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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所列法規範，何者效力 高？ 
關稅法 緊急命令 地方稅法通則 行政程序法 

2 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多數來自於： 
固有法之延續 外國法制之影響 法院判決之整理 大法官解釋之遵守 

3 民法第 106 條關於自己代理的限制，如認基於保護未成年人的意旨，應不包含父母贈與子女之情形，此係運

用何種法律補充方法的結果？ 
目的限縮 類推適用 文義解釋 體系解釋 

4 下列何者非地方自治條例所得規定之處罰？ 
新臺幣 10 萬元之罰鍰 勒令停工 停止營業 公布姓名 

5 下列關於法律適用之敘述，何者正確？ 
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如發現條文規定不夠明確，應透過解釋以解明法規範的內容 
法條對構成要件的規定不明確，就表示法律有漏洞 
某甲控告某乙故意投擲石頭砸壞其汽車，確定某乙有無此行為，在法學三段論法中，屬於確定大前提的

階段 
如發現法律規定不足以判處被告之行為有罪，法官應拒絕審判 

6 行政程序法第 149 條規定：「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若相關民法規定修正後，

行政契約於行政程序法未規定者，應如何適用法規？ 
應準用修正前之民法  應類推適用修正前之民法 
應準用修正後之民法  應擇一適用修正前後之民法 

7 下列何者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的規定？ 
自治條例 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 緊急命令 

8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新設之直轄市政府組織規程，由何者定之？ 
內政部 立法院 直轄市政府 行政院 

9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並得依序分為： 
項、款、目 項、目、款 款、項、目 款、目、項 

10 法律施行前所發生之事項當然不適用此一法律，這一種原則稱為： 
法律平等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11 某廣場舉辦知名歌星演唱會，允許聽眾騎機車進場，甲騎腳踏車進場亦被允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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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甲、乙合夥經營餐廳，為少繳稅負，共謀找人頭虛報薪資費用。國稅局查獲此不法逃稅行為，應如何處罰？ 
任擇甲或乙處罰  依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 
僅獲益較多者受處罰  如無法舉證甲、乙何人獲益較多，兩人均可免罰 

13 下列何者，並非我國現行行政罰法所規定之行政罰種類？ 
罰金 沒入 罰鍰 告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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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某甲被建築主管機關下令拆除頂樓加蓋。試問藉由下列那一種制度之適用，某甲或可暫時免於其頂樓加蓋遭

受拆除的命運？ 
假扣押 假處分 假執行 停止執行 

15 行政機關裁處行政罰時，下列何者正確？ 
應作成裁處書送達  不必送達 
口頭告知，並作成筆錄附記事由存檔 能送達者，應一律公告之 

16 我國現行行政訴訟之審級制度原則上為： 
三級三審 三級二審 二級二審 二級一審 

17 關於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在任期中都可以享有 
僅在立法院開會時，與議事有關的言論才可享有 
議場內毆打他人，也受言論免責權的保障 
擔任立法委員期間參加電視叩應節目的言論，也可以享有 

18 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此係行政法上之何種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誠信原則 

19 交通警察不得於道路隱蔽處進行測速照相，此係基於行政法上之何種原則？ 
平等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誠信原則 

20 依現行憲法規定，關於總統與行政院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時，期限不得逾 6 個月 
總統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職權 
總統解散立法院之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21 「每人一票，票票等值」，係指： 
普通選舉 平等選舉 直接選舉 無記名選舉 

22 行政行為有多種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 少者。乃採何項法律原則之內涵？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公平原則 自然法則 

23 稅捐機關查獲甲公司有漏報營業收入予以補稅處罰，將該筆收入加入公司之當期所得中課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而未將營業成本及費用予以扣除，此等做法違反行政法上何種法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24 有關法律優位原則的內涵，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的行為不得牴觸法律 
無法律明文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侵害人民自由權利 
又稱積極的依法行政原則 
按干預人民自由權利的輕重程度，分由法律或授權命令規範之 

25 甲欠稅 100 萬元未繳，因此行政機關對甲發動行政執行程序，而甲名下有市價為 200 萬元之土地房屋等不動

產，也有銀行存款 200 萬元，如果執行機關查封土地及房屋再予拍賣，執行費用為 2 萬元；如果執行機關

對甲之銀行存款執行，只需花費 1000 元的執行費用。若執行機關堅持要對甲土地房屋執行，該執行行為違

反何種一般法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26 行政程序法第 5 條所定明確性原則，其明確性程度會因不同種類行政行為而有不同，下列各種行為中，明確

性要求程度 低者為何？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行政計畫 法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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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關於法定夫妻財產制之敘述，何者錯誤？ 
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 
夫或妻之婚前財產由夫或妻各自管理，但雙方之婚後財產均由夫管理 
夫妻就其婚後財產，互負報告之義務 
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 

28 下列何種情形，須負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責任？ 
侵權行為  意思表示因錯誤而被撤銷 
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遲延 不當得利 

