲明令其承受 

11 下列關於言詞辯論之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以一訴主張之數項標的，法院得命分別辯論 
分別提起之數宗訴訟，法院應分別辯論並分別裁判 
命合併辯論之數宗訴訟，應合併裁判 
當事人關於同一訴訟標的，提出數種獨立之攻擊方法者，法院不得命限制辯論 

12 下列關於證據保全之敘述，何者正確？ 
向法院聲請保全證據時，不得聲請為鑑定 
保全證據之聲請，必須在起訴後，向受訴法院為之 
保全證據之聲請，應釋明應保全證據之理由 
保全證據應由當事人聲請，法院不得依職權為之 

13 甲乙共有 A 地，被丙無權占有，甲訴請丙返還該地予甲乙二人，受敗訴判決確定。乙提起第三人撤

銷之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專屬為判決之原法院管轄 
應以甲為適格之被告 
乙須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 
法院認乙之訴為有理由而撤銷時，原判決於甲乙均失其效力 

14 債務人接受支付命令送達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提出異議應於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附理由向發命令之法院為之 
提出異議時，得在調解成立或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其異議 
若逾法定期間始提出異議，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若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支付命令得為執行名義 

15 關於第二審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第二審法院得以第一審法院行通常訴訟程序而廢棄 
訴訟事件經第三審法院發回或發交後，於第二審得再為附帶上訴 
提起第二審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對第二審法院關於假執行之裁判原則上不得聲明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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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第三審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第三審法院原則上無須以原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之基礎 
以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為上訴理由時，所舉違背之事實及以違背法令確定事實、遺漏事實或認作

主張事實為上訴理由時，所舉之該事實，第三審法院亦得斟酌之 
第三審法院進行言詞辯論無須由兩造委任律師代理之 
被上訴人得為附帶上訴 

17 關於言詞辯論之準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不得命當事人本人到場 
受命法官得命當事人就準備書狀記載之事項為說明，但不得採不公開法庭之形式為之 
準備程序原則上以闡明訴訟關係為止 
僅須一造同意由受命法官調查證據，受命法官即得調查證據 

18 就分別共有之不動產，共有人向法院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由不動產所在地法院管轄，不動產所在地法院為特別審判籍 
不問標的價額多寡，一律適用小額訴訟程序 
須全體共有人一同起訴始具當事人適格 
起訴前應先經法院調解 

19 關於法院自由心證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法院應直接認原告請求無理由 
法院為判決時僅須斟酌調查證據之結果，無須斟酌全辯論意旨，依自由心證認定事實之真偽 
法院得心證之理由須記明於判決 
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真偽，可不顧慮經驗法則 

20 關於訴訟標的價額之計算，下列何者正確？ 
原告應負擔之對待給付得從訴訟標的之價額中扣除 
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者，須併計算其價額 
因債權之擔保而涉訟，以所擔保之債權額為準；如供擔保之物其價額少於債權額時，以該物之價

額為準 
因地役權涉訟，如係以地役權人為原告，以供役地所增價額為準 

21 關於民事訴訟裁判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原則上如法官未參與為判決基礎之辯論者，仍可參與判決 
判決原則上無須本於當事人之言詞辯論 
裁定應經言詞辯論 
駁回聲明或就有爭執之聲明所為之裁定，須附理由 

22 關於破產財團之訴訟程序，當事人受破產宣告，在依破產法有承受訴訟人之前，發生如何之效果？ 
法院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經當事人合意後，停止訴訟程序 訴訟程序無論如何不受影響、繼續進行 

23 關於小額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二審裁判得為上訴或抗告 
當事人於小額事件第二審程序原則上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當事人原則上得為一部請求 
小額事件依法應行調解程序者，如當事人一造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法院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而

命即為訴訟之辯論，並得依職權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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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關於文書之真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私文書須經本人簽名始得推定為真正，如私文書經代理人簽名，則不得推定其為真正 
外國公文書，經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大使證明者，推定為真正 
就文書之真偽核對筆跡或印跡，法院不得命當事人或第三人提出可供核對之文書 
文書依其程式及意旨得認作公文書者，不得推定其為真正 

25 關於判決書之記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通常訴訟程序中，就訴訟標的捨棄之判決，法院不得合併記載其要領 
在通常訴訟程序中，就中間判決，法院不得合併記載其要領 
在簡易訴訟程序中，就訴訟標的認諾之判決，法院不得僅記載判決主文 
在小額訴訟程序中，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乙、刑事訴訟法部分 
26 下列何者不屬於刑事訴訟法上被告所享有之權利？ 

請求與共同被告對質  於訊問中保持緘默 
於偵查程序中拒絕到場接受訊問 請求調查有利於己之證據 

27 依刑事訴訟法，下列關於辯護人在偵查階段權利之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辯護人得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基於偵查不公開，辯護人不得閱覽卷證 
辯護人在偵查中得與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見 
檢察官實施勘驗時，如有必要，得通知辯護人到場 

28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 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案件之時效已完成者 對於被告無管轄權者 

29 住所於 A 地的甲，於 B 地行竊被捕，B 地之檢察官乙向 B 地之法院提起公訴後，B 地法院發現該案

件於乙提起公訴前業已繫屬於 A 地法院，此時 B 地法院應如何處理？ 
依刑事訴訟法第 304 條諭知管轄錯誤判決 
依刑事訴訟法第 303 條諭知不受理判決 
依刑事訴訟法第 302 條諭知免訴判決 
除有其他原因外，B 地法院應繼續審判並為實體上有罪或無罪之判決 

30 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關於傳喚之法律效果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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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於停止羈押後，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場者，得命再執行羈押 
鑑定準用人證之規定，因此鑑定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亦得科以新臺幣三萬元

以下之罰鍰，並得拘提之 
於沒收程序中，參與人經合法傳喚或通知而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31 「被告抗拒拘提、逮捕或脫逃者，得用強制力拘提或逮捕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或「抗拒搜索

者，得用強制力搜索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上開但書皆在強調國家機關實施強制偵查時，應

遵守下列那一項原則？ 
偵查不公開原則 強制處分法定原則 比例原則 法官保留原則 

32 司法警察官率同數名司法警察在某 KTV 三樓包廂逮捕通緝犯甲，該等警員當時如欲執行附帶搜索，

下列何者不在其搜索之範圍內？ 
甲當時所穿著之外套口袋 甲放置於桌面之手拿包 
甲身旁之購物袋  甲停放於 KTV 店家附設停車場之汽車 

33 案件雖經上訴，惟被告羈押期間如已逾原審判決之刑期者，依法如何處理？ 
應立即撤銷羈押，釋放被告 檢察官仍得向上級審法院聲請繼續羈押 
上訴審法院得依職權裁定延長羈押 應立即釋放被告，並視為已限制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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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之必要，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若犯罪嫌

疑人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其法律效果如何？ 
得逕行逮捕  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得報請檢察官核發傳票 無任何法律效果 

35 警員甲於詢問依現行犯逮捕到案之乙時，因一時疏忽違背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禁止夜間詢問之

規定而取得乙之自白筆錄。依法該筆錄之證據能力如何？ 
由法院審酌人權保障與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判斷之 
若其違背顯非出於惡意，且該自白或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者，仍有證據能力 
違背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而取得之警詢筆錄，一律不得作為證據 
此筆錄屬傳聞證據，原則上無證據能力 

36 司法警察甲於執行巡邏勤務時，發現乙將機車停在某超商門口，由其後座乘客丙持刀進入強盜。下

列強制處分，何者甲不得為之？ 
對丙進行逮捕 
丙供述乙為其共同正犯，且因情形急迫，而對乙逕行拘提 
立即搜索丙的身體 
赴丙宅逕行搜索 

37 甲因細故對乙施暴，造成乙左上臂撕裂傷，就醫縫合後已無大礙。乙念在與甲是老同事，在臉書上

表示原諒甲一時衝動，不追究甲任何責任。但乙妻丙嚥不下這口氣，前往地檢署以其個人之名義對

甲提出傷害罪告訴；豈料，乙知悉後，乃具狀撤回丙之告訴。上開丙所提出之告訴，效力究竟如何？ 
自始不生效力，被害人已明示不予追究，任何人均無告訴權 
自始生效，丙之告訴權與乙之告訴權，各自獨立，互不相干 
原本生效，但經乙撤回後，則失其效力 
效力未定，須待檢察官裁量 

38 以下關於「緩起訴處分」相關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於緩起訴期間內，不停止追訴權時效之進行 
不論罪名為何，檢察官參酌刑法第 57 條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均得為之 
告訴人對於緩起訴處分，限於告訴乃論之罪始得聲請再議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就犯罪所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 

39 「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認為檢察官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時，應

以裁定定期通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以裁定駁回起訴」，此一規定學理上稱之為？ 
卷證併送 起訴狀一本 起訴審查 退案審查 

40 法院於審判程序中，若認為應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應告知被告所變更之罪名 
被告得就變更後之罪名請求調查證據 
法院應就變更後之罪名給予被告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 
法院應以裁定變更起訴法條 

41 下列關於證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受裁定者，亦得抗告 
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不得作為證據 
審判長預料證人於被告前不能自由陳述者，得不給予被告詰問之機會 
傳喚證人時應用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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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甲因遭乙橫刀奪愛而相約於咖啡廳中談判，言談間甲出言恐嚇乙要將其殺死，乙不予理會而慘遭甲

持菜刀殺害。法院在審理前揭恐嚇罪及殺人罪案件時，下列何者屬傳聞證據？ 
咖啡店店員 A 作證陳述，談判當日曾聽聞甲揚言將要殺死乙 
出售菜刀給甲的刀具店老闆 B 作證陳述，甲曾向他購買殺死乙的那把菜刀 
目擊證人 C 作證陳述，他親眼看到甲將乙殺死 
第一個抵達現場的急救人員 D 作證陳述，乙在死前明確地表示殺人兇手是甲 

43 下列關於拒絕證言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因執行業務而知悉被告病情的醫生，得拒絕證言 
就公務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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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允許，除有

妨害國家之利益者外，不得拒絕 
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皆得拒絕證言 
經合法傳喚之證人，縱因陳述而有致自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虞，亦不得拒絕證言 

44 受命法官在進行準備程序階段時，下列事項何者不得為之？ 
就起訴事實訊問被告是否認罪 曉諭當事人為證據調查之聲請 
傳喚證人實施交互詰問 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45 以下關於簡式審判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於準備程序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法院須徵得檢察官之同意後，始得裁定行簡式審判程序 
不適用傳聞法則 
仍須行言詞辯論程序 

46 有罪之判決確定後，若以發現新證據為由，為受判決人之利益提起再審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所謂新證據，限於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不包括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

及審酌者 
必須因發現之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該有罪判決應受無罪或免訴、免刑或

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 
聲請再審，原則上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 
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者，法院如仍認為應諭知有罪判決者，不得重於原判決所諭知之刑 

47 對於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刑事訴訟法上所提供之保障，下列何者錯誤？ 
檢察官有相當理由認為應沒收第三人財產時，於提起公訴前應予通知，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該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 
行簡易程序或協商程序之案件，若法院裁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者，則適用通常程序審判 
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相關之沒收判決 

48 下列那一種情形不在「不告不理原則」之支配範圍內？ 
被害人提起「自訴」 被告提起「反訴」 被害人提出「告訴」 檢察官提起「公訴」 

49 由我國刑事訴訟法觀之，在公訴案件中，下列何者不必然為訴訟主體？ 
被害人 法院 檢察官 被告 

50 下列各罪間之關係，何者不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7 條所指之相牽連案件？ 
甲先強盜、三個月後又殺人，強盜與殺人罪間 
甲、乙、丙三人共同所犯之竊盜罪間 
甲、乙兩人分別但同時在同一夜店內吸食毒品，各自成立之施用毒品之罪間 
甲誣告乙傷害，誣告與傷害罪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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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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養深厚，態度沉穩，後引申為愚笨或受驚發愣的樣子。下列成語何者原意與今日之使用
義有所不同？ 
「呆若木雞」本指

下列四則報導文字，

報章雜誌的「標題」
 企圖脫逃未遂 指考首日登場 交通大打結 

該不該收費 陸月球的光榮 
4 
寡人／鄙人 賤內／賤軀 

5 「令尊 近 回答，何者
令尊的身體仍很硬 關心 

6 
弄瓦：生女孩 指女子回娘家 餞行：設酒食送人遠行 

7 及格式，
信封上的稱呼，是  

 
8 
玉兔：月亮 家中母親過世 丁憂：家中男性人口稀少 

9 麻中，不扶 本
當仁，不讓於師

下歸仁焉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10 是針對何

學  
「葡萄牙人在 16 炸食用，逐漸普

婦羅』；德國漢堡 肉餅傳到美國後， 人的 愛。」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

凡油炸美食都可稱為天婦羅 
12 道，婦人 之。左太沖絕醜，亦復效岳遊遨；

。（《世說新語‧容
下列選項，何者 不

成 
13 的意境 相近？ 

事敬 勿施於人 須深謀遠慮 ，雅量能容人 

黔驢技窮 畫蛇添足 雞鳴狗盜 虎落平陽 
2 何者沒有贅詞？ 
教育部召開研商會議，所有參加與會者達成共識，認為寶可夢是科技趨勢，勢不可擋 
李老闆終於在這一波金融海嘯之中，憑藉自己所謂的毅力和所謂的發明，開創了一片自己的天空 
經常看到綺年玉貌的明日之星，語言內容之淺薄貧乏固無足論，就連正確、堅定的語氣都無從掌握 
日本某速食店是第一個響應寶可夢「地點贊助」的品牌，此款熱門流行遊戲在日本開放後，旗下許多門市

成為補給站及遊戲道場，期望這次合作能夠扭轉過去兩年因食安醜聞造成的劣勢 
3 ，有些偏向概述事件，有些則帶有評論性質。下列選項屬於後者的是： 
桃監受刑人
四大面向拆解 「橫向國道」 主婦處理家務的成就 不輸登
下列選項中之自謙詞，其身分相同的是： 

後學／不才 愚老／晚生 
若你的朋友問： 好嗎？」下列 正確？ 

朗，謝謝您的關心 令父的身體仍很硬朗，謝謝您的
 家父的身體仍很硬朗，謝謝您的關心 舍父的身體仍很硬朗，謝謝您的關心 
下列柬帖術語的詮釋，何者錯誤？ 

春卮：年酒、春酒 于歸：
書信有既定的規範 下列對於書信格式的說明，何者錯誤？ 

寫信人對收信人的敬稱 啟封詞是給受信人，寫給長輩可用鈞啟
若為限時專送的信件，發信人姓名要全寫 啟封詞切不可用敬啟，是極不禮貌的用詞
下列關於詞彙的說明，何者錯誤？ 

臘月：農曆 12 月 慈制：
荀子曰：「蓬生 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下列選項，何者與 文的主張 接近？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日克己復禮，天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應 者而言？ 
齊家 為 處世 養生

11 世紀末期到日本九州，在齋戒日時向當地人購買青菜和海鮮，裹上麵糊油
及為『天 市的牛 成為美國

正確的是： 
漢堡勝於天婦羅  美食無國界之別 
漢堡的食材務必來自於德國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 遇者，莫不連手共縈
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止》） 

適合說明上文旨意？ 
東施效顰 邯鄲學步 世態炎涼 畫虎不
下列選項，何者與「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居處恭，執 己所不欲， 凡行公事， 凡事留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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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提出「兼愛」主 者之意為： 
實現，

「兼愛」之理想終
需仰賴樂山之仁者、樂水之智者，可遇而不可求 

批評沖潰 
15 列選項，何者 接近前文意旨？ 

事求是 法度可傳，匠心在人 
16 孰易者？」曰：「鬼魅 易。」。夫

犬馬人所知也，旦

犬馬行動不受控制

」的人生哲理。下列選項，何者蘊含謙卑之理？ 
海青天無限恨，等閒拭淚付琵琶 

18 哉乎！ 在險。」
（《史記‧孫子吳起

原因，主要在於： 
 

「人生在世，除了面對

有功；不自矜
積善成德，而神明

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20 不醒古代了／誰需要我來催他起床／去看小客棧的天色呢？翅膀早已

鴿子 
「布農族這個活力充

。他們那種令人驚異的複音或和聲的合唱技巧，一直被
瑰寶。」下列選項，何者 貼近引文意旨？ 

的音樂無法表現出 的音樂有撫慰人心  
布農族以和諧的音

以
己的實力。他曾說 思考，做好我能控

不能用來形容
做足準備，就能掌

 
 

下列選項，何者不具

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草花，烏衣巷 舊時王謝堂前 百姓家 

律回歲晚冰霜少， 差 
25 地上遠看海霧，不受實際切身的利害牽絆，能安閑

比乘海船遇著海霧，只知它妨礙

美就如夏天的水果

美固然是形式，因為我們觀賞它；但它同時又是生活，因為我們感覺它 

14 張，但批評者認為「兼愛」之實現猶如「挈泰山以超江河」。批評
「兼愛」之理想欲 猶如要舉泰山越過江河之困難 

究無法如泰山、江河之壯闊，沒有推廣價值 
「兼愛」之實現
「兼愛」主張雖然一開始如泰山壯闊，但終會被江河般的
《孟子‧盡心下》：「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下
大勇若怯，大智若愚 不以規矩，何成方圓 修學好古，實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 難者？」曰：「犬馬 難。」「

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上》） 
根據上文，所謂畫犬馬 難、畫鬼魅 易之原因何在？ 

，難以精準描繪 鬼魅雖無形，但多有前作可摹擬，故易畫 
犬馬種類多，所以難畫；鬼魅則形象單一 鬼魅無形而犬馬可見，故畫犬馬難於鬼魅 

17 「海」常被古人用以闡述「謙卑
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 碧
東海揚塵猶有日，白衣蒼狗剎那間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 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列傳》） 
文中吳起認為影響國家安定的
民心向背 人民素質 財貨富饒 關塞險固 

19 生命的有限之外，又面對人間的複雜。若能承認自己的有限，才可能轉有限而為無限，
化複雜而為單純。」 
下列選項，何者與上文意旨 相近？ 
不自伐，故 ，故長 

自得，聖心備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
「把黎明割出血來的金嗓子／再也叫
經退化／只堪滷作美味」 
依據上文，作者所描寫的是： 
老鷹 大雁 公雞 

21 沛且洋溢著戰鬥意志的族群，表現在音樂上，卻不是躍動的節奏或高亢的嘶叫或重擊擂
打，反而是虔誠安詳的吟詠，是單純和諧音程的連續
民族音樂學者視為世界民歌中的
布農族 活力 布農族 的效果

樂展現戰鬥意志 布農族的音樂特質主要在節奏躍動上 
22 「2012 年 2 月 5 日，始終坐冷板凳、從未擔任先發的林書豪替補上場，居然逆轉戰局，打敗紐澤西籃網隊。

並在一個月內掀起『林來瘋』的熱潮，成為家喻戶曉的球星。面對十多年走來卻不順遂的籃球路，林書豪
熱愛籃球、不停努力練習，證明自 ：『我知道機會不多，但我只能正面
制的事。』」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 林書豪的精神？ 

握機會 坐冷板凳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 
跳脫自卑的窠臼，拉近夢想的距離 堅持不輟、永不鬆懈，才能成就自己 

23 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
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下列選項符合上文意旨的是：
金玉其外 不吝珠玉 韞櫝而藏 買櫝還珠 

24 「物是人非」的意思？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
朱雀橋邊野 口夕陽斜； 燕，飛入尋常

春到人間草木知；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參
「看過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陸
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現在，看自己的境遇，看習見的景物，都好
呼吸，只嫌它耽誤程期、預兆危險，沒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 
下列敘述， 符合上文意旨的是： 

，容易腐爛且不持久 
要見出事物本身的美，須放置在適當的距離外去看 
當美的靈魂與美的外表和諧地融為一體，便是世上 完善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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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句詩對美術史的影響很大，使中國繪畫中出現了「□□」。我們看到一

見了。比天地還要大的空間，就是「□□」。山是什麼顏色呢？
沒有之間。  

空白 
「對於印地安巫師而

有點距離，
」 

，為何老鷹可以成 的生命導師？ 
老鷹銳利的眼睛，

28 佛大學的一個普通學生。其實 Facebook 的整套架構性的
萊沃斯兄弟，這兄弟倆家境不錯，從小就是富二代。

：『太精彩了，我們一起幹吧？』兄弟倆說：『我
開始動手，寫代碼，請教高人，見投資者。

泡酒吧，在喝酒，在準備自己的皮划艇
賽等等。等他們知道

元，但是和獲利相比，還是很划算 
29 剛設計的晚禮服出席晚宴，吳季剛因此一舉成名。他小學到國外就懂得利

經懂得毛遂自薦；大一時到紐約，想參加一場職業秀，卻苦
的餐廳打工，從衣帽間的小弟升到點餐服務生，因而有機會

機會靠自己創造

後，攔砂壩、發電廠全被砂石覆蓋。我從
在瓦礫堆裡的水泥塊，像是龐貝古城的遺跡。大甲溪沿岸的電廠雖然在九二一

得差不多 ，又把一切打回原型……」 

政府應該編列更多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32 力氣將它扶正；那麼在悲哀之後，唯一能做的就只有自己站好姿勢。」 

邦有道，危言危 ，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33 為「應予照准」，此

考試院 海山高級中學 
內政部部長上簽行政

請鑒核 應予照准 希辦理見復 
35  

「職」 
「貴部」

某市立醫院行文給
育局長發文給該 員，其稱謂語可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這兩
條河流一直流，然後到天地之外，遠得看不
它的顏色一直在跟著光線變化，山色 美的地方在有與
閱讀上文，兩處空缺應該填入的是： 
粉彩 工筆 點染 

27 言，老鷹象徵宇宙的 高意識，也就是物我合一『空』的生命境界，亦是道的精髓。身
為基隆的市鳥，老鷹也以牠不懼風雨的傲人之姿，遨翔於市區港邊和沿海邊緣的海岸線。對我來說，老鷹是
我生命中第一位導師，牠教導我以優雅的姿勢和客觀的態度，對生命的各種劇情有一點靠近，又
或者說提醒我是一個地球的旅行者吧！
依據上文 為作者

象徵對於世間人情的敏銳觀察力 
老鷹善於謀而後動，看似優雅，見獵物即能迅速捕獲 
老鷹是其故鄉的象徵，見到老鷹就會想到故鄉的召喚 
老鷹飛行的姿態與遨翔的方式，可聯想到人們應世的態度與原則 
「Facebook 的創始人祖克伯，他創業的時候只是哈
設想，根本就不是他的原創。原創者另有其人，是文克
他們有一次見到祖克伯，就跟他講了整套想法。祖克伯說
們想想。』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但是回到宿舍之後，祖克伯就
等他已經熱火朝天幹起來的時候，文克萊沃斯兄弟在幹嘛呢？他們在

