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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現行民事或刑事審判制度，係採下列何種制度？ 

參審制 陪審制 混合制 職業法官制 

2 各級檢察署與法院之關係為何？ 

配屬 配置 隸屬 以上皆非 

3 地方法院由下列何種人負責辦理值庭、警衛、解送人犯等事務？ 

執達員 庭務員 法警 通譯 

4 下列何種訴訟程序在任何情況下，均不得於公開法庭進行之？ 

準備程序 辯論程序 宣判程序 裁判評議程序 

5 以下何一事務，非屬合議審判案件審判長之職權？ 

裁判評議之召開 裁判之最終決定權 法庭指揮權 法庭秩序之維持 

6 下列何者不屬於檢察官之職權？ 

指揮刑事裁判之執行 偵查犯罪 民事裁判之執行 指定代行告訴人 

7 法庭不公開，其理由應由何人宣示之？ 

院長 審判長 受命法官 書記官 

8 司法年度之開始及終了為何？ 

每年 7月 1日起至翌年 6月 30日為止 

每年司法節（1月 11日）起至翌年之司法節（1月 11日）為止 

每年自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為止 

每年自 8月 1日起至翌年 7月 31日為止 

9 未經審判長核准之錄音，審判長應如何處理該錄音媒體？ 

當庭諭知沒入錄音媒體及予以銷毀之意旨 

消除錄音後，將錄音媒體發還持有人 

於裁判確定後，無庸消除錄音，將錄音媒體發還持有人 

於訴訟程序終結後，無庸消除錄音，將錄音媒體發還持有人 

10 法庭開庭時，因妨害法庭秩序而遭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庭之處分者，該受處分人得否謀求救濟？ 

受處分人得提起抗告  受處分人得提起上訴 

受處分人不得聲明不服  受處分人得提起行政訴訟 

11 法庭席位布置規則，係依據何種法令訂定之？ 

司法院組織法 法院組織法 各級法院處務規程 司法人員任用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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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旁聽人或其他人於開庭前有違反法庭旁聽規則之規定者，在法庭執行職務人員處理時，如有疑義，應報請

何人裁定之？ 

該法庭之審判長 法院院長 法警長 書記官長 

13 少年保護法庭應使用下列何種席位，以親和、教化與輔導之方法，取代嚴肅之審判氣氛？ 

 A字形會議桌  橢圓或長方型會議桌 

正方形  圓形 

14 違反受託法官所發維持法庭秩序之命令，致妨害法院執行職務，經制止不聽者，是否處罰之？ 

論處行政罰  損害賠償 

公開向審判長、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道歉即可 成立犯罪 

15 下列何者，不得調取法庭錄音？ 

書記官長 庭長 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16 法院應於何處預備律師名錄供被告查詢？ 

服務台  訴訟輔導科及羈押被告候審室 

公告欄  法庭內 

17 合議裁判案件之評議時，法官陳述意見之順序為何？ 

以資淺者為先，資同以年少者為先，遞至審判長為終 

以審判長優先，受命法官次之，陪席法官為終 

不分順序，暢所欲言 

由審判長決定之 

18 律師執行刑事辯護人或民事訴訟代理人之職務時，屢次出言譏諷頂撞審判長，並引發旁聽民眾之喧嘩叫囂，

審判長應如何處理？ 

剝奪其律師資格 

禁止該律師擔任該刑事案件之辯護人或民事事件之代理人 

禁止該律師當日之辯護或代理 

科處罰鍰 

19 法院審判時，如當事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不通國語者，應由何人傳譯？ 

書記官 通譯 庭務員 錄事 

20 下列何種刑事案件之第一審管轄，不屬於地方法院？ 

內亂罪  五院院長之貪瀆案件 

總統及副總統之貪瀆案件  重大連續殺人案件 

21 自訴人甲向承辦書記官乙查詢案件之裁判結果時，書記官乙應如何處理？ 

請其向法院資訊室查詢  請其逕向承辦法官查詢 

請其逕向法院訴訟輔導科辦理 應明確答覆或告知待查明後再答覆 

22 訴訟關係人於法庭閱覽筆錄後，而有異議時，經書記官播放錄音內容核對後，並未發現筆錄有錯誤時，應

如何處理？ 

法官重新訊問釐清之 無庸為任何處置 應於筆錄內附記其異議 以錄音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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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列何一單位，屬於審判組織？ 

