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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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代號：
20120-20720
50120-50320
9012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調查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各類科組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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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文：（60 分） 
涵養一詞，指的是身心修養。身心的修養植基於端正的態度、有恆的修持、學

養的充實、品格的提升。有涵養的人，嚴以律己，和以處眾；有涵養的人，明

辨是非，通情達理。涵養深厚，則待人接物，必然和善可親，使人有如沐春風

的感覺；涵養深厚，則處理公務，必然周到圓融，表現出敬業樂群的精神。涵

養之於人實在是太重要了。請以「論公務員的涵養」為題，撰寫一篇結構完

整的文章。 

二、公文：（20 分） 
我國各地寺廟、書院、傳統建築等古蹟，歷史悠久，文化深厚，若能探討研究

其歷史文化，必能提升人文素養，陶冶審美情操，了解先民開墾經營的歷程，

激發國人熱愛鄉土的情懷。試擬文化部致各縣市政府文化局函，要求擬具周詳

計畫，籌辦「古蹟研習營」，以加強民眾對古蹟的認知與關懷。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22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各組成語，意思相近的是： 
集腋成裘／杯水車薪 舊調重彈／改弦易轍 
呶呶不休／瞠目結舌 頭童齒豁／老態龍鍾 

下列成語，何者可用來比喻「所學雜多便不易專精」？ 
亡羊補牢 多歧亡羊 羚羊掛角 羝羊觸藩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

厭，而不敢自用。「侵晨而起，侵夜而息」意謂老人： 
日夜顛倒 夙興夜寐 日薄西山 侵人財物 

「□□於民國一○五年三月三日（星期四）下午六時□天下第一樓為長男大德與王小菲小姐

訂婚敬備□□ 恭候 台光」，上文空格處，宜依序填入的字詞為： 
謹訂／借／湯餅  謹詹／假／菲酌 
謹訂／借／桃樽  謹詹／假／桃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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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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代號：
20120-20720
50120-50320
90120 

全一張

（背面）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調查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各類科組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落托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張方平〈過

沛題歌風臺〉）詩中「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有何意涵？ 

意謂劉邦底定江山  意謂劉邦人才濟濟 

意謂劉邦斬殺功臣  意謂劉邦衣錦還鄉 

下列詩句中，何者具有因果關係？ 

草枯鷹眼疾 清泉石上流 野徑雲俱黑 魂返關塞黑 

下列關於節日的詩詞，依照「元宵、端午、中秋、重陽」的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①青煙冪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閒階臥桂影。露涼時，零亂多少寒螿。 

②試尋高處，攜手躡屐上崔嵬。放目蒼崖萬仞，雲護曉霜成陣，知我與君來。 

③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④五月榴花妖艷烘。綠楊帶雨垂垂重。五色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 

①④③② ③④②① ①③④② ③④①② 

「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的，儘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發現了快樂由

精神來決定……從此痛苦失掉它們的可怕，肉體減少了專制。」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感官之享受與快樂無關 肉體與精神實不分軒輊 

快樂的根源深植於精神 肉體痛苦就不可能快樂 

「世人總在意自己的付出，也在意自己的辛勞，能讓付出與辛勞過了就過了、不反過來成為

心中負擔的，鮮矣！本來，回報容易，不矜難；唯有不矜不伐，生命才能有種不卑不亢的強

大，也才能形成一種厚度，才能抗拒得了外來的種種機心。」根據上文，作者以為有生命厚

度的是下列那一種人？ 

無伐善、無施勞  受人點滴，湧泉以報 

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毛遂自薦，身先士卒 

劉基：「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

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

聞井以甘□，李以苦□，夫差以酣酒□，而句踐以嘗膽□，無亦猶是也夫？」上文中空格依

序應填入： 

竭／存／興／亡  存／竭／亡／興 

竭／存／亡／興  存／竭／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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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22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執行員、法院書記官、法警(男)、法警(女)、執達員、監所管理員(女)、監所管理員(男
)、財經實務組、資訊科學組、調查工作組、移民行政

單選題數：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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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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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A D C A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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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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代號：20230 

2033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法警 
科 目： 行政法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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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一、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之規定，任何人不得對兒童及少年為身心虐

待之行為。違反者，依同法第 97 條之規定「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今 A 市轄區內因保母虐待幼兒之事件頻傳，經媒體披露

導致民眾觀感不佳，認為 A 市政府執法不力，A 市政府乃下令凡保母有虐待幼兒之

行為，經查證屬實者，一律處以法定罰鍰額最高額並公布保母姓名。請以此為例，

說明行政裁量之概念、種類及裁量瑕疵之類型。（20 分） 

二、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依法均有管轄權之情形，應如何處理？請就行政程序法及行

政罰法之相關規定，舉例說明之。（20 分） 

三、甲為公務員，依規定得申領其在學子女之子女教育補助費。甲結婚後，誤以為其妻

前婚姻所生、並未由甲收養之子乙亦得由其申報子女教育補助費，遂自民國 99 年 9 月

起，逐學期申領乙之子女教育補助費，至 105 年 2 月止計申領新臺幣 30 萬元。甲

所屬之 A 行政機關於 105 年 3 月間始發現甲不符申領子女教育補助費之資格，遂

於 105 年 4 月 11 日以行政處分書通知甲，其自 99 年 9 月起即不具申請子女教

育補助費之資格，撤銷各該學期補助之核定，並命甲於函到次日起 30 日內繳還前

所領得之子女教育補助費共 30 萬元。甲不服，主張 A 機關應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

不得逕作成行政處分命其返還；且公法上請求權時效為五年，A 機關應僅能請求自

105 年 4 月 11 日起回溯五年間之補助費。試問甲之主張有無理由？（30 分） 

四、公務員甲因酒後駕車，遭員警查獲，案經移送該管 A 市政府交通裁決所處理，裁決

新臺幣 25,000 元之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一年。試問：  
甲不服此交通裁決，向 A 市政府提起訴願，A 市政府應如何為訴願決定？（10 分） 
甲因酒駕事件，年終考績考列丙等。甲對此決定不服，應如何進行行政救濟？（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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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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代號：

20160 
｜ 

2036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法院書記官、法警

科 目： 法院組織法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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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一、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之「司法機關」是否包括檢察機關在內？理由為何？（13 分）法

院組織法第 58 條規定：「各級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檢察署。」所稱「配置」之內容為

何？（12 分） 

二、某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之指揮詢問被告所涉犯之酒後不能安全駕駛罪嫌，在檢察官

未授權下，檢察事務官逕行諭命被告Ａ：「緩起訴期間一年，被告應自緩起訴處分確

定之日起二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三萬元。」請依法院組織法有關檢察官、檢察

事務官之職權規定，論述檢察事務官上開諭命被告Ａ履行之緩起訴條件是否合法？

（25 分） 

三、何謂陪審制？何謂參審制？其制度差異性何在？試就其重點說明之。（25 分） 

四、甲法官辦理乙男及丙女間之離婚、保護令及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程序

時，傳訊乙男及丙女之 8 歲女兒丁到庭作證是否曾見聞乙男毆打丙女之情事，甲法

官為免丁無法自由陳述，乃禁止乙男及其律師戊在場，且禁止其律師戊就該證言部

分閱卷及引用在書狀中攻防。問：甲法官之訴訟指揮是否違反何等原則？（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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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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各類科、移民行政 

科 目：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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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頁次：4－1 

1 有關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之提名及任命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享有主動提名權  總統享有消極不提名權 
立法院享有消極不行使之同意權 立法院不得就提名之人選予以審查 

2 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之自治條例定有罰則者，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應踐行下列何種程序？ 
發布後報經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發布後送立法院備查 
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報經立法院核准後發布 

3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之選任方法為何？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行政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直接任命之 

4 關於司法院掌理之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掌理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訴訟之審判 掌理公務員之懲戒；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令 
審理正、副總統罷免案  制定法院審理規則、司法行政監督 

5 下列何者係立法委員不得兼任之職務？ 
會計師 大學之兼任教授 中華電信公司董事 我國駐外大使 

6 關於不信任案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不信任案之提出須以書面敘明憲法上理由 
立法委員應以不記名投票方式表決之 
不信任案通過後，總統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立法院處理不信任案，程序上應經院會討論後逕行決議 

7 有關立法院職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考試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權限 
法律案必須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始得正式成為法律 
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他法律牴觸者外，僅得為文字之修正 
所有議案皆須經過三讀會議決始得通過 

8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律之規定，關於總統、副總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全體人民補選之 
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由立法院提出後交由全體人民投票表決之 
總統、副總統就職未滿二年者，不得對之進行罷免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經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四年內不得為總統、副總統之候選人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未限制人民之居住或遷徙自由？ 
行政機關因實施都市更新，強制人民遷離其居住場所 
行政機關為保護集水區之潔淨與安全，強制居住於集水區之人民遷村 
警察進入人民投宿之旅館房間實施臨檢 
行政機關公告禁止人民於住宅前之騎樓擺設攤位 

10 關於言論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於下班後仍有發表言論之限制 
媒體對於報導事實須證明確屬真實，始能免責 
禁止對言論之事前審查乃保障言論自由之重要原則 
言論自由的保障包含利用廣播電視媒體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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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某國中生因經常逃學，結識犯罪組織成員，依法律規定令入少年感化教育機構施以感化教育，於該機構

感化教育期間不得外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少年非刑事犯，令入感化教育機構並非拘禁，不得主張人身自由 
感化教育機構係提供少年居住之場所，與人格自由發展無關 
題示之感化教育制度妨害人身自由，應予全面廢除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限制經常逃學虞犯少年人身自由，不符比例原則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要求菸品業者於菸品容器上標示一定內容之警語，已逾越菸品財產權社會義務所應容忍之範圍 
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係基於公益目的而限制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故無須給予補償 
於依法徵收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前在該地埋設地下設施物，若對於土地權利人權利行使構成特別犧牲

者，應給予補償 
對於未依規定報明登記即攜帶逾法定數額外幣出入國境之人民，沒入其外幣，已違反比例原則 

13 關於憲法上保障人民信仰宗教自由，依司法院釋字第 490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包含人民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 包含人民有不信仰宗教之自由 
人民得因為信仰宗教而拒絕服兵役 一般民間信仰亦包括在廣義信仰自由內 

14 有關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居住自由旨在保障人民居住之住宅不受毀損或破壞 
居住自由之保障範圍，不限於密閉空間，亦包括設有圍牆之庭院 
受居住自由保障者，不限於所有權人，亦包括占有人 
居住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15 我國實施全民健保制度。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全民健保為社會福利，應由國家給予人民保障，法律強制全民參加全民健保，與憲法意旨不符 
全民健保費具有分擔金性質，依投保薪資而非將來受領給付之多寡計算保費，符合量能負擔之公平性 
全民健保為社會保險，無論國民有無資力均應繳納保費，未繳納保費者拒絕給付，符合憲法意旨 
全民健保整合公、勞、農保之醫療給付，已依法參加各保險之被保險人亦須加入全民健保，違反信賴

保護原則 
16 債務人欠債權人十萬元借款債務，債權人接受鋼琴一架，以為清償。此稱為： 

新債清償 更新 混同 代物清償 
17 下列關於民事法院處理案件適用法律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告不理  無法律規定時可拒絕審判 
適用自由心證  一事不再理 

18 甲、乙共有 A 土地，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甲以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丙，A 土地分割為 B、C 二筆

土地，甲分得 B 土地，乙分得 C 土地。下列何種情形，丙之抵押權移存於分割後 B、C 土地？ 
丙知悉分割之事實 
甲、乙所為分割為協議分割，而丙同意該分割 
土地分割為裁判分割，丙已參加共有物之分割訴訟 
土地分割為裁判分割，丙經法院職權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19 中華民國憲法之內容結構，最類似下列何部憲法？ 
日本明治憲法 美國聯邦憲法 德國威瑪憲法 英國大憲章 

20 下列有關實體法與程序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實體法係規範實體權利義務之法律，程序法係規定實現實體法之法律 
實體法原則上從舊，程序法原則上從新 
實體法及程序法皆可類推解釋 
實體法中不可能含有程序之規定 

21 下列何者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與第 4 條所指之「法律」？ 
民事訴訟法  教師請假規則 
國家圖書館規費收費標準 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 

22 下列債權，何者可得讓與或可不經債務人同意逕行讓與？ 
不作為債務之債權 
扶養請求權 
僱用人對受僱人之勞務請求權 
已經起訴之人格權被侵害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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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規定，稱「縣（市）規章」者，其性質係指：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 自律規則 

24 下列何者非屬於公法性質？ 
國家賠償 刑事補償 消費者受害之賠償 二二八事件受害者之賠償 

25 依司法院釋字第 649 號解釋，下列有關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客觀條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從事特定職業之個人本身所應具備之資格，且該資格可經由訓練培養而獲得者，係屬客觀條件之限制 
對於從事特定職業所需具備之知識、學位、體能條件，屬於客觀條件之限制 
關於從事職業之方法、時間、地點等之限制，係屬客觀條件之限制 
從事特定職業之條件限制，非個人努力所可達成者，屬於客觀條件之限制 

26 下列關於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行政裁量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確定法律概念係指法律構成要件內容不明確，行政裁量係指行政機關受法律授權有作成法律效果裁

決之空間 
若法律構成要件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機關在具體個案涵攝時，具有判斷餘地，不受司法審查 
行政機關在具體個案為裁量時，必須遵守比例原則 
在法律規定之裁量範圍內，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仍可能違法 

27 下列何種請求權，無二年短期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交付買賣標的物之請求權 承攬人之報酬請求權 
律師所收當事人物件之交還 醫生之診費 

28 有關教唆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被教唆人實施犯罪既遂，教唆犯應論以教唆既遂 
被教唆人實施犯罪僅達未遂，完成教唆行為之教唆犯仍應論以既遂 
教唆行為完成，但被教唆人尚未著手於犯罪，教唆犯不處罰 
教唆行為未完成，被教唆人因此並未產生犯罪決意，教唆犯不處罰 

29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第 5 項之規定，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多少日？ 
1 日 3 日 5 日 1 星期 

30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因何種事由，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
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作為應繼財產？ 
結婚、生育、分居 留學、分居、營業 分居、營業、結婚 營業、結婚、旅遊 

31 My illness had left me       in one ear; that excluded me from entering any of the professions for which good 
hearing is required. 
 blind  scared  deaf  tired 

32 Like most foreigners, I ask a lot of questions, some of which are insultingly silly. But everyone I       has 
answered those questions with patience and honesty. 
 come across  come by  come over  come into 

33 Barking is a normal behavior for dogs; however, when they bark      , they become a nuisance to their owners 
and the neighborhood. 
 earnestly  explicitly  excessively  expressively 

34 After he retired from office, Rogers       painting for a while, but soon lost interest. 
 took up  saved up  kept up  drew up 

35 Despite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e famous hot pot restaurant chain still       huge profits last year. 
 caused  extended  yielded  invented 

36 After college, Robert decided to go to Paris and       on the journey of becoming pastry chef. 
 endure  inform  embark  involve 

請依下文回答第 37 題至第 40 題 
The word most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region of Cappadocia is “otherworldly”.   37   in central Anatolia 

about 290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the Turkish capital of Ankara, Cappadocia attracts tourists by offering an interesting 
side trip from the usual tour of the Mediterranean coast. 

In Cappadocia, you can find a rich diversity of sites from various periods, from the time of the Hitties (enemies to 
the ancient Egyptians) to   38   of the early Christians and to the 13th century Great Silk Road era. But most of what 
is unique here stems from   39   geological history. 

Volcanic   40   over the last 10 million years covered the area in ashes, which became compacted to form a 
soft, porous rock called t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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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Placed  Located  Inhabited  Resided 
38  which  that  what  where 
39  her  its  their  his 
40  breakdowns  outcomes  explorations  eruption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In early 2011, former police officer Lin Jsung-yi began thinking about how he would spend his free time after he 
retired in March that year. As he was pondering, he   41   to hear about a citizen farmers program launched by the 
city government that allowed local residents to grow produce on plots of land rent-free for six months. He 
quickly   42    for the program and by July 2011 began his life as an urban farmer. 
  “I thought I would just   43  .” Lin recalls. “But after I started,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grew. Seeing the plants 
get taller and larger each day gave me a great sense of achievement.” 
  After Lin’s rent-free farming ended in December 2011, he decided to rent a new   44   directly from the 
landowner and continue what had become his favorite activity. Now he spends one to two hours every morning and at 
least half a day every weekend working on his farm, doing whatever is necessary: plowing, planting, 
watering,  45  , weeding, etc. For him, urban farming has not only filled his free time after retirement, but given him 
the spiritual rewards that he has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41  preferred  occurred  happened  tended 
42  gave in  worked out  put down  signed up 
43  give it a try  get it over with  let it go  put it away 
44  asset  cube  plot  block 
45  approaching  fertilizing  colliding  mourning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Mickey Mouse, the official mascot of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is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able cartoon 
characters in the world. Yet, few people know that it was created as a replacement for Oswald the Lucky Rabbit, an 
earlier cartoon character created by the Disney studio for Charles Mintz of Universal Studios. In the spring of 1928, 
with the series going strong, Disney asked Mintz for an increase in the budget. But Mintz instead demanded that Walt 
take a 20 percent budget cut, and as leverage, he reminded Disney that Universal owned the character, and revealed 
that he had already signed most of Disney’s current employees to his new contract. Mintz owned Oswald and thought 
he had Disney over a barrel. Angrily, Disney refused the deal and returned to produce the final Oswald cartoons he 
contractually owed Mintz. Disney was dismayed at the betrayal by his staff, but determined to restart from scratch. 
  The new Disney Studio soon started. In the spring of 1928, Disney asked Ub Iwerks to start drawing up new 
character ideas. Iwerks tried sketches of various animals, such as dogs and cats, but none of these appealed to Disney. 
A female cow and male horse were also rejected. Then, Walt Disney thought of an old pet mouse he used to have on 
his farm. He asked Iwerks to draw a new mouse character for Disney. “Mortimer Mouse” had been Disney’s original 
name for the character before his wife, Lillian, convinced him to change it, and ultimately Mickey Mouse came to be. 
Actor Mickey Rooney has claimed that, during his Mickey McGuire days, he met cartoonist Walt Disney at the Warner 
Brothers studio, and that Disney was inspired to name Mickey Mouse after him. 
46 What does “the series” in the first paragraph refer to? 

 The Mickey Mouse series.  The Oswald series. 
 The Iwerks series.   The Mintz series. 

47 Why did Walt Disney create the cartoon character Mickey Mouse? 
 He wanted to create an official mascot for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Charles Mintz asked him to create a character in a new cartoon series. 
 Universal Studios needed a new character to replace Oswald the Lucky Rabbit. 
 He lost his right to an old popular cartoon character and had to create a new one. 

48 What does “he had Disney over a barrel” mean in the first paragraph? 
 He had Disney under his control.  He made Disney feel relieved. 
 He had inspired Disney.   He had irritated Disney. 

