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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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而為人，在不同的時間、地方、工作上，總會扮演一種以上的不同
角色。早上醒來被孩子叫「爸爸早」的父親，轉過身是孩子的媽的丈

夫；手機來電時是上司的下屬，傳訊交辦事情時又是下屬的上司。這

樣的身分轉換和角色扮演，有時讓我們左右為難，無以應對；有時則
讓我們哭笑不得，難以適應。請以「我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為

題，寫出你印象最深的經驗和感悟。

二、公文：（20 分）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衛生福利部針對國內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防疫工作，頒布相關防疫須知，要點如下：

(一) 為落實社區防疫工作，請輔導各據點參照「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社區防疫人力工作指引」，辦理各項防疫措施，

提供服務對象所需防疫資訊、衛教宣導及心理支持關懷。

(二) 為防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擴散，請依據「有確定
病例之應變處置建議」，輔導轄內據點加強志工、服務對象體溫量

測及健康狀況管理，並落實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相關宣導。

請根據以上資料，試擬衛生福利部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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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為志明寫給同班同學春嬌的問候信件：
春嬌同學 ① ：

畢業以來一直沒有機會再見面，不知妳最近過得如何？甚為想念！
聽其他同學說妳計畫參加國家考試，現正為考公職作準備，每天利用下班時間

讀書，一方面還得照顧生病父親，非常辛苦。知道妳能一步步往目標踏實邁進，我
也替妳感到高興。希望妳能克服困難，金榜題名，我會在背後支持妳，幫妳加油！
紙短情長，莫盡萬一。 ② ，敬請
③

志明 ④ 八月十五日
下列填入的語句，何者正確？
①可填「惠啓」 ②可填「肅此」 ③可填「禮安」 ④可填「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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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人對某些戰爭慘況的知覺其實是建構出來的，而建構的工具主要是攝影機記錄
的照片。它於黑暗中亮起，經由許多人分享，然後從眼前消失。與文字紀錄相反—
—文章是以其思想、典故和辭藻的複雜性去吸引小眾或大眾——照片只有一種語
言，而且是說給所有人聽。」
根據上文，下列關於照片和文章的敘述何者正確？
照片和文章都能建構戰爭慘況，並且告訴世人和平的重要性
世人皆透過攝影機瞭解戰爭慘況，因文章難以達到相同效果
照片用單一語言記錄戰爭慘況，而文章可表現戰爭不同面向
世人藉不同媒體認識戰爭慘況，攝影和文章是最主要的管道

3 「人生之旅，也會面臨幾處峭壁。能攀登，就別有一番事業。否則，這片峭壁之下就
是你所能到達的最高點，你可以在此逍遙一番，聆聽天籟，觀賞景物，然後離去。
如果你記得東坡居士那首著名的〈水調歌頭〉，離去時還可對著此生未能攀登的峭壁
之頂朗吟幾句：『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
人間！』」
請問朗吟東坡詞的用意何在？
自我鼓勵，再接再厲 既以告別，亦以自慰
表達未能登頂的遺憾 人生要放下心中執念

4 「仇英最著名的〈漢宮春曉〉，我讓我的機器人展圖細覽：『裝束華麗的美婦，各自像
一二三木頭人，靜止在她們可能覺得仍在流動的時間裡，她們或蒔花、或折桂、或
梳妝、或演奏樂器、或娉婷旋轉著跳舞、或正在刺繡、或餵食著屋外的孔雀、或正
端坐讓畫師替自己畫像、或對弈下棋、或正在管束著小嬰孩』……我問我的機器人：
『你覺得她們美嗎？』……我的機器人猶豫地說：『不美吧。』我心裡偷偷噔了一聲。
它是否又在我無所知之際，又進化了？這樣的提問，通常會造成 AI 它們的癱瘓：
『請提示：美的參數數據。』」
上文中關於人工智能（AI）的敘述，最不適合的是：
對仇英的〈漢宮春曉〉評價不佳 評賞現代畫較評賞明代畫派準確
能運算數據，卻無法評斷人類藝術 須參考數據資料方能給出美的定義

5 「有位年輕人從算命先生那兒，聽說自己近日將會大禍臨頭，於是整天失魂落魄，四
處奔走，終於找到一位可靠的智者。他向智者求教脫困之道。智者了解了年輕人的
憂慮，就告訴他一個簡單消災的方法：要他到山裡去，找到一塊能發出溫熱的石頭，
便可免掉自身的困厄。年輕人向大師道謝過後，立刻趕路上山。到了山中，他才發
現遍地石頭都是冷冰冰的，一塊一塊石頭摸過去，心中頓感無比的絕望。摸過數千
塊石頭後，年輕人終於頹然坐下，再也鼓不起勇氣去摸下一塊石頭是否能發出溫熱。
坐了很久，懊惱又懊惱，年輕人突然發現自己所坐的地方，似乎不如起初坐下時的
冰冷難耐。他馬上跳起身來，用冰涼的手去撿拾座位下的石頭，果然多數都能產生
溫熱。這時，年輕人豁然開朗，終於知道怎麼改變自己的命運了。」
上文所表達的道理，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有志者事竟成 自助而後天助 真積力久則入 禍兮福之所倚

6 「但賣冰的走販，則不可能揹著冰箱在街上移動，於是會在木箱裡放一塊對摺的白
布，將一根枝仔冰堆疊在摺布之間，以延緩融化的速度。有的小販還有帶上小板凳，
成為街頭巷尾的移動餐廳。」
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文中的旨意？
物質匱乏時，冰棒即是美食 有充沛體力，才能四處叫賣
即便很困頓，也得逆境求生 發揮小巧思，有效運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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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世間有形形色色的人，從事形形色色的工作，產生了形形色色的結果。有人羨慕明

星的風采，但掌聲後面有多少辛酸？有人羨慕首長的地位，但權位後面有多少犧

牲？有人羨慕文學家的才華，但傳世之作後面又有多少掙扎？有人羨慕企業家的財

富，但投資後面又有多少風險？」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切合主旨的是：

一將功成萬骨枯 成功總須付出代價

樂在工作是成功的原動力 功成名就背後都有不安的壓力

8 「滿山都沒有光，若是我提著燈走，也不過是照得三兩步遠；且要累得滿山的昆蟲都

不安。若湊巧遇見長蛇也衝著火光走來，可又怎辦呢？再說，這一點的光可以把那

照不著的地方越顯得危險，越能使我害怕。在半途中，燈一熄滅，那就更不好辦了。

不如我空著手走，初時雖覺得有些妨礙，不多一會，什麼都可以在幽暗中辨別一點。」

下列選項，何者不符合上文文意？

人當與自然環境冥合，關注萬物的需要

長期處於黑暗，會懼怕光明，十分危險

刻意人為，反會騷擾大自然，招致傷害

坦然面對困境，終能適應並且克服難關

9 「生乳形成的是一個多元環境，各種不同菌類在這裡複雜互動，彼此影響也彼此牽

制，如此一來，任何一種單項細菌要大量繁殖到對人體有害的地步，機會微乎其微。

多元而混亂的環境，保證了每一種細菌、元素都在擁擠的自然情況下被中和緩解了，

多元不只帶來多層次的口感，同時也取消了單一因素的破壞力。相對的，將所有細

菌一網打盡的『乾淨』牛奶，雖然讓細菌很難進入，然而只要幾株細菌成功存活，

就會快速繁殖。所以生乳製造的乳酪可能會比消毒牛奶做的乳酪更安全。」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最貼近旨意？

適者生存，心思複雜者比單純的人更容易生存

少數服從多數，多數牽制少數，才能達到完美

多元文化的社會，比單一價值體系更穩定安全

安全之地最不安全，不安全之地才是最安全的

10 「情緒的產生是人對生活經驗的一種自然反應。若情緒過於劇烈，當下的認知／理性

會完全失去作用，只能衝動地在『戰／逃／僵住不動（Fight／Flight／Freeze）』的反

應中三選一，我稱之『情緒短路徑』。『短路徑』是情緒迅速反應的功能，無所謂好

壞，適用一般生活選擇。而所謂的『情緒調適能力』則是『情緒－認知－情緒覺察

－後設認知－合適或想要的行為』的過程，這是『長路徑』。『長路徑』不符現實利

益，但遇到重大事件卻很需要它——停下來，重新調整，再出發。」

關於情緒，下列敘述符合本文文意的是：

情緒有害無益，情緒管理的目標在避免情緒產生

當情緒爆發時，迅速抽身離開現場是唯一的選擇

「短路徑」是人類先於認知與意識的本能反應，適用於任何狀況

「長路徑」需要長期自覺地自我監控，並藉觀察反思產生新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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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為憲法增修條文所定之領土變更程序？

經行政院會議決議，經立法院議決

由立法院提出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並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通過後為之

由立法院議決後為之

依修憲程序為之

2 依司法院釋字第 790 號解釋，大法官宣告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意圖供製造毒品之

用，而栽種大麻者，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罰金。」違憲，係違反下列何者？

財產權及比例原則 財產權及平等原則 人身自由及比例原則 人身自由及平等原則

3 關於軍事審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冤獄賠償法制排除軍事審判案件之適用，屬立法者所為合理之差別待遇

依現行軍事審判法規定，現役軍人非戰時犯罪由一般司法機關追訴及審理

軍事審判程序之法律涉及軍人權利之限制時，亦應合乎比例原則之要求

軍事審判官依憲法第 80 條規定，仍須依法獨立行使審判職權

4 法律禁止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與有關機關交易，違者罰交易行為金額 3 倍，上述處罰規定係侵害人民何種權利？

人身自由權 平等權 財產權 訴訟權

5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特別公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空氣污染防制費屬於特別公課 徵收目的、對象及用途，原則上應以法律規定

特別公課之運用，不得悖離徵收之目的 特別公課性質上仍屬稅捐，全體國民均有繳納義務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服兵役之義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服兵役之義務僅限於男性，係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所為區別對待，與憲法平等原則並無違背

為確保服兵役義務之履行，立法者僅得採行募兵制，全面推動志願役

服兵役之義務係為保護人民，防衛國家之安全所必需，並無違反人性尊嚴

在國防軍事無妨礙時，以不影響兵員補充、不降低兵員素質、不違背兵役公平前提下，得實施替代役

7 憲法本文關於教育文化基本國策之規定，不包括下列何者？

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 6 歲至 12 歲之學齡兒童免納學費

僅公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 已逾學齡未受教育之國民一律受補習教育

8 依司法院釋字第 791 號解釋，有關刑法通姦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刑事制裁約束配偶雙方履行婚姻忠誠義務，目的正當

性自主權為個人自主權之一環，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

立法對性自主權之限制是否符合平等原則，應受寬鬆審查

國家以刑事追訴介入婚姻關係為干預個人之隱私

9 依現行規定，總統行使下列職權，何者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提名司法院院長 提名考試委員 解散立法院 依法公布法律

10 關於行政院院長之任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憲法並無明文規定 憲法本文規定其任期與立法委員相同

憲法增修條文明定其任期為 4 年 行政院院長任期事關重大，不得依據憲政慣例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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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之覆議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及條約案，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移請立法院覆議

對於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之覆議案，立法院應於 7 日內集會，並於開議後 15 日內議決

覆議案若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維持原案者，行政院院長即應接受該決議

對於立法院就國家重大政策所為之決議，行政院院長得提出覆議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 67 條第 2 項規定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下列何者無

