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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何者不屬於刑法的保安處分？ 

社會勞動  驅逐出境  

強制治療  感化教育 

【1】2.有關法律的分類，民法是私法，也是下列何種法律？ 

實體法 手續法 程序法 強行法 

【3】3.一般請求權消滅時效的期間為多少年？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2】4.有關法律之解釋，下列何者屬無權解釋？ 

法定解釋 學理解釋 司法解釋 行政解釋 

【1】5.對一般人民之制裁，下列何者為行政罰？ 

申誡 拘役 罰金 沒收 

【3】6.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命令之名稱？ 

規則 細則 通則 準則 

【4】7.下列何項於我國憲法第一章總綱內並未規定？ 

國旗 國體 國民 國歌 

【3】8.甲殺死乙後逃亡國外，其追訴權期間為多少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1】9.行政院長代行總統職權，其期限不得逾幾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4】10.立法院提出的憲法修正案，經公告多久時間後，再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三個月內投票複決？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3】11.人事保證約定之期間，不得逾多少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2】12.遺失物拾得人在費用或報酬未受清償前，就該遺失物可主張何種權利？ 

典權  留置權  

抵押權  動產質權 

【2】13.民法繼承編有關特留分之規定，兄弟姊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的多少比率？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4】14.立法院每年第二次會期起訖時間為何？ 

六月至九月底 七月至十月底 八月至十一月底 九月至十二月底 

 

【3】15.刑法第 266條普通賭博罪處一千元以下罰金，屬下列何種類型之罰金？ 

易科 併科 專科 或科 

【4】16.法文中有「準用」字樣，其性質屬種解釋？ 

擴張解釋  補正解釋  

反對解釋  類推解釋 

【1】17.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 考試院設考試委員十七人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十九人 立法院設立法委員一百一十五人 

【4】18.大多數法律文字的「但書」，可歸類為何種法律的規定？ 

普通法  任意法  

繼受法  例外法 

【4】19.有關英美法系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陪審制度  又稱海洋法系 

以習慣及判例為主  民刑訴訟與行政訴訟分隸 

【2】20.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48 號解釋，認為民法親屬編第二章婚姻規定，同性不得成立永久結合關係，除

有違婚姻自由外，也違反憲法何種權利？ 

生存權  平等權  

參政權  受益權 

【1】21.下列何者與法律時之效力無關？ 

一事不再理的原則  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新法改廢舊法原則  既得權不可侵原則 

【4】22.審計長如何產生？ 

總統提名任命之  監察委員互選產生之 

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4】23.有關形成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撤銷權是形成權  僅具手段作用 

目的在發生或消滅某種權利 可以單獨讓與 

【4】24.哪一位哲學家將正義分成平均的正義、法律的正義和分配的正義？ 

柏拉圖 (Plato)   烏爾比安 (Ulpianus) 

蘇格拉底 (Socrates)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2】25.下列何者提倡純粹法學，為最具代表性人物？ 

奧斯丁 (Austin)   凱爾生 (Kelsen) 

賴德布魯 (Radbruch)   史丹木拉 (Stammler) 

【3】26.民法第 68條第一項規定：「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之效用，而同屬於一人者，為從物。」此一規

定，從法律解釋的觀點來看，是所謂的： 

論理解釋  司法解釋  

立法解釋  行政解釋 

【3】27.某法於最後一條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假設該法經總統於 4月 15日公布，則應自何日起生效？ 

 4月 15日  4月 16日  4月 17日  4月 18日 

【3】28.下列何者為動產？ 

魚藤坪斷橋  臺北車站  

普悠瑪列車  軌道 

 



【4】29.甲男有子丙與女丁，丙與戊男的女兒庚結婚。就相關人等親屬關係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丙與丁為直系血親  甲與庚為旁系姻親 

