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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20 題（每題 2 分）
【4】1.老邱為 X 上市公司之股東，該公司於今年召開的股東會擬採取通訊投票制度。依公司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若老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若老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
若老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若老邱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在委託書送達公司後，欲親自出席股東會，只要於股東會開會當天，向
公司為撤銷委託之意思表示即可
【2】2. A 公開發行公司實收股本為新臺幣 2,000 萬元，公司淨值為 1,800 萬元，A 公司章程對公司轉投資無任何規
定，目前 A 公司已投資 B 公司 400 萬元，今 A 公司董事會擬自行決定再對 C 有限公司進行轉投資，則 A 公司可投
資於 C 有限公司之金額上限為多少？
 320 萬元
 400 萬元
 720 萬元
 800 萬元
【2】3.依公司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
設立中之公司，得以公司名義為法律行為
股份有限公司清算完結後，如有可以分派之財產，法院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得選派清算人重行分派
非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得經全體股東同意，變更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3】4.阿忠將受聘為 X 有限公司的總經理，依公司法之規定，阿忠此項任人事任命，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應當
經下列何程序？
董事會以過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
董事會以過半數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
全體股東過半數同意
監察人同意
【3】5. X 股份有限公司因經營不善，擬依公司法為重整之聲請，則其應向下列何者為之？
經濟部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法院
財政部
【2】6.阿輝大學畢業工作數年後，擬獨自出資設立公司創業，在現行法下，其能選擇之公司種類為何？
無限公司
有限公司
兩合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2】7.依公司法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任期不得逾幾年？
一年
三年
五年
無限制
【3】8.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章程應經下列何者機關之決議？
監察人
審計委員會
股東會
董事會
【4】9.甲於票據上偽造乙之簽名，請問該票據責任為何？
甲須負該票據責任
乙須負該票據責任
甲、乙均應負該票據責任
甲、乙均不負該票據責任
【3】10.下列何者屬於票據之原始取得？
背書取得
公司合併取得
票據善意取得
被追索人因償還取得
【2】11.執票人遺失票據時，應向何人為公示催告之聲請？
發票人
法院
付款人
銀行

【1】12.關於止付通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止付通知係票據權利人於票據喪失時須踐行之法定義務
經付款人付款之票據，不得為止付通知
經付款人保付之支票，不得為止付通知
票據權利人應於提出止付通知後 5 日內，向付款人提出已為聲請公示催告之證明
【2】13.匯票之背書人對於前手之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被訴日起算，經多久時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2 個月
 6 個月
1年
2年
【3】14.依票據法規定，執票人之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請求之對象為何人？
發票人或保證人
發票人或背書人
發票人或承兌人
背書人或保證人
【3】15.老鄭與 A 商業銀行間有授信往來，阿蘭為老鄭之妻，心慧為老鄭之女，小旺為老鄭之孫子。下列何者無須納
入老鄭之同一關係人？
心慧
阿蘭擔任總經理之企業
心慧擔任董事之企業
小旺
【4】16. A 商業銀行共投資一家電子公司與一家證券公司。依銀行法規定，A 銀行轉投資企業之總額，不得超過下列
何者？
投資時 A 銀行實收資本總額扣除累積虧損之 40%  A 銀行存款總餘額
 A 銀行存款總餘額與金融債券發售額之和的 30% 投資時 A 銀行淨值之 40%
【3】17.老蕭因向 X 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而找阿甘當保證人，依銀行法規定，除經阿甘書面同意者外，其保證契約
自成立之日起，有效期間不得逾幾年？
7年
 10 年
 15 年
 30 年
【1】18.銀行負責人原則上不得兼任其他銀行任何職務。但因投資關係，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兼任被投資銀
行之下列何項職務？
董事
財務經理
法遵長
總稽核
【3】19.依銀行法之規定，經主管機關命令限期完成資本重建或限期合併而未依限完成者，主管機關應自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幾日內派員接管？
 10 日
 30 日
 90 日
 180 日
【2】20.甲商業銀行目前活期存款總餘額為新台幣 400 億元，定期存款總餘額為新台幣 300 億元，支票存款總餘額為
新台幣 100 億元。依銀行法之規定，甲銀行辦理中期放款總餘額不得超過多少？
 100 億元
 300 億元
 400 億元
 800 億元

貳、非選擇題三大題（每大題 20 分）
第一題：
試附理由及法律依據回答下列問題：
（一）法律行為可分為單獨行為與契約行為，何謂單獨行為？又何謂契約行為？【7 分】
（二）何謂停止條件？又何謂解除條件？【7 分】
（三）何謂無因管理？【6 分】

第二題：
下列之情形，審判長有無依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規定行使闡明之權利？
（一）就請求權時效已消滅之債務，債務人僅主張目前無力清償。【6 分】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30 萬元，被告則抗辯原告亦欠其貨款新臺幣 50 萬元，請求法院駁
回原告之請求。【7 分】
（三）審判長勸諭原告就合一確定事件，追加起訴狀未記載之被告為當事人。【7 分】

第三題：
債權人 X1 基於法院命 Y 返還新臺幣 125 萬元借款之確定判決，向執行法院聲請對 Y 所有之 A 房地（市價 800
萬元）為強制執行，法院業已於民國 106 年 3 月 8 日查封 A 房地。請依據學理與相關法律之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Y 之另一債權人 X2 基於符合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手機買賣契約之公證書，就 Y 尚未給付之手機
買賣價金總額新臺幣 130 萬元，於民國 106 年 3 月 24 日向執行法院聲請查封 Y 之 A 房地之效力為何？
【10 分】
（二）Y 逃漏國稅遭稅務機關裁處補稅與罰鍰共新臺幣 150 萬元，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處執行，行
政執行處得否於民國 106 年 4 月 7 日查封 Y 所有之 A 房地？【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