應邀說明的義務？

參謀總長 政務委員 主計長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13 下列何者不適用法官身分及任期之保障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 司法院秘書長 懲戒法院法官 民事法院法官

14 有關司法院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務員之懲戒，應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 公務員之懲戒，應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議

公務員之懲戒，得向高等行政法院起訴 公務員之懲戒，由懲戒法院審理

15 於憲法及法律規範之框架下，地方自治團體享有自主組織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攸關地方自治團體及其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事項，均應以自治條例定之

法律規定得設置之職位，地方自治團體具有自主決定設置與否之權限，但仍應以組織自治條例為依據，

始可進用

縣議會置議長及副議長以及其選舉及罷免之投票方式，涉及議會自律事項，屬與縣議會組織及其運作有

關之重要事項，應以自律規則定之，中央不得另以法律加以規範

就憲法授權事項之立法，因涉及地方制度之政策形成，司法院應予尊重，原則上採寬鬆標準予以審查

16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規條文書寫體例格式中，不冠數字、空二字書寫者為下列何者？

條 項 款 目

17 下列有關自治條例之敘述，何者錯誤？

自治條例得規定罰鍰之處罰

自治條例須經地方立法機關之通過

自治條例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 20 萬元為限

自治條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

18 司法院釋字第 615 號解釋所提及之「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所為釋示」，應屬下列何種有權解釋？

立法解釋 行政解釋 司法解釋 學理解釋

19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關於明確性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指導僅得以書面為之

為求明確，若無裁量基準可供依循，行政機關即不得行使裁量權

法規命令之規範對象應具體特定

行政指導應明示指導之目的及內容

20 有關隱私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隱私權為個人生存不可或缺之權利，受憲法第 15 條之保障

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訊，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制，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存款人自願提供給銀行的存款資料，不受隱私權保障

警察實施臨檢，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僅影響人民之行動自由，不涉及隱私權

21 甲將 A 動產出借予乙，乙擅自將 A 出售予不知情的丙，並完成 A 讓與合意及交付。依民法規定，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乙讓與 A 為無權處分 甲不得向乙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甲不得向丙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丙於甲承認後始取得 A 的所有權

22 下列何者在刑法上應評價為「作為」？

駕車見前有路人經過，卻不採任何防免措施，將路人輾斃

行為人受退去之要求，仍留滯於他人住宅內

母親不餵食嬰兒，令嬰兒餓死

醫生開立無療效之維他命給病患服用，任其病情惡化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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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警察張三依法逮捕現行犯李四後，疏未將手銬銬好，致使李四趁機脫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張三的行為構成刑法第 163 條公務員縱放脫逃罪，因張三係便利李四脫逃

張三的行為構成刑法第 163 條公務員縱放脫逃罪，因張三過失致李四脫逃

張三的行為不構成刑法第 163 條公務員縱放脫逃罪，因該罪不罰過失

張三的行為不構成刑法第 163 條公務員縱放脫逃罪，因李四非受羈押之人

24 依我國著作權法規定，有關著作財產權的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教學之必要，教師得將論文予以精簡摘要後，在上課講義內加以引用

為強化學生英語能力，各級學校得將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英語錄音著作上傳至數位教學平台供全校學生自習

為非營利教育目的，大學教師得公開傳輸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為學習所需，學生得完整錄製教師之上課口述內容，並將該錄音檔案無償分享給其他同學

25 A 公司想了解公司法對公司轉投資、借貸和保證之相關規定，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開發行公司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得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投資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公司之資金得貸予有業務往來之其他公司

公司負責人使公司違法為保證人時，應自負保證責任

非公開發行公司負責人使公司轉投資其他股份有限公司超出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該法律行為無效

26 下列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育嬰留職停薪」規定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只要受僱者的子女未滿 3 歲前，皆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 3 年繳納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雇主應回復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之原有工作或相當原有

工作之工作

受僱者同時撫育子女 2 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 2 年為限
27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下列有幾項是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核發給家庭暴力被害人之補助：

①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②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醫療費用及身心治療、諮商與輔導費用 ③訴訟費用及

律師費用 ④安置費用、房屋租金費用 ⑤子女教育、生活費用及兒童托育費用

2 項 3 項 4 項 5 項

28 下列何者，與法律安定性原則無涉？

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措施性法律禁止原則

29 甲與乙訂定婚約，除甲交付聘金外，並約定違約之一方應給付他方違約金新臺幣（以下同）100 萬元。未

料乙於訂婚後，又另與丙訂定婚約。解除婚約後，甲不得向乙請求下列何種權利？

返還聘金 100 萬元違約金

訂婚囍宴所支出費用的財產上損害賠償 精神上損害賠償

30 雇主甲與其勞工乙間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約定期間為 3 年其效力如何？

甲乙間約定之期間，縮短為 2 年

甲乙間約定之期間，第三年之合理補償，雇主須加倍發給

甲乙間約定之期間，應由主管機關撤銷，另行約定

因約定期間過長，該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無效

31 This is a conserative society that values an unquestioning of tradition and cultural norms.

acceptance threat dispute diplomacy

32 To avoid imitation from our competitors, our new products require to both cover design and functions.

alterations restorations decorations preparations

33 The patient couldn’t but let out a when the nurse moved his broken leg.

groan grant remendy relief

34 Luckily, the historic building remained after the terrible earthquake.

contact intent contract intact

35 Abortion is an extremely issue, for it involves ending the life of a baby in the mother’s womb.

complicated graceful pregnant typical

36 Understanding the to health that flies pose is important to help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dangerous

diseases and bacteria.

insurance trend expectations threats

37 During the premiere’s visit, unemployed protestors , shutting down public transportation.

went round the block spared no effort took to the streets held th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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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raveling by the MRT in Taipei is quick and convenient, but the trains can be very during rush hours.

crowned clowned clouded crowded

39 My mother spent NT$ 10,000 on a cream product which claims to be able to eye wrinkles.

occupy fertilize refresh diminish

40 I need a reliable and secretary, not a lazy, forgetful one like you!

efficient considerable fanatic simultaneous

41 Max tends to the degree of things. If he has a cold, he may say he is dying.

e xasperate demonstrate exaggerate evaluat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2 題至第 45 題：

In Texas, people take chili seriously. So seriously that from May to November, hundreds of Texans devote their

weekends 42 giant pots of it in chili cookoffs. These contests are carefully organized in cities and towns throughout

the state, each one 43 that it sponsors the best one around. 44 other states have their own version of the

cookoff, Texas sets the standards. The Chili Appreciati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in Dallas has establish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a point system for determining the winners. There is even a newspaper, the Goat Gap Gazette in

Houston, that is 45 for chili heads, the name given to those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chili making. It publishes a

complete list of compet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vides useful hints and bits of gossip for its subscribers.

42 for cooking into cooking to cook to cooking

43 boasted boasts boasting will boast

44 Whatever Before After Even though

45 inclusively exclusively externally internall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 wet spring in Las Vegas has spawned hordes of grasshoppers so large that they are showing up on the weather radar.

In viewing the radar, CNN meteorologist Allison Chinchar said it looked like there were two storms over the Vegas area:

one in the north of the city (that was actual rain) and another right over Las Vegas. But the second one wasn’t moving as

rain normally would, she said. “It looked as though it should be torrentially downpouring in Las Vegas,” said Chinchar.

By changing the settings on the radar, meteorologists could see that the other “storm” was actually the massive hordes

of grasshoppers that have settled over the city in recent days, Chinchar said. Las Vegas, like all of Nevada, has had almost

twice as much rain in 2019 than normal, Chinchar said. “It appears through history that when we have a wet winter or

spring, these things build up often down below Laughlin and even into Arizona,” Jeff Knight, state entomologist, said.

“We’ll have grasshopper migrations about this time of the year, and they’ll move northward.” Knight said the swarms

aren’t terribly unusual given the amount of rain the state has had this year. “We have records clear from the ’60s of it

happening, and I have seen it ... at least four or five times in my 30-plus years,” he said. “There are some special weather

conditions that trigger the migration.”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topic of this passage?

Las Vegas ’ grasshopper invasion is so big that you can see it on weather radar.

Grasshoppers lead to more rain in Las Vegas.

Las Vegas’ grasshoppers have started their migration earlier than usual.

Las Vegas’ deserts are soon disappearing due to vast amounts of rain.

47 What could have possibly caused the oversized grasshoppers?

Meteor showers. Exposure to radar system.

Unusual amount of rain. Change of sunlight.

48 What do “these things” refer to in the passage?

Storms. Deserts. Meteors. Grasshoppers.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grasshoppers?

They can be easily seen on the radar system.

They often migrate to Arizona.

They like torrential downpouring.

The swarms of grasshoppers are a common scene in Arizona.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could replace “hordes” in the first sentence?

Eggs. Children. Swarms.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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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法之成文法源？
條約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自治條例 法規命令

2 立法院為了降低空氣污染而制定相關法律明文禁止所有污染源關於 PM2.5 物質的排放，此舉有可能違反
下列何種行政法的法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處罰法定主義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3 關於信賴保護補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甲明知其所有之土地不得建築房屋，雖主管機關違法核發其建築執照，甲既已進行施工，仍可請求損失

之補償
信賴保護之補償範圍不包括人民之所失利益
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信賴行政處分之信賴保護補償額度，不得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存續可得之利益
人民對於信賴保護補償之金額，如有不服，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4 有關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考試閱卷委員對於考試成績的評定享有判斷餘地
長官對於所屬公務員年終考績之評定有判斷餘地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之作成有判斷餘地
上級機關訂定裁量基準之行為有判斷餘地

5 下列何者非屬私經濟行政？
國家提供大學生低利率助學貸款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平抑菜價出售大宗特定農產品
行政機關與清潔公司訂立清掃辦公大樓之承攬契約
對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人民收取複製該資訊之費用

6 關於公法上之消滅時效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對於行政契約之終止權，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公法上消滅時效制度採權利消滅主義，與民法上消滅時效之法律效果不同
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享有請求權，如作成實現該請求權之行政處分，則時效中斷
人民與行政機關間處於資訊的不對等關係，故人民對於行政機關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較長

7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機關組織業務相同而轄區不同或權限相同而管轄事務不同之機關，其
共同適用之組織法律定名為：
條例 細則 準則 通則

8 關於行政命令作為行政法之法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下級機關之效力
法規命令不得作為行政法之法源
應適用法律保留原則之事項，行政規則亦得成為行政法之法源
行政規則皆須對外公布始得成為行政法之法源

9 關於行政機關管轄權爭議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該數行政機關自行協調出一個機關管轄 由提出爭議方之行政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之
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 統一由行政院指定管轄

10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機關得請求其他機關協助之情形？
因法律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
因人員、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
基於增加彼此機關人員之職務歷練
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行，顯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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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年終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 1 月至 12 月任職期間之成績
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如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造成重大不良後果且有確實證據者，得考列丁等
專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 1 年，而連續任職已達 6 個月者辦理之考績
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績列丁等之人員，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公營事業機關之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
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公營事業機關代表民股之董事，不論是否受有俸給，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公務員，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長或董事

13 下列何種情形，提起行政訴訟，必須先經訴願程序？
依稅捐稽徵法申請復查後，仍對復查決定有不服時
請求確認已執行完畢之路檢違法
請求撤銷已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聲明異議後之行政處分
對於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所為之復審決定，仍有不服時