一個叫 Facebook 的東西已經崛起，才慌張失色地跑上門去要錢，於是就打了一場曠日
持久的官司。雖然 後雙方和解了，祖克伯賠了他們幾千萬美元，但是這點錢跟祖克伯的成就相比，又算什
麼呢？」 
下列選項 合乎本文意旨的是： 
祖克伯雖然不是原創者，卻贏在具有行動力 
文克萊沃斯兄弟空有創意，卻擔心血本無歸 
文克萊沃斯兄弟有創新的想法，即使沒有去做也是可以獲利，還是很划算 
祖克伯為爭版權，打官司賠了幾千萬美
「2009 年美國第一夫人穿著吳季
用網路資源，讓母親帶他去拜師；中學時，就已
無人脈。為此，他特意到一家時尚設計師常出入
結識有名的設計師，建立累積人脈。」 
上文意旨，重點強調的是： 

  失敗是堅忍的 後考驗 
成功是一段路程，而非終點 不經過挫折，就找不到真理 

30 齊柏林在《我的心，我的眼，看見臺灣》裡描述大甲溪「因為地勢陡斜，適合水力發電，因此從上游至下游，
沿路就有六座水力發電廠，但也因為地勢嚴峻，在九二一大地震之
空中拍攝，只看得到幾片被埋
時，受創嚴重，到了二○○四年，大多復原 ，只是來了一個敏督利颱風
這段文字帶給我們的反省是： 

的預算來治山防洪 「人定勝天」是對抗地震與颱風的重要信念 
大地需要休養生息的時間，才能慢慢復原 水力發電成本高，又容易遭到天災破壞 

31 下列選項，何者具有執法公正的精神？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當世界已經傾斜，我們也沒有
下列選項，何者 能詮釋文中的意思？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朱門酒肉臭
行政院復函某一機關，其准駁語 機關 可能的是： 
文化部  大愛電視台 新北市立

34 院院長，期望或目的語應使用： 
請查照 
下列公文「稱謂語」之使用，何者錯誤？
一般民眾向警察機關陳情，可自稱為
某慈善機構發文至內政部，其稱謂語可用  

該市政府衛生局，其稱謂語可用「鈞局」 
某縣市教 局承辦人 用「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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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選民對候選人送禮懇託的「不情之請」，應當拒絕
尤」 

37 
月餅熱量過高，糖

方挑釁 
應 者 

機的人 
38 

功在桑梓 睥睨寰球 

胯下之辱 －韓信 
飛 

40 已是再簡單不過的事；因此鍛句鍊字
多青年寫作者的作品，我們會

發現：舉凡 章的 的聯貫等，都受到忽視。這種
順』都  

須重視字句鍛鍊 
，是因為強調
過分講究辭藻的創作者 

魚」暗喻作者處境凶險 
什麼歇不得處」此間指的是當下所在處 

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43 片上的

氣兩種感覺 
44 子，爸爸的 也不可能會有醫德。』這是十幾

解這句話的 一位醫師雖然可以視病猶親，充

醫德須建立在好的醫術上 

 

下列「」中詞語的運用，何者使用適當？ 
醫生為病人診治，理應仔細察問，「視病如親」 

 
班長平素篤實好學，謙卑有禮，值得大家「群起效
每逢大考，考生與陪考人員擠滿考場，可說「俯拾即是」 
國家有難，無論執政官員或平民百姓，皆應「休戚與共」 
下列選項，何者沒有錯別字？ 

 尿病患者應斟酌懾取
淺力無限，一定能爭取佳績 這次代表國家出賽的選手

昨天酒店發生黑幫鬥毆事件，一名年輕男子不斷向警
這次面試結束後一週內，人事室將寄發錄取通知書給 徵
手機遊戲《精靈寶可夢 GO》風靡全臺，處處可見低頭玩手
祝賀奧運勇奪金牌的選手，適合致贈的題辭是： 
邦家之光 奏凱而歸 國粹之光 

39 ，前後有關係的選項是： 下列各組詞語與人名的配對
圯上老人－－蕭何  －
略識之無－－白居易 丹心照汗青－－岳
無顏見江東父老－－項羽 
「自從白話文普遍地成為我們日常書寫的文體之後，不少人以為寫文章
的努力往往被視作落伍，是文言文寫作時代的產物，而予以揚棄。檢視今天許

分句，標點符號的用法，轉折詞、語 詞的運用，行文語文 助 氣
文章，連『通 講不上，遑論 根據文意，下 正確的選項創作。」 列說明 是：

順為基本要求 理想的創作，應以通
無論古代或現代，都必
白話文寫作比文言文寫 遣辭用字 作難
本段文字的批判對象主要是
青年寫作應延續文言文的優點，甚至積極創作文言文 

41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
久，忽曰：「此間有什麼歇不得處 ？」由是如掛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
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蘇軾〈記遊松風亭〉） 
依據上文，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作者 後的歇息處在松風亭 「掛鈎之
「進則死敵，退則死法」意謂進退維谷 「此間有
作者體悟到人生不可浪擲虛度，持之以恆，終能有成 
杜甫〈羌村〉之一：「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42 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

。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這首詩所表達的情意是： 
遭逢亂世，妻兒離散的悲哀 久別重逢，難以置信的悲喜 
兵荒馬亂，九死一生的僥倖 故舊道賀，喜出望外的驚嘆 
剪燭西窗，雲情雨意的纏綿 
「鄉愁可能是常玉畫中的一種桃 又寂寞；是隨祖母陪嫁過來的繡被上紅，喜氣卻 絲線繡的翡翠青綠葉
襯出的桃紅。歲月久了，一切都灰暗褪色，只有那桃花 然簇新，使人心驚。」 依
依據文意，下列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常玉大量描繪桃花以解鄉愁 常玉畫中的鄉愁不會隨著歲月消退 
常玉畫中時常流露對祖母的孺慕之情 祖母的陪嫁品是常玉繪畫的主要題材 
常玉部分畫作能融合寂寞與喜
「媽媽坐在旁邊，告訴我：『 意思是，一個醫生若沒有醫術兒 ，
年前的事了。那時候的我不太 意思，但如今已漸漸能夠體會。了
滿愛心，但是如果診斷總是錯誤，治療盡都失敗，完全無『醫術』可言，這樣的醫生不叫做有『醫德』，他
只能算是一位好心腸的平凡人，而且相當危險，因為他可能會害到人。」 
依據文意，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醫德是醫生 根本的要求 
診斷難免有失誤，但至少要視 應盡力避免醫術不佳導致的醫療糾紛病猶親  
經過歷練後，作者體悟了父親的見解 

45 有同理心，下列選項何者符合這樣的精神？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身為公務人員，對於民眾的需求與困難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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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高中曾發起「男女平權，短褲無罪」等行動，爭取穿體育短褲進校園行動，一度在朝會時有人直接脫

掉制服秀體育服響應。上述有關學生制服的敘述，若以人權的角度來看，其屬於下列何者？ 
表現自由範疇 新興的社會權 行動自由範疇 生存權的範疇 

2 某些社區居民不想繳管理費，卻享受大廈管理員在防竊、環境維護、代收郵件等方面服務。這種個人沒

有負擔應付的成本，卻享受該公共資源好處的情形，反映出推動公益時所面臨的何種難題？ 
鄰避效應 誘因不足 搭便車心態 共有財悲歌 

3 影星艾瑪華森（Emma Watson）2014 年在聯合國演講曾說：許多年輕男子因為無法開口要求幫助，不願

當眾表達脆弱而深受精神疾病所苦，因為他們害怕表露情緒會讓他們看起來失去男子氣概。艾瑪華森的
演講主要在描述下列何種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 
性別刻板印象限制性別角色發展 性別主流化壓抑男性的性別氣質 
性別歧視造成性別角色的階層化 性別平等使得男性社會地位下滑 

4 NBA「哈佛小子」林書豪在體壇上發光發亮，他表示一路走來都是靠著家人的支持，尤其在歷經人生低
潮時，母親的鼓勵更讓自己能重新站起來。依據學者米德（G.H.Mead）的理論，在林書豪自我形成的過

程中，可用下列何者說明媽媽對他的影響？   
鏡中自我   重要他人   偶像崇拜  概化他人 

5 日本人氣女子團體「AKB48」，在亞洲好幾個地區及中國的上海都成立姊妹團，成為當今日本最具勢力

的女子團體。該團體的此種作法，較屬於下列何者？ 
反全球化 在地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另類全球化 

6 近年國人熱衷路跑活動，但隨著路跑場次增加，交通管制或封閉道路次數頻繁引發不少討論。反對者認

為，許多路跑活動並未繳納道路使用費，且動用警察人力維持交通秩序，根本犧牲多數人的道路使用權。
上述反對者說法，是基於何種公共利益理論？  
最大福祉說 集體利益說  社會正義說 倫理道德說 

7 有些直轄市政府積極推動「參與式預算制度」（Participatory Budgeting），讓公民透過辯論和協商過程，
參與公共資源分配與使用的決策，此做法不僅提升預算透明度，也減少政府的無效率。若從公民社會觀
點檢視上述政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建立公私協力志願結社合作模式 透過公共治理途徑降低政府失靈 
透過倡議方式有效影響政府決策 屬利益團體展現經濟力影響政策 

8 在臺灣各大專院校的外語學院多半開設英語、法語、德語、日語等系所，而開設越南語、印尼語、泰語

等外語系所者卻屈指可數，然臺灣新移民人數的增加並非都來自英法德日語系。上述開設系所數量的差
距，最適宜以下列何種概念解釋？ 
文化衝突 文化位階 文化震撼 文化融合 

9 目前臺灣社會仍保有嬰兒滿月要剃頭、四個月要收涎、周歲要抓周的傳統儀式，以象徵孩子已長大並祈
求平安。這些都是過去因民眾為滿足生活需求而自發性發展出來的習俗，也是何種文化的代表？ 
官方文化 民間文化 邊緣文化 流行文化 

10 就我國現行憲政制度之運作，下列何者屬於監察院的職權？ 
議決政府部門的預算案  受理公務人員財產申報 
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懲戒違法失職的公務員 

11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所決議的那些議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
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①預算案 ②條約案 ③大赦案 ④戒嚴案 ⑤法律案。 
①②⑤ ②③④ ①④⑤ ①③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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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國政治學家道爾（Robert Alan Dahl）主張公民有權組成各種自治社團，表達並追求共同的意見或利益，

並讓代表各種利益的不同社會勢力互動，以避免任何單一社會勢力居於絕對的控制地位。下列何者最符

合上述政治學的概念？ 
寡頭鐵律 多元政體 民粹政治 多數統治 

13 當前國際組織依其屬性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下列每一選項所列舉的兩個國際組織，何者皆屬國際非政府

組織？ 
世界展望會、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國際紅十字會、國際特赦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無國界醫生組織 

14 2014 年 9 月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由蘇格蘭人民自行決定是否脫離英國的統治，投票結果揭曉，以 44.58%
贊成、55.42%反對的差距，由反獨派取得勝利。下列那一項描述最能說明這場公民投票的緣由？ 
宗教信仰歧異所引發的文明衝突 區域經濟整合受阻導致的後遺症 
政治分離主義所導致的民族自決 因不結盟運動所激化的南北對抗 

15 若臺北市與新北市因處理跨域性的地方事務而發生爭議時，根據地方制度法之規定，應由下列何者解決

爭議？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總統府 

16 在民主國家中，透過政治程序，試圖影響政治決策以保障或促進其利益或目標者，通常稱之為利益團體。

下列有關利益團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為確保能實現其利益或目標，通常是以執政為最終目的 
不提名候選人參選，但會參與助選，支持特定的候選人 
對於政治議題的投入極為全面，須提出全盤的政策規劃 
為達成其政策目標，會有計劃的去發掘、培育政治人才 

17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其投票制度為擁有房屋者可多投一票，大學畢業生亦可在大學區多投一票。

當時這種投票制度，若依我國憲法規定的選舉原則來看，應是違反下列何者？ 
公開原則 平等原則 直接原則 無記名原則 

18 某飯店業者為打開知名度，推出「住兩天送同等級房間兩天抵用券」＋「免費使用超跑往返附近觀光景

點」＋「贈送紓壓熱石按摩」＋「精緻下午茶兌換券」之促銷方案，消費者住房可同時得到四項贈品。

上述促銷方案最可能屬於公平交易法中何種行為類型？ 
獨占行為 結合行為 聯合行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 

19 A 男因嚴重精神疾病受監護宣告，某日尾隨一對父女，並乘隙持刀砍殺女童，導致女童當場身亡，家屬欲

對 A 男請求民事賠償。法院判定 A 男應否負賠償責任，主要是依據下列何項條件？ 
具刑事責任能力 具有行為能力 具有識別能力 同時受有輔助宣告 

20 某高中利用週會時間集合全校學生舉辦「情感教育」專題演講，並配合講題全片播放知名電影「我的少

男時代」。依相關法律判斷，下列針對上述事例涉及著作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週會屬教學活動，故不須先取得著作權人同意  
需先確認是否為院線片，若已下檔就不會違法 
縱然週會屬教學活動，但全片播放就可能損害著作人格權 
就算屬教學用途，但全片播放就必須先取得著作權人同意 

21 某校學務主任上任後，深感學生過度沉迷於手機遊戲，因此規定學生到校後，必須將手機統一交由教官

管理，放學時再統一領回。學生對此措施深表不滿，認為學校管理太過嚴苛，而向學校抗議。學生抗議

的理由應是認為學校的措施違反比例原則中的那一項？ 
適當性 必要性 明確性 普遍性 

22 15 歲的小芬交友複雜，除與 15 歲的小強交往外，又與 19 歲的阿富交往，小芬分別與兩人都發生性行為，

小芬父母得知後憤而報警。依我國相關法令規定，下列關於本案的分析敘述，何者正確？ 
小芬、小強、阿富三人都觸犯準強制性交罪  
因三人皆未滿 20 歲，依法都可減輕或免除其刑 
依據刑法規定，18 歲以上才具有性自主權  
小強與阿富的父母也能以準強制性交罪對小芬提告 

23 國內高房價問題使居住正義成為政府亟待實踐的課題，中央銀行為避免房地產被炒作，對於一定金額以

上的豪宅與擁有三戶以上房產者的貸款成數加以限制，以及對臺北市與新北市部分地區的房屋貸款條件

做較嚴格的審核。上述中央銀行的做法屬於下列何種措施？ 
調降存款準備率 選擇性信用管制 調整重貼現率 道德勸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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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有關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的敘述，何者正確？ 
任期一任八年，每位大法官只得連任一次 由司法院院長提名，提請總統同意後任命 
不得兼任司法院正副院長，維持司法獨立 大法官任期交錯的設計，有利於經驗傳承 

25 依憲法第 8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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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

處罰，得拒絕之。」該條文中所謂的「法定程序」應是指下列何者？ 
是指依據命令所規定的相關程序執行 行政單位依據需要所制定的法規命令 
衡量公共利益與人權的過失責任原則 是指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所定的正當法律程序 

26 老師為了向學生說明我國刑事訴訟的流程，拿出下列四個牌子：（甲）起訴、（乙）執行、（丙）偵查、

（丁）審判。老師提問：若有人向檢警檢舉他人犯罪行為，下列針對該案件進行流程的排序，何者符合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甲乙丙丁 乙甲丙丁 丙甲丁乙 丁丙甲乙 

27 若 X 物品為季芬財（Giffen goods），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X 物品是劣等財（inferior goods）  X 物品的需求價量關係必定呈反向變動 
 X 物品的供給曲線滿足供給法則  X 物品的需求量與所得呈同向變動 

28 以勞動市場來看，政府為保障勞工的基本權益，經常會修訂基本工資。下列就「基本工資」的相關敘述，

何者正確？ 
是政府訂定的價格上限措施 將會造成勞動市場供不應求 
主要目的在保障勞工的權益 須定在均衡工資以下才會有效果 

29 世界各國通常都使用 M1A、M1B、M2 來衡量貨幣數量，下列就這三者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當 M2 年增率持續高於 M1B 年增率時，股市資金動能可能不足 
M2 又可稱為狹義貨幣，所涵括的貨幣數量是三者中最少的 
若以流動性為標準，則 M2 為最高，M1B 次之，M1A 為最低 
M1A 與 M1B 屬於長期的資金配置，M2 屬於短期的資金配置 

30 公共財（public goods）經常有「搭便車」的情形，致使私人不願生產，得由政府出面提供。依上所述判

斷，其主要是因為該財貨具有下列何種消費屬性所造成的？ 
不具共享性 可排他性 獨享性 無排他性 

31 對外貿易被看成是「經濟成長的發動機」，可見貿易對一國的經濟十分重要，尤其是以貿易為導向的臺

灣經濟更是如此，從數字來看，臺灣的貿易依存度接近 100%，表示臺灣經濟的成長依賴對外貿易的程度

很深。「貿易依存度」指的是下列何者？ 
進出口總金額占國民所得的比率 進出口總金額占投資金額的比率 
進口金額占國民所得的比率 出口金額占國民所得的比率 

32 報載：「英國財政大臣表示，過度飲用含糖飲料會引發某些疾病，為了挽救下一代的健康、打擊肥胖問

題，英國要開始對生產含糖飲料的企業徵稅，而消費者預估未來得多掏點錢才能喝到含糖飲料。」若依

報載資料判斷，英國政府的宣示對其國內含糖飲料市場，會造成下列何種影響？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減少 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增加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不一定 均衡價格不一定，均衡數量增加 

33 上公民課時，同學們針對現在經濟的不景氣，提出各種促進經濟成長的方案，下列何者無助於我國國內

生產毛額的提高？ 
由政府興建高速鐵路 降稅以鼓勵廠商投資 政府調降進口品關稅 開放外國人來臺觀光 

34 通貨膨脹發生時，商店要重印價目表、餐廳要重印菜單，經濟學把這種調整的成本稱為菜單成本。通貨

膨脹時，這種成本的產生主要是反映下列何種現象？ 
生產技術受限 經濟效率減損 財富重新分配 出口大幅減少 

35 廉價航空公司近年大舉進駐臺灣，因廉價航空公司的低票價策略奏效，市占率年年增加。在不考慮其他

因素之下，廉價航空公司的低價行銷對機票市場的影響之敘述，何者正確？ 
廉價航空公司的均衡機票供給量減少 廉價航空公司的均衡機票需求量增加 
非廉價航空公司的機票需求增加 非廉價航空公司的機票供給減少 

36 Tom has already given up the       of smoking for the sake of health. 
 custom  habit  pipe  suit 

37 Low prices, along with convenience and wide selection, are a       part of online stores' attractions. 
 crucial  sexual  textual  pun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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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finish this task. We cannot       others to do it for us. 
 count off  count in  count out  count on 

39 Can you imagine the day when you will no longer need to stop for       at gas stations？ 
 fuel  gear  hike  prey 

40 David has been sick for weeks,       he's quite weak now. 
 because  if  next  so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Gone with the Wind is a novel written by Margaret Mitchell, first published in 1936. The story is set in Clayton 

County, Georgia, and Atlanta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era. It depicts the struggles of young 
Scarlett O'Hara, the spoiled daughter of a rich southern plantation owner. Used to her rich lifestyle, Scarlett must use 
every   41   she can get to claw her way out of the poverty she finds herself in during the Civil War years. The 
novel is written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slaveholder and its portrayal of slavery and African Americans is 
controversial. However, it has become a classic   42   for today's writers about the South, both black and white. The 
novel was very   43   with American readers from the beginning and was the top American fiction bestseller in 
1936 and 1937. As of 2014, a Harris poll found it the second   44   book of American readers, just behind the Bible. 
More than 30 million   45   of the novel have been printed worldwide. 
41  basis  process  means  progress 
42  reference  performance  community  conference 
43  positive                             popular  typical  basic 
44  original  clever  favorite  successful 
45  numbers  copies  pounds  piece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I was raised in a very conservative family on the island of Fiji in the South Pacific. At an early age we were 

taught close family ties and conservative ways. Family members worked together as one unit, and we respected our 
elders. Upon arr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 discovered a very different world, where children speak as they wish to 
their parents and at times even treat them with disrespect. This different world eventually led to some difficulties 
between me and my parents. When I was eighteen, a couple of my friends moved out of their parents' house and into 
an apartment of their own. They asked me to move in with them. These friends wer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upbringing was less conservative than mine. Their parents considered it perfectly acceptable for them to move out 
and live independently at eighteen. But when I spoke to my parents, it was clear they did not want me to leave home. 
My friends couldn't understand this and they kept telling me to move out anyway. I felt caught between my friends and 
my parents. I felt that my friends were doing something that was socially acceptable and that my parents were being 
old-fashioned and not behaving as Americans should behave. For me, after many sleepless nights, my obligation as a 
daughter overcame my yearning for independence. I realized that my parents' unwillingness for me to move out was 
because of their love for me. I also realized that if my friends were true friends, they would accept my decision. I told 
them I'd decided to stay with my parents. Most of them accepted my decision. Now, looking back, I feel that I made a 
right decision. 
46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Parental Support.   Endless Nightmares. 
 Teenagers' Competition.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47 When the writer was eighteen, what did her friends ask her to do？ 
 To move to the Unites States.       To move back to the island of Fiji. 
 To move out of her parents' house.    To move back to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48  What does the sentence "I felt caught between my friends and my parents" refer to？     
 A difficult dilemma.    A social acceptance. 
 A responsible obligation.    A conservative behavior. 

49 What was her final decision？     
 To live by herself.    To live with her parents. 
 To live with her friends.   To live with her friend's parents.        

