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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甲在宜蘭傷害某乙，3 天後在新竹竊取某丙財物，新竹地方法院對甲所犯傷害罪之管轄基礎，係： 
事物管轄 土地管轄 牽連管轄 競合管轄 

2 法官迴避之法理基礎在於： 
當事人主義 公平審判原則 傳聞法則 不告不理原則 

3 下列有關法院調查警察機關是否使用刑求訊問被告之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必須依法傳喚涉嫌刑求訊問的警員，始能查明有無刑求訊問 
法院應依嚴格證明程序，調查刑求訊問事項之有無 
法院只要相當程度懷疑有刑求訊問事實，即可排除自白作為證據  
法院必須在被告爭執其自白係出於刑求訊問時，始能介入調查 

4 大樓管理員某甲發現停放在大樓停車場汽車遭人破壞，因車主出國旅行，某甲遂向管區警察機關報案。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毀損屬告訴乃論，未經被害人告訴，警察不得偵查 
某甲未指明犯人，警察不得偵查 
財物損害純屬民事糾紛，非警察職掌，只能備案 
告訴乃論之罪，仍可因被害人以外之人告發，而讓警察知有犯罪嫌疑，以展開偵查 

5 檢察官依偵查所得證據，認為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但所涉嫌之犯罪重大（如擄人勒贖）時，應為如何處置？ 
行政簽結  起訴，交由法院繼續調查 
定緩起訴期間，後續觀察有無新事證 不起訴 

6 在性侵審判案件中，被害人甲女出庭作證，指出被告乙男臀部有虎頭刺青，乙男矢口否認。法院下列作為，
何者正確？ 
因被告擁有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障，法院不得調查該刺青 
法院應命人鑑定該刺青之有無 
法院應命乙男作為證人，具結擔保其陳述之正確性 
法院得為檢查身體之處分，勘驗是否有甲女所宣稱之刺青 

7 甲女因其夫乙男與丙女通姦，打算採取刑事追訴手段。下列法律分析，何者正確？ 
通姦罪係告訴乃論，乙男與丙女具有共犯關係，甲女對乙男不得自訴，對丙女亦不得為自訴 
通姦罪係告訴乃論，乙男與丙女具有共犯關係，甲女對乙男得提起自訴，其效力及於丙女 
通姦罪係告訴乃論，乙男與丙女具有共犯關係，甲女對於乙男撤回告訴，其效力及於丙女 
通姦罪係告訴乃論，乙男與丙女具有共犯關係，甲女雖不得對乙男提起自訴，但仍得單獨對丙女提出自訴 

8 檢察官起訴時，應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之現行法作法，係與下列那一原則或主張相對立衝突？ 
不告不理原則 自由心證原則 起訴狀一本制度 一事不再理原則 

9 在下列何種情形中，法院應為免訴判決？ 
被告死亡者  法院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合法告訴者 曾經判決確定者 

10 下列何者不是第三審法院之調查事項？ 
當然違背法令之事項  對於確定事實援用法令之當否 
原審所認定之事實  免訴事由之有無 

11 下列有關非常上訴之敘述，何者正確？ 
事實認定錯誤之救濟 原審法院管轄為原則 須行言詞辯論 無期間限制 

12 下列有關簡易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適用於公訴及自訴案件  須行言詞辯論 
不服簡易判決之上訴，由地方法院合議庭管轄 被告必須於偵查中自白 

13 將擅自拍攝他人所繪製設計圖之行為論以竊盜罪（刑法第 320 條），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類推適用禁止原則 回溯禁止原則 過度禁止原則 一事不二罰原則 

14 下列犯罪類型，何者不屬於己手犯？ 
強制性交罪（刑法第 221 條） 偽證罪（刑法第 168 條） 
通姦罪（刑法第 239 條） 重婚罪（刑法第 2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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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犯罪類型，何者屬於繼續犯？ 
普通遺棄罪（刑法第 293 條） 私行拘禁罪（刑法第 302 條） 
傷害罪（刑法第 277 條） 竊佔罪（刑法第 320 條第 2 項） 

16 某甲在位於公寓 5 樓的自己住宅放火，此種行為應適用下列何項罪名？ 
放火燒燬現未有人在之自己所有建築物罪（刑法第 174 條第 2 項） 
放火燒燬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所有住宅罪（刑法第 174 條第 1 項） 
放火燒燬現未有人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罪（刑法第 174 條第 1 項）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 

17 某甲偽造中國人民幣，可成立下列何罪？ 
偽造通用貨幣罪（刑法第 195 條） 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 201 條） 
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 210 條） 偽造公文書罪（刑法第 211 條） 