14 公務員退休後，不得主張下列何種權益？
由政府負最後保證支付退休金責任
再任支領超過基本工資薪酬私立大學教師
支領月退休金公務員死亡後，配偶旋即再婚後請求遺族遺屬金
任職退休前職務無關之私人公司

15 公務人員認為其服務機關內部事務分配不公時，應如何請求救濟？
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 向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提起申訴
向服務機關提起復審 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申訴

16 下列何種行政紀律罰無追究時效之限制？①撤職 ②休職 ③一次記二大過 ④剝奪退休金 ⑤減少退
休金
①②⑤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17 關於行政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處分係由行政機關所作成 行政處分係屬單方行政行為
行政處分係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行政處分應以書面之方式作成

18 下列何者非公物？
市政府管理並開放民眾使用之游泳池 民眾捐贈供消防隊使用之雲梯消防車
縣政府向私人承租供辦公使用之大樓 私人經營並開放一般人使用之博物館

19 關於法規命令訂定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除別有規定外，各機關研擬之法規命令草案應事先公告
法規命令之訂定得由人民或團體提議為之
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時，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
為落實憲法行政正當程序，聽證乃係法定必經程序

20 交通部訂定之解釋性行政規則，自何日起有其適用？
自法規生效之日 自行政規則發布之日
自行政規則下達之日 自行政規則發布之日起算至第 3 日

21 下列何者為行政機關？
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 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諮議會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22 下列何種情形原則上應予以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處分所依據之事實客觀上已經明確者 採取行政執行之處置
行政機關大量作成同種類之處分者 限制或剝奪自由或權利非屬輕微者

23 依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屬行政處分？
對公務員所為之年終考績核定為丙等
主管建築機關對經通知而逾期未申請補辦建照執照之違建人所作成之違章建築限期拆除通知單
戶政事務所對於有應撤銷戶籍登記事由而未依期限申請登記之人民所為申請登記之通知
機關對於依規定在一定期間內遷出其所屬眷舍之合法現住人所提申請 1 次補助費作出之否准決定

24 行政機關尊重他機關作成之有效行政處分，並以之作為處分之基礎，屬於下列何種效力？
實質存續力 形式存續力 確認效力 構成要件效力

25 關於行政契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與人民間訂定之行政契約，僅行政機關有調整權
行政契約亦為契約之一種，故均得合意約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如行政機關調整與人民間所簽訂之行政契約，倘造成人民有財產上損失，應予補償
行政機關依法終止行政契約，人民對補償金額如不同意時，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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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何者非行政契約無效之原因？
當事人無行為能力 給付標的自始客觀不能
行政機關為錯誤之意思表示 代理人無代理權限

27 下列何者非行政事實行為？
就新冠肺炎之疫情說明 命傳染病患者居家隔離
對高齡者施打流感疫苗 登革熱病源區域之警告

28 行政罰裁處權之時效計算，其法定之停止進行原因，不包括下列何者？
事變 依法律規定不能開始 因行為人尚無法到案 天災

29 課予刑事被告緩起訴處分金後，行政機關就同一行為再裁處罰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緩起訴處分金屬於行政罰 該緩起訴處分金屬於刑罰
行政機關就同一行為再裁處罰鍰，應屬違法 裁處罰鍰部分應扣抵緩起訴處分金之金額

30 關於行政罰法規定處罰之審酌、減輕或免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論處罰種類，皆應審酌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義務所得之利益
行為人所得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罰鍰處分應加重罰鍰額度至所得利益之最上限
如依其他法律有減輕罰鍰之規定，裁處之罰鍰上限得減輕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
如行為人防衛行為過當仍應受裁罰，裁處之罰鍰上限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

31 裁罰機關依法扣留受裁處沒入之物，所有人如不得對裁處案件之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依法得單獨對扣留
表示不服。此時應適用下列何種訴訟類型請求返還扣留物？

以撤銷訴訟請求撤銷違法之扣留命令 以確認訴訟請求確認扣留命令為違法
以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廢止違法之扣留命令 以一般給付訴訟直接請求發還扣留物

32 有關行政行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認定集會遊行已違法，其命令群眾解散時，仍須以書面為之
建管機關認定既有建築物未取得使用執照，不論其是否有補申請執照之可能，即命立即拆除
消防機關認定餐廳違反消防法，得於同一書面，命業者限期改善並處罰鍰

環保機關認定工廠違法排放污水，得命業者立刻改善，並即處以怠金
33 義務人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執行行為不服，於經過行政執行法第 9 條所定之聲明異議程序後，後續得提起

何種救濟？
提起再復審 提起撤銷訴訟 提起再異議 提起再申訴

34 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行政執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比例原則現行法禁止藉由限制人身自由方式進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名義可以經由法令規定形成
對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採取禁止重複查封原則
逃漏稅之漏稅罰處分可以作為行政執行之執行名義

35 關於「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
1 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之意涵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避免處分機關之違誤，造成未諳法律之人民，其訴訟權未獲確實保障

以法律針對行政處分之救濟設有期間之限制為前提，所為救濟期間之寬限
此規定亦適用於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之提起
旨在對於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未能依法律規定時限提

起救濟
36 關於政府資訊公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於外國人之資訊公開請求，採取互惠主義 對於政府資訊公開之請求，原則上採取有償主義

對於政府資訊公開之申請，有限制公開之例外 就政府資訊公開之決定不服者，不得提起行政救濟
37 有關聽證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得依職權舉行聽證
不服聽證程序所作之行政處分，仍應提起訴願後，方可提起行政訴訟
為維繫聽證程序順暢，故聽證程序之當事人不得對聽證主持人之處置聲明異議
聽證程序貴在迅速，是以，不得進行再為聽證

38 關於主管機關核准都市更新事業程序中，正當行政程序要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
僅進行公聽程序已足
允許利害關係人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
行政處分通知書要遵守送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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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訴願法上訴願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受理訴願機關均應經言詞辯論作成訴願決定
訴願人對於受理訴願機關所為之程序處置不服者，得聲明異議
訴願事件之行政處分經原處分機關撤銷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駁回之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得視事件之情節，作成逕為變更原行政處分之決定

40 下列法律規定之行政救濟程序，何者屬訴願先行程序？
公務人員保障法之再申訴 行政執行法之聲明異議
政府採購法之異議 教師法之再申訴

41 關於不同種類懲戒處分之併用及懲戒處分與其他處罰規定之競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撤職與罰款處分不得併處
應受懲戒行為情節嚴重者，懲戒法院得作二次懲戒
同一行為已受刑罰之處罰者，仍得予以懲戒
同一行為經主管機關懲處後，不得移送懲戒

42 依行政訴訟法規定，下列何者不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當事人因隨地吐檳榔汁而必須接受 4 小時戒檳班講習，當事人對此處分不服
違法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處以新臺幣 30 萬元之罰鍰並沒入清除機具
請求稅捐機關返還新臺幣 40 萬元之溢繳稅款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提起收容異議並附帶請求損害賠償

43 關於行政救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於違法行政處分，原則上應提起撤銷訴訟
對於行政契約之爭議，得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對於行政事實行為，得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對於都市計畫，因其屬於法規命令之性質，無法提起行政爭訟

44 人民無須經訴願決定，而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者，下列何者不屬之？
雖提起訴願逾 3 個月訴願機關不為決定者 已用盡其他相當於訴願之程序者
作成行政處分程序過程已踐行聽證程序者 因逾越法定訴願期間而不得提起訴願者

45 關於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之國家賠償責任要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必須是屬於以保護特定人民利益為目的之法定職務
相關職務必須是行政機關因裁量權收縮至零而產生作為義務之情形
怠於執行職務之損害，必須是公務員可得預見者
受害人民對於公務員怠於執行之職務，必須有公法上請求權

46 關於行政訴訟重新審理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高等行政法院撤銷訴訟判決而受有權利損害之第三人，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致不

能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防禦方法，得對該確定終局判決聲請重新審理
聲請行政訴訟重新審理，應於知悉確定判決之日起 30 日內為之，但自判決確定之日起已逾 1 年者，不

得聲請
對行政法院確定判決聲請重新審理，專屬於為判決之原行政法院管轄
對行政法院確定判決聲請重新審理，原確定判決發生當然停止執行之效力

47 關於因公共設施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依國家賠償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國家所有但事實上由行政機關管理之既成道路，因不平整致人民受傷，國家不負賠償責任
橋樑完工後尚未驗收，但已開放民眾通行，因施工瑕疵致人民受傷，應減輕國家之賠償責任
人民於開放之山域活動，因落石而受傷，如管理機關於該處已設有危險標示，國家不負賠償責任
人民於國家風景區內因觀景台毀損而受傷，如於觀景台旁已設有警告，應減輕國家之賠償責任

48 下列何者無須給予損失補償？
騎樓禁止擺設攤位 為防止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廢止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
因公益所需徵收私人土地 消防人員破門進入瓦斯外漏之民宅

49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關於假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由賠償義務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之
須俟國家賠償之訴訟判決確定後，始得支付
其支付之費用僅限喪葬費
請求權人受敗訴判決確定者，其依假處分受領之費用，應予返還

50 甲至新北市新莊區公所民政課辦理相關業務，搭乘電梯時，被電梯門夾傷手指，甲欲請求國家賠償，應以
下列何者為賠償義務機關？
新北市新莊區公所民政課 新北市新莊區公所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類科名稱：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
員考試及110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

科目名稱：行政法概要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法警(男)、法警(女)、執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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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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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A D A C C

C A C A D D D D A

D D C D # # B C D D

A C A C D A B D C

C B D D D D C A D B

C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25題答Ａ或Ｂ或AB者均給分，第26題答Ｃ或Ｄ或CD者均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110年
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院書記官、執達員、執行員
科 目：民法概要
考試時間： 1小時30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20120
20420
20520

頁次：4－1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受輔助宣告之人若未經輔助人同意，而為遺囑公證之請求，公證人可否

受理？（25 分）

二、A 與 B 約定，由 A 贈與 B 新臺幣（以下同）20 萬元，但是 B 必須將自

己所有的一輛法拉利跑車，從民國（以下同）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同年

月 20 日止，無償借給 A 來駕駛旅行，A 與 B 二人所簽訂的前揭贈與契

約，依法於 109 年 11 月 1 日經過公證。迨至 110 年 1 月 1 日屆至時，A

未將 20 萬元贈與 B，A 所持理由是 B 未將其所有的一輛法拉利跑車借

給 A。試申論下列問題：

當 B 向 A 請求給付贈與 20 萬元時，A 拒絕給付是否有理由？（15 分）

 A 請求撤銷與 B 之間附負擔贈與契約是否有理由？（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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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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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為民法規定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之必設機關？

董事 監察人 代理人 社員總會

2 民法第 248 條規定：「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該定金之性

質為：

解約定金 證約定金 成約定金 違約定金

3 關於無因管理之類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客觀上屬於他人事務，管理人有為他人管理事務之意思，不論管理是否有利於他人，屬適法無

因管理

客觀上屬於他人事務，管理人主觀上知其所管理者，係他人事務，但無為他人管理事務之意思，

屬不法管理

客觀上屬於他人事務，管理人主觀上不知其所管理者，係他人事務，且無為他人管理事務之意

思，屬誤信管理

客觀上屬於自己事務，管理人主觀上誤以為係他人事務而管理，屬幻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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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男之叔叔為乙，乙之配偶為丙。乙死亡後，甲與丙結婚，其效力如何？