50 What's her friends' attitude toward her decision？  
 Angry.  Excited.      Supportive.  In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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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釋字第 414 號解釋意旨，有關藥物廣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藥物廣告係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工作權之保障  
藥物廣告具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仍應受憲法第 11 條言論自由之保障  
藥物廣告其中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尚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 
藥物廣告因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 

2 祭祀公業規約，依循傳統宗族觀念，大都限定以男系子孫（含養子）為派下員，多數情形致女子不得為

派下員，可能涉及下列何種原則之違反？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下列何者非屬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內涵？ 
規範內容為一般人所得理解 規範內容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規範內容由立法者明文授權 規範內容得由司法者加以審查 

4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檢察機關代表國家進行犯罪之偵查與追訴，為保障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對於偵

查中之案件，立法院不得向檢察機關調閱相關卷證。此係下列何種原則之展現？ 
民主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5 關於監察委員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監察委員由監察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監察委員不受彈劾  
監察委員行使職權，應受監察院院長指揮監督 監察委員任期 6 年 

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規定，政黨被宣告為違憲理由，除該政黨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外，

下列何項同為該條規範內容？ 
危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危害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  
主張修憲  主張公民投票 

7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司法院大法官職司憲法解釋，不進行個案審判，非憲法第 80 條規定之法官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不受身分保障  
司法院大法官之俸給適用憲法第 81 條非依法律不得減俸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所為之憲法解釋屬個案裁判 

8 甲於寒害過後，向縣政府申請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於處理程序終結前，甲據以申請之法規修正，依

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此時應依下列何種原則決定法規之適用？ 
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 從新從優原則 從舊從優原則 實體從新程序從舊原則 

9 下列地方自治團體所制定之自治條例，何者稱規章？ 
直轄市 縣（市） 鄉（鎮、市）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10 依憲法規定：「人民有服兵役之義務」，此處指之人民被解釋為男性國民，是為何種解釋？ 
文義解釋 類推解釋 限縮解釋 反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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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某公園禁止遛狗，則迷你馬也應當禁止帶入，此係依何種解釋方法而得？ 
類推適用 舉重以明輕 文義解釋 體系解釋 

12 臺灣一般被歸屬於歐陸法系，下列國家中，何者非屬歐陸法系？ 
日本 法國 南韓 美國 

13 下列何者屬於間接法源？ 
判例 自治規章 條約 憲法 

14 依民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債之消滅原因？ 
清償 債權讓與 提存 抵銷 

15 行政機關應衡量公共利益與私益，方得依職權撤銷違法之授益行政處分，係下列何種原則之實踐？ 
平等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6 行政機關未有法律授權逕以公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係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明確性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7 有關信賴保護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因公益廢止行政處分，造成人民利益受損，應採取合理補救措施  
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必須符合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不適用於法規之變更或廢止  
純屬期待而未有信賴表現，不在信賴保護範圍 

18 國家不得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侵害人民權利，係何種原則之表現？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19 自治條例訂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行為後，始得發布之？ 
審查 審議 核定 備查 

20 關於法規廢止程序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授權命令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由原發布機關發布廢止之  
職權命令之廢止，應經上級機關同意，由原發布機關發布廢止之  
法規僅廢止少數條文者，由原發布機關廢止後，送立法院審議  
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但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21 行政機關對現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處行政罰之行為人，不得為下列何種處置？ 
即時制止其行為  
製作書面紀錄  
為保全證據之措施，遇有抗拒保全證據之行為且情況急迫者，得使用強制力排除其抗拒  
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敘明羈押之理由，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 

22 行政機關對現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確認其身分時，若其拒絕或規避身分之查證，經勸導無效，

致確實無法辨認其身分且情況急迫者，得採行下列何項措施？ 
得實施管束  得強行搜身  
得令其隨同到指定處所查證身分 得攜往所轄法院留置 3 小時 

23 下列自治法規，何者應經上級機關核定後，始得公布或發布？ 
鄉（鎮、市）民代表會制定之自治條例 縣（市）政府訂定之自治規則  
直轄市政府訂定之委辦規則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訂定之自律規則 

24 依訴願法規定，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訴願管轄機關應為下列何種決定？ 
不受理  無理由  
有理由  依職權撤銷或變更原處分 

25 依行政訴訟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簡易訴訟程序案件由獨任法官審理 訴之撤回即為訴之發回  
行政訴訟免繳裁判費  行政訴訟不得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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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關於送達之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送達者，僅向其一法定代理人為之，即生送達效力  
受有委任且受送達權限未受限制之訴訟代理人，原則上應向其送達  
應受送達人拒絕受領而無法律上理由者，視為已送達，並應將文書退回管轄法院  
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者，應將文書付與具訴訟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 

27 關於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核定  
原告應負擔的對待給付，應從訴訟標的之價額中扣除  
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  
分割共有物涉訟，以該共有物的價額為準 

28 關於必要共同訴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生有訴訟裁定停止原因，其裁定停止效力及於全體  
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生有訴訟當然停止原因，其當然停止效力及於全體  
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及於全體  
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均及於全體 

29 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因建築物定期租賃關係產生爭執而提起民事訴訟時，應該適用何種訴訟程序？ 
通常訴訟程序 小額訴訟程序 簡易訴訟程序 非常訴訟程序 

30 下列何種情形，胎兒無權利能力？ 
胎兒之父親遭逢車禍而死亡，胎兒向加害人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胎兒之繼承權被侵害，請求回復其繼承  
胎兒與母親及兄姊共同繼承土地，胎兒之母以自己與胎兒為原告，其餘繼承人為被告，起訴請求分割

該地  
胎兒繼承財產，被繼承人之債權人起訴請求法院命胎兒清償債務 

31 下列何者，非屬不融通物？ 
公園 農地 鴉片 猥褻書刊 

32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此所稱之

過失，係以何種注意義務為基準？ 
一般人之注意  與自己處理事務之同一注意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善意且可知之人之注意 

33 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承擔其債務之契約，該債務承擔契約自何時起，對債權人發生效力？ 
自債務承擔契約合意時  自債務人通知債權人時  
自第三人將債務承擔契約之證明文件交付債權人時 經債權人承認債務承擔契約時 

34 甲未經乙同意，擅自以乙代理人之名義與丙訂立買賣契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買賣契約存在於甲、乙與丙之間  
乙得承認甲所訂立買賣契約  
丙如定期催告乙是否承認該買賣契約，如乙逾期不為答覆時，視為承認  
買賣契約存在於甲與丙之間 

35 下列何者，得主張時效取得不動產役權？ 
未設汲水設備之汲水 眺望 放牧牛羊 開設道路之通行 

36 在抵押權分類中，相對於意定抵押權者為： 
從屬抵押權 代位抵押權 法定抵押權 擔保抵押權 

37 下列關於離婚之敘述，何者正確？ 
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時，不論可歸責於夫或妻，雙方均得向法院請求離婚  
夫或妻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者，得向他方請求相當贍養費  
離婚判決確定後，夫或妻須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離婚始生效力  
夫或妻須於離婚時，一併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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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何種遺囑，不必有見證人參與？ 
口授遺囑 自書遺囑 密封遺囑 代筆遺囑 

39 被告前犯詐欺罪遭判刑 1 年確定，於服刑完畢出監後 5 年內，再犯下列何罪，構成累犯加重事由？ 
刑法第 266 條之賭博罪  刑法第 337 條之侵占罪  
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之公然侮辱罪 刑法第 239 條之通姦罪 

40 關於搶奪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客體僅限於動產  我國刑法設有加重搶奪罪之規定  
第 323 條之準動產非本條之行為客體 本罪屬侵害財產法益之犯罪 

41 甲將自己偽造之新臺幣紙鈔交給知情之女友花用，依實務見解，甲之行為最後應如何論罪？ 
論以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偽造通用紙幣罪 論以刑法第 196 條第 1 項行使偽造通用紙幣罪 
論以刑法第 196 條第 1 項收集偽造通用紙幣罪 論以刑法第 196 條第 1 項交付偽造通用紙幣罪 

42 甲未經乙之同意，在支票背面假造乙之背書，依實務見解，甲成立下列何罪名？ 
偽造有價證券罪 變造有價證券罪 偽造私文書罪 偽造準私文書罪 

43 下列何者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之洩密罪 刑法第 276 條第 1 項之過失致死罪  
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之詐欺取財罪 刑法第 328 條第 1 項之強盜取財罪 

44 下列各罪之案件，何者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 
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的殺人罪  
刑法第 302 條第 1 項的私行拘禁罪  
刑法第 335 條的侵占罪（第一審及第二審均為有罪判決）  
刑法第 221 條第 1 項的強制性交罪 

45 依據刑事訴訟法，下列何者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 
總統實行違背職務瀆職罪（刑法第 122 條第 1 項）  
該管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  
對美國駐臺代表犯公然侮辱罪（刑法第 116 條）  
對行政院院長實行妨害公務罪（刑法第 135 條第 1 項） 

46 宣告 5 年有期徒刑之行刑權時效，下列何項正確？ 
 40 年 30 年 15 年 7 年 

47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之公務員？ 
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受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交通義勇警察協助指揮交通  
公立醫院經辦採購之醫師 

48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學理上之繼續犯？ 
第 277 條第 1 項之傷害罪 第 186 條之持有危險物品罪  
第 302 條第 1 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第 241 條第 1 項之略誘罪 

49 甲將舊汽車之引擎號碼鋸下後，黏貼至另一新汽車之引擎上。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偽造印文罪 甲成立偽造私文書罪 甲成立變造私文書罪 甲成立偽造準私文書罪 

50 甲犯 A 罪，判處有期徒刑 5 月，得易科罰金；又於該判決確定前犯 B 罪，經判處有期徒刑 8 月，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法院應依職權就 A、B 二罪定應執行刑  
甲得自行聲請法院定 A、B 二罪應執行刑  
法院就 A、B 二罪定應執行刑時，對甲仍得易科罰金  
甲得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就 A、B 二罪定應執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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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部分 
1 下列那一種民事訴訟事件不屬於專屬管轄事件？ 
確認土地所有權之訴  分割共有土地之訴 
行使物上請求權而請求塗銷土地抵押權之訴 請求移轉買受土地所有權之訴 

2 關於當事人能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 
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 
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或被訴 
外國自然人，無當事人能力 

3 甲以乙、丙為被告提起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乙、丙均未委任律師。言詞辯論尚未終結，丙意外死亡。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全部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甲得聲請對丙行一造辯論 
受訴法院得裁定停止全部訴訟程序 受訴法院應以裁定駁回甲的起訴 

4 關於多數人訴訟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選定人有為選定人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但選定人得限制其為捨棄、認諾、撤回或和解 
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得選定其中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或被訴，經選定後，

其他當事人脫離訴訟 
被選定人中，有因死亡或其他事由喪失其資格者，他被選定人不得為全體為訴訟行為，需再行補選 
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得

對侵害多數人利益之行為人，提起不作為之訴 
5 甲以乙為被告，向管轄法院起訴請求清償借款新臺幣 200 萬元；然乙已經在甲起訴前一個月因病去

世。受訴法院應如何裁判？ 
以判決駁回甲的起訴  以裁定駁回甲的起訴 
依甲的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 依職權以裁定命乙的繼承人承受訴訟 

6 甲的妹妹乙被丙駕車撞傷致成為植物人，因丙毫無賠償意願，甲遂以自己為原告起訴，請求丙賠償

乙新臺幣 800 萬元。甲的起訴，有何不合法之處？ 
當事人不適格 欠缺法定代理權 欠缺訴訟代理權 欠缺當事人能力 

7 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若移轉於第三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知悉訴訟標的有移轉者，應即以書面將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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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人雖經兩造同意，仍不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 
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亦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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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審理民事訴訟事件的法官有下列那一種情形，不屬於法定應自行迴避的事由？ 
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的前審裁判 
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的更審前裁判 
曾與該訴訟事件當事人有五親等內姻親關係 
法官的未婚配偶為該訴訟事件的當事人 

9 甲、乙主張一直受到丙的毀謗及網路霸凌，乃共同以丙為被告，向丙的住所地法院起訴，請求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訴法院應對甲、乙為合一確定的判決 
甲對丙所為的有利訴訟行為，效力及於共同原告全體 
丙對乙所為的訴訟行為，效力及於共同原告全體 
如乙撤回起訴，受訴法院僅應就甲、丙的訴訟為裁判 

10 甲向管轄法院起訴乙，請求清償借款新臺幣 80 萬元。乙就甲交付乙該 80 萬元的事實，有爭執。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就交付乙該 80 萬元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乙就甲未交付乙該 80 萬元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就甲交付乙該 80 萬元的事實，屬於法院依職權調查事項 
由先主張或否認之一方，負舉證責任 

11 關於調解程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於法院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 
有起訴前應先經法院調解之合意，而當事人逕行起訴者，經他造抗辯後，仍不得進行調解 
第一審訴訟繫屬中，經兩造合意後，得將事件移付調解 
因財產權發生爭執，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者，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 

12 關於簡易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抗告，須經原裁判法院之許可 
當事人於上訴程序，不得為訴之變更、追加 
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法院得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第二審程序以合議審判 

13 關於小額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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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 
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但已向法院陳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者，不在此限 
依小額程序起訴者，得使用表格化訴狀 
經兩造同意者或調查證據所需時間、費用與當事人之請求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不調查證據，而審

酌一切情況，認定事實，為公平之裁判 
14 關於保全程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 
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 
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證明之 
本案尚未繫屬者，命假扣押之法院應依債務人聲請，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 

15 關於再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為再審之理由之一 
再審之訴，非專屬為判決之原法院管轄 
再審之訴乃係對於未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再審之訴，應於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

自送達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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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民事訴訟第二審上訴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言詞辯論，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為之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當事人得於第二審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審判長得定相當期間命上訴人提出理由書 
提起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17 關於民事訴訟第三審上訴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法定事項 
上訴第三審法院，限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提起第三審上訴者，一律須經第三審法院的許可 
第三審律師的酬金，為訴訟費用的一部 

18 關於民事訴訟上的抗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是對尚未確定的裁定表示不服之救濟方法 受有 20 日的不變期間之限制 
得對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之裁定為之 由原裁判法院為裁定 

19 甲、乙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訴訟，甲受第一審敗訴判決確定後，向管轄法院提起再審之訴。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應於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甲所提的再審之訴，由直接上級法院管轄 
雖有再審理由，再審法院如認原判決為正當者，應以判決駁回之 
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逕以裁定駁回之 

20 關於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三人撤銷之訴無停止原確定判決執行之效力 
法院認第三人撤銷之訴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原確定終局判決對該第三人不利之部分 
若應循其他法定程序請求救濟者，亦得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 
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得以兩造為共同被告，對於

確定終局判決提起撤銷之訴 
21 甲主張其對乙有已到期之新臺幣 50 萬元的借款債權，向管轄法院聲請對債務人乙發支付命令。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乙得於支付命令送達後 20 日的不變期間內，不附理由提出異議 
如於發支付命令後，6 個月內不能送達於乙，其命令失其效力 
法院應於訊問債務人乙後，就支付命令的聲請為裁定 
如乙對於支付命令未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22 關於家事事件程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家事事件除第 3 條所定甲類事件外，於請求法院裁判前，應經法院調解 
法院審理家事事件認有必要時，仍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得合意

聲請法院為裁定 
就第 3 條所定甲類或乙類家事訴訟事件所為確定之終局判決，對於第三人並無效力 

23 住所地在新竹市的甲，駕駛自用車於臺南市撞傷路人乙，就賠償事宜調解不成。如乙要起訴甲，請

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何法院有第一審管轄權？ 
僅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僅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及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均有 應聲請臺灣高等法院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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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甲男起訴乙女，請求離婚。訴訟中，被告乙意外亡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由乙的繼承人承受訴訟後，續行訴訟 法院依甲的聲請，行一造辯論判決 
法院應以判決駁回起訴 關於本案視為訴訟終結 

25 甲、乙為夫妻，育有一個 3 歲子丙，有共同住所於彰化縣。甲認為丙應非從己身所出，欲向法院提

起否認丙為其子之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得合意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管轄 甲應以乙、丙為共同被告 
甲應僅以乙為被告  甲得僅以丙為被告 

乙、刑事訴訟法部分 
26 下列刑事案件之第一審管轄權，何者不屬於地方法院？ 

刑法第 155 條之煽惑軍人不執行職務或不守紀律或逃叛罪 
刑法第 109 條第 1 項之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罪 
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之公務員洩漏或交付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罪 
刑法第 130 條之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 

27 關於依刑事訴訟法第 18 條規定聲請法官迴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有聲請權  檢察官有聲請權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有聲請權 聲請法官迴避經裁定准許者，不得提起抗告 

28 下列刑事案件，何者不屬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或協助之

案件？ 
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於協商程序，被告表示所願受科之刑逾有期徒刑 6 月，且未受緩刑宣告之案件 
 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第三審上訴案件 
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之案件 

29 下列何者不得獨立為被告選任辯護人？ 
被告之姐姐 被告之養子 被告之未婚妻 被告之父母 

30 下列有關律師接見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辯護人接見偵查中受逮捕被告之權利，不得限制之 
辯護人接見羈押被告之權利，不得限制之 
檢察官對於辯護人與受拘提被告之接見，有急迫情形且具正當理由時，得暫緩之 
限制辯護人之接見權應用限制書 

31 下列關於回復原狀之敘述，何者錯誤？ 
應以書面向管轄該聲請之法院為之 
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 
於原因消滅後 5 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 
許用代理人之案件，代理人之過失，不視為本人之過失 

32 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得不經傳喚逕行拘提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有事實足認為有誣告證人之虞者 無一定之住所者 
逃亡者  所犯為 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33 下列關於訊問被告，何者無須事先告知？ 
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 得通知其家屬或被告指定之人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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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列關於羈押訊問之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於羈押訊問時，應到場陳述聲請羈押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 
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之卷證資料，不得作為羈押審查之依據 
行羈押訊問前，被告、辯護人得請求法官給予適當時間為答辯之準備 
羈押訊問程序僅能由法官為之 

35 下列何者非得聲請撤銷羈押之主體？ 
被告之未婚妻 檢察官 辯護人 被告之養子女 

36 下列何者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即應准許？ 
被告經營之公司無人主持，即將倒閉 
被告為家中經濟支柱，須扶養同住之年邁父母及稚兒 
被告假釋中更犯 重本刑為 2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者 
被告為懷胎 5 月以上者 

37 關於搜索及扣押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扣押物於案件終結前，不得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 
搜索票於審判中由法官簽名，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 
司法警察實施搜索或扣押時，發見另案應扣押之物，應先報請該管法院或檢察官處理，不得逕行

扣押之 
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38 關於刑事案件文書送達及法定期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送達判決書於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應囑託該監所長官為之 
依刑事訴訟法第 62 條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38 條寄存送達之方式送達判決書於被告，係自寄存

之日起，經 10 日發生效力 
被告之傳票送達於未經被告陳明為送達代收人之選任辯護人收受，發生送達之效力 
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計算其上訴期間，並不適用刑事訴訟法

第 66 條扣除其在途期間之規定 
39 「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係指論罪證據須合乎： 

經驗及論理法則 嚴格證明法則 自由證明程序 罪疑唯輕原則 
40 關於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應記載之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者，其理由 未依被告之請求宣告緩刑者，其理由 
依刑法第 59 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者，其理由 依刑法第 47 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者，其理由 

41 關於刑事案件證人之拒絕證言及具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證人未滿 20 歲者，不得令其具結 
證人現為被告之配偶而不拒絕證言者，不得令其具結 
證人係被告之父之弟之子得拒絕證言 
證人曾為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者，得拒絕證言 

42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之必要，對於經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不得為下列何者強制處分？ 
採取尿液 採取血液 採取指紋 採取毛髮 

43 關於鑑定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鑑定留置之預定期間，法院得於審判中依職權或偵查中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縮短或延長之。但延

長之期間不得逾 2 月 
關於鑑定留置，被告得依係裁定或處分之情形，分別提起抗告或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 
因鑑定經拘提到案之被告心神或身體之必要，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之處所，不論其時間長

短，均應用鑑定留置票 
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均有選任鑑定人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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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下列何者非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之事由？ 

緩起訴前，因過失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違背檢察官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履行向被害人道歉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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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背檢察官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履行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45 關於起訴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法院認起訴一部免訴，未經起訴之他部無罪，效力及於全部 

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法院認起訴一部無罪，未經起訴之他部有罪，效力及於全部 

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法院認起訴一部有罪，未經起訴之他部有罪，效力及於全部 

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法院認起訴一部有罪，未經起訴之他部無罪，效力仍及於全部 

46 關於無罪、免訴或不受理判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被告死亡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被告行為不罰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47 關於第一審行通常審判程序之準備及審判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準備程序時，得訊問被告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辯 

行準備程序時，得訊問預料不能於審判期日到場之證人 

被告經合法傳喚並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而有辯護人為其辯護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並處被告

有期徒刑 

被告到庭而拒絕陳述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48 關於刑事案件第二審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告之輔佐人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 

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其上訴期間 10 日係自送達判決於該辯護人後起算 

自訴人撤回其所提起之第二審上訴，應得檢察官之同意 

被告之配偶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其上訴人為被告 

49 被告犯傷害罪，經第一審判決無罪，第二審撤銷改判有罪，下列何者不得提起第三審之上訴？ 

檢察官  自訴人 

與被告意思相反之配偶 原審之辯護人 

50 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告被訴犯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取財罪，第一審及第二審均為同此罪名有罪之判決，被告及檢察

官均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被告被訴犯刑法第 321 條之加重竊盜罪，第一審為同此罪名有罪之判決，而第二審為無罪之判決，

檢察官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被告被訴犯刑法第 342 條之背信罪，第一審為無罪之判決，而第二審為同此罪名有罪之判決，被

告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被告被訴犯刑法第 325 條第 1 項之搶奪罪，第一審係論處被告搶奪罪刑，第二審則論處被告刑法

第 320 條第 1 項之竊盜罪刑，被告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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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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選項，與「贈人玫瑰之手，經久猶有餘香」意旨最接近的是： 

推己及人 將心比心 為善最樂 有福共享 

2 關於委託他人轉交書信的「託帶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發、帶信人是平輩，受信人是長輩，可用「面交」 

帶信人是平輩，發、受信人是平輩，可用「面呈」 

發、帶信人是平輩，受信人是晚輩，可用「敬請   擲交」 

發、帶信人是平輩，受信人是晚輩，可用「敬請 ○○世伯   袖交」 

3 小華的老師王老先生過世了，下列輓辭何者適合？ 

長昭 淑教流徽 端木遺風 立雪神傷 

4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這盞水晶燈相當華麗，一定能讓您的居室「蓬蓽生輝」 

這個議題大家都不說話，不如請您先「拋磚引玉」，給點建議 

我並沒有什麼能力，不過是「因人成事」，不值得大家這樣誇獎 

我一直打電話向父親「耳提面命」，父親才終於記得幫我買飲料回來 

5 「一簾風雨王維畫，四壁雲山杜甫詩」，根據以上對聯內容判斷，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面對對聯，「一簾風雨王維畫」應掛左邊 

此聯數字、人名、詞性皆兩兩相對，對仗工整 

此聯符合對聯「平開仄合，仄起平收」的通例原則 

具名落款應寫在聯語「四壁雲山杜甫詩」的左半部 

6 下列文句與配對的成語，意義最相近的是： 

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腆顏借命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簞瓢屢空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言行相顧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據義履方 

7 下列選項，何者不是用來比喻人們對時間的感受？ 

三豕涉河 白駒過隙 兔走烏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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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們只求外在物質的『擁有』，而不求內心世界的『享有』，人人像那個武陵溪迷路的漁郎，以

為必須進入桃花源才是生活的幽境，於是整日尋訪，處處問津，若有一天收心定神，才明白自己窩

居的公寓一角，又何嘗不是『洞裡桃花日日鮮』的呢？」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意旨？ 

不在乎天長地久，只求曾經擁有 心境若轉變，則處處皆是桃花源 

桃源祕境一旦離開，就無法重返 世事無常，不斷追求尋訪亦枉然 

9 「我們總在歧義處向彼此告別，然後築牆，是因為我們其實過於緊密，卻從未留下即使一秒的空白

去理解對方。」下列選項，最符合文意的是： 

教與學之間的落差 情感與需要的差異 溝通與理解的隔閡 感性與理性的衝突 

10 「一個老年人／坐在角落裡／穿著不太合身的／成衣西裝／吃完不太合胃的／漢堡／怎麼想也想不

到／漢朝的城堡哪裡去了／玻璃大廈該不是／那片發光的水田」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本段文字的意涵？ 