49 From whom did the mouse character get the name “Mickey Mouse”? 
Walt Disney  Ub Iwerks  Lillian Disney Warner Brothers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the creation of Mickey Mouse as a cartoon character? 
 Disney’s wife convinced him to replace other animals with a mouse character. 
 The idea of a mouse character came from Disney’s old pet mouse on his farm. 
 Iwerks had drawn many other animals before a mouse character occurred to him. 
 Disney was inspired by actor Mickey Rooney, who he met at the Warner Brothers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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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試題代號：12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監所管理員(男)、法警(男)、監所管理員(女)、法院書記官、執達員、法警(女)、執行員
、移民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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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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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C D D D B

D C A B D B A C D

A D A C D B A B C C

C A A C C B B B D

C D A C B B D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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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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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代號：20140 －20440

20640、2074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法院書記官、法警、執達員、監所管理員 
科 目： 刑法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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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一、甲與 A 因債務糾紛生怨，乙知情後慫恿甲花錢買兇將 A 除去，於是甲找來丙、丁二

人，以 100 萬元為代價要求二人殺害 A。丙、丁二人商議後答應了甲，於次日埋伏

在 A 宅附近的公園中，待 A 夜歸時兩人持尖刀猛刺 A 數刀後各自離去。嗣後丁心生

不忍，又害怕出面救 A 會對自己不利，於是打 119 專線電話召來救護車將 A 送往醫

院急救，A 經搶救後幸無大礙。試問甲、乙、丙、丁四人之刑責如何？（25 分） 

二、營建商甲為取得市政府某工程標案，於民國 104 年元月將 1000 萬元現金，分別送給

市政府主管該標案的負責人 A，與受市政府委託審查投標案之專家 B、C、D 三人，

A、B、C、D 四人遂為甲量身訂作招標條件，使甲順利取得該標案。甲為履約花費

成本計 3000 萬元進行該工程，並於 105 年 3 月竣工後，順利領得工程款 1 億元。檢

察官得知上情後開始偵查，並於 105 年 7 月 15 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試問甲的行為

依刑法應成立何罪？法院又應如何對甲宣告沒收？（25 分） 

三、甲為某市里長，受市公所囑託協助督導在該里執行社會勞動之工作，乙受法院判刑

得易服社會勞動確定，經地檢署派往該里執行易服社會勞動。甲明知乙自 105 年 2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之執行社會勞動期間，未確實於每日履行社會勞動滿 9 小時，

甲竟與乙犯意聯絡將乙之不實工作時數登載於地檢署囑託其辦理之「易服社會勞動

執行登記簿」上，乙亦於該執行登記簿上簽名。試問甲就不實登載時數一事，是否

為刑法上之公務員？（25 分） 

四、甲因累年積債難清，迭遭多人逼償，復告貸無門，且每月收入不足償付債務而陷於

經濟困境，遂向乙借貸 10 萬元，約定每月利息為 8 千元，並先預扣首月利息，實際交

付甲 9 萬 2 千元。次月某日，再收取利息 8 千元。試問乙之刑事責任如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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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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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科 組： 法警 
科 目： 刑事訴訟法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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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一、檢察官於偵查階段向法院聲請羈押某犯罪嫌疑人，該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向法院聲請

閱覽羈押卷宗之相關卷證，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規定，以裁定駁回其聲請。試

問該裁定是否合憲而有理由（大法官解釋觀點），請申論之？（25 分） 

二、某汽車竊案發生後，偵查機關雖未能即時逮捕嫌疑犯，但查獲被竊之汽車，並通知

被害車主領回。為能查明嫌疑犯身分，必須於該車中進行指紋之採驗並進行鑑定。

而該汽車為一高級跑車，車主不願偵查機關對其所有之跑車進行指紋之採驗及鑑

定，若偵查人員持搜索票強制為之，試評述其刑事程序之合法性。（25 分） 

三、甲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之紀錄，於某日夜間吸食毒品後，駕駛自小客車違規闖紅燈，

經值勤員警攔阻未果，並加速離去。該員警以警車追逐之，並於某路段上將之攔阻。

員警要求其下車接受檢查，甲拒絕下車。警察要求甲出示證件，並問甲是否有攜帶

違禁品，甲顧左右而言他，相當啟人疑竇。警察要求甲將車門打開讓他看一下，甲

雖不情願，但仍開啟車門，員警乘機利用目光環視車內，發現副駕駛座上有包透明

塑膠袋內裝有粉末狀之物，於起出該物品後，詢問甲此為何物。甲發現事跡敗露，

承認為毒品無誤，警察便查扣該毒品並於製作筆錄時，將同意搜索事項記載其中，

甲亦於筆錄中簽名。案經檢察官起訴後，於法院審理期間，甲之辯護人主張警察任

意攔檢，且違反甲之意願違法搜索取得證據。試問該證據是否應予排除？（25 分） 

四、甲與鄰居乙素來相處不睦，某日乙發現家門前有狗的排泄物，便向甲興師問罪，認

為排泄物是甲所飼養的狗所為，雙方越吵越激烈，乙脫口辱罵甲，甲以此事實向檢

察官提起告訴，但檢察官訊問乙後，認為對甲所主張的公然侮辱罪以不起訴為適當，

故於徵詢甲的意見下，作出不起訴處分。之後甲越想越不甘，於不起訴處分書送達

之後六日，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向該檢察官之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聲請

再議。試問甲之再議聲請是否合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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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組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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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論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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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文：（60 分）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人們增長知識、拓展見聞的最佳方式。「開澎進士」蔡

廷蘭於清道光十五年（1835）被颱風連人帶船吹到越南中南部的廣義省，堅持

由陸返閩，走路回家，並且將沿途所見所聞結合所閱覽的歷史文獻撰成《海南

雜著》一書，因而名留青史，便是一例。請以「閱讀與旅行」為題，作文一篇，

陳述自己的相關經驗與心得。 

二、公文：（20 分）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響應政府推動之新南向政策，並有意向東南亞國家推廣臺灣

文學，經委託專家學者執行，即將完成《葉石濤短篇小說》越南文本的翻譯出

版工作，訂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0 時，於該市中西區友愛街 8-3 號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舉辦新書發表會，函請市內各中小學選派越南新住民之

子女一名為代表，在師長陪同下出席該新書發表會，試擬此函。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2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題辭正確的用法是： 
瓜瓞綿綿：祝賀農會開幕 玉燕投懷：祝賀生子得男 
弄瓦徵祥：祝賀陶藝開展 喜聽英聲：祝賀音樂展演 

2. 「顧曲有閒情，不礙破曹真事業；飲醇原雅量，偏嫌生亮並英雄。」此副對聯歌頌的人物是： 
關羽 孔明 孫權 周瑜 

3. 柳宗元〈永州龍興寺西軒記〉：「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
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眾，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
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文中之「昧昧」為何意？ 
光線忽明忽滅 光線遮蔽幽暗 門戶面向樹林 窗戶面向江河 

4.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
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
貽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無名氏·十五從軍征〉下列選項最能契合本詩旨意的是： 
反戰 恤貧 思鄉 憫農 

5.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
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
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新序·雜事五》）
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孟嘗君認為人老而無用，遭楚丘當面駁斥，憤而離席 
孟嘗君禮賢下士，楚丘教以治國之道，不知老之將至 
楚丘年事已高卻倚老賣老，強詞奪理，毫無自知之明 
知人善任，適才而用，老人亦可發揮所長，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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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現代新詩沒有字距長短的限制，也沒有篇幅大小的要求，甚至不講求平仄押韻，種種自由
的形式，使得作者只要具備基本的語文能力，有參與的意願，就可以自在的創作。其中雖然
陽春白雪，村俚謳歌，倒也雅俗共賞，吸引較多文藝青年」。文中「陽春白雪」的意思，與
下列敘述何者相同？ 
青少年的文藝心靈，陽春白雪，稍事文學訓練，教授作品賞析，當可漸入佳境，進入創作

的領域 
現代網路發達，稍具點學力，就可在網路上找到自己的文學空間，自由自在的創作，然而

大多陽春白雪，看不出這些作品有何內涵與功力 
文學創作不是我筆寫我口，而還須有理論基礎。在青少年階段寫作，自不必達到陽春白雪，

然若欲使創作心靈豐富，從精神境界來潤澤作品，則不能不講求理論 
現代文學作品早已商業化，閱讀市場所在即是創作方向，一時陽春白雪，讀者品味多元，

也就造成文學出版爭奇鬥豔與琳瑯滿目，但也顯得作者、讀者、業者三方面的心靈枯萎，
社會的文化氣氛不過金玉其外罷了 

7. 〈出師表〉：「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句中「除」字，與下列各「除」字，意思相同的是： 
「除」吾死外，當無見期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 
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 
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 

8. 「謊言已走了半個世界，真話才在動身。」馬克吐溫曾這麼說道。在這個眾說紛紜的時代，
從主流媒體到網路平台，從政客財團到一般大眾，話語權的爭奪戰無時不在進行。然而，發
言者所處的社會位置，即階級的高低，與其掌握的社會資源與權力成正比。在《木偶奇遇記》
裡，小木偶皮諾丘的錢被偷了，向猩猩法官求助，卻被認為「太笨」而被關入獄。作者卡洛·
科洛迪（Carlo Collodi）藉此點出，在成人世界裡，「□□」說的話才會被聽見，至於說的是
真是假，無關緊要。根據上文，空格處最適合填入的詞語是： 
學歷 財團 身分 長相 

9. 「晨間聽蟬，想其高潔。蟬該是有翅族中的隱士吧！高據樹梢，餐風飲露，不食人間煙火。
那蟬聲在晨光朦朧之中分外輕逸，似遠似近，又似有似無。一段蟬唱之後，自己的心靈也跟
著透明澄淨起來，有一種『何處惹塵埃』的了悟。蟬亦是禪。」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接近
文旨的是： 
蟬是高潔隱士，不與世俗爭名奪利 蟬聲悠遠飄渺，讓人感受生命虛無 
蟬聲使人心靈感到澄澈，體悟人生 蟬的吟唱似有似無，令人難以捉摸 

10. 每個人今天都比明天年輕，但是所有的人都忽略這一點。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所有的人也都
忽略這一點。許多人最喜歡說「要是十年前的話」這種話，其實，今天不就是十年後你所說的
那個「十年前」嗎？我很清楚「每個人今天都比明天年輕」這個事實，所以我所遇到的任何一
個人，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年輕人。我用對待「年輕人」的態度對待所有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
確實比「明天的他」年輕。明天的他又比後天的他年輕。一想到十年後，我就覺得今天的他實
在太年輕，太年輕，太年輕了。我一向把自己看成「年輕人」。我的意思並不指我比十八歲的
小朋友年輕。我指的是我比十年後的自己實在年輕得「太多」了，所以我應該享受我自己生命
中的「年輕人」的權利。每回，我一想到我今天比明天年輕，我就振奮起來，快樂起來。我覺
得我應該趁著「年輕的時候」多賣點兒力氣，多讀點兒書，多為將來打算。（子敏《和諧人生·
今天和明天》）下列敘述，何者最合乎本文的勵志觀念？ 

年輕不是實際年齡，而是從心理上將每一天當作今天，積極從事建設工作 
年輕就是不要想到明天，生命只剩今天，這樣才能把每一天的自己看成年輕人 
年輕是由昨天、今天、明天聯繫而成，把握當下需將這三部分合為一體來努力 
生命只有年輕時才有意義，等到老年時再來談年輕時該怎麼做，已經沒有可以努力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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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20230-2033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法警（男）、法警（女）

科 目： 行政法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甲公司欲於 A 市某地申請開發興建大型購物中心，經 A 市建築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

審查後，發函甲公司，其函文意旨：「台端建築執照申請案，依法應經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通過後，始能發給建築許可，敬請諒察。」請就該函文之法律性質及其法律效

果，以及甲公司得否對之提起行政救濟，分別詳述之。（25 分） 

二、依據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一般處分與法規命令應如何區別？請分別詳述並舉例說明之。

（25 分） 

三、李四為某區公所辦事員，平日時有業務疏失情形，某日甚至與洽公民眾發生爭吵，

當場其主管出言制止，李四不服命令甚至出言辱罵主管。李四的失序行為受其服務

機關區公所記小過一次之懲處。試問區公所作成之懲處是否有據？李四若不服懲處

應如何提出救濟？請分別申論之。（25 分） 

四、甲欲於其所有土地上建築 10 層樓大樓一棟，向 A 市工務局申請建築執照許可，經 A
市工務局審查通過後發給建築許可。甲據以動工興建，當該建物已接近完工時遭鄰

人檢舉其建照違法。A 市工務局經重新審查後，發現甲興建中建物坐落於依法劃設之

樓高限制區域內，原發放之建築許可准許興建 10 層樓高房屋已超過樓高限制，實屬

違法。試問，A 市工務局應如何處置始為妥適合法，請申論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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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20160-2036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法院書記官、法警（男）、法警（女） 
科 目： 法院組織法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試論最高法院檢察署當初設立特別偵查組之目的（8 分）、廢除原因（7 分），以及廢

除後之因應措施（10 分）為何？ 

二、試論我國各種訴訟之審理原則。（25 分） 

三、職務監督是否影響審判獨立？（12 分）職務監督影響審判獨立事件應如何訴訟？（13 分） 

四、試論審判獨立（13 分）及檢察獨立（12 分）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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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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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各類科組 

科 目：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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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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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非屬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之對象？ 
考試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監察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 

2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由地方自治團體之人民選舉產生？ 
省主席 鄉鎮市長 縣長 村里長 

3 憲法前言明定，憲法係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所制定，而遺教有關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分，

係採用何者制度？ 
中央集權主義 地方分權主義 妥協主義 均權主義 

4 下列何者為憲法明定有權解釋憲法之機關？ 
監察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行政院 

5 我國憲法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以及公務員之： 
懲處 懲戒 褒獎 級俸 

6 下列有關立法院行使質詢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一般人民亦得為立法院委員會邀請備詢之對象 
立法院院會得對參謀總長進行質詢 
立法院院會得邀請偵辦特定賄選案的檢察官備詢 
在法律未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地方官員原則上有備詢之義務 

7 下列何者不具有法律案提案權？ 
一般人民 行政院 立法委員 監察院 

8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68 號解釋，下列關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就連署與保證金之規定，較不涉及下列何

項憲法規定？ 
被選舉權 法律明確性 比例原則 平等權 

9 下列何者並非宗教自由保障之範圍？ 
儀式自由  傳教自由 
基於宗教信仰自由而拒絕服兵役義務 不信仰宗教之自由 

10 如某以營利為目的之國營事業要求女性員工上班不得穿著褲裝，應依下列何種理論，檢視該要求是否限

制女性員工之基本權利？ 
特別權力關係理論  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理論 
基本權之第三人效力理論 基本權之制度性保障 

11 司法院大法官所肯認之制度性保障，不包括下列何者？ 
宗教自由 大學自治 公務員之保障 婚姻及家庭 

12 依司法院釋字第 649 號解釋，禁止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係對人民職業自由之何種限制？ 
職業執行方式之限制 選擇職業自由主觀條件之限制 
選擇職業自由客觀條件之限制 人民向國家請求工作權利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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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至遲幾個月內，依法完成其審核？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五個月 

14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

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如何編列？ 
跨年編列 優先編列 核實編列 擇要編列 

15 依憲法第 165 條規定，國家應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待遇，以保障其生活，不包括下列何者？ 
教育工作者 藝術工作者 勞動工作者 科學工作者 

16 受僱者在育嬰留職停薪期滿而申請復職時，雇主應優先採取下列何項措施？ 
改調其他任何職位  改調其他性質相當職位 
以業務緊縮為由加以拒絕 回復受僱者申請育嬰停薪時之原有工作 

17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3 條之規定，補充保險費率，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第一

年，以多少計算？ 
以百分之二計算 以百分之三計算 以百分之四計算 以百分之五計算 

18 關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與解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於任期中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半數時，當然解任 
董事及監察人不得採分期改選制度 
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未屆滿前，股東會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決議改選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 
公開發行公司得依章程規定，採取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提名制度 

19 未公開發行之 A 股份有限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00 萬股，股東張三現持有 5 萬股。A 公司擬再現金增

資發行 200 萬股，保留其中百分之十由公司員工承購，則張三至多得以股東身分優先認購多少股？ 
4.5 萬股 5 萬股 9 萬股 10 萬股 

20 下列何者係屬法條競合？ 
同種想像競合關係 異種想像競合關係 實質競合關係 特別關係 

21 關於有期徒刑加減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本刑僅加減其最高度  本刑僅加減其最低度  
本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 本刑由法官自由裁量 

22 下列何種被繼承人，其所立的遺囑於死亡時，會發生效力？ 
剛年滿十五歲之人  剛年滿十六歲之精神錯亂之人 
年滿二十歲之受輔助宣告人 年滿二十歲之受監護宣告人 

23 甲有市價 10 萬元之盆栽，託乙照料，乙竟為自己之利益而將之以 20 萬元之價格出售並交付於善意且無

重大過失之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乃不法管理  丙善意取得盆栽之所有權 
甲可依侵權行為之規定向乙請求 10 萬元 甲可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乙請求 20 萬元 

24 關於違約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違約金契約是從契約 
違約金契約是要物契約 
約定之違約金雖有過高情事，法院仍不得減至相當之金額 
懲罰性之違約金雖有過高情事，法院仍不得核減 

25 行政程序法之制定，係下列那一原則之具體實現？ 
衡平原則 分權原則 均衡原則 民主原則 

26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2 項所定義之行政機關？ 
法務部矯正署 法務部廉政署 法務部調查局 法務部檢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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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司法院釋字第 38 號解釋略謂：「所謂依據法律者，係以法律為審判之主要依據，並非除法律以外與憲法

或法律不相牴觸之有效規章，均行排斥而不用。」上述針對司法機關適用法律所為之解釋，係為落實下

列何項原則之具體表現？ 
依法審判 審判獨立 審判須在法庭 不告不理 

28 乙向甲借款，乙為擔保其債務之清償，乃在自己土地上設定抵押權給甲，下列何種情形甲之抵押權會受影響？ 
乙於抵押權設定後，將該土地讓與丙時 
乙將該土地之一部讓與丙時 
甲之債權經分割時 
甲之債權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且甲於消滅時效完成後，逾十年不實行其抵押權 

29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於下列何種情形，得暫停適用法規之一部或全部？ 
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暫停適用之必要者 
同一事項規定於二以上之法規，有暫停適用其中一法規之必要者 
法規之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已裁併或變更者 

30 下列有關法源之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法律、命令、判例被稱為成文法源 
學說、法理、解釋、習慣被稱為不成文法源 
國際條約得為法源 
自治條例亦屬於法源 

31 John twisted his ankle. Therefore, he couldn’t walk but          . 
 limp  lump  lame  limb 

32 Many people are convinced that digital learn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education since the printing 
press. 
 innovation  procreation  evolution  resolution 

33 The baby           when his mother tickled his armpit and belly. 
 giggled  stripped  strangled  grumbled 

34 Millions of people fled across the border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civil war. 
 rejuvenating  flourishing  deteriorating  improving 

35 Jack said his neighbor bit a dog yesterday. It was absolutely            to us. 
 unmarketable  unbelievable  interactive  introductory 

36 Until recently, trans fats            nearly all the cooking oil used in fast food restaurants. 
 accounted for  consisted of  depended on  responded to 

37 He is such a careless driver. It seems            that some tragic accident may happen to him anytime. 
 flexible  inevitable  portable  trainable 

38 Beatrice Potter’s tales have been            popular with adults, as well as children, since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was published in 1902. 
 partially  occasionally  consistently  accidentally 

39 It has become a(n)            of the digital age that one can purchase almost anything online. 
 guideline  principle  reality  illusion 

40 Rock ’n’ roll            in the 1950s. Elvis Presley was one of the first very famous rock ’n’ roll singers. 
 oriented  originated  organized  or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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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Climate change will force some species of birds to migrate; water resources will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re will be 
more floods and droughts. Sea levels will rise in some coastal areas. There will be heat-waves and more air pollution, 
which in turn will cause infectious diseases to spread. There will, however, be some benefits, too. Moderate warming 
will favor some farmers. Some areas will have more water and more sunshine. There are ways of attempting to slow 
climate change, such as replanting and increasing the area of the world’s forests, because plants and trees reduce the 
effects of carbon dioxide, but on its own this is not enough to stop global warming. For this to happen, we must cut 
down on our pro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 One way to do this is to cut down on our use of fossil fuels like coal and 
oil, which is possible but must be done gradually: coal and oil can be replaced over a period of time by wind energy 
and solar power. Climate change is not entirely new; it happened two hundred years ago whe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arted.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25%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the 
future, India and China will produce more greenhouse gases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41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climate change? 