有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無效

5 下列何種約定，民法未明定須依書面，始生效力？

夫妻冠姓之約定

夫妻協議一定數額之自由處分金

父母委託他人行使對其未成年子女監護之職務

養父母與養子女合意終止收養契約

6 甲於生前作成遺囑，將自己所有之 A 屋遺贈於乙。嗣後，甲將 A 屋出售。甲死亡時，遺產僅有新

臺幣（下同）500 萬元之存款。乙得否對甲之唯一繼承人丙請求相當於 A 屋之價值 200 萬元？

可，因丙應以遺產為限，對乙負清償責任 可，遺贈因甲之死亡而生效

不可，因甲出售 A 屋，視為撤回遺贈 不可，因遺贈債務之給付不能係不可歸責於丙

7 甲乙為夫妻。有一子丙，一女丁。丙有戊、己、庚三子，丁有辛子。丁早逝。乙死亡時，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辛不得繼承 辛得繼承乙五分之一的遺產

辛得繼承乙四分之一的遺產 辛得繼承乙三分之一的遺產

8 甲男與乙女結婚，婚後生子丙。嗣後因甲男與乙女離婚，乙女再與丁女於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丁女依法收養丙男為養子，經過 1 年後，丁女死亡，其死亡前依法立有遺囑，將所有財產全數捐

贈社福團體。丁女死亡時，留有遺產新臺幣（下同）900 萬元，丁女有唯一親人戊妹。何人各有

特留分多少金額？

乙女、戊妹特留分各 225 萬元 乙女、丙養子特留分各 225 萬元

乙女、丙養子、戊妹特留分各 150 萬元 乙女特留分 225 萬元、戊妹特留分 150 萬元

9 下列何者得以事後拋棄？

親屬關係 繼承權 自由 權利能力

10 下列關於法律行為之代理及代表之敘述，何者正確？

公司董事不問有無代表權，就其代表公司所為之任何法律行為，均屬有效

甲請 5 歲兒童乙傳遞訊息，此兒童乙為甲之代理人

占有輔助人為代理人之一種型態

代理人不以有完全行為能力為限

11 於民國（下同）106 年間，訂立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間自 107 年 6 月 1 日起，租期 2 年」，

該租賃關係何時終了？

 109 年 5 月 30 日  109 年 5 月 31 日  109 年 6 月 1 日  109 年 6 月 2 日

12 下列關於消滅時效與法律行為效力之敘述，何者錯誤？

民法第 128 條所稱之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該請求權無障礙時而言，單純當事人主觀上不

知可行使權利，並非請求權可行使之障礙

時效不完成係指一定行為之發生，將導致時效不完成，且嗣後將重新起算時效

無權處分之效力未定，應以物權行為效力未定，債權行為應屬有效

無權代理之效力未定，則無權代理所為之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均屬效力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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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於附條件之法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當然發生效力

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不待當事人另以意思表示為終止，即失效力

約定解除權之行使，須以意思表示為之者，與附解除條件相同

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

14 下列關於不當得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擅自使用乙所有，但長年閒置且無人居住之 A 屋，此時乙並未受有損害，故不構成不當得利

甲誤認乙對第三人丙之新臺幣（下同）5 萬元債務，為自己之債務，故向丙為 5 萬元之清償，

嗣後甲得向丙請求返還

甲雖知自己對乙之 10 萬元債務尚未到清償期，但仍於清償期屆至前，將本金及利息如數給付。

甲於給付後隔日若突須用錢，均得向乙請求返還

甲不知自己從乙處受領 10 顆蘋果乃無法律上之原因。若蘋果已全數食用完畢，則甲應對乙償

還其價額

15 甲駕車超速致失控撞上路過之上班族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傷重不治時，乙之祖父丙得向甲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乙傷重不治時，乙之父丁得向甲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乙經入院治療 1 個月後，傷重不治時，為乙支出醫療費用之友人戊，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乙嗣後經判定為植物人狀態時，與乙感情深厚之母己基於身分法益受不法侵害而情節重大者，

得向甲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16 甲以優厚報酬延請乙為其建造 A 屋，作為新婚處所，雙方並約定由甲自行提供建屋所需之全部材

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若新造之 A 屋有數面牆面的油漆輕微不均，則甲不得解除契約

若因乙之設計不當，致新造之 A 屋異常歪斜，經專業機構鑑定認有實質上之倒塌危險，則甲仍

不得解除契約

若甲於 A 屋交付後第 2 年年底，始發現地下室牆角有滲水問題，則甲仍得對乙主張負瑕疵擔保

責任

若甲於 A 屋交付後第 1 年 6 月底，即已發現地下室牆角有滲水問題，則甲須於第 2 年 6 月底屆

滿前，行使其瑕疵擔保之各項權利

17 甲有 A 屋及其所座落之 B 地，甲僅將該 A 屋出售並移轉所有權予乙。不久，甲因病身亡，由其

子丙繼承，丙復將 B 地出售並移轉所有權予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屋座落於 B 地之上，故甲不得僅將 A 屋出售予乙，須連同其所座落之 B 地一同出售

丙雖繼承甲之財產，若未經繼承登記，仍非 B 地之所有人

丙已出售並移轉 B 地所有權予丁，土地所有人丁得對乙請求拆屋還地

房屋受讓人乙得於 A 屋之可使用年限內，對土地受讓人丁主張有租賃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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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甲有 A 屋 1 間，出賣予乙並交付之，隨後甲又立即將 A 屋出賣予出價更高之丙，並辦理移轉登記

完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取得 A 屋所有權 丙取得 A 屋所有權

乙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丙得向乙請求返還 A 屋

19 甲在乙之土地上設定普通地上權，約定期間 20 年，甲在該地上蓋商業大樓 1 棟。13 年後，該大

樓因甲之重大過失而焚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之地上權消滅 甲之地上權期間，重新起算

甲得請求減免租金 甲得在原地重建大樓

20 甲有 1 間合法工廠，因向乙借錢周轉而將工廠設定普通抵押權予乙，後來又緊臨工廠增設獨立倉

庫 1 間，當甲無法清償債務時，乙實行抵押權時，就該增建之倉庫應如何處理？

乙得聲請成為共有人 乙得聲請法院併付拍賣

乙享有法定抵押權 乙享有法定地上權

21 下列關於民法袋地通行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

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

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之必要範圍內，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有通行權人必要時，得開設馬路，但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損害，應支付償金

因土地一部轉讓而造成袋地者，得通行讓與人或受讓人之所有土地，但必須支付償金

22 質權人於占有或保管質物時，應負何種注意義務？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一般人之注意義務

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義務 通常事變之注意義務

23 下列關於親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成年在學學生仍有受扶養必要，故仍應服從父母之親權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以父母共同行使為原則

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即應服從生父之親權

未成年人父母雙亡者，應由同居之祖父母任親權人

24 甲與乙訂立買賣契約後，甲受監護宣告。甲對於債務不履行是否應負責任？

甲無行為能力，即使在心神回復中亦毋須負擔債務不履行責任

甲即使在心神回復中，若其監護宣告未被撤銷，對於債務不履行毋須負責

甲若無識別能力，對於債務不履行毋須負責

甲受監護宣告後無法享受權利與負擔義務，對於債務不履行毋須負責

25 甲出售其所有置放於甲之住所的 A 車予乙，雙方約定於締約 1 週後，由乙至甲之住所受領該車。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依約至甲處受領 A 車時，如甲拒絕給付，甲即負遲延責任

乙未依約至甲處受領 A 車時，甲不負遲延責任

乙未依約至甲處受領 A 車時，甲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繼續保管 A 車之責任

甲所負之債務，稱為「赴償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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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向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起訴，主張：乙承租甲所有之 A 屋

（坐落宜蘭縣），兩造間之租約約定，就租約所生之爭議合意由臺北地院

管轄。租期屆滿後，乙拒不返還房屋，亦不付租金，爰依租賃物返還請

求權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訴請乙遷讓交還 A 屋，並請求支付所欠之租

金。臺北地院以裁定將該事件全部移送宜蘭地方法院管轄。乙不服裁定

提起抗告，理由為兩造已合意由臺北地院管轄，試問：抗告法院應如何

裁判？（25 分）

二、甲於民國（下同）110 年 8 月 1 日向臺北地方法院起訴，主張：乙於 107 年

1 月 20 日至其診所看診，惟乙至今並未支付相關診治費用共新臺幣

10 萬元。試問，乙於第一審未提出時效之抗辯，其可否於第二審言詞辯

論終結前提出？（25 分）

三、何謂「告訴乃論之罪」，請舉出二種分列在不同罪章的罪名為例說明？告

訴乃論之罪未經被害人或告訴權人告訴，檢察官或司法警察依法可否啟

動調查？非告訴乃論之罪，直接被害人能否提出告訴及聲請再議？其理

由為何？請說明「告訴不可分原則」最新修法內容。（25 分）

四、刑事訴訟法有再審和非常上訴兩種非常救濟手段，請分別說明此二種制

度，並請至少列舉三項差異，說明二種非常救濟制度有何本質上的不

同？民國 104 年 2 月再審制度針對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有重大修正，請

以該條修法為中心，說明再審修法之原因及主要修法內容？（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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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債權人甲對債務人乙取得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勝訴之確定終局判決

後，即持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就乙所

有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於獲償 300 萬元後，向乙表示免除其餘 200 萬

元債權，惟甲嗣仍依原執行名義以查無乙其他可供執行財產為由，聲

請執行法院發給債權憑證。請附理由回答：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

（25 分）

二、債權人甲取得執行名義後，即聲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

稱臺中地院）查封、拍賣債務人乙所有之土地，並定於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上午 9 時 30 分進行第一次拍賣，甲於同年 5 月 5 日收受臺中地院

應將拍賣公告登載新聞紙之通知後，卻未將拍賣公告登載於新聞紙，

臺中地院仍按時進行拍賣程序，由第三人丙以最高價得標。請附理由

回答：臺中地院所進行之拍賣是否有效？（25 分）

三、債權人甲以債務人乙積欠其新臺幣 600 萬元債務本息，於取得勝訴確

定判決後，聲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臺北地院）就乙在

第三人 A 證券公司之 20 萬股股票為強制執行。請附理由回答：臺北地

院應依動產執行或依其他財產權之執行方法開始強制執行？（25 分）

四、債權人甲以債務人乙積欠其借款為由，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

北地院）起訴請求判命乙清償，臺北地院判決後，乙提起合法之上訴，

惟臺北地院誤以該判決業經確定，乃核發判決確定證明書與甲，甲即

檢具臺北地院之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向該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乙

所有之財產為強制執行，乙主張臺北地院核發之確定證明書有誤，該

民事判決尚未確定，不得據以強制執行為由，依強制執行法第 12 條聲

明異議。請附理由回答：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應如何處理？（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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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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現實生活充滿了各種誘惑與干擾，雖然會

給我們增添許多困難，但也為我們提供了絕佳的磨練機會，轉個念，
如果能善加利用，反而會促使我們更加進步。人生沒有過不了的坎，

只有過不去的自己。英文諺語有「當上帝關了一扇門，同時會幫你開

一扇窗」，機遇與挑戰並存，壓力與動力共生，所以危機就是轉機。
請以「轉念」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己見，文長不拘。