新舊和諧，傳統猶存 時移世易，滄海桑田 西裝筆挺，享受美食 老當益壯，追趕潮流 

11 「最近看到你，好像不太開心。這只是我的感覺，也許並不是事實。也許你開心得不得了，只是在

煩惱：錢太多該怎麼花？或者像哲學家一樣，在思考一個深刻的問題？我問過你：『是否遇到什麼

困難？或者心事？』你搖搖頭，說沒有問題。也許你不想讓我擔心，也許另有其他原因，但我相信

你一切都好。」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你」的經濟生活出了問題 「你」因為遇到困難而不開心 

「我」試著不過度擔心「你」 「我」知道「你」不開心的原因 

12 （劉表）請蒯良商議，良曰：「目今新敗，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卻潛令人求救於

袁紹，此圍自可解也。」（《三國演義》） 

依據蒯良所論，最貼近《孫子兵法》戰術的選項是： 

    

13 閱讀下文，選出符合文意的選項： 

（胡母迪）又拜問道：「僕尚有所疑，求神君剖示。僕自小苦志讀書，並無大過，何一生無科第之

分？豈非前生有罪業乎？」冥王道：「方今胡元世界，天地反覆。子秉性剛直，命中無夷狄之緣，

不應為其臣子。某冥任將滿，想子善善惡惡，正堪此職。某當奏知天廷，薦子以自代。子暫回陽世，

以享餘齡。更十餘年後，耑當奉迎耳。」（《喻世明言》） 

胡母迪罪業贖清後便能還陽 胡母迪嚴別華夷而絕意仕進 

冥王不肯幫胡母迪增添陽壽 冥王想舉薦胡母迪為繼任者 

14 「所謂安全堡壘，就是能令人恢復安全感的存在。說得更簡單一點，就是無論何時都會對我們說『沒

關係、沒問題』的人。基本上，這就是『同理回應』。在對方有所需求的時候，同理對方的心情並

給予回應。人們的需求若是遭到忽視或拒絕，安全感就會受到創傷。另一方面，一廂情願強迫對方

接受不需要的東西或過度干涉對方，也會損害安全感與主體性。尊重當事人意願是很重要的事。」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錯誤的是： 

能幫忙解決問題的人就是安全堡壘 安全感來自於個人的需求獲得尊重 

同理回應實有助於穩固安全感與主體性 尊重當事人意願是成為安全堡壘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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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飛魚神魂，雅美族人生命之泉源／族人祭祀 你／冀求明年此季依舊的／踴躍飛過我的船舟／蓋滿

我的船身」。根據上文內容判斷，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蓋滿我的船身」，有象徵豐收之意 

祭祀飛魚的傳統，會在每一年的飛魚季上演 

祭祀飛魚，祈求飛魚的到來可以帶動觀光發展 

「踴躍飛過我的船舟」，交織了期待與欣喜飛魚到來之意 

16 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燃之如麻，但

煙甚濃，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沈

括《夢溪筆談》） 

根據上文，推測此物為何？ 

石油 鐵砂 煤炭 黑漆 

17 「我不再愛花好月圓了嗎？不是的，我只是開始了解花開是一種偶然，但我同時學會了愛它們月不

圓花不開的『常態』。」 

根據上文，下列詩詞何者最符合文意？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18 「文學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普遍的一種藝術。在原始民族中，人人都歡喜唱歌，都歡喜講故事，都歡

喜戲擬人物的動作和姿態。這就是詩歌、小說和戲劇的起源。於今仍在世間流傳的許多古代名著，

像中國的《詩經》，希臘的荷馬史詩，歐洲中世紀的民歌和英雄傳說，原先都由口頭傳誦，後來纔

被人用文字寫下來。在口頭傳誦的時期，文學大半是全民眾的集體創作。一首歌或是一篇故事先由

一部分人倡始，一部分人隨和，後來一傳十，十傳百，輾轉相傳，每個傳播的人都貢獻一點心裁把

原文加以潤色或增損。」 

根據文意，本文最適切的題目為： 

詩歌中的歷史面貌  原始文學的發展與流傳 

文學作品中的民族情懷 荷馬史詩與《詩經》的異同 

19 「人生的缺陷，看似不圓滿，實則，正為人生留下存活的空間。生命有了缺口，親人友好才有可以

進來的管道，也預留了親情友誼藏身的餘地。不然的話，我們自身完美，等同天衣無縫，人家進不

來，自己出不去。如同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全身刀槍不入，固然沒有弱點，然而，金鐘罩住，

自我已陷於窒息狀態，而鐵衫加身，有如機器人般運轉不靈，這樣的完美，封殺了人我之間交感會

通的門路。」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最正確的選項是： 

人生的缺陷，讓親戚朋友看出弱點，趁虛而入  

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毫無弱點，可以善加利用 

追求人生完美，同時也要預留管道給親情、友誼 

「完美」封閉了人我交感的門路及親情友誼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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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於是覺得，因為錯過什麼而抱憾不已，或者因為趕赴了什麼而欣喜若狂，都只是人們一廂情願

的二分法罷了。……如果能不陷 泥在錯失的悵惘中，就能發現一些額外的人間風景。而這是年少輕

狂時的自己曾無法體會的，總覺得有些事是非要怎麼樣不可，將身心弄得精疲力竭；也總以為錯過

了什麼人就一輩子再也尋不得了，讓自己成日的悵然若失。如今回頭，我只把全部的大悲大喜換成

了一個微笑。我因此容許錯過的情節在生命中存在著，並非為了縱容自己漫不經心的去回應人生，

只是讓心靈的眼學習多開一扇窗，可以在俗成的情緒裡尋找自由。」 

下列關於本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錯過本身未嘗沒有風景 

以坦然態度面對因為種種不同緣由造成的錯過 

「錯過什麼」或「趕赴了什麼」都無須過於執著 

因為錯過而生的憾恨是俗成的情緒，已根深蒂固，無力改變 

21 「把詩放在故事的脈絡中來閱讀，我們理解的不僅是詩，也是人的情感，同時也是對古代社會、古

代文化的一種體會，並能對照今日生活的得失。杜甫結草為堂，風吹破頂之際而有了關懷天下的胸

懷，而我們安居於堅固的樓房中，每天所念及的是風雨中勞苦的雙手還是自己物質生活的享受呢？

在沒有茅草屋的現代社會，我們得到了安適，卻也失去了一些反省的機會，從故事的情境引導中，

我們回到了古人的世界，『同情』才能『理解』，『理解』才能『反思』，故事情境所帶來的除了

吸引人的閱讀樂趣，還有對自我內省，以及他人的關懷。」 

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旨意的是： 

謹言慎行，居安思危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22 吳寶春說：「冠軍只是當下，學習才是永遠，不斷學習才會不斷成長。我不希望臺灣烘焙業只是曇

花一現，未來要著重烘焙的教育。現在我在高雄餐飲學校教課，希望培育和引發烘焙業的創新，提

升烘焙業在臺灣的地位。」 

以上引文，想要表達的是： 

投身教育是為了能繼續傳承與創新 將麵包銷售全世界可以為臺灣爭光 

不斷的自我學習就能避免曇花一現 學習的目標是讓臺灣站上世界舞台 

23 有人問小華說：「一個人如果不群不黨，是否很難成功？」下列選項，最可能為小華回答的是：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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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群，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

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溼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韓愈〈聽穎師彈琴〉） 

就詩意而言，下列何者不是對琴音的描寫？ 

驚險攀登千仞陡峰 戰士勇敢奔赴沙場 男女之間溫柔細語 感動萬分淚溼衣襟 

25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禮記．射義》）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射箭的時候，射手必須先端正自己的身心 

升堂、下堂、飲酒皆求合禮，並非一心求勝 

射箭時，沒有射中目標，應該反過來檢討自己 

君子必爭之事只有在射禮方面，除此之外一概謙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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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韓非

子．說林》）將這段話引申到處理事情上，可以說明的道理是： 

深思熟慮，以免後悔莫及 隨機應變，不必過於拘泥 

凡事按部就班，不可以任意改變 預留轉圜餘地，以便有機會改正 

27 《韓非子．說林下》：「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

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文中所述之情境，與下列最相近的是： 

眾叛親離，難以濟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 賢士樂道而忘勢，不知者謂其何求 

28 《呂氏春秋．異用》：「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

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上文湯的回應，所展現出的態度是： 

喜悅，認為桀無法相提並論 感嘆，認為此作法與桀無異 

滿意，認為如此設置極穩妥 憤怒，認為祝者陷己於不義 

29 「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下列何

者最接近文中旨意？ 

  

  

30 「舉動即便起清涼，能解三伏炎暑熱。玉堂學士也相攜，公侯常帶朝金闕。」下列選項何者與本詩

所吟詠之物不同？ 

紫竹纖毫線紮成，如龍似虎伴書生。渴來玉硯池中飲，飽向花箋紙上行 

圓非圓兮缺非缺，紙竹銀箋白似雪。佳人含笑掩朱唇，才子輕搖手攀月 

紙竹修成白似雪，欲比銀蟾光皎潔。任君展放又收來，朝夕與君何曾別 

珍重逢秋莫棄捐，依依只仰故人憐。有時池上遮殘日，承得霜林幾箇蟬 

31 下列詩句，何者最不適合用來表達「安貧樂道」？ 

違禮不為動，非法不肯言。渴飲清泉流，饑食并一簞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學宦兩無成，歸心自不平，故鄉尚千里，山秋猿夜鳴 

32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

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中庸》）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匹夫匹婦無法真正體現君子之道 成聖之道，須自覺有所不知與不能 

道大雖天地不能載，其小則微妙難識 體察萬物，應掌握大處，勿拘泥小節 

33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擬商調高雄市小港區公所科員○○○，至該區公所服務之商調函，如小港區公所

不同意商調時，其函復之准駁語，下列何項最適宜？ 

應予駁回 礙難照准 應從緩議 歉難同意 

34 下列那一種機關公文，應有其他機關首長予以副署，始具有效力？ 

總統公布制定、修正或廢止法律之令文 

總統發布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文 

立法院將審議通過之法律案送請總統公布之咨文 

行政院將法律條文修正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函文 

35 經濟部部長○○○請假，該部政務次長○○○為職務代理人，對外行文時，除署名部長○○○請假

外，應由政務次長○○○附署，並加註何字？ 

代理 代行 代決 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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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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字，詞義前後相同的是： 

匹「敵」之人／遇到夙「敵」 「著」書立說／用心編「著」 

通「風」報信／聞「風」而來 性情「乖」戾／討好賣「乖」 

「亂」邦不居／「亂」世之音 

37 下列題辭，使用正確的是： 

賀遷居可用「德必有鄰」 賀校慶可用「鵬翼摶風」 

賀嫁女可用「之子于歸」 賀新居落成可用「宜室宜家」 

賀診所開業可用「扁鵲復生」 

38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有關某網站宣稱可查證訊息真假的消息「不脛而走」，研發人員急忙澄清一切尚在籌備的階段 

我國世大運史上首面鞍馬金牌得主表示，因為他堅持「小學大遺」打穩基礎，才贏得最終勝利 

隨著社群媒體的興起，素人所經營的天氣即時預報因淺顯易懂，而贏得「萬人空巷」的點閱率 

企業界建議，破除視從商為「斯文掃地」的舊觀念，推動產學人才交流，才能因應未來社會的發展 

素人藝術家受邀為師大路彩繪圍牆，豈料完成不到一個月，就被民眾趁夜「登堂入室」，任意塗鴉 

39 「冀馬燕犀動地來，自埋紅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欲進一步瞭解此詩所

描述之相關人物，可參閱下列那些作品？ 

《史記》 《左傳》 《新唐書》 〈長恨歌〉 〈桃花源記〉 

40 「要問到底《亂世佳人》是最成功的電影改編呢？還是《飄》是最成功的電影原著？當然兩個是一

體。但我們得承認，《飄》在文學史的地位絕比不上《亂世佳人》在電影史的地位。密契爾最成功

的是創造出郝思嘉、白瑞德、湄藍、艾希理這幾個鮮活的人物典型。她對半世紀前幾乎分裂美國的

南北戰爭的歷史想像，對華麗如錦卻已物換星移的老南方的緬懷，也使她相當成功地塑造了一個融

合戰爭、愛情和風土的大河史詩。」 

根據上文，說明正確的是： 

人物塑造是這部小說成功的主要因素 

作者將故事背景設定在美國南北戰爭時 

作者藉由緬懷風光不再的老南方，控訴戰爭的無情 

小說改編成電影後，在影史上的地位高於原著的文學史地位 

因小說與電影皆受歡迎，使得南北戰爭的史事再度受到關注 

41 美國心理學家蘇珊．佛沃在《情緒勒索》一書指出，即使是家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都可能出現情緒

勒索。所謂「情緒勒索」，是指人無法負荷自己的負面情緒時，企圖威迫他人順從自己的行為模式。

一旦親友之間出現這種情況，並不代表兩造關係是失敗的，只要正視問題並嘗試解決，還是可以使

人際關係回歸穩固的基礎。蘇珊提出幾種面對情緒勒索時的解決策略，其中一種是「非防禦性的溝

通」，可緩和緊張的氣氛。 

假設某親友出現情緒勒索的情況，下列回應屬於「非防禦性的溝通」模式的是： 

「看你如此不高興，我感到很難過。」 

「當你覺得心裡好過一些時，我們再來聊聊，好嗎？」 

「自私的人是你吧！我付出一切，只換來你的抱怨連天。」 

「我能理解你看事情的角度，你是否也願意聽聽我的想法？」 

「你為什麼不理性點？你不明白你錯了嗎？你的要求很不切實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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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個人的價值跟他繼承而來的財富或社會地位無關，所以也應該跟他天生的稟賦無關──聰明是上

天賞賜的禮物，沒什麼好驕傲或因而看不起人的。因此，人生的價值和社會的成就是兩碼子事，不

能劃上等號。人的真正價值來自於自我超越、克服困難，以及通過對社會的奉獻而完成自我的意義；

喜憨兒照樣有他要克服的困難、他的自我超越，以及他的自我完成。」 

下列選項，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喜憨兒克服的困難與常人或異，但意義無別  

常人羨慕的社會成就，未必是有價值的人生 

上天總是公平的，人生有所失必然會有所得 

人生的意義有無限種可能，不應該囿於成見 

天生稟賦有助於完成更有價值、意義的人生 

43 「『小確幸』與『安頓』有何不同，這是一組容易混淆的概念。小，不是壞事，人好高騖遠，就徒

蹈玄虛。但小，必須有厚度。所謂的『匠人』，從來就不是搞大東西的，但他既專注一事，這事就

與他生命有深刻的連接，『弱水三千，但取一瓢飲』，世界就撼動不了他，而也到此，小，才有安

頓可言。」 

下列說明，何者符合本文意旨？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靜寂清澄，志玄虛漠 

安於小確幸，易使人高蹈獨善 

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事無小大，首在涉入與否。涉及之後，步步踏實，而成行徑 

44 張士謙學士作文，不險怪，不涉淺，若行雲流水，終日數篇。凡京師之送行、慶賀，皆其所作，頗

獲潤筆之資。或冗中為求者所逼，輒取舊作易其名以應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謙文為贈，後數月，

復有人求文送別駕，即以守文稍易數言與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見，各出其文，大發一笑。（《寓

圃雜記》） 

根據本文文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張士謙為文平易而不淺俗，寫作速度又快  

京師中有人抄襲張士謙文章，以換取利益 

張士謙寫應酬文章時，常改換自己的名字  

張士謙因為寫作受到歡迎，所以不斷升官 

「大發一笑」是因發現兩篇文章內容相似 

45 李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

飛泉掛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根據本詩，寓有「造訪道士未遇」之意的詩句是： 

犬吠水聲中 桃花帶露濃 樹深時見鹿 溪午不聞鐘 無人知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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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第 4 條規定：「文化多樣性之維護與人性尊嚴之尊重是不可劃分的，此
意味著對人權與基本自由之承諾。」依上所述，下列何項推論之敘述最為正確？
文化權與基本人權、尊嚴之重要性不相上下 聯合國人權宣言的存在是文化多樣性的根本
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的地位比各國憲法還高 單一文化的國家都違反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2 每年 12 月卑南族都會舉行「大獵祭」的年祭活動，其活動不只是打獵，還包括除喪（慰問喪家）與成年
禮儀式。因此政府將 12 月 31 日訂為卑南族的歲時祭儀放假日，以方便散居各地的族人會返家團聚。上
述政府的作法具有何種意涵？
提升我國國民文化品味 提升主流文化的同化效果
加強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加強原漢文化融合的效果

3 現代社會中成立有許多與家庭相關的支持性民間團體，下列各組織與服務對象的配對組合，何者正確？
家扶基金會—獨居長者 世界展望會—貧困兒童
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受虐兒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家事服務

4 某學者主張每個人在不同發展階段都有特定的問題及挑戰，且要面臨不同的衝突與危機。若能處理得當，
將有助於下一個階段的發展。依上所述推斷，該學者應是指下列何者？
顧里 米德 佛洛伊德 艾瑞克森

5 大眾運輸工具的博愛座是針對老弱婦孺的需求而設計，在我國社會乃形成讓座文化，因此一般人在搭車
時看到老弱婦孺都會主動讓座。上述若依學者米德（Mead）的理論來看，其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鏡中自我 理想的超我 重要他人 概化他人

6 小緹透過網路看到以下的報導：「氣象局凌晨發布大雨特報指出，新竹以北地區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
的機率，中南部及金門地區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及連日降雨，山區請慎防坍方
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漲，低窪地區請慎防淹水」。上述報導主要展現媒體的何種公共角色？
提供資訊 評論事件 設定議題 形成輿論

7 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下列關於選舉原則
之敘述，何者正確？
普通原則：每位合法公民都只有一張等値選票
平等原則：無分男女老少富貧都有投票權
直接原則：所有選舉均由選民針對特定候選人選舉之
秘密原則：選民不須也不得於投票時，在選票上簽名或簽章，即無記名

8 下列那一項勞動所得，可以同時計入我國 GDP 與 GNP 兩項經濟指標？
友邦駐臺外交使節的薪水 女神卡卡來臺演唱會收入
學生澳洲度假打工半年的所得 具本國國籍的員工退休後在賣場賺的計時薪資

9 「憲法解釋」制度是我國憲政體制的重要設計，下列何者屬於我國「憲法解釋」制度的運作？
針對政府開罰的行為，手機叫車業者擬提出行政訴訟要求撤銷裁罰
最高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將原判決撤銷，發回二審法院更為審理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認定徵收土地的法條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宣告違憲無效
檢察官負責偵查犯罪行為，如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即依法提起公訴

10 我國自民國 80 年以後，陸續進行 7 次憲法的增修工程，確立我國現今的憲政體制，下列那一個選項的敘
述，與憲法增修之後的內容相符？
監察院院長得接受立法院邀請，出席立法院院會，並接受質詢
司法院設正副院長及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總統依立法院選舉結果，任命多數黨同意的人選擔任行政院院長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由立法院提案後，經憲法法庭判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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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部分學者將我國與法國歸類為「雙首長制」國家，但兩國政府體制仍有些許差異。下列針對兩國總統的
敘述，何者正確？（註：本題選項之「總理」，在我國為行政院院長）
均可直接解散國會，重新改選 均可任命總理，無須經國會票決同意
均由人民選舉產生，採相對多數制 均可主持部長會議，商討國家大事

12 政府決策過程中，「政策合法化」是指決策機關應依照一定程序審核，使政策具有合法化的地位，進而
產生拘束力與執行力。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政策合法化」的概念？
交通局針對塞車問題，研擬「交通改善方案」，並於市政會議報告
縣議會通過「風景區開發案」法案，規定以 BOT（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方式進行
研考單位依據上年度辦理經驗，提出「提升人民陳情案件之效率與品質」的修正計畫
市政府指示相關局處對於今年要執行的「老舊社區拆遷案」，積極與民眾溝通，減少阻力

13 立法院制衡總統的方式之一是「人事同意權」的行使。總統所任命的人員中，何者並非採用上述的方式
產生？
監察院審計長 司法院大法官 行政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14 依據我國憲法及相關規定，下列針對中央政府體制的敘述，何者是類似於美國總統制的設計？
總統擁有行政實權，但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行政官員不得由立法委員兼任
行政院院長須至立法院做施政報告
立法院可對行政院院長提不信任案

15 所謂「需求法則」是指物品價格與其需求量呈反向變動的關係，下列何者屬於需求法則的例外？
政府補助民眾購買節能家電產品，使節能家電熱賣 享受富豪生活，遊艇每台上看億元，企業名流搶訂
百貨公司抗景氣寒冬服飾換季三折，民眾排隊搶購 寒害加年節，菜價驚驚漲，家庭主婦大嘆買不下手

16 在民主制度的實施運作中，是透過下列何者讓人民選擇執政者，並使政府接受民意檢驗，以展現責任政
治的精神？
政治平等 公民投票 依法行政 定期改選

17 13 歲的小華與同學積怨已久，便從家中取出農藥落葉劑，加進同學的食物中，欲毒殺同學，同學食用後
身體不適緊急送醫，急救後挽回生命，警方調查發現小華犯案，做完筆錄後，將小華移送法辦。法院最
不可能對小華為下列何種裁判？
安置輔導 感化教育 有期徒刑 保護管束

18 小雯 7 月 10 日向電視購物頻道購買一只 10 萬元的鑽戒，並於 7 月 11 日上網刷卡付費，7 月 12 日收到鑽
戒，未料仔細查看後發現戒檯有缺損，小雯於 7 月 22 日去電要求退換貨，但卻遭到拒絕。依據相關法律
規定，下列關於上述事件的說明，何者正確？

7 月 12 日收到鑽戒時，買賣契約始成立
戒檯有缺損，廠商應負起瑕疵擔保責任
鑽戒屬高價品，故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解除權」之規定
7 月 22 日已超過 7 日解除權期限，因此廠商不需負責

19 某天深夜阿旺酒後返家與女友阿菊發生爭吵，兩人扭打到街上，阿菊一怒之下將阿旺推倒在人煙罕至的
鄉間道路上，阿旺即醉倒在路上，憤怒的阿菊心想「讓他清醒一下也好，若真的被車撞到那就是他自己
倒楣」，即自行返家，隨後阿旺遭到車輛撞死。依上所述判斷，阿菊的行為在刑法上應屬於下列何者？
直接故意 間接故意 有認識過失 無認識過失

20 某地發生連環殺人案，檢警受到輿論及受害者家屬的壓力，不斷召開記者會說明辦案內容與進度。上述
若依相關法律判斷，其主要違反下列何者？
審檢分立 無罪推定 偵查不公開 審判不公開

21 下列有關無體財產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無體財產權不具實體，不可轉讓也不可分割
無體財產權包括人格權與身分權，不可繼承
我國法律對無體財產權的保障，沒有期間的限制
若無體財產權受侵害，可依民法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