 It will only bring disasters to human beings. 
 It will cut down on the use of coal and oil. 
 It will bring both destructive and beneficial effects on humans. 
 It will force China and India to cut down on thei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4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en can the use of coal and oil be replaced by wind energy and solar power? 
 immediately  over a period of time  after a long time  never 

43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thisˮ refer to in this passage? 
 to plant more forests   to stop global warming 
 to cut down on the use of coal and oil  to have less carbon dioxide 

44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are plants important in slowing down the climate change? 
 They help reduce the use of coal and oil. 
 They help decrease the effects of carbon dioxide. 
 They help increas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y help stop infectious diseases to spread. 

4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produces the most greenhouse gases in recent years? 
 France  America  India  China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s you may know, Ms. Rothe will be retiring at the end of the year. She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our 
company, and will be missed by all her      46     . She has been with the company for fifteen years,      47      up from 
Sales Assistant to Sales Manager during that time. We will also present her with a small gift. I have asked Mary to 
organize the     48      for the gift, and she will be coming round with a large brown envelope if you want to make 
a      49     . The      50      you give is entirely your choice. The leaving party will be after work on December 20th.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everyone there. 
46  coworkers  family  neighbors  students 
47  flying  covering  moving  rounding 
48  business  cooperation  distribution  collection 
49  mission  sacrifice  contribution  condition 
50  amount  effect  reas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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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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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 B A A B C C

A C B C D A A C D

C C D A D D A D A A

A A C B A B C C B

C B B B B A C D C A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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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20140-20440 
20640-2074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法院書記官、法警（男）、法警（女）、執達員、監所管理員（男）、

監所管理員（女） 
科 目： 刑法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中國福建漁民甲，在臺灣海峽（公海上）想與我國漁民進行交易，但因雙方談不攏

未能成交。甲惱羞成怒，攜帶長刀跳上我國籍漁船，想要壓制反抗而奪走船上財物，

不料卻遭到我國漁船上眾人反抗，反而將甲制伏。 
試附理由說明：依據刑法應如何評價甲之行為。（25 分） 

二、甲、乙兩人嚮往小說中義賊劫富濟貧的行徑，相約一同進入富豪 A 宅行竊。兩人進

入 A 的豪宅後，依計畫分頭搜尋取得財物，順利得手總價值約新臺幣數百萬元之現

金與物品，並一同帶回兩人窩藏處。不過，甲在竊盜過程中發現 A 家有許多感謝狀；

得手離開後，又經由網路發現富豪 A 多年來一直默默行善，每年所捐善款不下數千

萬。因此，甲覺得有違道義而深感後悔，在未經徵求乙意見前，自己就將得手財物

全數送回 A 宅。 
試附理由說明：甲、乙兩人在刑法上應負何罪責。（25 分） 

三、甲任職市政府警察局某分局派出所所長，於民國 106 年 7 月 31 日，在轄區查獲 A 施

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帶回所內偵辦。由於該週取締施用毒品案件之專案勤務績效

（績效有期間限制）已足夠，打算將本案績效挪到次週，因而指示承辦製作筆錄警

員 B 將已製作之筆錄日期更改為次週「8 月 7 日」，B 拒絕更改日期，並將筆錄退回

甲。於是甲自行將筆錄日期塗改為次週「8 月 7 日」，私下又取用另一休假警員 C 的

職章，在筆錄上蓋章後將案件函送檢察機關。 
試附理由說明：甲之行為在刑法上應如何評價。（25 分） 

四、甲身體強壯肌肉顯著，積欠地下錢莊債務無力返還，多日觀察某銀行附近活動，決

定某日前往銀行外埋伏行搶前往存款的顧客。甲戴口罩坐在銀行附近機車上，見攜

帶款項準備進入銀行存款之公司會計 A 女走進，基於不法所有意圖，忽然用右手勒

住 A 女脖子，並對 A 喝令立刻交出身上所帶款項，否則性命難保。個頭嬌小之 A 忽

然被甲猛力勒住脖子，呼吸困難、手腳掙扎、兩眼眼淚直流、難以出聲呼救，於是

立即勉強拿出兩疊各十萬元之現鈔。甲得手後，立刻放開 A 迅速離去。惟因 A 之公

司恰巧於當日進行防搶演習，A 提包內僅有其前來銀行返還防搶演習所用之數疊假

鈔。甲往返銀行所用之摩托車，則是借自完全不知情之友人乙。 
試附理由說明：甲、乙二人在刑法上應如何評價。（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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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20250 
20350 全一頁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法警（男）、法警（女）

科 目： 刑事訴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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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甲涉嫌詐欺與內線交易，因偵查中被乙丙等人署名發信檢舉甲燒燬證據並勾串證人

等情事，檢察官可否持此信函為證據，向法院聲請羈押甲？（25 分） 

二、被告甲因被訴傷害案經法院合法傳喚無故未到庭，嗣經法院依法簽發拘票，由法警

乙執行拘提。乙持拘票於甲宅內將甲拘提時，於其地下室車庫尋獲制式手槍一把。

經法院依職權告發後，檢察官就持有槍枝案對甲另提起公訴，則於審判中，該查獲

之槍枝是否具證據能力？（25 分） 

三、何謂緩起訴？其立法目的為何？應履行之緩起訴負擔是否屬於刑罰之一種？如不服

緩起訴負擔處分應如何救濟？試分別說明之。（25 分） 

四、第一審法院在那些情況下，得不待被告陳述，逕行判決？試分別說明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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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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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人員、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各類科組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 20110-20710 
50110-50210 
94110 

頁次： 3－1 

甲、申論部分：（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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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文：（60 分） 
機會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平等的，只是有的人善於抓住機會，從而

獲得了成功；有的人眼看著機會在自己的手中溜走，卻始終都沒有

發覺。有些挫折是在考驗一個人的意志，有些錯誤是在考驗一個人

的判斷力，所以不要輕視那些逆境，機會就在其中。歐陽脩〈讀書

詩〉：「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是非可以互相轉化，逆順當

然也能互相轉化，是去是取在勇於決斷。請以「逆境與機會」為題，

作文一篇，敘述自己的生命體驗或一己之見。 

二、公文：（20 分） 
國內砂石業者長期濫墾濫倒，環境破壞嚴重，全民頗多怨言。有鑒

於此，內政部曾行文各縣市政府，要求研訂有效管理辦法，回應國

人期待已久之環境正義。試擬某縣市政府函復其管理辦法。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2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下列選項各「舉」字，何

者用法與此相同？ 

其母竊「舉」生之  

莫不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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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20110-20710
50110-50210
94110

頁次： 3－2 

2 下列與年齡相關的語詞，由小至大排列的次序，何者正確？ 

耄耋之年／始齔之年／花甲之年／懸車之年  

始齔之年／花甲之年／懸車之年／耄耋之年 

花甲之年／始齔之年／耄耋之年／懸車之年 

始齔之年／懸車之年／花甲之年／耄耋之年 

3 下列對聯懸掛場合正確的是： 

相留燕趙齊梁客／借寓東西南北人：茶館 

存心為補先天缺／有技能開後世矇：木工 

參芎同功回造化／葫蘆品貴辨君臣：當鋪 

九穀惟修恆自足／六陳咸備不居奇：雜貨店 

4 《論語‧衛靈公》：「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章旨的是： 

指出工匠善用利器 指出邦國無賢大夫 

治國應禮遇士大夫 說明行仁具體作法 

5 《韓詩外傳》：「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

『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

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婆婆趕走媳婦因她出言頂撞 媳婦憑自己的智慧排除困難 

婆婆後悔便叫小姑追回嫂嫂 里母是位善良且機智的長者 

6 下列三段描寫場景相同，依據甲乙段文字，丙段文字的□□□所指地點應為： 

甲、蒐羅萬有待而沽，予取予求應所需。笑解腰纏付牙儈，馮驩不用嘆魚無。 

乙、春韭秋菘各一區，客來論價擲青蚨。箇中壟斷常登者，罔利由譏賤丈夫。 

丙、我也喜歡，站在這樣的□□□中央，無事地茫茫四顧，看著熙攘往來的人群，

聆聽著撒野而放肆的叫賣聲。那熱烈生活的迸發力量，彷彿大河的滾滾奔騰。

很高興自己也隨波捲進，加入了某一個早上的盛宴。 

快炒店 拍賣場 百貨行 菜市場 



代號：20110-20710 
50110-50210 
94110 

頁次：3－3  

7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杜甫〈石壕吏〉）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老翁踰牆走」，因翁是有罪之人，故躲避官吏而越牆逃走 

「有吏夜捉人」，「夜」字傳達即使到了深夜，仍寢席不安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呼、啼、怒、苦，形成「吏」與「婦」的強烈對照 

詩人不直寫縣吏的蠻橫，卻從老婦應對致詞的十三句詩，暗示縣吏不斷的怒呼逼迫 

8 《孟子‧告子》：「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文中「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謂： 

君子或小人可以從臉色與聲音來分辨 

見人臉色不悅或聽到勸戒才明白過失 

說話要特別注意臉部表情和聲調技巧 

要明白接近聲色犬馬會使人身敗名裂 

9 朱光潛《談美》：「『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彷彿覺得外物

也有同樣的情感。」 

下列詩詞沒有「移情作用」的選項是：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日日花前常病酒，不辭鏡裡朱顏瘦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10 「在臺灣，有活躍的一群／為需要幫助者指點迷津／他們都具有相當專業／在安排

就醫中充滿溫馨／對患者悉心噓寒問暖／不求報酬和賞金／像春風拂過大地／如

春雨滋潤人心」 

根據上文，其所描述的人物最適當的是： 

專業看護 專科醫師 醫院志工 白衣天使 



類科名稱：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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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2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執行員、法院書記官、執達員、法警(女)、監所管理員(男)、法警(男)、監所管理員(女
)、財經實務組、調查工作組、移民行政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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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 D D D A B C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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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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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警、執行員 
科 目：行政法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20250 
20350 
20550 

頁次：2－1 
 

一、A 醫院與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間，訂有全民健康

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契約（下稱特約），A 醫院所屬外科主治醫師與

病人共謀，以偽造資料申報多筆醫療費用，健保署因而依據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 39 條規定，停止 A
醫院外科（含門診、住院）醫療業務特約 2 個月，涉案醫師於停止特約

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服務，不予支付。試問：A 醫院與健保署

之特約，法律性質為何？健保署對 A 醫院外科（含門診、住院）醫療業

務停止特約 2 個月，對涉案醫師於停止特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

療服務不予支付之行為，法律性質為何？又健保署以管理辦法為停約與

不予支付之行為，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30 分） 
參考法條：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6 條第 1 項：「醫事服務機構得申請保險人同意特約為保險醫

事服務機構，得申請特約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事服務機構種類與申請特約之

資格、程序、審查基準、不予特約之條件、違約之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9 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

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但於特約醫院，得按

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予

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 
一、以保險對象之名義，申報非保險對象之醫療費用。 
二、以提供保險對象非治療需要之藥品、營養品或其他物品之方式，登錄就醫並

申報醫療費用。 
三、未診治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紀錄，虛報醫療費用。 
四、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 
五、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之人員，為保險對象執行醫療業務，申

報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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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乙為夫妻，自民國 102 年 3 月 1 日起向 T 市政府申請核定為低收入戶，

並自該月起，每月受領生活扶助費用，惟 T 市政府社會局承辦人員於

107 年 7 月 15 日審核案件時，始發現甲與乙於 103 年 4 月 1 日已經離婚。

但甲與乙並未主動向主管機關申報此一變動，經個別計算，兩人均不符

合低收入戶之標準，T 市政府社會局因而發函要求甲、乙返還自 103 年

4 月 1 日溢領之生活扶助費用，甲與乙均主張適用信賴保護原則，生活

扶助費用已經使用完畢，主張 T 市政府社會局不得以發函方式向其請求

返還，是否有理？（20 分） 

三、甲於 A 市住宅區擁有二間套房，分別出租予乙與丙，並於租賃契約約定

不得從事違法事務。不料乙、丙卻於套房經營非法性交易之按摩店，乙

被 A 市警察局查獲後，A 市警察局除依據刑法妨害風化罪嫌移送乙之

外，並將案件移送 A 市都市發展局。A 市都市發展局認定乙違規事實明

確，嚴重影響住宅區安寧，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一方

面裁罰乙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並立即將該套房斷水斷電，同時發函給

甲，要求甲禁止承租人乙繼續於套房中，從事違法性交易活動。甲、乙

均不服，甲主張自己只是將房屋出租，並未違法，提起訴願請求撤銷上

述函文。乙則主張，檢察官對於經營按摩店之妨害風化案件仍在調查階

段，A 市都市發展局自不得先裁罰，且縱然認為乙確實違法，乙之違法

情節亦屬輕微，不應裁處最高額罰鍰。又乙提出不服聲明後，應即產生

暫時停止執行斷水斷電措施之效力，A 市應即恢復供水供電；另主張丙

亦違法，卻未遭受任何處罰，不符合平等原則。試問甲、乙之主張是否

有理？（50 分） 
參考法條： 
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

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局）政府依本法

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

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

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不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得按次處罰，並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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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院書記官、法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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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公開審理原則？依法院組織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何種情形可以不公

開？違反公開審理原則，是否構成上訴第三審事由？（25 分） 

二、法院組織法第 2 條規定：「法院審判民事、刑事及其他法律規定訴訟案

件，並依法管轄非訟事件。」請分析「其他法律規定訴訟案件」。設若

甲主張乙機關未善盡管理公共設施之責，致甲受傷，請求國家賠償，遭

乙機關拒絕後，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給付賠償新臺幣 50 萬元，行政法院

應如何審理？（25 分） 

三、某高等法院民事庭開言詞辯論庭時，審判長與受命法官意見不一致，書

記官應服從誰的命令？書記官之筆錄是否必須將辯論之內容一一詳

記？審判長命令書記官將筆錄記載之當事人陳述內容變更，書記官認其

命令不當時，得為如何處置？（25 分） 

四、法院於刑事案件行準備程序時，該案之自訴人甲身著正面標有「法庭觀

察查報」、「人民監督司法」等字樣之背心，入庭欲旁聽，是否屬於妨

害法庭秩序或其他不當行為？審判長得為何種處分？如何行使？（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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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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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組： 各類科組 

科 目：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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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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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此處所謂國家，係指下列何者？ 
僅指中央  僅指地方 
指中央或地方  兼指中央與地方 

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有關遷徙自由的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第 10 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包括人民有入出國境之權利 
任何人民都有無條件返鄉的權利，法律不得拒斥人民於國境外 
外國人入境的權利得依法加以限制 
役男出境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但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3 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提供人民租稅減免優惠，雖非課予人民納稅義務，仍有租稅法定主義之適用 
國家應考量人民個人經濟能力之不同而訂定稅則，始符合租稅公平主義 
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不得違背憲法原則與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 
法律課予人民繳納一定金錢負擔之特別公課，與稅捐有別，其徵收目的、對象與用途不須以法律明定 

4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商業言論保障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廣告係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與言論自由無關 
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所受保障與政治性言論未必相同 
商品標示僅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式，不受言論自由之保障 
事前審查乃對言論自由之重大干預，原則上應為違憲，但此一原則於商業言論並不適用 

5 依司法院釋字第 584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職業自由屬於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範圍 
職業自由之限制因內容差異，憲法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 
限制曾犯故意殺人、強制性交等罪而受判決確定者，不准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職業登記之規定違憲 
立法者限制人民選擇職業自由之主觀要件，應有重要公共利益 

6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關於立法委員選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選舉係採單一選區兩票之聯立制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採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 
須獲得百分之三以上的政黨選舉票的政黨始得分配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席次 
採取政黨比例代表制違反國民主權原則 

7 關於罷免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罷免之 
不具有選舉區之不分區立法委員，所有選舉人皆可罷免 
罷免權之行使，以該被罷免人有具體違法失職行為為前提 
行使罷免權之要件及程序，明定於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中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關於總統發布之緊急命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上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之事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 
緊急命令在效期內具有替代法律之效力，得授權下級機關發布補充規定，無須立法院追認 
緊急命令在發布前應先經行政院會議決議通過 
緊急命令在發布後 10 日內應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立即失效 

9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不是行政院的職權？ 
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針對立法院重要政策之決議移請覆議 
針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移請覆議 議決緊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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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有關立法院調查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得以法律由立法院院會決議，依法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科處適當罰鍰 

319 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由立法院籌設組成，屬協助立法院行使調查權特別委員會 
得立法委任非立法委員之人士協助調查 
於必要時，得禁止被調查人出境 

11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院不得對各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 
立法院議決預算案所作成之附帶決議，有拘束行政院各機關之效力 
主管機關依其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分支出項目之執行，必然違憲 
行政院對立法院議決之預算案如認窒礙難行，得逕移請立法院覆議 

12 下列何者非人民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標的？ 
 高法院判例   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高等法院裁判  公立大學招生簡章 

13 關於我國司法審級制度之設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採司法二元制，分為行政訴訟及普通訴訟 
不論是行政訴訟或普通訴訟，皆採三級三審 
公務員之懲戒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理，因其未設通常上訴救濟制度，與憲法第 16 條有所違背 
行政訴訟之三級分別為地方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與 高行政法院 

14 下列有關監察委員之敘述，何者錯誤？ 
為使監察院之職權得以不間斷行使，總統於當屆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前，應適時

提名繼任人選 
立法院於接受總統關於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之提名咨文後，應適時行使同意權，以維繫監

察院之正常運行 
就監察委員之缺額，總統並無須適時提名繼任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就總統所提監察委員之人事案，消極不行使同意權，致監察院無從行使職權，違憲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553 號解釋，有關中央對地方自治團體之監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尊重該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但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 
地方自治團體如判斷有恣意濫用等違法情事，得依法撤銷或變更 
針對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自治事項，中央僅得為適法性監督 
針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委辦事項，中央僅得為合目的性監督 

16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關於自治法規之公布或發布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自治條例，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公布 自治規則，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發布 
委辦規則，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發布 自律規則，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發布 

17 下列何者為間接法源？ 
政策 計畫 行政規則 解釋函令 

18 依憲法規定，關於立法院法律案通過後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移送總統 
移送行政院 
總統應於收到後 30 日內公布之 
行政院對於法律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 

19 下列何者非屬普通法院適用法律之原則？ 
不告不理原則  拒絕適用可能違憲之法律 
不得拒絕適用法律  一事不再理原則 

20 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律保留原則之理論基礎？ 
基本權利之保障 議會民主原則 司法之可審查性 法治國家原則 

21 關於憲法解䆁與適用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憲法之適用，以憲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時，由爭議機關會商解決之 
修憲者不受憲法之拘束，非憲法規範之對象 
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義務 

22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保證契約之敘述，何者錯誤？ 
主債務因清償而消滅者，保證債務隨同消滅 
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得主張之。但主債務人拋棄其抗辯者，保證人則不得主張之 
數人保證同一債務，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負連帶保證責任 
保證人之負擔，較主債務人為重者，應縮減至主債務之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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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勞務給付，何者原則上不具專屬性？ 
醫療契約 僱傭契約 委任契約 旅客運送契約 

