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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第 1 題至第 35 題，占 70 分）
說明：每題2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 下列成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喜歡廣泛涉獵的他，總是「不學無術」，樂在求知

我要努力向上，尋求獨立，不想再過「仰人鼻息」的日子

他的公事包有如百寶袋，隨意「脫穎而出」都有意外驚喜

他是體育健將，強項在舉重，僅僅「躡手躡腳」就可以將她抱起

2 建昇今年初通過某大學教師甄選，開學前，家中老父再三囑咐他為師者必須：

吐哺握髮 好為人師 求賢若渴 誨人不倦

3 下列「」中成語的使用，何者正確？

夫妻相處，缺乏互信與體諒，最後只能「覆海移山」了

鎮日遊手好閒，就快要「坐吃山空」，他竟還渾然不覺

他每天「心勞日拙」的讀書，終於一矢中的，金榜題名

這軟嫩香滑的芙蓉豆腐，「味同嚼蠟」，使人回味無窮

4 下列「」中成語的運用，何者正確？

他說話內容都是「不刊之論」，不過隨口胡謅罷了

他的新居處處「芝蘭玉樹」，裝潢氣派，令人生羨

張老師推廣讀經，經常「孔席不暖」地到各地講學

故宮「鐘鼎山林」，歷史文物藏量豐富，聞名世界

5 「真的，對於許多事，我們都該忘記。彼此之間的畫分只有增加相近的困難而已。我遇過一位要考大

學的女生，從她的特徵，我知道她是阿美族的。我很想知道她所熟知的事物和想法，因此我試著接近

她，但總覺得中間橫亙著一些芥蒂。當我們隨便地聊著其他的事情時，我終於了解到，那不是誰接受

誰的問題。一開始，我們就不應是□□的；我不可以因她的身分才產生興趣。在我們一起看到的事物

中，在我們同樣感受到的悲喜中，我們才彼此相像，彼此分享經驗，並且成為，同胞。」

根據上文，最適合填入空缺處的是：

對立 怨懟 相爭 好奇

6 下列選項，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董先生的演奏如「膠柱鼓瑟」般，令人沉醉

小李行事為人，給人「白虹貫日」的氣象，令人佩服

在秋高氣爽的時節，景色總是「瀟瀟颯颯」，令人愉悅

顏教授博學多聞，研究領域「碧落黃泉」，令人敬佩

7 下列選項中，文句沒有語病的是：

他對自己的期待很高，努力進取，無時無刻在讀書

五月的家鄉開滿了油桐花，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季節

經過三個月的努力，總算拿下這個案子，心裡很快樂

儘管遇見多大的困難，我們也會堅持下去，使命必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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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直式信封書寫方式說明，何者完全正確？

可分中、左、右三路，左路為受信人地址，右路為寄信人地址

書寫受信人姓名時，為表尊重，字體經常略小且偏左側，稱為「諱側」

受信人名字「諱側」時，為求美觀一致，其下先生或女士二字，亦應一併縮小

啟封詞寫在受信人姓名稱呼之下，用語視受信人身分及其與自身關係加以選擇

9 「秋色很深很深了吧？你撫娑著茫白而悲情的荻花，期待著即將告別燕土的彼刻。許會想起往昔，仍

是青衫少年的時刻以及情愛，書卷裡的歲月終究是無法力挽狂瀾的，倒不如以一把淬毒的精銅匕首。」

上文所描寫的人物，下列選項何者最適切？

豫讓 荊軻 聶隱娘 紅拂女

10 「月遺落遍地的影子，雲以纖手拾了去。」文中主要描寫的是：

一個萬里無雲的月夜 地上的月影如同雲朵

雲遮住了灑落的月光 星光的輝耀勝過月色

11 「以我觀之，流浪最大的好處是，丟開那些他平日認為最重要的東西。好比說，他的賺錢能耐，他的

社會占有度，他的侃侃而談（或訓話習慣），他的聰慧、迷人，或顧盼自雄，還有，他的自卑感。最不

願意流浪的人，或許是 ＿＿＿＿＿ 。」

依據文意，文中空缺處最適合填入的是：

最害怕孤獨的人 最畏懼冒險的人

最不願意放掉東西的人 最不喜歡規劃行程的人

12 「烏龜對道路的了解遠勝於野兔。」關於這句話的涵義，下列敘述最正確的是：

慢慢來，其實會比較快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慢，可以是一種專注、覺察和體悟 做自己擅長的事，可能會事半功倍

13 「靜嘉堂坐落的住宅區，道路狹窄曲折，七彎八轉，才到達那座近似原始林一樣的公園。走上濃蔭夾

道的一條小路，再轉一個彎，才看到兩座飽經歲月的老房子。使我感到繁華的、處處標榜二十一世紀

的東京市，忽然在眼前消失了。其實這房子並不真老，只是在叢林之中的極靜，予人以時代的錯亂感

而已。」

根據上文，東京消失的主因，下列描述何者最接近？

建築周遭與都市常態不同 小徑曲折外人不容易進入

已經距離東京非常的遙遠 作者心境平和已不受干擾

14 依據前後文意，選出排列最正確的選項：

「你從何時開始不愛照鏡、討厭照相，甲、仍掩不住那蒸蒸騰騰的香氛。 乙、即標示了你從那時開

始變老。 丙、所以，青春傾向張揚；愛攬鏡自照，愛攝影留戀， 丁、青春氣息是沛然莫之能禦的，

即使以炭塗面、衣衫襤褸， 愛不擇手段使那輝煌的美更美。」

乙甲丙丁 乙丁甲丙 丙甲丁乙 丙丁甲乙

15 「在與經典密切對話的過程中，讀者不斷地『生發』出對自己所關懷的問題具有新意義的東西來。

經典之所以歷久不衰，往往是提供了對話與創造的豐富資源。閱讀經典一方面是要『照著講』，同

時也要『接著講』。」

下列選項，最接近上文旨意的是：

經典不容質疑 經典保存不易 經典無可取代 經典歷久彌新

16 「在收垃圾的工人眼裡，你是何等人，只要看所丟的垃圾就行了。什麼等級住宅區倒什麼樣的垃圾，

一點也不會錯。富裕國家的垃圾箱幾乎是百寶箱，有人可以從中把家裡的用具找齊，不費分文，並靠

著垃圾箱活下去。人說『垃圾裡有乾坤』是千真萬確的，因為垃圾透露你的秘密，就像你家送出去的

舊雜誌，把你們的知識水準、經濟能力、注意的事情、嗜好等等，都透露出去了。」

下列敘述，何者最能說明上文的涵義？

人們常在不知不覺中，劃分社會階層 你所丟棄的東西，常顯現自己的訊息

只要能夠回收，就能夠充分運用資源 你是金子還是廢物，全由你自己決定

17 法國小說家雨果說：「歷史與小說皆有真實性，歷史追求客觀的真實，小說追求主觀的真實。」根據

上文，說明正確的選項為：

歷史和小說都是真的 歷史的真實性不容質疑

小說的真實性是作者塑造的 歷史和小說的真實性很難區分



代號：1301
頁次：6－3

18 「鏢魚船上的獵人憑藉一艘小船浮在動盪海面。這種傳統鏢刺漁業，除了船隻動力及長鏢桿外，倚賴

的就是眼力、膽識和全船一致的默契，這是一場人魚之間□□□□的海上搏鬥。北風呼嘯，波峰浪谷

聳揚不定，所有的不安，鏢魚船獵人必要以熟練的鏢魚技術為信心，並且一再凝鍊渴望獵物的決心，

才能面對這場海上戰鬥。」

根據上下文意，空格中最適當的用語是：

人定勝天 公平赤裸 斤斤計較 爾虞我詐

19 「我最愛在夜晚時讀書。邀得前賢到來，把晤言歡，莫逆於心。世間的是非俱謝，再不能勞我心神。

讓自己就像一塊海綿，吸取天地的精華，內在的充實豐盈，將令我走在人生的旅程上一無愧悔。」

依據本文所描述的讀書情境，是因為作者能夠：

遠離是非，不惹塵埃 光風霽月，潔身自愛

尚友古人，樂在其中 虛懷若谷，勤奮向學

20 「我不曾看到一座單獨的山，山的族群合力鎮住大地；也不曾看到一條孤單的河，水的千手千足皆要

求會合。不曾有過不凋萎的桃花，它們恪守生滅的理則，讓四季與土地完成故事。□，是本份的；□，

也是本份。」

依據文意判斷，文中的缺空處依序應是？

動／靜 分／合 榮／枯 聚／散

21 「佩玉的人總相信玉是活的，他們說：『玉要戴，戴戴就活起來了哩！』這樣的話是真的嗎？抑或只是

傳說臆想？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一塊玉戴活，這是需要時間才能證明的事，也許幾十年的肌膚相親，