22 某農戶因其土地被政府強制徵收，進行訴訟失敗後，欲聲請釋憲。依相關法律規定，其應向下列何者提
出聲請？
行政院法務部 司法院大法官
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23 對於犯罪行為人，因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之虞或有事實足認其會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虞者，得予
以羈押。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何者有權力決定羈押與否？
法官 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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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市政府查出某石化公司的油槽未經環評就違規儲油，對其開罰 150 萬元。該公司認為被罰之設施並非新
設置的儲油槽，市政府裁罰 150 萬元並不合理，擬提起行政訴訟。依上所述，該公司所提起的行政訴訟，
應屬於下列何者？
確認訴訟 撤銷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25 某連續劇中描述男主角為家中養子，愛上自己的姪女，兩人情投意合。針對兩人可否結婚的敘述，下列
何者符合我國現行民法的規定？
可以，因兩人情投意合 可以，因兩人並無真正的血緣關係
不行，因兩人為直系血親 不行，因兩人為旁系血親三親等

26 阿傑租屋後，發現廚房水龍頭會漏水，對生活造成不便，要求房東修繕，但房東認為只是小漏水而不處
理，經阿傑多次催促，房東仍不理會，於是阿傑自己花錢請人來修理，擬由下個月租金中自行扣除修理
費。上述情形若依民法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以直接扣除，因為民法沒有相關規定，就依一般習慣處理
不可以直接扣除，因為雙方租屋契約並沒有事先約定
可以直接扣除，房屋修繕費用應由出租人負擔
不可以直接扣除，阿傑自作主張修繕，所以費用不應由出租人負擔

27 「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的創新、擴散與應用為基礎的經濟，在知識經濟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經濟發展要
素應為下列何者？
人造資本 人力資本 自然資本 社會資本

28 某知名歌手的封麥告別歌壇演唱會曾造成搶購風潮，網路上一票難求，倘若演唱會的票價為每張 5,000
元，限量 2,000 張，但市場上有 2 萬個歌迷願意花 5,000 元購票進場聆聽這場演唱會。依上所述判斷，在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演唱會門票市場較可能出現下列何種現象？
演唱會票價調降可以解決此種供不應求的現象
在黑市價格上會出現高於 5,000 元的演唱會票價
若將門票的供給量增加到 2 萬張會使票價下跌
限量發行的經濟福祉會高於以市場機能運作時的經濟福祉

29 下列有關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制度為單一選區兩票制
未獲政黨推薦者，仍可透過人民連署來參選
媒體在投票日前一天仍可公布總統大選民調的結果
正副總統與縣市長候選人的年齡資格限制皆相同

30 甲國發生經濟危機，伏特加酒價格居高不下，伏特加在半年內約漲價 30%。因此，總統下令實行有效的
價格上限政策，用以控制持續飆漲的伏特加酒售價。從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
此項政策可能會對市場造成下列何項影響？
社會整體的經濟福祉因此而增加 廠商成本因此下降故有利於生產
伏特加酒可能出現供過於求現象 此一政策可能導致酒品市場的黑市交易

31 政府為了增進人民的生活福祉，應提供各種純公共財。下列何者正在享用政府提供的純公共財？
接受義務教育的小明 正在學校使用水和電的大雄
正在海邊釣石斑魚的龍哥 到超商買菸和酒的阿忠

32 報導指出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影響國內經濟復甦步調也停滯不前，中央銀行決議降息半碼，中央銀行總
裁指出，救經濟需要貨幣政策搭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結構性改革三管齊下才行。針對上述分析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降息半碼目的在減少市場貨幣數量 可以用加稅來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
商業銀行對公司票據貼現率將提高 中央銀行降息是採行寬鬆貨幣政策

33 南美洲某石油出產大國，近兩年因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導致經濟陷入混亂，相關數據指出，目前該國一
個漢堡要價約合新臺幣 5,554 元，在日常用品方面，肉品漲幅 61.7%、五穀根莖類漲 50.2%、糖和鹽漲了
40.7%、蛋和奶製品則漲 38.7%、蔬果則漲了 18.4%。根據上述內容，下列何者最可能是該國目前經濟情
勢會造成的現象？
生產者的菜單成本增加 對房東較不利
對領固定薪資者較有利 該國中央銀行將採取寬鬆貨幣政策

34 小志在學習國民所得概念時，抄到一個公式：「GNP = GDP +（甲）－（乙）」。若小志想以選項事例來
說明此公式中的（甲）或（乙），下列何者正確？
甲：小加在網路購買二手平板電腦 甲：志明寒假到澳洲非法打工的收入
乙：瑪丹娜來臺舉辦演唱會的收入 乙：臺籍球員在美國職棒的薪資所得

35 2016 年 1 月的寒害加上 4 月的連續大雨，若此氣候變異卻導致水果市場的交易數量增加與均衡價格上漲，
在不考慮其他條件時，下列何者最能用來說明水果市場的供需改變情形？
市場供給線不移動 市場供給線向右移動 市場需求線向右移動 市場需求線向左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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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I need to lose weight, but I hate eating low-fat foods because they do not like the real foods.
bite bake cook taste

37 Students should avoid while watching television because a majority of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silence is
best for study.

study studying to study to be studying
38 Sam a lasting friendship with the girl he sat next to in elementary school.

take took form formed
39 The little girl was because she couldn't tie her own shoes.

frustrated unexpected fascinated unassisted
40 I really everything my parents have done to help me successfully get through my college education.

affect express appreciate experimen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Planning a vacation with family members can be a stressful situation if everyone going on the trip has different
interests. 41 ,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a place that provides activities that all will enjoy. It won't be a good
family vacation if only one person is having all the fun while 42 feel bored. For example, if the kids want
to 43 a ski trip, but you don't ski, consider other options at that place, such as ice skating, or visiting a spa.
While it is 44 to pursu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in a family trip, planning some time together every
day is also important. After all, a family vacation is all about spending 45 time with loved ones. A family
vacation will not be complete without creating lasting memories together.
41 Besides Therefore However Otherwise
42 other others another the others
43 go take come dream
44 dull funny fine bad
45 quality quantity height humor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n Earth-observation satellite for Taiwan's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was launched into orbit from California
in August 2017. The Formosat-5 satellite lifted off from coastal Vandenberg Air Force Base atop a SpaceX Falcon 9
rocket, which successfully landed its first stage on a drone ship floating in the Pacific Ocean as the second stage
continued on and deployed the satellite.

Moments before the first-stage touchdown the video link to the vessel froze, then reappeared and showed the
rocket standing. Cheers erupted in the SpaceX control room in the Los Angeles suburb Hawthorne. "This is the 15th
successful landing of a Falcon 9," said Lauren Lyons, the SpaceX webcast launch commentator.

Formosat-5 is the first satellite to be fully designed by Taiwan's space agency and is intended to advance the nation's
space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hile providing global imagery with a wide array of uses ranging from natural
resource studies to disaster management. Planned to operate for five years in low-Earth orbit, about 446 miles (720
kilometers) high, its main instrument is a sensor that can produce high-resolution black-and-white and color images.

A predecessor satellite, Formosat-2, produced more than 2.5 million images over 12 years of operation before it
wore out and was decommissioned a year ago. The landing of the Falcon 9 first stage aboard the drone ship Just Read
the Instructions was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successful recoveries at sea or on shore by SpaceX, which sees reusability
of major rocket components as key to driving down launch costs.
46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satellite being launched into orbit?

Earth-observation Formosat-5 Formosat-2 SpaceX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was the primary reason that SpaceX control room cheered at the time?

Because the webcast was successful. Because the vessel was not frozen.
Because the landing of the rocket was successful. Because the control room was recovered successfully.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the satellite?
Its main mission is to survey the earth. The satellite provides global imagery.
The satellite is in low-Earth orbit, about 720 km high. The satellite conducts studies only on natural resources.

49 What is NOT true about Formosat-2?
It took roughly 2.5 million pictures during its lifetime.

It provided over 12 years of service.
It is expected to produce more images in the years to come.
It retired in 2016.

50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Satellite for Taiwan Launched from California

Earth-Observation Satellite Formosat-2
Return of SpaceX's 15th Rocket Booster to Port of Los Angeles
Failed Landing of Falc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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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現行刑法規定，下列何種制裁為從刑？ 

罰金 保安處分 追徵、追繳或抵償 褫奪公權 

2 有關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適用 

普通法經修正後，仍優先適用特別法 

普通法與特別法的區分有絕對的標準 

在同一法典中，亦可能存在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係 

3 法律適用之三段論法，形式上不包括下列何者？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陳述意見 

4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罰法所定之警告性處分？ 

告誡 記點 公布姓名或名稱 輔導教育 

5 下列何種事項不得以自治條例規定？ 

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刑事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 

6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中央主管機關、立法院或監察院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審理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應宣告違憲 

被宣告解散之政黨，不得成立目的相同之代替組織 

被宣告解散之政黨，其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立法委員，自判決生效時起喪失其資格 

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化粧品廣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與公益形成無關，屬於不受憲法保障之商業性言論 

若廣告內容虛偽不實，則不受憲法保障 

國家為保障國民健康，可對此類廣告進行事前審查 

化粧品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影響輕微，故國家不得對此類廣告加以管制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條文之修改，下列何者逾越修憲之界限？ 

將立法委員之政黨比例代表總席次減少 1 人 

將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修改為完全採取相對多數決制 

將立法委員選舉制度從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修改為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 

將我國之國體修改為君主立憲國 

9 依現行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不屬立法院之職權？ 

決議咨請總統發布緊急命令 提出憲法修正案 

議決媾和案  行使考試委員之人事同意權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法律保留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為現代法治原則之具體表現 涉及行政、立法兩權之權限分配 

涉及國家與人民關係之規範 給付行政措施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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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禁止非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業，是對其職業自由所為之何種限制？ 

執行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 選擇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 

選擇職業自由之客觀條件限制 執行職業自由之客觀條件限制 

12 關於現行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採複數選區兩票並立制，一票以區域候選人為投票對象，一票以政黨為投票對象 

設定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共 34 人，由獲得 5%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 

直轄市、縣市選出之區域立法委員共 73 人，採行單一選區制選舉 

區域選舉結果與政黨選舉票之選舉結果，分開計算其當選名額 

13 依憲法、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關於憲法疑義與權限爭議之聲請，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中央或地方機關均得聲請 

地方機關之聲請均應經由中央監督機關層轉 

聲請人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時，得聲請解釋憲法 

聲請人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時，得聲請解釋憲法 

14 下列何者為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 

嘉南農田水利會 臺灣省 高雄市 臺中市北屯區 

15 教育部依法將主管之山域嚮導運動專業人員訓練機構認定事項，交由體育署辦理，係屬下列何等情形？ 

權限委任 權限委託 委辦 委託行使公權力 

16 有關怠金與罰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怠金和罰鍰都是國家對人民所課予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對於依行政處分負有不行為義務而為之者，得處以怠金 

對於義務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得處以罰鍰 

怠金和罰鍰都適用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17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關於法明確性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規範之意義非難以理解 為受規範者可以預見 

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法規範之意涵可依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18 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必須讓人民有表達意見之機會，為下列何項行政法上原則之展現？ 

比例原則 法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正當行政程序原則 

19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為下列何種原則之體現？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公益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20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下列何者為撤職處分之內涵？ 

撤其現職，並於 1 到 5 年內停止任用 免其現職，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撤其現職，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撤其現職，停發俸給，並不得申請退休 

21 市政府主管機關挖掘馬路未設適當警告標示，導致行人掉落坑洞受傷。人民可請求市政府負擔下列何項

責任？ 

損失補償責任 國家賠償責任 公法上不當得利責任 公法上無因管理責任 

22 依行政罰法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之處罰，不包括下列何者？ 

沒收 罰鍰 講習 吊銷證照 

23 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須先踐行下列何種程序？ 

向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向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請求確認無效 

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無效 向原處分機關提起申訴 

24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法院審判權之事項？ 

不服屋頂加蓋被認定為違章建築 逾期辦理車輛檢查受罰 

辦理結婚登記被拒絕  不服法官所為之限制住居裁定 

25 原告就已提起行政訴訟之事件更行起訴，行政法院應作成下列何種裁判？ 

以判決駁回之 以裁定駁回之 作成情況判決 作成中間判決 

26 有關民事訴訟上第三審法院上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雖然不是每一件第二審判決之當事人都可上訴第三審法院，但能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必定經過第二審

法院判決 

第三審雖採律師強制代理，但被上訴人可以不必由律師代理，自己寫書狀 

第三審之判決，應經言詞辯論為之。但法院認為不必要時，不在此限 

第三審上訴聲明，不得變更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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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簡易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本於票據有所請求且限於該爭訟金額為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者，始適用簡易程序 

因動產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所生之爭執涉訟者，適用簡易程序 

對於簡易程序之第一審裁判，應上訴於管轄之第二審法院，其審判以高等法院獨任庭行之 

對於簡易程序之第一審裁定，應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應以法官 1 人、國民參審員 3 人、司

法事務官 1 人，共計 5 人組成合議庭行之 

28 下列關於民事法院管轄之敘述，何者正確？ 

因不動產之分割而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專屬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 

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專屬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 

因船舶碰撞或其他海上事故請求損害賠償而涉訟者，得由受損害船舶最初到達地之法院管轄 

29 下列何者屬於民事訴訟法上「以原就被原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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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狀送達後，原告經被告同意後，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 

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 

30 有關請求法院判決離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妻要以受夫不堪同居之虐待為理由，請求法院判決離婚者，至少必須要有兩張驗傷單為證 

夫妻在離婚訴訟進行中，不得成立訴訟上和解離婚 

夫妻在離婚訴訟進行中，不得再成立兩願離婚 

妻以夫重婚為理由，請求法院判決離婚。夫如能舉證證明妻事前同意夫重婚者，法院將駁回妻的離婚

之訴 

31 下列何者不屬於特留分扣減之標的？ 

酌給遺產  遺贈 

指定應繼分  遺囑為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 

32 下列關於民法請求權消滅時效之敘述，何者正確？ 

請求權，因 1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 

離婚之夫妻間贍養費，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 3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物理治療師之診費及其墊款請求權，因 1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民間公證人所收當事人物件之交還請求權，因 1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33 甲受法院監護宣告，某日，甲在意識清晰時，購買乙之 A 車。甲乙間之 A 車買賣契約效力如何？ 

有效，不得撤銷 無效 效力未定 有效，得撤銷 

34 地上權有支付地租之約定者，地上權人受該約定拘束。地上權人於下列何種情形，得拋棄其權利，並免

支付地租？ 

因不可歸責於地上權人之事由，致土地不能達原來使用之目的 

因可歸責於土地所有人之事由，致土地不能達原來使用之目的 

因可歸責於地上權人之事由，致土地不能達原來使用之目的 

不可歸責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之事由，致土地不能達原來使用之目的 

35 甲售某屋與乙，已為交付，其後甲再將該屋出售於丙，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已將該屋交付於乙，故乙取得所有權，乙得請求丙塗銷登記 

甲已將該屋登記於丙，故丙取得所有權，丙得請求乙返還該屋 

甲與乙之買賣契約訂定在先，故甲丙之買賣契約無效，乙得請求丙塗銷登記 

甲乙及甲丙之買賣契約均有效，故乙得請求與丙共有該屋所有權 

36 民法第 1138 條所稱第一順序之法定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下列何人屬之？ 

被繼承人之子女 被繼承人之兄弟姊妹 被繼承人之祖父母 被繼承人之姪兒姪女 

37 依民法規定，贈與人在何種情形下，對於受贈人須負給付不能之責任？ 

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 有具體輕過失時 有抽象輕過失時 有不可抗力時 

38 甲不法侵害乙男致死，下列何人不得對甲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乙的妻子 乙的妹妹 乙的兒子 乙的父親 

39 下列何者，依刑事訴訟實務之見解，不必經嚴格證明？ 

犯罪行為  共犯之人數 

刑罰量定之事實  刑罰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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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關於被告之自白，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以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 

被告之自白只要與事實相符，就可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 

被告為刑求之抗辯應優先調查 

被告之自白只要具備任意性要件，就可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 

41 下列有關辯護人之權利，何者錯誤？ 

得接見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 

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攝影 

限制辯護人與羈押之被告接見或互通書信，應用限制書 

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得將閱卷所得之證據資料公開 

42 刑事案件每一犯罪嫌疑人選任的辯護人，以幾人為上限？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43 關於刑法公務員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選舉成為民選公職人員者，均屬身分公務員 

各執行公權力機關僱用之人員係授權公務員 

各執行公權力機關聘用之人員係受託公務員 

各執行公權力機關之短期職務代理人並不是公務員 

44 地方政府委託民間執行路邊收費停車格管理業務，路邊停車開單員性質上是否屬於刑法上之公務員？ 

不屬於刑法上公務員 屬於身分公務員 屬於授權公務員 屬於受（委）託公務員 

45 關於自首之實務運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犯罪行為雖早經警察發覺，但行為人如確實有到案坦承其犯罪事實，亦符合自首要件 

自首不必親自出面申告犯罪，只要向友人告知經過即符合自首要件 

行為人就其犯罪行為已向警局自首，即便對於犯罪之原因有所隱瞞，仍符合自首的要件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願接受裁判者，依法應減輕其刑 

46 非公務員乙與公務員甲基於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共同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乙雖非公務員，但與甲共同犯罪，應論以與甲相同之收受賄賂罪 

乙非公務員，只能論以通常之罪刑 

乙既然不是公務員，不可能成立收受賄賂罪 

乙應成立收受賄賂罪之教唆犯 

47 非公務員父親乙教唆當公務員之兒子甲侵占公用財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只有公務員甲會構成貪污治罪條例之侵占公用財物罪 

乙構成刑法普通侵占罪之教唆犯 

乙構成貪污治罪條例侵占公用財物罪之教唆犯 

甲僅構成刑法上之普通侵占罪 

48 公務員甲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廠商賄賂新臺幣 50 萬元，經人檢舉並經警依法實施通訊監察而得知

上情，案發後警察約談時，坦承犯行，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 50 萬元，並因而查獲其他共同犯罪人乙，法

律對甲有何減免刑責的規範？ 

在偵查中自白，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得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得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減輕或免除其刑 

49 警察甲假借取締逆向行駛之職務上機會，故意毆打違規駕駛乙，造成乙受輕傷，甲之行為應如何評價？ 

甲依刑法第 23 條規定成立正當防衛，可以阻卻違法 

甲構成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之傷害罪，再依同法第 134 條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甲依刑法第 24 條規定成立緊急避難，可以阻卻違法 

甲避難過當，成立刑法第 284 條第 1 項之過失傷害罪 

50 甲竊取商店 3C 產品，下列何種情形，得依刑法第 20 條關於瘖啞人之規定減輕其刑？ 

甲於出生時即又聾又啞 

甲於成年後因故受重傷始成為又聾又啞 

甲於自幼（學齡前）即具備聾或啞其中一項身體機能喪失 

甲於成年後因故受重傷而導致聾或啞其中一項身體機能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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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部分
1 甲之住所在高雄，乙之住所在臺南，甲出售位於花蓮之 A 地予乙。契約生效後，甲拒絕將 A 地之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乙，乙乃主張該買賣契約之請求權，訴請甲移轉登記 A 地之所有權。此訴訟之管轄，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臺南地方法院有專屬管轄權 花蓮地方法院有專屬管轄權
臺南地方法院有任意管轄權 花蓮地方法院有任意管轄權

2 關於民事訴訟代理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可由當事人以言詞委任，經法院書記官記明筆錄
就其受委任之事件為捨棄或認諾，須受有得為此等行為之特別委任，方得為之
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者，該訴訟代理人得代理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

不受特別委任之限制
3 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訴訟標的價額之計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則上其價額合併計算 若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
以一訴附帶請求其損害賠償者，併算其價額 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者，不併算其價額

4 關於准予訴訟救助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准予訴訟救助，於假扣押不生效力
准予訴訟救助，於抗告亦有效力
准予訴訟救助之效力，不因受救助人死亡而消滅
准予訴訟救助，於訴訟終結前，仍須供訴訟費用之擔保

5 關於送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送達時，原則上應向其全體法定代理人送達
訴訟代理人受送達權限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理人送達，但審判長認為必要時，得命送達於當事

人本人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外國法人，應向該外國法人在外國之代表人或管理人送達
關於商業之訴訟事件，送達得向經理人為之

6 法院為原告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應送達雙方當事人之判決正本，於民國 107 年 6 月 1 日直接送達
給原告，同年 6 月 5 日寄存送達於被告住所地之警察派出所，兩造均未提起上訴，該判決應於何時確定？

107 年 6 月 21 日終止時
107 年 6 月 25 日終止時
107 年 7 月 5 日終止時
原告與被告之判決分別於合法送達後起算 20 日不變期間屆滿時，分別確定

7 關於民事訴訟程序之當事人適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當事人能力者，就其所進行之訴訟，即為當事人適格
適格之當事人，就該程序之訴訟標的，未必具有實體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
共同訴訟之多數當事人必須全體同為原告或被告，方為當事人適格
原告所主張之權利若無理由，即為當事人不適格

8 司機甲開車不慎撞傷乙，乙訴請甲賠償損害，訴訟繫屬中，甲之僱用人丙為輔助甲而參加訴訟。訴訟參
加人丙，不得為下列何項行為？
提起反訴 提出時效抗辯 提起上訴 提起再審之訴

9 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於下列何種情形，受訴法院不得逕依職權對當事人為公示送達？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如無人為公示送達之聲請，而受訴法院為避免訴訟遲延，認有必要時
應於外國為送達者，經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為合法送達後，須再為送達時
原告變更其送達之處所，卻不向受訴法院陳明，致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時
依法為公示送達後，對於同一當事人仍應為送達時

10 民事訴訟之當事人或相關人，為下列何項行為時，無須以文書證之？
當事人因攻擊防禦方法涉及隱私而合意不公開審判
當事人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合意選定為其擔當訴訟之人
當事人合意適用簡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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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種情形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54 條提起訴訟，本訴訟程序應當然停止
告知訴訟
當事人就已先繫屬於外國法院之事件更行起訴
未委任律師之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

12 在本案經第一審法院終局判決後，原告將訴撤回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判決因而確定發生既判力 被告可再就該判決提起上訴
原告可就該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原告不得再提起同一之訴

13 甲主張債務人乙將其土地低價出售給丙，係詐害其債權之行為，故以乙、丙為共同被告，請求法院撤銷
其買賣行為。第一審判決准予撤銷，乙單獨提起上訴，嗣後乙又單獨具狀向法院聲明撤回上訴。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乙丙間買賣行為之效力必須合一確定，此為必要共同訴訟
乙上訴由形式上觀之乃有利於共同訴訟人，效力及於丙
乙撤回上訴不利於共同訴訟人，唯有丙明示同意，方能發生撤回之效力
甲必須以乙、丙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之要件始無欠缺

