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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行民法第 1 條規定，民事，法律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則依下列何者？ 
判決 法理 判例 命令 

2 下列何者是法院就訴訟事件所為之決定？ 
締結條約 制定法律 宣示判決 法人登記 

3 司法院釋字第 617 號解釋指出：「所謂猥褻，指客觀上足以刺激或滿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行為及

性文化之描繪與論述聯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惡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

為限」，此係對刑法「猥褻」概念採取下列何種法學方法？ 
不確定法律概念之具體化 目的性限縮 
文義解釋之限縮解釋  類推 

4 公務人員不服長官對其服務態度之指責，依法得如何救濟？ 
提出異議 提起復審 提出申訴 提起訴願 

5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行為時之法律或自治條例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此乃何項法律原則之表現？ 
處罰法定原則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6 一行為違反數個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此乃何項法律原則之表現？ 
信賴保護原則  平等原則  
一行為不二罰原則  有利不利事項一律注意原則 

7 下列何者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明定應以法律規定之事項？ 
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關於國家之重大政策者 
關於人民之權利、義務者 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律定之者 

8 法律不得牴觸憲法，命令不得牴觸憲法或法律。此為何法律原則之內涵？ 
法律明確性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法律不溯既往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9 設公園入口有一告示：「騎機車禁行入內」，今某甲開房車欲入公園亦被禁止，此係依何種解釋方法所獲致

之結論？ 
舉重以明輕 舉輕以明重 類推適用 文義解釋 

10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令，其名稱不包括下列何者？ 
要點 準則 細則 綱要 

11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委辦規則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自治條例與法律牴觸者，無效 
委辦規則與中央法令牴觸者，無效 自治條例與行政規則牴觸者，無效 

12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規名稱定名為「條例」者，為： 
法律 授權命令 行政規則 自治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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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民於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前，應先踐行何項特定程序？ 

提出申訴 提起訴願 提出異議 以書面請求賠償 

14 人民不服行政機關違法行政處分，須先經訴願決定，始可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一般稱之為： 

一事不二罰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訴願前置主義 訴願不停止執行主義 

15 行政處分相對人若擔心行政救濟過程中，原處分之執行將發生無法回復之損害，得向行政法院提出何種聲請？ 

假處分 假扣押 假執行 停止執行 

16 依行政程序法第 6 條規定：「行政行為，非有正當理由，不得為差別待遇。」就是憲法上那一種原則的表現？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正當程序保障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17 下列何項法規範的位階最低？ 

法律 法規命令 自治條例 自治規則 

18 政黨得因下列何種原因而被憲法法庭判決違憲解散？ 

政黨行為違反公共秩序善良風俗 政黨成員有犯罪行為 

政黨目的為宣揚社會主義 政黨之行為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19 限制人民權利之行政措施，未經法律具體明確授權，可能牴觸下列何種憲法原則？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0 立法院通過何種議案，行政院不得以其窒礙難行而覆議？ 

法律案 宣戰案 預算案 條約案 

21 依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意旨所建立之層級化保留體系，有關執行法律之細節性、技術性等不重要事項，

其保留層級為何？ 

憲法保留 國會法律保留 一般法律保留 不屬法律保留之範圍 

22 下列何者非屬得聲請解釋憲法之事由？ 

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行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 

中央或地方機關因行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中央或地方機關適用法律與命令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中央或地方機關因行使職權，發生命令牴觸法律之疑義 

23 依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之規定，行政機關將權限之一部分交由所屬下級機關執行時，稱為： 

委任 委託 委辦 交辦 

24 行政程序法第 7 章「陳情」之規定，從憲法學理的觀點來看，應屬下列那一種基本權利在法律層面上的制度

設計？ 

參政權 請願權 訴願權 訴訟權 

25 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得向下列何者提出彈劾案？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行政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26 繼承人何時得請求分割遺產？ 

被繼承人生前  繼承開始後隨時  

被繼承人之配偶死亡時  繼承人均成年時 

27 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重大事項權利之行使意思不一致時，應如何解決？ 

以父之意思為主  由子女選擇依父或母之意思  

由父母於法院抽籤決定  由法院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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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被他人收養之子女，是否應扶養本生父母？得否繼承本生父母之遺產？ 

應扶養本生父母，亦得繼承本生父母之遺產   

應扶養本生父母，但不得繼承本生父母之遺產 

無庸扶養本生父母，仍得繼承本生父母之遺產  

無庸扶養本生父母，不得繼承本生父母之遺產 

29 關於農育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農育權之期限最長不得逾 20 年，但以畜牧為目的之農育權不受 20 年之限制 