真可以使玉重新有血脈和呼吸。但如果奇蹟是可祈求的，我願意首先活過來的是我，我的清潔質地，

我的緻密堅實，我的瑩秀溫潤，我的斐然紋理，我的清聲遠揚，如果玉可以因人的佩戴而復活，也讓

人因佩玉而復活吧！」

根據上文，作者對於「玉要戴，戴戴就活起來了哩！」這句話的感受最有可能是：

深信不疑 疑信參半 不置可否 完全不信

22 「英國摩頓爵士死後，他的太太過於悲傷，沒有多久，也追隨她丈夫而去，與她丈夫合葬在一起。當

時英國外交官兼詩人華登寫了兩句詩，作為紀念：『他先死，她試著想獨自活下去，可是不喜歡這樣

的生活，終於也死了！』在短短幾個字中，已包含一大卷小說的內容，為後代留下了一個深戀摯情的

典型。悼亡妻之詩，我最欣賞梅宛陵所作：『結髮為夫妻，於今十七年。相看猶不足，何況是長捐。』

淒婉纏綿，字字自肺腑出，雖其人已亡，而千古後，令人讀之尚有餘情！」

下列選項，最能涵括本文意旨的是：

比翼雙飛 哀毀逾恆 夫唱婦隨 詩短情長

23 「南飛的雁足，繫不繫濺淚的家書？誰曉得。但確有很多人這樣引頸巴望過。想山疊雲樹，煙迷江南，

後園亭榭那則傳說後來怎樣了呢？後來，漁歌聲中是否還能聽見山寺傳來——一記悠悠清脆的鐘？每

想起，客愁便無從排遣，氣鬚鬚侵上兩頰。一翻身已二十餘年島居歲月。」

根據文意，下列選項流露相同情味的是：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24 「旅行帶給我們快樂與否，或許要看心境而非旅遊的目的地。如果我們能把遊山玩水的那種心境帶入

自己的居住地，可能會發現自己的家，和高山步道或是在南美洲看到的蝴蝶漫天的叢林一樣有趣。」

關於上文的旨趣，下列敘述何者最接近？

旅遊是人生得意事可多嘗試 居住地也可以是有趣的景點

高山步道漫天蝴蝶才算風景 遠遊不如在家臥遊何必他求

25 「在這段全心全意投入的採訪與寫稿時期間，你朝思暮想著這個人，見到他／她時，你熱情如火，回

家後跟朋友家人喋喋不休討論這個人。日思夜想就是想把這個人解讀得更深一點。這種情感的程度與

力道，必須與愛情相同，但又不可能有任何曖昧。一旦曖昧，寫東西就不客觀，會觸犯專業。這種情

況比較像是熱情的油遇到了水，界線非常明確。」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最符合撰寫採訪人物的心態？

對於採訪對象要如陷入熱戀般投入 堅持客觀筆法是為了避免產生曖昧

投入的情感與力道必須受專業的審視 維持投入情感與保持客觀態度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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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古人欣賞奇磔虬勁的奇木奇石，大概是因為那奇磔虬勁中隱藏透露著生命奮鬥的痕跡吧！當那掙扎

求活的傷痛過去，那掙扎求活的姿態卻成了使人歌讚的對象。後人把玩、瀏覽、細細撫愛，那使人歌

讚的紋痕之美，何人還記得來自於心痛如絞的傷痛呢？」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作者的意思？

奇磔的木石，呈現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創造 欣賞木石的紋痕，能激發人們歌讚的衝動

人們喜愛把玩木石，是因其本身紋痕之美 木石的奇磔虬勁，蘊含生命苦難奮鬥過程

27 「年過五十，雖然越來越貪生怕死，卻從未認真從事攸關延長壽命的任何活動，五穀依舊不分、四體

越發不勤。飯桌上，絕不煞風景地拒絕肥碩欲滴的蹄膀，平日喝咖啡像倒開水，電腦桌前一坐便是大

半天。乾眼症跟著五十肩，胃痛加上失眠，我都視之為天將降大任的考驗。啊！年過半百，其實已胸

無大志，一點也不想兼善天下，既沒有本事做大官，也不想聽國父的話去做大事，只偷偷祈求一點點

的榮華，一些些的富貴，少少的美貌和一位跑不掉的丈夫。」

根據上文，有關「年過五十」的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自身的不足能夠自我調侃，一笑置之

對於人生已無太大的奢求，真心所望的不過是最平凡的事

腦袋不夠清楚，卻認真從事攸關延長壽命的活動，而且身體力行

心情有些複雜，明明身體開始衰老，卻只能以「天將降大任」自嘲

28 「誰都不是一座島嶼，自成一體；每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旨意？

應追求自我卓越，開拓個人寬廣的人生 學貴博通，不可閉門造車，須隨時精進

人不是單獨存在的，不能自外於人群社會 在團體中，多數人必須尊重少數人的意見

29 「當我四處行走之際，『我總有幾本書防身』。我讀著書本，有時候我循書中線索走進陌生城市的僻巷

酒店或黑暗城區餐廳，並不特別感到害怕，因為我知道我有『某位知識豐富的友人』與我相伴，我其

實並不孤單。每一本書的存在，就意味著一位『前行者』的存在。你並不是一位『冒險者』，你只是一

位『追隨者』。」

閱讀以上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書本可以當作武器，對付壞人

書本與旅行的關係，是冒險者與追隨者的關係

作者旅行時帶著書，就像是知識豐富的友人相伴，所以不孤單

作者走進黑暗城區餐廳之所以不害怕，因為這是朋友介紹的餐廳

30 「網路上有一則發人深省的廣告，在一場馬拉松競賽上，一名選手突然對比賽產生了疑惑。他問：『大

家都說人生就像一場馬拉松。真是這樣的嗎？為什麼大家都朝向同一個方向、同一個目標呢？』『我

能不能退出這場比賽？我能不能選擇其他的方向？』畫面上，他看到有人不幸跌倒了，仍然勉強站起

來繼續向前，他的疑惑更深了，於是，他勇敢的率先跑出隊伍；其他人也看到了，紛紛起而響應，每

一個人都奔向自己的方向。」

關於上文，說明正確的選項為：

這名選手會突然產生疑惑，是因為開始認真自省落後的原因

這名選手看到有人不幸跌倒卻還是勉強起身，不禁自慚形穢

這名選手率先跑出隊伍，是想順著自己主動選擇的方向前進

作者認為當大家都朝同個目標前進時，打破規則才能先抵達

31 關於公文擬稿時之注意事項，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各種名稱如非習用有素，不宜省文縮寫

文中引敘法令條文，宜抄錄全文以求慎重

字跡力求清晰，不得潦草，如有添改，應於添改處蓋章

擬稿須條理分明，其措詞以切實、誠懇、簡明扼要為準

32 承辦單位在完成上級機關交辦之公務事項後，欲向上級機關回覆，下列經辦語何者正確？

茲經 嗣經 復經 遵經



代號：1301
頁次：6－5

33 下列公文稱謂用語，何者錯誤？

內政部對行政院長稱「鈞長」 監察院行文審計部稱「貴部」

勞工保險局對勞動部自稱「本局」 僑務委員會行文教育部稱「鈞部」

34 下列公文期望語用法，何者不恰當？

交通部函文給行政院，可用「請鑒察」

警政署函文給矯正署，可用「請查照」

臺北市敦化國小函文給臺北市教育局，可用「請照辦」

高雄市永安漁會函文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可用「請鑒核」

35 各機關處理機密文書應注意事項，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文書之收發處理，與各類文件混合登記時，登註資料應顯示機密等級

文書用印時，監印人員憑主管簽署用印，得閱覽文件內容以防止錯誤

核定之機密文書若屬於彙編性質者，應於文書首頁說明保密要求事項

辦理機密文書簽擬稿若有誤繕印之廢紙，應由承辦人員即時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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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者，得 3 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二個選項者，得 0.6 分；所有選項均未
作答或答錯多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下列各選項「」內的字詞前後意義相同的是：

「顧」左右而言他／你連三餐都「顧」不來，那還有閒錢捐獻

大勢已「去」／所謂財「去」人安樂，這點損失你就別放心上了

見「怪」不怪／這場聚會辦得「怪」沒意思的，許多人都提早離席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海邊出現鯊魚，許多衝浪客「敗」興而歸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你有「種」就不要逃避，應該勇敢承擔

37 下列「」中的成語，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她年紀雖小，寫文章卻能「文不加點」，一氣呵成

平日熱鬧的學校周邊，在連假時變成「萬人空巷」

他的書法造詣，早已經達到了「登堂入室」的境界

不聽師長「苦心孤詣」的勸告，總有一天你會後悔

我放在口袋的車票竟「不脛而走」，到處都找不著

38 紀錄片導演齊柏林搭乘直升機前往花蓮豐濱山區勘景時，不幸發生墜機意外，享年 52 歲。其學生欲

致贈輓聯表達追思，適合的選項是：

天不假年 音容宛在 痛失知音 立雪神傷 高山安仰

39 下列適合致贈診所開業的題辭是：

扁鵲復生 利溥三臺 貨財廣殖 術妙軒岐 業紹陶朱

40 鄭成功、鄭經父子長年抗清，與清國議和、談判十多次，1654 年第二次議和時，鄭成功以「兵馬繁多，

非數省不足安插，和則高麗、朝鮮有例在焉」為由，要清國割數省之地，並仿中國、朝鮮之例，定位

雙邊關係。1662 年，永曆帝、鄭成功先後逝世，鄭經繼位後沿用永曆年號，與清國邊戰邊談，曾說：

「先王在意亦只差『薙髮』二字。若照朝鮮事例，則可。」1681 年清國允讓鄭經不剃髮，不登岸，稱

臣入貢。鄭經同意，但要求以海澄雙邊互市，遭福建總督反對而作罷。

根據上文，下列關於鄭氏父子與清廷議和的敘述，正確的是：

鄭成功希望在中國大陸保有地盤 鄭經希望仍與福建保持通商關係

鄭氏父子力求繼續保留明代髮式 鄭氏父子始終堅拒比照朝鮮入貢

清廷不允許鄭成功迎永曆帝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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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管是早年的霹靂布袋戲，乃至今日風行的電影原聲帶，又或者是八點檔、偶像劇的片頭、片尾曲，

