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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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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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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依法院組織法規定，高等法院審判案件採何制度？ 

獨任制 法官 3 人合議行之 法官 5 人合議行之 法官 7 人合議行之 

2 最高法院審判案件係以法官幾人合議行之？ 

 3 人  3 人或 5 人  5 人  5 人或 7 人 

3 法官於非訟事件之處理，其事務分配及代理次序，如有未符合法院組織法之規定，其效力如何？ 

當然無效 仍屬有效 效力未定 由上級法院認定 

4 辦理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事件，應向下列何法院辦理？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5 下列何者非地方法院法官助理承法官之命，得辦理之事務？ 

製作裁判書  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 

法律問題之分析  資料之蒐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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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助理 司法事務官 

7 請問下列何法院設有行政訴訟庭？ 

最高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8 下列何人非屬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配置人員？ 

少年保護官 佐理員 心理輔導員 書記官 

9 某甲現任某法院登記處主任，請問甲係任職於下列何法院？ 

最高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 請問關於外患之刑事第一審訴訟案件，應屬何法院管轄？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11 地方法院下列何人員負責辦理值庭、執行及解送人犯之事務？ 

庭務員 執達員 法警 通譯 

12 關於最高法院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最高法院之判例須報請司法院核准 最高法院院長，特任，由法官兼任 

非常上訴案件之管轄法院為最高法院 妨害秘密罪案件之第二審管轄法院為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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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請問「書記廳」係設於下列何法院？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最高法院 

14 請問依法院組織法之規定，最高法院未設置下列何人員？ 

公設辯護人 人事室主任 書記官長 通譯 

15 下列關於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之說明，何者正確？ 

負責審議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之任免 審議之決議，應報請法務部部長核定後公告之 

置委員 15 人  主任委員係由委員互選 

16 依法院組織法規定，各級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人數在幾人以上者，得分組辦事？ 

 3 人  5 人  6 人  7 人 

17 下列何者並非檢察官之職權？ 

提起公訴 擔當自訴 聲請羈押刑事被告 指揮民事裁判之執行 

18 關於檢察官執行職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檢察官對於法院，獨立行使職權 檢察官執行職務時得調度司法警察 

檢察官應服從指揮監督長官之命令 檢察官僅得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 

19 特別偵查組係設於何機關內？ 

地方法院檢察署 高等法院檢察署 最高法院檢察署 法務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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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任第十四職等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由法務部長提請總統任命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之任期為 4 年，不得連任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無須至立法院列席備詢 

21 檢察事務官於實施搜索、扣押時，依法視為： 

檢察官 檢察長 司法警察 司法警察官 

22 下列何者並非地方法院所得設置之人員？ 

佐理員 公證人 檢驗員 資訊管理師 

23 下列何機關得設置所務科，掌理關於監督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之行政事務？ 

法務部 最高法院檢察署 高等法院檢察署 地方法院檢察署 

24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應適用之類別及其變更，由何機關訂定？ 

行政院 法務部 最高法院檢察署 高等法院檢察署 

25 各級法院及分院之處務規程，應由何機關定之？ 

各該法院自定 司法院 考試院 法務部 

26 各級法院於每年度終結前，應以何方式決定次年度合議審判時法官之配置？ 

院長決定  院長與庭長會議決定 

院長、庭長及法官會議決定 上級法院之院長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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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法院年度事務分配經預定後，因案件或法官增減，有變更之必要時，應如何決定？ 

由司法院決定  由院長徵詢有關庭長、法官意見後決定 

由書記官長決定  由有關庭長決定 

28 法庭之開閉及審理訴訟，應由何人指揮訴訟？ 

法警 庭務員 書記官 審判長 

29 下列何行為並非法庭開庭時所禁止者？ 

鼓掌 吸煙 飲食物品 低聲交談 

30 經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確定之案件，其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保存期限應依何法律之規定？ 

檔案法 行政程序法 法院組織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 

31 經判處死刑之案件，當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之利益，得於裁判確定後多久期間內，聲請法院許可