14 在當事人就主要事實自認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需舉證 自認人可任意撤回
法院可依職權認定該事實真偽 法院應逕將其採爲裁判基礎

15 關於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書證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文書之真偽不得依核對筆跡或印跡證之
外國之公文書經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大使證明者，仍不推定其真正
公文書應提出原本或經認證之繕本或影本
私文書於任何情形均無須提出原本

16 關於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鑑定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鑑定人由當事人選任，不得由法院選任 法院不得命鑑定人到場說明
鑑定人不得拘提 受訴法院不得命鑑定人具鑑定書陳述意見

17 關於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勘驗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訴法院於勘驗時不得命鑑定人參與
勘驗於必要時應以圖畫或照片附於筆錄
在有提出勘驗標的物之範圍內，第三人違反法院之勘驗命令，法院得認為待證事實為真實
在有提出勘驗標的物之範圍內，他造當事人違反法院之勘驗命令，法院不得認為關於該勘驗標的物之

主張為真實
18 關於證據保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證據若無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縱然經他造同意，亦不得向法院聲請保全
保全證據之聲請，在起訴前或起訴後，均有可能向受訊問人住居地或證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
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明應保全證據之理由，並證明之
保全證據應由當事人聲請，法院不得依職權為之

19 甲為 A 屋之所有人，主張乙無權占有 A 屋，依民法第 767 條之請求權，列乙為被告請求返還 A 屋，訴訟
繫屬中乙將該占有移轉給惡意之丙，而甲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不幸病亡，繼承人為其子丁。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丙與丁均受該判決既判力所及，丁得據該判決為執行名義對丙強制執行
訴訟繫屬中乙將該占有移轉給惡意之丙時，乙即喪失當事人適格，該判決違法
丁是甲之概括繼受人，受該判決既判力所及，丙非乙之概括繼受人，不受該判決既判力所及
丙與丁均非當事人，均不受該判決既判力所及

20 甲對乙提起返還不當得利之本訴，乙對甲提出租金債權之抵銷抗辯，法院認為本訴部分乙之抵銷抗辯有
理由，判決甲敗訴。關於此訴訟案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提起之抗辯應認為是反訴
乙獲得勝訴判決，法院不得允許乙提起上訴
甲乙均應清償對彼此之債務，因此無上訴利益，法院不得允許雙方互相提起上訴
甲乙均有可能得到更有利之判決，因此均有上訴利益，雙方均有可能提起上訴

21 有關法院調解不成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起訴視為調解之聲請者，如調解不成立，調解程序終結，原告應另行起訴
第一審受訴法院移付調解而調解不成立者，調解程序終結，原停止之訴訟程序應另行起訴
若債務人對支付命令提出異議，而視為調解之聲請者，於調解不成立時，調解程序終結，債權人應另

行起訴
當事人兩造於調解期日到場而調解不成立者，其中一造得聲請法院將調解程序轉換為訴訟程序

22 關於簡易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一審在獨任法官前行之
對於第二審之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須經原裁判法院之許可
第二審裁判於任何情形均不得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對於第一審裁判得上訴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

23 關於小額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第二審之裁判不得上訴或抗告
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原則上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當事人於第二審得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其第二審之判決經兩造同意得不經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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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關於假扣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債權人對債務人請求金錢給付，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
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
就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不得為之
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

25 關於第三人撤銷之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三人撤銷之訴原則上有停止原確定判決執行之效力
已經被告知訴訟之第三人，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
法院認第三人撤銷之訴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原確定終局判決對該第三人不利之部分
第三人撤銷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法院管轄

乙、刑事訴訟法部分
26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並非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應即開始偵查或調查之事由？

司法警察依法逮捕現行犯後，解送檢察官
被害人向司法警察官提起告訴
檢察官依法相驗後，發現有犯罪嫌疑
外國人向我國駐外代表處請求追訴刑法第 116 條或第 118 條之罪

27 下列關於自首之敍述，何者錯誤？
自首，應以書狀或言詞向法院為之 自首以言詞為之者，應製作筆錄
為便利言詞自首，得設置申告鈴 自首方式係用自行投案或託人代行，均無限制

28 對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的「無罪推定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檢察官之職責為起訴被告，起訴後檢察官即不負舉證責任，而應由被告舉證證明自己無罪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法院形成確信有罪判決之心證前，應保護被告免於受有罪之預斷

29 有關刑事訴訟法中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第 2 項、第 231 條第 2 項規定，司法警察（官）亦具有先行調查權，而屬於偵

查主體之一
檢察官於依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知有犯罪嫌疑者，開始偵查後，得請求司法警察（官）協助調

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但不得命司法警察提出報告
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移送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者，不得將卷證發回，亦不得發

交其他司法警察（官）調查，僅得命檢察事務官補足調查
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第 1 項規定之司法警察官，應將調查之結果，移送該管檢察官；如接受被拘提或

逮捕之犯罪嫌疑人，除有特別規定外，應解送該管檢察官
30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對被告訊問時應踐行之程序或遵守之事項？

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當據實陳述，不得匿、飾、增、減
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
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
被告對於犯罪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應於筆錄內記載明確

31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辯護人或代理人於下列何種程序中，不得檢閱卷宗及證物或抄錄或攝影？
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宣示判決前
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
於偵查中，經司法警察官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辯護人到場為犯罪嫌疑人辯護
受聲請交付審判之委任

32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刑事訴訟文書之送達方式，何者不合法？
對住、居所、事務所及所在地不明之被告為公示送達
在法院所在地無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之被告，陳明以在法院所在地有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之人為送達

代收人，而僅向送達代收人為送達
對於檢察官之送達，於承辦檢察官不在辦公處所時，將文書交付於檢察官之辦公處所
拘提前之傳喚，由郵務機構以掛號郵寄為送達

33 有關刑事訴訟法上之告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所謂告訴，係指告訴權人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請求追訴之意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害人死亡前，其配偶並無獨立告訴權，於告訴乃論之罪，配偶之告訴不得與被

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告訴，得委任代理人行之
刑法第 239 條之罪，對於配偶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相姦人

34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關於傳喚與通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傳票，傳喚犯罪嫌疑

人到場詢問
傳喚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應通知該監所長官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拘提之
被告經以書狀陳明屆期到場者，與已送達傳票有同一之效力

35 下列關於傳喚證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傳喚證人，應用傳票。傳票，於偵查中、審判中均由法官簽名
傳票至遲應於到場期日 24 小時前送達。但有急迫情形者，不在此限
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得科以新臺幣 3 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拘提之
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具結或證言者，得科以新臺幣 3 萬元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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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對於被告之羈押聲請與審查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應為有罪判決者，始得羈押
法官為羈押審查訊問時，檢察官原則上得不到場陳述聲請羈押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
羈押審查程序仍屬於偵查程序，為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檢察官聲請羈押所依據之事實、理由及有關

證據，不得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
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法定羈押原因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應先命檢察官補正羈押必要性之說明，

不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
37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何者非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時應考量之事項？

參酌刑法第 57 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
被告將受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
緩起訴期間為 1 年以上 3 年以下之期間
被告所犯係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

38 下列關於聲請再議之敍述，何者正確？
對於緩起訴處分，告訴人未曾同意者得聲請再議 對於撤銷緩起訴之處分，告訴人得聲請再議
逕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 遵守不變期間（10 日內）

39 下列關於聲請交付審判之敍述，何者錯誤？
告訴人方得提出聲請，須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 聲請交付審判期間為 10 日
聲請交付審判之裁定，法院應以合議行之 交付審判由該管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管轄

40 下列關於傳聞法則及其例外之敍述，何者正確？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

41 下列關於檢察官提起公訴應遵循法定程式之敘述，何者錯誤？
起訴時無須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
起訴書應記載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
檢察官應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
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檢察官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追加起訴

42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自訴何者為不合法？
對於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提起自訴
告訴乃論之罪，被害人撤回告訴後，再行自訴
告訴乃論之罪經檢察官開始偵查，犯罪之直接被害人就同一案件再提起自訴
同一犯罪中有告訴權人已喪失告訴權，其他告訴權人仍提起自訴

43 下列何者非我國刑事審理程序所遵循之基本原則？
直接審理原則 言詞審理原則 分散審理原則 公開審理原則

44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何種事項不得於準備程序中處理？
命提出證物或可為證據之文書 當事人表示有關證據能力之意見
整理案件及證據之重要爭點 命當事人為科刑辯論

45 下列何種程序，第一審法院不得以法官一人獨任，而應行合議審判？
簡式審判程序 協商程序
刑法第 320 條、第 321 條之竊盜罪 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罪

46 下列關於上訴之敍述，何者正確？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不得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檢察官為被告之利益，不得上訴
檢察官對於自訴案件之判決，不得獨立上訴
自訴人上訴者，非得檢察官之同意，不得撤回

47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合法之上訴權人？
自訴人 被告之輔佐人 被告 被告之配偶

48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與司法院釋字第 752 號解釋意旨，下列何種案件得上訴第三審法院？
最重本刑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一審法院為免刑判決、二審法院為有罪判決者
依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上訴，經第三審法院撤銷並發回原審法院判決者
最重本刑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一審法院為無罪判決、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

並諭知有罪判決者
刑法第 349 條第 1 項之贓物罪，一審、二審法院均為無罪判決者

49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與實務見解，針對下列何種裁判，得提起再審？
確定之簡易判決 確定之應不受理而誤予以受理之判決
確定裁定 確定之程序上駁回上訴判決

50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部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認應沒收第三人財產者，應於起訴書記載該意旨，並即通知該第三人
行簡易程序、協商程序之案件，經法院裁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者，適用各該簡易或協商程序審判
法院所為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裁定，應記載訴訟進行程度、參與之理由及得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諭

知沒收之旨
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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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B C C B A B A

D C D C C B B A D

D C C C A D A B D A

C C A A B B A D A

A B C D D D B C A B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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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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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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魚見食而不見鉤」意旨相去最遠的是：

螳螂捕蟬 見利忘害 利令智昏 忘懷得失

2 下列選項，與「刻舟求劍」意思最接近的是：

膠柱鼓瑟 見風使舵 知機識竅 通權達變

3 下列「」中詞彙皆與數字有關，並非實指數字的選項是：

梧鼠「五技」而窮 雖「九死」其猶未悔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4 下列選項「」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杜甫有許多詩作都描寫了安史之亂後「歧路亡羊」的沉重心情

李白〈將進酒〉一詩豪放率真，讀之真令人感到「紙醉金迷」

王維田園詩詩中有畫，農村裡「瓜田李下」風光盡在他的紙上

白居易寫詩力求通俗易懂，務必達到「老嫗能解」的程度不可

5 下列各組題辭，應用完全正確的是：

賀嫁女：宜室宜家／之子于歸／金屋飄香

賀男壽：壽比松齡／齒德俱尊／松柏長春

賀生子：弄瓦徵祥／熊夢徵祥／天賜石麟

賀商店開張：業紹陶朱／功侔相業／大展鴻猷

6 下列書信啟封詞，使用錯誤者為：

「禮啟」用於居喪者 「道啟」適用於師長 「敬啟」適用於尊長 「台啟」適用於平輩

7 大明喬遷新居，小美想送賀聯，最為適當的是：

里有仁風春日永，家餘德澤福星明 三更月冷鵑猶泣，萬里雲空鶴自來

一門五福陳箕範，四代同堂慶瓞綿 北斗尚書南極老，天朝耆舊地神仙

8 《孟子．滕文公》：「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根據上文，所謂的大丈

夫是指：

獨善其身 民胞物與 堅毅不拔 篤志好學

9 《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關於上文的意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君子見些微跡象，便能掌握發展趨勢 君子慎思明辨，於幽隱處能觀察入微

謹慎自律的君子，能永久隱藏住秘密 慎獨是一種無監督情況下的自我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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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連橫《臺灣通史．序》：「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

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

下列選項何者不包含在本段文字之敘述？

歷史是民族精神所在 歷史可做為人們行事的借鑑

歷史可以知道此國物資流通暢達情形 藉由歷史可以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

11 「養生就是把生命的苦痛取消，讓天真回來，讓美好回來，怎麼樣才回得來？把迫使天真美好消逝的

因素取消，不要在乎成敗，不要在乎得失，不要在乎利害、禍福，不要在乎新舊、貧富，你把這些放

開後，就是完全的自由，這樣就是養生的極致！」

上文所呈現的思想，最符合的選項是：

墨家 道家 醫家 農家

12 下列文句的意旨，何者與其他選項不同？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13 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大學・

釋齊家治國》）

下列選項，最接近上文意旨的是：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14 「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一語，指出治國的困難在於：

知人善任，而不是自恃賢能 具自知之明，而非知人之明

認清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自以為賢能 讓別人知道自己賢能，而非自以為能

15 陶潛〈五柳先生傳〉：「閑靖（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根據引文，下列對五柳先生的描述，最適合

的選項是：

為人沉默寡言，讀書但求會通，且能識其真趣

讀書只看重本文，而不閱讀後人所做註解詮釋

因讀書無法求得仕宦顯達，只能忍受貧乏生活

即使衣著破爛，甚至露宿街頭，也能心安理得

16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世

說新語．排調》）

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周伯仁回答的含意？

謙稱自己一無所有，空空如也 意指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願意同眾人跟隨，奉承王丞相 意謂自身度量大，有容人雅量

17 張耒〈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以上文句所展現的精神為：

簞食瓢飲 與人為善 虛懷若谷 推己及人

18 「臺灣山勢的崇高，也使溫度、氣壓和風雨都受到極大的影響而呈垂直變化，在海拔不同的地區造成

極其明顯的氣候差異，使原屬亞熱帶短距離緯度內的臺灣，出現了寒溫暖熱的諸種氣候類型。動植物

的類型，當然也就隨海拔位置的不同而大有變異。」

下列敘述，何者不符合本文意旨？

臺灣動植物的類型，隨緯度不同而變異

臺灣溫度、氣壓和風雨隨海拔位置而變化

山勢的崇高是造成臺灣包含多種氣候的主因

臺灣的氣候包含了亞熱帶與寒溫暖熱等多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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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聲譽、財富、權勢，其中最飄忽不定的應該就是聲譽了，而且還步履蹣跚。權勢和財富都在人生前

完成，是活人的東西；只有聲譽，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普遍相信是人相對短促生命一場盛裝不下也確定

不了的，只能和其他我們自知做不完、窮盡一生想不清楚的事一併交代給後世。」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多數人窮盡一生仍無法客觀評論世事 聲譽步履蹣跚的原因是仍待後世評論

權勢和財富能為有限的生命留下意義 財富、權勢、聲譽三者重要性難分軒輊

20 「熱海指的是夏季溫熱的海水，也可說是黑潮這股暖流的基本體質。漁人稱陸地為埔仔頂，這時埔仔

頂面臨大暑，炎陽自東方海面昇起後一路火燒似地鞭曬、毒烤直到落下西山。大地處處炙燙，滾滾熱

氣不到半夜靜不下來。天黑後終得休喘半刻，暗地裡才要冷卻，像是故意為難，天很快又要亮了，接

著又是一整天火燒烤曬。所以這季節討海人稱陸地為火燒埔。」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埔仔頂面臨大暑整日炙燙酷熱

黑潮的基本體質就是夏季溫熱的海水

夏天烈陽烤曬，所以討海人稱呼陸地是火燒埔

老天故意為難，不讓討海人休喘，很快又天亮了

21 「生活本身就是目的，不是手段；人生的意義感、價值感就發生在生活的歷程之中，而不發生在終極

目標達成之後。」下列選項，何者最能與前文相呼應？

人生有夢，夢想成真 把握當下，用心參與

不忮不求，即是生活 追求流行，表現個性

22 「音樂，究竟該如何書寫，如何討論，如何分析，每一世代都有不同觀點。但別忘了作曲家與指揮家

馬勒所再三強調的，『音樂中，最重要的並不在音符裡。』不讀樂譜，固然會造成對音樂理解的缺失，

但若只讀樂譜，認為音樂除了音符之外別無其他，那也是大錯特錯。對這門最抽象卻又最直接的藝術，

我們需要各式各樣親近、理解、討論的方法。不只認識作品，更要認識作品背後的文化，那些音符以

外的東西。」請問下列何者不是本文的重點？

樂譜是理解音樂的基礎

音樂中最重要的是演奏技巧

認識音樂作品，應該「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認識作品背後的文化」近似於傳統所謂「知人論世」

23 幽齋陳設，妙在日異月新。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動移，此外皆當活變，何也？眼界關乎心境：

人欲活潑其心，先宜活潑其眼。（李漁〈貴活變〉）

文中「活變」的目的是：

風生水起，時來運轉 推陳出新，悅目娛心

活學活用，變化巧思 慧眼獨具，彰顯品味

24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霑巾。」展現出豁達樂

觀的態度，下列選項，何者與此最為接近？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25 「青春不僅是年華，而是一種心態；不是玫瑰般的臉龐，紅潤的嘴唇和敏捷的雙腿，而是堅韌的意志，

豐富的想像力，以及無窮的激情。」

根據上文，不符合「青春」定義的選項是：

學習不懈的95歲高齡博士生 容貌美麗風姿綽約的高齡美女

退休後以機車環島的不老騎士 積極轉行的銀髮高年級實習生

26 「其實，期待中的和解有時並不會出現。妳在歧視、壓抑與委屈中長大；你在衝突、暴力與疏離中長

大，好不容易走到自給自足的大齡，以為可以揮別陰暗的過往，老父母卻需要你的照顧，命運再次掌

握了你。原本以為他們老了、弱了，能心平氣和談談過去，化解心結，然而全不是這樣的，一碰到過

去，你又成了那個憤怒悲傷的孩子。與老父母和解是很困難的。只要能在心中與自己和解便已足夠。

拉出距離看待被照顧的父母，他們也就是無助的、被病痛纏身、充滿恐懼的老人，如此而已。」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旨意？

父子責善，賊恩之大 哀樂中年，百感交集

求仁得仁，夫復何求 放下執著，換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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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母親儘管已茹素多年，一旦我返家，她依舊會料理一桌魚雞豬肉，兩手依舊沾滿了鮮紅與腥臊。菜餚

端上桌，母親又是一頭一臉汗，她一面為我夾菜，一面叨念：唉啊！看看你，有好好呷飯否？怎麼瘦

成這款？──時空迅速倒退，彷彿回到迢遠的從前，我和弟弟拚了命地扒飯，只為少聽那幾句母親的

耳提面命，但這一刻，我竟感到一絲絲鹹蛋燴苦瓜的甘甜。

下列敘述，何者最貼近作者對母親的情感？

慈母劬勞，茹苦吐甘 克紹箕裘，報答母恩

重溫兒時舊夢，苦樂參半 子欲養而親不待，充滿遺憾

28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

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樂府詩集・平陵東》）

下列選項，與詩中所表現的社會狀況，最不符合的是：

百姓安全不受保障 政府官吏懦弱無能 綁匪強盜囂張猖狂 社會治安甚待加強

29 對於自然界的生物不可以趕盡殺絕，才會生生不息。下列選項不屬於為萬物留下生路，以求生息的是：

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土敝則草木不長，水煩則魚鼈不大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乃去其三面

30 「很遺憾，在臺灣這個八〇年代富裕的社會裡，仍然存在著無數的窮人。窮人的生活是上不了臺面的，

所以所有傳播媒體刻意把窮人生活的現實排除在外，出現的盡是些富裕、繁榮的鏡頭和報導。如果連

作家也不描寫窮人，那麼文學也就死亡了。」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符合作者對文學的看法？

文學講求創新突破、標新立異 文學應建立在深厚的人道關懷上

文學和傳播媒體互補，彼此相輔相成 文窮後工，貧窮是滋養文學最好的沃土

31 在人力與經費許可下，臺灣的家庭比起外國人更願意照顧病弱家人，但社會與家庭結構在改變。如果

狀況真的不許可，入住機構的選擇，其實是在選擇對病患較佳的生活品質。若病患真的到了必須入住

機構，專業的失智照護機構能提供病患較佳的生活品質，且減少家庭照護負擔，家屬真的不必以深重

的罪惡感自苦。比較重要的是，一般的安養護機構未必具有足夠的人力照顧失智症患者。好的失智照

護機構，病患反而可能重拾在家中早已失去的生活品質。因此，究竟該選居家照護或機構照護，不妨

單純考量誰能提供病患最佳的生活品質，畢竟那才是真正替病患所作的最好抉擇。

下列敘述，最切近上文內容的是：

機構照護失智者已是家屬優先選擇 居家照顧失智者非多數家庭能承擔

安養機構的人力照顧必然優於家庭 家屬應以提供病患較佳照顧為抉擇

32 梁啟超〈學問之趣味〉：「我不問德不德，只問趣不趣。我並不是因為賭錢不道德排斥賭錢，因為賭錢

的本質會鬧到沒趣，鬧到沒趣便破了我的趣味主義，所以排斥賭錢。我並不是因為學問是道德才提倡

學問，因為學問的本質，能夠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最合我的趣味主義條件，所以提倡學問。」

下列選項所述，何者與作者之意最契合？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 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

33 副本的運用，可以增加行政單位之間聯繫與提升行政效率，但使用副本仍有其基本準則。下列選項錯

誤的是：

副本與正本不同，行文時無須蓋機關印信

要求副本收受者有所作為時，應在「說明」段內列明

如行文考量須以副本分行者，應在「副本」項下列明

收受副本者不可怠忽，應視副本之內容為適當之處理

34 機關首長因公出國考察期間，由副首長代行首長職務時，該機關公文之署名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署首長姓名，再附署副首長之職銜、姓名

應署首長姓名，再附署副首長之職銜、姓名並加註「代行」二字

應署首長職銜、姓名並加註「因公出國考察」之事由，再附署副首長之職銜、姓名

應署首長職銜、姓名並加註「因公出國考察」之事由，再附署副首長之職銜、姓名並加註「代行」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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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務文書寫作，對於「簽」、「稿」的使用原則，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無須核備的案件，可以「先稿後簽」

案件簡單或例行承轉，可以「以稿代簽」

案情複雜重要，須先請示者，當「先簽後稿」

須限時辦發的案件，若不及先行請示，可「簽稿併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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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句「」中成語的使用，恰當的是：

你們這個時代「趨之若鶩」的電腦網路 BBS 文化，就一直吸引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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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可見

