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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非屬普通法院負責審判之案件？ 

小明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案件 

小明對小華提起市長當選無效之案件 

小明對市政府提起撤銷訴願決定之案件 

小明向市政府請求國家賠償之案件 

2 關於我國現行法院之審級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則上採三級二審制，例外採三級三審制 

法院分為下列三級：一、地方法院。二、高等法院。三、最高法院 

法院分為下列三級：一、地方法院。二、高等法院。三、司法院 

原則上採三級二審制，例外採一審終結制度 

3 法院合議審判時，適逢庭長家中有事請假無法到場，此時應由何人擔任審判長？ 

抽籤決定 庭員中年齡較大者 庭員中資歷較深者 庭員互相推選 

4 關於法院管轄區域之劃分或變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法院管轄區域之劃分或變更，由高等法院定之 

地方法院管轄區域之劃分或變更，由最高法院定之 

地方法院管轄區域之劃分或變更，由司法院定之 

地方法院管轄區域之劃分或變更，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5 下列何者不屬於高等法院管轄之事件？ 

不服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所為之裁判而上訴之案件 

關於外患之刑事第一審訴訟案件 

不服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之民事損害賠償訴訟案件 

不服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之刑事殺人訴訟案件 

6 小明欲至法院公證處辦理公證業務，請問須至下列何法院辦理？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7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係以法官幾人合議行之？ 

3 人 5 人 7 人 11 人 

8 關於檢察官行使職權之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得主動實施偵查犯罪 法院得指揮檢察官行使職權 

檢察官得對犯罪者提起公訴 檢察總長得指揮檢察官行使職權 

9 關於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之產生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司法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全部檢察官推選之  由總統提名，經司法院同意任命之 

10 下列何者為地方檢察署觀護人之職權所掌理之事項？ 

協助檢察官實施搜索 保管刑事案件之贓物 執行保護管束案件 詢問告訴人 

11 下列何人沒有命法醫師，辦理有關相驗、解剖、檢驗、鑑定等事項之職權？ 

檢察長 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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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各級法院行政之監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法院分院院長監督地方法院本院 司法院院長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 

最高法院院長監督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分院院長監督高等法院本院 

13 關於審判長在法庭內行使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審判長於法庭之開閉及審理訴訟，有指揮之權 

法庭不公開時，審判長不得允許無妨礙之人旁聽 

法庭開庭時，審判長有維持秩序之權 

未經許可錄音、錄影者，審判長得命其消除該錄音、錄影內容 

14 審判長對妨害法庭秩序者，為禁止其進入法庭之處分，受處分者請求救濟方式為何？ 

聲明異議 不得聲明不服 提起抗告 提起訴願 

15 非律師而為訴訟代理人者，在法庭代理訴訟時，有不當之言語行動，審判長得為下列何種處分？ 

禁止其開庭當日之代理  撤銷其訴訟代理權 

禁止其下次庭期之代理  不得限制其繼續代理 

16 關於法庭之制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官制服鑲邊之顏色，為藍色 檢察官制服鑲邊之顏色，為紅色 

律師制服鑲邊之顏色，為白色 公設辯護人制服鑲邊之顏色，為綠色 

17 下列何種情況，在法庭旁聽之人應起立？ 

律師進入法庭時 書記官進入法庭時 審判長進入法庭時 檢察官進入法庭時 

18 下列那一類型之案件，並非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得借調相關機關之專業人員協助偵

查之案件? 

重大貪瀆案件  經濟犯罪案件 

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案件  普通竊盜案件 

19 關於法庭席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旁聽區置學習法官席  旁聽區置庭務員席 

旁聽區置學習律師席  旁聽區置學習檢察官席 

20 下列那一場所，非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得借用為臨時開庭之場所？ 

當地法院辦公處所  當地檢察署辦公處所 

當地司法警察機關辦公處所 當地市政府辦公處所 

21 關於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分院臨時開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臨時開庭期間，需用之傳票，應由各法院預蓋印信發交備用 

臨時開庭期間，需用之拘票，應由各法院當場蓋印信使用 

臨時開庭期間應行收受之法收款，不得將預蓋印信之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委交當地借用機關代為徵