只要配樂一響起，人們便被拉回那故事時空，重回往日情懷，而當中的音樂，是伴隨著影視出品、市

場廣告的一大推手，除了為戲劇中心思想定調外，也是情節氛圍最佳的渲染劑，和角色內心獨白的詠

嘆調，影視音樂代言的不只是歌詞，還有更多弦外之音。」

下列敘述何者符合本文意旨？

布袋戲與影視音樂之間，其關聯性遠不如電影與原聲帶間的重要

影視音樂的暢銷與影視出品、市場的接受度是有所關聯，相互影響

影視音樂也能渲染劇情，使閱聽大眾對劇情的發展，投入更多的情緒

戲劇導演慣常使用音樂做為角色內心的獨白，是因為想節省製作費用

影視音樂代言的有更多「弦外之音」，是指為戲劇帶來額外的廣告收益

42 「他們不缺成功的經驗，但卻缺乏足夠的經驗學會與失敗和平共處。對於害怕犯錯、不敢失敗、自我

要求極高的孩子，父母最需要引導他們確認這個事實：世界上沒有神人、沒有超人，人人都是凡人，

所以都會有失誤、都會犯錯、都可能失敗！」

上文提到「父母最需要引導他們確認這個事實」，它要強調的觀念是：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犯錯不需要過度苛責

勝負是兵家常事，但仍要培養個人榮譽感

做人當希聖希賢，以失敗換取成功的經驗

每個人都是平凡的人，應容許犯錯與失敗

錯誤是難免的，要能學習與失敗和平共處

43 「觸目漸隨紅蕊亂，經年不見綠條新。寧論白黑人間世，懶復雌黃紙上塵。」詩中「白／黑」是善惡、

是非的代稱，下列選項中出現的黑／白或白／黑等用法，同樣代表對立的價值和意識思維的是：

向灰燼贖回一座城的前半輩子／尖風薄雨／沒有配樂／他們回到／黑白兩色的大稻埕

泰山壓頂是萬里長城般的書頁／橫面而來／理論白／批評黑／文學紅／歷史青／無言背對

年輕時很喜歡在海灘上流連。起落不息的浪潮，往往能分別我心裡種種模糊不清的是非與黑白

小時候／我的魚／就長滿了牙／紅紅綠綠／兇猛活潑／我長大／魚也長大／越來越溫順／牙存

兩三顆／身上也剩黑白的顏色

小銀幕的黑白年代結束／一個巨無霸的彩色年代／以熱烈刺激且剽悍的姿態撲面而來！我們生活

在車陣裏／我們迷惑在慾望裏

44 「一九九六年，在奧運會的摔角賽上，我看到一個感人的畫面。因為癌症而切除脾臟，正接受放射治

療的選手布雷尼克，不但堅持上場，而且一路獲勝。最後一局比賽，布雷尼克已經領先一分，他只要

守住，不讓對方得分，就贏定了。但是布雷尼克依然採取攻勢，硬是令對手單膝著地，得到了奧運金

牌。事後記者訪問布雷尼克何必這麼拚，他只淡淡一笑說：『在人生的戰場上，我們對死神的戰鬥遲

早得輸，我可以輸掉生命，但不能輸掉人生。即使在死亡的邊緣，我仍然要勇往直前。』」

根據文意，符合布雷尼克之信念的是：

置生死於度外，才能贏得勝利 不論勝敗如何，堅持全力奮戰

堅信勇往直前，可以戰勝死神 不求戰勝對手，只求問心無愧

可以輸掉生命，不能輸掉人生

45 「我以為校園建築除實用性以外，也應該講求理想性——與其建造一座只能在明信片上供人觀賞的靜

態校園，不如建一座與此地文化相關，且能善用陽光、水與風，並尊重動植物的生態校園，畢竟，我

們挪用的是自然界的土地來辦專屬人類的『教育』。我因此期待一個校園能考慮陽光的方向，減短使

用者開啟空調的時間，我期待建築的頂樓能有蒐集雨水的系統做為清潔用途，我期待戶外燈能局部更

換成太陽能……我期待校園的植株應該考慮以適應此地陽光的本地樹種為優先，其他的景觀植物作陪

襯，畢竟，本地樹種最熟悉這裡的泥土陽光和帶著鹹味的風。」

下列選項，符合上文意旨的是：

校園建築以兼顧實用性與理想性為佳

安全、美感是現今校園最重要的目標

理想校園建築應尊重文化與自然生態

校園應當栽種本地樹種，才有助觀光發展

校園風格應以靜態為主，以彰顯人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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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世界上主要法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陸法系之法源以成文法為主 英美法系之法源以習慣法為主

可蘭經是伊斯蘭法之基礎 東亞法系以中華法系為核心，但當代已幾乎消失殆盡

2 典型的法律規範通常包括兩個要素：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下列那一條文並未同時包含此兩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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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

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

民法第 767 條：「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 980 條：「男女未滿 18 歲者，不得結婚。」

3 下列何種規範並非立法解釋？

民法第 66 條第 1 項：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

民法第 66 條第 2 項：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

民法第 67 條：稱動產者，為前條所稱不動產以外之物

民法第 68 條第 2 項：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

4 法院審理民事事件時，若遇有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情況，法院得採取的處理方法，不包括下列何者？

援引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 拒絕審判

類推適用 援用習慣法

5 依地方制度法，關於自治條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則需立法院通過，但自治條例為地方自治事項，僅須地方行政機關發布即可，無須經地方立法機關

通過

自治條例係擁有自治權之地方自治團體所制定，適用之地域有其限制

自治條例不能牴觸法律，否則無效

若有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應以自治條例定之

6 下列何者與政府權力之垂直分立設計無關？

住民自治 中央與地方均權原則 各地分設地方法院 地方自治

7 下列何者為憲法上三權分立之適例？

中華民國考試院與行政院之區分 美國總統與聯邦法院之區分

英國國會上議院與下議院之區分 德國總統與總理之區分

8 國家若欲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應以何者作為其規範基礎？

法律 法律授權命令訂定 行政規則 職權命令

9 下列何者非屬公民投票法所定全國性公民投票之適用事項？

法律之複決 立法原則之複決 重大政策之複決 重大政策之創制

10 依現行法律規定及實踐，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之組織與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設大法官 15 人，含正、副院長在內 並為大法官之正、副院長，不受任期之保障

得審理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 不得連任但可以再任

11 下列何者是大法官解釋所承認之非明文憲法權利？

受徵收土地上的合法居住者，得請求補償其因徵收所蒙受之財產損失

公眾人物不受他人跟追、盯梢、持續注視之自由

法院判命妨害他人名譽之加害人，向被害人公開道歉所干預的權利

大學對於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學力評鑑、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之自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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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官審理案件不受該法規命令之拘束
行政機關得在法律已明文規定或授權訂定辦法之情形下，另以行政規則代替法律或法規命令
法規命令增加母法所無之限制，即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僅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則僅能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

13 有關現行憲法就總統及行政院院長權力關係所為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
行政院欲提出覆議案需先經總統核可
總統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需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14 某甲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遭主管機關勒令停工，若處分書中未載明某甲所違反之法規條次，則該處分最可
能因違反下列何種行政法原則而違法？
信賴保護原則 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15 若法規要求人民辦理結婚登記前，須繳清所有罰鍰與欠稅，試問此規定最可能違反下列何種行政法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公益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6 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關於
此一立法體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普通法 特別法 任意法 基本法

17 下列何者不得以概括授權之法規命令規範？
執行法律所必要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 不涉及限制人民權利之事項
非屬重大之給付行政事項 租稅的構成要件事實

18 甲駕駛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之壅塞路段，同車友人乙突然休克，甲為了儘速將乙送至醫院急救，遂行駛於
高速公路路肩。甲行駛於高速公路路肩之行為，是否因具有阻卻違法事由，而不受行政罰之處罰？
甲行駛於高速公路路肩，乃正當防衛之行為，故不受行政罰之處罰
甲行駛於高速公路路肩，乃緊急避難之行為，故不受行政罰之處罰
甲行駛於高速公路路肩，乃兼具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難之行為，故不受行政罰之處罰
行政罰法並未如同刑法有阻卻違法事由之規定，故甲仍應受行政罰之處罰

19 依據國家賠償法之規定，稅捐稽徵機關之公務員甲執行職務，不法侵害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權，國家應否負
損害賠償責任？
甲之行為雖不具故意或過失，國家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甲之行為若僅具輕過失，國家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甲之行為至少須具重大過失，國家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甲之行為若屬間接故意，國家即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20 下列何者並非公務員懲戒法之適用對象？
內政部部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
臺北市市長 屏東縣議員

21 下列何者係為民法債編規定五項債之關係消滅原因之一？
廢除 撤銷 終止 免除

22 下列程序，何者不得取代訴願程序？
政府採購法之申訴審議程序 公務人員保障法之復審程序
稅捐稽徵法之復查程序 行政執行法之聲明異議程序

23 下列何者事件之第一審管轄法院，非為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簡易訴訟程序事件 交通裁決事件 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收容聲請事件

24 甲經營工廠排放廢水，乙機關以其違反放流水標準為由，命甲停工。甲不服該停工處分，提起訴願而不服
訴願決定。試問，甲此時應提起何種最適當之行政訴訟類型？
國家賠償訴訟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25 關於行政訴訟程序之基本原則，下列何者非屬之？
處分原則 職權調查原則 書面審理原則 自由心證原則

26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能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機關無當事人能力
胎兒關於其可享受之利益，有當事人能力
自然人獨資經營之商號，有當事人能力
非法人之團體，雖未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仍有當事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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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關於民事訴訟上和解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就未聲明之事項或第三人參加給付訴訟上和解成立者，得為執行名義

依民法規定成立之和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訴訟上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仍不得請求繼續審判

