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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試題共 6 頁(含 A3 紙 1 張、A4 紙 1 張)。
2.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3.本試題為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畫記作答，於本
試題或其他紙張作答者不予計分。
4.請就各題選項中選出最適當者為答案，各題答對得該題所配分數，答錯或畫記多於 1 個
選項者，倒扣該題所配分數 3 分之 1，倒扣至本科之實得分數為零為止；未作答者，不
給分亦不扣分。
5.本試題採雙面印刷，請注意正、背面試題。
6.考試結束前離場者，試題須隨答案卡繳回，俟本節考試結束後，始得至原試場或適當處所
索取。
7.考試時間：90 分鐘。

3 [D] 1. 甲與其父乙搭乘遊輪前往歐洲旅遊，途經印度洋時遭逢暴風雨，不幸發生船難，甲、乙之屍
體被尋獲，同船 70 歲之丙則生死不明。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乙年紀較甲大，依法推定先於甲死亡，甲仍得繼承乙之遺產
(B)乙年紀較甲大，雖依法推定先於甲死亡，惟甲已死亡，不得繼承乙之遺產
(C)丙生死不明滿三年後，丙之家屬得聲請死亡宣告
(D)因無法證明甲、乙死亡先後，推定甲、乙同時死亡
6 [D] 2. 甲見鄰近 A 地荒廢多年，不忍土地效益低落，未經 A 地所有權人乙之同意，擅自在 A 地栽種
果樹並搭建農舍以利就近看顧。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果樹及農舍均為甲所有
(B)果樹及農舍均為乙所有
(C)果樹為甲所有，農舍為乙所有
(D)果樹為乙所有，農舍為甲所有
9 [C] 3. 甲男、乙女婚後育有一子丙，因個性不合經常爭吵，遂協議離婚。乙前往旅遊散心途中，遇
見丁男並辦理結婚登記，因丁十分喜愛丙，乃收養丙為養子。請問丙之生活扶養費用，應由
何人負擔？
(A)丁單獨負擔
(B)甲、乙共同負擔
(C)乙、丁共同負擔
(D)甲、乙與丁共同負擔
12 [B] 4. 甲明知乙僅有 16 歲仍將代理權授與乙，由乙以甲之名義與丙訂定土地買賣契約。請問乙、丙
訂立之買賣契約效力為何？
(A)乙為限制行為能力人，未經乙之法定代理人同意訂立之買賣契約，效力未定
(B)乙、丙訂立之買賣契約不因乙為限制行為能力人而受影響，契約有效
(C)乙為限制行為能力人，未經乙之法定代理人同意訂立之買賣契約，無效
(D)乙、丙訂立之買賣契約不因乙為限制行為能力人而受影響，惟因甲明知乙未成年，丙得於
一年內撤銷之
15 [C] 5. 甲明知冷氣機故障，僅具送風功能，仍出售予不知情之乙並交付之。請問下列有關瑕疵擔保
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A)乙尚未給付價金，縱使發現冷氣故障，甲亦不負瑕疵擔保責任
(B)乙收受後應儘速檢查冷氣機功能並立即通知甲
(C)如乙買賣契約成立前已知冷氣機之瑕疵，甲當然不負瑕疵擔保責任
(D)甲不得於買賣契約中約定免除瑕疵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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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 6. 有關動產物權讓與之方式，下列何者有誤？
(A)現實交付
(B)移轉登記
(C)占有改定