24 區分所有建築物中，下列何者可單獨所有？ 
專有部分 共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 

25 甲欲下手行竊，已進入屋內蒐尋財物，見到桌上鑽錶，然因巡邏員警經過，而放棄該次犯行。下列何者
正確？ 
甲為不能未遂 甲為普通未遂 甲為中止未遂 甲為準中止犯 

26 某甲先前因為犯竊盜罪，遭法院判處罰金新臺幣 3,000 元，正在 2 年緩刑期間，卻在日前因開車肇事，遭
檢察官依過失致傷害罪（法定刑為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0 元以下罰金）向地方法院起訴。就
本案與前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為累犯，法院就本案不能宣告緩刑 
檢察官同時得就前案的緩刑宣告，聲請法院予以撤銷 
法院如果就本案對甲處以罰金刑，則同時可以宣告緩刑 
如果地方法院就本案判決甲有罪，檢察官即應聲請撤銷前案之緩刑宣告 

27 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關於企業經營者對於產品之包裝，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給予豪華誇張之包裝  包裝價格應予以 高額限制 
應進行防偽包裝  應按商品性質為必要之包裝 

28 依著作權法之規定，於街道長期展示之雕塑作品，不得以下列何種方式利用之？ 
以攝影方式拍攝雕塑物  以雕塑方式重製雕塑物 
以繪畫方式描繪雕塑物  將雕塑物以縮小模式重製模型自娛 

29 依勞動基準法第 10 條之 1 之規定，有關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所應符合的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30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的對象只限於本國國民，對外籍或大陸配偶則不具效力 
該法不僅保障有婚姻關係的家庭成員，也包括前配偶與同居人及未同居的親密關係伴侶 
聲請通常保護令需經法院裁定核發，而暫時保護令則由警察機關核發 
保護令之聲請，只能在家庭暴力發生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31 The mother     the child to sleep almost every evening. 
limped  infected  lulled  inflicted  

32 Arriving in Orlando for a conference, Rose managed to catch a taxi to her accommodation and     in. 
dig  rest  inhabit  settle  

33 If Fleming hadn’t discovered penicillin, a lot of people     from bacterial infection. 
would be dead  would have died  would have survived  would be saved  

34 With the highly     anti-missile system, we can effectively defend our country from any invasion. 
sophisticated superstitious informal conscious 

35 Doctors say that consuming various vegetables and fruit is     to our health. 
artificial superficial beneficial commercial   

36 Cosmetic     can make a person look different by changing the shape of his/her face or body. 
pottery surgery bribery flattery 

37 We went to the mall to buy some     for our new apartment, including a refrigerator, a stove, and a 
dishwasher. 
facilities utensils appliances supplements 

38 People who eat healthy foods and do exercise     have fewer health problems than people who do not. 
brilliantly instantly historically statistically 

39 The sailor’s light blue shirt     beautifully with his dark tan skin in the sun. 
confirmed contained contributed contrasted 

40 Hawaii is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a community of different     groups where no one group is the majority. 
ethic  ethnic  moral  mortal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The deal struck between Iran and six world powers over its nuclear program should see sanctions against the 
country beginning to ease by next year. Iranians are hoping the  41  of travel restrictions could prompt an influx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ravel agencies have already seen an increase in demand. With its ancient architecture,  42  
landscapes and warm people, tour companies describe Iran as one of the unexplored jewels of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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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e country’s  43  since the 1979 Islamic Revolution has seen visitor numbers from the West fall. The 
latest  44  show only 90,000 arrivals from North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2013. Former diplomat 
Mehrdad Khonsari said there’s a lot of work to do. “The difficulties we’ve had in Iran have definitely hurt the tourist 
industry in the sense that people are afraid to go. But those people that  45  and overcame these considerations and 
visited Iran were never sorry,” said Khonsari. 
41 lifting  impact  possibility  activation  
42 emerging  resulting  demanding  breathtaking  
43 export isolation transportation population 
44 figures fingers fashions fragments 
45 voted  violated  ventured  volunteer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Experts have traditionally seen a high level of intelligence as applicable across the board to most human activities, 
guaranteeing its possessor success in whatever s/he does. In the 1980s, however, Prof. Howard Gardner propose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suggesting that the mind does not possess just one kind of intelligence, but rather many 
distinct intelligences, including linguistic, logical-mathematical, spatial, naturalistic intelligences, among others. 
  A person with a high level of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is endowed with a large vocabulary and the ability to express 
him or herself well. Gardner sees the poet as the best example of an astute user of language. In creating poems, poets 
make use of the full complexity of meaning and the widest range of linguistic dynamics. Naturally, people with a high 
level of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would excel at language-related activities such as writing, teaching and persuading others.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refers to the skills often associated with scientists and mathematicians. 
Scientists tend to give it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than other intelligences. Gardner certainly disagrees with this point of 
view. He sees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as simply one among a set of intelligences, asserting that though it may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important in western societies, it has played a more modest role in other societies. 
  Spatial intelligence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visualize things in the mind accurately and precisely. This intelligence is 
therefore associated with artists, who are experts in visualizing and making intelligent use of forms and colors. A 
person with a high level of spatial intelligence may also have excellent visual memory, and perhaps even a so-called 
photographic memory. 
  Naturalistic intelligence has been quite controversial and critics generally see it as an area of interest. Gardner 
hypothesizes that people who have a high level of naturalistic intelligence are more sensitive to nature and to their own 
relationship to it. A person who is successful at growing plants or raising animals could be said to have a high level of 
naturalistic intelligence. Such a person could be a successful gardener or farmer, and would also make a good scientist 
studying the natural world. 
  The revolutionary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has resulted in several criticisms. Some have questioned the 
criteria that qualify something as an intelligence. Othe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has never been proven through scientific research. These criticisms notwithstanding,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has sparked fascinating debate about the value and 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Its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ve led to more diverse educational methods as teachers seek to access and develop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f students. 
46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Introducing a new theory of intelligence.  
Explaining why being intelligent is important.  
Discu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 intelligences.  
Evaluating  the methods of cultivating one’s intelligences.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n intelligence mentioned in this passage? 
Spatial. Linguistic. Interactive. Naturalistic.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ntelligences has received most criticisms? 
Spatial.  Naturalistic. Linguistic. Logical -mathematical. 

49 Which criticism about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has been raised by critics? 
It is wrongly applied to education.  
It has never been proven by scientific research.  
It tells us nothing about 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There are too many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intelligences.  

50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n artist is most likely to rely on naturalistic intelligence. 
Scientists tend to consider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with better spatial intelli gence may have clearer visualization of images. 
A person with a high level of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is more likely to excel at explaining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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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1－1 
 

一、甲行經暗巷時，發覺不遠處其仇人乙欲持刀伺機砍殺自己，甲覺得事態

緊急，雖知持磚頭朝人丟擲會造成身體上之傷害，仍基於傷害之意思，

拾起工地旁堆放之磚頭一塊朝乙丟去，致乙右手臂受傷而倒地。甲之行

為應如何論罪？（25 分） 

二、乙向甲炫耀自己於珠寶店竊得之翠玉，甲明知該翠玉為贓物，但覬覦該

物，便騙乙說：「這只是展示用的假玉，根本不是真玉，交給我吧，不然

你被查獲也麻煩。」乙信以為真，將翠玉交予甲。甲之刑責為何？（25 分） 

三、甲與乙有宿怨，某日甲於練習射箭完畢後，攜其弓箭至乙辦公室欲找乙

談判，見酷似乙之人正在影印機旁影印（實則該人為丙），甲頓時萌生

殺人犯意對該人射出一箭，該人中箭後倒臥血泊之中而死亡，嗣甲趨近

一看，發現被其射中之人為丙。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25 分） 

四、甲開車前往高鐵站接朋友。於十字路等紅燈時，突然遭後方超速行駛的

機車衝撞。機車駕駛乙當場跌至馬路上，身體有多處嚴重擦傷，甲則是

沒有大礙，只是後車燈受到毀損。甲自認無過失，且為準時赴約，便趕

緊開車離開現場。甲的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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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員 A 之配偶 B 因瀆職案件經檢察官起訴，且地方法院分案由甲法官

審理。稍後，公務員 A 亦因同瀆職事由而遭起訴，並經地方法院分案由

乙法官審理。試問法院將乙法官之案件併由甲法官一起審理是否合法？

（25 分） 

二、A 警偵辦甲涉嫌毒品犯罪，獲知其以部分贓款購買精品、名車，並提供

不知情之女友乙使用。A 警經向法官聲請搜索獲准後，持票前往乙女住

所進行搜索。稍後，A 警為能釐清搜索過程扣案證物、比對說詞等，以

證人的名義分別出示約談「通知書」、「傳票」，惟乙女悍然拒絕到案。

另 A 警原預期有此情形，經提示檢察官開具「拘票」將其帶回，隨後偵

訊乙女過程並無律師在場。試問 A 警前述約談過程蒐證保全之合法性？

（25 分） 

三、警察查獲甲「闖空門」，偵訊過程甲承認犯罪，並供出乙協助行竊把風、

銷贓，後經檢察官將兩人合併提請公訴。審理過程中，甲仍如偵查中之

說詞，乙則矢口否認。試問法院若欲以甲之供述認定甲、乙所涉之犯罪

事實，應如何進行本項證據調查？（25 分） 

四、甲警察為查緝走私毒品，私自裝置 GPS 衛星定位追蹤器（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於犯罪嫌疑人乙停放門前廣場之貨車下方底盤，用

以接收其所在位置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行蹤數據。稍後，甲警察

回收 GPS 傳遞資料多達百餘筆，包括乙停放上開貨車地點外，尚有逐筆

停留日期時間、地址等詳細車輛位置相關資訊。試問依據我國實務判決

之論理，甲警察彙整乙行動軌跡資訊有無證據能力？（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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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3－1

甲、申論部分：（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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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文：（60 分）
人們多半不喜歡吃苦，然而，像茶和咖啡這類初嘗帶著苦味的食物，
在苦味漸散後，會在舌間留下淡淡的清甜。人生也是如此，往往歷經
種種苦澀之後，才能嘗到真正的甘甜。請以「回甘」為題，寫一篇
完整的文章，敘寫自己親歷的經驗和體悟。

二、公文：（20 分）
行政院鑑於法務部矯正署統計資料，目前全國收容的女煙毒犯已達三
千多人，懷孕生育的染毒媽媽超過四百人，胎內即已染毒而出生的毒
寶寶至少在三百人以上。根據研究顯示，毒寶寶專注力差，學習遲緩，
智商、情商偏低，甚至有自閉、精神分裂、暴力攻擊等問題。如果不
予預防、遏止，恐會形成社會問題。專家表示：解決毒寶寶問題必須
自源頭防堵，建議在不妨礙人權下立法強制，凡孕婦於產檢時必多加
一道毒癮篩檢，以期及早防護。此外列管並持續追蹤毒寶寶，設置安
置中心；女性毒癮者願裝置避孕器、人工流產、結紮者給予補助，凡
此措施，於立法時宜周全考量，完整配套。
試擬行政院函法務部，請就上述事項儘速擬訂法案，俾交付立法院完
成立法程序，以期及早防護，有效解決毒寶寶問題。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2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成語的解釋與說明，何者錯誤？
「不辨菽麥」原意指人愚昧無知，難當大任。後世多指人缺乏常識，連豆子跟麥

粒都分不清楚
「斷髮文身」原意指犯罪的人必須髠髮、刺青以示隔絕。後多指涉及不法、犯罪

而遭受刑罰的人
「大義滅親」：原意指為保全國家、民族大義，只好犧牲自己的至親。後世沿用，

但不宜用在晚輩對長輩
「自求多福」：原本帶有勸勉之意，謂凡事自己努力，可以得到更多福氣。後世

應用，則意謂事態變化時，只能依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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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用法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王老闆做生意向來「買櫝還珠」，信譽極佳，難怪分店能愈開愈多

網路所登載的選舉消息，幾乎都是「不刊之論」，真令人不敢恭維

張總裁能夠「懲前毖後」，在同事眼中，是位自我要求嚴格的主管

單位主管多數「尾大不掉」，使優秀部屬毫無升遷機會，紛紛跳槽

3 「凡敵無事而自補者，有侵絕之意；棄小而不救者，有圖大之心；隨手而下者，無

謀之人；不思而應者，取敗之道。」（《棋經》）其棋道觀念與若干詞語相通，下

列選項中兩者意義最接近的是：

敵無事而自補者，有侵絕之意／亡羊補牢

棄小而不救者，有圖大之心／明哲保身

隨手而下者，無謀之人／打草驚蛇

不思而應者，取敗之道／急躁冒進

4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

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後世常以「廣陵散」為喻，下列選項中的「廣陵散」，何者與上文寓意相同？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他一席話如一劑「廣陵散」，令人豁然開朗

近年來勾心鬥角的宮廷劇輪番上映，叫好又叫座，堪稱最經典的「廣陵散」

他常自吹自擂年輕時是暢銷作曲家，實際上只是「廣陵散」，作品乏人問津

由於擔心傳統歌仔戲成為「廣陵散」，她雖年過七十，仍大力推廣此一表演藝術

5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

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遽

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

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

聞之，大笑曰：「有此下酒，加一斗不為多也。」（陸友仁《研北雜志》）

根據上文，對蘇子美飲酒最適當的形容是：

藉酒裝瘋，故作風雅 以書佐酒，至為風雅

獨酌無聊，苦中作樂 酒量驚人，不知節制

6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目不能如是

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為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

矣，豈猶恨其晚哉！（鍾惺〈與陳眉公〉）

下列選項的敘述，何者最符合本文意旨？

朋友相見即是有緣，交淺言深，不必恨晚

朋友貴在遇合得時，心性相契，才情相得

知己可遇而不可求，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知己彼此心目相發，總是有相見恨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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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一種多情，是愛的對象很單純專一，可說是愛得既真且深，又癡又迷，但卻不

知道要考慮對方的立場，或其他因素，而一味的往牛角尖鑽，既不懂如何表達情感，

也不懂得迴旋的道理；一旦受到挫折，常常由愛生恨、牽連糾纏，甚至做出難以置

信的行為。敢愛、敢恨的人，雖然很有性格，但終非正常的愛情，應把那深深的情

感化成無限的關懷與成全。」

下列選項，何者最能呼應引文的意旨？

放情者危，節欲者安 發乎於情，止乎於禮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

8 「文學經典將文本和生命內容化簡為繁，作為讀者，我們有必要從細讀裡體會想像

的或存在的人生經驗，而且我們的詮釋絕不『從一而終』。……閱讀、批判社會、

政治現象所肇生的各種『文本』又何嘗不是如此？我更要說，越是因為名嘴現象、

博客文化、口號政治將我們的溝通、判斷能力簡化為順口溜或冷笑話，接觸經典越

應該成為一種自覺的訓練，或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目標。唯有掌握語言的有機

性和綿密的衍生、想像特質，我們才能理解權威、知識和符號之間合縱連橫的關係，

閱讀才能成為一種批判性的創造過程。明乎此，文學經典可以成為公民教育基礎的

一課。」

依據本文，閱讀文學經典的正確態度是：

將文學文本和生命內容去蕪存菁 閱讀必須成為批判性的創造過程

閱讀文學經典必須依據權威的詮釋 單一化詮釋文學、政治與知識之關聯性

9 「資本主義的管理學裡，有一條『彼得原則』，意思是在層級組織裡鼓勵大家往上

爬，如果有個修車工彼得很會修車，不久他就會升去當工頭。但他很可能不擅長管

理其他修車工，因此表現不好，那麼他就不再有晉升機會。如果他工頭也當得很好，

則又會被提升去當經理，一直升到一項他實在做不來的位置上，就不升了。」

根據本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彼得原則」？

工作晉升代表自己的能力超越同層的其他人

升到最高位置方可證明自己最好的工作能力

努力表現就會晉升到最適合自己的工作位置

每個留在位置上的人都剛好是最適合的人選

10 「醜陋面不是不可以寫，因為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若故意報喜不報憂，一味歌

頌美好，是有違寫作良知的。正為這點良知，著筆之際，必是滿心的同情悲憫，務

求喚起世人關懷，以求改進，則其作品必不至產生負面作用。若是有意對暴力色情

繪聲繪色，以滿足讀者好奇心與某方面的欲望，而引誘心智未成熟青少年讀者誤入

歧途，認為文學的真面貌原當如此。這樣的作者，縱能譁眾取寵於一時，而在真正

文學的國度裡，是沒有地位的。」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敘述正確的是：

暢銷書的作者其實沒有真正的文學地位 寫作良知是滿足讀者的好奇心與求知欲

具暴力色情與人性寫實的作品不值一顧 有使命感的作者會懷抱善意書寫醜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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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並非現行憲法對政府體制之規定？
立法委員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行政院院長得提請總統解散國會
副總統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擔任 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無須立法院同意

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為國家應優先編列之經費？
高等教育之支出 軍人退役後就養之支出
社會救助之救濟性支出 全民健康保險之支出

3 國家依行政執行法，對於不履行金錢給付義務之債務人予以管收，係對何種基本權利之限制？
遷徙自由 人身自由 訴訟權 財產權

4 依司法院釋字第 414 號解釋意旨，商品標示涉及下列何種憲法上權利？
言論自由 隱私權 智慧財產權 健康權

5 關於訴訟權之保障內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
接受法院三級三審審判之權利 即時有效之司法救濟

6 依司法院大法官對集會遊行自由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對於集會遊行，負有保護其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之義務
集會自由與言論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基於維繫國家存續與安全之考量，針對以「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為訴求之集會、遊行，應不予

許可或命其解散
集會遊行法對於不遵從解散及制止命令之首謀者科以刑責，為立法自由形成範圍，與憲法尚無牴觸

7 有關罷免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罷免權屬人民參政權之一環
人民有權對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行使罷免權
人民得以立法委員之院內言論不當為理由，依法罷免之
公職人員就職未滿 1 年者，不得罷免

8 關於憲法明定之選舉人資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以僅具中華民國國籍者為限
須年滿 20 歲 得以法律進一步規範其他資格限制

9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後 10 日內應提交立法院追認
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 10 日內，經諮詢行政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 3 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

10 有關行政院院長人事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行政院院長對所屬機關重要人事，應具有一定之決定權限，方能落實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原則
行政院院長更迭時，獨立機關委員因任期保障，毋庸與行政院院長同進退，有違責任政治之原則
行政院院長於獨立機關委員有違法、失職情事，而情節重大，得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

11 有關立法委員選舉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一票選人，一票選黨
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其得票比率分配席次
依政黨選舉票產生之立法委員，各政黨當選名單，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原住民立法委員按各族人口比例分配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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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憲法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預算之敘述，何者錯誤？
預算之性質屬於「措施性法律」
立法委員審議預算案時，可提議增加支出金額
預算案之議決，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涉及重大政策變更時，行政院院長必須向立法院提出報告

13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80 條所稱之法官？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檢察官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大法官

14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各級法院得以之
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此處所謂先決問題，係指下列何者？
法院確信系爭法律違憲，且顯然影響案件之裁判結果
法院確信系爭法律違憲，且可能影響案件之裁判結果
法院合理懷疑系爭法律違憲，且可能影響案件之裁判結果
法院懷疑系爭法律違憲，且顯然影響案件之裁判結果

15 宣告法律是否牴觸憲法，係專屬下列那一機關之職掌？
司法院大法官 各級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法院