烏魚子佐酒較諸下飯為佳，以其鮮美而稍鹹，薄薄的片，一口酒，一口酒肴，風味絕佳；若配以青

蒜苗，更收「相濡以沫」之效；而若逢知己談興好，則實為天下賞心樂事了

無常的世事，時不時提醒我們可以掌握的是多麼有限。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

——早在兩千年前的漢樂府詩，就以這般「觸目驚心」又曠達的文字開導我們了

我無意間瞥見一個小女孩的笑靨，在淒慘骯髒的貧窟裡如瞬息綻開的一朵花，其後每當我想著泰姬

陵的風姿容顏，這個瞬間的畫面也「走馬看花」。美的事物總伴隨著悲哀，卻是因著種種不同的緣

故啊

37 根據前後文意，選出文章「」內的詞語，使用不恰當的選項：

雅舍最宜月夜——地勢較高，得月較先。看山頭吐月，紅盤乍涌，一霎間，清光四射，「天空皎潔」，

「眾聲喧嘩」，微聞犬吠，坐客無不悄然！舍前有兩株梨樹，等到月升中天，清光從樹間篩灑而下，

地上「陰影斑斕」，此時尤為幽絕。直到興闌人散，歸房就寢，月光仍然逼進窗來，助我淒涼。細雨

濛濛之際，雅舍亦復有趣。推窗展望，儼然米氏章法，若雲若霧，一片瀰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

惶悚「雀躍」了，屋頂濕印到處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擴大如盆，繼則滴水乃不絕，終乃屋頂灰泥

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綻，砉然一聲而泥水下注，此刻滿室「狼藉」，搶救無及。

「天空皎潔」 「眾聲喧嘩」 「陰影斑斕」 「雀躍」 「狼藉」

38 下列各組「」中詞語，意義不相同的選項是：

古之「學者」必有師／白先勇兼具作家與「學者」的身分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請「先生」過來，用心替他診脈

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無論」如何，她給了她們一點顏色看看

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成名球員的身價遠超過明星、科學「博士」

39 雍正間，以年羹堯在京房屋一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金銀綾綺衣物器皿賜左都御史蔡珽。珽奏言：

「房屋乃國家舊賜羹堯者，奴婢則內府所隸之人，既蒙恩賚，臣不敢辭。若金銀綾綺等皆不可問之物。

釋氏有言：『審己功德，量彼來處。』臣不敢受。」（《養吉齋餘錄》）

根據本文文意，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年羹堯的房屋，原本即為清朝朝廷所賜予之物

蔡珽願意接受房屋、奴婢，是因可以用來供佛

蔡珽認為年羹堯的金銀綾綺來源不明，不願接受

蔡珽擔心年羹堯後人的反撲，所以沒有全然接受

蔡珽批評年羹堯生活太鋪張浪費，皆因不知自省

40 最不解者，病人延醫，不肯自述病源，而只使醫人按脈。藥性易識，脈理難精，善用藥者時有，能悉

脈理而所言必中者，今世能有幾人哉？徒使按脈定方，是以性命試醫，而觀其中用否也。（李漁《閒

情偶寄》）

上文旨在說明：

病人就醫必須詳述病況 好醫師必定對脈理熟悉

自述病源有助對症下藥 只憑按脈定方是危險的

按脈定方醫術一定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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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我不反對單純，老子說：『智慧出，有大偽。』拋棄人文枷鎖，讓人思想單純得接近一般動物，是道

家哲學的最高境界。但重要的是，這種境界，不由外界來約定，而是由個人自己來選擇的，我有智慧

而選擇不要，與原本沒智慧，或不准你有智慧是不同的。」

根據上文內容判斷，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思想的單一」是本文強調的重點

作者引用老子的話，為要強調人文化成的重要性

作者認為個人意識是非常重要且可貴的。即便服從，也是要出於自覺

作者認為一個人能否達到老子所說的境界，是由客觀外在的條件所決定的

「原本沒智慧」與「不准你有智慧」，在作者看來，都不是老子的真精神

42 下列詩句抒寫「一見如故」情誼的選項是：

乍見披肝膽，新交如故知 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

千金重一諾，結交有終始 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

邂逅闔閭城，傾蓋欣忘年

43 「我聽到分娩室裏有許多痛號聲，我把每一陣心碎的呼號都承擔下來，當作是她的。每一個新生嬰兒

的啼哭，我都希望是她脫離痛苦的信號。長凳上只剩我一個人了，我在恐懼裏期待著。最後，護士推

過來一張輪牀，從我身邊經過。她寧靜的躺在牀上微笑著，告訴我：『是一個女的，你不生氣吧？』

我背過臉去，熱淚湧了上來。」 關於此文的意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作者對於妻子分娩的痛苦，相當不捨

新生兒到來之後，作者與妻子的關係急轉直下

作者既擔心妻子的生產，又期待新生兒的到來

作者的妻子在分娩之後，滿懷歉疚不安，毫無喜悅之感

作者之所以背過臉去，是因為妻子生了女兒，感到無奈

44 「你一定是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吧？」我們總是被不知道我們成長經驗的人這樣詢問著，彷彿這是唯一

可以解釋為什麼會有人願意放棄眼前的利益，而去做別人心目中吃力不討好，甚至高尚情操的工作。

似乎除了宗教之外，無法合理解釋我們選擇的「犧牲」。其實，我們不曾真的犧牲自己的快樂，而是

認清楚了人在世界上不能獨活的道理。用紀律來照顧好自己，用愛來寬待別人，需要的不是「宗教信

仰」，應該叫做「宗教情操」。

下列敘述符合作者觀點的選項是：

具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就能夠擁抱犧牲 從個人的成長經驗可培養出宗教情操

紀律與愛讓我們能夠善待自己與別人 樂在付出以求共好是宗教情操的體現

宗教信仰是懷有宗教情操的先備條件

45 「AI（人工智慧）的時代已經來臨，作為一種工具，AI 將為我們創造巨大的價值，消除貧窮和飢餓，

不過，有許多人會因為失業而失去自我實現的成就感。AI 可以把一張畫做成莫內的風格，可是，如果

給它一張白紙，它應該無法像一位五歲的小孩那樣天馬行空地去畫以及說故事。AI 的診療準確率是

人類醫生的10倍，然而它只能冷冰冰的告知病情，無法給予關愛、傾聽抱怨，甚而為我們打氣。未來

80-90% 的就業機會將屬於服務業，他們所提供的關愛、聯繫與情感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黏著劑，

也是 AI 達不到的。面對 AI 的時代，我們需要擁抱它，共同創造出1+1=3的價值。」

依據上文，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I 的出現，將為人類帶來一個空前富足的時代

 AI 降低工作的難度，同時剝奪了人類成長的機會

 AI 懂得美與幽默，擅長以故事來傳達藝術的原創性

當醫療結合 AI，將為病人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與照護

儘管 AI 更新了產業界的發展，服務業仍具有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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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討論人格自我形成的理論中，下列何人的理論多來自於臨床心理學的經驗？

顧里 米德 佛洛伊德 艾瑞克森

2 從下述四種媒體採訪或報導的內容判斷，那些屬於所謂「第一手資料」或「第一手報導」：①電視台主播於

晨間新聞報導當日報紙的頭條消息 ②學生擔任公民記者採訪農村高齡化議題 ③記者使用外國電視台

資料報導國際消息 ④記者訪問當地耆老暢談在地鄉野傳奇

①② ②④ ③④ ①③

3 某市政府為維護市容，改善狗便污染環境的問題，鼓勵民眾參與「撿狗黃金，抽真黃金」活動，獲得許多

民眾的響應。上述政府的作法，最適合以下列何種觀點解釋？

公益與私益的衝突互斥關係是兩難困境 建立誘因機制，使公益與私益相容互補

撿狗便抽黃金，可減少「搭便車」問題 「撿狗黃金，抽真黃金」有助人力資本累積

4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長麥克克羅里（Pat McCrory）與州議會於 2016 年簽署通過的一項爭議法案，該法案要

求跨性別人士必須使用和他們出生證明文件上性別一致的廁所。此種作法反映出下列何種心態？

異性戀霸權 性別多元化 性別政治化 性別主流化

5 臺北市的永平公宅是依住宅法轉型的出租國宅，以低於市價七折的租金出租給低收入戶、身障者、原住民，

以及其他有特殊情況的民眾。上述政策可以落實下列何項人權的保障？

消極人權 積極人權 集體人權 行動人權

6 目前諾亞國國內 A 菜市場的售價為 50 元，市場需求量為 400 公噸，市場供給量為 400 公噸。在其他條件

不變的情形下，若諾亞國政府開放外國 A 菜進口後，則該國的市場將會如何改變？

市場需求線向右移 國內 A 菜價格上漲

國內農民收入增加 消費者的福祉提升

7 學者布迪厄（P. Bourdieu）認為社會階級的高低區隔，會因為教育制度而強化，稱為文化再製；這種社會

流動停滯的現象，造成下一代繼承上一代的地位，下層階級則失去向上流動的機會。依據此一說法，應是

強調下列何種社會流動的類型明顯下降？

垂直流動 水平流動 代內流動 代間流動

8 2016 年 4 月底臺灣、香港和澳門三地，經申請許可與規劃多時後，首次聯合舉辦動物保護大遊行，同以「強

化法規，保護動物」為訴求，要求當地政府對寵物買賣及繁殖加以管制。下列有關該活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表達對政府施政的訴求，屬於公民不服從行動

屬於第三部門透過網路串連的公民結社行為

透過倡議以發揮輿論的力量，有助於社會立法

跨越地理空間的自主性活動，彰顯全球在地化

9 業者認為將廢棄物運到河川直接丟棄的成本，遠比設置污水淨化設備的成本來得低，所以將河川當作棄置

場，導致河川變得髒臭不堪。就增進公共利益所面臨的難題而言，上述現象最能用下列何者來描述？

共有財悲歌 搭便車現象 鄰避效應 效益主義

10 19 世紀因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盛行，帶來貧富不均和工人失業問題，致勞工運動盛行。若從人權發展史來

看，當時下列何種主張最有可能被提出？

國家應尊重個人自由 國家應管制商品價格

人人在社會上應享有的健全生活 人人在社會上應享有集體發展的人權

11 依據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那一組公職人員的產生方式相同？

審計長、主計長 大法官、檢察總長

政務委員、考試委員 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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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60 年代美國反越戰運動的倡議者主張去除國家體制的壓迫，人們毋須屈從於任何權威，可透過自由結社
達成互助。上述思潮主要源於何種政治意識形態？
第三條路 新自由主義 無政府主義 法西斯主義

13 為提升學生參觀文藝展覽的意願，立法院通過規費法修正案，將學生納入得減免規費的對象，使學生得享
折扣優惠。上述劃底線部分，彰顯公共政策那一階段的作為？
政策規劃 政策合法化 政策評估 政策執行

14 我們近來對於多元性別關係的探討與辯論，是以下列何項價值作為基礎？
平等尊重 族群和諧 自由民主 倫理道德

15 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大多位處南半球）與已開發國家（大多位處北半球）形成
「南北對抗」的情勢。下列那一組織最能代表南方國家勢力的結盟？
七七集團（Group of 77）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八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8）

16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下列那一敘述符合行政中立的要求？
公務人員不得加入任何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公務人員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職務
公務人員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而從事競選 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之權力介入黨派紛爭

17 國內接連發生重大刑案，法官在面對強大民意壓力下，能基於自由意志獨立審判尤顯重要。以上敘述是強
調民主政治的何種基本原則？
民意政治 法治政治 責任政治 政黨政治

18 我國自民國 80 年啟動修憲，迄今已完成七次憲法的增修。下列何者非屬修憲的成果？
監察院調整為非民意機關 總統、副總統由公民直接選舉
廢除縣自治事項，精簡省府層級 立委以「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產生

19 2016 年我國舉辦第 14 屆總統選舉，由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以 56%的得票率當選，實現我國第三次的政黨
輪替。此次選舉應是符合民主政治的何種原則？
民意政治 法治政治 責任政治 媒體政治

20 國中生阿德發現他的自行車被移動過，自行調查後發現是鄰居小明偷騎數小時後，再停放原處。阿德報警
後，隨即提出竊盜告訴，但檢察官處分不起訴。下列何者應是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的理由？
因檢察署所在地之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 本案未符竊盜罪的構成要件，故不起訴
因小明與阿德已經達成和解，故不起訴 阿德未成年，應由其父母代理提出告訴

21 小君發現某出版社販售的臺灣文學選集中，有一篇是小君家族清朝開臺祖先的遺訓全文，本僅收錄在其族
譜中，出版社雖有標示原作者姓名，但未獲家族任何人同意即取用，小君便至法院控告該出版社侵權。依
著作權法的規定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出版社的行為侵害姓名表示權和重製權 出版社有標示原作者姓名，並未違法侵權
販書是營利行為，出版社不能主張合理使用 出版社的行為侵權，應負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

22 某高中新任校長上任後，修改校規，規定該校學生必須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始准畢業，引發高三應屆畢業
同學的抗議。下列何者可能是學生得主張學校違法的理由？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明確性原則 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23 依民法規定，下列針對訂定契約的相關敘述，何者具有法律效力？
醫事放射師與醫院簽約，同意於春節期間輪值
兒子與父母簽約並登報宣布拋棄遺產繼承權
老翁委託業者挑選結婚對象，並代理登記結婚
父親以未成年子女為連帶保證人，向銀行貸款

24 大甲鎮瀾宮將媽祖設計成 Q 版平安媽祖絨毛娃娃，並遵循傳統的「過香」儀式，使其成為大受年輕人歡迎
的平安護身符，並成為搶手的伴手禮。下列敘述何者最能說明上述現象？
主流文化是由精緻文化所主導 官方文化主導流行文化的發展
民間文化轉變為流行文化符號 邊緣文化結合精緻文化的創新

25 立法院於 2015 年 12 月修正通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不但將罰金額度提高 10 倍，且可「一事一罰」，累
罰無上限，但仍無法處罰 2014 年餿水油事件的違法者。依上所述判斷，應是在說明下列何者的概念？
習慣法的禁止 不溯及既往
絕對不定期刑的禁止 禁止類推適用

26 甲男婚後外遇，和外遇對象生下乙女，甲男並未離婚，但會定期匯款給外遇對象，供乙女生活之用。依民
法規定，下列何者可用來說明上述現象？
準正 認領 收養 認養

27 依據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下列那個行為是公務員阿華在選舉期間可以做的？
申請加入特定政黨，成為黨員
在上班期間為自己的同學站台、拜票
在民眾洽公櫃台上張貼候選人的競選海報
在大眾傳播媒體刊登具銜支持的聯名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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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憲法第二章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要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必須以緊急命令的方式來發布

國家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可以法律合理限制人民部分的自由

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只限於本國人，外籍勞工無法獲得保障

憲法未列舉的權利，不在政府保障範圍，人民無法要求保障

29 阿傑租屋後，發現廚房水龍頭偶有漏水現象，雖然未對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響，阿傑還是要求房東修繕，

但房東認為只是小小漏水而已，不願配合處理。若依我國民法的相關規定，下列針對房東是否應修繕水龍

頭的敘述，何者正確？

可以不修繕，因為對日常生活影響不大

可以不修繕，擁有房子所有權的房東可自由處分

可以不修繕，房客的意見只供房東參考

應予修繕，因為房子漏水代表有瑕疵

30 讀大學的小杉周末午後有兩小時的空暇，他有下列選擇：到便利商店打工，兩小時薪水共 300 元；在

學校圖書館工讀，兩小時薪水共 400 元；擔任家教，兩小時薪水共 1,200 元；待在宿舍睡一覺換得飽

滿的精神。若小杉選擇睡一覺，其機會成本是多少？

 300 元  400 元  1,200 元  1,900 元

31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長年衝突不斷，但是巴勒斯坦一名 8 歲的女童塔米米，用手機拍攝以巴衝突的畫面再自

己配音剪接成新聞，上傳網路，希望透過自己力量，把當地每周一次的家鄉訊息，傳達全世界。下列何者

最能說明上述這種資訊傳播的方式？

媒體再現 公民媒體 媒體監督 公共媒體

32 2014 年美國民主黨在國會的期中選舉慘敗，共和黨拿下參議院過半席位，且蟬聯眾議院多數黨，讓執政的

民主黨在兩院都淪為少數黨。共和黨一舉站上國會的主導地位，讓歐巴馬總統在剩下的任期面臨國會「朝

小野大」的困局，成為「跛鴨總統(lame duck)」。有關「跛鴨總統」的敘述，下列何者解讀較為正確？

總統無法掌握國會過半的席次，因此法案和預算等容易受到杯葛

國會可對歐巴馬總統提起不信任投票，因此總統面臨跛腳的命運

美國總統權力甚大，可解散國會，「跛鴨總統」的評論言之過重

美國總統可運用黨政軍的影響力，迫使國會做出讓步不致於跛腳

33 凱因斯曾以流動性偏好理論來解釋貨幣需求，指出人們會基於交易、預防、投機的動機而保有貨幣。下列

關於該理論的敘述，何者正確？

交易及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會與所得呈現負相關，所得越高，人們保有貨幣的意願越低

人們為了價值的儲存或應付個人日常生活的開支而保有貨幣，是基於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

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會與市場利率呈現負相關，利率越高，人們保有貨幣的意願就越低

人們為了應付突發事件，例如生病或車禍意外等而保有貨幣，是基於交易動機的貨幣需求

34 我國電信業者因應網路時代來臨，競相推出「4G 網路吃到飽」方案，消費者只要支付一定金額，就可以無

限制的使用網路流量，結果消費者經常抱怨網路塞車、上網速度變慢。造成上述現象的最主要因素，應是

下列何者？

網路使用不具排他性 網路使用具共享性

網路使用不具共享性 網路使用不具大規模經濟

35 不久的未來，機器人將取代現有的人力，如貨車司機將被自動駕駛取代、電子工廠作業員也可能由自動化

機械手臂代替，自動化設備與科技的發展，帶來的可能是大量的失業問題，這種失業應為下列何種類型？

摩擦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 隱藏性失業

36 Nobody knows what food we can eat now because many businessmen think only of profits _____ people’s health.

 in fact  instead of  for certain  by contrast

37 This singer is _____ of plagiarism because his new song is mostly in accord with the original lyrics created by a

previous master.

 accused  excused  executed  acclaimed

38 You don't need to shop at the supermarket because many _____ gather around the plaza every morning, selling

vegetables and fruits.

 soldiers  vendors  tourists  sa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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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irthday parties are the most celebrated _____ event in the West. Everyone would bring a gift to the party.
 social  obscure  isolated  detached

40 Malala Yousafza’s incredible courage has _____ many girls to study politics, gender issues, social justice, and peace.
 aided  inspired  burst  operat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In 1271, 17-year-old Marco Polo left Venice to begin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odysseys of all time. Marco,

along with his father Nicolo and his uncle Maffeo, was about to enter Asia, a land completely unknown to
Europe. The mysteries that Marco Polo saw and reported 41 not only his life but also the lives of
Europeans in general.

Marco Polo was amazed by the wonders and riches he saw.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Orient made Europe
seem 42 . While the weavers of Venice were just learning to work with silk, Oriental weavers had been
producing exquisite brocade for centuries. In making porcelain, Oriental 43 had long used techniques
that were unknown in the West. Throughout the empire of Kublai Khan, money made of paper was used for
business 44 , something unheard of in Europe. In all, Marco Polo spent 24 years 45 the Eastern
world from Venice to Cathay. The diary of his travels remains a remarkable tale of adventure as well as a record
of the Orient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41  restored  destroyed  changed  spoiled
42  primitive  advanced  modernized  scientific
43  architects  sailors  weavers  craftsmen
44  transitions  transactions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45  recovering  proposing  sheltering  exploring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he Australian crocodile is the largest crocodile in the world. It can grow up to seven meters long, and the biggest

can weigh up to 1,000 kilometers. It has only two muscles to open its mouth but 40 to close it! What makes crocodiles
so dangerous is that they attack extremely quickly, and they take their victims under the water to drown them. They
usually attack in the water, but they can suddenly come out of a river and attack animals or people. And they can run on
land as fast as 17 kilometers per hour.

Every year in Australia there are crocodile attacks on humans. Two years ago a 24-year-old German tourist died
when she went for a swim in a lake. Although there were signs warning people that there might be crocodiles, the woman
and her friends decided to go for a midnight swim. The woman suddenly disappeared, and the next morning her body
was found. Near it was a four-meter long crocodile. And only last month two Australian boys watched in horror as their
friend was killed by a crocodile when they were washing their bikes in a river. They climbed a tree and stayed there for
22 hours while the crocodile waited below.

But you can survive a crocodile attack. Last year Norman Pascoe, a 19-year-old, was saved from a crocodile when
his aunt hit it on the nose. Norman’s aunt said: “I hit it and I shouted, ‘Help!’ The crocodile suddenly opened its mouth
and my nephew escaped.”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Australian crocodiles is true?

 They have more muscles to open their mouths than to close them.
 The average weight of Australian crocodiles is 1,000 kilometers.
 They only attack animals or people in the water.
 They are bigger than all other kinds.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ethods is NOT how an Australian crocodile attacks people?
 Opening its mouth and hitting people on the nose  Taking people under the water
 Coming out a river to attack people  Drowning people

48 When was a 24-year-old German tourist killed by a crocodile?
When she washed her bike in a river. When she went for a midnight swim.
When she climbed the tree. When she hit a crocodile on the nose.

49 What could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Nature’s Perfect Killing Machine: Australian Crocodiles
 How to kill a Crocodile
 Crocodile's Tears
 How to Make Friends with Crocodiles

50 How did Norman Pascoe survive from a crocodile attack?
 He hid in the water and waited for the crocodile to leave.
 He escaped by climbing up a tree.
 His aunt hit the crocodile on the nose and it opened its mouth.
 His aunt asked him to run as fast as he could.