29 下列何者，非法律行為之一般成立要件？ 
當事人 意思通知 意思表示 標的 

30 甲將自己所有之 A 車賣給乙，乙何時取得 A 車之所有權？ 
甲將 A 車交給乙時  甲和乙至監理所辦畢過戶手續時 
甲和乙對買賣之標的和價金達成合意時 乙交付全額價金給甲時 

31 甲男、乙女婚後育有一子丙，丙 6 歲時甲、乙離婚，協議乙女任丙之親權人。又過 2 年，乙女與丁男結婚，

丁男與丙之關係為何？ 
無親屬關係 一親等直系血親 一親等直系姻親 二親等直系姻親 

32 甲牽狗散步，過馬路時，被開車闖紅燈之乙撞傷頭部，甲自行搭計程車前往醫院，住院就醫。下列何種損害，

甲不得請求賠償？ 
搭計程車之車資  狗之飼料費 
住院醫療之費用  住院期間，僱人看護之費用 

33 下列何者屬於民事責任？ 
罰金新臺幣 10000 元  吊銷駕駛執照 
賠償新臺幣 10000 元  罰鍰新臺幣 10000 元 

34 下列法院人員，何者不屬當事人得依法聲請迴避之對象？ 
通譯 法院書記官 法官 庭務員 

35 下列何者並非民事訴訟法所設計的制度內容？ 
參加人 輔佐人 特別代理人 辯護人 

36 於財產訴訟事件，兩造當事人達成訴訟上和解，法院應如何處理？ 
應為原告本案敗訴之判決 應為被告本案敗訴之判決 
應令書記官作成和解筆錄 應依職權認定相關待證事實之真偽 

37 甲、乙、丙三人共同毆傷丁，而連帶對丁負 30 萬元之損害賠償義務，倘甲一人對丁給付 30 萬元，發生何種

效力？ 
他連帶債務人之債務依然存續 他連帶債務人依比例同免其責任 
他連帶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 他連帶債務人須供擔保後，方能同免其責任 

38 下列何者，非屬於法定債之發生原因？ 
僱傭契約 無因管理 不當得利 侵權行為 

39 傾盆大雨中，甫下課的甲發覺自己忘記帶傘，為了避免自己遭雨淋濕而感冒，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取

走他人雨傘。請問：就甲的刑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緊急避難的行為，尚必須出於不得已，才可能阻卻違法 
僅限於對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法益，才能主張緊急避難 
甲不得主張緊急避難而阻卻違法 
甲得主張只要保全自己的身體法益，當然可以犧牲他人財產法益，成立阻卻違法的緊急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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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列有關刑法上「教唆犯」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已有犯意之人為教唆者，不成立教唆犯 

教唆行為的對象必須為「特定之人」，不得為「不特定之多數人」 

教唆犯在處罰上，是依其所教唆之罪予以處罰 

被教唆人雖未因教唆行為萌生犯意，教唆者仍得成立教唆未遂犯 

41 下列何種令狀應備二聯，於執行時以其中一聯交給被告或其家屬？ 

拘票 通緝書 通訊監察書 搜索票 

42 偵查中檢察官為下列何種行為，須由法院踐行言詞審理程序後方可下令實施？ 

搜索 通緝 羈押 拘提 

43 盜取他人印章持以蓋用之行為，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盜用印章與盜用印文為不同之犯罪態樣，盜取他人之印章持以蓋用，當然產生該印章之印文，祇成立盜用

印章罪，不應再論以盜用印文罪 

盜用印章行為為盜用印文行為所吸收 

成立盜用印章罪 

盜用印章罪的成立仍應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必要 

44 防衛過當之行為，依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行為不具備違法性  該行為不具備有責性 

得減輕其刑  免除其刑 

45 發生在國外的買賣人口行為適用我國刑法時，是基於下列那一個有關刑法效力範圍的原則？ 

世界原則 屬地原則 屬人原則 保護原則 

46 因未滿 14 歲而不罰者，依刑法之規定，得施以何種保安處分？ 

感化教育 禁戒 監護 強制工作 

47 下列何者不屬於偽造有價證券罪之行為客體？ 

公司股票 支票 美元鈔票 電影票 

48 甲為看守所管理員，向該所人犯 A 訛稱可讓其在所內獲較舒適之生活，A 誤信交付提款卡、密碼，供甲提

領現金 3 萬元花用。試問：甲所為應如何論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欺財物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 

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之普通詐欺罪 

刑法第 339 條之 2 違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 

49 關於刑法第 164 條藏匿人犯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脫逃之犯人教唆他人藏匿自己者，成立本罪之教唆犯 

犯人自為藏匿者，成立本罪 

於行為人實行犯罪前將其藏匿，以便利其犯罪遂行，成立本罪 

意圖藏匿人犯而頂替者，僅成立頂替罪，不另論藏匿人犯罪 

50 甲、乙是情侶，一日，甲在乙居住的公寓與乙發生口角，遂起意放火燒燬該屋，乃潑灑汽油於屋內，以打火

機引燃，火勢隨即蔓延。消防人員獲報後迅速趕至現場將火撲滅，然乙宅及屋內傢俱均遭燒燬。甲應依下

列何罪名論罪科刑？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罪 毀損罪 

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他人所有物罪 殺人未遂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