二、公文：（20 分）

近日發生多起國道夜間追撞車禍，在行車紀錄器曝光後，不少人都認
為是因為少了路燈照明，才會不慎發生追撞。高公局對此表示，國道

不普設路燈是出於安全性、經費、生態影響、用電量等綜合考量。依

據《交通工程規範》僅在交流道、隧道、橋涵下、服務區、休息站、
易肇事路段及其他經評估有必要設置處等地點設置路燈。路燈的設

計主要不是為了汽車，是為沒有照明能力的非機動車和行人設計的，

高速公路不是普通道路，它完全禁止行人、非機動車進入，所以汽車
自帶的大燈在夜間行駛時，已經具備很好的照明效果，安裝路燈反而

造成夜間行車安全的隱憂。高速公路的路燈因為有間隔，導致燈光的

不連續性產生明暗相間的固定節奏，這節奏不僅會給人一種眩暈感，
產生視覺疲勞，對用路人的視線是極大的干擾，增加了發生交通事故

的機率。加上夜間行車的數量相對較少，如果去安裝路燈，鋪線路，

安裝燈座，再加上人工費，後期損壞的維修費等等，將花費國家大量
的財政收入。其實，汽車行駛在夜間的高速公路上只要利用車輛本身

之車燈來作照明，並配合路面反光標記標鈕及相關交通工程設施，導

引行車方向，已經提供符合安全之行車環境。用路人真正要留意的是
行車保持安全距離，這樣才可以在緊急狀況下應變。而根據《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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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全規則》第 109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同向前方 100 公尺內沒
有車輛時用路人可以開啟遠光燈，延長視線所及的距離，也同樣可以

避免車輛追撞的意外。試擬交通部致高公局函：請加強宣導國道夜間

行車正確的駕駛觀念，以避免車輛追撞意外事故的發生。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12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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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明收到一封書信的開頭提稱語為「膝前」，結尾敬語為「敬請 福安」。按照永明

與對方的關係，他回覆這封信時的末啟詞，下列何者最為妥適？

手書 叩上 敬上 謹啟

2 下列選項中「」內的成語，何者使用不當？

這位作家散文格調高雅，但詩歌則不甚精彩，可說「相形見絀」

他工作經驗豐富，可以獨當一面，真不愧有「吳下阿蒙」的美譽

林先生個性強悍，說話又十分急躁，常給人「咄咄逼人」的印象

我們面臨困境的時候千萬別氣餒，相信總有「否極泰來」的一天

3 關於下列報導標題，說明最恰當的是：

一怒為紅顏，八拜之交反目成仇——親兄弟為了女子而鬧僵，關係破裂

不要怕吵架，衝突可以很美麗——找到適當的溝通方式，即可避免衝突

被迫中輟，自學多年終遇伯樂——中輟生浪子回頭，創業有成回饋鄉里

交通最優先，石虎閃一邊——縣市開闢產業道路，石虎生存空間被擠壓

4 「你能想像一群小男生小女生，書包擱在路邊，也不怕掉到河裡，也不怕鉤破衣服，

更不怕破皮流血，就一腳上一腳下地直往樹的懷裡鑽的那副猛勁嗎？只因為樹上有

蟬。蟬聲是一陣襲人的浪，不小心掉進小孩子的心湖，於是湖心拋出千萬圈漣漪如

千萬條繩子，要逮捕那陣浪。」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最符合文意的是：

爬樹捕蟬展現本事，所以孩子樂於冒險

蟬聲強烈吸引孩子，因此迫切想要捉住蟬

蟬聲觸動孩子回憶，捉住蟬彷彿便捕捉了過去

童年物質生活匱乏，爬樹捕蟬是孩子的玩樂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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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實上，一個人的缺點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時候，尾巴是看不見的，

直到他向樹上爬，就把後部供大眾瞻仰，可是這紅臀長尾巴本來就有，並非地位爬

高了的新標識。」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最符合文意的是：

沐猴而冠，虛有其表 爬得愈高，視野愈好

處高位者，尤貴自重 登高自卑，行遠自邇

6 「在路人與車陣的視線裡，茄冬的綠色印象很快就會薄淡了。但是在土地與年代的記

憶裡，茄冬的根系已經糾纏那樣深密。老屋的壁角、小鎮的雜貨店前、農會的門口、

大水溝的旁邊……，有人煙的地方就有茄冬，有茄冬就有四時的綠蔭，遮護著屋宇

和過日子的人群。它一貫是那麼好性子，不挑不撿、素樸、容忍，悠悠生落著歲月。

時代的巨輪輾過茄冬，輾過我們，生命也許碎裂了，回憶卻拓印下來。」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最切合作者對茄冬樹的情感？

茄冬樹的生命況味，在回憶裡永遠鮮活

對現代人冷淡的對待茄冬樹，感到無奈

唯有土地與年代才能恆久的保存茄冬的生命

茄冬樹堅韌的生命力，觸發更多的生活情趣

7 「很長一段時間，貝多芬同時創作交響樂和鋼琴奏鳴曲。貝多芬在交響樂中將多種不

同的器樂聲音，經由樂句、曲調、節奏、結構的安排，整合在一起，讓人聽不到個

別的樂器，只領受到完整的交響聽覺經驗。他一試再試，甚至成功將人聲與器樂完

美結合，天衣無縫。而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卻試驗著要讓剛改良過的現代鋼琴，發

出最多最豐富最複雜的聲音。明明只有一種樂器，卻讓它吟唱、怒吼、低誦、尖

叫……。貝多芬這兩項超越人類日常經驗的極端試驗，獲致了驚人成果，使他進入

『偉大』的殿堂。」

下列選項，最接近文意的是：

偉大的交響樂能化繁為簡，鋼琴奏鳴曲則以簡馭繁

特立獨行、標新立異，是進入音樂偉大殿堂的關鍵

貝多芬的偉大在於創作不懈，超越身體障礙的意志力

卓越偉大的貢獻，來自於不拘侷限而探向極致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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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蘇格拉底曾說，真正的哲學家歡迎死亡。死亡不是終結，而是轉折。人類既有情感

也有理智。身為情感動物，我們會感動，會因失去親人而感傷，因為人死了就不可

再生，永遠不復相見。因此，在面臨失去親人的痛苦時，我們會尋求慰藉。身為理

智的個體，我們同時也明白虛幻、混沌、妄想並不能讓我們找到真正的安慰。我們

應當站在一個清晰、理性的角度去追求真理，這樣才能獲得真正的安慰，這也是我

們人類作為唯一理性的生物能夠獲得的。」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意？

死亡不是終結，火傳不知其盡

追求真理，方是人類的解脫之道

面對痛苦，適當的宣洩情緒有益身心

人類超乎萬物，是世上唯一理性的生物

9 「我始終認為我們這種接待朋友的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似乎只應合了人心淺層的

要求，而未曾應合深層的要求。生命的深層要求便是以生命相對，而不是只以言語

相對。把人與人的交接只落在語言層面，或只以語言層面來表達，或認為必須以語

言層面來表達，是世人的膚淺，是這個時代的膚淺，也更是現代的住宅格局所造成

的膚淺：客人來了就是要在『客』廳，而『主』人必須在『客』廳陪著他，既然陪

著，就不能枯坐，於是便搜遍枯腸找話題，結果是弄得主客都累，實際上變成了一

種逐客的最好方法。」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作者理想中的「待客之道」：

有一套正規的招待模式可供依循

主人與客人共同在廳堂聊天休憩

準備各式話題避免朋友感到冷落

心裡心外隨時騰出空間容納別人

10 「以人類為受試者的研究，涉及許多倫理與法律問題，而獲得受試者的『知情同意』

則為一關鍵的過程。『知情同意』的倫理基礎在於『尊重人格』原則，其所包含的兩

種倫理意涵為：『人應該被視為自主的個體』來對待；以及『自主性較低的個人（如

未成年者、精神病患等）應該受到保護。』依據此原則，研究中的知情同意要求讓

有決定能力的受試者，在充分獲得並了解研究相關資訊的前提下，不受脅迫或他人

影響而做出是否參與研究的決定。」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知情同意」的倫理基礎？

為原住民抽血檢驗，在獲得部落族長同意下，可將抽血樣本做為基因遺傳研究

受試者自願參與試驗與研究，中途可隨時拒絕參與或退出試驗，不必受到處罰

對受治者參與的試驗，須充分告知其所罹患的疾病，可獲得治癒與相關權益保障

對精神病患進行輔導與研究，為顧及患者情緒及自我傷害風險，故僅能告知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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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為憲法增修條文所明定之基本國策？

扶助弱勢政黨 扶助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

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收入 保障大陸地區人民政治參與

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應如何編列？

國民教育經費應優先編列

基本教育經費應優先編列

學行俱優無力升學之學生獎學金應優先編列

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應優先編列

3 依憲法第 8 條及相關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人身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除現行犯之逮捕與拘禁外，僅限於警察機關始得依法定程序執行逮捕與拘禁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之警察機關，並不限於組織法上形式意義之「警察」

違警罰法之前數度遭大法官宣告違憲，主因就是該法諸多條文牴觸憲法第 8 條有關人身自由保障之規定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之司法機關，包括檢察機關

4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之意旨，關於憲法對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所從事之宗教行為與其內心宗教信念無法截然二分，均應受憲法絕對之保障

宗教團體就其財產之處分，同時受憲法財產權與信仰自由之保障

宗教性結社，就其內部組織結構、人事及財政管理應享有自主權

國家對宗教應謹守中立及寬容原則，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

5 關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規定，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 100 人者，應於履約期

間僱用原住民，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為立法者對原住民所為之優惠性差別待遇

此規定將影響得標廠商之營業自由

此規定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保障原住民地位之精神

此規定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要求

6 有關應考試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考試權，係指具備一定資格之人民有報考國家所舉辦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

格考試之權利

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對於應考資格體格試驗，或檢覈經決定不及格者，得依法提起救濟

因資格不符而遭否准參選之公職候選人，因選舉於訴訟期間已舉行完畢，已無救濟實益，故法院應裁定

駁回起訴

受緩刑宣告者，緩刑期間不得參加公務員考試

7 關於憲法第 21 條規定之國民教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條係規定人民有請求接受國民教育的權利

國家依本條規定可制定法律強制人民接受國民義務教育

人民受國民教育以外其他教育之受教權亦可從本條導出

國民義務教育之內容得由法律形成之

8 依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意旨，社會秩序維護法對新聞採訪者之跟追行為有一定的限制，旨在衡平跟追

者的新聞採訪自由與被跟追者之何種自由？

結社自由 言論自由 遷徙自由 一般行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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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何者最不屬於比例原則之內涵？

基本權干預之目的應該具體明確

基本權干預的手段有助於目的達成

採取較小侵害的干預手段

手段所造成之損害應不大於其目的所擬維護之公共利益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獨立機關之設置是否合憲，應綜合各項因素判斷能否維持一定之民主正當性基

礎，下列何者非屬之？

設置之目的係為追求憲法上之公共利益

所職司之任務具有特殊性，並有正當理由足以證立設置之必要性

重要事項以聽證程序決定，任務執行績效應透明、公開，以方便公眾監督

立法院對於獨立機關重要人員之任命享有完全之決定與制衡權限

11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立法委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區域立法委員，應依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立法委員，依政黨名單選舉之，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所發布之緊急命令，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追認之