公證處 民事執行處 觀護人室 簡易法庭 

24 地方法院及其分院、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管轄區域之劃分或變更由何機關定之？ 

司法院 行政院會同司法院 行政院 立法院 

25 民事執行處設置於下列何一機關？ 

行政執行署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 地方法院民事庭 地方法院及其分院 

26 司法事務官室，設於下列何一法院？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 最高法院 地方法院及其分院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 

27 合議裁判案件之評議時以何人為主席？ 

書記官長 受命法官 院長 審判長 

28 法院審判時應使用何種語言？ 

由當事人決定之 由法院決定之 國語 法院所在地之方言 

29 法院之何一單位提供各種書狀範例、各項須知、法律常識書刊及其他相關資訊供民眾取閱？ 

書記室 訴訟輔導科 總務科 法警室 

30 公設辯護人之法袍係採黑色，但其領、袖及對襟鑲邊，係採下列何種顏色？ 

紫色 藍色 紅色 綠色 

31 法庭席位布置及旁聽規則，應由何機關定之？ 

行政院  司法院 

司法院會同行政院  行政院、司法院及全國律師公會 

32 最高法院院長得監督下列何機關？ 

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33 我國法院分成幾級？ 

四級 三級 二級 五級 

34 下列何一機關得於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案件偵查終結後，以決議要求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赴該

機關報告？ 

司法院 監察院 立法院 行政院 

35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之任期，下列何者為正確？ 

任期四年，得經立法院同意連任，無次數限制 任期四年，不得連任 

任期五年，得連任  任期五年，經總統同意得連任 

36 檢察事務官不得為下列何種行為？ 

實施扣押 實施搜索 詢問證人 實行公訴 

37 下列何種裁判之法律上見解可被編為判例？ 

最高法院裁判 地方法院裁判 高等法院裁判 以上皆是 

38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檢察署，由何人綜理各該署行政事務？ 

檢察官長 檢察署長 檢察長 首席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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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對於審理訴訟有指揮權之法官為下列何人？ 

院長 審判長 受命法官 庭長 

40 下列何機關設提存所？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行政執行署 地方法院檢察署 

41 法院內開庭時，在法庭實施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及依法執行職務之人、訴訟當事人與訴訟關係人，均應設置

席位；其席位布置，應基於何種原則為之？ 

比例原則 公開原則 當事人平等之原則 莊嚴原則 

42 下列何者為特任？ 

最高法院書記官長  臺灣高等法院院長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最高法院院長 

43 下列何種人員，係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聘用之？ 

檢察事務官 法官助理 觀護人 司法事務官 

44 各級法院或分院檢察署之處務規程由何機關定之？ 

司法院 各級法院檢察署 法務部 最高法院檢察署 

45 下列何一法院管轄非常上訴案件之審判？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最高法院 

46 最高法院之審判案件，採下列何種制度？ 

三人或五人合議審判制  五人合議制 

獨任或五人合議制  三人合議制 

47 各級法院及分院依法於每年度終結前舉行之會議，其目的在於預定次年度司法事務之分配及代理次序，該

會議之主席為何人？ 

行政庭長  由法官間互相推選產生 

由庭長間互相推選產生  院長 

48 地方法院合議庭評議損害賠償事件時，審判長甲主張被告應賠償新臺幣（下同）20 萬元，受命法官乙主張

被告應賠償 50萬元，陪席法官丙主張被告應賠償 30萬元，試問該合議庭評議決定被告應賠償多少元？ 

 20萬元  40萬元  30萬元  50萬元 

49 下列何一敘述不符合「檢察一體原則」之規定？ 

檢察長向法務部長報告具體案件之偵查進度 

檢察總長親自指揮下級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具體案件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將所屬檢察官所偵查之案件移轉與同署其他檢察官處理 

檢察總長指揮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跨轄區之相牽連案件 

50 下列何一種事務，非屬於司法事務官辦理事務範圍？ 

返還擔保金事件 保全程序事件 草擬裁判書 非訟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