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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非法庭活動之參與者？ 

 庭務員 訴願委員 書記官 法警 

2 下列有關檢察官、法官行使職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檢察官對於法院，獨立行使職權  

法官依憲法規定獨立審判，只接受法院院長的指揮 

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不受檢察長的指揮監督  

法官獨立審判，不必理會檢察官的起訴範圍 

3 下列那一種人員不是法院的職員？ 

 錄事 觀護人 檢驗員 司法院刑事廳科員 

4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分院於必要時，得在管轄區域外借用地方臨時開庭，下列那一地方不適合借用？ 

 當地被告之辦公處所  當地法院之辦公處所 

當地檢察署之辦公處所  當地司法警察機關之辦公處所 

5 法院進行訴訟案件之審判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於外籍配偶的增加，訴訟文書可以使用各東南亞國家文字 

訴訟文書應用中國文字 

涉外的訴訟文書應用國際通用的英文 

二十一世紀為中國語文的世紀，縱有參考必要，亦不得使用外國語文 

6 為減少假冒司法人員名義破壞司法信譽事件之發生，下列那一項做法並無必要？ 

禁止與訴訟無關之人進入法庭 藉由傳播媒體，加強宣導法律常識 

不定期接待民眾參觀法院 教育民眾法治觀念 

7 有關司法人員進入法庭審判時，其出入通道之安排，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官由法庭後側門進出法庭  

檢察官由法庭後側門進出法庭 

司法人員進出法庭之動線，由各法院依實際情形酌定之 

為體現司法為民的精神，刑事在押被告之通路不必與其他訴訟關係人分開 

8 各級法院及分院應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裁判書，有關自然人的記載下列何者仍得為之？ 

自然人之姓名  自然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 

自然人之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自然人個人之財產 

9 法院為達到便民禮民之目的，設有訴訟輔導科，備置各種資料供民眾取閱，但下列何一資料不提供？ 

各種書狀範例  法律常識書刊  

民、刑訴訟被告年籍資料的查詢 律師名錄 

10 下列有關裁判評議之敘述，何者錯誤？ 

評議時各法官之意見應記載於評議簿  

案件之當事人、訴訟代理人、辯護人或曾為輔佐人，得於裁判確定前聲請閱覽評議意見 

閱覽評議意見時不得抄錄、攝影或影印 

評議意見於該案裁判確定前應嚴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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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庭務員如有行為不檢之情事，監督長官得以下列何種方式處理？ 

 警告不悛者，依公務員懲戒法辦理 移送監察院彈劾 

移送職務法庭審理  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12 有關各級法院司法行政的監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院長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  

地方法院分院院長監督該分院 

高等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及其分院與所屬地方法院及其分院 

最高法院監督該法院及所屬各級法院及其分院 

13 有關最高法院之判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判例一經作成並公告後，不得變更 

判例係經由最高法院院長、庭長、法官組成之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之決議 

判例係經最高法院民、刑事庭總會議之決議 

判例必須報請司法院備查 

14 司法院釋字第 627 號解釋：「有搜索與總統有關之特定處所逮捕特定人、扣押特定物件或電磁紀錄之必要

者」，應經該管檢察官聲請何一法院組成合議庭以為審查？ 

 設特別法院而以資深院長為審判長之法官五人組成特別合議庭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以資深庭長為審判長之法官五人組成特別合議庭 

最高法院以資深庭長為審判長之法官五人組成特別合議庭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以資深庭長為審判長之法官五人組成特別合議庭 

15 下列何人在法庭執行職務時，不必穿用制服？ 

 公設辯護人 通譯 法警 鑑定人 

16 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不當行為之旁聽者或訴訟參與者，審判長不得為下列何種處分？ 

禁止其進入法庭  命其退出法庭  

命看管至閉庭時  對滑看手機之人沒收其手機 

17 法院開庭時，下列何者雖無旁聽證，仍不禁止旁聽？ 

 攜同未滿十歲之兒童旁聽 行動不便之人  

奇裝異服之人  衣履不整之人 

18 法院為維持法庭秩序，於必要時得斟酌法庭旁聽席位之多寡核發旁聽證，於核發旁聽證之情形下，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無旁聽證者不得進入法庭旁聽 

如有空位可以隨時進入旁聽，毋庸另行核發旁聽證 

核發旁聽證時，應命請求旁聽者提交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查驗 

核發旁聽證時，得登記旁聽民眾姓名、住所備查 

19 各級法院及分院於每年度終結前，由院長、庭長、法官舉行會議，預定次年度司法事務之分配及代理次序，

不包括下列何種事項？ 

民事訴訟 法院公證事務 刑事訴訟 行政訴訟 

20 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之指揮，處理事務，下列那一項非屬其職權？ 

 實施勘驗 執行拘提 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 詢問被告 

21 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依法院組織法第 63 條之 1 偵辦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部會首長或上將階