未定期限而以造林為目的之農育權，當事人得任意終止之 

農育權非經登記不生效力 

原則上有農育權者，不得將該權利讓與他人 

30 以買受人承認標的物為停止條件而訂立之買賣契約，稱為： 

郵購買賣 訪問買賣 貨樣買賣 試驗買賣 

31 下列何者有國家根本大法之稱？ 

民法 刑法 憲法 行政法 

32 下列關於住所之敘述，何者錯誤？ 

住所應經登記始生住所之效力  

一人僅得有一個住所 

無行為能力人之住所，以其法定代理人之住所為住所 

法人以其主事務所之所在地為住所 

33 下列何者並非訴訟程序當然停止之事由？ 

當事人死亡  當事人喪失訴訟能力  

法人因合併而消滅  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時 

34 於財產訴訟事件，原告為訴訟標的捨棄，法院應如何處理？ 

應為原告本案勝訴之判決 應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應為原告本案敗訴之判決 應繼續認定原告之請求有無理由 

35 下列何者為處分權主義之內容？ 

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法院不得斟酌  

當事人間無爭執之事實，法院應逕將其採為裁判之基礎 

當事人可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諾 

當事人未聲明之證據，法院不得調查 

36 下列有關免除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故意之責任，得預先免除  

重大過失之責任，得預先免除 

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不得預先免除  

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以導致程度輕微之損害為限，得預先免除 

37 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受有利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利益，在民法上之意義為何？ 

無因管理 不當得利 代理 侵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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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甲因乙之優等懸賞廣告而完成一件建築著作，並經評定為優等，而在廣告中無特別聲明著作權之歸屬，則該

著作之著作權屬於何人？ 

應徵人甲與廣告人乙公同共有 應徵人甲  

廣告人乙  法院裁定 

39 下列何者非屬刑法之「阻卻違法事由」？ 

依法令之行為  業務上之正當行為  

原因自由行為  依上級公務員命令之職務行為 

40 下列關於刑法上「正當防衛」規定之敘述，何者不正確？ 

行為人遭受現在不法之侵害，得主張正當防衛  

行為人僅能防衛自己之權利，不得防衛他人之權利 

行為人之行為若屬正當防衛時，則其行為不罰 

行為人之防衛行為過當時，其行為仍成立犯罪，但得減免刑罰 

41 下列關於刑法中「故意」及「過失」概念之敘述，何者錯誤？ 

行為人之行為即使不具有故意或過失，仍可能成立犯罪 

我國刑法對於過失行為之處罰，以法律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不論是「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行為人對犯罪事實都必須有所認知 

我國刑法將過失分為「無認識過失」與「有認識過失」兩種類型 

42 下列何者非刑事訴訟程序之當事人？ 

告訴人 自訴人 被告 檢察官 

43 有關刑法第 117 條違背中立命令罪，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性質上屬於空白構成要件 性質上屬於加重構成要件 

性質上屬於過失構成要件 性質上屬於結合構成要件 

44 下列何者並非刑法第 231 條圖利使人為性交猥褻罪的行為態樣？ 

引誘 容留 監控 媒介 

45 下列何者並非刑法第 247 條侵害屍體罪的行為客體？ 

墓碑 遺髮 殮物 骨灰 

46 在公眾場所以供人暫時娛樂之物為賭之行為，依刑法如何論處？ 

不成立犯罪 應減輕其刑 得減輕其刑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47 甲在開玩笑下叫乙去損壞 A 之電腦，乙居然當真而將 A 之電腦損壞。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甲成立毀損罪之教唆犯  乙成立毀損罪之正犯  

甲不成立毀損罪之間接正犯 乙不成立毀損罪之教唆犯 

48 甲駕車撞傷路人 A，為免受罰，乃情商乙頂替。試問：甲之情商行為應如何處斷？ 

刑法第 164 條第 1 項之教唆「藏匿人犯罪」 刑法第 164 條第 2 項之教唆「頂替罪」 

刑法第 165 條教唆「湮滅刑事證據罪」 因無期待可能性，故甲不成立教唆頂替罪 

49 關於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法定職務權限」之「法定」，下列何項法規不包括在內？ 

執政黨之黨綱或黨章 司法院組織法 組織規程 業務管理及考核要點 

50 下列何者不屬於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對於主管監督事務圖利罪之構成要件？ 

明知違背自治條例 利用法定職權 要求或期約特定利益 因而獲得利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