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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為植物人，甲之母死亡，留有遺產 2,000 萬元。甲得否繼承其母之遺產？
甲無行為能力，所以不得繼承 甲無權利能力，所以不得繼承
甲有行為能力，所以得繼承 甲有權利能力，所以得繼承

2 法人於法令限制內，有享受權利、負擔義務之能力。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利義務，不在此限。法人甲不得
主張下列何種權利？
甲向乙購買零件，乙屆期仍不給付，可歸責於乙，甲向乙請求賠償因遲延而造成之損害
為擔保乙之債務，乙將自己名下之不動產 A 設定抵押權給甲，乙債務屆期無法履行，甲實行抵押權
甲之辦公空間被發現為輻射屋，導致甲之員工身體健康受損，甲向建商丙主張健康權受侵害之慰撫金
甲之員工丁於職務上完成某發明，甲向智慧財產局提出專利申請

3 18 歲的甲男與 20 歲的乙女交往，一年後想結婚，但甲之父母反對，於是甲偽造父母的同意書，讓乙以為
甲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此一婚姻效力如何？
有效 甲之父母可撤銷該婚姻
甲之父母承認後則有效 無效

4 甲經某消息靈通人士獲知 A 地附近將有捷運設站，因此向乙購買 A 地，約定於 4 個月後完成所有權移轉。
甲於簽約 2 個月後，發現消息有誤，最近之捷運站距離 A 地有 5 公里遠。試問甲乙之買賣效力為何？
甲被詐欺，故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甲之意思表示發生傳達錯誤，故得撤銷
甲單獨虛偽意思表示，乙不知此情形，故甲之意思表示仍為有效，不得撤銷
甲誤認了 A 地之性質，屬動機錯誤，若甲有過失不得撤銷

5 下列何種情形，乙須待 A 地之登記名義移轉於自己，始取得 A 地之所有權？
甲是乙之父親，A 地為甲所有，甲死亡而乙繼承 A 地
甲將自己所有之 A 地以 1,000 萬元出售給乙，並交付之
甲之 A 地被乙（縣政府）徵收，乙已發放完竣補償費，完成徵收程序
甲因負債累累，其所有之 A 地遭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而拍賣，由乙拍得

6 就讀大學一年級的 18 歲之甲修習民法，發現自己對法律毫無興趣，遂在期末考完後，在未徵得其父母之
同意下，逕將其所有之民法書籍（價值 2 萬元）丟到教室外的資源回收箱，問此行為之性質及效力為何？
甲將書籍贈與法律學院，是債權行為、單獨行為，效果無效
甲將書籍贈與法律學院，是債權行為、契約行為，效力未定
甲之拋棄書籍所有權之行為，是單獨行為、物權行為，效果無效
甲之拋棄書籍所有權之行為，是契約行為、物權行為，效力未定

7 甲出售 A 屋給乙，甲先將 A 屋交付給乙，約定甲必須在七天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乙也必須同時交付
價金 400 萬元。但是訂約後第三天發生颱風，A 屋被洪水沖毀。若甲乙間契約未另有訂定，依民法規定，
甲、乙間關係為何？
甲免除給付 A 屋之義務，乙亦免除給付價金 400 萬之義務
甲免除給付 A 屋之義務，乙仍須給付價金 400 萬元
甲仍應給付 A 屋，但陷於給付不能，故須對乙損害賠償；乙免除給付價金 400 萬之義務
甲仍應給付 A 屋，但陷於給付不能，故須對乙損害賠償；乙仍須給付甲價金 400 萬元

8 甲與乙欲買賣 A 貓，甲乙雙方就 A 貓成立買賣契約，甲之店員誤為給付 B 貓（價值 5 萬元）於乙，乙不
知其事，將 B 貓轉贈於丙，並移轉其所有權。甲、乙、丙間之關係何者正確？
乙對於 B 貓為不當得利，應返還 B 貓於甲
乙對於 B 貓為不當得利，但乙為善意，故得主張所受利益已不存在，免負返還之責任
丙受讓 B 貓是因乙丙間有贈與契約之故，故丙無不當得利可言，甲對丙無任何請求權
乙將 B 貓贈與丙之行為，侵害了甲對乙之 B 貓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構成侵權行為，甲得對乙和丙請

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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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甲為 A 屋之所有人，甲出售 A 屋於乙，交付乙使用後，甲又將該屋出售於知情之丙，並移轉所有權登記

於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得請求乙搬離 A 屋 丙得請求乙返還買賣 A 屋之價金

乙得請求丙將 A 屋所有權名義移轉給乙 乙得請求丙返還買賣 A 屋之價金

10 甲、乙婚後無子女，甲希望收養其兄之子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必須與乙共同收養丙