16 行政機關於舉辦各類考試時，對於身心障礙者皆會延長考試時間。此正足以說明所謂的平等，係指下列
何者？
形式平等 實質平等 比例式平等 機械式平等

17 關於地方制度法中委辦規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政府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
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委辦規則應於核定文送達各該地方行政機關 30 日內發布
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18 無行為能力人以其法定代理人之住所為「住所」，該「住所」為：
意定住所 選定住所 法定住所 視為住所

19 刑法基本採取屬地主義，適用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發生之犯罪行為，下列何者並非刑法所規定的中華民國
領域內？
從桃園出發飛往歐洲的長榮航空機內 從智利前往太平洋捕魚高雄籍漁船內
從高雄出發飛往桃園的日本航空機內 從高雄出發停在杜拜的日本航空機內

20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5 條規定，全民健康保險財務，由保險人至少每 5 年精算一次；每次精算多少年？
 10 年  15 年  20 年  25 年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尚無違背憲法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
所得稅法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

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
所得稅法以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須未滿 20 歲或年滿 60 歲始得減除免稅額之規定
中醫特考規定，有一科零分或專業科目或特定科目成績未達規定者不予及格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規定，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

22 委任關係消滅之事由，係由當事人之一方發生者，於他方知其事由，或可得而知事由前，委任關係之效
力如何？
委任關係當然消滅 委任關係推定存續
委任關係視為存續 委任關係消滅與否，依他方當事人之意思定之

23 被繼承人甲死亡後，遺留債務數筆，繼承人依民法第 1156 條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下述債權人何者無
優先受償權？
甲生前以其作為日常代步使用、價值 200 萬元的進口汽車一輛，設定抵押權予乙，向乙借款 100 萬元，

尚未償還
甲生前以土地一塊出典予丙，丙支付典價 100 萬元予甲，並約定期限為 12 年，甲死亡時，丙之典權期

限已屆滿半年，但甲並未回贖典物
甲生前以一只鑽錶出質予質權人丁，向丁融資 100 萬元；甲死亡時，尚未清償 100 萬元債務
甲生前向戊承租辦公大樓一棟，租金每月 200 萬元，押金 2 個月；甲死亡時已遲付租金 3 個月，但在

大樓內留下價值 200 萬元的電腦辦公設備
24 甲、乙、丙共有 L 地，三人為書面的分割協議，約定將 L 地分割為 L1、L2 及 L3，由甲、乙、丙分別依

序取得單獨所有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 L 地分割協議屬於處分行為
分割協議僅得為原物分割
協議後，須再為分割，並經登記，始生物權變動之效力
甲、乙、丙基於該協議即分別取得 L1、L2、L3 之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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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利息之債之敘述，何者正確？

遲延之債務，以金錢為標的者，債務人得請求遲延利息；對此利息，無須支付遲延利息

讓與債權時，未支付之利息，視為其隨同原本移轉受讓人

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者，其約定無效

已屆清償期之利息債權，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26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第 1 項之規定，女性受僱者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者，雇主應給予多長之產假？

令其繼續工作 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5 日

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1 星期 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10 日

27 甲與乙結婚 10 年之後，才發現乙是有婦之夫；甲婚後仍有豐厚之工作收入，但因此事飽受親友議論訕笑。

下列有關甲可對乙主張之權利的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的婚姻無效

甲可對乙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

甲可對乙請求贍養費

甲婚後存下的錢若比乙少，可對乙請求婚後財產分配

28 依著作權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散布」之定義？

將著作原件提供公眾出租 將著作重製物提供公眾出借

將著作原件放置於網路上提供公眾下載 將著作重製物無償提供於公眾流通

29 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分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下班災害費率二種，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送請立法院查照。請問該等費率，每幾年調整一次？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30 甲於民國 92 年 9 月間涉犯連續竊盜罪嫌，民國 96 年 9 月始遭查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應構成竊盜罪連續犯

甲之竊盜罪應為數罪，非科刑上一罪

甲之行為應部分行為數罪併罰；部分行為視為連續犯

得任由法官裁量本案為一罪或數罪

31 George emailed me and I replied. We began to , both of us were cautious at first.

correspond commit comply compress

32 If I file a complaint against a doctor, will my identity be kept so that my name won’t be revealed?

unambiguous unconscious comprehensive confidential

33 Everyone is supposed to be equal but I’ve heard a great many men make unfavorable comments to embarrass

or women.

accommoda te subordinate intimidate eliminate

34 Pasteur attended a famous school in Paris and soon with his research.

lost sight of himself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caught up with himself took advantage of himself

35 The taxi driver was obviously by going through the red light, and caused an accident.

buckled up in the wind geared up in rush

36 Tim doesn’t know English, so he has to rely on his wife to everything for him while travelling in

America.

transfer transform translate transport

37 My father had to work outside all night, and the whipping bitter wind made his hands red and .

chapped spoiled tainted wrecked

38 A majority of unemployed families depend for their survival on the financial that was offe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rtage souvenir subsidy surcharge

39 Even though Jason is complaining about his current job, he is to quit until he finds a new one.

reluctant reverence reminisce reciprocal

40 Like human beings, stars have a full life cycle. Born out of interstellar clouds, stars go on to have calm

and lives as adults, and then die quietly.

steep stable strange st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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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More than 32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plastic are produced every year — and a disturbing amount ends up in the

ocean, with much of it 41 in places like 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
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 is a massive area measuring more than 1.6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Researchers from the Ocean Cleanup foundation conducted a survey of plastic in the area, using planes to 42 from
the sky and boats to trawl the water. They found that the amount of plastic there seemed to be increasing exponentially
and that there could be 16 times as much as previously thought.

There’s far too much plastic in the world’s oceans, and the problem continues to 43 . Every little bit of
plastic that gets tossed into the ocean or swept downstream out to sea either sinks or is picked up by currents. Much of
it is eventually carried into one of five massive ocean regions, where plastic can be so 44 that areas have
garnered names like 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

There may be more than 16 times as much plastic in the patch than previous studies have 45 ,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behind the study. An aerial view of 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 might at first appear to be open
water. But inside there is debri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 debris that traps or is eaten by marine animals, filling up
their bodies to the point of being fatal and tainting our food supply.
41 accumulating commuting astonishing communicating
42 preserve reserve observe conserve
43 put away build up go down take off
44 continued conducted consumed concentrated
45 affected adopted estimated eliminat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Researchers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decided to find out how intelligent various animals are. To rightly compare brain
power in species, it isn’t enough to weigh brain tissue. You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brain relative to the organism’s
size. But this may fall short of evaluating actual intelligence.
Neuroscientist Suzana Herculano-Houzel said, “I believe the absolute number of neurons an animal has determined the
richness of their internal mental state and their ability to predict what is about to happen in their environment based on
past experience.” She and her colleagues found that meat eaters have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neurons as plant eaters.
That means plant eaters need as much brain power to escape from predators as meat eaters need to catch them.
How do cats and dogs measure up? Previous findings had cats ahead at 300 million neurons to dogs roughly 160
million. In this latest study, however, dogs were on top, with 530 million neurons to cats 250 million. Just for
comparison, humans have around 16 billion such neurons. Even so, dogs were way above other meat eaters in the brain
power department.
Having a bigger brain has a downside, researchers have found. “Meat eating is largely considered a problem-solver in
terms of energy,” Herculano-Houzel said, “but in retrospect, it is clear that meat eating animals must impose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how much brain and body a species can afford.” This may be why you often see large predators like
lions and bears dozing.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hrase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word “species”?

Various food. Various eaters. Various animals. Various brain power.
47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The ratio of the brain size relative to the body size of an animal is a good measure of intelligence.
The number of neurons is an absolute measure of an animal’s intelligence, be it a plant eater or a meat eater.
The number of neurons reveals that plant eaters are generally smarter than meat eaters.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neurons relative to the size of an animal’s body can indicate how smart the animal is.

48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udy,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Dogs are much smarter than most meat eaters, including cats.

Cats have more neurons in their brain than other meat eaters, including dogs.
The number of a cat’s neurons can double that of a dog’s, and that makes cats better pets for humans.
Dogs are quite intelligent and they have as many neurons as humans do.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do plant eaters need to have strong brain power?
To find sufficient food to maintain their brain power.

To predict possible danger to prevent themselves from being eaten up.
To predict possible food sources to support their relatively larger body size.
To find safe places to rest to conserve their energy.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an be inferred from this passage?
Ca ts are more intelligent than dogs.

Large size meat eating animals tend to sleep a lot.
Plant eating animals tend to have a larger brain size.
Dogs and cats are suggested to live on a vegetarian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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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法院審理案件依法院組織法第 86 條規定，為何採公開原則？停止

公開審理之程序為何？是否得為上訴三審之理由？（25 分） 

二、試問法院審級之意義及其目的為何？「統一法律見解」與「統一解釋」

有何差異？（25 分） 

三、此次法院組織法修法（民國 108 年 1 月 4 日），於最高法院分設民事大

法庭、刑事大法庭，審理最高法院民事庭、刑事庭裁定敘明理由，移由

民事、刑事大法庭審理之案件（增訂條文第 51 條之 1、第 51 條之 2 及

第 51 條之 4）。試問最高法院民事、刑事各庭審理案件於發現何種情形

時，得移由大法庭裁判？（25 分） 

四、為維護司法獨立，除憲法第 80 條明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

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外，尚有何規範足以為法官職務之保障？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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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行政法之不成文法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習慣法僅於法律承認之範圍內，始得為行政法之法源 
最高行政法院之判例，得為行政法之法源 
一般法律原則，不得為行政法之法源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解釋文，不得為行政法之法源 

2 關於自治規則與委辦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自治規則之名稱限於規程，委辦規則之名稱限於辦法 
自治規則與委辦規則均得依法定職權訂定之 
自治規則與委辦規則均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自治規則與委辦規則均得訂定處罰規定 

3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處分之附款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為下列何種原則之具體展現？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4 下列何者具有公共用物性質？ 
公共設施保留地  台灣電力公司輸電設施 
自來水公司之淨水池  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私人土地 

5 關於依法行政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體表現在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法律保留原則，指行政行為一律須有法律依據，不得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 
積極的依法行政原則，指法律保留原則；消極的依法行政原則，指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指行政行為不得與法律相牴觸 

6 依現行健保法規，如特約醫院拒絕提供保險對象適當醫療服務且情節重大，主管機關得按其情節就違規
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予以停約 1 個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上述規定係羈束性規定，未授權為裁量決定 
上述規定授權主管機關為選擇裁量 
上述規定授權主管機關得決定裁量 
上述規定雖授予裁量權，但本案屬於裁量限縮至零的情形 

7 關於公權力行政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為公權力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為之 
公務員行使公權力，違法侵害人民權益時，被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因行使公權力所生之公法上爭議，原則上由行政法院審理 
行政機關公權力之貫徹，須經行政法院判決，取得執行名義後，始得強制執行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行政法律關係與行政救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役男體位之判定對役男無憲法上權利之重大影響，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受羈押被告僅能針對看守所之處遇提出申訴，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大學生受退學以外之處分，只要侵害基本權利，皆得提起行政訴訟 
軍人申請續服現役未受允准，屬於特別權力關係之範圍，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9 關於行政法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法人法係規範行政法人之共通事項，故行政機關於行政法人化時無須制定個別之組織法 
行政法人應設董（理）事會，但得視組織規模及任務特性，不設董（理）事會，改置首長 1 人 
行政法人之新進人員不具公務人員身分，由行政法人自訂規章進用、管理 
行政院以外之中央政府機關及直轄市、縣（市），得準用行政法人法之規定設立行政法人 

10 關於行政程序法上職務協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請求協助之事項超出被請求機關之權限範圍內，應拒絕之 
提供協助若將嚴重妨害被請求機關自身職務之執行時，應拒絕之 
被請求機關認為有正當理由不能協助時，應拒絕之 
提供請求機關執行職務所需之文書或其他資料，以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為限，其不負另行蒐集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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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科技部若將大學教師學術獎勵申請案審查業務委由教育部辦理，依行政程序法此種情形稱之為： 
委任 委託 委辦 代理 

12 甲為其外籍配偶申請來臺居留，經內政部移民署審查後，予以否准。甲提起訴願遭駁回後，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依實務見解，行政法院應以下列何項理由判決駁回之？ 
否准外籍配偶申請來臺居留，非行政處分 
否准外籍配偶申請來臺居留，甲無法律上利益受損 
外籍配偶無來臺居留請求權 
內政部移民署有許可外籍配偶來臺之裁量權限 

13 關於機關權限委任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委任係指行政機關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 
委任會造成機關權限移轉之效果 
受委任機關辦理委任事件而作成之行政處分，應以受委任機關之名義為之 
不服受委任機關辦理委任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應向委任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14 下列何者非屬公務員懲戒法所定之懲戒處分？ 
罰款 免除職務 停止職務 減少退休金 

15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因下列何種情形而廢止授益行政處分時，應給予相對人損失補償？ 
行政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法規准許廢止 
相對人未履行負擔  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變更 

16 已興建完成，但尚未驗收之某市立體育中心開放民眾使用，因運動設施設計不良致使用者受傷。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受傷之人民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 
受傷之人民得請求國家賠償 
受傷之人民得請求損失補償 
因尚未完成驗收，故受傷之人民不得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17 關於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規命令應有法律之明確授權；行政規則原則上無須法律授權 
法規命令須經發布始生效力；行政規則原則上僅須下達 
法規命令在訂定前應將草案公告，否則不生效力；行政規則則無須踐行此一程序 
法規命令直接對外發生效力；行政規則以對內生效為原則，但例外具有間接對外效力 

18 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後經過 2 年 6 個月，行政機關仍未予以裁罰。後因發生強烈地震，行政
機關中斷辦公 1 個月。行政機關對甲之裁處權於何時消滅？ 
自行政機關恢復上班之翌日起算 5 個月 自行政機關恢復上班之翌日起算 6 個月 
自行政機關恢復上班之翌日起算 2 年 6 個月 自行政機關恢復上班之翌日起算 3 年 

19 關於行政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作成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非僅指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尚指實質上代表國家行使行政權之組織體 
依法設立之團體，如經政府機關就特定事項依法授予公權力者，亦得作成行政處分 
公立學校對學生所為之退學行為係行政處分，私立學校所為退學處分係私法行為 
內部諮詢單位所為之行為雖可能有實質之拘束力，仍不得視為該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 

20 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於下列何種情形時，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
見之機會？ 
大量作成不同種類之處分 
情況急迫，如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符合公益者 
限制自由或權利之內容及程序，顯屬輕微，而無事先聽取相對人意見之必要者 
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主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 

21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給予當事人補正陳述意見機會，最遲應於下列何時為之？ 
行政處分送達後 30 日內 訴願書送達後 30 日內 
訴願程序終結前  訴訟程序終結前 

22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契約？ 
環保機關與私人車廠締結之汽車排放檢測委託契約 
公立大學聘任博士為助理教授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 
法院租用私人建物作為辦公廳舍 

23 某環保機關以甲之盆栽底盤積水滋生病媒蚊為由，對之為罰鍰裁處書，並交由郵政機關送達。該裁處書
送達於甲之住所時，適逢甲不在家，郵差得將該裁處書交付之人，不包括下列何者？ 
甲之同居女友 甲居住大樓之管理員 甲已成年之女兒 甲之隔壁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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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行政程序法第 121 條第 1 項規定：「第一百十七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
因時起二年內為之。」其中關於「知有撤銷原因時」之起算，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正確？ 
自行政處分作成時起算  自略加調查而不難得知時起算 
自確實知悉撤銷原因時起算 自民眾向行政機關檢舉時起算 

25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關於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其廢止之理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 原處分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 受益人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 

26 甲申請建造執照時，無法於所欲起造之建物中提供法定停車空間，主管機關遂與甲簽訂行政契約，約定
以繳納代金之方式免除其興建法定停車空間之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行政契約中得不約定甲所給付代金之特定用途 
約定之代金數額過高時，甲仍須給付，不可主張行政契約有瑕疵 
若約定代金給付之用途為興建公立幼兒園時，該行政契約無效 
主管機關僅得以行政處分免除甲興建法定停車空間之義務，故該行政契約違法 

27 關於行政契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法上法律關係依其性質不得締約者，不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 
具代替行政處分性質之行政契約，若具有行政處分無效之事由，則屬無效 
行政契約之效力須為整體之判斷，故只要一部無效，一律全部無效 
行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契約內容或終止契約 

28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事實行為？ 
主管機關呼籲大眾勿購買某類產品 主管機關發布民眾就業資訊 
主管機關輔導農民休耕轉作 主管機關公告河川區域 

29 軍隊靶場之試砲，其性質屬於下列何者？ 
行政處分 行政執行 行政事實行為 行政處罰 

30 依行政罰法規定，關於行政罰上之追繳，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他人利益而實施行為，致使他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因其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

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他人因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

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追繳應以行政處分為之 
追繳以行政罰法外之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始得為之 

31 依行政罰法規定，關於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應如何處罰之？ 
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 
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即不得重複裁處 
由受理在先之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如何裁處 
分別處罰之 

32 在行政執行程序中，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不服執行機關所為之執行方法，應如何尋求救濟？ 
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提起申訴 
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 

33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公示送達之事由？ 
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僱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者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 
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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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為之而無效者 

34 對於政府決策之相關資訊，應予以必要之公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係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 
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係為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瞭解 
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係為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係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35 甲取得建造執照，鄰人乙認為該建築物完工後將侵害其日照權，乃對該建造執照循序提起撤銷訴訟。依
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法院應以下列何者為理由，裁定甲參加訴訟？ 
訴訟標的對於第三人及當事人一造必須合一確定者 
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 
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有輔助一造之必要者 
就兩造之確定判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於行政程序中已為參加者 

36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程序法所稱之當事人？ 
行政處分之申請人 對行政機關陳情之人 鑑定人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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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關訴願決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原行政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訴願為無理由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

之決定或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受理訴願機關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 
原行政處分經訴願決定撤銷，並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時，原處分機關不得為更不利於處分相對人

之處分 
38 下列何者不得為稅務案件之訴願代理人？ 

律師 專利代理人 會計師 訴願人之配偶 
39 下列何者不具備提起訴願之資格？ 

受行政處分之地方自治團體 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行政處分之利害關係人  與行政處分無利害相關之公益團體 

40 甲對於稅捐稽徵機關作成新臺幣（下同）2 萬元課稅處分不服提起訴願，經受理訴願機關調查審理後，認
原課稅處分有誤，依法應核課 3 萬元稅額，受理訴願機關應如何處置？ 
以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發回原處分機關並諭知其作成 3 萬元稅額之課稅處分 
以訴願無理由為由駁回之 
以訴願不合法為由，作成不受理決定 
以訴願決定將原處分內容，逕自變更為 3 萬元稅額之課稅處分 

41 下列何者非屬訴願之先行程序？ 
大學法規定之學生申訴  關稅法規定之復查 
土地徵收條例規定之復議 行政執行法規定之聲明異議 

42 下列何者係行政機關依職權所訂定？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及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收費標準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解釋個人出售因配偶贈與而取得之房屋、土地，其財產交易損益計算規定 

43 依行政訴訟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法院作成「情況判決」之要件？ 
限於撤銷訴訟，發現原處分或決定違法 
原處分或決定之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損害 
被告抗辯於原處分或決定作成前，已充分權衡公益及原告之利益 
經斟酌原告所受損害、賠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事，認原處分或決定之撤銷或變更顯與公益

