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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因急需現金，與乙成立新臺幣 300 萬元借貸契約，借期 5 年，屆滿前，甲僅需每個月按期付利息給

乙，不返還本金，借期開始 1 年後，甲始可開始返還本金與利息，約定利息為周年百分之 30 利率，

並以書面約定利息遲付 1 年後，經催告不償還時，乙得將遲付利息滾入本金計算利息。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甲乙間之借貸契約，因違反民法第 205 條最高周年利率之規定而無效

甲乙間之借貸契約仍然有效，但利息周年利率超過百分之 20 之利息部分無請求權

甲乙間將遲延 1 年之利息滾入本金計算利息之約定，因違反民法第 207 條之利息不得滾入本金再生

利息之規定而無效

甲乙間之借貸契約仍然有效，但利息周年利率超過百分之 16 之利息部分無效，因為無效，也無請

求權

2 下列關於契約成立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話要約之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即發生效力，要約表意人即受其要約之拘束，直到要約被

拒絕或存續期間屆滿

非對話要約者，以要約到達相對人時，不管相對人是否理解要約之表示，即已發生效力，依通常情

形可期待承諾之到達時期內，相對人不為反對之表示，雙方契約即已成立

遲到之承諾，視為新要約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允許所訂立之契約，未經法定代理人承認之前，善意之相對人得撤

回其對限制行為人所為之要約意思表示

3 表意人之意思與表示不一致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之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

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不論相對人是否明知，皆不能發生效力

表意人之意思表示錯誤，而其錯誤非因表意人之過失而為表意人所不知者，其意思表示得由表意人

撤銷

表意人之意思表示錯誤而撤銷其意思表示者，對信其意思表示有效之善意且無過失而受損害之人，

應負賠償責任

4 下列物品間，何者成立主、從物關係？

甲的 Sony 手機耳機壞掉，跟好友乙借藍芽耳機使用，並約定等甲買新藍芽耳機再還。甲的手機與

乙的藍芽耳機間

甲的福斯 Golf 車與其使用之隨身攜帶型空氣清淨機間

甲的廚房的鍋具與瓦斯爐間

甲所有的電視機與其遙控器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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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甲乙間成立 400 萬元借貸契約，乙為擔保其債權，要求甲能提供保證人，甲請好友丙、丁擔任共同保

證人擔保該 400 萬元之債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共同保證人即為連帶保證人，與主債務人有連帶關係

甲乙間之契約無效時，丙、丁仍須對乙負擔保證責任

丙、丁仍得主張先訴抗辯權

丙於清償後不得向丁求償

6 甲、乙、丙三人共同向丁借貸 12 萬元，並約定三人連帶負清償責任，其借款期間已屆滿。下列有關

連帶債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丁對丙請求全部 12 萬元之債務之履行時，丙不得以尚有甲與乙二人，而拒絕清償全部，僅清償

4 萬元

甲對丁有 6 萬元之債權，而主張先以該 6 萬元之債權抵銷對丁之 12 萬元債務時，於該抵銷之額度

內，對乙與丙亦發生效力

甲對丁以其 6 萬元之債權先抵銷 12 萬元之債務，然後清償其餘之 6 萬元債務者，得對乙與丙各請

求 4 萬元之分擔額

丁對乙表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則甲、丙亦不再連帶負清償責任，丁僅能各

自向甲、丙請求 4 萬元

7 甲好友乙因公司外調臺北工作，由於乙仍想日後有機會轉回臺南工作，而甲在臺北有空房子 A 屋一

直未使用，甲乙之間成立使用借貸契約，借期 3 年。1 年後，甲的女兒丙欲回國工作，甲將 A 屋贈與

給其女兒，並辦理移轉登記，取得所有權之後，丙通知乙，請乙在其回國前（約 2 個月）搬離 A 屋。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買賣不破租賃原則，A 屋借用期間尚未到期，丙不得要求乙搬離 A 屋

丙繼受甲的所有權，乙對丙為有權占有

丙雖繼受取得，但甲乙之間僅是使用借貸關係，丙已經給了 2 個月的準備搬家時間，丙取回自住應

合理

甲乙間為 3 年的定期契約，甲受該契約拘束，乙有權繼續居住到 3 年屆滿

8 下列對於抵押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抵押權有意定抵押權與法定抵押權之分 抵押權擔保之範圍包括債權之遲延利息

抵押權擔保之範圍包括實行抵押權之費用 抵押權之順位，依成立之先後定之

9 下列對於所有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果實為天然孳息，於分離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為果樹所有人所有

土地所有人，其權利範圍及於土地之上下，因此可以排除所有可能會經過土地之上或之下的干涉

所有權人得對於無權占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動產因附合而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

10 民法就一物與他物結合或因加工而成新物時，稱為添附，而規定其所有權之歸屬。下列有關新物所有

權歸屬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將乙寄放於其家中之木材，加工製作成一組餐桌椅，且加工所增之價值顯逾木材之價值，該餐桌