法院僅得於言詞辯論期日試行和解

28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能力與特別代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人為訴訟行為時，僅得於言詞辯論程序進行時，共同以言詞聲明，並由書記官以

筆錄證之

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並應提出書面資料以釋明之者，有訴訟能力

無訴訟能力人為被告時，僅得由審判長以職權於言詞辯論程序終結前，為該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並通

知其法定代理人

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

選任特別代理人

29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通常程序第二審上訴之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第一審之確定判決，得上訴於高等法院

提起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宣示後 10 日內不變期間為之

上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聲明上訴標的、金額及理由於高等法院

30 下列何者具有完全行為能力？

甲為獨資商號

乙為 25 歲之自然人，受監護宣告

丙為以醫療為目的之財團法人，購買口罩供醫院使用

丁於 2021 年 18 歲時結婚，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2 個月後其婚姻被撤銷以後

31 甲向乙購買一筆土地，惟遲至 22 年後始請求乙將該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自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得以甲之債權因時效完成而消滅為由，拒絕移轉該土地之所有權登記於甲

如果乙將該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甲，乙得以其不知時效完成為理由，請求返還土地

甲依買賣契約得請求乙交付並移轉所有權登記，該土地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為 20 年

如果乙明知時效完成而承認債務，其後即不得以時效完成為由，拒絕移轉所有權登記該土地於甲

32 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下列何者為無權占有？

質權人因合法之質權設定占有質物

不動產買受人自行占有買賣之不動產

受贈人因贈與人交付而占有贈與之不動產

出賣人移轉買賣之不動產所有權於買受人後，仍占有該不動產

33 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行使，以其所擔保債權之確定為前提。下列何者並非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確定

方法？

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消滅

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 擔保債權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

34 甲有二手車 A 車一輛，欲以新臺幣（下同）10 萬元出售，詢問乙有無意願購買。乙聞訊後，即向甲表示

自己雖很喜歡 A 車，但預算有限，若是 8 萬元就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問乙是否願意以 10 萬元購買 A 車，為要約之引誘

乙回答若是 8 萬元就買，依民法第 160 條第 2 項規定，推定為新要約

乙回答若是 8 萬元就買時，甲乙間已成立 A 車之買賣契約

甲若拒絕以 8 萬元出售 A 車，則乙之要約失去拘束力

35 甲向乙購買書，回家後發現該書有缺頁之問題。關於乙之給付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給付不能 給付遲延 權利瑕疵 不完全給付

36 依現行民法規定，下列關於結婚效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代理結婚者，結婚為得撤銷 經法院公證結婚者，結婚即為有效

違反近親結婚禁止之規定者，結婚為無效 有配偶者重婚，重婚為得撤銷

37 下列關於證據能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證據能力係指證據能否證明犯罪之程度

警察違法搜索取得之證據，當然沒有證據能力

被告一旦自白，即可判決有罪，不須進行其他的證據調查

被告之自白，若是出於脅迫之方法，不得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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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甲喪偶有一子丙，乙喪偶有一子丁。甲、乙為兄弟。乙死亡時未留財產，丁年僅 10 歲，甲扶養丁。5 年後，

甲亦死亡。甲死亡時，留有財產，丁對甲之遺產得主張何種權利？

繼承權 遺贈交付請求權 遺產酌給請求權 遺產分割請求權

39 依現行實務見解，法院關於下列何者之認定，不適用刑事訴訟法之嚴格證明法則？

貪污案件之被告是否具備公務員身分

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是否已滿 14 歲

過失致人於死案件中被告駕車不慎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因果關係

普通詐欺案件中被告之犯罪所得範圍

40 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若未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則檢察官不得為下列何種處置？

具保 限制住居 命繳納罰金 直接釋放

41 被告本人於審判中卷宗閱覽權之範圍，不包括下列何者？

經法院許可在確保卷證安全之前提下，檢閱卷宗及證物

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

經法院許可自行影印卷證或對卷證攝影

法院限制檢閱卷證時，得提起抗告

42 下列何者非屬刑事訴訟法所定辯護人得行使之權利？

得與偵查中受拘提之被告接見，並指定即時得為接見之時間及場所

得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檢閱卷宗，並得對持有或獲知之證據資料為正當目的之使用

得與羈押之被告互通書信，並且僅有法院得以限制書限制之

得於檢察官訊問被告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43 甲公營事業機構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某項與民生有關之公共工程採購案，乙為該機構員工，負責執行

該採購案之監工及驗收事務，其法律性質為何？

乙係從事於公共事務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乙係執行公務機關私經濟行為的民事上委任事務

乙雖從事於公共事務但不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乙雖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但民生事務並不屬於公共事務

44 甲經由法院強制執行拍賣程序，買受Ａ房屋，於點交後，發現Ａ屋門後仍有當初法院查封時所貼之封條，

於是自行除去該封條。依實務見解，下列關於甲刑事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刑法第 138 條毀損公文書罪 甲成立刑法第 139 條污損查封標示罪

甲所為符合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不罰 甲所為因查封已失效，無罪

45 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屬於貪污治罪條例處罰之行為？

經辦公用工程而從中收取回扣 侵占職務上所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

竊取公有財物 濫權逮捕非現行犯或通緝犯之人

46 甲為殺害鄰居乙，飲酒壯膽自陷於無辨識能力狀態下，持刀將乙殺死。關於甲之罪責，有可能成立下列何

罪名？

甲無責任能力不成立犯罪 甲成立傷害致死未遂罪

甲成立故意殺人罪 甲成立重傷致死罪

47 下列有關刑事責任能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為人處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狀態，法院只能依照鑑定結果認定

行為人非處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狀態，法院只能依照鑑定結果認定

行為人處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狀態，法院得不經鑑定，依職權認定

行為人非處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狀態，法院得不經鑑定，依職權認定

48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犯罪後自首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且因而查獲其他共犯，法院

應如何處理？

應免除其刑 應減輕其刑 得免除其刑 得減輕其刑

49 關於刑法第 23 條正當防衛行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防衛行為

對於未來可能發生之不法侵害先發制人，亦可以主張正當防衛

必須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主觀意思

防衛行為不得過當

50 依刑法規定及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屬阻卻違法之不罰行為？

公務員依法令之行為 原因自由行為 緊急避難行為 正當防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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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在使用於公權力介入家庭暴力事件時，根據該法所謂的「家庭暴力」，乃是家庭成員間
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下列那些事件，不符合該法中所謂的家庭暴力事件？
離婚後的前夫破門毆打原岳父 夜夜磨刀的孫子詛咒爺爺去死
同居之三等旁系血親的互毆 曾經同居的分手情侶欠錢不還糾紛

2 國家基於肯定多元文化的價值，積極保障各族群的權益，下列何者不是我國目前對原住民族所採行的措施？
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且 2010 年起各族可依「歲時祭儀」需要放假一日
通過《姓名條例》修正案，原住民名字可在中文譯音旁加註羅馬拼音
成立原住民自治區，原住民得以在自治區內施行原住民族自治法
辦理原住民學生語言及文化能力證明，取得升學優待提升學習競爭力

3 國外源起「待用咖啡」的原型，是由消費者預付款項給店家，待需要的弱勢者取用。而國內衍伸「待用餐
食」的模式，不僅店家主動加入，甚至自行吸收食材的成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做法發想與活動促進者皆屬非營利組織 凸顯不同文化資本中搭便車行為的普遍性
制度順利運行必須根植於社會資本的累積 企業才能是此一模式發想推展的關鍵要素

4 美國哈佛大學邀請脫口秀天后歐普拉（Oprah Winfrey）為 2013 年畢業生演講，歐普拉出生在典型的黑人
貧戶家庭，生父不詳。大學尚未畢業，她就利用善於說話的天賦本能，成為地方電視台的首位黑人女主播，
隨後並創辦「脫口秀節目」，成為全美收視率最高的電視主持人，更被譽為美國最有權勢和影響力的人。
關於歐普拉的社會流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水平流動 垂直流動 代內流動 結構流動

5 新聞報導：某市政府與超商業者合作，針對就讀、設籍於該市或在該市內發生「急難事由」致有飢餓求助
需求學童，提供每人每餐 80 元供餐協助，採「救急不救窮」為原則。關於此一作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屬政府與第二部門合作的公私協力模式 有助文化資本的累續，公民社會的形成
屬於藉由民間募款支應的短期社會津貼 企業善盡社會責任，展現組織運作自主

6 社會企業與傳統商業企業的差異，在於價值與目的。社會企業的價值是社會關懷，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
而是採取企業注重效率的經營方式，賺錢以實踐解除弱勢困境的目的。社會企業的性質屬於下列何種團體？
第一部門 第二部門 第三部門 初級團體

7 食物銀行概念源自國外，其運作是熱心民眾以捐出食物或物資的方式，透過食物銀行等平台，交到需要者
的手裡。「家扶基金會」從 2007 年起，即透過與超商、賣場合作，建構扶助弱勢家庭的濟助免飢安全防護
網。綜上所述，「家扶基金會」應是下列何種團體？
參考團體 初級團體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8 為了凝聚政治意志的形成，人民往往會組成各式團體，如政黨、利益團體等。下列關於政黨和利益團體的
敘述，何者正確？
政黨及利益團體均是為了勝選而組成的團體 利益團體是因共同的政治理想所組成的團體
為了影響政策，利益團體常提名候選人參選 政黨所關注的議題常常較利益團體來得廣泛

9 國際組織依據地理位置、會員資格、組織功能等，可分成許多種類。我國參與的「世界貿易組織」，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全球性國際組織 區域性國際組織 政府間國際組織 專門性國際組織