立法委員於院內公聽會之發言，對外不負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或受刑事上之訴追，亦不負任何行政責任

12 下列人員之資格，何者不須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國民小學教師 護理師 記帳士 地政士

13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任期 8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

大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14 下列何者屬於憲法法庭之職權？

統一法令解釋 總統罷免案之審理 大法庭裁定 法官彈劾案之審理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527 號解釋及憲法訴訟法規定，有關地方之組織及權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

地方自治團體及其所屬機關之組織，應由地方立法機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擬訂之準則制定組織自治條例

規定

地方機關未依法規所設置之機關及所置人員，地方立法機關得刪除其相關預算、審計機關得依法剔除、

追繳其支出

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無效之內容持不同意見時，一律由地方自治團體直接向憲法法庭聲請判決

16 關於法律之種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成文法須經過一定之立法程序，不成文法無制定與公布之程序

土地法相對於民法為特別法，但相對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則為普通法

公法法規為強行法，私法法規為任意法

民法為典型之實體法，但其中亦有關於程序之規定

17 臺灣法律體制的現代化，至何時才全面展開？

荷蘭殖民統治 鄭氏王國統治 清帝國統治 日治時期

18 「公園魚池旁有禁止垂釣之警告，網魚雖然沒有明示在警告之中，但應包含在內。」此段話所採取的是何

種法律解釋方法？

文義解釋 舉輕以明重之當然解釋

比較法解釋 歷史解釋

19 下列何種情形司法院大法官會傾向於採取最嚴格之審查基準？

要求商品包裝上從事與成分有關之標示 限制計程車駕駛人選擇職業之自由

限制性行為之自由 限制發表政治性言論

20 下列何項情形，最符合「裁量怠惰」之描述？

行政機關裁量之結果，超出法律授權之範圍

行政機關依法有裁量之權限，但因故意或過失而消極不行使裁量權

行政機關作成裁量與法律授權之目的不符

行政機關出於不相關之動機而作成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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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於行為人犯罪故意的判斷，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誤熊為仇人 B 而開槍射擊，A 有殺人故意

 A 欲開槍射殺 B 卻誤中在旁的 C，A 對 C 沒有殺人故意

 A 誤 B 為 C 而欲開槍射殺之，卻誤中在旁的 D，A 對 B 有殺人故意

 A 誤將 B 的錢包當成自己錢包而取錢花用，A 對 B 的錢包有竊盜故意

22 甲律師於看守所接見被告乙時，提供開鎖工具給在押的乙，乙因而成功脫逃。甲有何刑責？

甲構成刑法第 161 條的脫逃罪

甲構成刑法第 162 條的縱放或便利脫逃罪

甲構成刑法第 163 條的公務員縱放或便利脫逃罪

甲不構成犯罪

23 關於著作財產權之利用，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內容與利用方法，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

分，推定為已授權

著作財產權之授權，不因著作財產權人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而受影響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

行為。但不排除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同時行使權利

以著作財產權設質時，除另有約定，著作財產權人不得行使其著作財產權

24 依勞動基準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雇主約定最低服務年限之合法性，應參考有無提供專業培訓、支付培訓

費用、提供補償等因素。下列何者非屬專業技術培訓？

旅行社教導新進員工公司最新的旅遊促銷方案

航空公司選送培訓機師出國訓練

理髮沙龍長期指導新進成員美髮技術跟知識

工程公司指派勞工出國學習操作昂貴設備之認證課程

25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設籍於臺東縣人民得享有之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

選舉臺東縣立法委員 使用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就臺東縣自治事項提出創制案 請求臺東縣政府公開政府資訊

26 有關行政程序法之聽證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公正中立之考量，聽證之主持人不得由行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

行政機關為使聽證順利進行，認為必要時，得於聽證期日前，舉行預備聽證

聽證應公開以言詞為之，但行政機關得於當事人同意時以書面為之

當事人認為主持人於聽證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處置違法或不當者，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

27 下列何者是依民法規定僅適用於不動產的擔保物權？

地上權 普通抵押權 農育權 不動產役權

28 住在高雄之甲乙為夫妻，並育有 8 歲大的兒子丙。然甲因最近失業心情不好，常借酒澆愁，酒後更時常在

丙面前對乙暴力相向。試問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乙若想向法院聲請民事保護令，應向下列那個法院

提出聲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29 稱旅遊契約者，謂旅客與旅遊營業人所訂定之契約。關於旅客之權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旅遊營業人安排旅客在特定場所購物，其所購物品有瑕疵者，旅客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請求

旅遊營業人協助其處理

旅遊營業人隨時得變更旅遊內容

旅客在旅遊中發生身體或財產上之事故時，旅客得請求旅遊營業人為必要之協助及處理

旅遊未完成前，旅客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營業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

30 依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為，成一公同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同關係，而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人。

下列何者並非公同關係？

祭祀公業關係 親屬關係 繼承關係 合夥關係

31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create an _____ to defend freedom, safety,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daptation  allocation  alliance  appliance

32 Tim has booked a ticket to Chicago and _____ a single room at the hotel.
 deserved  conserved  preserved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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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fter she graduates from college next year, she will _____ as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connect  decline  qualify  reflect

34 It is _____ that an ancient artifact shows wear and tear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imprudent  inevitable  generous  grateful

35 Durian has such a _____ smell that, in most cases, people love it or hate it.
 generous  frequent  distinct  creative

36 John drank a lot of beer and whisky and got completely drunk last night because all the alcoholic drinks in the
hotel room are _____.
 complimentary  substantial  benevolent  additional

37 Mrs. Wong _____ her new-born baby very much, so she already made many plans for its future.
 adored  overlooked  perceived  spotted

38 This shrine is _____ to the memory of soldiers killed in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dedicated  deferred  defiled  deformed

39 A person with a(n) _____ attitude often feels a task is too difficult to complete before actually giving it a try.
 flexible  inquisitive  pessimistic  aggressive

40 Some women suffering from _____ violence choose to remain silent because of their children.
 domestic  dramatic  energetic  automatic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Communication is crucial for a social species and particularly for human infants who are dependent on others for years.
When children start to learn language, they first learn to 41 words (as well as emotional tones, etc.) and only later
produce words or the signs of sign language. There is no good way to 42 exactly what an infant understands, so
almost all of the research has been about what words children produce. As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in producing language,
a child must learn to produce the sounds of her language, 43 she already can perceive. These efforts are known as
babbling, and similar practice takes place in the hand movements of children learning signed languages. 44 the
child can produce enough of the basic phonemes of her language, the production of words starts and there is no looking
back. The generally accepted 45 is that a child learns an average of ten new words a day between the ages of 2 and
12. At the beginning, the learning is slower, more like ten words per week. With these early words, the child is able to
name her experiences and communicate with her caregivers.
41  recognize  derive  exchange  combine
42  hear  plan  read  tell
43  which  what  where  that
44  Before  Lest  Shortly  Once
45  estimate  placement  objection  treatmen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Cheese is a dairy product, derived from milk and produced in wide ranges of flavors, textures, and forms. There are
hundre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heese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y are made mostly from the milk of cows but also other
mammals, including sheep, goats, buffalo, reindeer, camels, and yaks. Cheese also contains water. A soft cheese, like
Brie, contains more water than a hard cheese, like Parmesan. Since it contains vitamins and protein, cheese is nutritious,
which can be used both as a food itself and in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cooking. Cheese is produced through a process
called “fermentation.” The process of making cheese was probably discovered by chance. Ancient people used to make
bags, using the skin from an animal’s stomach. When they used these skin bags to carry milk, bacteria from the animal’s
skin reacted with the milk. Then the milk was fermented, and the result was cheese. Around 4,000 years ago, people
started to breed animals and process their milk. Today, cheese making is a very scientific process. First, the milk that will
be used is pasteurized, which means that it is heated to remove all bacteria. Then specially cultivated bacteria, called
“cultures,” are added to the milk. The milk is kept fairly warm during this period to help the cultures grow. As they grow,
the cultures sometimes release bubbles of carbon dioxide. These bubbles help make the holes in Swiss cheese. Next, as
the milk ripens, it forms a solid substance. This substance is called “curd.” The curd is removed, and the water is drained
from it. The curd forms the basis of the cheese and may be treated in different ways. Finally, once it is matured and dried,
the cheese is ready.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The Culture of Cheese.  The Nutrition of Cheese.
 The Birth of Cheese.  The Advantage of Cheese.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drained”?
 Put out.  Added into.  Carried out.  Gotten rid of.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ecessary to the process of “fermentation”?
 Cultures.  Texture.  Flavors.  Breeding.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oes pasteurization require?
 Adding cultures.  Freezing the milk.  Draining the curd.  Removing all bacteria.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The ripened milk forms a curd that is ready to eat.
 Parmesan cheese contains more water than Brie cheese.
 Thousands of years ago people processed their milk by pasteurization.
 The released bubbles of carbon dioxide form the holes in Swiss ch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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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習慣法作為行政法法源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該習慣應經長久施行 須一般人客觀上具有法之確信

得適用於剝奪自由之事項 與當時有效施行之成文法不相違背

2 甲機關解釋性行政規則明顯重大牴觸法律經廢止後，乙主張已廢止之規則應繼續適用於乙已申請之案件，

甲應以下列何種方式處理？

保護乙信賴利益，核發乙申請許可

召開協調會，層轉上級機關解釋法令適用

已廢止規則明顯重大牴觸法律，不得主張信賴利益，駁回乙申請

向行政法院起訴確認不適用已廢止行政規則

3 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規定係體現下列何項原則？

比例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4 關於行政裁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有多數法律效果得選擇時，行政機關享有裁量權

行政法院即使發現行政機關有裁量瑕疵時，仍不得僅以此為據，認定原行政處分為違法

上級行政機關得限縮下級行政機關之裁量權

行政機關於裁量縮減至零，而仍不作為時，不構成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之國賠責任

5 下列何者非屬公權力行為？

駁回人民申請承租國有地 主管機關註銷國軍眷村原眷戶眷舍居住憑證

駁回人民申請讓售國有非公用財產 退役軍人與臺灣銀行訂立優惠存款契約

6 自然人死亡對於行政法律關係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罰鍰處分作成前義務人死亡，不應再行科處

當事人委任代理人後，當事人死亡，委任契約終止，代理權消滅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意外死亡，應發給慰問金

行政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

7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關於公法上請求權之時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債務人因時效完成而發生抗辯權

因行政處分而中斷之時效，自行政處分送達相對人或使其知悉時，重行起算

行政處分如因撤銷而溯及既往失效時，自該處分失效時起，已中斷之時效視為不中斷

行政處分如因廢止而溯及既往失效時，自該處分失效時起，重行起算時效

8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關於獨立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為合議制機關 機關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

獨立行使職權，不受法律限制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

9 關於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之處置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有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共同上級機關決定管轄權

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管轄權

人民就其依法規申請之事件，得申請指定管轄，受理申請之機關應自請求到達之日起 10 日內決定之

人民對有權指定管轄權機關所為之決定如有不服，得自指定管轄之決定作成之次日起 30 日內提起訴願

10 內政部將液化石油氣容器之認可委由某公司辦理。此種情形屬於下列何者？

權限委辦 權限委任 行政委託 行政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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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務員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 1 年，而連續任職已達 6 個月者，應辦理下列何種考績？
年終考績 專案考績 離職考績 另予考績

