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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7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假設 A 國與 B 國對於某個位於二國間的 C 島嶼經常發生爭執，雙方都

主張對該島嶼擁有主權。C 島嶼上已經有 A、B 兩國之部分居民於島嶼

上定居，且 A、B 兩國均為聯合國會員亦皆為國際法院規約之當事國。

以下請試從國際法上對於國家領土的理論加以分析：

 A 國主張應將 C 島嶼的主權問題提交國際法院（ICJ）來做裁判，試

從國際法院的管轄規範分析本案是否或於何種情況下可以成立？（10 分）

 A 國於提起訴訟時，對於 C 島嶼主權的歸屬乃主張該島嶼係「先占」

（occupation），試問以此主張的法律前提與要件為何？（10 分）

 B 國否定 A 國的主張，並提出對於 C 島嶼之主權取得乃基於「時效」

（prescription），試問以此主張的法律前提與要件為何？（5 分）

二、在近年方興未艾的國際貿易糾紛中，國際經濟組織在國際法上的角色、

定位、功能等皆被世人重新檢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步建立起的

「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戰。試從各國際組織之基本規範回答以下國際經濟組織的發展問題：

國際貨幣基金（IMF）、國際復興開發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

組織（WTO）三者在原始會員及新加入會員的資格規定上分別為何？

（15 分）

國際貨幣基金（IMF）、國際復興開發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

組織（WTO）三者在會員的決策模式上有何不同？（10 分）

三、A 國籍之甲應聘來臺工作，在臺灣與我國女子乙結婚，並收養我國籍之

少年丙為養子。多年後甲因病死亡，在 A 國及我國均遺有其收藏之珍貴

珠寶與銀行存款。A 國法律規定配偶為當然繼承人，養子不得為繼承人。

乙、丙就甲之遺產繼承問題發生爭執，在我國法院涉訟。請問：我國法

院應如何適用法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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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25 分） 代號：71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何者不可作為認定習慣國際法客觀要件國家實踐的證據？

國家元首的發言 政府發言人的聲明

立法機關的決議或立法 人民自發性的集體表示或行為

2 國際法院規約第 38 條所規定的法源不包括下列何者？

訴訟當事國所承認的條約 習慣國際法

聯合國大會決議 一般法律原則

3 關於國際法院之判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際法院之判決能對所有國家產生拘束力

國際法院之判決對國際條約之制訂無任何影響力

國際法院之判決皆可在國內強制執行

國際法院之判決可作為確立法律原則之補充資料及證據

4 關於認定國家屬性（statehood）領土要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家領土不須具連接性 國家之領土若被占領，則馬上喪失國家資格

國家之領土不要求一定之大小 國家領土不須完全與鄰國無疆界糾紛

5 下列何者並非判斷國家屬性要件之一「有效統治政府」時的考量要素？

該統治政府當局至少應統治大部分領土及人民

穩定性

獨立性

民主性

6 下列關於國際法承認性質之說明何者錯誤？

既存國家有義務對新出現國家表示承認 承認一個新國家不等同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承認為國家之單方、主觀的政治行為 承認能生國際法與國內法效果

7 下列何者並非國際法中永久中立國的義務？

除自衛外，不得參與戰爭 在他國戰爭期間遵守中立規則

不加入任何國際組織 不容許外國干涉其國內事務

8 依據國際法，下列何者並非國家領土喪失的原因？

因自然力作用而喪失 放棄領土

叛亂後的分離 被他國軍事占領

9 下列何者並非國家在國際法中得主張普遍刑事管轄的罪行？

販毒罪 種族滅絕罪 海盜罪 違反人道罪

10 下列何者為國家豁免的項目？

國家所為的國內行政管理行為 為銷售貨物而訂立的商業契約

國家所訂的貸款或金融契約 締結商業、工業、貿易或專業性質的契約

11 下列何者並非外交代表得享豁免的項目？

不受刑事逮捕或拘禁 使館館舍不受侵犯

免關稅及查驗 在接受國境內私有不動產之物權訴訟

12 下列何者並非國家在國際法下所負的基本義務？

不得在他國領土內實施主權行為 不得加入或成立違反民主原則之國際組織

不得干預他國內政事務 遵守所締結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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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於國家在國際法所享有禁止使用武力原則之例外情形，下列何者因為具有高度爭議，而未為國

際社會普遍接受？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的維護集體安全行動

國家內戰

國家遭受武力攻擊時的自我防衛

預防受到武力攻擊的自我防衛

14 我國與巴拿馬在 2017 年 6 月斷交，臺巴自由貿易協定第 21.05 條雖訂有終止條款，但雙方迄今

未依本條款實施終止程序。依 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63 條規定，臺巴自由貿易協定目前的

效力為何？

失效 終止 停止實施 有效

15 我國現行國際私法中，關於國籍積極衝突之解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採區分生來衝突與傳來衝突，而採不同標準

就內國與外國國籍間之衝突，採內國國籍優先原則

外國國籍相互衝突時，採主義最優（與我國立法最近似）原則

不區分生來傳來，亦不區分內外國間，一律採依其關係最密切之國籍定其本國法

16 我國現行國際私法規定，關於屬人法連結因素消極衝突或積極衝突之解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無國籍時，適用其住所地法

當事人住所不明時，適用其居所地法

當事人居所不明時，適用首都所在地法

當事人有多數住所時，適用關係最切之住所地法

17 關於法定債權之準據法，依我國現行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關於由無因管理而生之債，依其事務管理地法

關於由不當得利而生之債，依事實發生地法

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原則上依侵權行為地法，但另有關係最切之法律者，依該法律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其非因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原則上依市場所在地法

18 外國船舶經中華民國法院拍賣者，關於船舶優先權（例如當事人對於船舶優先權是否存在，所擔

保之債權額及優先順序有爭議者）問題，應依何國法律為準據法？

中華民國法 債權發生地法

船籍國法 當事人意思所選擇法律

19 關於收養之準據法，依我國現行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收養之成立，依被收養者之本國法 收養之終止，依各該收養者被收養者之本國法

收養之效力，依收養者之本國法 收養終止之效力，依收養者之本國法

20 甲國人 A 死亡，其法定繼承人為乙國人 B，在丙國留有不動產，在甲國留有骨董，就繼承問題

在我國法院起訴，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繼承標的骨董為動產，應依動產所在地（甲國）法

繼承標的為不動產，應依不動產所在地（丙國）法

繼承應依繼承權人本國（乙國）法

繼承不分動產或不動產，應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甲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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