甲為丙之三親等旁系血親，親等過近，甲不得收養丙

丙若已成年，則丙被收養毋庸得丙之父母之同意

丙與甲為近親收養，只須辦理收養登記，毋庸經過法院認可

11 甲有一子乙及一女丙，丙結婚前，甲請求丙簽下拋棄繼承切結書，並贈與丙現金 100 萬元。十年後甲死亡，

遺有財產 300 萬元，乙主張丙已拋棄繼承，有理否？

有理，因為丙已結婚，喪失繼承權

有理，因為丙已有簽切結書，有契約之拘束力

無理，因為丙僅獲得 100 萬元，尚不足法定應繼分

無理，因為繼承權不得在被繼承人死亡前拋棄

12 甲善意在跳蚤市場用 500 元向乙買到 A 錶，實為丙所遺失之物，下列有關丙回復 A 錶之敘述，何者正確？

丙毋庸支付甲任何價金，即得向甲請求回復 A 錶

丙應償還甲支付之價金之半數（250 元），始得向甲請求回復 A 錶

丙應償還甲支付之價金之全額（500 元），始得向甲請求回復 A 錶

丙不得向甲請求回復 A 錶

13 下列關於消滅時效之敘述，何者錯誤？

時效完成後，債權消滅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由，請求返還

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消滅時效因起訴而中斷

14 甲與乙締結承攬契約，約定由乙完成室內裝潢，但因乙施工品質不佳，致完工後甲發現裝潢有瑕疵。依民

法規定，下列關於甲救濟可能性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得定相當期限請求乙修補瑕疵

乙不於期限內修補瑕疵，且修補費用並非過鉅者，甲得自行修補，請求乙償還修補之必要費用

除瑕疵非重要者，甲得隨時解除契約

若瑕疵係因可歸責於乙之事由所生，甲得於請求修補發生障礙後，請求損害賠償

15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分別共有之敘述，何者錯誤？

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

各共有人對共有物之處分，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共有物遭不法侵奪，各共有人均得對其請求向自己返還共有物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

16 刑法上的罪疑唯輕（有疑唯有利於被告）原則是要解決何種問題？

法律爭議 過度評價 事實不明 利益衡量

17 下列何者並非刑罰？

死刑 拘役 褫奪公權 罰鍰

18 刑法第 55 條本文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實務上稱此種情形為何？

想像競合 夾結關係 連續關係 法條競合

19 下列何者並非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立法定義所臚列之公務員種類？

輔助公務員 委託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身分公務員

20 甲欲行竊，於友人處購得開鎖工具但不會使用，乙偶然知悉甲之行竊計畫，便教導甲如何使用該器具，甲

便持之順利竊得財物。刑法上應如何評價乙之行為？

不成立犯罪 成立竊盜罪之間接正犯

成立竊盜罪之共同正犯 成立竊盜罪之幫助犯

21 甲於大賣場中命其 6 歲幼子將高價保養品放入褲袋暗中夾帶走出店家，甲在此一不法犯行中的角色為何？

教唆犯 精神幫助犯 間接正犯 共同正犯

22 甲受友人乙委託代為保管珠寶，竟心生歹念擅自將該批珠寶轉賣第三人，甲對乙構成何罪？

詐欺罪 竊盜罪 侵占罪 贓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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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甲獨自竊得珠寶後，苦無轉賣管道，便央求知情之友人乙為其尋覓買家，經由乙之牽線，甲與有意購買之

丙取得聯繫，完成買賣並交付珠寶。乙之刑責為何？
不成立犯罪 竊盜罪之幫助犯 贓物罪之間接正犯 贓物罪之直接正犯

24 甲於飯店大廳，見乙將名貴行李箱置於門邊便前往櫃臺辦理入住手續，甲心生據之為己有的念頭，便對門
口排班之計程車司機丙騙稱該行李箱為其所有，要丙代為搬上車，丙不疑有他，立即至門邊將乙之行李箱
搬上車，並載甲離去。甲之欺瞞行為成立何罪？
竊盜罪 詐欺罪 侵占罪 背信罪

25 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既遂罪的犯罪屬性為何？
結合犯 結果犯 結果加重犯 雙行為犯

26 甲男與情侶檔乙男及丙女，三人共同喝酒，丙酒量極差，喝了一點就去房間睡覺，恰好乙的公司有急事，
乃離開現場，甲見丙睡姿撩人，因此開始輕撫丙，嘗試與丙發生性交行為，半夢半醒間的丙誤以為是乙尋
歡，乃同意與甲性交，待甲完事後，丙才發現自己發生誤會。依我國實務見解，甲之刑責為何？
成立強制性交罪 成立乘機性交罪
成立權勢性交罪 丙係屬同意性交，甲無罪

27 甲即將前往美國留學，在臺北市偽造美金 100 元之紙鈔 1,000 張，計畫帶去美國詐騙他人，未料在完成
1,000 張之偽造行為，正要打包到行李箱時，竟然被警察查獲。依我國實務見解，甲構成何罪？
偽造貨幣罪 行使偽造貨幣罪 偽造有價證券罪 行使有價證券罪

