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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憲法規定，總統公布法律時，須經下列何者之副署？
立法院院長
副總統
行政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與下列何種法規範之效力有關？
地之效力
人之效力
時之效力
物之效力
下列例子何者屬於必要性原則的內涵？
核發建照，但要求必須設置空中花園
核發電子遊藝場營業許可，但要求必須距離學校 100 公尺
核准設立補習班，但要求不可進行廣告招生
核准遊行，但要求參加者必須蒙面
法律有公法與私法的區分；下列何者屬於私法？
民事訴訟法
公平交易法
民法
家事事件法
下列法學方法運用實例的敘述，何者正確？
公園中設置「魚池旁邊禁止垂釣」的標誌，應認其同時禁止用漁網網魚，此係屬歷史解釋
民法第 12 條規定，滿二十歲者為成年；據此，未滿二十歲者為未成年，這是一種目的解釋
如援用瑞士民法的規定，來解釋民法第 1018 條之 1 的「自由處分金」概念，這是一種比較法解釋
運用類型化的方式解釋民法第 72 條之「公序良俗」概念，是一種擴充解釋
依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行使權利，履行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以下對「誠實及信用方法」之定
性，何者錯誤？
一般性條款
帝王條款
特別規定
需評價之法律概念
民國 100 年 12 月 28 日總統公布之人體研究法第 26 條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行。」，請問該法自何日開
始生效？
 100 年 12 月 28 日
 100 年 12 月 30 日
 100 年 12 月 31 日
 101 年 1 月 1 日
下列何者非法規命令之特性？
 一般、抽象性規定
行政機關得依職權自行訂定
未有法律授權而剝奪人民權利，應屬無效
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未經核准者，無效
關於同一事項，如有兩種規定不同的法律存在，其適用選擇的標準為：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有利之前法優於後法
法律不溯及既往
程序從舊實體從新
行政程序法施行前，行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訂定之職權命令，其涉及人民權利義務而具對外效力
者，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後，依現行法之規定，應如何處理？
該職權命令如係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訂定者，不因行政程序法施行而受影響
應配合行政程序法修正該職權命令，但可於下次機關法制作業時再配合檢討修正即可
應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後二年內，另以法律規定或以法律明列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
應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後二年內，配合行政程序法作修正，但得由行政院視法制作業之需，延長其修正所需
期間
依地方制度法之規定，得以自治條例規定罰鍰者，其罰鍰額度最高以：
新臺幣五萬元為限
新臺幣十萬元為限
新臺幣二十萬元為限
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行政罰法第 5 條規定：「行為後法律或自治條例有變更者，適用行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律或自治條例。但
裁處前之法律或自治條例有利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利於受處罰者之規定。」來看，行政罰法採下列何種
原則？
從舊從輕
從新從輕
一行為不二罰
處罰法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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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文官因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其個人在行政上應負何種責任？
政治責任
民事責任
懲戒責任
補償責任
數行為違反同一或不同行政法上義務之規定時，應如何處罰？
擇一處罰
從一重處罰
分別處罰
隨機處罰
行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律關係是否成立為準據，而該法律關係已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者，行政法院應如
何處理？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無庸考慮民事訴訟，繼續訴訟程序
駁回原告之訴
判決被告敗訴
依行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逾越權限或濫用權力行政處分之法律效果為何？
以合法論
以違法論
以無效論
以無瑕疵論
關於緊急命令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緊急命令係總統直接依憲法授權所發布
緊急命令具有暫時替代或變更法律之效力
緊急命令須具體明確而不得授權執行機關以命令為補充規定
總統發布緊急命令須經立法院追認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隸屬於：
行政院
司法院
考試院
地方自治團體
下列那一種行政行為之作成程序，我國現行行政程序法僅作大綱性的粗略規定，而明文授權行政院另定之？
行政契約
行政規則
行政計畫
行政指導
下列何種法律規定，曾遭司法院大法官宣告其違反憲法保障言論自由之意旨？
羈押犯罪嫌疑人，僅須檢察官同意，無須法院核准
限定僅有視障者方能從事按摩業
無正當理由任意跟追他人，得課處罰鍰
人民團體不得主張共產主義
立法院欲增加立法委員報酬而不通案調整全國公務員之俸給待遇，下列何者正確？
僅須預算通過即可
須經修憲
一律禁止
應以法律定之，並應自次屆起實施
下列何者不屬於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利？
受國民教育之權利
提起訴訟之權利
土地被徵收時被徵收人請求補償之權利
總統犯內亂罪享有不受刑事訴究之權利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受刑人不服行政機關否准假釋決定訴請救濟應由何種法院審理？
刑事法院
行政法院
民事法院
憲法法庭
主管機關得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解散政黨之條件為何？
政黨之目的或其行為，危害社會安定，情節重大者
政黨之目的或其行為，危害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
政黨之目的或其行為，危害人民對於總統之信賴者
政黨之目的或其行為，危害社會風氣，情節重大者
大法官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下列何者正確？
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之出席，及出席人數過半數之同意
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數之出席，及出席人數過半數之同意
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數之出席，及出席人數三分之一之同意
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之出席，及出席人數三分之一之同意
地方法院法官，在何種條件下，得聲請司法院解釋憲法？
審理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律，合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審理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判例，合理確信有牴觸憲法或法律之疑義者
案件做成判決後，對於已經適用之法規命令，合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案件做成判決後，對於並未適用之行政規則，合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代號：3501
頁次：4－3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行政契約」與「公、私法區別」問題的關係為：
行政契約可為公法性質之契約，亦可為私法性質之契約
行政契約必為公法性質之契約
行政契約必為公、私法混和之契約
行政契約必為私法性質之契約
甲乙為夫妻，生子丙、丁；丙與戊結婚，生子己。設若甲死亡，丙依法拋棄繼承。有關甲遺產之分配，下列
敘述，何者正確？
丙拋棄繼承，戊可代位繼承
丙拋棄繼承，丙之應繼分全部歸屬於丁
丙拋棄繼承，丙之應繼分歸屬於丁及戊
丙拋棄繼承，丙之應繼分歸屬於乙及丁
有關夫妻財產制，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夫妻未約定財產制，故其夫妻財產共有
夫妻採用分別財產制，離婚時，夫妻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選擇民法之財產制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
夫妻財產制之訂立，非經登記不生效力
下列有關親系及親等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為乙之大嫂，故甲乙為三親等旁系姻親
甲為乙之繼父，故甲乙無親屬關係
甲乙為兄弟，丙為甲妻，丁為乙妻，故丙丁為二親等旁系姻親
甲為乙之媳婦，故甲乙為一親等旁系姻親
下列事由，何者不屬於消滅時效中斷之事由？
承認
起訴
天災
告知訴訟
下列關於民法一般保證之敘述，何者錯誤？
保證契約應以書面為之，否則不生效力
保證契約為單務契約
保證契約為從契約
保證人之權利，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得預先拋棄
下列何種權利不得拋棄？
自由權
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所有權
瑕疵擔保請求權
下列何者不屬於民事責任？
因侵奪他人所有物之返還
因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
因怠報稅捐而應繳交滯納金
因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有關判決之敘述，何者錯誤？
經言詞辯論之判決，應宣示之
不經言詞辯論之判決，應公告之
判決，於例外情形得僅以口頭宣示即可，不需製作判決書
宣示判決期日，自言詞辯論終結時起，不得逾二星期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有關訴訟費用之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費用由敗訴當事人負擔
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時，其訴訟費用不得命其中一造全額負擔
原告起訴時原則上應先繳納裁判費，例外則暫不需繳納
除第一審起訴需繳納裁判費以外，提起上訴仍需繳納裁判費
何者不是財產訴訟事件所採取之程序基本原則？
辯論主義
職權探知主義
處分權主義
集中審理原則
下列關於胎兒權利能力之敘述，何者正確？
胎兒於出生前，即取得權利，並負擔義務
非婚生之胎兒對於生父無認領請求權
胎兒被害致其身體健康受到侵害時，對加害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胎兒不得為贈與契約之受贈人

