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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法院設有民事執行處，其事務是由何者辦理之？ 

法官助理 司法事務官 書記官 拍賣官 

2 非常上訴案件依法應由下列何機關或法院審理之？ 

最後事實審之法院 最後裁判確定之法院 最高法院 司法院 

3 審判長對於未經許可，自行在法庭錄音、錄影者，可以採取下列何方法制止之？ 

命其消除該錄音、錄影內容 扣押其錄音、錄影器材 

沒入其錄音、錄影器材  命其交出該錄音、錄影器材，並看管至閉庭時 

4 下列何人負有監督各級法院及其分院行政之責？ 

總統 司法院院長 監察院院長 最高法院院長 

5 下列那一項工作非屬法院庭務員之職務內容？ 

引導當事人或關係人於開庭前入座 

在開庭前，搬運卷證資料及調取扣押證物至法庭內 

承審判長之命，維持法庭秩序 

提供訴訟輔導 

6 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分院臨時開庭辦法，是由下列何機關制定頒行？ 

臺灣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司法院 立法院 

7 下列有關檢察官行使職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實施偵查、提起公訴  協助自訴 

指揮民刑事裁判之執行  調度司法警察 

8 審判長對於律師在法庭代理訴訟或辯護案件之言行，認為有不當時，得加以警告或禁止其代理或辯護，

該禁止處分之期間為何？ 

開庭當日   1 週 

 1 個月  禁止其擔任該案件代理人或辯護人之資格 

9 法院管轄之事務不包括下列何事件？ 

民事訴訟事件 民事執行事件 刑事訴訟案件 刑事執行案件 

10 下列有關法院審判事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受理非訟事件之第一審法院是智慧財產法院 

刑事裁判確定後是由地方法院強制執行處負責執行 

審理妨害國交案件之第一審法院是高等法院 

審理交通裁決事件之第一審法院是高等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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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那一個單位未設於地方檢察署內？ 
執行科 公設辯護人室 觀護人室 檢察事務官室 

12 法院為達到便民之目的，下列何事件，經當事人聲請並得法院准許，亦可以於假日辦理？ 
公證事件 刑事案件 非訟事件 提存事件 

13 下列何人有指揮監督各審級檢察署檢察官之權限？ 
最高法院院長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法務部部長 行政院院長 

14 法院訴訟輔導科應於明顯處所設置科技設備，提供下列何項資料之查詢服務？ 
法院職員名錄 被告之個人資料 判決主文 起訴書 

15 依法院便民禮民實施要點規定，訴訟輔導科應備相關資料供民眾取閱，但下列何項資料不在提供之列？ 
法官名冊 律師名錄 民刑事訴訟須知 使用通譯聲請書 

16 司法院為我國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下設廳、處等單位負責擬訂司法法規及管理各項司法行政事務，但未

設有下列何單位？ 
人事處 秘書處 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書記廳 

17 下列有關法庭席位布置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官席地板應離地面 25 公分至 50 公分 
檢察官席地板應離地面 20 公分至 40 公分 
書記官席位於法官席右側下方，置於地面，無高度 
學習法官席置於旁聽席內之地面，無高度 

18 依法應公開審判之案件，原則上均准許民眾旁聽，但對於有妨害法庭秩序者，審判長可以制止之，惟下

列何者不在審判長上述權限內？ 
警告 命其退出法庭 科處罰鍰 命看管至閉庭時 

19 依法院組織法規定，下列何法院內未有公設辯護人之編制？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20 下列何種職務之人事任免是專屬於總統，且毋須經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最高法院院長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司法院院長 監察院院長 

21 下列何者非屬於法院法警之法定職掌事務？ 
維持法庭秩序 執行拘提  解送人犯 點呼當事人入庭 

22 下列何人是屬於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編制內之人員？ 
心理輔導員 執達員 庭務員 會計員 

23 非經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其法庭錄音內容應保存至案件判決確定後多久，始可除去？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24 下列參與法庭活動之人，何者不得以維護其法律上利益為由，向法院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內容？ 
證人 被告 辯護人 檢察官 

25 下列有關地方法院院長任免之敘述，何者錯誤？ 
由法官兼任 
由司法院院長提名並經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通過後派任 
為特任官 
有任期限制 

26 下列那一法庭，不須設置欄杆區分法庭內之區域，且不須於欄杆中間或兩端設活動門？ 
刑事法庭 溝通式家事法庭 公務員懲戒法庭 少年刑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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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專業法庭何者未設置於地方法院內？ 

勞工法庭 少年法庭 智慧財產庭 行政訴訟庭 

28 法院組織法規定法院原則上應設強制處分專庭，下列有關該專庭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專責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件 