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 

 4 個月內  6 個月內  1 年內  2 年內 

32 某甲將其所持有之法庭錄影內容，在網路上公布播送，依法院組織法之規定可能會遭受何種處罰？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金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50 日以下拘役 

33 法庭旁聽人有妨害法庭秩序時，下列何者非審判長依法所得為之措施？ 

禁止進入法庭  直接羈押 3 天 

必要時得命看管至閉庭  命退出法庭 

34 合議審判案件裁判之評議，應由何人擔任主席？ 

受命法官 審判長 陪席法官 院長 

35 案件之當事人得於何時聲請閱覽法院評議意見？ 

第一審判決後，提起第二審上訴前 第一審判決後，第二審判決前 

第一審判決後，裁判確定前 裁判確定後 

36 法院內下列何職員，無法院組織法規定權限內之事務，應互相協助規定之適用？ 

書記官 通譯 執達員 法警 

37 司法行政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督之人員，關於職務上之事項，依法院組織法之規定得為下列何種處分？ 

記過 加以警告 發命令使之注意 申誡 

38 關於司法行政監督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司法院院長僅得監督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院長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 

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 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得影響審判權之行使 

39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僅得不定期在管轄區域內臨時開庭 

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分院臨時開庭辦法由臺灣高等法院依法訂定 

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臨時開庭時，僅受理依法應由該法院管轄之訴訟案件 

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在管轄區域內臨時開庭時，得借用當地司法警察機關辦公處所開庭 

40 在地方法院中，得辦理調解程序事件事務者為何人？ 

書記官 執達員 法官助理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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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高等行政法院審理行政訴訟事件，得視需要置何種席位，設於通譯、錄音、卷證傳遞席左側，斜放面向

應訊台？ 

調辦事法官席 司法事務官席 技術審查官席 程序監理人席 

42 法院內下列何人員在開庭時受審判長指揮，執行法庭勤務，不另設席？ 

書記官 通譯 技術審查官 庭務員 

43 法槌使用要點由何機關訂定？ 

司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司法院會同行政院 

44 法院為維持法庭秩序，於必要時，得核發旁聽證，以下關於法院核發法庭旁聽證之敘述，何者錯誤？ 

應依請求旁聽者年齡長幼依序核發 

核發時應命請求旁聽者提交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查驗 

請求旁聽者提交之查驗證明文件，於交還旁聽證時發還 

得規定旁聽者應於開庭前 10 分鐘進入法庭 

45 法庭旁聽人於開庭前，如有違反法庭旁聽規則之規定時，由在法庭執行職務人員處理之，如有疑義時，

應報請何人裁定？ 

院長 值日法官 該法庭審判長 該法庭書記官 

46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羈押被告候審室應備法官名錄以供被告查詢 

法官於當事人陳述告一段落，或未陳述時，得命其就座 

證人陳述完畢時宜請其回座，並於訊問完畢後主動發給證人日旅費 

法庭人員於法庭稱呼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時，宜於其姓名下加稱先生或女士 

47 依法院便民禮民實施要點之規定，法院通知書上應記載法院之詳細地址，及何科室之電話及電子郵件信

箱？ 

書記處 公證處 訴訟輔導科 人事室 

48 法庭錄音、錄影內容儲存於數位媒體者，案件終結後由各法院內何單位保管？ 

檔案室 資訊室 紀錄科 研考科 

49 關於法庭錄音、錄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庭之人非經審判長許可，不得自行錄音、錄影 

法院院長於必要時，得調取法庭錄音、錄影內容 

法庭內之錄影，得由受命法官指揮實施，並命記明於筆錄 

法庭開庭時已經錄音，書記官得不就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陳述，當庭製作筆錄 

50 當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經法院裁定許可，每張光碟應繳納

費用之金額為何？ 

新臺幣 30 元 新臺幣 50 元 新臺幣 100 元 新臺幣 15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