(D)指示交付

21 [A] 7. 乙未經甲之允許，自民國 81 年開始占有甲已登記之 A 地並蓋有 B 屋，民國 100 年時因乙投
資失利乃將 B 屋賣給善意無過失之丙並移轉 A 地之占有，丙繼續占有 A 地至民國 103 年，甲
於民國 105 年發覺後向丙訴請返還。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丙占有 A 地雖未滿 10 年，惟得將自己占有與乙之占有合併計算，主張時效取得 A 地地上權
(B)因 A 地已登記，故丙無法主張時效取得任何權利
(C)丙占有 A 地雖未滿 10 年，惟得將自己占有與乙之占有合併計算，主張時效取得 A 地所有權
(D)因丙占有 A 地未滿 10 年，故丙無法主張時效取得任何權利
24 [B] 8. 甲患有高血壓、高血脂、高血糖等病症，某日因故猝死。甲有子乙、再婚配偶丙、祖父丁，
甲死亡時留有 360 萬元之財產，請問下列有關繼承之敘述何者有誤？
(A)乙、丙為遺產繼承人
(B)丁之應繼分為120萬元
(C)乙之應繼分為 180 萬元
(D)丙之應繼分180萬元
1 [A] 9. 下列有關社團法人之敘述，何者有誤？
(A)社團得隨時以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解散之
(B)社員總會之決議，原則以出席社員過半數決議之
(C)總會由董事召集之，每年至少召集一次
(D)社團得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變更章程
4 [D] 10. 甲大學畢業後，經苦讀考上律師，其父乙為資獎勵，乃將位於台北市精華路段之房屋贈與甲
充當事務所，惟為避免繳交贈與稅，乙乃與甲故意為非真意之買賣契約。請問下列敘述何者
有誤？
(A)甲、乙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買賣契約無效
(B)甲、乙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贈與契約有效
(C)贈與契約有效，乙仍應繳納贈與稅
(D)買賣契約有效，惟善意第三人得撤銷之
7 [D] 11. 法律行為之一般成立要件，下列何者有誤？
(A)當事人
(B)標的
(C)意思表示

(D)登記

10 [A] 12. 上班族甲，駕車前往上班途中，撞到大學生乙，導致乙受傷住院 2 個月，無法正常至加油站
打工，為節省看護費用，由其母丙日夜看護。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乙得向甲請求住院期間之看護費用
(B)乙不得向甲請求因受傷不能工作之金錢損失
(C)乙不得向甲請求精神上痛苦之慰撫金
(D)乙受傷住院無法負擔家計期間，丙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13 [B] 13. 下列標的何者為抵押權效力所及？
①抵押物之從物
③抵押物滅失之殘餘物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②依物之通常使用而分離為獨立動產者
④建築物附加而不具獨立性之部分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16 [B] 14. 有關認領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非婚生子女經生父認領者，視為婚生子女
(B)非婚生子女經生父撫育者，推定認領
(C)非婚生子女認領之效力，溯及於出生時
(D)非婚生子女得否認生父之認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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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 15. 甲非常喜愛乙持有之手錶，惟因個性不敢直接開口，乃寫信給乙，表示願用 1 萬元購
買該手錶，不料信件到達乙住處前一天，甲因病猝逝。請問該要約效力為何？
(A)無效
(B)效力未定，應經甲之繼承人承認後方生效力
(C)有效，但甲之繼承人得撤銷該要約
(D)有效
22[一律 16. 下列何種行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無須經輔助人同意？
(A)為獨資事業之負責人
(B)為訴訟行為
給分]
(C)出租土地
(D)拋棄繼承
25 [C] 17. 有關繼承人特留分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配偶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B)父母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C)兄弟姊妹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D)祖父母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2 [C] 18. 有關遺囑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力
(B)未滿十六歲者，不得為遺囑
(C)代筆遺囑，應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見證人為之
(D)自書遺囑，應由遺囑人自書全文
5 [C] 19. 下列何者是請求裁判離婚之事由？
①因故意犯罪，經一審判決逾六個月
③生死不明已逾三年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②重婚
④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8 [A] 20. 大學生甲為獲取學妹乙之芳心，將其筆電無償交由學妹乙使用，惟乙為了購買精品犒賞自己
，未得甲同意，以甲名義將該筆電出賣並交付予丙。有關甲、乙、丙間法律關係之敘述，下
列何者有誤？
(A)乙為無權處分，若丙為善意，丙善意取得該筆電所有權
(B)該買賣契約，若經甲承認，契約有效
(C)縱使丙為善意，仍無善意取得之適用
(D)經甲承認乙之法律行為後，丙取得筆電所有權
11 [D] 21. 有關夫妻財產制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夫妻於婚前或婚後，均得以契約約定夫妻財產制
(B)夫妻財產制之變更，應以書面為之
(C)夫妻未約定財產制者，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D)夫妻財產制之變更，非經登記，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14 [A] 22. 下列何者為無行為能力人？
①受監護宣告之人
②六歲幼稚園學童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③籌設中之法人
(C) ①③④