相違背 
44 甲提起撤銷訴訟後，於訴訟中，與原處分機關達成行政訴訟上之和解，該和解不具有下列何種效力？ 

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亦有效力 對於當事人之債權人亦有效力 
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 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和解意旨為之 

45 對於拆除違建之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於訴訟繫屬中，主管機關已強制拆除完畢，行政法院應如何裁判？ 
該拆除處分因已執行完畢而失其效力，應逕予駁回 
該已繫屬之撤銷訴訟不受影響，應為實體判決 
應依職權闡明當事人真意，協助將該撤銷訴訟轉換為確認處分違法訴訟 
應依職權闡明當事人真意，協助將該撤銷訴訟轉換為一般給付訴訟 

46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之職員甲，因執行公所業務行使公權力不法侵害人民乙之權利，乙依國家賠償法提起
損害賠償之訴，應以下列何者為被告？ 
職員甲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與職員甲為共同被告 雲林縣政府 

47 關於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時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1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2 年者亦同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年者亦同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1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年者亦同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10 年者亦同 

48 下列何者非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1 項所稱之公務員？ 
受行政機關委託執行鑑定之土木技師 指揮拖吊違停車輛之警察 
負責審判工作之法官  辦理稅捐稽徵業務之稅務員 

49 下列何種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人民得請求國家賠償？ 
人行道上之路面有坑洞  臺北客運公司之公共汽車因機械故障而翻覆 
台灣電力公司之變電所爆炸 公共設施保留地上之私人臨時建物倒塌 

50 關於國家徵收人民之土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有法律依據  係以公權力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財產權 
無須對人民為補償  對人民造成財產上之特別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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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住於臺北市之甲，在新北市竊取他人之機車，案經臺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於 108 年 1 月 4 日向臺北地方法院提起公訴；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於 108 年 1 月 7 日向新北地方法院提起公訴，若臺北地方法院及新北

地方法院對該竊盜案件均已判決確定，然新北地方法院雖然判決確定在

先，但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時，新北地方法院判決尚未確定。請詳附理由

說明應對何法院之確定判決進行如何之救濟？（25 分） 

二、甲涉犯強盜罪嫌，經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起公訴，審判中甲未選任辯護

人，經審判長依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規定，指定乙律師為甲進行辯護，

並裁定一定期間讓乙準備辯護事宜；然辯護人乙於審判長另擇期開庭

時，僅提出辯護書狀，並於辯護書狀記載：「對證據能力不爭執、無證

據請求調查及請求依法裁判即可。」云云。法院遂對甲諭知有罪判決。

請詳附理由說明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是否合法？（25 分） 

三、甲涉犯強盜殺人罪嫌，經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起公訴，案經法院依法審

判後，諭知無期徒刑，原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5 項、第 6 項

規定，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惟甲認為自己罪有應

得。請詳附理由申論甲是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354 條規定，於上級審判

決前撤回上訴？（25 分） 

四、甲涉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經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起公訴，甲商請

友人乙頂替甲到庭應訊並自承犯罪，願意承擔刑事責任，法院審理後對

乙諭知有罪（判決書上記載甲犯罪），乙收到判決書後以甲名義提起上訴，

上訴審於審理時發現此事。請詳附理由申論上訴審應如何審理？（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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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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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警、執達員、監所管理員 
科 目：刑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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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 
頁次：4－1 
 

1 下列有關罪刑法定主義之敘述，何者正確？ 
絕對禁止法律溯及既往  習慣法得作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禁止不利於行為人之類推適用 構成要件不容許法院解釋適用 

2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依現行實務執行監護處分之方式判斷，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監護處分與在監所受刑無異，應屬刑罰之一種 
在醫療院所監護，屬於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定期門診治療，屬於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監護處分重在治療，故只要有治療必要，法院即可裁定施加監護，不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3 依刑法第 2 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

法律 
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依實務見解，行為人持有之第四級毒品，嗣經行政院公告修正「毒品之分級及品項」改列為第三級毒

品，屬於刑法第 2 條第 1 項之法律變更 
4 甲欲殺仇家乙與丙，但手槍內僅有一發子彈，朝向乙、丙二人開槍，對甲而言，射中乙或丙均無所謂，

結果射死乙。下列有關甲所為之敘述，何者正確？ 
打擊錯誤 客體錯誤 擇一故意 因果歷程錯誤 

5 下列何者屬於行為人對於法律理解或認知上之錯誤？ 
構成要件錯誤  對於阻卻違法事由之前提事實認知錯誤 
禁止錯誤  誤以為自己未滿 18 歲，實則已滿 18 歲 

6 甲某日行經公園，見一名中年男子乙在追逐女子丙，心想英雄救美，於是上前將乙打倒在地，致乙受有
輕傷，事後方知兩人是在比賽跑步，甲毆打乙之行為如何評價？ 
甲是正當防衛 甲是緊急避難 甲是偶然防衛 甲是誤想防衛 

7 下列關於我國刑法未遂犯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者，不罰 
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者，不罰 
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未遂犯之處罰，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 

8 甲要射殺仇家乙，開第一槍未射中，發現對方竟是丙而非乙，遂收槍離開。甲之行為屬於下列何種態樣？ 
中止未遂 障礙未遂 不能未遂 既遂犯 

9 下列何者並非共同正犯之要件？ 
犯意之聯絡 行為之分擔 唆使他人萌生犯意 共同謀議之行為 

10 下列關於共犯之敘述，何者正確？ 
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者，不罰 
教唆他人使其犯罪者，無論該被教唆者有無犯罪，均應處罰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為幫助犯，應減輕其刑 

11 下列何者為間接正犯？ 
甲使原無犯罪故意之成年人形成竊盜故意，竊取他人財物 
甲唆使 3 歲之兒童竊取他人財物 
甲協助 16 歲之少年竊取他人財物 
甲與具犯罪故意之成年人一同竊取他人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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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甲將丙拘禁在住處地下室後，乙才受甲請託，與甲輪流看守丙，限制丙的人身自由。依照實務見解，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成立私行拘禁罪之教唆犯 乙成立私行拘禁罪之幫助犯 
乙成立私行拘禁罪之共同正犯 乙成立私行拘禁罪之正犯後之正犯 

13 關於自首之實務運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犯人就其犯罪行為向警局自首，即便對於犯罪之原因有所隱瞞，仍符合自首之要件 
犯罪事實與行為人雖早經該管公務員發覺，但行為人確有到案坦承其犯罪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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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謂自首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依法應減輕其刑 

14 對於緩刑之宣告及其相關概念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宣告死刑者，若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時，得同時宣告緩刑 
前因故意犯罪受拘役之宣告，尚未執行者，得宣告緩刑 
命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為民事保護令之範疇，於宣告緩刑時，依法不得附加此種法未明文之條件 
緩刑得命被害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 

15 下列關於故意與過失的說明，何者錯誤？ 
行為必須出於故意或過失，才可以處罰 
過失犯只有法律特別規定處罰過失犯時，才予處罰 
甲在高速公路上採取危險方式超車，果然肇事造成他車人員死亡，甲主觀上具有殺人之直接故意 
甲疏於注意，將發霉之食物置於冰箱，室友乙誤食而嚴重腹瀉，甲為無認識過失 

16 對於過失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過失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過失犯之處罰，較故意犯為輕 
刑法過失犯之處罰，包括既遂及未遂之情形 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 

17 關於阻卻違法事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瘖啞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業務上之正當行為，不罰 
依法令之行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1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誤想防衛之行為得阻卻違法 
因果歷程偏離是違法性錯誤的一種形態 
基於罪刑法定原則，實務上並不承認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之存在 
於公務上或業務上有特別義務之人，關於避免自己危難之情形，不得主張緊急避難 

19 甲、乙爭吵，甲掏出小刀刺向乙，丙在旁見狀，迅速將甲撲倒在地，造成甲受傷，丙可主張下列何項權
利？ 
正當防衛 依法令行為 業務上正當行為 得被害人之承諾 

20 下列關於刑法責任能力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為人行為時未滿 14 歲，無責任能力，行為不罰 
行為人行為時係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其行為得減輕其刑 
滿 80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瘖啞人之行為，應減輕其刑 

21 下列何者非法條競合之類型？ 
吸收關係 補充關係 想像競合關係 特別關係 

22 關於刑法上易刑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易科罰金得以新臺幣 1,000 元以上、5,000 元以下折算 1 日 
易服勞役不滿 1 日之零數以半日計算 
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者，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行論 
受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而犯罪動機在公益或道義上顯可宥恕者，得易以訓誡 

23 依刑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下列情形何者得併合處罰？ 
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得易科罰金之罪與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24 關於數罪定應執行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甲犯 A、B 二罪，A 罪為拘役 20 日，B 罪為 30 日，得定其應執行刑為拘役 28 日 
甲犯 A、B 二罪，A 罪為有期徒刑 3 月，B 罪為有期徒刑 4 月，得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 5 月 
甲犯 A、B 二罪，A 罪為拘役 50 日，B 罪為 40 日，得定其應執行刑為拘役 80 日 
甲犯 A、B 二罪，A 罪為有期徒刑 9 月，B 罪為有期徒刑 1 年，得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 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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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入監執行之受刑人於符合下列何一條件，而有悛悔實據者，可以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假釋出獄？ 
執行無期徒刑逾 25 年  執行有期徒刑逾三分之一 
執行有期徒刑，累犯，逾二分之一 執行拘役逾 30 日 

26 地方政府委託民間拖吊業者執行拖吊違規停車之業務，拖吊業者性質上為何？ 
屬於身分公務員  屬於授權公務員 
屬於受（委）託公務員  不屬於刑法上公務員 

27 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而行賄者，應成立何罪？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違背職務行賄罪 圖利罪 無罪 

28 公務員甲將非屬國防事項之密件公文帶回家繼續辦理，返家途中不慎遺失，經被不詳民眾拾得，交付周
刊使用，甲有無犯罪？ 
構成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 
沒有犯罪，因為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不處罰過失犯 
沒有犯罪，因為交付周刊使用者不是甲 
雖該當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之構成要件，但無期待可能性，故不犯罪 

29 某甲因駕駛贓車時之行跡可疑，為警察駕駛巡邏車前後包夾，欲依法實施盤查，某甲思及車上置有槍枝，
恐遭發現，為脫逃而駕駛該贓車撞擊巡邏車，致使巡邏車損壞。則某甲應如何論處？ 
不構成犯罪 
僅成立刑法第 135 條第 1 項之妨害公務罪 
僅成立刑法第 138 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物品罪 
成立刑法第 135 條第 1 項之妨害公務罪及同法第 138 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物品罪 

30 甲因不滿市政府將部分魚塭劃入環保公園，率眾抗議，並於市政府召開之協調會上，當眾辱罵機關代表
乙課長「XXX（三字經）」後離去。甲犯何罪？ 
不成立犯罪 妨害公務執行罪 侮辱公務員罪 誹謗罪 

31 非警員之甲為取得乙違反著作權之事證，身著警員服飾，前往乙所開設之商店欲對乙展開調查，但一至
現場即被人識破。甲之行為成立何罪？ 
刑法第 158 條之僭行公務員職權罪 刑法第 159 條之冒充公務員官銜罪 
刑法第 304 條第 1 項之強制罪 刑法第 125 條第 1 項之濫權追訴罪 

32 對於刑法第 29 條之教唆犯與刑法第 153 條之煽惑他人犯罪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教唆犯為總則之參與犯；煽惑他人犯罪為分則之正犯 
教唆犯得公然或非公然為之；煽惑他人犯罪限於公然為之 
教唆犯需教唆他人為特定之犯罪；煽惑他人犯罪之內容則無此限制 
教唆犯與煽惑他人犯罪均有犯罪從屬性之適用 

33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然聚眾，意圖為強暴脅迫，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 3 次以上，而不解散者，僅處罰首謀，其他在

場之人均不予處罰 
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應予以處罰 
阻止或擾亂合法之集會，以強暴行為者，始予以處罰 
僅以文字煽惑他人抗拒合法之命令，不予處罰 

34 甲將自製爆裂物放置在百貨公司廁所，並製作恐嚇信函寄給各大媒體，要求政府加強維護兒童安全措施，
否則將引爆炸彈。甲之行為係觸犯何罪？ 
無罪 恐嚇危害安全罪 恐嚇取財罪 恐嚇公眾罪 

35 甲之下列行為，何者構成脫逃罪？ 
被告甲遭非法拘禁，毀壞拘禁處所之柵欄脫逃 
法院准被告甲具保停止羈押，甲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受審而逃亡，經法院發布通緝 
法警持法院拘票實施拘提被告甲，甲見法警出示拘票，立即轉身逃逸 
警察發現甲持有海洛因毒品，以現行犯逮捕甲，甲被押解回派出所後，乘機爬窗逃逸 

36 民眾 A 持某保證書向檢察官告發 B 詐欺，擔任偵查庭記錄之書記官甲見 B 為自己好友，為免 B 涉訟累，
即隱匿該保證書，且未將案情登載於偵訊筆錄中，甲的行為如何評價？ 
構成刑法第 165 條之湮滅刑事證據罪 構成刑法第 211 條之偽造公文書罪 
構成刑法第 215 條之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 不構成犯罪 

37 大哥甲犯罪，請小弟乙出面扛罪，乙乃出面向警方自首其犯罪，並在筆錄上簽乙之姓名，乙該當何罪？ 
刑法第 164 條第 2 項之頂替罪 
刑法第 164 條第 2 項之頂替罪及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刑法第 164 條第 1 項之使犯人隱避罪 
刑法第 164 條第 1 項之使犯人隱避罪及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38 甲不願意其簽發之支票被乙兌現，乃填載「遺失票據申請書」、「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辦理該支票
因遺失之掛失止付手續，並報請轄區員警協助偵查不特定人侵占遺失物之罪嫌，甲之行為如何評價？ 
構成刑法偽造文書罪  構成刑法第 169 條之誣告罪 
不構成犯罪  構成刑法第 171 條第 1 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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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偽證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告在共犯的案件中以證人身分就共犯的犯罪事實作證，構成偽證罪 
偽證罪之成立，以虛偽陳述之證人已於供前或供後具結為其成立要件 
證人害怕自己的陳述不實，就可以不到庭作證 
證人擔心作證時據實陳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可能被揭露，就可以不到庭作證 

40 關於文書之敘述，何者錯誤？ 
文書之影本，實係原本內容之重複顯現，得為偽造文書罪之客體 
製作文書之名義人不以表明於文書為必要，只要能自文書之內容文義及附隨情況，可認係冒用他人名

義而製作者，仍應成立偽造文書罪 
竄改支票影本之金額，構成偽造有價證券罪 
偽造支票之背書，僅成立偽造文書罪 

41 下列關於普通傷害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普通傷害罪為結果犯 
普通傷害罪亦處罰未遂犯 
普通傷害罪是告訴乃論 
得被害人承諾，得以阻卻普通傷害行為之違法性 

42 甲與乙素有恩怨，某日甲酒後在某飲食店揚言將會請道士製作小草人並對乙施法使乙生重病，不料此番
放話經他人輾轉傳到乙耳中，乙驚恐不已，心生害怕，果然生病，乃報警處理，甲構成何罪？ 
刑法第 305 條恐嚇危害安全罪 
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之傷害罪 
不構成犯罪 
刑法第 305 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之傷害罪，依想像競合犯處斷 

43 關於刑法第 294 條第 1 項之違背義務遺棄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解釋上為積極之作為 
該項後段所謂「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係不純正不作為犯 
無自救力之人若曾經正當理由對行為人未盡扶養義務持續逾 2 年以上情節重大，行為人之遺棄行為可

以減輕刑責 
對於直系血親卑親屬犯第 294 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44 甲在路上遇見乙在逛街購物，因乙欠甲新臺幣 20 萬元債款卻不願還錢，甲便自己強行將乙皮包內 1 萬元
取走抵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構成強盜罪 甲構成強制罪 甲構成搶奪罪 甲構成恐嚇取財罪 

45 下列何者非刑法妨害秘密罪章所保護之客體？ 
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及圖畫 
他人之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及身體隱私部位 
律師因執行業務而知悉之他人秘密 
新聞記者之消息來源 

46 甲侵入乙宅行竊，竊得之財物分屬乙、乙妻、乙子所有，依實務見解，甲應如何論罪？ 
甲僅成立一個加重竊盜罪 
甲成立三個加重竊盜罪，三罪依想像競合犯處斷 
甲成立三個加重竊盜罪，三罪依數罪併罰處斷 
甲成立三個加重竊盜罪，三罪依法條競合處斷 

47 扒手甲在人來人往的菜市場裡徒手竊取乙口袋內之現金 4,000 元後，欲離去之際，被人追呼竊賊，乃於
50 公尺外被逮捕，並起出該 4,000 元，某甲該當何罪？ 
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加重竊盜罪 刑法第 321 條第 2 項加重竊盜未遂罪 
刑法第 320 條第 3 項之普通竊盜未遂罪 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之普通竊盜罪 

48 關於竊盜罪的主觀犯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竊取他人動產之認識，但欠缺不法所有意圖，可以阻卻違法 
使用竊盜罪是指行為人沒有認識到竊取他人動產這些客觀事實 
竊盜罪的故意必須認識到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客觀事實 
竊盜罪的故意必須認識到所竊取者為他人動產 

49 甲、乙為男女朋友，甲無意間發現乙的筆記型電腦內儲存乙與前男友丙之間的電子郵件多則，因心生妒
意，乃擅自將電子郵件的檔案全數刪除。甲的行為構成下列何種犯罪？ 
刑法第 210 條的偽造文書罪 刑法第 354 條的毀損器物罪 
刑法第 359 條的刪除電磁紀錄罪 刑法第 315 條的妨害書信秘密罪 

50 下列何者並非刑法第 339 條之 4 加重詐欺罪處罰之類型？ 
甲冒用檢察官之名義騙錢 
乙、丙、丁共同對戊騙錢 
己在其對外公開之臉書上刊登不實內容騙錢 
庚未經辛之同意，持辛之金融卡至自動提款機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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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與公文部分：甲、申論題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座號。 

一、作文：（60 分）

網路上曾流傳一部短片，有隻夜鶯撿拾人類扔棄的麵包，牠本來大

可一口吞食，但夜鶯選擇以此為餌捕魚。看著魚群過來爭食，牠靜

靜的等待。魚兒太大太小牠都不要，耐心的等待最肥美的一尾。人

的一生，是否也要學習夜鶯的等待？但是，俗話又說：「捷足先登」，

似乎意味著等待也可能坐失良機。然則究竟等待為宜？抑或不等待

為宜？抑或因時因事而採不同的作為？請以「等待」為題，作文一

篇，依據自己的經驗與體會加以論述。

二、公文：（20 分）

據屏東縣警察局統計，截至今年 7 月中旬，小琉球已有 5 起遊客

因觸摸海龜而函送法辦之情事。綠蠵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之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3 條第 4 項定義「騷

擾：係指以藥品、器物或其他方法，干擾野生動物之行為。」若有

上述違反公告管制之行為者，依罰則第 50 條規定，處新臺幣 5 萬

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有「綠蠵龜樂園」之稱的屏東縣小琉球，位於臺灣西南方海域，擁

有瑰麗的珊瑚礁群、生態系豐富的潮間帶，及數量眾多的海龜，每

年吸引大批遊客，為當地觀光帶來極為可觀的收益。

試擬海洋委員會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行銷地方觀光之際，

請加強對所屬海洋風景區宣導工作，落實海洋環境教育推廣，以保護

海洋生態與海洋生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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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12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清朝康熙帝晚年，發生江南鄉試科場舞弊案：副主考官趙晉受賄十萬兩銀子，主考