12 關於公務員責任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於懲戒處分以及懲處處分設有不同救濟途徑

對於懲處處分未影響公務員基礎關係僅得提起內部申訴

公務員之刑法上責任主要反映在構成要件或加重要件上
公務員因故意過失行使公權力致造成人民損害原則上適用國家賠償法

13 行政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對公務人員記大過處分，依據實務見解，其懲處權之行使期限為下列何者？
 2 年  3 年  5 年  10 年

14 下列何者定義的公務員範圍最廣？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 國家賠償法

15 關於事務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隨政黨選舉而進退 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
不必具有公務人員任用之法定資格 沒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適用

16 關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衍生之權益保障，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務人員因機關提供有瑕疵之安全防護設備致健康受損，不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而受傷，如其行為當時有重大過失，得不發慰問金

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如因執行職務有過失所致，即不得請求輔助
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應先自行延請律師，並向服務機關申請費用及其他法律上協助

17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公務員當然停止職務之事由？
被羈押 受褫奪公權宣告 受緩刑宣告 在監執行中

18 關於行政程序法中陳述意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相對人於提起訴願前依法律應向行政機關聲請再審查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該瑕疵得因此而補正

陳述意見以言詞為之者，行政機關應作成紀錄
行政機關將違法行政處分轉換為合法處分前，應一律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19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於自治法規？
委任辦法 自治細則 委辦規則 自治辦法

20 關於法規命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規命令具有對外規範人民權利義務之法律效力
法規命令應依法發布始生效力

法規命令因關乎公益，故依法不得由人民提議訂定
法規命令之發布，應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不得以網站上公告代之

21 下列何者為不得附加負擔作為附款之行政處分？
行政機關對人民甲予以裁處罰鍰

行政機關同意資助公務員乙出國進修

行政機關許可外國人丙居留於我國境內
行政機關同意申請人丁公司得為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

22 關於行政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書面行政處分，依法應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一般處分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之

行政處分僅能產生公法上之法律效果
以言詞方式所為之行政處分，相對人有正當理由得要求處分機關作成書面

23 下列何者非行政機關得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之法定事由？
法規准許廢止

原處分所訂期間將屆
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

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

24 下列何種行政行為屬於行政處分？
氣象機關提醒颱風將至，不宜從事登山活動

行政機關維修道路
食品衛生主管機關就抽樣檢驗不合格之食品，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規定予以銷毀

甲向主管機關申請失業救濟補助，經主管機關以書面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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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關於行政處分瑕疵之補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缺乏事務權限者，得事後補正 未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者，得事後補正
其得提起訴願者，應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 得不經訴願程序者，僅得於向行政法院起訴前補正之

26 關於契約之敘述，依行政實務見解，下列何者正確？
 BOT 之投資契約屬於行政上之和解契約
買賣國宅屬於公私法混合契約
國家出租或出售國有財產，屬於行政上之雙務契約
私立大學與教師之聘任關係為私法契約關係

27 甲報考軍校錄取後與該校簽訂行政契約，約定學生遭開除學籍時，應賠償軍校所給付予學生之一切費用。
嗣甲遭開除學籍，軍校擬對甲請求賠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軍校以書面限期命甲賠償，該書面非行政處分
若該行政契約有甲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軍校得作成行政處分，限期命甲賠償；甲逾期仍不履行，得依

行政執行法移送強制執行
若該行政契約未約定甲自願接受執行，軍校仍得作成行政處分，限期命甲賠償
該行政契約屬於行政上之和解契約

28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事實行為？
法務部函復經濟部關於行政程序法之適用疑義，請經濟部參酌說明自行認定之
公路主管機關於山地陡峭道路之上坡側，豎立險升坡之警告標誌
桃園市政府函復陳情人，將編列預算美化市容
財政部變更某進口貨物歸列之稅則號別

29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罰法所明定之阻卻違法事由？
依法令之行為 正當防衛之行為 緊急避難之行為 不可抗力之行為

30 關於行政罰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本法之行政罰，係指行政秩序罰而言，不包括執行罰
行政罰之種類，除罰鍰、沒入外，包括其他裁罰性不利處分
本法係行政罰有關法令之特別法

31 依行政罰法之規定，一行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之處分，該處罰之法律另有沒入之規定時，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一行為不二罰，因此不得再作沒入處分
需視裁處處分與沒入處分何者較重，擇一重者處罰之
兩者可合併處罰
如應沒入之物品有危害大眾之可能時，始可一併沒入

32 依行政罰法規定，下列何者為裁處罰鍰須審酌之事項？
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 有無涉嫌違反刑事法律
受處罰者之人數 受處罰者之經歷

33 某甲因欠繳稅款，經主管機關催告限期履行後仍未履行，其名下之房屋因而遭到執行機關之查封。倘若甲
對於該查封處分不服，應如何提起救濟？
向主管機關提起復查 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向執行機關提起訴願 向主管機關提起訴願

34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義務人不得管收之情形？
生產後 3 月未滿 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
懷胎 5 月以上 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

35 關於聽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聽證以不公開為原則，不開放旁聽 行政機關得於聽證期日前舉行預備聽證
聽證主持人得由行政機關首長指定之 行政機關未經當事人之申請，亦得變更聽證期日

36 下列應限制公開之政府資訊，何者基於公益之必要仍得公開？
公開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者
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業務，而取得監督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
公開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

37 下列事項何者仍須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外國人出、入境之行為 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
對公務人員所為一次記二大過免職之處分 考試院有關考選命題及評分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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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若對於當事人之送達，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黏貼於行政機關公告欄、但未同時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之方式對應受送達人為公示送達。關於此送達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未送達於當事人本人，不發生送達之效果 自公告之翌日起生效
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自公告黏貼於公告欄最後之日起，經 30 日發生效力

39 依訴願法第 77 條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訴願應不受理之情形？
對於命拆除違建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後，該違建於地震中倒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拒絕人民要求讓售國有財產，人民提起訴願
原處分未附救濟期間之教示，於原處分書送達後 2 個月提起訴願
人民因違反噪音管制法提起訴願並已作成決定後，再次提起訴願

40 關於訴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訴願代理人有 2 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訴願人
訴願人不得申請言詞辯論
訴願決定應於 2 個月內為之
訴願決定為專家判斷餘地，法院不必審查

41 訴願人對受理訴願機關於訴願程序進行中所為之程序上處置不服者，其得提起之救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屬程序上之處置，故不得提起任何救濟 得就程序上之處置，單獨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得就程序上之處置，另行提起訴願 應併同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42 土地徵收因未於法定期限內發給補償費，而致徵收失效，應提起何種行政訴訟類型？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確認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43 不服下列何者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決議 學校之記過處分
課稅機關之復查決定 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覆審決議

44 有關行政訴訟閱覽卷宗之規範，下列何者錯誤？
閱覽、抄錄、影印或攝影卷宗，應向行政法院書記官聲請
第三人經當事人同意或釋明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得經行政法院裁定許可閱覽卷宗
聲請人得預納費用請求給付卷宗之繕本、影本或節本
行政訴訟法第 44 條之輔助參加人不得聲請閱覽卷宗

45 有關行政訴訟起訴前保全證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全證據範圍包括人證及物證
起訴前保全證據之聲請，應向被告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之
為保全證據，行政法院得命司法事務官協助調查證據
如於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須繳納裁判費

46 關於行政訴訟之調查證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法院得依舉證人之聲請調查第三人所持有之文書
當事人主張之事實，雖經他造自認，行政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
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訴訟類型，以撤銷訴訟為限
行政法院得囑託普通法院或其他行政機關調查證據

47 依規定進行居家隔離之人，於隔離結束後得申請補償，係基於下列何種法理？
因公益目的之特別犧牲 因人身自由剝奪之對待給付
因生存照顧之給付行政 因人身自由剝奪之損害賠償

48 下列何者非屬國家損失補償之共同成立要件？
須屬於從事私經濟行政之行為 須對財產或其他權利之侵害
侵害須達嚴重程度或已構成特別犧牲 須為合法行為

49 下列何人非屬國家賠償請求權人？
公務員駕駛公務車輛執行職務時不法傷及之路人
因公平交易委員會違法公開警告行為所侵害之公司
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電設施有瑕疵而傾倒壓傷之人
因市政府管理欠缺之道路坑洞，致人民死亡時，為被害人支出殯葬費之人

50 關於國家賠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公務員之範圍係狹義公務員，比照公務人員任用法
國家賠償之方式係完全採金錢賠償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因 1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係採無過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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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乙兩人結褵數載，鶼鰈情深。乙平日在家操持家務，甲趁著數日連假，

開著愛車載乙遊歷花東。不料途中遭酒駕的丙衝撞（酒精濃度超過每公

升零點一五毫克），甲不僅愛車全毀，且全身骨折、五臟六腑俱受重創，

乙則奇蹟似地毫髮無傷。甲於住院治療期間，頻繁接受手術，加上頓時

失去收入及須支付龐大醫療費用等壓力，痛苦萬分，所幸尚有乙日夜相

伴照料。惟甲在治療數月之後，仍傷重不治死亡。乙悲痛地為甲辦理後

事。乙係甲唯一的繼承人。試問：乙對丙有何權利可資主張？（25 分）

二、甲與乙、丙共有 A 地，三人應有部分登記各三分之一。某日，甲乙不顧

丙之反對將 A 地以低於市場行情的租金出租且交付於丁使用。試問：

丙得否請求丁將 A 地返還於全體共有人？若不得，丙有何其他救濟手

段可資主張？（10 分）

若丙無奈之餘，向好友戊傾訴此事，經戊慫恿，丙將其應有部分讓與

戊。試問：戊得否請求丁將 A 地返還於全體共有人？（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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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共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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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之董事，代表法人向他人借款，嗣後何人應就此一借款債務，負清償責任？

法人單獨負責 董事單獨負責

法人、董事個別負責 法人、董事均不須負責

2 關於甲主張其與乙通謀而為之虛偽意思表示無效，及丁之債權人丙依民法第 244 條向法院聲請撤

銷丁對戊無償贈與其金錢之行為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丁之意思表示均為有效意思表示

甲僅得於與乙所為者係有償行為之情形，始得主張無效

甲乙間之法律行為不限於財產行為，丁戊間之法律行為則限於財產行為

即使丁對戊之贈與未害及丙對丁之債權，丙仍得聲請法院撤銷該贈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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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現年 17 歲，假造其父母之同意函，向經營機車行之乙購買機車 1 輛。甲乙間買賣契約之效力

如何？

有效但得撤銷 效力未定 無效 有效

4 依民法規定，關於旅客之行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運送人對於旅客所交託之行李，如未另收運費，不適用物品運送之規定

運送人對於旅客所未交託之行李，如因自己之過失致有毀損者，仍負責任

運送人對於旅客所未交託之行李，如因其受僱人之過失致有毀損者，仍負責任

運送人對於旅客所未交託之行李，如因其他旅客之過失致有喪失者，不負責任

5 甲登記為 A 屋所有人。關於甲如何行使 A 屋所有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得將 A 屋所有權讓與他人

甲得請求無權占有 A 屋之人返還 A 屋

甲得使用收益 A 屋

甲得於 A 屋上設定普通地上權

6 下列關於不動產役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動產役權係以他人不動產供特定便宜之用為目的