18 乙男偽造專利證書，可成立下列何罪？ 
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 210 條） 偽造公文書罪（刑法第 211 條） 
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 201 條） 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 212 條） 

19 某甲慫恿不知情的某乙，朝丙藏身在後的屏風開槍，以致丙中彈身亡。甲之行為應如何處斷？ 
甲之行為成立過失致死罪 甲之行為成立殺人罪之間接正犯 
甲之行為成立殺人罪之教唆犯 甲之行為成立毀損罪之間接正犯 

20 某丙行經警匪片拍攝現場，錯把扮演匪徒的演員，當成強盜罪的現行犯而予以壓制，導致該演員手腕扭傷。

此種情形是一種： 
偶然防衛 打擊錯誤 客體錯誤 誤想防衛 

21 強制妻性交之夫，誤以為強制性交罪不適用於夫妻關係，此種錯誤屬於下列何種型態？ 
禁止錯誤 構成要件錯誤 打擊錯誤 客體錯誤 

22 某甲郵寄包裹，將郵費交付具郵務士身分的友人某乙，囑其購貼郵票。乙受託後竟不為購貼郵票，將郵費侵

吞入己，此一行為應如何論處？ 
乙成立業務侵占罪（刑法第 336 條第 2 項） 乙成立普通侵占罪（刑法第 335 條） 
乙成立公務侵占罪（刑法第 336 條第 1 項） 乙成立公益侵占罪（刑法第 336 條第 1 項） 

23 某甲在竊得某乙名錶之後，又將其折價賣給知情的丙，甲之行為應如何論處？ 
甲之行為成立竊盜罪與贓物罪的想像競合犯 甲之行為成立竊盜罪與贓物罪數罪併罰 
甲之行為只成立竊盜罪  甲之行為只成立贓物罪 

24 母親殺死甫出生之子女，應適用刑法第 274 條，不適用刑法第 271 條普通殺人罪，係基於下列何種法條競合

之型態？ 
特別關係 補充關係 吸收關係 擇一關係 

25 某甲基於殺害某乙的意思，錯把劑量不足以致死的毒藥，攙入乙的飲食中。在乙吃下有毒食物後，馬上後悔，

火速將其送醫救治。經醫師診療認定，縱然不接受治療，也不致危害其性命。甲之行為應如何論處？ 
甲之行為成立不處罰的不能犯（刑法第 26 條） 
甲之行為成立殺人罪之準中止犯（刑法第 27 條第 1 項後段） 
甲之行為成立殺人罪之普通未遂犯 
甲之行為成立殺人罪之中止犯（刑法第 27 條第 1 項前段） 

26 下列何場所，每半年實施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1 次？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電信機器室 
大眾運輸工具  保齡球館 

27 依據消防法有關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所分類之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

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 
各類場所因用途、構造特殊者，得檢附具體證明，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不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之全部或一部 
不屬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療養院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並維護之 
不屬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並維護之 
28 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於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在 3 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 學校 
總樓地板面積在 2 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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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據消防法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地下建築物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下建築物其管理權人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窗簾、布幕、展示用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 
地下建築物，其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制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專業機構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在 1 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建築物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 

30 依據消防法及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有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之審查規定，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應由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於主管建築機關許可開工前，審

查完成 
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及竣工查驗之期限，以受理案件後 10 至 20 日內結案為原則。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或構造複雜者，得視需要延長，並通知申請人，最長不得超過 30 日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眾使用或原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他種公眾使用時，主管建築機關應會

同消防機關審查其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消防機關完成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後，其須修正消防圖說者，消防安全設備設計人、監造人應將

原審訖之消防圖說清圖修正製作竣工圖。完成竣工查驗者，其消防圖說應標明「竣工圖」字樣，送消防機
關加蓋驗訖章後，消防機關留存 2 份列管檢查，餘交起造人（即申請人）留存 

31 依據消防法有關災害搶救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消防人員在火災處所及其周邊，非使用或損壞其土地、建築物、車輛及其他物品

或限制其使用，不能達搶救之目的時，得使用、損壞或限制其使用，所致之損失，得視實際狀況對應負引
起火災責任者酌予補償 

消防指揮人員，為防止火災蔓延、擴大，認有截斷電源、瓦斯必要時，得通知各該管事業機構執行之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發現或獲知公共危險物品、高壓氣體等顯有發生火災、爆炸之虞時，得劃定

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強制疏散，並得限制或禁止該區使用火源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消防需要，應會同自來水事業機構選定適當地點，設置消防栓，其保養、維護