官左必藩知情不報。舉子群情激憤，將考場匾額上的「貢院」二字，塗改成「賣完」。

市井更流傳一副對聯：「左丘明雙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左傳》的作者左丘

明是個瞽者，上聯就是諷刺「左」必藩對副考官受賄□□□□；下聯則是諷刺「趙」

晉□□□□。

依據文意，□□□□最適合填入的詞分別是：

視若無睹／神通廣大 魚目混珠／斗膽包天

短視近利／鋌而走險 視而不見／膽大妄為

2 同事結婚，下列選項何者是合適的對聯？

盟書早訂三生石，綵筆新開五色花

麻姑酒滿杯中綠，王母桃分天上紅

江山秀色歸新宇，奎璧清輝映畫堂

室有芝蘭春自永，人如松柏歲長新

3 甲、不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昇平

乙、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丙、未必素娥無悵恨，玉蟾清冷桂花孤

以上詩詞所寫節日，對應的飲食風俗依序是：

湯圓／粽子／月餅 粽子／湯圓／月餅

湯圓／月餅／粽子 粽子／月餅／湯圓

4 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思以謂知病於未病之前者，

此上智之所能也。知病於欲病之初者，此中智之所及也。若夫已病而求醫，則常情

同然，不必論其智不智也。（孫思邈《千金寶要》）

下列敘述，合乎本文旨意的是：

對症下藥為下智 勇於抗病乃上智

同情病患是中醫 未雨綢繆屬上醫

5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管子．牧民》）

下列選項，與上文旨意最接近的是：

先求經濟繁榮，再談道德禮法 先求擴大疆土，再求造福百姓

衣食自給自足，經濟自然繁榮 經濟繁榮、道德禮法難以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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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居家之道，可少有餘財，多財則終為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

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

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饑寒之急，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

所以自立矣。（《曾文正公家書》）

下列選項，最合乎本文意旨的是：

淡泊名利，運動強身 為人廉潔，自立自強

勞動筋骨，勤儉持家 儉以養廉，直而能忍

7 有客至，主人具蔬食，客不悅。主人謝曰：「家貧市遠，不能得肉耳。」客曰：「請

殺我所乘之騾而食之。」主人曰：「君何以歸？」客指階前之雞曰：「我借君之雞乘

之而歸。」（俞樾《俞樓雜纂》）

根據上文，「我借君之雞乘之而歸」一語的含意，下列何者詮釋最為適切？

客人討好主人，阿諛奉承 客人有所請求，強人所難

客人諷刺主人吝嗇而且虛偽 客人謙恭有禮，不斤斤計較

8 「大仲馬和一位年輕的政客發生齟齬，兩人爭吵不斷，最後吵得實在太兇了，竟相約

決鬥來解決問題。這兩個槍法神準的人，連決鬥的方式也各執己見，最後中間人實

在覺得煩了，決定要兩人抽籤，輸的人要向自己開槍。抽籤的結果是大仲馬輸了。

只見他手裡拿著槍，嚴肅地走進另一間房關上房門。片刻之後，槍聲真的響起，原

本期待和不期待的人全衝向房門。一開門，只見大仲馬手裡拿著槍，槍口還冒著煙，

表情失望地說：『各位，最遺憾的事情發生了，我沒有打中目標。』」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意？

事事如棋局局新 輸贏乃兵家常事

不是冤家不聚頭 用幽默面對失敗

9 「我覺得月亮美，無論掛在什麼地方都美。我享受月亮的美，其實也就是享受二十四

萬英里的『距離』的美。我們也應該用這個距離來看人生。我應該解釋什麼叫『二

十四萬英里的距離』。那個『距離』，就是只看得見柔和的光輝，只看得見脂肪光澤，

全然看不見『坑坑窪窪』的『距離』。懂得選取這樣的距離，那麼，你就能看出來月

亮雖然也有醜陋的『坑坑窪窪』的一面，但是它也有晶瑩皎潔的一面；坑坑窪窪是

真的，晶瑩皎潔也是真的。我們沒有理由拿那個真來『否定』這個真。」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不符合文意？

距離的遠近產生不同美感 缺陷的人生也可以很美麗

美麗的底下是無比的醜陋 真實的世界會有很多面向

10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

喃討人家的歡喜！天寒風緊，無枝可棲。我整日裡飛去飛回，整日裡又寒又饑。我

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小米！」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其意旨的是：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冰炭不言，冷暖自明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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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法第 12 章所規定之保安處分，下列何者不屬於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感化教育處分 強制工作處分

保護管束 施用毒品成癮者之禁戒處分

2 關於假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假釋之核准機關為司法院

假釋須有悛悔實據

受宣告死刑者不得假釋

在假釋中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決確定後 6 個月以內撤銷其假釋

3 下列何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予沒收？

違禁物 供犯罪所用之物 犯罪預備之物 犯罪所生之物

4 下列何種犯罪為繼續犯？

竊盜罪 普通傷害罪 偽造文書罪 私行拘禁罪

5 幫派份子甲路上遇到仇家乙，便掏槍射擊乙未中，乙為保命開槍反擊，卻誤中路人丙，丙死亡。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乙對甲射擊，屬正當防衛，故不成立殺人未遂罪

乙對甲射擊，屬禁止錯誤，減輕其刑

乙對甲射擊，屬禁止錯誤，不成立犯罪

乙誤射丙，係屬客體錯誤

6 甲、乙上山一同獵捕山豬，甲昏暗中，一時不慎將跪在地上綁鞋帶的乙誤認為山豬而射擊之，乙中彈死亡。

甲成立何罪？

過失致死罪 傷害致死罪 毀損未遂罪 故意殺人既遂罪

7 關於中止未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共同正犯中之一人因己意消極放棄犯行，應論以中止犯

行為人須出於己意，完全且終局地放棄犯罪意思

結果不發生非防止行為所致，但行為人已盡力而為，仍能視為中止犯

中止犯之法律效果為減免其刑

8 下列犯罪何者有處罰未遂犯？

刑法第 277 條之普通傷害罪 刑法第 354 條之普通毀損罪

刑法第 210 條之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刑法第 173 條之放火罪

9 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是己（親）手犯？

刑法第 271 條殺人罪 刑法第 237 條重婚罪

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 刑法第 221 條的強制性交罪

10 有關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結夥 3 人以上而犯竊盜罪之「結夥犯」，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不屬之？

在場共同實行竊盜行為之甲 在場實行竊盜行為 16 歲之乙

僅參與謀議而未於現場實行竊盜之丙 在竊盜場所把風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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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甲殺死乙後，後悔不已，二天後自行至警察局投案，並坦承自己殺死乙的犯罪事實。沒想到警方在甲前來

警局之前，早已掌握證據，懷疑甲為犯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已自首，依法律規定必須減輕其刑

甲是自白，因為甲已經符合自首要件

甲不構成自首，因警方已經掌握甲涉案之證據

甲是自首，依法律規定得減輕其刑

12 關於緩刑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

緩刑之效力不及於保安處分

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行為人完成戒癮治療

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行為人在街頭向公眾下跪道歉

13 甲駕車一時恍神撞上路人乙，下車察看時發現死亡之乙正是其仇敵。有關甲之刑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有殺害乙之直接故意 甲有殺害乙之間接故意

甲有殺害乙之未必故意 甲無殺人故意

14 甲為營救被黑熊撲倒在地的乙，開槍瞄準黑熊射擊，卻命中乙，乙身亡。依實務見解，甲有可能成立何罪？

強制罪 不能安全駕駛罪 過失致死罪 強盜致死罪

15 甲遭乙持棒毆傷倒地，乙見甲已受傷，放話他的仇已經報完了，未來兩不相欠，乙隨即轉身離去，未料甲

竟從後偷襲正要離開現場的乙，導致乙背部受輕傷，甲之刑責為何？

甲成立故意傷害罪 甲屬正當防衛，不成立犯罪

甲成立過失傷害罪 甲欠缺期待可能性，不成立犯罪

16 下列何種情形，其行為不具備阻卻違法事由而仍應處罰？

警察逮捕現行犯

醫護人員得病患之同意，為其進行手術

見鄰居從自己家中竊取財物後離開，第二天前往毆打該鄰居

消防人員為救火而破壞著火房屋之大門

17 甲為殺乙，又恐見血害怕，故飲酒壯膽，自陷酩酊狀態後（事後確認已經陷於無責任能力狀態），持刀砍殺

乙的頸部，乙經及時救治後免於一死。甲構成何罪？

甲無罪 甲構成殺人未遂罪 甲構成過失致傷罪 甲構成過失致死罪

18 有關刑事責任能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未滿 14 歲之人之犯罪行為，應減輕其刑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之犯罪行為，得減輕其刑

滿 80 歲之人之犯罪行為，不罰 瘖啞人之犯罪行為，應減輕其刑

19 下列何者並非刑法第 5 章之 2 關於易刑處分類型？

易科罰金 易以訓誡 易服社會勞動 易以追徵、追繳

20 關於褫奪公權之規定，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褫奪公權為從刑

褫奪公權是褫奪為公務員與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已經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不用再宣告褫奪公權

褫奪公權之宣告，自裁判確定時發生效力

21 關於假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過失犯不得假釋 死刑犯於符合一定要件時，亦得假釋

假釋期滿，刑之宣告失其效力 無期徒刑之受刑人，亦得假釋

22 甲於高速公路以符合該路段之速限駕駛，突有乙自路中分隔島竄出，甲剎車不及而撞上乙，致乙當場死亡。

甲不成立過失致死罪之理由為何？

正當防衛 無責任能力 未違反注意義務 緊急避難

23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所稱之公務員？

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 法務部之外包清潔人員

立法委員 總統

24 某市警察局警察甲得知 A 於其轄區外之其他縣市經營職業賭場，甲便向 A 表示，應該意思意思一下，以

後有臨檢時會馬上告知 A，於是 A 交付甲新臺幣 10 萬元。依實務見解，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第 121 條不違背職務受賄罪 第 122 條違背職務受賄罪

第 339 條詐欺取財罪 第 346 條恐嚇取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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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甲意圖供行使之用，購買高階彩色影印機與貨幣專用紙張，於影印幾可亂真面額為美元 20 元之鈔票 100

張後，分批次持往銀行兌換新臺幣。依實務見解，甲成立何罪？

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偽造貨幣罪 刑法第 201 條第 1 項偽造有價證券罪

刑法第 212 條偽造特種文書罪 刑法第 201 條之 1 偽造支付工具罪

26 甲深夜駕車不慎撞傷機車騎士後逃逸，並隨即委託知情之修車廠老闆乙將車輛鈑金烤漆，使之煥然一新。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 甲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之教唆犯

甲成立肇事逃逸罪 乙成立肇事逃逸罪之幫助犯

27 市議員甲於市議會之議長選舉時，公然亮票，依實務見解，甲之刑責為何？

甲不成立犯罪

甲成立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甲成立刑法第 109 條洩漏國防秘密罪

甲成立刑法第 317 條洩漏工商秘密罪

28 下列犯罪，何者有處罰過失犯之規定？

刑法第 169 條誣告罪 刑法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刑法第 185 條之 4 肇事逃逸罪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29 依刑法第 149 條之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多少人以上，始得成立該罪？

 1 人  2 人  3 人 無人數限制之規定

30 甲被執行夜間臨檢的警察乙攔下受檢查時，因恐自己先前喝酒被臨檢的警員發現，遂將乙打傷再開車離開

現場。甲成立何罪？

妨害秩序罪 肇事逃逸罪 妨害公務罪 誹謗罪

31 依刑法第 149 條聚眾不解散罪之規定，行為人須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幾次而不解散，始得成立？

 1 次  2 次  3 次 法無明文限制

32 某甲聲稱已在香客眾多的廟宇廣場下安裝定時炸彈，引起公眾恐慌，經警方查證後，廣場下並無炸彈。關

於某甲之行為，應成立下列何種罪名？

刑法第 283 條聚眾鬥毆罪 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殺人未遂罪

刑法第 151 條恐嚇危害公安罪 刑法第 185 條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

33 下列何者不成立刑法第 161 條之脫逃罪？

受刑人逃出外役監

受羈押之收容人逃出看守所

受管收處分之債務人逃出管收所

受檢察官傳喚之證人，在訊問中假借上洗手間不告而別

34 監獄管理員甲戒護受刑人乙就醫，一時疏於注意，導致乙逃脫其控制範圍。甲之刑事責任為何？

幫助脫逃罪 故意縱放人犯罪 湮滅證據罪 過失致人犯脫逃罪

35 甲懷疑其妻乙有外遇，在乙的自用轎車上安裝 GPS 定位以追蹤乙的行蹤，長達半年之久。乙察覺後，憤而

提告。依現今司法實務見解，甲成立何罪？

侵入住居罪 妨害婚姻罪

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 私行拘禁罪

36 有關刑法第 315 條之 1 所規定之竊視竊聽竊錄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條文所稱之工具或設備，例如：樓梯

條文所稱之非公開活動，例如：在浴室洗澡

條文所稱之身體隱私部位，例如：女性裙底

條文所稱之非公開談話，例如：情侶在旅館房間內的談情說愛

37 甲將年終獎金賭博輸光光，因害怕家人責備，於是至派出所謊報失竊。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無罪 第 168 條偽證罪 第 169 條誣告罪 第 171 條未指明犯人誣告罪

38 有關偽證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證人於警察詢問案件事實時為不實陳述，成立偽證罪

偽證罪之成立，不以偽證行為是否影響法院判決結果為要件

偽證罪之成立，不以具結為要件

被告在法庭上否認犯罪且不實陳述，成立偽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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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甲於高速公路上以 200 公里時速與他車競速飆車，若致生往來危險。甲之刑責為何？

不成立犯罪 成立刑法第 185 條的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

成立刑法第 189 條之 2 的阻塞逃生通道罪 成立刑法第 184 條的妨害舟車行駛安全罪

40 甲男騎機車上班途中，不小心自後追撞乙女騎乘之機車，造成乙女人車倒地，手腳有輕傷，甲男見乙無嚴

重傷害，隨即離開現場。甲之刑事責任為何？

甲僅成立過失傷害罪

甲僅成立違背義務之遺棄罪

甲成立過失傷害罪及肇事逃逸罪

甲成立過失傷害罪及違背義務之遺棄罪

41 甲將竊得之汽車引擎拆下來，並將該引擎號碼全部塗銷，另行鑄造號碼嵌入。有關甲刑責之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甲成立偽造私文書罪 甲成立變造私文書罪

甲成立偽造公文書罪 甲成立公文書登載不實罪

42 詐騙集團成員甲以不存在之機關「臺北地檢署監管科」名義，偽造監管乙帳戶之通知書。甲之刑事責任為何？

偽造私文書罪 偽造公文書罪

偽造特種文書罪 偽造業務文書罪

43 下列何種不屬刑法第 302 條私行拘禁罪之行為客體？

 6 歲可健走之幼童 患有精神疾病之人

睡眠中之成年人 甫出生之嬰兒

44 關於刑法第 305 條之恐嚇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恐嚇」指以生命、身體、自由、名譽及財產等事通知他人，使其發生畏懼

甲寄送給二顆子彈給議員候選人乙，成立本罪

甲僅在外揚言要傷害乙，使乙間接自他人處得知此事，成立本罪

甲以加害乙的子女生命之事脅迫乙，不成立本罪

45 下列何者不屬於加重搶奪罪？

攜帶水果刀搶奪 在火車站搶奪 結夥二人搶奪 白天侵入住宅搶奪

46 甲因覬覦其友人 A 持有之高價手機，遂向 A 恫稱如不交付該手機，將對其 A 之女兒不利，A 因心生畏懼

而交付該手機予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詐欺取財罪 恐嚇取財罪 搶奪罪 竊盜罪

47 甲夥同朋友乙，一起用棍棒將甲的父親丙毆死，關於甲、乙刑責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乙皆應論以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共同正犯

甲應論以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乙應論以普通殺人罪之幫助犯

甲應論以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乙應論以普通殺人罪

甲應論以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乙應論以殺直系尊親屬罪之幫助犯

48 下列何者成立刑法第 293 條遺棄無自救力之人罪？

路人甲見到因酒醉臥倒路邊之乙而未予施救

診所醫師甲過馬路時，見到因車禍頭部大量出血倒地無法動彈的乙而未予施救

救生員甲在休假期間，在海邊看到溺水之乙而未予施救

甲在大馬路邊見到因心肌梗塞而突然昏倒之仇人乙，把乙拖到人煙罕至的防火巷內

49 甲用螺絲起子打開乙所有之電腦主機殼，並取走內部硬碟。甲成立下列何罪？

刑法第 360 條無故干擾他人電腦罪

刑法第 359 條無故變更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罪

刑法第 358 條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罪

刑法第 320 條之竊盜罪

50 甲於網咖玩線上遊戲，適見鄰座之乙上廁所，甲利用乙未登出電腦之機會，使用乙之電腦，將其所有之虛

擬遊戲裝備武器移至甲的遊戲帳號下。甲成立何罪？

普通竊盜罪 無故侵入他人電腦罪

無故刪除或變更他人電磁紀錄罪 無故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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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為監察院彈劾之對象？

總統 直轄市市長

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國立大學教授 縣議員

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項權利，非屬憲法居住、遷徙自由之保障範圍？

設定住居所 旅行 入出國境 駕駛汽車

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副總統缺位時應如何處理？

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副總統繼任總統時，其缺位無須補選

憲法增修條文並無明文規定

4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立法院決議之覆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提請覆議之標的為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及條約案

行政院移請立法院覆議，須經總統核可

立法院對於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

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種經費應優先編列？

傳統醫藥研究發展 國民教育

中小型經濟事業扶助 交通水利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不得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否則即逾越必要之程度

於侵害名譽事件，若為回復受害人之名譽，有限制加害人不表意自由之必要時，應符合比例原則

以判決命加害人登報道歉，涉及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不表意自由

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

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正當法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主管機關就其徵收之土地，未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致其無從於充分資訊下，

行使收回權，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未賦予有辯護人之被告直接獲知卷證資訊之權利，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意旨尚

無不符

內政部移民署對受驅逐出國之外國人，就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得逕以行政處分暫予收容，非憲法所

不許

為阻絕傳染病之傳染蔓延，施以強制隔離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憲法第8條依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尚無

違背

8 有關憲法及增修條文中之平等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民族一律平等

選舉之方法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式行之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教育平等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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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隱私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隱私權為憲法明文規定之權利

個人在公共場所不具有合理期待不受他人侵擾之權利

警察臨檢若於公共場所實施，對人民隱私權侵害輕微，得不以已生或易生危害為要件

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

10 關於憲法第22條之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屬於概括條款，透過該條之規定，將未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納入憲法保障之範圍

人民之自由及權利，僅有在不妨礙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方受憲法保障

以憲法第22條為依據之基本權利，其重要性低於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

人民依其意志作為或不作為之自由，亦受憲法第22條之保障

11 有關憲法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外國之國家公權力及國際組織，亦受我國憲法基本權利之拘束

國家公權力為基本權利之拘束對象

國家之私經濟行為不受基本權利之拘束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私人不受基本權利之拘束

12 下列何種基本權利不適用於私法人？

人身自由 出版自由 財產權 結社自由

13 關於行政院重要政策之變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院長或有關各部會首長，應向立法院院會適時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如涉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立法院亦有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

立法院聽取報告後不予支持並作成反對決議，行政院應受該決議之拘束

立法院聽取報告後不予支持並作成反對決議，行政院院長得建請總統進行協調

14 下列釋憲聲請案，何者依法應不受理？

法官就其受理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

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聲請解釋

立法委員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聲請解釋

人民就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聲請解釋

15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之審理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統一解釋法律，應有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方得通過