不動產役權係需役不動產之從權利

不動產役權因時效而取得者，以繼續並表見者為限

不動產役權不得就自己之不動產設定之

7 甲女未婚生下乙女，在乙 5 歲時，將乙出養於丙、丁夫妻，並與丙之母親戊共同生活。10 年後，

某日丙、丁不幸遭遇空難，同時死亡。乙為賺取學費，欲在己經營之速食店打工，其僱傭契約應

經下列何者允許？

無庸得任何人之允許 甲

乙之生父 戊

8 甲已喪妻，有子女乙、丙二人。甲培養乙子赴美留學花費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丙女結婚時，

甲花費 500 萬元購買小套房一間贈與丙。甲死亡時留有財產 500 萬元。甲之遺產分割時，乙可分

得多少遺產？

 0 元  250 萬元  500 萬元  750 萬元

9 甲受監護宣告，法院選定其女乙為監護人。乙所為之下列行為，何者應經法院許可？

甲被診斷為末期病人，意識昏迷，乙同意不實施維生醫療

甲罹患長期慢性病，需要醫護服務，乙代理甲與長期照顧機構訂立入住契約

甲需要醫藥費，活期存款金額不足，乙代理甲將丙銀行之定存解約

甲所有之 A 屋過度老舊，乙代理甲將 A 屋與其基地為對價，與建商丁訂立都更合建契約

10 甲立遺囑將百萬鑽戒遺贈媳婦乙。某日甲之友人丙因應酬需要，向甲商借該鑽戒佩戴。惟該鑽戒

不慎滅失，甲因此氣急攻心而死。甲所為遺贈之效力為何？

因遺囑無效，遺贈亦歸於無效

遺贈視為撤回

推定以甲對丙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遺贈

遺贈有效，乙僅得請求丙交付同等價值之鑽戒

11 下列何者具有完全行為能力？

現年 17 歲之甲 現年 18 歲之乙

現年 19 歲已離婚之丙 現年 20 歲受監護宣告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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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5 歲之甲未經法定代理人允許，所為下列之法律行為，何者有效？

單獨行為 處分不動產

日常生活所必需之行為 設定普通抵押權

13 下列關於輔助宣告之敘述，何者錯誤？

受輔助宣告人並未喪失行為能力

受輔助宣告人之財產，應由輔助人管理

法院得依聲請，指定受輔助宣告人所為之法律行為金額在新臺幣 50,000 元以上者，須經輔助人

同意

法院得依聲請，指定受輔助宣告人申辦手機門號及辦理信用卡之法律行為，經輔助人同意方為

有效

14 下列何者非屬不法侵害人格利益之情形？

新聞網站未加查證，於明知報導內容不實後，卻拒絕將該報導自系爭網站移除，繼續供他人任

意連結轉載

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

新聞媒體對於雙方均非公眾人物之私權爭端，揭載足資識別之個人資料

利用購買人輕率無經驗而使其購買非必要之高價商品

15 下列關於短期消滅時效之敘述，何者錯誤？

僱傭關係所涉薪資之請求權，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會計師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之行使，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醫師之診費、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之行使，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16 甲將 1 部電動機車出售於乙，乙又將該車贈送並移轉所有權予丙。後來發現甲乃受監護宣告之人，

但乙、丙不知此情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乃受監護宣告之人，故其所為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皆無效

乙贈與丙之電動機車，因由受監護宣告之甲處所購得，故乙丙間之贈與契約無效，移轉電動機

車所有權之行為，亦無效

善意的乙已將電動機車無償讓與丙，故不負返還之責

善意的丙因善意受讓取得電動機車所有權，其受有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但基於衡平保護甲之

利益，甲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183 條規定，向丙請求返還電動機車

17 民法第 225 條規定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嗣後給付不能之法律效果。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債務人免給付義務

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讓與其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交付其因給付不能所受領之賠償物

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

18 甲乙丙共有 A 地，其應有部分各為 1/3。甲未經乙丙同意，而擅自在 A 地上架設太陽能板。試問：

乙丙不得對甲主張下列何種權利？

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共有物返還請求權

不當得利請求權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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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甲因赴外地工作，遂將其所有之 A 車交付予乙，由乙為其保管。雙方並約定乙每週短暫發動引擎

兩次，以免 A 車因長時間停放而受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甲乙就 A 車之返還，定有返還期限時，則甲不得隨時請求返還

若甲乙就 A 車之返還，未定有返還期限時，則乙得隨時返還

若乙未經甲之同意，即逕取 A 車載友人丙出遊。途中因另一駕駛丁未注意車前狀況而撞上等紅

燈之乙，致 A 車車尾凹陷，則乙就 A 車所生之損害，對甲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若乙未受有報酬，仍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 A 車

20 甲發現乙有珍貴花卉種籽，暗自取走後，將種籽栽種於甲之母丙的農地上。半年後花朵盛開，該

花朵現為何人所有？

甲 乙 丙 乙丙共有

21 甲向乙借款，並將所有之 A 屋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將對甲之債權讓與給丙，該最高限額抵押權並不隨同移轉給丙

乙對甲之債權如歸於消滅，該最高限額抵押權亦隨之消滅

該最高限額抵押權不因乙死亡而消滅

乙實行抵押權之費用不計入抵押權擔保債權之最高限額

22 下列關於民法區分所有建築物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區分所有建築物，乃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

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

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共有部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經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特定所有人使用

專有部分得經其所有人之同意，依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

23 下列關於普通地上權地租之敘述，何者錯誤？

地上權定有期限，而有支付地租之約定者，地上權人得支付未到期之 2 年分地租後，拋棄地上權

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而有支付地租之約定者，地上權人得支付未到期之 1 年分地租後，拋棄地

上權

地上權設定後，因土地價值之昇降，依原定地租給付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請求法院增減之

土地所有權讓與時，已預付之地租，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24 甲患有思覺失調症（原稱精神分裂症），時癒時發，經甲母乙之協助隱瞞，甲於某年 4 月 1 日成功與

丙結婚。丙結婚次月 1 日始發現上開情節，丙於同年 12 月 1 日訴請撤銷甲丙之結婚，是否有理？

無理，丙發見詐欺後起訴，已逾 6 個月

有理，乙為第三人，不得對表意人為詐欺

有理，丙發見詐欺後起訴，未逾 1 年

有理，甲非明知第三人為詐欺，但與有過失

25 甲、乙共同繼承父親現金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而甲生前曾向父親消費借貸 500 萬元，還沒

有償還，經計算甲僅得繼承父親遺產 250 萬元。其法律關係為何？

特留分扣減權 特種贈與 普通贈與 債務之扣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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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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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20540
頁次：2－1

一、甲開車載其好友乙、丙、丁出遊，旅途上遭一輛由 X 駕駛之轎車撞擊，

此車禍肇因於 X 闖紅燈所致，甲之車上四人並因此受到輕重傷。嗣後，

乙、丙、丁選定甲作為原告，向法院起訴請求 X 賠償損害。試說明：

若丁現年十七歲且未婚，其自為選定當事人之選定行為，於甲提起訴

訟後，丁之法定代理人再承認該選定行為，該選定行為及承認之效力

如何？（12 分）

若訴訟中甲死亡，如何進行後續程序？若訴訟中丁死亡（其母戊為唯

一繼承人），對於程序有何影響？ （13 分）

二、甲主張乙對甲負有新臺幣（以下同）100 萬元之借款債務尚未清償，甲遂

起訴請求乙給付 100 萬元，第一審法院判決甲請求 60 萬元部分為有理

由，並駁回甲其餘 40 萬元部分之訴。第一審判決正本於民國 111 年（以

下同）6 月 15 日依法送達至甲的住所，於 6 月 18 日依法寄存送達至乙住

所地之警察機關，乙於 6 月 30 日始至該警察機關領取。甲、乙均未提起

上訴，試說明本件當事人之上訴期間何時屆滿及判決何時確定。（25 分）

三、公務員甲因涉嫌虛報差旅交通費，檢察官認為甲涉犯貪污，以貪污治罪

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起訴甲。一審

法院審理時皆以該罪名為前提進行證據調查與辯論，然而評議時卻認為

甲之行為並不該當「利用職務上機會」，於是在判決中變更起訴法條為刑

法第 339 條之普通詐欺罪。又法院認為甲明知沒有出差之事實，卻使掌

管差勤記錄之其他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差勤記錄，並持之請領差旅費用，

應成立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同法第 216 條行使不實公文

書之罪，三罪具實質上一罪關係（吸收關係），僅論較重之詐欺罪，其餘

二罪在判決理由中交代。試問一審判決是否合法？（25 分）



代號：20540
頁次：2－2

四、甲男涉嫌對乙女強制性交，檢察官基於被害人乙對甲之指述、乙之親友

丙於警詢時之陳述：「某日我與乙去喝咖啡，乙自廁所返回座位時，一

反常情，表情呆滯，我察覺有異，幾經詢問後，乙在激動、哭泣之情緒

下，說出前天於補習班遭甲性侵害」等兩項證據，以犯強制性交罪為由

提起公訴。一審法院審理時，丙因留學滯留國外而傳喚不到。問丙之陳

述有無證據能力？法院能否將丙之陳述作為認定甲成立犯罪之證據？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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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20450
20550

頁次：2－1

一、甲於民國（下同）105 年 1 月 1 日與乙訂立租賃期間至 111 年 1 月 1 日

止之加油站租賃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經公證（系爭契約為附件），將

所有坐落於臺中市之加油站出租於乙經營，約定乙應繳付甲履約保證金

新臺幣 600 萬元（下稱系爭保證金），於契約期滿返還加油站，而乙無契

約所定未履行事項時，由甲無息返還，公證書亦載明如甲未履行時，應

逕受強制執行。嗣乙以租期屆滿，甲未依約返還系爭保證金為由，於 111

年 4 月 1 日以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

稱臺中地院）聲請對甲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甲以乙尚未返還加油站，不

得請求返還系爭保證金為抗辯。臺中地院應如何處理？（25 分）

二、甲持法院命乙遷讓返還 A 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確定終局判決為執行

名義，於民國（下同）111 年 2 月 11 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下稱臺北地院）聲請解除乙就系爭房屋之占有。臺北地院於同月 21 日

核發執行命令，乙對之聲明異議，經臺北地院（法官）裁定駁回後，提

起抗告。臺北地院於 111 年 4 月 1 日檢卷送臺灣高等法院（下稱臺高院）

後，於臺高院為裁定前之同年 5 月 5 日解除乙就系爭房屋之占有，使歸

甲占有。試問：臺高院就該抗告事件應如何處理？（25 分）

三、債權人甲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彰化地院）核發之債權

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乙所有之 A 土地為強制執行，彰化地院

於民國 111 年 6 月 6 日進行第一次拍賣。投標人丙以載有受款人而未經

其依規定背書之支票為保證金參與投標，開標結果，丙出價最高，則彰

化地院應如何處理？（25 分）



代號：20450
20550

頁次：2－2

四、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臺北地院）以禁止債務人甲就其所

有 A 房屋為處分行為之假處分裁定為執行名義，禁止甲處分其應交付與

債權人乙之 A 房屋，並予以查封完畢；另有金錢債權之債權人丙亦對甲

取得給付金錢之確定終局判決之執行名義，試問：丙能否持之向臺北地

院聲請拍賣 A 房屋，以資受償？（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