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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權限劃分之規定，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下列何者？ 
中央 省 直轄市 縣（市） 

2 考試院關於所掌理事項，得向那一個國家機關提出法律案？ 
行政院 司法院 監察院 立法院 

3 由總統提名，立法院同意之人員中，下列何者不受任期保障？ 
大法官 司法院院長 考試委員 監察院院長 

4 依據憲法規定，公務員懲戒屬於那個機關的職權？ 
監察院 考試院 行政院 司法院 

5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行政院之組織，以下列那一方式定之？ 
行政院會議之決議 法律 總統之命令 緊急命令 

6 有關我國憲政體制下行政與立法之關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行政院有向立法院提出決算案之義務 
提出預算案為行政院之憲法職權 
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

送達行政院 10 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 
立法院得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連署，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 

7 下列何者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 
總統 行政院 國家安全會議 國民大會 

8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有關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方式，以下何者錯誤？ 
行政院有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立法委員開會時，有對行政院院長質詢之權 
行政院得向立法院提出國情報告  
立法委員開會時，有對行政院所屬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9 下列何者不得拒絕至立法院備詢？ 
司法院院長 監察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行政院院長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43 號解釋，關於緊急命令之說明，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緊急命令之相關細節性、技術性事項，不得由執行機關以命令補充 
緊急命令係具有暫時替代或變更法律效力之命令 
緊急命令得再授權為補充規定 
緊急命令之補充命令不須經立法院追認，即得由行政機關發布。 

11 以下何者非總統之職權？ 
獨立機關設置權 院際紛爭調節權 締約、宣戰及媾和之權 緊急命令發布權 

12 選舉制度的設計儘量保障每一張選票均有相同的價值，是那一個選舉原則的內涵？ 
普通選舉原則 平等選舉原則 直接選舉原則 自由選舉原則 



 代號：1141
頁次：4－2

13 依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

下列何者？ 
其指定之受益人 其服務機關之長官 其指定之親友 其服務機關之主管 

14 下列何者不屬於社會權下之受益權？ 
生存權 人格權 工作權 受教育權 

15 憲法本文規定既是人民權利亦是人民義務者為： 
選舉 受國民教育 服公職 創制 

16 依法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主要限制人民之何項權利？ 
財產權 服公職權 結社權 人格權 

17 憲法第 23 條條文所稱之「必要」一詞，依據大法官向來釋憲實務之理解，主要為下列那一種原則的表現？ 
比例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8 下列何者不屬於憲法對「國民教育」之規定？ 
受國民教育是人民的權利 受國民教育是人民的義務 
國民教育之經費國家應優先編列 國民教育應由政府興辦，私人不得興辦 

19 有關平等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平等原則要求相同事情相同處理，不同事情不同處理 
平等原則一律禁止差別待遇 
人民不得主張不法之平等 
平等原則對行政、立法及司法機關均有拘束力 

20 法律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下列何者為正確？ 
法院逕行拒絕適用 立法院政黨協商 由司法院解釋之 人民直接提出釋憲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國家應獎勵科學技術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推動何種產業現代化，

重視水資源之開發利用，加強國際經濟合作？ 
工商業 自由業 農漁業 礦產業 

22 依憲法第 143 條第 2 項之規定，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利用之天然力，歸屬於何者所有？ 
國家 國民 原住民 發現者 

23 依憲法第 6 條規定，下列何者關於中華民國國旗設計之說明是正確的？ 
紅地 藍地 綠地 白地 

24 依憲法前言，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之機關，係受到下列何者之付託？ 
聯合國 全體國民 世界和平組織 日本及蘇聯 

25 下列何者不是監察院的職權？ 
糾正 彈劾 糾舉 覆議 

26 下列何者並非行政命令使用之名稱？ 
規程 條例 辦法 準則 

27 關於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區別，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實體法乃規範權利義務之法律 程序法乃規範權利義務如何實現之法律 
民法總則施行法之性質係程序法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係實體法 

28 下列何者為法律漏洞之填補方法？ 
文義解釋 體系解釋 歷史解釋 類推適用 

29 我國現行法律，係自西元 1902 年大清國與大不列顛王國續訂通航條約後大量繼受西方法制而來，其時所參

照者，大多為下列何一法系的法律？ 
英美法系 大陸法系 伊斯蘭法系 東亞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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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關於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於我國下列法律中，何者未明文揭示此一原則？ 
民法總則施行法 民法親屬編施行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 刑法 

31 依民法之規定，關於物權之取得，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因契約而取得不動產物權，不以登記為生效要件  
因繼承而取得不動產物權，無須登記，即得處分該物權 
動產物權之讓與，若受讓人尚未占有該動產，則讓與人無須將該動產交付，即生讓與效力 
不動產物權之移轉，乃要式行為 

32 甲向乙借新臺幣 30 萬元，約定每月償還 1 萬元，且此筆債務利息之年利率約定為百分之二十五。依民法之

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付利息之債務，其利率得由債權人與債務人約定 
甲向乙借錢 2 年後，始得隨時清償本金 
甲若欲依民法之規定提前清償本金，應於 1 個月前向乙預告 
乙對於年利率百分之二十以上之利息，並無請求權 