椅歸甲所有

丙以其布料，用丁之線縫成衣服時，該衣服之所有權歸丙所有

戊以其 5 公升之葡萄汁與己之 5 公升蒸餾水作成葡萄酒時，該葡萄酒之所有權，應依葡萄汁與蒸餾

水價值之比例，歸二人共有

庚以其糙米 2 斤與辛之 2 斤在來米混合後，用以包粽子時，該粽子之所有權，應依糙米與在來米價

值之比例，二人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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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甲、乙、丙三人各出資 1/3 價金合買一棟小套房，約定三人共有該小套房之所有權。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甲、乙、丙對該小套房為分別共有

小套房之管理，原則上可由甲、乙、丙之其中二人同意為之

甲、乙、丙對該小套房依其應有部分有使用、收益之權，即三人得共同居住或三人約定出租他人，

收取租金平分所得

甲出讓其小套房 1/3 之應有部分給第三人，應得乙、丙之同意始可

12 下列關於婚姻之敘述，何者正確？

 19 歲的甲男與 18 歲的乙女，未經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偕同兩名成年友人之證婚人到戶政事務所登

記結婚，婚姻無效

在配偶死後與配偶之妹妹結婚，婚姻無效

雙親入獄之甲，在受監護期間未取得父母之同意下，自行與其監護人乙結婚，婚姻無效

已成年之甲乙戀人，在眾多親朋好友見證下，舉行結婚儀式並宴客，事後未登記婚姻，婚姻無效

13 有關繼承權喪失之事由，下列何種繼承人之行為，雖繼承人有該行為，並不當然喪失其繼承權？

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行為

以詐欺方法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遺囑之行為

故意致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

隱匿被繼承人之繼承遺囑

14 下列有關遺產酌給請求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酌給權利人係生前受被繼承人實際扶養之人

酌給權利人應向繼承人請求，就遺產受酌給

酌給權之數額法律無明文規定

酌給遺產機制乃因襲我國傳統社會，而非繼受外國法律

15 甲男因染疫住院，在其子乙來探病的情況下，決定立遺囑，於是指定乙、丙醫師與丁、戊兩位護理人

員擔任見證人，甲清楚口述遺囑意旨後，由丁筆記、宣讀、講解，經甲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丁

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簽名，甲因雙手無力無法簽名，乃按指印取代。下列關於遺囑效力之敘述，何

者正確？

乙不得擔任見證人，故遺囑無效 甲之遺囑應親自簽名，故遺囑無效

乙並非筆記遺囑之人，故遺囑有效 此為口授遺囑，見證人已達兩位，故遺囑有效

16 行為時刑法所不處罰的行為，在行為後即使新增處罰的規定也不能以該新法規處罰舊行為。請問下列

何者最適合描述這句話的核心精神？

罪刑法定原則 比例原則 罪責原則 法益保護原則

17 甲駕車回家時，不慎撞死過馬路的行人，甲下車察看赫然發現死者竟然是自己的仇人乙，心想正如所

願。甲應成立何罪？

傷害致死罪 故意殺人罪 遺棄致死罪 過失致死罪

18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的「刑」？

褫奪公權 罰金 拘役 沒入

19 下列何者屬學理上所稱之「純正不作為犯」？

刑法第 15 條第 1 項「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

行為發生結果者同」

刑法第 293 條第 1 項「遺棄無自救力之人者」

刑法第 315 條前段「無故隱匿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者」

刑法第 306 條侵入住宅罪之第 2 項後段「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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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甲試圖殺乙，向丙買槍，再朝乙頭部開槍，未料該槍設計有誤，無法擊發子彈。甲構成何種未遂？

中止未遂 不能未遂 障礙未遂 預備未遂

21 下列何種競合之法律效果並非「僅成立一罪，並排斥適用其他罪名」？

想像競合 法條競合 與罰前行為 與罰後行為

22 下列何者非屬限制責任能力人？

瘖啞人

 11 歲之少年

 85 歲之老伯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之人

23 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公務員，為下列何種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125 條濫權追訴罪？