收繳庫 

臨時開庭期間，所需辦理審判、行政人員，無論什麼情形，皆不得由當地借用機關有關人員兼辦 

22 關於法庭錄音之進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開庭過程中，如遇有切換數位磁碟或偶發之事由，致錄音無法繼續進行時，不得以錄音機或其他機器

設備備援 

在法庭之錄音應自每案開庭時起錄，至該案閉庭時停止，其間連續始末為之 

法庭開庭時經錄音，書記官即無須就當事人之陳述製作筆錄 

每案開庭點呼當事人朗讀案由時，庭務員應宣告當日開庭之日期及時間 

23 關於法庭錄音之目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維護法庭之公開透明及司法課責性 方便記者撰寫新聞稿 

使律師便於製作開庭報告 為維護審判長之個人權益 

24 關於法院設置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午休時間不休息 

櫃檯工作人員毋庸備置職稱名牌 

不用設意見箱，僅能由民眾直接向工作人員反應意見 

僅能由民眾自行準備紙張填寫反應表 

25 小明欲至法院索取民事起訴狀之範例，請問其應向下列那一單位索取，較為便捷？ 

法警室 律師休息室 訴訟輔導科 總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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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關於判決主文公告欄之應明確標示之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主文公告逾 5 日，在本公告欄查閱無著者，可至總務科查詢 

主文公告逾 5 日，在本公告欄查閱無著者，可至訴訟輔導科查詢 

主文公告逾 10 日，在本公告欄查閱無著者，可至訴訟輔導科查詢 

主文公告逾 10 日，在本公告欄查閱無著者，可至總務科查詢 

27 關於法院對民眾之態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接聽公務電話，稱呼對方時，應尊稱先進、前輩或女士 

法院人員於民眾詢問時，應霸氣回答 

對民眾之口頭陳訴，宜由書記官長或相關人員予以接見，並作適當處理 

當事人於法院下班後，提出書狀者，法院應委婉拒絕，提醒其於翌日上班時間儘早提出，毋庸指定值

班人員代收 

28 依法院組織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下列何者不是廣義的司法機關？ 

地方法院 地方檢察署 訴願委員會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29 下列有關法院院長或檢察署檢察長之行為，何者違反法院組織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 

院長要求法官於審理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案件時，不得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院長依據被害人的陳情，要求法官傳喚被害人為證人，以查明事實真相 

院長對於案件無故拖延不結之法官，給予口頭警告或書面告誡 

檢察長命令所屬檢察官將其偵查中之案件，移交給同署之其他檢察官偵辦 

30 下列有關地方法院院長、庭長與審判長之敘述，何者錯誤？ 

均由法官兼任 

院長是行政職，所以可兼任庭長，但不可以擔任審判長 

院長、庭長具有司法行政監督功能，為常設之職務，有任期之限制；審判長則是因應審判需要而設，

並無任期之限制 

庭長、審判長均是合議審判時之首席法官，院長則為法院之首長 

31 依法院組織法之規定，下列何種事務非屬法院書記官之職掌？ 

製作審判筆錄 訴訟輔導 研究考核 財務執行 

32 依法院組織法之規定，下列職務何者不是僅設置於地方法院？ 

主任公設辯護人 主任公證人 主任司法事務官 提存所主任 

33 依法院組織法及其他專業法院組織法規定，下列何法院並無檢察署對應之配置？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分院 智慧財產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34 法院開庭審理訴訟案件（事件）時，下列何人不具有法庭警察權？ 

庭長 受命法官 受託法官 檢察官 

35 法院組織法第 79 條規定，各級法院及分院應於年度終結前，由院長、庭長、法官舉行會議，預定次年度

司法事務之分配及代理次序，學者稱此事務分配要點為下列何原則之展現？ 

法官審判獨立原則 法定法官原則 公平審判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36 下列關於聲請許可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光碟之敘述，何者正確？ 

僅當事人有聲請權  應於書狀內敘明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之利益 

應於裁判確定後 2 年內聲請 關於涉及國家機密之案件，不得聲請交付 

37 甲因涉犯殺人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合議庭審理並評議後，認定甲成立殺人罪，惟合議庭成員