10 依我國憲法規定，選舉權的行使採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四項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婦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沒有投票權是違反平等原則
民國 85 年起，我國由投票選出總統屬於直接原則
任何人不得強制選民公開其選票，是屬於無記名原則
選民在投票時，不需書寫自己的姓名屬於無記名原則

11 如何建立統治正當性與合法性是現代民主國家的重要課題，下列何者不是現代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基礎？
國家元首必須由公民直選產生 保障人民擁有集會結社之權利
確保媒體專業自主與新聞自由 選舉過程應公平、公正及公開



代號：2301
頁次：4－2

12 大志在某鎮公所擔任課長職務，每逢選舉期間總是提醒自己應依法行政，秉持行政中立原則，依我國現行
法規，大志從事下列那些行為將違反行政中立的要求？
受現任鎮長的推薦而申請加入某政黨 接受某政黨的徵召投入下屆鎮長選舉
擔任現任鎮長競選連任總部的總幹事 謝絕任一鎮長候選人進入鎮公所拜票

13 「利益團體」係指人民基於共同理念或利益所組成的團體。「政黨」則指一群具有共同政治意志、目標或利
益的人，為取得政治權力及政治職位，從事政治活動以實現其理想，而結合的政治性團體。關於政黨與利
益團體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利益團體主要透過提名參選人影響公共政策，增進自身利益
利益團體不同於政黨，無法透過遊說、陳情、媒體、助選、示威遊行等方式表達訴求
政黨關注多面性之議題，並匯集選民各類意見進而實現執政目標
政黨可區分為功能型（自利型）與倡議型（公益型）兩大類

14 內閣制的國會無任一政黨取得過半席位時，由二個以上政黨所聯合組成的政府，稱為「聯合內閣」（Coalition
cabinet）。關於聯合內閣（Coalition cabinet）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內閣較不穩定，並有倒閣的危機 不同政黨間政策責任劃分不明
不同政黨間意見統合，係最完美的政治型態 可避免少數政府的情況，避免政府運作出現癱瘓

15 民主國家常見的選舉制度有多數決制、比例代表制及混合制，其中混合制又可分為聯立制與並立制。下列
有關於並立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該選舉制度的區域選舉與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分開計算
該選舉制度較有利於大黨，且容易產生超額當選的情況
該制度較聯立制更容易產生黨內當選席次相互排擠現象
無黨籍候選人無法透過此選舉制度成為國會議員

16 「僵局國會」（Hung Parliament）又稱「均勢國會」（Balanced Parliament），是指在議會內閣制國家中，沒有
一個政黨在議會選舉中取得絕對多數的席次，導致政府難產。在議會內閣制國家中，一旦出現「僵局國會」
時，即可能採用下列何種方式作為解決的方案？
成立「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籌組「聯合內閣」（coalition cabinet）
設置「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 實施「左右共治」（cohabitation）

17 報載：「2013 年 6 月間，酒駕新制施行後，某國小校長涉嫌酒駕肇事，由於酒測值高達 0.73 毫克，被依公
共危險罪移送法辦。同時，教育局也停止他的校長職務，並移交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最重可以撤職處
分。一旦確定撤職將喪失教育人員資格與退休金，且在移送公懲會後亦不得申請退休。」下列針對報載內
容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移送法辦」指移送交通法庭審理以追訴其刑責
審議懲戒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已改名為「懲戒法院」，隸屬於司法院
「審議懲戒」與「退休審核」之職權屬同一機關
「移送法辦」與「審議懲戒」皆屬行政權之運作

18 「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
罰之補充制度。下列何者不是「保安處分」？
安置輔導 保護管束 強制工作 強制治療

19 依我國「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下列何者非屬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
監獄組織通則 貪污治罪條例 少年事件處理法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20 男大學生小剛在人行道上以猥褻言語，不斷騷擾並跟蹤尾隨女高中生小美，小美經大聲制止無效後報警，
警方以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本案涉及違反該法所保障的公共秩序為何？
妨害安寧秩序 妨害公務 妨害他人身體 妨害他人財產

21 我國紀念日及節日之指定、慶祝活動及放假等規範，乃依據內政部發布《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為了
提升紀念日及節日實施之穩定性及法律位階，請問：推動《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之立法，可以透過何
種方式達成？
人民自行連署後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立法委員 15 人以上連署提出法律案
總統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大法官受理人民聲請，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22 民主國家的依法行政，包含「法律優位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兩大原則。下列何者並無法律保留原則

之適用？

衛生福利部發布新流感疫情，呼籲國人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交通警察取締路邊違規停車，予以開單告發並且拖吊
為彌補財政赤字，國稅局調高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稅率
為刺激消費，行政院發放振興經濟消費券每人 3600 元

23 某日深夜，慣竊老王潛入陳董事長的豪宅企圖行竊，被陳董的鄰居阿強發現，阿強立即報警，並上前欲抓
住老王，雙方發生扭打，警方隨後趕來將老王逮捕。依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老王的行為符合現行犯的要件，因此阿強可以逮捕他
因正值深夜，老王有權拒絕接受警方的訊問
老王除有權請律師與聯絡家人外，還可行使緘默權
警方應取得老王的「自白」，因自白可做為判決的唯一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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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產者從事生產的最大目的在於獲取「利潤」，下列有關「利潤」的敘述，何者錯誤？
利潤為銷貨收入減總成本的剩餘 利潤為商品的售價乘以銷售數量
利潤極大化的生產者決策也符合極小化成本 利潤為企業才能所獲得的報酬

25 每年旱季印尼蘇門答臘地區農民會以傳統放火燒林的火耕方式清理耕地，加上季風因素，使新加坡常籠罩
在煙霾中，空氣污染指數屢創新高。新加坡政府表示願意提供協助，也願和其他國家合作，解決霾害問題。
此類有關全球環境之議題，下列何者較無助於推動永續發展？
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污染防制進行技術協助
各國政府以政策要求生產者以對環境影響最小的方式生產
消費者購買商品時主動選擇生產過程對環境友善的產品
推動永續發展的重責大任全部交由已開發國家來承擔

26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之後，迄今已有一百多個國家先後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並積極展開生物
多樣性工作。關於此重要議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為該公約的締約國，對國內的生物資源擁有主權，並負有保育責任
生物多樣性的內涵，可以分為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多樣性
成立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換中心，有助於本土生物多樣性資料的蒐集與分享
國家公園的建立，可以就地保育生物的棲息環境，讓它們自然生長與繁衍

27 一國面對景氣衰退時，政府往往會透過一些措施刺激景氣復甦，帶動經濟成長。下列何者較無法達成刺激
景氣復甦的目標？
增加公共投資 降低重貼現率 獎勵民間投資 引導本國幣匯率升值

28 在實際市場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所擁有的資訊常出現不對稱情形，下列何者不是為了解決資訊不對稱所
採行的措施？
內政部要求售屋房價實價登錄 市場禁宰活禽以防堵禽流感擴散
臺東池上米推出產地標章認證 保險業者承保前要求客戶健康檢查

29 民意調查是運用系統性、科學性的方法，對民意進行蒐集、研究與分析的一種專業行為。關於民意調查的
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可以用來了解民眾對政府施政的滿意程度，以及監督政府的政策
由政府所成立的民調中心，比民營的民調中心更具有信度與效度
利用網路實施民調，因抽取樣本較為方便，故較能反應真實民意
民調結果呈現雙峰型曲線，表示民眾對此議題持中性看法者居多

30 夏、秋兩季常有颱風侵襲臺灣，因而造成龐大的農業損失。特別是颱風前後葉菜類的蔬菜等農產品的價格
的大幅上漲，連帶也造成根莖類農產的價格上漲，造成消費者叫苦連天。下列關於颱風後菜價上揚原因的
敘述，何者錯誤？
蔬菜對消費者而言屬於正常財 消費者預期未來價格上漲
根莖類作物為葉菜類的替代品 葉菜類受災損造成供給減少

31 自 1997 年京都議定書訂定以降，氣候變遷成為全球各國關注的議題，其後經歷 2009 年哥本哈根會議、
2011 年南非德班會議及 2015 年巴黎協定。下列何者不是上述會議協議中，各國對環境變遷所做出之共識？
相較於前工業化時代的溫度，全球平均溫度上升保持在攝氏 2 度內
已開發國家應協助開發中國家建立替代能源及技術
各國達成對違反減排氣體國家之懲罰金共識
訂定可交易排放許可證制度以建立污染權交易機制

32 某對夫妻皆為銀行之職員，兩人結婚後太太順利懷胎生子後，其中一人選擇辭去工作在家照顧小孩，另一
人則繼續在銀行工作。若其他條件不變，其中一人辭職對勞動市場影響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勞動參與率下降 勞動參與率不變 失業率不變 失業率下降

33 地球環境不斷惡化，為了我們及後代子孫的未來，永續發展已成為人類必須追求的重要目標。下列何者並
非永續發展的概念？
應只有已開發國家負責解決目前的污染問題 國家發展經濟時必須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
維護生物的多樣化屬於永續發展的環境面 無論當代或下一代的人們皆須追求環境保護

34 某合成石材生產廠商將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排入河流中，經民眾舉發後，政府要求該廠商限期改善並處以
罰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石材產品的需求曲線朝左移動 民眾對該石材產品的市場需求量將增加
該石材產品的市場供給曲線將向左移動 因為河流是屬於純公共財，才會造成污染情況不斷發生

35 下列何者較無助於提升經濟成長？
政府規劃科學園區 提高環保標準減少污染
企業與學校之間的產學合作 部分大學擠進世界大學排行的前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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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High-tech tools such as surveillance cameras and license plate readers have helped the police to track down faster.
advisors criminals employers historians