代號：3501
頁次：4－4
39

甲為清償對乙之借款新臺幣五十萬元，而簽發新臺幣五十萬元之支票一紙予乙，若支票債務不履行，其借款
債務仍不消滅。此稱之為：
代物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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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充清償

直接清償

新債清償

下列有關契約終止之敘述，何者錯誤？
契約之終止適用於繼續性契約
契約終止權之行使，是使契約向將來消滅之意思表示
契約終止權之行使，是不須向相對人所為之單方行為
契約終止權之行使，不妨礙損害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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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何者屬於物權之原始取得？
於他人土地上設定抵押權

因拾得遺失物而取得

因買賣而取得房屋所有權

因繼承而取得被繼承人之房屋

關於「罪責能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十四歲人之行為，必減輕其刑

未滿十四歲人之行為，得減輕其刑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行為，必減輕其刑

滿八十歲人之行為，得減輕其刑

甲想殺 A，乙知悉後，提供甲水果刀一把，以利甲殺 A。甲持該刀將 A 殺害。甲、乙應負何刑事責任？
甲成立殺人罪之正犯，乙成立殺人罪之間接正犯
甲成立殺人罪之間接正犯，乙成立殺人罪之教唆犯
甲成立殺人罪之正犯，乙成立殺人罪之幫助犯
甲成立殺人罪之間接正犯，乙成立殺人罪之幫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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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關於宣示判決之規定，何者正確？
法院於言詞辯論終結後，應立即宣示判決

宣示判決應由原審判法官為之

即使被告不到庭，亦應宣示判決

不經言詞辯論之判決，亦應宣示之

下列何人不得獨立為被告選任辯護人？
被告配偶

被告三親等內旁系血親

被告一親等姻親

被告之成年家屬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何者非訊（詢）問被告時，於人別訊（詢）問後，應先告知之事項？
得保持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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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傳喚有利證人

得請求通知家屬

驅逐出境

易服社會勞動

下列何者不屬於刑法上「保安處分」之類型？
強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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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選任辯護人
強制治療

甲意圖毀損 A 之摩托車而飲酒，在酒醉狀態下誤把 B 之摩托車當成 A 所有之摩托車而砸毀，下列敘述何者
正確？
甲故意陷自己於影響其責任能力狀態，不得減輕其刑
甲欠缺毀損故意而不成立毀損罪
甲成立毀損未遂罪
甲成立過失毀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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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刑法第 27 條中止犯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中止犯為未遂犯

成立中止犯必須是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

其處罰是按既遂犯之刑，減輕或免除其刑

結果之不發生，非防止行為所致者，即不適用

甲為政府機關編制內員工，以出差觀摩業務之機會，虛報出差日數，領取差旅費，甲之行為應如何論罪？
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取財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意圖得利，擅提公款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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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財物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利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利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