丁與戊為直系姻親  甲與戊無親屬關係 

【3】30.根據民法第一條的規定，法理、法律與習慣這三者的適用順序為何？ 

法理→習慣→法律  習慣→法理→法律 

法律→習慣→法理  由法院依個案決定 

【1】31.根據憲法增修條文，中央政府教科文支出的下限為總預算的百分之幾？ 

沒有規定  5  10  15 

【2】32.根據憲法規定，現行犯一旦逮捕，至遲應於幾小時之內移送法院審問？ 

 12  24  36  48 

【1】33.根據刑法，下列各罪條的設置目的，何者並非保護個人法益？ 

第 131條之公務員圖利罪 第 335條之侵占罪 

第 328條之強盜罪  第 309條之公然侮辱罪 

【4】34.大法官解釋是從下列何種憲法所保障的自由建構出大學自治的概念？ 

結社 著作 言論 講學 

【1】35.甲童八歲因日常生活所必需，向乙購買橡皮擦，價金二十元，該買賣契約： 

有效  效力未定，須視甲之父母是否同意 

甲的父母得撤銷之  無效 

【3】36.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65號解釋認為，舊民法第 1089條「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行使意思不

一致時，由父行使之」之規定違憲，主要理由為何？ 

侵犯自由權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違反平等原則  違反比例原則 

【3】37.甲有子乙與女丙，丙事親至孝且無任何道德上的重大瑕疵，但甲仍立遺囑將財產全部給乙，甲死後

乙可否主張全部遺產均歸其所有？理由為何？ 

可，因甲的遺囑自由應予尊重  

不可，因甲的作法違反憲法上的平等原則 

不可，因甲對遺產的處分違反特留分的規定 

不可，因甲的作法違反善良風俗 

【2】38.有關國家賠償法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國家損害賠償，如國家賠償法無規定，則適用民法  

國家賠償事件的損害賠償之訴，除該法另有規定之外，適用行政訴訟程序 

冤獄賠償法可理解為國家賠償法的特別法 

如省道因連日豪雨發生塌陷，導致車禍，則受害人得請求國家賠償 

【1】39.下列何者不屬於「比例原則」？  

對人民自由或權利的限制，應有法律明確依據  

德國法諺「不得以大砲打小鳥」即隱含比例原則 

採取的方法所造成的損害不得與所欲達成的利益顯失均衡 

為達成一定行政目的採取之手段，應選擇對人民權利限制最小者為之 

【4】40.依我國民法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年利率如未約定，應為百分之幾？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 

 

 

【2】41.根據憲法，有關罷免總統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罷免案應有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提議 

罷免案經提議後，應有三分之二立法委員之同意始得提出 

提出罷免案後，應先公告一年 

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總投票數三分之二者，罷免案即為通過 

【3】42.有關我國刑法相關原理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之處罰，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是為罪刑法定主義  

未遂犯之處罰得較既遂犯減輕 

保安處分一律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目前採取從舊從輕主義 

【1】43.下列何種人員的任命，根據憲法及法律不須立法院之同意？  

行政院長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監察委員  考試院副院長 

【3】44.下列何者犯罪行為必須以「作為」之型態實施，亦即，不可能有「不純正不作為犯」？  

刑法第 271條之殺人罪   

刑法第 352條之毀損罪 

刑法第 161條之脫逃罪 

刑法第 175條第二項之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罪 

【3】45.有關「刑」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現行的從刑只有褫奪公權一種 

褫奪公權之宣告，自判決確定時發生效力 

設甲罪之法定刑度為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乙罪之刑度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則乙罪為重 

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 

【4】46.民事程序的上訴應於收到判決書後幾日內為之？ 

 5  10  15  20 

【2】47.根據行政程序法的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前，應經訴願，這與下列哪個原則最相關？  

依法行政  訴願前置主義  

比例原則  不告不理 

【1】48.有關刑罰減輕之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自首者必定減輕其刑 

滿八十歲者不得處以無期徒刑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處以死刑 

有期徒刑規定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2】49.有關緩刑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受二年六個月有期徒刑之宣告者，得宣告緩刑 

緩刑期滿如果未經撤銷緩刑，則刑之宣告失效 

緩刑之效力及於從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 

如緩刑期間不小心開車撞傷行人，則緩刑必須撤銷 

【2】50.下列何種懲戒處分，對於政務官不適用？ 

申誡  記過  

減俸  撤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