關於量處刑度之意見並未一致，其中受命法官表示處無期徒刑，陪席法官表示處有期徒刑 15 年，審判長

表示處有期徒刑 12 年。請問合議庭經上述評議後，應判處甲之刑度為何？ 

無期徒刑  有期徒刑 15 年 

有期徒刑 12 年  因評議意見均未過半，應再開辯論，重新審理 

38 下列有關法庭旁聽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庭應設旁聽席，除依法禁止旁聽者外，均許旁聽 

法院為維持法庭秩序，必要時得核發旁聽證，無旁聽證者不得進入法庭 

攜同 12 歲之兒童者，雖有旁聽證，亦不得進入法庭旁聽 

法庭得設記者旁聽席，專供記者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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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關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保存及其利用之規定，是由下列何機關訂定之？ 

司法院  司法院會同行政院 

司法院會同法務部  保管錄音、錄影內容之法院 

40 法院為便利民眾訴訟，應提供相關資訊，除於信封載明法院地址、位置圖、可搭乘之大眾運輸工具及路

線外，並應於通知書或傳票上詳載法院網址，及下列何單位之聯絡電話？ 

人事室 政風室 訴訟輔導科 民、刑事紀錄科 

41 司法院為使民眾在第一時間內知道判決結果，規定各級法院應於判決宣示後，即將主文輸入電腦，俾便

民眾查詢。但如逾下列期限後，法院即可將上開主文之電腦資料刪除？ 

15 日 30 日 50 日 60 日 

42 法院為使民眾瞭解開庭進度，並注意相關規範，應於法庭門口或法庭內為必要之設置及張貼。但下列何

者非屬上述之必要措施？ 

設置開庭號次顯示器  在相關席位備置職稱名牌 

張貼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 張貼民刑事訴訟須知 

43 下列有關法官開庭之敘述，何者正確？ 

開庭前詳閱卷證，開庭時仔細調查，如需改期，應待書記官於開庭結束後將本次庭訊筆錄整理製作完

成時，再行定期 

開庭務必準時，但如前一案件之當事人尚未到齊，而後案之相關人員均已報到，則可就後案先行審理 

為公平起見，每一案件預留之開庭時間均應相同，並避免獨厚特定案件或人員 

開庭態度應莊重平和，專心聽訟，但如遇濫行起訴或上訴之當事人，則應命其撤回起訴或上訴，避免

浪費司法資源 

44 下列何種事務，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於假日辦理之？ 

訊問證人  公證結婚 

強制執行之拍賣開標程序 訴訟輔導 

45 下列職務之人事任免，何者須經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後，報請法務部部長核定公告之？ 

檢察總長  檢察長 

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高等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46 下列有關書記官之敘述，何者錯誤？ 

於各級法院及檢察署均有配置 

在其職權範圍內，有承上啟下獨自之職權 

高等法院以下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均設有書記處，置書記官長一人，必須由書記官兼任 

其種類有一等、二等及三等書記官 

47 依法院組織法之規定，具有律師執業資格者，於擔任下列何種職務之期間，可以計入其律師執業年資？ 

法官 法官助理 書記官 法警 

48 關於法院辦理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審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得由地方法院所設置之刑事強制處分庭辦理 

得由高等法院所設置之刑事強制處分庭辦理 

得由最高法院所設置之刑事強制處分庭辦理 

承辦審核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之法官，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 

49 下列何者非屬於法院組織法第 107 條法院互相協助之範圍？ 

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囑託臺中地方法院法官聲請大法官解釋 

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囑託臺中地方法院法官協助搜索當事人在臺中之辦公處所 

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囑託臺中地方法院法官協助勘驗位在臺中之不動產 

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囑託臺中地方法院法官協助扣押債務人在臺中之財產 

50 最高法院依法選編之判例於民國 108 年 7 月 4 日法院組織法修正施行後，其效力如何？ 

全部停止適用 

仍然拘束下級審法院 

人民因受裁判援用之判例而經判刑或敗訴確定者，於施行後 3 年內可以向最高法院聲請再審 

人民因受裁判援用之判例而經判刑或敗訴確定，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於施行後 3 年內可以向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聲請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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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法院便民禮民實施要點)（試題代號：4302)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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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