28 甲出於殺害乙之意思，趁著前往乙家作客機會，在乙的酒杯中下毒，乙不知情而喝下全部被下毒的酒。未料
甲取用的毒藥劑量不足，根本無法殺害乙，乙雖腹痛難耐送醫急救，但未死亡。甲之行為屬於何種未遂犯？
殺人罪之不能未遂 殺人罪之中止未遂 殺人罪之障礙未遂 殺人罪之未了未遂

29 下列何者並非刑法第 38 條之 1 所稱之犯罪所得？
餐點外送員甲為了賺取外送報酬，酒後仍然駕車送餐，當天所賺取之 3,000 元
公務員乙將底價洩露給廠商，因此賺得之 20 萬元
詐欺犯丙詐騙被害人，使被害人透過網路銀行匯給丙之 3 萬元
殺人犯丁接受委託殺害被害人，因此賺得之報酬 100 萬元

30 甲明知 A 為詐欺犯，其所有之 300 萬元為詐騙所得，仍收受 A 贈與該 300 萬元。有關該 300 萬元之法律
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300 萬元為詐欺罪之不法所得，係屬違禁物
甲明知 300 萬元為詐欺罪之所得而仍收受之，得沒收甲所收受之 300 萬元
 300 萬元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仍在被害人處，故非屬於犯罪人 A 之不法利得
若甲將其中 100 萬元先行返還給其中較可憐之被害人 X，法院仍應宣告沒收該 100 萬元，僅不予以執行

31 下列何者為公法人？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政府 教育部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32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並非法律？
地方稅法通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公務人員考績法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33 關於行政處分撤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乃針對合法之行政處分
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不得撤銷
撤銷後原則上溯及既往失去效力
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二年內為之

34 A 市政府作成書面行政處分時，不慎將原處分機關「A 市政府」誤寫為「A 市政俯」。試問該行政處分應如
何處理？
撤銷 廢止 補正 更正

35 依我國司法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契約？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與醫療院所締結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與營造商簽訂之隧道工程契約
基隆市與新北市簽訂設置垃圾焚化爐，共同使用及分擔經費之契約
公路監理機關委託民間汽車保修廠代辦車輛檢驗之契約

36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執行法所稱之「直接強制方法」？
對未領有汽車駕駛執照者當場禁止其駕駛
消防隊封閉火場，禁止人車進入
主管機關代為清理建商違法堆置、經命限期清除處理仍未清理之廢棄物，並向其徵收費用
警方扣留查獲之違法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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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
不服者，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採取何種救濟途徑？
提起訴願 提起行政訴訟 聲明異議 抗告

38 關於訴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訴願一經提起，於訴願決定確定前，原行政處分應暫時停止執行
應自行政處分到達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二個月內提起之
訴願管轄機關原則上為原處分機關
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訴願機關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39 下列何種事件並非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收容聲請事件 交通裁決事件 國家賠償事件 環境教育講習事件

40 甲依法申請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主管機關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甲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受損害，經依訴願程序後，得提起何種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撤銷訴訟 確認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41 甲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向外交部申請提供外交部所保有之政府資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須為中華民國國民始得申請
外交部應自受理甲之申請日起 30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甲不服外交部為否准提供之決定時，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其訴願管轄機關為行政院
甲訴願遭訴願管轄機關駁回時，應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之訴

42 有關行政文書之送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居住於外國之當事人送達者，應囑託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館為之
對駐在外國之中華民國大使為送達者，應囑託該駐在國之外交機關為之
對有治外法權人之事務所為送達者，得囑託外交部為之
對在軍艦服役之軍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管軍事機關或長官為之

43 行政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為管轄事務之委任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委任機關限於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
受委任機關對受委任事務作成之處分，視為委任機關之處分
權限委任須公告委任事項及依據之法令，並刊登於政府公告或新聞紙
受委任機關對受委任事務作成之處分，其訴願管轄機關為受委任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

44 對下列何者不服時，得提起訴願？
依公務員懲戒法所為之減俸處分
賠償義務機關拒絕為國家賠償
法務部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否准提供政府資訊之申請
衛生福利部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授權公告調升全民健保費率

45 有關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賠償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回復原狀為例外
國家賠償所需經費，由中央政府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國家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5 年不行使消滅
賠償義務機關賠償後，僅對故意違法執行公權力之公務員有求償權

46 行政程序法有關法規命令之訂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交部訂定涉及外交機密之法規命令，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為之
人民得提議為法規命令之訂定
行政機關擬定法規命令時，原則上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
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得依職權舉行聽證

4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漁港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將第一類漁港之管理委由該當漁港所在之縣政府辦理，
此為下列何種管轄權之移轉？
委任 委託 公權力之委託 委辦

48 訴願人向錯誤之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時，該機關依法應如何處置？
裁定不受理 裁定駁回
通知訴願人撤回訴願 於收受訴願書 10 日內，將事件移送原處分機關

49 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補助之費用請求權，其消滅時效之期間為：
 2 年  5 年  10 年  15 年

50 依財政部原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對扣繳義務人無論係違反申報扣繳憑單，或違反扣繳義務
者，一律處以稅額 1.5 倍罰鍰，為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誠信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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