濫用職權逮捕 濫用職權搜索 濫用職權羈押 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

24 甲取得未滿 15 歲的乙之同意，帶著乙私奔，離開家庭，問甲應論以何罪？

刑法第 241 條第 1 項之略誘罪 刑法第 240 條第 1 項之和誘罪

刑法第 241 條第 3 項之準略誘罪 刑法第 298 條第 1 項之略誘罪

25 下列何者不成立傷害罪？

在他人飲料中加入瀉藥 取走他人助行器

在公開場所打他人耳光 在他人臉上用刀子刺字

26 某日甲與乙商量好一起去偷東西，甲在民宅門口前把風，乙進去屋裡搜刮財物。沒想到乙才剛闖入民

宅，用目光物色財物之際，就被屋主制伏。請問依照現行實務見解，甲之刑事責任為何？

甲成立侵入住宅竊盜既遂罪之幫助犯 甲成立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之幫助犯

甲成立侵入住宅竊盜既遂罪之共同正犯 甲成立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之共同正犯

27 下列何者並非強盜罪之結合犯類型？

強盜強制性交 強盜重傷 強盜殺人 強盜妨害自由

28 甲在路上看到一張百元紙鈔，就撿起來放到自己的錢包裡供花用，甲的行為可能成立何罪？

不成立犯罪 侵占遺失物罪 搶奪罪 竊占罪

29 下列犯罪，何者有處罰預備犯？

強盜罪 傷害罪 強制性交罪 誹謗罪

30 甲未經乙之同意，偷偷輸入乙的手機登入密碼，察看乙手機內儲存的照片，看完再將手機歸還原處。

甲之刑事責任為何？

刑法第 358 條入侵電腦罪 刑法第 315 條之 1 窺視竊聽竊錄罪

刑法第 335 條第 1 項普通侵占罪 刑法第 337 條侵占遺失物罪

31 當事人甲於行政程序進行中，欲閱覽相關卷宗，遭主管機關拒絕，甲得如何救濟？

於 30 日內向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於 5 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決

於 5 日內向該機關聲明異議 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

32 甲離島地方政府許可乙公司取得當地離島免稅購物商店經營權，惟同時於許可處分書中要求乙每年繳

納按總營業額 8%計算之經營許可費，最低不少於 500 萬元。乙若拒絕繳納上開費用，該許可處分效

力如何？

許可處分尚未生效 許可處分失其效力 甲得廢止該許可 甲得撤銷該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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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關醫療院所與主管機關簽訂之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特約性質為私法契約

該特約是否以書面為之，不影響契約之效力

醫院若不服主管機關予以停止特約 3 個月之決定，應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主管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契約內容或終止契約

34 縣農業主管機關將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文件之核發事項，委由鄉公所辦理，稱為：

行政委託 委辦 權限委託 權限委任

35 下列何者非屬公法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桃園市復興區

36 有關公務員之兼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除法令規定外，原則上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

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工

作者，經服務機關同意，即得為之

對公務員名譽、政府信譽、其本職性質有妨礙或有利益衝突者，不得為之

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

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

37 甲以不實資料及證件向乙主管機關申請補助獲准。嗣遭人檢舉，乙始發現甲實則並不符合補助資格及

條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乙得如何處理？

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法院命甲返還補助款

逕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甲返還補助款

廢止原授益處分，並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法院命甲返還補助款

撤銷原授益處分，並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甲返還補助款

38 有關主管機關依職權訂定之「未經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裁罰基準」，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其性質為法規命令 有拘束法院、人民、各級機關之效力

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 訂定後應即送立法院審查

39 法院認其對繫屬案件無審判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而受移送法院認其亦無審

判權時，原則上應如何處理？

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向其所屬審判權之終審法院請求指定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

以訴訟不合法，裁定駁回該訴訟

須受到移送法院裁定關於審判權認定之羈束，進行實體審查

40 有關國家賠償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於開放之山域等自然公物，經管理機關已就使用該公物為適當之警告或標示，而人民仍從事冒險性

活動，得減輕或免除國家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

公共設施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管理時，因管理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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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務員對服務機關核發之加班費認為過低請求加發被拒絕時，依法應採下列何種救濟？

訴願 行政訴訟 復審 申訴

42 下列何者不得請求國家賠償？

市政府公園路燈管理處栽種之路樹未定時修剪，致大型枯枝落下壓傷路人

國家公園設置之觀景台年久失修坍塌致遊客受傷

市立動物園飼養之老虎衝出腐朽柵欄咬傷遊客

臺北捷運車站之電梯故障致乘客摔傷

43 下列何者為行政處分之條件？

依土石採取法相關規定，直轄縣市主管機關於核發土石採取許可時，向受許可人徵收環境維護費

市政府公告某路特定路段於捷運施工期間為單向通車車道

經濟部水利署許可特定企業水權時，附以如將來水量不足時，水權將予以限制之附款

入出境管理機關准許外國人以觀光名義入境時，附以不得工作之要求

44 下列何者為對人之一般處分？

路邊停車位之劃定 土地現值之公告

市立公園開放利用之公告 街道名稱之變更

45 當事人對下列何者不服時，得提起訴願？

對訴願機關所為訴願不受理決定 對行政機關拒絕國家賠償之協議

公務員對服務機關職務調動之命令 市政府劃定禁止臨時停車之標線

46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機關必須具備之要素？

獨立組織法規 獨立之人事任用權 機關之印信 行使公權力

47 下列何者不具有行政程序中當事人能力？

外國人 設有代表人之社區發展協會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 依法設置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48 下列何者非應由行政法院審判？

人民依法申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讓受國有非公用財產而被拒絕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墊償雇主積欠工資後，代位對雇主求償之爭議

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對保險人核定之醫療給付發生爭執

收容人對內政部移民署作成之暫予收容處分之爭議

49 下列有關公務員懲戒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罰款為懲戒種類之一

如應受懲戒之公務員為十職等者，應先送監察院彈劾

公務員之懲戒事件由司法院懲戒法院審理

懲戒法院採一審終結制

50 行政機關為裁量處分時，於事實及適用法律類同之事件上，須為相同之決定，不得恣意變更歷來之慣

例，此為下列何種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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