類科名稱：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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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公民與英文（試題代號：23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各類科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B A B D D C A C

B B A A D B C A B

B B A C B B A B D C

B A C C B A B A B

C A D B D D A B A C

C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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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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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五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

科 目：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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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1
頁次：6－1

甲、民事訴訟法部分

1 經言詞辯論之判決，應自何時發生其羈束力？

判決宣示時起 言詞辯論終結後 判決公告時起 判決送達時起

2 甲、乙、丙共有 A 地，因不能協議分割，甲乃列乙、丙為共同被告，向法院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

下列關於本件訴訟之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中乙死亡者，全部訴訟皆發生停止之效力

乙對甲為認諾者，法院須判決乙、丙全部敗訴

甲對乙為捨棄者，法院須判決乙、丙全部勝訴

乙不服第一審判決，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其利益及於丙

3 下列關於訴訟參加之敘述，何者錯誤？

聲請訴訟參加，應於他人間之訴訟（本訴訟）之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之

參加，得與上訴行為合併為之

駁回參加之裁定未確定前，參加人得為訴訟行為

參加人經兩造同意時，得代其所輔助之當事人承當訴訟

4 民事訴訟法第41條被共同選定之被選定人為數人而無訴訟代理人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選定人其中一人死亡時，訴訟程序在新任被選定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

被選定人其中一人死亡時，其資格由該被選定人之繼承人繼承

他造對於被選定人其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及於全體被選定人

基於當事人恆定原則，被選定之人一經選定，非因法定事由，不得更換或增減

5 甲主張其為所有權人，已訴請乙返還Ａ畫，第三人丙主張Ａ畫為其所有，丙如欲維護其權利，訴訟上

有何途徑可以採用？

承當訴訟 訴訟參加 主參加訴訟 不作為訴訟

6 訴訟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就下列何者行為，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

管轄之合意 訴之變更 自認 和解

7 原告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其訴者，得於撤回後3個月內聲請退還該審級所繳裁判費之多少？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全部

8 對於法院書記官之處分，關係人應如何救濟？

提起上訴 提出異議 提起抗告 提出申訴

9 下列關於訴訟救助之敘述，何者錯誤？

准予訴訟救助之效力，不因受救助人死亡而消滅

准予訴訟救助，於假扣押亦有效力

准予訴訟救助，於抗告亦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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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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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訴訟文書，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下列何種情形與送達有同一效力？

郵務機關證明已經以電信傳真傳送

法院書記官證明已經以電信傳真傳送

訴訟關係人就特定訴訟文書聲請傳送

於外國為送達者，經外交部證明已經以電信傳真傳送

11 下列關於當事人合意定管轄之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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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意定管轄，僅限於第一審與第二審之管轄法院，第三審法院之管轄不在此範圍內

合意定管轄，應以文書證之

若法律明文規定屬於專屬管轄者，合意定管轄即不適用

12 甲為未成年人，以父（乙）、母（丙）為法定代理人，住所均明確，若對甲提起訴訟，起訴狀應送達何

人始為合法？

甲 乙丙二人 乙丙任一人 甲乙丙任一人

13 下列關於不變期間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變期間為法定期間

上訴期間為不變期間

遲誤不變期間已逾1年者，不得聲請回復原狀

訴訟程序合意停止者，不變期間停止進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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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下列關於小額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為訴之變更、追加

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除因原法院違反法令致未能提出者外，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對於第一審裁判，僅得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而為上訴或抗告

對於第二審裁判，僅得以其當然違背法令為理由而為上訴或抗告

16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再審之事由？

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

當事人發現有未經斟酌之證物，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之裁判

當事人發現未經訊問之新證人，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之裁判

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17 下列訴訟，何者並不適用民事訴訟法之簡易訴訟程序？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新臺幣100萬元 請求給付票款新臺幣100萬元

請求給付租金新臺幣100萬元 請求給付合會會款新臺幣100萬元

18 李一以朱二為被告，起訴請求法院判令朱二給付貨款新臺幣80萬元。在第一審訴訟中，李一為防止朱

二脫產，應向法院聲請對朱二為何種裁定？

假執行 假處分 假扣押 強制移交命令

19 下列關於民事通常訴訟第二審上訴之敘述，何者錯誤？

經他造同意後，得為訴之變更追加

僅一造上訴而他造未上訴或附帶上訴時，必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保障

第二審法院認原判決訴訟程序重大瑕疵時，得廢棄原判決而將案件發回原法院

第二審法院為判決時，不受上訴聲明範圍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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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案尚未繫屬者，命假扣押之法院應依聲請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下列何者與前述之起訴有同

一效力？

聲請為本票裁定 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依法開始仲裁程序 聲請參加訴訟

21 下列關於抗告之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除別有規定外，不得抗告

抗告，除別有規定外，應停止原裁定之執行

抗告，除別有規定外，由直接上級法院裁定

於裁定送達前之抗告，亦有效力

22 關於訴訟繫屬中經兩造合意移付調解之事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一審訴訟繫屬中，得經兩造合意將事件移付調解

訴訟繫屬中經兩造合意移付調解，訴訟程序停止進行

訴訟繫屬中經兩造合意移付調解事件，得由原法院、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行之

在第二審程序不得以兩造合意移付調解

23 關於保全程序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

法院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裁定前，原則上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之機會

法院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裁定前，於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以裁定先為一定之緊急處置

定暫時狀態之裁定因自始不當而被撤銷，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聲請人縱證明其無過失，亦不得

減免其責任

24 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類或乙類家事訴訟事件所為確定之終局判決，對第三人亦有效力，惟第三人

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於該訴訟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未參加訴訟，其得如何尋求救濟？

對該確定判決聲明異議

對該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得請求撤銷對其不利部分之確定終局判決，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之規定

依法無救濟之明文

25 下列關於釋明之敘述，何者錯誤？

聲請假扣押者，就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聲請訴訟救助者，就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事由，應釋明之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所為異議之理由，應釋明之

聲請保全證據者，就應保全證據之理由，應釋明之

乙、刑事訴訟法部分

26 甲在臺北居所接到詐欺集團提供10張提款卡指示其擔任車手，到新北市各超商提款機提領被害人被騙

之款項後，交給上游，犯後甲為避免為警查獲，途經臺中將全數提款卡交給其友人，最後回高雄老家

藏匿時為警查獲，試問下列何法院沒有管轄權？

臺北市 高雄市 臺中市 新北市

27 下列何人不得擔任輔佐人？

被告之配偶 自訴人之父親 被害人之家長 被告之舅父

28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有關審判筆錄之敘述，何者錯誤？

辯護人經核對審判筆錄記載有遺漏，得於辯論終結後2週宣示判決前，聲請法院定期播放審判期日

錄音內容核對更正之

告訴代理人認審判筆錄之記載有錯誤，得於次一期日前，聲請法院定期播放審判期日錄音或錄影內

容核對更正之

審判筆錄內引用附卷之文書，其文書所記載之事項，與記載筆錄者，有同一之效力

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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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有關送達之敘述，何者錯誤？

送達文書於在看守所之被告，應送達其指定之送達代收人

送達判決於檢察官，應向承辦檢察官為之；承辦檢察官不在辦公處所時，向檢察長為之

被告住、居所、事務所及所在地不明者，得為公示送達

自訴人送達判決掛號郵寄而不能到達，得為公示送達

30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期間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提起上訴，其住、居所均不在法院所在地，計算該期間時，應扣除其在途之期間

非因過失，遲誤抗告期間，於其原因消滅後5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

被告指定辯護人為送達代收人，因辯護人之過失遲誤上訴期間，被告得於其原因消滅後5日內，以

書狀敘明向原審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計算上訴期間應自判決送達被告後起算20日

31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對被告傳喚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到場之被告當面告知下次應到之日、時、處所及如不到場得命拘提，並記明筆錄，與已送達傳

票有同一之效力

傳喚在監獄之被告，應通知該監所長官

被告經以口頭陳明屆期到場，與已送達傳票有同一之效力

傳喚被告，應用傳票

32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證人在警察局所為之證詞，在下列何種情形下，可採為證據？

證人在審判中之證詞與警詢時之證詞不同

證人在偵訊中之證詞與警詢時之證詞不同

證人在審判中到庭表示為被告之配偶，拒絶陳述

證人所在不明而傳喚不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

33 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24小時內，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

下列何種情形，其經過之時間仍應予計入24小時之計算內？

發生車禍以致2小時無法到地檢署

在途解送4小時才到地檢署

犯罪嫌疑人同意由警察於夜間詢問案情2小時

犯罪嫌疑人在地檢署等候辯護人到場3小時以致未予訊問

34 下列文書何者不得作為證據？

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非顯不可信

從事業務之人於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非顯不可信

證人在他案法官審判時作證之審判筆錄

警察就本案所製作之職務報告，辯護人於審理中聲明否認證據能力

35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具有證據能力？

證人為醫生，於審判中經具結後，依其醫療經驗所表示之意見

證人私下與被告聊天時所為之陳述

證人為特定案件寫信給法官陳述之內容

證人為共犯，在警詢時所為之自白，經被告否認為真實

36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得不經審理而為判決？

被告到庭拒絕陳述 告訴乃論之罪，告訴已逾告訴期間

依卷內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經調查被告係頂替他人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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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有關自訴之敘述，何者錯誤？

非告訴乃論之同一案件，經檢察官知有犯罪嫌疑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

告訴乃論之罪，已逾告訴期間，不得再行自訴

對於自己的妻子，不得提起自訴

犯罪事實之一部提起自訴者，他部雖為較重之罪而不得自訴，亦可以一起提起自訴

38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有關上訴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之妻子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提起上訴

自訴案件之無罪判決，自訴人不提起上訴，檢察官仍可提起上訴

辯護人對於被告明示不願提起上訴之案件，仍應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

自訴人於辯論終結後死亡，得由其父親提起上訴

39 通、相姦罪經司法院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違憲而立即失效，請問此時仍在法院審判中之通、相姦案

件，法官應如何下判決？

免訴 無罪 不受理 免刑

40 關於一造缺席判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一審程序，被告拒絕陳述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第二審程序，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第一審程序，被告未受許可而退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第一審程序，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41 檢察官起訴某甲接續2趟竊取某公司倉庫內之 IC 晶片共2千片（每趟1千片），法院審理時發現實情是：

某甲接續3次竊取該公司倉庫內之 IC 晶片共3千片（每趟1千片），為接續犯，試問，法院可否就檢察

官未起訴之被告第3趟接續竊取該公司 IC 晶片1千片之行為一併審判？

可以，追加起訴即可合併審判

可以，因為審判不可分原則

不可以，因為基於不告不理原則

不可以，因為檢審分隸，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

42 某甲涉嫌肇事逃逸經檢察官起訴，開庭時向法官請求傳喚該移送警察局分局長到庭，證明其為義警，

平日在交通路口幫忙指揮交通、護送婦幼過馬路等優良事蹟，用以佐證他不可能肇事逃逸。試問其聲請

有無理由？

沒有理由，因為該管分局長依法應迴避，不能出庭

有理由，因為此係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應於審判期日詳為調查

有理由，因為有調查可能性

沒有理由，因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

43 第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普通竊盜有期徒刑5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審理後，認為被告所犯

為攜帶兇器之加重竊盜罪，本案僅有被告上訴，試問第二審法院可否撤銷改判超過有期徒刑5月？

不可以，因為被告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保障

不可以，法條可以變更，但刑度應受原審判決之限制，此為量刑之內部界限

可以，因為原審適用法條有誤

可以，因為第二審不受第一審判決之拘束，以防止被告濫行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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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某日夜間甲當街對乙搶奪皮包，丙路過目擊部分情節，審判中丙到庭作證當晚見到甲搶乙皮包之事實，

被告甲主張：「證人丙有深度近視而當晚未配帶眼鏡，於夜間應看不清楚搶奪行為人是否為被告甲，

不能單憑證人之證詞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等語，試問：該抗辯係針對證人證詞之何種問題而主張？

證據能力 證據能力及證明力

證據資格 證明力

45 甲為公務員，涉嫌收受廠商賄賂，甲被檢察官拘提到案，惟否認涉案辯稱對案情來龍去脈不清楚，檢

察官乃向法院聲請羈押，試問：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若羈押亦有其必要，可否基於被告

所涉為「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裁定羈押？

可以，因為所犯為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為法定羈押原因

不可以，因為沒有證據證明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

可以，因為犯收受賄賂之重罪，一定會逃亡或串證

不可以，除了所犯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還必須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46 檢察官基於偵查技巧之運用，於臨時開庭訊問被告程序中，遇有被告不願配合供出實情時，立即請書

記官暫時關閉錄音錄影設備，俾向被告曉以大義，待溝通完畢後，檢察官始命書記官接續錄音錄影，

此種做法是否適法？

適法，因臨時開庭訊問被告程序屬於急迫情況，依法不必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

不適法，因訊問被告，依法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

適法，只不過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而已

不適法，因為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不得作為證據

47 關於訊問或詰問證人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只能在訊問前先行具結，不容許訊問後才補行具結

結文應命證人簽名，不得以蓋章或按指印代之

結文應命證人朗讀，但若證人不能朗讀時，應命通譯或庭務員朗讀，於必要時並說明其意義

證人係以科技設備訊問者，經具結之結文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予法院或檢察署，再行補

送原本

48 關於刑事訴訟之上訴，下列何項敘述正確？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亦得具備理由提起上訴

檢察官亦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宣告死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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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下列何項第二審判決之違誤屬於判決當然違背法令而可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未經參與審理之法官參與判決之宣示者

單一案件中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者

數罪中之一罪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者

單一案件中潛在性事實未受請求予以判決者

50 關於經第一審判決之案件是否可以提起上訴第二審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協商程序判決原則上不能上訴

簡易判決原則上不能上訴

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原則上不能上訴

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原則上不能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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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歐陸法系（羅馬日耳曼法系）與普通法系之異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歐陸法系國家較不重視成文法
歐陸法系國家強調公法與私法之分類，多採二元法院系統
普通法系國家以判決法為主，因此無成文法之概念
普通法系國家之衡平法優於普通法

2 有關法律之論理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包括體系解釋之方法
不包括「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方法
包括「舉重以明輕」之方法
不包括參考立法資料之歷史解釋

3 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為：
職務命令 法規命令 緊急命令 行政規則

4 下列法律規定，何者無法律效果？
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民法第184條第1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345條第1項：「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
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

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5 由地方行政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或其他自治法規而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為：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 自律規則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不包括下列何者？
包括使刑事被告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卷證資訊獲知權
應確保人民有受法院公平審判與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
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類等因素，綜合考量而由立法者制定相應程序
應有三級三審之訴訟制度，以確保人民之訴訟權

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不可修改的憲法基本原則，不包括下列何者？
國民主權原則 國會選舉政黨比例代表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 民主共和國原則

8 憲法保障之權利，下列何者解釋上應限於自然人始得享有？
言論自由 財產權 契約自由 思想自由

9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大法官審查之對象？
立法院與行政院間之憲法權限爭議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財政部函釋 憲法第81條之疑義

10 依憲法規定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基本權利之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第8條規定中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
非屬憲法保留之各種自由及權利，於符合憲法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
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得以法律授權行政命令之方式為之
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者，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國家以法律限制人民從事職業之地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限制目的若為追求一般公共利益，即屬正當
其限制目的須為追求重大公共利益，始屬正當
其限制目的須為追求特別重大之公共利益，始屬正當
國家對人民從事職業之地點，不得以法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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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機關何者不曾具有國會之地位？

立法院 省諮議會 國民大會 監察院

13 下列何者得為法院裁判之直接依據？

自治法規 外國法律 習慣 國際法院之裁判

14 因應高齡化現象，國家若欲提出長者照護補助政策，關於法律保留原則之遵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長者照護補助政策影響長者之人身自由，屬於憲法保留事項

長者照護補助政策涉及人民身體自由，應以法律規範，不得以命令定之

長者照護補助政策若涉及公共利益之給付行政措施，應以法律或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規定

長者照護補助政策僅國家社會救助行政之技術性事項，不在法律保留之列

15 下列何者非屬審查行政行為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時，應考量之要素？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之方法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目的顯失均衡

採取之方法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16 關於誠實信用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民事法領域不適用誠實信用原則

行政法領域不適用誠實信用原則

民事法領域及行政法領域均不適用誠實信用原則

民事法領域及行政法領域均有誠實信用原則之適用

17 關於行政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信賴保護原則乃是法治國原則的內涵之一 法規命令可作為人民之信賴基礎

授益行政處分可作為人民之信賴基礎 法規溯及適用，一概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18 關於行政機關就行政程序應注意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應注意對當事人有利情形，忽略對當事人不利情形，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僅應注意對當事人不利情形，忽略對當事人有利情形，以維護公共利益

應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行政程序法對此並無明文規定

19 下列何者為法律優位原則之內涵？

行政機關之行為限制人民權利者，應有法律之依據

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不得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

行政機關依法定職權所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法律與憲法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者，始得為附款

20 依行政罰法規定，下列何者之行為，不予處罰？

未滿20歲之人 未滿18歲之人 未滿14歲之人 滿80歲之人

21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政務人員不適用下列何種懲戒處分？

撤職 減俸 記過 申誡

22 甲騎車因道路不平凹陷致摔倒受傷，請求國家賠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可主張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欠缺，請求損害賠償

甲因非財產受損害，故不得請求國家賠償

應以設置公有公共設施之公務員有故意為前提

賠償請求權自甲知有損害之時起，因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23 下列何者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遭稅捐稽徵機關超額課徵稅收之納稅義務人

開發單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後，主張開發單位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當地居民

因頂撞師長違反校規，被高中記申誡之高中生

將家戶垃圾任意棄置於道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市民

24 關於行政爭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基於我國採取司法二元主義，選舉罷免訴訟由行政法院管轄

爭議案件應循普通訴訟或行政訴訟途徑，立法者享有形塑權限

現行行政訴訟，採三級二審制

行政訴訟應確保人民享有公平之審判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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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關於行政訴訟之審理與裁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訴訟通常程序之起訴，應以訴狀表明法定事項，提出於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依職權調查事實，不受當事人陳述及請求調查證據之拘束
為求程序正義，行政訴訟應以書面審理為原則
法官非參與裁判基礎之言詞辯論，不得參與裁判

26 下列關於民事支付命令之敘述，何者正確？
債權人之請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者，應向小額事件管轄法院聲請支付命令，並應經強制調解
債權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失其效力
法院應不訊問債務人，就支付命令之聲請為裁定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未於30日法定期間內以傳真或網際網路設備向司法事務官提出抗告者，支付命令

得為執行名義
27 用益物權乃以物之使用收益之支配為內容。下列何者非屬民法上之用益物權？

不動產役權 權利質權 地上權 農育權
28 住所設於嘉義之甲、住所設於雲林之乙、住所設於苗栗之丙三人，共有坐落於南投之土地一筆，丙欲請求

法院裁判分割該共有土地。下列關於管轄之敘述，何者正確？
丙得向嘉義地方法院起訴 丙僅得向雲林地方法院起訴
丙僅得向南投地方法院起訴 丙得向苗栗地方法院起訴

29 甲為安慰病危母親，乃答應母親會照顧弟弟，並提供生活費用。甲之承諾效力如何？
有效，不得撤銷 無效 效力未定 有效，得撤銷

30 就特定訴訟繫屬之事件，如審理民事訴訟事件之普通法院認為無審判權，而認其乃屬應由行政法院審判之
事件者，其應如何處理？
法院應裁定命原告補正其瑕疵
法院無庸命原告補正其瑕疵，直接以其起訴不合法駁回
法院應將該事件移送至行政法院
法院應停止訴訟程序，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憲

31 依民事訴訟法及司法院命令規定，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其上訴利益須超過新
臺幣多少數額？
10萬元 50萬元 100萬元 150萬元

32 下列關於民法規定死亡認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失蹤人失蹤滿10年後，法院應依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宣告
失蹤人為80歲以上者，失蹤滿2年以上，其直系血親卑親屬應向地政機關申請死亡登記
2人以上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亡
失蹤人為遭遇7級以上地震或8級以上颱風等特別災難，其直系血親應於其失蹤滿18個月之後，向內政部

申請死亡登記
33 A 地為袋地，其所有人甲，對空地之相鄰 B 地所有人乙，所為之下列行為，何者不需支付償金？

甲經過 B 地地下設置瓦斯管線
甲進入 B 地抓回跑到 B 地的小羊一隻
甲為修繕在 A 地的房屋，需使用 B 地搭建鷹架
甲經由 B 地通行至公路

34 下列關於定金之敘述，何者錯誤？
若當事人未另有約定，定金應作為給付之一部
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若當事人未另有約定，定金不得請求返還
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若當事人未另有約定，付定金當事人僅得請求返

還該定金
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若當事人未另有約定，定金應返還

35 甲生父姓趙，生母姓錢，滿2歲時被一對夫妻收養，養父姓孫，養母姓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被收養後可以姓李 甲被收養後，親權由養父母行使
甲被收養後可以姓孫 甲被收養後，與親生父母的關係消滅

36 下列何者非屬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間之權利義務？
同居義務 家庭生活費用分擔之義務
贍養費之給付義務 不得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之義務

37 甲已喪偶，有乙、丙、丁三子。丁於甲生前曾向甲貸款新臺幣（下同）30萬元尚未清償。甲死亡時留有遺
產120萬元。繼承人丁得繼承甲多少金額之財產？
20萬元 30萬元 40萬元 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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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何者得為無償契約？
買賣 租賃 僱傭 委任

39 被告甲因涉犯竊盜罪被起訴，關於刑事訴訟法之權利告知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一定要為自己辯白，不能保持沉默
甲若具有原住民身分，可以請求法律扶助
甲一定要委任律師才能聲請調查證據，不能自己聲請
甲會收到起訴書，所以法院不用告訴甲涉犯的罪名是什麼

40 下列關於刑事訴訟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對於證據的證明力可以自由判斷而漫無限制
沒有經過合法調查的證據，也可作為認定被告犯罪的依據
為了發現真實，以不正方法所取得的被告自白，仍然可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依據
縱使被告拒絕陳述，也不能因其拒絕陳述這件事而推斷其有犯罪

41 依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於決定羈押被告前，應先訊問被告
羈押被告要使用押票，以符合令狀原則
檢察官有自行決定羈押被告之權限
被告涉犯本案之犯罪嫌疑重大，是羈押被告的要件之一

42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被告選任之辯護人，原則上要具備下列那一種資格？
代理人資格 輔佐人資格 當事人資格 律師資格

43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之公務員？
法院書記官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直轄市市長 中國石油公司僱用之加油站加油人員

44 地政人員甲與不具公務員身分之乙共謀，明知無抵押設定之事實，卻於乙之土地登記資料中登載抵押權。
下列關於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敘述，何者正確？
乙不具公務員身分，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得減輕其刑
乙不具公務員身分，不成立犯罪
乙不具公務員身分，應加重刑責
乙不具公務員身分，依法不得減輕其刑

45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身分或特定關係，可否論以正犯或共
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成立犯罪 僅能以正犯論
僅能以共犯論 可分別情形，論以正犯或共犯

46 法院書記官查封甲所有房屋一棟，而於其門上黏貼封條一紙，甲為避免他人知悉遭強制執行，竟將該紙封
條撕去，甲所為係犯刑法何條之罪？
第140條第2項之侮辱公署罪 第356條之毀損債權罪
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 第139條之污損、除去封印效力罪

47 警員甲因其子於幼兒園與同學爭吵，利用巡邏之機會前往幼兒園，向園長乙恫稱：「我是警察，假如不交
出欺負我兒子的人讓我帶回警局，我就把你押回警局」，乙拒絕之，甲怒而離去。甲所為應如何評價？
成立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成立刑法第304條第2項強制罪未遂
成立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依刑法第134條加重其刑
成立刑法第304條第2項強制罪未遂，依刑法第134條加重其刑

48 甲駕車通過路口時違規闖越紅燈，遭在路口值勤警員攔下，甲不服取締，竟動手推擠警員身體，意圖阻止
警員填寫違規舉發單據。甲所為該當何罪？
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 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

49 甲目睹路邊熄火停放之汽車內有一名嬰兒昏睡，車門上鎖無法開啟，甲久候數小時未見車主返回，擋風玻
璃上亦未留置聯絡電話，當時高溫炎熱，甲惟恐嬰兒熱死，乃拾取路邊石塊敲破車窗，將嬰兒救出。甲得
基於何事由而阻卻違法？
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 業務上正當行為 依法令之行為

50 甲駕車闖紅燈，遭值勤警員攔下，甲不服取締，公然以粗俗不雅等言語侮辱值勤警員。甲所為該當何罪？
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 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
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 成立第141條之侵害文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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