承辦該專庭案件之法官，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 

僅地方法院設有專庭 

高等行政法院亦設有專庭 

29 下列何者不是法院對外受理人民聲請案件之單位？ 

非訟中心 提存所 登記處 調查處 

30 有關裁判評議時，參與法官之陳述意見順序，何者正確？ 

次序以資深者為先 資同以年長者為先 受命法官最後表示意見 次序以資淺者為先 

31 下列何人不得於審判時指揮實施法庭錄影，並命記明於筆錄？ 

受命法官 審判長 受託法官 陪席法官 

32 依法院便民禮民實施要點之規定，下列何項設施或單位不會在法院出現？ 

親子廁所盥洗室 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 服務台 吸菸室 

33 依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分院臨時開庭辦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臨時開庭，係指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分院，定期或不定期在管轄區域內，利用私人辦公處所開庭 

臨時開庭期間，所需辦理審判、行政人員，除視情形得由當地借用機關有關人員兼辦外，應由各法院

院長就該院現有編制員額統籌調配 

臨時開庭期間，需用之傳票、拘票、押票、搜索票、收容書、留置票、提票、還押票、歸案證明書或

其他例行公文用紙，由各法院於開庭時蓋印信發交 

臨時開庭期間應行收受之法收款，得由法官全額收取，做為法官開庭之酬勞 

34 下列何項非法院通知書之信封應詳載之事項？ 

可搭乘之大眾運輸工具及路線 法院之上班時間 

法院地址  法院位置圖 

35 依法院便民禮民實施要點，關於法官審理案件時之敘述，何者錯誤？ 

應態度平和，舉止莊重，專心聽訟，不得任意對在庭之人辱罵 

為促進訴訟，節省司法資源，得強迫當事人和解 

法官審理案件，應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之機會 

法官於法庭上，不宜與當事人之單獨一方耳語或低聲交談 

36 下列何種情形，得禁止進入法庭旁聽？ 

攜同 12 歲的小孩旁聽  攜帶已調整為靜音之手機旁聽 

穿著運動衣褲旁聽  主張行動自由權，拒絕安全檢查 

37 下列何者非法庭旁聽區設置之席位？ 

學習法官席 學習書記官席 學習律師席 記者席 

38 下列有關法庭布置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庭四周牆壁宜漆乳白色 桌子為褐色或原木色 

職稱名牌，塑膠材質，置於桌面 法官席桌面設置法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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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關於司法人員進出法庭之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由法庭後側門進出法庭 書記官由法庭前門進出法庭 
刑事在押被告之通路應與其他訴訟關係人分開 法官由法庭後側門進出法庭 

40 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何時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

法庭錄音？ 
裁判確定後六個月內 開庭前一個月 裁判確定一年後 開庭當日 

41 依據 107 年修正施行之法院組織法規定，下列機關或法院之名稱，何者錯誤？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最高法院 

42 依法院組織法，下列有關裁判之評議之敘述，何者錯誤？ 
裁判之評議，於裁判確定前不得公開分享於社群網路 
評議以過三分之二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裁判之評議，以審判長為主席 
評議時各法官之意見應記載於評議簿 

43 下列何者非地方法院設置之單位？ 
公證處 登記處 書記廳 司法事務官室 

44 在法院審判進行中，於法庭內傳遞訴訟當事人之書狀給審判長，並受審判長之命令維持法庭秩序，係下

列何人之職權？ 
錄事 庭務員 法警 書記官 

45 某甲雖具有法官任用資格，請問某甲不符合下列那項職務之任用資格？ 
公設辯護人 觀護人 法警 公證人 

46 某甲為地方法院之書記官，平常之工作係輔導當事人聲請事項，並策畫執行為民服務工作，請問某甲係

任職於那一單位？ 
資料科 訴訟輔導科 文書科 總務科 

47 下列關於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之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任主席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七人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之任期，均為一年，不得連任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之法官代表當選人本人於任期內不得調派為上級審法官 

48 關於檢察事務官任用資格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經律師考試及格，並具有薦任職任用資格者 
經地政士考試及格，並具有薦任職任用資格者 
曾任警察官一年以上，成績優良，並具有薦任職任用資格者 
曾任檢察署書記官二年以上，成績優良，並具有薦任職任用資格者 

49 下列關於檢察一體原則，何者敘述正確？ 
檢察官行使職權時，不須服從檢察首長之指揮監督 
檢察官行使職權時，除有違法情事外，應服從檢察首長之指揮監督 
檢察官得不服從檢察首長依法所為之事務分配  
檢察總長不得親自處理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事務 

50 最高行政法院之審判案件，須由法官幾人合議行之？ 
二人合議 三人合議 四人合議 五人合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