由自來水事業機構負責 
32 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應依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第 10 款第 2 目、第 19 條第 11 款第 2 目、
第 20 條第 7 款第 1 目及災害防救法規定，分別辦理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之災害防救自治事項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達災害防救之目的，得採取法律、行政及財政金融之必要措施，並向立法院
報告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洩漏災害之預防、應變及復原重建，內政部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之預防、應變及復原重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33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有關罰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無故撥火警電話者，處新臺幣 5 千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毀損警鐘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金 
毀損供消防使用之蓄、供水設備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金 
未依規定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或維護之場所發生火災致重傷者，其管理權人，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 百 50 萬元以下罰金 
34 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減災事項？ 

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應用 
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資料之觀測、蒐集、分析及建置 
災情蒐集、通報與指揮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強化 
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35 公共事業未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致發生重大損害者，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
可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5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 
36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每 5 年應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就相關減災、整備、災害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科學研
究成果、災害發生狀況、因應對策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各級政府應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充實災害應變中心固定運作處所有關資訊、通信等災害防救器材、設備，
隨時保持堪用狀態，並每月至少實施功能測試 1 次，每半年至少舉辦演練 1 次，並得隨時為之 

公共事業每 5 年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減災、整備、災害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等，進行勘查、評估，
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各級政府應將實施災害應變措施所需被徵調人，及徵用物或徵購物等救災資源，建立資料庫，並定期檢討
更新資料；必要時，得隨時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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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有關防火管理制度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防火管理人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幹部 
防火管理人每 2 年至少應接受講習訓練 1 次 
員工在 50 人以上者，其自衛消防編組，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避難引導班、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半年至少檢查 1 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38 依據消防法規之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依法應備妥相關資料，每年何時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 
1 月及 7 月 3 月及 9 月 4 月及 10 月 6 月及 12 月 

39 依據消防法及明火表演安全管理辦法規定，經申請許可餐廳之火把秀或酒吧魔術等明火表演，其所在樓層應

有 A 座以上直通樓梯通達避難層，且任一點至該樓梯之步行路徑重複部分之長度，不得大於最大容許步行

距離 B 分之一；表演區域及外緣 C 公尺內之地面、牆面及地面上方 D 公尺以內之天花板或樓板，不得以木

板、未固著式泡綿、未具防焰性能之布幕等易引發火災之材料裝潢或裝飾，請問前述 A，B，C，D 為何？ 
3，3，5，5 2，2，2，6 1，2，1，3 2，3，1，4 

40 依據消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違規行為不經限期改善，得逕予舉發裁罰？ 
管理權人違反第 6 條第 1 項消防安全設備應設置而未設置之規定 
營業場所陳列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 
管理權人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防焰物品使用之規定 
消防設備師（士）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告者 

41 依據消防法第 13 條訂定消防防護計畫之場所，應定期實施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依規定每 A 年至少應舉

辦 1 次，每次不得少於 B 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而 A，B 各值為何？ 
A=0.5，B=6 A=0.5，B=4 A=1，B=12 A=1，B=3 

42 依據消防法規之規定，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之完成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多少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45 日 

43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屬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一般爆竹煙火認可相關業務之辦理 
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爆竹煙火安全管理業務之規劃 

44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取得爆竹煙火製造許可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許可文件：①申請許可資料有重大不實 ②爆竹煙火製造場所發生重大公共

意外事故 ③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一部或全部提供他人租用或使用，進行爆竹煙火製造、加工作業 ④爆竹

煙火製造場所，違反本條例相關規定，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以上所列，那些是正確的：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45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及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a 倍之儲存、販賣場所之負責

人，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爆竹煙火監督人選任後 b 日內，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a=10；b=10 a=20；b=10 a=30；b=15 a=30；b=30 

46 液化石油氣容器製作完畢之後，所進行之耐壓膨脹試驗，分為膨脹測定試驗及加壓試驗。其中，進行加壓試

驗時，一般宜採用非水槽式試驗方法。將容器加以耐壓試驗壓力以上之壓力，保持多少秒鐘以上，不得有

洩漏或異常現象： 
30  60 90 120 

47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以各級政府名義執行之

權責，下列何者錯誤？ 
劃定警戒區域，製發臨時通行證，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指定道路區間、水域、空域高度，限制或禁止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行 
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 
召集後備軍人支援災害防救 

48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各級政府平時所進行的治山、防洪及國土保全屬於下列何種事項？ 
減災事項 整備事項 災害應變事項 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49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下列何者正確？①核定各該鄉（鎮、市）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 ②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③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④推動疏散收

容、災情通報、災害緊急搶通、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①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②③④ 

50 依據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理辦法之規定，舞臺煙火與觀眾間之安全距離，應為 a 公尺或效果

半徑 b 倍之較大值： 
a=8；b=3 a=8；b=2 a=6；b=3 a=6；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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