37 As the birthrate has been declining dramaticall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now many universities try to new
students from abroad.

recruit relocate enclose employ
38 After taking a break from his injuries, the athlete will return to practice soccer with his other teammates.

apart against along alone
39 The manager is reportedly angry about the between your account and Mary’s.

fairness discrepancy disposition firmness
40 The company’s final decision outraged the union, for it was contrary to what had been promised .

relatively automatically severely previousl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Animals communicate with members of their own species and other species. They do this all the time to attract mates, to
form social bonds, and to warn off predators. For instance, many male birds use their colorful 41 and feathers to attract
female birds. Bees return to the hive to do a wiggling dance 42 shows other bees where the food is located. To scare
off predators, some poisonous frogs make use of their brightly colored skin and the blowfish swallow water to expand to
twice their 43 . Moreover, male and female mockingbirds copy the calls of other bird species and use complicated
songs to attract mates. Baboons groom each other’s fur 44 so as to form close bonds with other members in their
group. Amazingly, some animals, 45 mountain lions, use scent from their glands to mark their territories. Despite our
advanced technology, we are just beginning to catch a glimpse of how animals really communicate.
41 cages grams ruins wings
42 and who that what
43 bath hall post size
44 horribly regularly rarely similarly
45 due to such as because of in spite of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Depression drains your energy, hope, and driv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take the steps that will help you to feel better.
Sometimes, just thinking about th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feel better, like exercising or spending time with friends, can
seem exhausting or impossible to put into action. It’s the Catch-22 of depression recovery: the things that help the most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do.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however, between something that’s difficult and
something that’s impossible. While recovering from depression isn’t quick or easy, you do have more control than you
realize—even if your depression is severe and stubbornly persistent. The key is to start small and build from there. You
may not have much energy, but by drawing on all your reserves, you should have enough to take a walk around the block
or pick up the phone to call a loved one, for example. Taking the first step is always the hardest. But going for a walk or
getting up and dancing to your favorite music, for example, is something you can do right now. And it can substantially
boost your mood and energy for several hours—long enough to put a second recovery step into action, such as preparing
a mood-boosting meal or arranging to meet an old friend.
46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Coping with Depression. Depression as a Mental Illness.
The Danger of Depression. Depression Crisis.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Depression is not curab le.

Recovering from depression could be quick or easy.
Taking the first step for coping with depression is always the most difficult.
Taking a walk can hardly improve your mood.

48 What is the first step we should take to deal with depression?
Joining a marathon competition. Finishing a late assignment.
Doing something easy. Wining a lottery.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is dealing with depression so difficult?
Depression is a serious mental illness. Depression is contagious.

Depression is not easy to discover. Depression uses up our energy, hope and driv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s is not suggested to deal with depression in the passage?

Going out for a walk and talking to neighbors.
Riding a bike and dancing to your favorite music.
Excercing profusely and draining up your energy.
Picking up the phone to call your loved one and making an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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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部分

1 下列承辦法官，何者應自行迴避？

事件經調解不成立而進入訴訟程序者，曾參與該事件調解程序之法官

下級審之判決經上級審廢棄而發回更審者，曾參與該更審前判決之法官

曾參與該事件保全程序之法官

上訴至最高法院之事件，曾參與該事件第二審判決之法官

2 下列何者非專屬管轄事件？

基於買賣契約請求移轉土地所有權之訴 請求裁判分割共有土地之訴

確認四層樓房屋所有權之訴 基於物上請求權請求拆屋還地之訴

3 A 起訴請求 B 給付貨款新臺幣（下同）90 萬元，於訴訟進行中，C 提起主參加訴訟，主張：A 前已將

該貨款債權讓與 C，請求 B 應給付 90 萬元貨款與 C。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C 提起主參加訴訟之被告應為 A

法院如駁回主參加訴訟，主參加訴訟之訴訟費用應由 C 負擔

主參加訴訟原則上應與本訴訟合併辯論、裁判

不論本訴訟在第一審或第二審，C 均得提起主參加訴訟

4 受輔助宣告人所為何種行為無須經輔助人同意？

就訴訟標的為認諾 撤回起訴

就他造之上訴為答辯 與他造和解

5 甲係乙之債權人，得知乙與丙成立贈與契約以脫產規避債權，甲遂依民法第 244 條之規定，提起撤銷

贈與契約之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如果對甲為訴訟標的之認諾，其認諾不生效力

甲如果單獨對丙撤回起訴，其撤回僅對丙發生效力

如果訴訟過程中，乙抗辯其所為贈與對甲之債權不生損害，此防禦方法僅對乙發生效力

法院判決甲勝訴而撤銷乙、丙間之贈與契約，丙捨棄上訴，僅乙提起上訴，第二審之審理範圍僅限

於甲對乙的訴訟

6 下列何項聲請，免徵裁判費或聲請費？

聲請駁回訴訟參加 就標的為新臺幣 5 萬元之財產權事件聲請調解

就確定裁定聲請再審 聲請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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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列何者非民事訴訟法所定之送達機關？

法院、法院書記官

執達員、郵務人員

對於有治外法權之人為送達時，受囑託送達之外交部

對於緊急應為送達時，受囑託送達之物流快遞機構

8 關於訴訟程序之當事人書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或代理人應於書狀內簽名或蓋章。其以指印代簽名者，應由他人代書姓名，記明其事由並簽名

已委任訴訟代理人之當事人，應於書狀內附委任狀並應載明已給付之律師酬金，以利計算訴訟費用

原告提出之起訴狀不合程式者，審判長應定 20 日不變期間令其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逕以起訴不

合程式，裁定駁回之

被告提出之答辯狀不合程式者，審判長應定 20 日不變期間令其補正，逾期未補正者，視同未提出

答辯狀

9 關於審判長之闡明權與當事人之發問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原告之聲明，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其主張不完足者，審判長應命原告於 7 日內以書面補足之

當事人得聲請審判長向他造為必要之發問，然當事人已委任訴訟代理人者，應由訴訟代理人聲請發問

當事人如認為審判長關於訴訟指揮有不當者，得向上級法院提出抗告

審判長認為當事人聲請之發問有不當者，得不為發問

10 民國 109 年（下同）5 月 4 日（週一），郵差將應送達於乙的第一審民事判決書，依法寄存於 P 警察

局，乙於 5 月 21 日始持通知書前往 P 局領取該判決書。該判決書何時發生送達效力？

 5 月 4 日  5 月 5 日  5 月 14 日  5 月 21 日

11 當事人承認他造主張之事實，下列何者非屬訴訟法上之自認？

於準備書狀內 在受命法官前 在受託法官前 在存證信函內

12 原告甲與被告乙間之訴訟，甲於言詞辯論中為訴之變更，乙異議。法院以變更合法而裁定准許甲之變

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對該裁定得上訴 乙對該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乙對該裁定得抗告 乙對該裁定得聲明異議

13 下列何者，被告不負舉證責任？

原告基於消費借貸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借款，被告抗辯該消費借貸債權之成立，係基於通謀虛偽意

思表示之事實

原告請求確認與被告間之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抗辯該委任關係存在之事實

原告主張債務人即被告之行為有害及債權，基於民法第 244 條規定，提起撤銷債權之訴，關於該形

成權已逾除斥期間之事實

原告因被告駕駛汽車發生車禍而受傷，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起訴請求損害賠償，關於因果關係之

存否

14 關於言詞辯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攻擊防禦方法，當事人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任何時期提出

因採公開審理主義，所有法庭活動皆應公開

因採不告不理原則，故原告之聲明若不完足者，法院不須闡明

言詞辯論，以當事人聲明應受裁判之事項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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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法院調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其訴訟標的價額逾新臺幣（下同）50 萬元者，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

建築物區分所有人相互間因建築物或其共同部分之管理發生爭執者，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

配偶或直系血親相互間因財產權發生爭執，其訴訟標的價額逾 50 萬元者，於起訴前毋庸經法院調解

因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爭執，其訴訟標的價額逾 50 萬元，於起訴前毋庸經法院調解

16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一審程序，對下列何者之通知得不以通知書為之？

原告 被告

原告之訴訟代理人 鑑定人

17 當事人於小額事件第一審判決送達後，提起第二審上訴，未於上訴狀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下列何期

間內提出上訴理由？

提起上訴後 7 日內 上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後 7 日內

提起上訴後 10 日內 提起上訴後 20 日內

18 甲起訴請求乙返還借款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經第一審判決乙應給付甲 200 萬元，駁回甲其餘請

求。甲、乙就其敗訴部分均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嗣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甲具狀表示兩造於訴

訟外已達成和解，因此撤回其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撤回上訴，縱然乙未撤回上訴，仍得請求退還甲於第二審所繳裁判費三分之二

甲撤回其撤回上訴之意思表示時，第二審法院仍應繼續審理本件訴訟

本件訴訟因甲具狀表示兩造達成和解，則和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本件全部第二審程序

即為終結

甲因撤回上訴，即喪失其上訴權，就第一審對其不利部分之判決，即無從以任何方式再聲明不服

19 關於抗告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均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

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行言詞辯論程序

抗告法院認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更為裁定

對於准為假扣押之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20 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以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為由，就第三審確定判

決向第三審法院提起再審之訴，第三審法院應如何處理？

應為實體裁判 應以不合法裁定駁回

應裁定移送於原第二審法院 視再審被告是否抗辯無管轄權再為准駁之裁判

21 關於第三人撤銷訴訟之裁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告起訴不合法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訴

原告起訴依其所述事實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訴

原告起訴如無不合法或顯無理由之情形，法院應就原確定判決之全部範圍為辯論及裁判

法院認第三人撤銷之訴為有理由者，均應將原確定判決全部撤銷

22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合法異議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支付命令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