④受輔助宣告之人
(D) ②③④

17 [B] 23.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①買賣物之瑕疵經買受人依通常程序檢查並通知出賣人後，六個月內不行使者，即喪失契約解除權及
價金減少請求權
②特約免除出賣人瑕疵擔保義務者，即使出賣人故意不告知瑕疵，特約仍然有效
③甲將其所有A畫交由乙保管，乙以甲之名義出賣予善意無過失之丙並交付A畫，丙取得A畫所有權
④甲將其所有A畫交由乙保管，乙以自己名義出賣予善意無過失之丙並交付A畫，丙取得A畫所有權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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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 24. 甲之 A 土地設定普通抵押權予乙，其後甲於 A 地建築房屋 B 供其子丙使用，屆期甲未能清償
債務，若乙欲實行其抵押權，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乙於必要時，得向法院聲請將 A、B 併付拍賣
(B)如房屋 B 為丙所建築，乙無法聲請將 A、B 併付拍賣
(C) A、B 併付拍賣，房屋 B 所得價金，乙無優先受清償之權利
(D)乙之抵押權效力不及於房屋 B
23 [A] 25. 下列契約何者為要物契約？
(A)汽車使用借貸契約 (B)手錶買賣契約

(C)不動產租賃契約

(D)機車租賃契約

28 [C] 26. 釋字第 702 號理由書提及教師法第 14 條中有關行為不檢、有損師道之描述，仍為受規範教師
理解、預見並可經司法審查。以上敘述符合下列何種原則？
(A)平等原則
(B)比例原則
(C)明確性原則
(D)情事變更原則
31 [C] 27. 下列何者應適用行政程序法？
(A)司法機關之行政行為
(C)本國人出入境

(B)外交行為
(D)有關私權爭執之行政裁決程序

34 [D] 28. 釋字第 588 號指出行政執行法之管收處分中，僅以調查執行標的物時，對執行人員拒絕陳述
為由，拘束其身體，顯已逾必要程度。以上敘述違反下列何種原則？
(A)適當性原則
(B)明確性原則
(C)狹義比例性/過度禁止原則
(D)必要性原則
37 [D] 29. 關於情事變更原則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法律行為成立後，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
(B)情事變更，非當時所得預料，依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
(C)法院得依職權公平裁量，為增減給付變更其他原有效果之判決
(D)情事變更原則為民事訴訟法規定，未為行政法院實務肯定
40 [A] 30. 釋字第 626 號指出基於警察工作職務之需要判別顏色，色盲者確有不適任警察職務之正當理
由，以色盲決定能否取得入學資格。上開事實描述符合下列何種原則？
(A)平等原則
(B)比例原則
(C)明確性原則
(D情事變更原則
43 [D] 31. 關於「不確定法律概念」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對法條效果選擇之討論
(B)必違反明確性原則
(C)行政法院原則上不會審查
(D)法院如肯定行政機關有「判斷餘地」，將降低審查密度
46 [C] 32. 關於「行政裁量」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對法條效果選擇之討論
(B)不得逾法定裁量範圍
(C)司法實務未肯認「裁量收縮至零」之情形
(D)應符合法規授權範圍
49 [C] 33. 實務上已有之監理站委託汽車定期檢驗契約，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為私法契約
(B)機關辦理此等委託時無須公告
(C)委託之所需費用，除另有約定外，由行政機關支付之
(D)上開情形並非管轄之例外，不得以受委託人名義作成行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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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B] 34. 釋字第 156 號之要旨為主管機關變更都市計畫，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權利，即具有行
政處分之性質。以上描述，符合下列何種「行政處分」之特性？
(A)公法事件
(B)法效性
(C)行政主體
(D)單方性
29 [D] 35. 禁止臨時停車標線係屬禁制標線，乃對用路人之行止有所規制，係屬下列何者？
(A)行政命令
(B)事實行為
(C)行政指導
(D)一般處分
32 [C] 36. 下列何者之描述，非屬「無效行政處分」之概念？
(A)自始不生效力
(B)其內容對任何人均屬不能實現者
(C)除去無效部分而成立之行政處分
(D)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
35 [B] 37. 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違法行政處分撤銷權之期間，應自原處分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幾年內為之？
(A) 1年
(B) 2年
(C) 3年
(D) 5年
38 [D] 38. 關於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授予利益之行政處分，如其內容係提供一次之金錢，經撤銷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
受益人不須返還因該處分所受領之給付
(B)「反面理論」指機關可另作成行政處分命受益人返還，但仍尚未為實務肯認
(C)目前機關須以訴訟方式向受益人主張返還
(D)機關於書面行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未確定前，不得移送行政執行
41 [A] 39. 下列何者非屬實務上肯認「行政契約」之類型？
(A)因政府辦理學生就學貸款審核後，貸款銀行與人民成立之契約
(B)醫療院所與健保署成立之全民健保契約
(C)稅務法制上稅捐機關與企業間成立之欠稅額推定和解契約
(D)醫學院公費學生與主管機關締結一定服務期限之契約
44 [B] 40. 有關公法上請求權之時效，除法律另有規定外，下列何者有誤？
(A)請求權人為人民時，10 年
(B)公法上請求權時效雖經消滅，依釋字第 474 號指出應類推民法規定，得行使抗辯權
(C)請求權人為行政機關時，5 年
(D)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一經消滅，請求權當然消滅
47 [D] 41. 關於法規命令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牴觸憲法者，效力未定
(B)無法律之授權而剝奪人民之權利者，效力未定
(C)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者，雖未生效但仍得拘束下級公務員
(D)其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除去該無效部分，法規命令顯失規範目的者，全部無效
50 [D] 42.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人民之陳情無具體內容，行政機關仍應指派人員迅速、確實處理之
(B)行政指導之相對人明確拒絕指導時，雖得執行，並不得據此對相對人為不利之處置
(C)氣象局雖無過失，發布失準之天氣預報，致生人民經濟上損失，依法可請求國家賠償
(D)主管機關變更都市計畫，如未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利，人民不得對之提起行政訴訟
27 [C] 43. 關於行政規則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行政釋示為解釋性行政規則
(B)台灣高等法院內部人員考勤辦法為組織性行政規則
(C)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所訂之行政規則須依第 160 條第 2 項之程序，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
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
(D)行政法院雖得以行政規則作為裁判依據，但不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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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B] 44. 關於迴避制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公務員甲於行政程序中，發現當事人為前配偶乙，無須自行迴避
(B)乙仍依行政程序法第 33 條第 2 項認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行職務有偏頗之虞，申請公務員甲迴避
(C)因未為適當之釋明而為機關駁回，乙不服駁回決定，於收受後第 6 日申請上級機關覆決
(D)受理覆決無正當理由下，上級機關於收受後第 12 日方為處置
33 [A] 45. 依我國實務所建構之層級化保留體系，人身自由是屬於？
(A)憲法保留
(B)絕對法律保留
(C)相對法律保留