33 甲男與乙女於民國 94 年結婚，採法定財產制。結婚之時，甲男已有 BMW 重機 1 輛，存款 6 百萬元；乙女

則有房屋 1 棟，鋼琴 1 台。婚後，甲男購置汽車 1 輛供上班、居家生活所用；乙女則在家教授鋼琴貼補家

用，並購置輕型機車 1 輛作為代步工具。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下列何者不得算入剩餘財產？ 
乙女教授鋼琴的收入  BMW 重機 汽車 輕型機車 

34 設甲以 A 地設定抵押權，擔保乙的 2 千萬債權，嗣後甲將 A 地的一部分分割讓與於丙（登記為 B 地），而

乙亦將其對甲債權中的 3 百萬元讓與丁。在此情形下，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乙、丁的債權仍存在於 A 地

及 B 地之上，不因抵押物及抵押權的一部讓與而受影響，此為抵押權何種特性？ 
代位性 對世性 從屬性 不可分性 

35 民法第 949 條盜贓遺失物之回復請求權規定，依實務之見解，所謂之「盜贓」，不包含下列何者行為奪取之

物？ 
搶奪 強盜 詐欺 竊盜 

36 關於行政行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立法院之行政行為，不適用行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最高法院之行政行為，不適用行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監察院之行政行為，不適用行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考試院所有行政行為，均不適用行政程序法之規定 

37 刑法第 297 條意圖營利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如欲該當此罪，若認為除須具備意圖營利以詐術使行為客體出中

華民國領域外等要件外，尚須行為人之行為有使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因之而有受侵害或侵害之虞，始足當之

。此種見解係對法條採用何種解釋方式而來？ 
限縮解釋 文理解釋 擴充解釋 比較法解釋 

38 各種解釋法律之方法中，何者為首先必須採取之方法？ 
文義解釋 目的解釋 歷史解釋 反面解釋 

39 若某一法律於民國 102 年 7 月 14 日公布，且該法律明定自公布之日起施行，則該法律自何時起發生效力？ 
民國 102 年 7 月 14 日 民國 102 年 7 月 15 日 民國 102 年 7 月 16 日 民國 102 年 7 月 17 日 

40 關於法規之廢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機關裁併，以致法規無保留之必要，此乃法規廢止事由之一 
法律之廢止，程序上無須由總統公布 
行政命令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 
法規定有施行期限者，期滿後當然廢止，惟程序上仍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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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受僱者任職滿 1 年後，於每一子女滿 3 歲前，得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期間不得逾

幾年？ 

 1 年  2 年  3 年  4 年 

42 試問下列諸案例情形，何者於知有疑似家庭暴力情事者，不負有通報義務？ 

醫師診治某兒童大腿骨折傷害時，得知該傷害係該童父親體罰所致 

心理諮商師輔導某男婚姻問題時，獲知該男之配偶每日對之辱罵，致令其畏縮，隨時處於精神緊繃狀態 

教授課後於校外巧遇學生相互聊天時，得知該生之父親在家常有酗酒鬧事問題，致其母子飽受身心威脅 

警員獲報處理深夜某戶夫妻爭吵擾鄰事宜時，發現該戶女主人臉上有瘀青痕跡 

43 依勞動基準法的規定，下列何種情形雇主不得逕自終止與勞工間勞動契約？ 

勞工甲竊取工廠貴重金屬材料變賣圖利 

財務長乙因觸犯洗錢防制法第 2 條第 2 款而被宣告有期徒刑 7 年確定 

服務員丙不滿經理管理風格的偏頗而拳腳相向 

女工丁懷孕 4 個月流產而獲產假，惟產假期間被查獲過去 1 個月不假未到工長達 8 天 

44 依勞動基準法之規定，下列何種工作之勞動契約，應為不定期契約？ 

臨時性工作 有繼續性工作 短期性工作 季節性工作 

45 關於著作人格權，依著作權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著作人格權之讓與，以登記為生效要件 著作人格權之讓與，為非要式行為 

著作權人死亡，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即視同消滅 著作人格權不得讓與 

46 依公司法之規定，下列何者並非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的監察權行使方式？ 

監察人為監察董事會之業務執行，得無視董事會而逕行召集股東會 

當董事為自己與公司進行買賣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 

監察人對於董事會編造提出股東會之表冊應予查核 

董事會召開時，監察人有權列席陳述意見 

47 關於公司，依公司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公司乃財團法人 

有限公司，係指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公司之成立，須在中央主管機關完成登記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 

48 下列何者之行為，雖實現刑法之犯罪構成要件，但不成立犯罪？ 

公務員明知長官命令違法，而依該命令所為之職務行為 業務上之正當行為 

 17 歲人之行為    80 歲人之行為 

49 關於公務員執行職務犯罪，依刑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公務員在外國實現刑法第 121 條規定之不違背職務受賄行為，依我國刑法第 121 條處罰 

我國公務員在外國實現刑法第 122 條規定之違背職務受賄行為，依我國刑法第 122 條處罰 

公務員徵收明知不應徵收之稅款，不成立犯罪，但仍應受行政上之制裁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力，犯刑法第 221 條之強制性交罪，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50 我國有期徒刑之數罪併罰處斷方式，係採用下列何一原則？ 

宣告刑限制加重原則 法定刑限制加重原則 併科原則 吸收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