支付命令與訴訟上調解有同一之效力 支付命令得為執行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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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於假扣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應釋明

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未釋明，債權人得以擔保代之

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

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明假扣押者，擔保金額不得高於請求金額 10 分之 1

24 在某遊樂園之粉塵燃燒事件，造成 400 多位燒傷之受害人，若該等受害人擬向賠償義務人訴請民事損

害賠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全體被害人必須依團體訴訟方式始得為之

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

被選定之人得更換或增減之，為求訴訟經濟，無須通知他造

被選定人有為選定人為一切訴訟之權，不得限制之

25 關於依家事事件法所作成之本案裁判及其執行名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命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時，關於給付方法，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

暫時處分之執行，原則上得不待當事人之聲請，由法院依職權為之

法院命相對人給付贍養費而為分期給付之裁定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

債務人依執行名義應分期給付贍養費，而有一期未完全履行時，債權人就其餘履行期尚未屆至部分，

亦得聲請強制執行

乙、刑事訴訟法部分

26 告訴人對於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聲請再議，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幾日內為之？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27 關於刑事訴訟之文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審判筆錄內引用附卷之文書者，其文書所記載之事項，僅供參考

辯護人不必經審判長許可，得逕行於審判期日攜同速記到庭記錄

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

裁判得由法官助理制作裁判書

28 甲遲誤上訴法定期間後，得因下列何項事由，於原因消滅後 5 日內，聲請回復原狀？

甲將上訴之事託於年邁耳聾之母親 甲請教律師解釋判決內容

甲罹患重病被醫院移入加護病房 甲因請熟悉法律之朋友代撰上訴狀

29 有關聲請法官迴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辯護人得隨時聲請法官迴避 對於法官迴避的聲請，由其所屬法院管轄

對於駁回法官迴避聲請的裁定，不得抗告 審判期日，不得以言詞方式聲請法官迴避

30 刑事訴訟法第 268 條規定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乃屬控訴原則。控訴原則以三面訴訟為其

特色，下列何者不包含在三面關係中？

告訴人 被告 檢察官 法官

31 關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法官之迴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懷疑法官執法不公，必能聲請法官迴避

聲請法官迴避，原則上以書狀為之

法官不依被告聲請傳喚證人，被告即可聲請法官迴避

告發人得聲請法官迴避



代號：3301
頁次：6－5

32 我國刑事審判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只有告訴制度 只有自訴制度 兼採公訴和自訴 兼採公訴和告訴

33 關於逮捕現行犯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於實施後即時被發覺者，非現行犯

被追呼為犯罪人者，以現行犯論

因持有兇器，顯可疑為犯罪人者，以現行犯論

因身上沾滿血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以現行犯論

34 傳票之送達，由下列何人簽收者，不生送達之效力？

應送達被告，由代為繳交保證金之具保人簽收

應送達被告，由被告之送達代收人簽收

應送達被告，由被告本人簽收

應送達告訴人之文書，由告訴人之送達代收人簽收

35 刑事訴訟法第 91 條及第 93 條第 2 項所定之 24 小時，有下列何種情形之一，其經過之時間不予計入，

但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

在途解送時間

經法官命責付之被告在法警室辦理手續所生之遲滯

經法官命限制住居之被告在法警室辦理手續所生之遲滯

經法官命具保之被告在法警室辦理手續所生之遲滯

36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為下列何種強制處分？

得拘提之 得留置之

得羈押之 得科以新臺幣 3 萬元以下之罰鍰

37 下列何者情形，雖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但非法定得逕行拘提被告之事由？

無一定之住居所

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38 有關證人與鑑定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任何人受法院傳喚者，都有擔任證人與鑑定人義務

證人與鑑定人經合法傳喚未到者，法院均得拘提之

證人與鑑定人到法院作證時，均應命具結

當事人得依法拒卻證人與鑑定人

39 有關勘驗、相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檢察官偵查中實施勘驗，無論如何，應通知被告到場

勘驗，得檢查身體

遇有非病死，檢察官應速相驗

勘驗，得由審判長為之

40 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下列何種程序？

準備程序 證據調查程序 宣判程序 言詞辯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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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關於證據保全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聲請保全證據，偵查中得向檢察官為之

聲請保全證據，審判中仍應向檢察官為之

檢察官駁回證據保全聲請者，聲請人得聲請再議

聲請保全證據，得以言詞為之

42 檢察官就被告所犯下列之罪，何者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規定為不起訴處分？

刑法第 271 條之殺人罪 刑法第 321 條之竊盜罪

刑法第 346 條之恐嚇罪 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罪

43 法院認為交付審判的聲請有理由時，下列何者並非此項裁定正本之應受送達人？

告訴人 證人 被告 檢察官

44 甲知悉乙有逃漏稅捐罪之犯罪嫌疑，甲想告發乙的犯罪，下列機關何者無權受理甲的告發？

法務部調查局 市政府警察局

國稅局 檢察署

45 甲是通緝犯，騎乘機車時，經警察盤查而逮捕，下列何者非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附帶搜索之範圍？

甲之身體 甲隨身攜帶之包包

甲之機車 甲父母的家

46 關於刑事程序第二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但涉及法律重大爭議者，

得由最高法院管轄

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上訴

上訴第二審，應於送達判決後 20 日內為之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第二審法院應拘提其到場，不得逕行判決

47 關於刑事訴訟法所定之協商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法院仍得為協商判決

協商之合意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者，法院仍得為協商判決

法院認定之事實顯與協商合意之事實不符者，法院仍得為協商判決

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

48 有關詰問程序當中異議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被告得以證人的回答不當為由聲明異議 審判長認為異議無理由時應以裁定駁回之

對審判長的異議決定不得聲明不服 受理異議後審判長應立即處理

49 有罪判決確定後，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提起何種程序？

再審 再議 交付審判 非常上訴

50 甲涉犯殺人罪嫌，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依法審判諭知有罪並經三審定讞，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甲認為確定判決違背法令，故甲自己得提起非常上訴

提起非常上訴須確定判決違背法令，所謂違背法令係僅指實體法法條之適用違背法令

非常上訴主要在糾正適用法律錯誤

非常上訴之判決，須經言詞辯論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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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部分

1 甲起訴主張其與乙（住所地為 A 地）、丙（住所地為 B 地），三人在 C 地簽立借款契約書，約定由乙

向甲借款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並以丙為該借款連帶保證人，且自交付借款之日起 6 個月內，應

至 D 地（甲之住所地）如數返還借款予甲，甲於簽約時一併如數交付借款予乙，惟乙屆期仍不清償等

情，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乙及丙連帶返還借款 100 萬元。有關本件訴訟管轄，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件訴訟因乙及丙住所地依序為 A 地及 B 地，各該被告之住所地法院即 A 地及 B 地之法院均有管

轄權

本件訴訟因乙為主債務人，乙住所地 A 地之法院始有管轄權

本件訴訟因借款契約書簽立地點為 C 地，C 地之法院始有管轄權

本件訴訟因借款契約書約定以甲住所地為清償地，D 地之法院始有管轄權

2 關於合意管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無特殊約定，合意管轄應解為排他的合意管轄

經當事人合意之管轄法院，即為專屬管轄法院

為便利訴訟，當事人得以合意約定第二審管轄法院

民事訴訟法第 25 條之擬制管轄，不適用在兩造有排他合意管轄約定之情形

3 下列何者，不得為無訴訟能力人聲請受訴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

對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者 無訴訟能力人之親屬

無訴訟能力人之利害關係人 檢察官

4 下列何者不具備民事訴訟之當事人能力？

甲獨資商號，因販賣傳統生活用品雜貨而涉訟

胎兒甲，因繼承權受侵害，而有提起訴訟之必要

甲分公司，就其業務範圍之事項涉訟

甲法人，因其代表人執行職務之侵權行為涉訟

5 甲委任乙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對被告丙提起訴訟，下列何種訴訟行為，乙必須受特別委任方得為之？

聲明證據

丙提起反訴時，對該反訴為言詞辯論

為甲提起上訴

聲請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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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訴訟費用之擔保，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不得聲請命原告供擔保。但應供擔保之事由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

聲請命供擔保之裁定，不得抗告

法院命原告供擔保者，定擔保額，以被告於各審應支出之費用總額為準

原告於裁定所定供擔保之期間內不供擔保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訴。但在裁定前已供擔保者，不在

此限

7 下列何者，為關於訴訟標的之闡明？

審判長向被告闡明，詢問其是否提出同時履行抗辯

審判長向原告闡明應提出證據

闡明原告表明請求所依據之理由

被告為抵銷抗辯，審判長不確定被告是否有提起反訴之意思，闡明使被告表明

8 關於對無訴訟能力人、訴訟代理人之送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訴訟代理人應受特別委任，方能對其送達

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全體法定代理人為之

當事人委任 2 位以上之訴訟代理人者，應向當事人與全體訴訟代理人為送達

對於未滿 16 歲且無訴訟能力之人為送達者，應囑託其學校或安置機關之負責人為之

9 關於期日與期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民事訴訟法關於期間之計算，依民法之規定

當事人工作地點不在受訴法院所在地者，受訴法院應囑託其工作地之法院送達之

當事人不在法院所在地居住者，而其訴訟代理人住居法院所在地，關於在途期間之扣除，應以當事

人所在地計算之

不變期間，如有重大理由，得伸長或縮短之

10 關於訴訟程序停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死亡者，訴訟主體消滅，訴訟繫屬消滅，無訴訟停止與續行之問題