(D)非屬法律保留

36 [D] 46. 有關聽證程序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依行政程序法第 107 條第 1 款規定，法規明文規定應舉行聽證
(B)依行政程序法第 107 條第 2 款規定，行政機關認為有舉行聽證之必要者，亦得舉行聽證
(C)當事人認為主持人於聽證程序進行中所為之處置違法時，得即時聲明異議
(D)終結聽證後，決定作成前，不得再為聽證
39 [B] 47. 關於行政機關之相互協助，下列何者有誤？
(A)行政機關執行職務時，如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行，顯較經濟者，得向無隸屬關係之其他機
關請求協助
(B)被請求機關協助執行，發生如提供協助，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執行者，得拒絕之
(C)被請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機關要求負擔行政協助所需費用
(D)上開情形並非管轄之例外，不得以受請求機關名義作成行政處分
42 [B] 48. 下列事例中，何者得定性為公法上行政行為？
(A)臺北市政府出資成立農產管銷公司而為其股東
(B)新北市政府採購中心於審標程序中，認定X公司不具備該採購案中訂定之特定資格
(C)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讓售非公用國有土地予私人
(D)台水公司應民眾申請締結之供水契約
45 [D] 49. 行政程序法第 13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要求行政機關與人民締結行政契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
符合「人民之給付與行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以上規定，符合下
列何種原則？
(A)平等原則
(B)比例原則
(C)明確性原則
(D)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48 [A] 50. 經濟部國營事業 Y 公司依法辦理政府採購事宜，對得標人以外之 Z 公司發文，該文內容略為
：貴公司前參與投標，頃因審計部函知貴公司違反政府採購法有圍標之情形。請於文到十日
內，繳還押標金新台幣 500 萬元，否則將逕予執行。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此函為行政處分
(B)依釋字第 540 號及「雙階理論(說)」，採購契約履約階段所生之爭議為私法事件，是以該
函須另取得執行名義，方可執行
(C)此函為事實行為
(D)此函為民法上催告之意思表示，非行政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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