級軍職人員之貪瀆案件後，如認有犯罪嫌疑應提起公訴，應向何一審級之法院為之？ 

 最高法院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職務法庭 

22 某甲為警察機關之員警，因公務之便而以電腦進入戶役政資料查詢系統，將取得之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

該洩密罪案件應由何一機關偵查，偵查後如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向那一個機關提起公訴？ 

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向地方法院提起公訴  

由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向地方法院提起公訴 

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向高等法院提起公訴 

由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檢察官偵查，向地方法院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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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下列有關高等法院的事物管轄（審級管轄），何者正確？ 

內亂罪以高等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外患罪以高等法院為第二審管轄法院 

妨害國交罪以高等法院為第二審管轄法院 

簡易法庭所判決之民事、刑事訴訟案件，以高等法院為第二審上訴法院 

24 下列有關審檢分隸的敘述，何者錯誤？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改隸司法院管轄  

最高法院由司法院管轄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改隸司法院管轄  

職務法庭直接隸屬於司法院 

25 下列那一項不是檢察官的職務？ 

 犯罪案件偵查 犯罪案件追訴 刑事裁判執行 刑事案件審判 

26 依法庭錄音及其利用保存辦法之規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得繳納費用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但： 

 必須於裁判確定日前為之  

須主張或維護其事實上利益有必要者 

須經開庭在場陳述之人書面同意  

須於裁判確定後 6 個月內為請求 

27 關於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涉及部會首長之貪瀆案件由特別偵查組辦理  

特別偵查組設置檢察官 6 人以上，15 人以下 

特別偵查組為辦案需要，得借調相關機關之專業人員協助偵查 

特別偵查組檢察官執行職務時，須受法院組織法第 62 條之限制 

28 關於最高法院院長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特派，綜理全院行政事務，並任法官 特任，綜理全院行政事務，並任法官 

特任，綜理全院行政事務，法官兼任 特派，綜理全院行政事務，法官兼任 

29 關於法官執行職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當事人陳述告一段落，或未陳述時，法官得命其就座 

證人或鑑定人應訊時，法官可使之與當事人並排站立 

法官於法庭上，不宜與律師耳語或低聲交談 

法官審理案件宜態度平和，舉止莊重，專心聽訟 

30 最高法院法官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得由最高法院院長商調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暫代其職務，其暫代期

間不得逾多久？ 

6 個月 9 個月 10 個月 1 年 

31 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不當行為者，審判長得作成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庭之處分，對於該處分可否

請求救濟？ 

 得聲明異議  得提起抗告  

不得聲明不服  不得提起抗告，但得聲請撤銷 

32 關於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置委員 15 人，其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產生  

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之任期，均為 1 年，不得連任 

檢察長之遷調應送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徵詢意見 

法務部部長遴任檢察長前，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職缺 3 倍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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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下列何者並非地方法院分設之法庭？ 

專業法庭 刑事執行庭 行政訴訟庭 民事庭 

34 法庭之布置，係以欄杆區分為審判活動區、旁邊區，並於欄杆中間或兩端設活動門。但下列何種法庭之布置

並不適用之？ 

民事法庭 少年保護法庭 行政法庭 刑事法庭 

35 法庭之法官席桌面設置法槌，供法官使用。其使用要點，由下列何機關訂定？ 

 司法院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36 為有效運用司法資源、增進司法效能，下列那一項敘述錯誤？ 

法院與法院間應互相協助 檢察官與檢察官間應互相協助 

檢察官與觀護人間應互相協助 書記官與書記官間於權限內之事務應互相協助 

37 下列何人員於法庭執行職務時，不另設置其席位？ 

法警 通譯 公設辯護人 家事調查官 

38 法院審理下列何種案（事）件，得視需要，於法庭設置技術審查官席？ 

 刑事案件 民事事件 行政訴訟事件 智慧財產案件 

39 非常上訴案件由下列何機關管轄？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檢察署 司法院大法官 

40 下列何犯罪，其刑事第一審訴訟由高等法院管轄？ 

 殺人罪 外患罪 妨害秘密罪 擄人勒贖罪 

41 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之處務規程，由下列何機關訂定？ 

 司法院 法務部 行政院 最高法院檢察署 

42 簡易庭係設於下列何法院？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分院 最高法院 行政法院 

43 我國法院（即普通法院）分為幾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44 法官審判訴訟案件，其事務分配及代理次序，如有未合法院組織法所定者，其審判之效力如何？ 

無效 有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45 關於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特派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就法律案及預算案，不需至立法院列席備詢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於任命時具司法官身分者，於卸任時，得回任司法官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任期四年，得連任一次 

46 提存所係設於下列何機關？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檢察署 

47 書記廳係設於下列何機關？ 

 司法院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48 操作員係地方法院下列何單位所置之人員？ 

 法警室 登記處 公證處 資訊室 

49 地方法院設民事執行處，由下列何者辦理其事務？ 

書記官 執達員 檢察事務官 司法事務官 

50 旁聽人或其他人於開庭前如有違反法庭旁聽規則之時，得先由下列何人處理之？ 

受命法官 法警 審判長 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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