委任訴訟代理人之案件，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時，無法與訴訟代理人商討案情，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當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不變期間亦隨之停止進行

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當事人，自陳明合意停止時起，如於 4 個月內不續行訴訟者，視為撤回其訴或

上訴

11 原告與被告在法院成立和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和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如該和解有無效之原因，原告得請求繼續審判

如該和解有得撤銷之原因，被告得提起撤銷和解之訴

法院無庸就此訴訟為判決

12 甲與乙間之民事訴訟，經兩造言詞辯論後，甲以書狀撤回其起訴，乙就該撤回未表示任何意見。自何

時起，視為乙同意甲撤回其起訴？

甲向法院提出撤回書狀 甲之撤回書狀送達乙

審判長宣示言詞辯論終結 甲之撤回書狀送達乙後經 10 日

13 原告甲列乙為被告，下列何者，應由乙負舉證責任？

甲主張其為乙獨居之父提供三餐，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相關餐費。關於無法律上原因之

事實

甲請求確認乙對現為甲占有且未經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A 屋之所有權不存在。關於 A 屋確為乙

所有之事實

甲主張因受乙不堪同居之虐待而請求裁判離婚。關於有無不堪同居虐待之事實

甲請求確認與乙親子關係存在。關於其親子關係成立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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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一造言詞辯論之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

不到場之當事人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

到場之當事人所提出之聲明、事實或證據，已於相當時期通知他造

到場當事人於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已為必要之證明

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係因天災

15 關於訴訟中移付調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使當事人成立相互讓步之方案，應成為本案訴訟之爭點簡化協議

調解程序中，法官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

裁判之基礎

第二審訴訟繫屬中，法院於必要時，應依職權將事件移付調解

訴訟繫屬中由法官依職權移付調解者，以 2 次為限。但經當事人合意者，不在此限

16 適用下列何種訴訟程序之事件，提起第三審上訴應經原裁判法院許可？

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清償借款事件 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之給付貨款事件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給付票款事件 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勞動事件

17 關於小額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一造為法人，以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就關於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與為自然人之

他造簽訂書面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法院不得據以定管轄法院

得於夜間進行訴訟程序

經兩造同意得不調查證據

當事人無論是否向法院陳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均得為適用小額訴訟程序而為一部請求

18 關於民事訴訟程序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通常訴訟程序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向最高法院提起抗告時，抗告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對於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而向最高法院聲請訴訟救助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第三審上訴事件行言詞辯論程序時，兩造均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對於最高法院之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時，均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9 甲起訴請求乙遷讓返還甲所有之 A 屋，經第一審法院裁定：①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

150 萬元；②甲應於收受該裁定之翌日起 7 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 2 萬元，逾期駁回起訴。甲不服該

裁定，全部提起抗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第一審法院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為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不得抗告

第一審法院關於命甲繳納第一審裁判費之裁定，事涉甲起訴合法與否，影響甲之程序基本權，應得

抗告

如抗告法院駁回甲關於第一審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裁定之抗告，甲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

由，再為抗告

如抗告法院以不合法為由，駁回甲關於第一審法院命甲繳納第一審裁判費部分裁定之抗告，甲不得

再為抗告

20 關於再審期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不變期間

為通常法定期間

為裁定期間

如有重大理由，法院得以裁定伸長或縮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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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於第三人撤銷之訴之原告適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前訴訟程序之原告 前訴訟程序之被告

前訴訟程序之參加人 未參加前訴訟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22 關於督促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應訊問債務人後，就支付命令之聲請為裁定

支付命令之送達應於外國為之者，不得行之

支付命令之送達應依公示送達為之者，不得行之

聲請人應為對待給付尚未履行者，不得行之

23 關於聲請除權判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示催告聲請人，原則上得於申報權利之期間已滿後 3 個月內，聲請為除權判決

公示催告聲請人，不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者，法院應依職權另定新期日

公示催告聲請人，遲誤法院另定之新期日者，得於 3 個月內聲請法院更定新期日

對於除權判決不服，得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上訴

24 乙女與甲男離婚後，隨即與丙男結婚，嗣後乙女生下一子 A，惟就 A 為甲或丙之子女一事，關係人間

尚有爭執。關於確定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生父之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 A 起訴時，應以甲、乙、丙為共同被告

由乙女起訴時，應以甲與丙為共同被告

由甲起訴時，應以乙、丙為共同被告

由丙起訴時，應以甲、乙為共同被告

25 關於家事事件法之調解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就分割遺產事件於法院成立調解時，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當事人於法院成立離婚之調解者，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辦理登記，否則不生離婚之效力

法院得於家事事件之審理程序進行中依職權移付調解

當事人兩造得合意聲請將相牽連之民事事件合併於家事事件而為調解

乙、刑事訴訟法部分

26 有關刑事審判筆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審判筆錄，應於每次開庭後 1 個月內整理之

獨任法官有事故時，審判筆錄僅由書記官簽名，並附記其事由

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應以錄音內容為證

辯護人如認為審判筆錄之記載有遺漏者，不得聲請法院更正

27 關於抗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

提起抗告，應以抗告書狀為之

抗告是對判決聲明不服的方法

抗告書狀，應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

28 司法警察（官）詢問犯罪嫌疑人，下列何種情況得於夜間詢問？

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 受詢問人明示拒絕

於夜間經拘捕到場而為本案訊問 經被害人明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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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甲住在臺中市，與住在新竹市之乙，共同至苗栗傷害住在桃園市之丙，下列何法院對甲、乙之犯罪無管

轄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30 關於相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遇有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

相驗，檢察官得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行之

相驗，得由司法警察官為之

遇有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

31 下列何者不屬於刑事訴訟法中強制處分之態樣？

羈押 逮捕 通知 拘提

32 因遲誤下列何種期間，得聲請回復原狀？

上訴期間 告訴乃論之告訴期間

非常上訴期間 補提上訴理由書之期間

33 下列何種陳述，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之傳聞例外？

證人於法官面前之陳述 告訴人於法官面前之陳述

被告於法官面前之陳述 鑑定人於法官面前之陳述

34 下列何者非搜索票應記載事項？

被害人 案由

應加搜索之處所、身體、物件或電磁紀錄 有效期間

35 甲涉犯竊盜罪，被檢察官提起公訴，對於法官之迴避。依刑事訴訟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以法官有應自行迴避之事由，而不自行迴避為由聲請迴避時，應由法官所屬之法院以合議裁定

甲之輔佐人認為法官有自行迴避之事由，而不自行迴避時，得聲請法官迴避

甲已就案件陳述，並足以表明受法官裁判後，得以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為理由聲請迴避

僅限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甲始可聲請法官迴避

36 依刑事訴訟法第 78 條規定，一般拘提由下列何機關執行？

司法警察 檢察官 檢察長 法官

37 關於令狀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搜索票應由法官核發 押票應由檢察官核發

鑑定留置票應由法官核發 偵查中拘票，由檢察官核發

38 有關傳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得使用傳票，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

傳喚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應通知被告

被告之住、居所不明者，得免記載在傳票上

被告之姓名不明者，不得傳喚

39 關於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抗辯自白非出於任意性時，法院即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

共犯非出於任意性之自白，經被告及辯護人詰問對質後，即可據為被告有罪之證據

被告或共犯出於任意性之自白，仍須與事實相符，始具有證據能力

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但與事實不符，仍不得為不利於共犯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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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有關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有罪事實，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 有罪事實，法官應負舉證責任

無罪事實，法官應負舉證責任 無罪事實，被告應負舉證責任

41 對於證人及鑑定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證人、鑑定人均得命拘提 證人、鑑定人均不得命拘提

證人得命拘提，鑑定人不得命拘提 證人不得命拘提，鑑定人得命拘提

42 下列何人得聲請交付審判？

被害人 告訴人 告發人 自訴人

43 成年單身又無子女之甲遭乙開車不慎撞傷，昏迷不醒，甲父見肇事後已 5 個月，復與乙無法達成和解，

甲父乃以其名義一狀向檢察官提出乙過失傷害之刑事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父沒有告訴權 甲父得代理甲提起告訴

應由檢察官當公益代表人，替甲提出告訴 甲父得獨立告訴

44 檢察官為避免被告逃匿或證據被湮滅，故偵查程序不公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辯護人於偵查中所知悉偵查之內容，不得告訴他人

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所知悉偵查之內容，不得告訴他人

檢察事務官於偵查中所知悉偵查之內容，不得告訴他人

檢察官偵查中知悉被告令人不齒之辯解，得於偵查中召開記者會揭露

45 下列何者得依簡易判決處刑？

免刑判決 免訴判決 管轄錯誤判決 無罪判決

46 有關自訴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未成年的被害人得自行提起自訴 提起自訴無須委任律師為之

自訴得以言詞為之 自訴狀應記載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

47 關於審判中協商程序之要件，下列何者錯誤？

僅於刑事第一審有其適用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之罪不適用之

須案件已繫屬於法院始得行之 須由自訴人提出聲請

48 關於簡式審判程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由簡易庭法官審判之 被告為有罪之陳述，才可能適用

屬於地方法院的刑事審判程序 殺人罪不得行簡式審判程序

49 甲因涉犯殺人未遂罪，經司法警察通知到場詢問，下列何者正確？

甲未選任辯護人，檢察官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甲辯護

未與甲同居之堂哥，得獨立為甲選任辯護人

甲可選任不具律師資格之大學法律系教授為其辯護

與甲分居之配偶，得獨立為甲選任辯護人

50 關於再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聲請再審，原則上沒有期間的限制

聲請再審，可以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而為之

聲請再審，可以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而為之

判決確定後，即不可聲請再審，只能提起非常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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