審理解釋案件，必要時，得行言詞辯論

宣告命令牴觸憲法，以出席人過半數同意行之

審理違憲政黨解散案件，應組成憲法法庭

16 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規定，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並得依其性質，定名為：

規章、規則、細則、辦法、要點、基準或準則

規程、規約、細則、辦法、綱要、基準或原則

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規章、規約、細則、辦法、要點、基準或原則

17 下列何者亦稱為消極依法行政原則？

行政保留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憲法優越原則

18 最先適用於授益行政處分撤銷之法律原則為下列何者？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9 關於實體法與程序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程序法兼具有程序法及實體法之性質

規定如何實現權利義務之法規為程序法

法院裁判適用法律時，先適用實體法，後適用程序法

民法為典型的實體法，但亦有程序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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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列何者，非源自於法治國家原則？

國家賠償制度 國民主權理論 司法獨立制度 權力分立原則

21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 國家各機關之組織事項

重要事項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事項

22 下列何種契約，性質上為法定要式契約？

房屋租賃契約 人事保證契約 債權讓與契約 合夥契約

23 依民法規定，旅店主人或其他供客人住宿為目的之場所主人，對於客人所攜帶物品之毀損或喪失，應負擔

何種責任？

通常事變責任 不可抗力責任 故意責任 抽象輕過失責任

24 下列關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得為不特定法律關係所生的債權

最高限額抵押權約定其所擔保原債權應確定之期日，不得變更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不得為票據債權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於原債權確定前讓與他人，其最高限額抵押權不隨同移轉

25 甲已喪偶，育有乙、丙、丁3名子女，甲死亡時留下1,100萬元存款，負債200萬元，死亡前一年將一塊價值

300萬元的土地贈與丁為生日禮物，並於遺囑交代，遺產全數由乙繼承，則丙繼承之金額為若干？

0元 150萬元 200萬元 300萬元

26 有關民法上之死亡宣告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失蹤人失蹤滿1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

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視為死亡之時

失蹤人為80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3年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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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27 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出賣人，今甲為出賣人、乙為買受人，雙方約定買賣土地契約，契約中約定由

乙負擔土地增值稅之繳納，該約定對甲、乙之效力如何？

有效 無效 效力未定 得撤銷

28 房東出租女生宿舍，公告出租給女性房客，甲男貌似女性，房東誤甲男為女性，與之簽訂租賃契約。事後

房東發現甲竟為男性不願出租，想要撤銷該租賃契約，下列何者可為依據？

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 單獨虛偽意思表示

傳達人傳達不實 當事人資格為交易上認為重要之錯誤

29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保險對象發生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保險事故，保險人於提供保險給付後，

得代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停紅燈時遭後方來車追撞致傷，保險人於提供保險給付後始得向加害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

甲停紅燈時遭後方來車追撞致傷，保險人於提供保險給付後始得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甲停紅燈時遭後方來車追撞致傷，保險人得於提供保險給付前，向加害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

甲停紅燈時遭後方來車追撞致傷，保險人得於提供保險給付前，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30 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享有特別休假。下列有關特

別休假的年資及日數之規定，何者錯誤？

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

2年以上3年未滿者，14日 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

31 Your extra pay would be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hours you spend with the students during the summer.

 paralyzed  overcharged  reckoned  peered

32 Pressure groups urged the public to goods from companies that use child labor.

 boycott  detach  contain  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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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he water is ; you can easily see everything clearly through it.

 additional  affordable  polluted  transparent

34 The French Vietnam in the 1800s, which explains why French cuisine has had lots of influence on

Vietnamese food culture.

 colonized  diminished  migrated  subscribed

35 Children on a balanced diet and sufficient exercise.

 deprive  thrive  throw  depart

36 Citrus fruits, oranges, lemons, and grapefruits, are loaded with high levels of vitamin C.

 as to  in fact  in short  such as
37 Aerobics is a perfect of power and beauty that helps you lose weight and boost metabolism.

 combination  depression  inspection  possession

38 Ginkgo biloba is said to be effective at boosting memory, but there is also that it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strokes.

 privacy  concern  modesty  regulation

39 Two weeks after the hurricane, the remote village is still suffering a _____ need of water, food, and medical supplies.

 denial  reluctant  desperate  possessive

40 Too much in a person's blood might lead to heart disease.

 cholesterol  diabetes  diagnosis  atmosphere

41 It is only human to be of successful people but you may learn to appreciate your own unique talents.

 cautious  digital  general  jealous

42 A great often succeeds by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commuter  inventor  elevator  register

43 The elderly are most to cold weather and flu viruses, so they should receive more care in winter.

 valuable  considerate  vulnerable  resistible

44 With the coming of the election, both of the candidates will need to their support in order to win.

 consolidate  contribute  deprive  deceive

45 The budget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board, including increased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ndurance  evacuation  expenditure  extension

請回答下列第46題至第50題

Thought to have been constructed since the 1930s, Perth Blue Boat House has been rebuilt and repaired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and has had lots of uses. For decades, locals drove past this bright blue wooden house several times a day

without noticing. But recently, 46 its popularity on Instagram, the boathouse has become a well-known tourist

attraction. There has been a(n) 47 of visitors to this area, with tour buses and self-driven visitors stopping here for

pictures. Popularity, 48 , can come with problems. The closest public toilet is 1.5 miles away. Tourists go to a

nearby restaurant to use the toilets. The owner 49 that some had been rude, disruptive and even verbally

abusive. 50 this problem, Perth’s city council has decided to build its first solar-powered toilet. It will reportedly

cost US$278,000 to install and an additional $14,000 per year for maintenance.

46  rather than  instead of  deprived of  due to

47  increase  aversion  division  ratio

48  therefore  likewise  though  once

49  promoted  complained  reminded  prescribed

50  To solve  After solving  To depict  After depi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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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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警
科 目：法院組織法
考試時間： 1小時30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20250
20350

頁次：1－1

一、判例之法律效力為何？我國法院組織法於民國108年修正前後，對於判

例有何不同的規定？（25分）

二、依法院組織法及「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事務分配要點」之規定，

檢察官得指揮檢察事務官處理何種事務？（25分）

三、何謂司法警察？何謂法警？法警之職務為何？（25分）

四、我國於民國109年7月22日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依該法規定，何種案

件應適用該法之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範圍、權限及方式

為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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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警、執行員
科 目：行政法概要
考試時間： 1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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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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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屬於行政法之不成文法源？
廢棄物清理法 大學法施行細則
公用地役關係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

2 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行為時，若法規對於應如何處理並無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如無正當理由，應受其行政
慣例拘束，此係何等原則之展現？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利益衡平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大學依其自治規章訂定入學資格條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於大學自治之範圍 涉及限制人民受教育之公平機會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涉及平等權之保障

4 關於行政裁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包含個別裁量與一般裁量 對於事實存在與否之認定，亦屬裁量之範圍
法律效果之選擇屬於裁量範圍 機關因特殊之事實關係，可能產生裁量萎縮至零

5 下列何者非屬損失補償之性質？
撤銷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時所給予處分相對人之財產填補
為防止對公益之重大危害而調整行政契約時所給予相對人之財產填補
對於因警察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而給予人民之財產填補
對於不當使用警械而受害之人民所給予之財產填補

6 關於學生與學校間之法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學生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得提起行政救濟
各級學校學生，均得享有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
大學為考核學生學業訂定之有關章則，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嚴格限制
學生應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後，方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7 關於營造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為人與物之結合與運作之組織體
營造物著重管理之層面，需考慮成本效益並以營利為目的
營造物利用關係可能為公法關係，亦可能為私法關係
國立歷史博物館為營造物

8 有關行政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之職權，不得以法規命令規定之
行政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以法律定之
行政機關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
個人或團體屬私部門，不得取得行政機關之地位行使公權力

9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有關行政機關權限委託或委任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委任不相隸屬之機關執行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委託不相隸屬之機關執行

10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機關管轄法定原則之例外情形？
權限委任 權限委託 行政委託 職務協助

11 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對於公務人員復審之決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復審無理由者，應以決定駁回之
復審有理由者，應於復審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
復審提起逾法定期間而為不受理決定時，無須就原行政處分之內容為審酌
復審事件涉及地方自治事務者，僅就原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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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務人員保障法有關公務人員因公傷亡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因公受傷、失能或死亡者，應發給慰問金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情事者，得不發或減發慰問金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因機關提供之安全防護措施有瑕疵，致其受傷者，得請領慰問金，但不得請求國

家賠償
公務人員慰問金發給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13 關於公務人員申訴、再申訴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提起申訴，應向服務機關為之
公務人員離職後，即不得提起申訴
申訴之對象為服務機關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
公務人員不服機關之申訴函復者，得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14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下列何種懲戒處分得對政務人員為之？
罰款 記過 休職 降級

15 公務人員之同一違法失職行為，經主管長官為懲處處分後，復移送懲戒法院作成懲戒判決，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懲處處分與懲戒處分判決併執行之
原懲處處分失其效力
懲戒處分判決若與懲處處分種類相同，則僅執行懲處處分為已足
懲戒處分判決若與懲處處分種類不相同，則併執行之

16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之行為違法致他人受有損害者，下列何者非屬該委員依法應負之責任？
懲戒責任 懲處責任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17 關於公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私有公物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私有公物原則上可設定負擔
公有公物如屬推行公務所必需者，債權人不得強制執行
公有公物得因時效而取得

18 關於法規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不得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命令應具體明確，不得僅作概括授權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時，該施行細則僅得就法律施行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
法律為概括授權者，被授權之行政機關即得委由所屬下級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

19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關於行政處分之更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處分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情形者，得更正之
行政處分之更正，得由處分機關依職權或依申請為之
行政處分之更正，應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
行政處分之更正，應附記於原處分書及其正本；如不能附記者，應製作更正書，並送達相對人

20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關於行政處分之廢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係行政機關針對合法之行政處分所為之處分
非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僅得由原處分機關為之
非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無期間之限制
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應自知有廢止原因之日起2年內為之

21 下列何者非為行政處分？
縣政府依有線電視法核准費率 公務人員之任命
行政機關依建築法劃定轄區內之禁建地區 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裁併之決定

22 A 直轄市政府衛生局與某財團法人簽訂行政契約，雙方並約定自願接受執行。該約款應經下列何者認可，
始生效力？
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 A 直轄市政府 A 直轄市市長

23 關於行政契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契約之締結，締結契約之行政機關須有法定權限
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雙務契約時，契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
在特定情況下，行政機關得以中止、調整、變更行政契約之內容
和解契約乃為權宜措施，現行法並無規定，完全委由行政機關決定

24 下列所述法律關係，何者非屬依行政契約而發生？
衛生福利部與醫學系公費生之公費生關係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與特約醫院之特約關係
公務人員與所屬機關之公法上職務關係 公立學校教師與所屬學校之聘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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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有關行政指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服行政指導不得提起行政救濟

行政指導係一種事實行為

行政指導並不具有法律上之直接拘束力

行政指導若遭到相對人拒絕，行政機關應即停止

26 有關行政罰責任能力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未滿14歲之人之行為，不予處罰

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之行為，應減輕處罰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者，不予處罰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27 廠商偽造投標文件，於民國106年5月1日遞交投標文件參與政府採購之投標，經採購機關於同月8日開標，

9日審標，而於10日決標，嗣於109年6月1日發現廠商偽造之情事，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裁處權時效應自廠商遞交偽造投標文件參與投標時即106年5月1日起算

裁處權時效應自機關知悉時即109年6月1日起算

裁處權時效應自機關開標日即106年5月8日起算

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無時效之適用

28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罰法明訂行政機關裁處罰鍰應審酌之因素？

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 受處罰者之資力

受處罰者所從事之職業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

29 依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關於行政罰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機關發現參與投標廠商有偽造文件情形，認為應對其通知將登載政府採購公報時，裁處權時效應自機關

知悉時起算

不服機關所作成命接受一定時數環境講習之處分而提起之行政訴訟，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投標廠商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係屬契約義務之違反，機關將其刊載於政府採購公報並不具裁罰性

機關對未依法申請核准即經營汽車運輸業者所為吊銷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之行為，為裁罰性行政處分

30 行政執行義務人為自然人，其滯欠合計達一定金額，已發現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且生活逾越一般

人通常程度者，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執行分署依法得對其核發之禁止命令？

禁止搭乘特定之交通工具 禁止為特定之投資

禁止向銀行有任何融資貸款 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

31 關於行政執行法規定之聲明異議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命令不服，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義務人對執行命令不服，聲明異議之事項，不以具行政處分性質者為限

義務人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後，執行機關認為無理由者，應於10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決定之

義務人對執行命令不服，聲明異議遭駁回，應先經訴願程序後，始得提起行政訴訟

32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得拘提管收之對象？

未成年義務人之法定代理人 公司負責人

非執行業務之合夥人 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

33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執行法所定之即時強制方法？

警察對於自傷傷人者之管束 消防隊員對於火災現場民宅之強行進入

警察對於犯罪兇器之扣留 主管機關對於違規工廠證照之註銷

34 行政機關送達文書時，於應受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稱為：

留置送達 公示送達 補充送達 寄存送達

35 一行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對該行為有二個內政部所屬機關有管轄權，不能分別處理之先後，且不能

協議出裁處機關時，應如何解決？

由行政院指定 由法院指定 申請調解 由內政部指定

36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訴訟法第6條規定之確認訴訟？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 確認事實關係存否之訴訟

確認行政處分違法之訴訟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

37 下列何種行為應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國民申請護照之程序 刑事案件偵查程序

國家考試命題之行為 涉及國家安全保障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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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行政無論如何分工，最終仍須歸屬最高行政首長統籌指揮監督，是何種原則之
展現？
行政效能原則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行政合義務裁量原則 行政一體原則

39 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甲住臺北市，因故受財政部
關務署高雄關之罰鍰處分。甲於訴願期間末日下午4時始向原處分機關以掛號郵件寄達訴願書。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甲不在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住居，得主張扣除其在途期間
甲之住居地與受理機關所在地相同，不得主張扣除其在途期間
甲若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遲誤期間，其訴願逾期
甲得否主張扣除在途期間，與原處分機關所在地無關

40 甲不服行政機關之裁罰處分，提起訴願，受理訴願機關以訴願書漏未記載訴願人之身分證字號通知其限期
補正。該函雖經甲簽章收受，惟逾期仍未補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理訴願機關應再次通知甲補正 受理訴願機關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受理訴願機關仍應為實體之審理決定 受理訴願機關應駁回其訴願

41 下列何種情形，得提起撤銷訴訟？
甲要求修正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乙不服有關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獎勵容積規定之函釋
外雙溪居民丙不服臺北市政府公告之士林區外雙溪地區野生動物保育計畫
夜市旁住戶丁不服臺北市政府公告夜市之特定路段實施假日行人徒步區

42 有關行政訴訟程序停止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訴訟之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視為終結
當事人死亡者，依法律所定承受訴訟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應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
當事人委有訴訟代理人時，該代理權因當事人死亡而消滅
起訴前，名義上之當事人已死亡，而未有起訴行為者，該死亡者之繼承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

43 關於撤銷訴訟之提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告於訴狀誤列被告機關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逾越法定期限者，行政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
原則上應先提起訴願
原告應具備權利保護之必要

44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建築許可，行政機關始終不為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下列何種訴訟循求救濟？
課予義務訴訟 撤銷訴訟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45 共有人其中一人之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因地政事務所承辦人不察，遭其他共有人移轉予他人，嗣再移轉
予善意第三人。主張第1次移轉登記處分違法並侵害其權益之土地共有人，應如何救濟最具實益？
提起撤銷訴訟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提起一般給付之訴 提起違法確認訴訟

46 關於土地徵收程序及要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國憲法中已有明文規定完整之徵收程序 徵收土地毋庸先與人民協商價購之程序
徵收土地應受比例原則限制 得由內政部逕行作成土地徵收處分

47 下列何者執行職務時，無國家賠償法之適用？
法官 公立學校教師 中華電信公司職員 直轄市市長

48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於開放之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經管理機關已就使用該公物為適當之警告或標示，而
人民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致其人身自由受損害時，有關國家之損害賠償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仍應負完全責任 國家與該人民各分擔二分之一責任
國家不負責任 得減輕或免除國家應負之責任

49 關於損失補償與特別犧牲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損失補償制度之主要特徵在於因公益而形成個人利益之特別犧牲，國家公權力對個人財產權之干預程

度，如逾越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而構成特別犧牲，國家即應予以合理之補償
國家機關對於人民財產權之限制，如尚未達權利剝奪之程度，而僅對財產權使用收益權能之持續性限制，

無須辦理徵收給予損失補償
因公共事業之需要而徵收人民之土地，究其侵害程度，係對人民權利之剝奪，屬於一種應予補償之特別

犧牲
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屬於公用徵收

50 主管機關依據環境教育法第23條之規定，課予相關人員接受一定時數環境講習之決定，該決定之性質為何？
事實行為 行政指導 保全措施 行政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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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察甲在 A 住處樓下附近巡邏，發現有輛失竊機車，因而在該處等候用

車之人，嗣見 A 從住處下樓發動機車，即上前逮捕，A 見狀立即轉身逃

離，甲乃對 A 進行壓制。逮捕壓制過程中 A 有土製爆裂物1枚掉落地上，

甲復認出 A 尚涉及某槍擊事件，乃要求進入 A 住處察看，然因 A 一再

諉稱家中鑰匙遺失，並對甲表示：「你不會自己去看、不會自己去開」云

云，甲遂帶同 A 上樓，並持 A 掉落在地上之鑰匙逕行啟門入內，而在 A

房間桌上，又查獲具殺傷力爆裂物1枚，嗣將 A 帶回派出所後，始由 A

簽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問甲之搜索是否合法？甲搜索所查獲的具殺傷

力爆裂物得否為證據？請詳述理由。（25分）

二、某社區大廈住戶 A 對於該社區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有關公共

設施管理維護不力一直深感不滿，某日 A 又被困於故障的電梯內，折騰

半天，終於脫困。A 非常火大，帶著棍棒衝進該管委會辦公室內，咆哮

一番後，朝著桌上電腦、辦公桌椅亂敲一通，憤而離去。該管委會以「管

委會」名義就 A 之行為向檢察官提出毀損罪之告訴，案經檢察官依毀損

罪起訴，歷經一、二審判決確定，均判處 A 毀損罪。問假若最高檢察署

檢察總長針對本案提起非常上訴，是否有理由？最高法院應為何種判

決？請說明之。（25分）

三、檢察官針對 T 市府消防局科長 A 收受 KTV 酒店業者 B 財物一事，以違

背職務受賄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於案件繫屬法院之後，檢察官再針對 B

行賄部分追加起訴。案經法院審理後，卻認定 A 應論處圖利罪，B 違背

職務行賄罪則不成立，故認為有關 B 的部分起訴程序違背規定，而諭知

不受理判決。問法院對於 B 的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是否合法？理由何

在？請說明之。（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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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 駕駛小客車某日上午11時左右在省道與人發生交通事故後昏迷、送醫，

該小客車前車門均已毀損、外開無法關閉，並被拖吊至旁邊空地。嗣後

同日下午3時許，分局警察 P 會同汽車修理業者 B 勘察該小客車，於勘

察之際，自外即清楚可見放置在駕駛座下方踏墊上之槍、彈等物。問警

察 P 於此所為之「勘察」在刑事訴訟法上的依據為何？其所發現的槍、

彈得否扣押？理由何在？請詳述之。（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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