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年特種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科⺫⽬目：公⺠民01

五等(⼀一般行政)

⾮非讀不可 FIEB



※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
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
⽤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
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
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10題



1.⼩小玲某⽇日逛百貨公司，因  
   看到⾃自⼰己喜愛的⼿手錶，但  
   ⼜又因⾝身上所攜帶的金錢不  
   ⾜足，於是便順⼿手牽⽺羊，被  
   店員發現後將其移送法辦  
  。承審法官因念⼩小玲為初  
   犯，且所犯之罪⼜又為輕微  
   案件，在符合法律規定下  
  ，法官可為何種宣告？  

A. 假釋  
B. 緩刑  
C. 不起訴  
D. 緩起訴

解析



2.下列對於⺠民事訴訟的相關 
   敘述，何者正確？ 

A. 採⽤用職權進行主義  
B. 訴訟費⽤用由原告⾃自行負
擔 

C. 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任 
D. 損害賠償責任以回復原
狀為原則，金錢賠償為
例外

解析



3.與其他⺠民主法治國家相同 
  ，我國的法律體系呈現金 
   字塔形層級構造，請問這 
   種「金字塔形的法律位階 
   」層級，主要乃是以下列 
   何者作為劃分的依據？ 

A. 修改程序  
B. 解釋機構  
C. 施行效力  
D. 制定機關

解析



法國P E L L I O T⼾戶外防曬⾐衣

原價2 4 9 5  

特價6 4 0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37673045987.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29.t4j6IW&id=37673045987&skuId=42651158219&areaId=310100&cat_id=2&rn=358a273b586e74514a5a3278f198f355&user_id=876583493&is_b=1


4.下列那些行為屬於我國⺠民 
   法規範的範圍？①養⽗父⺟母 
   收養⼦子女 ②犯罪的構成要 
   件③訂定買賣契約 ④⼤大法 
   官釋憲程序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解析



5.為防治家庭暴力行為及保 
   護被害⼈人權利，依《家庭 
   暴力防治法》，被害⼈人可 
   以向那⼀一機關聲請保護令 
   ？  

A. 法院  
B. 警察局 
C. 各縣市家庭暴力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D. 行政院家庭暴力及性侵
害防治委員會

解析



6.透過公正第三⼈人居中協調 
   的制度，經雙⽅方當事⼈人同 
   意並作成書⾯面送交法院核 
   定後，其與法院的確定判 
   決，具有相同的效力。請 
   問這是何種權利救濟的⼿手 
   段？  

A. 和解  
B. 調解  
C. 仲裁  
D. 訴訟

解析



⼾戶外運動防曬⾐衣

原價1 5 0 0  

特價8 9 5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525971223310.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36.oqok06&id=525971223310&skuId=3131207534784&areaId=310100&cat_id=2&rn=f728e273e4c827404530e740a0ad2c5a&user_id=648476316&is_b=1


7.⺩王⼤大明的兒⼦子娶了李⼤大⽅方 
   的女兒，⺩王、李兩家聯姻 
  ，⺩王⼤大明與李⼤大⽅方互稱 
  「親家」，請問⺩王⼤大明與 
   李⼤大⽅方在《⺠民法》中的親 
   屬關係是下列何者？ 

A. 直系姻親  
B. 旁系姻親  
C. 旁系⾎血親  
D. 沒有親屬關係

解析



8.憲法是⼈人⺠民權利的保障書 
  ，政府的施政作為不可逾 
   越憲法規範，為確保政府 
   權力符合憲法之要求，⺠民 
   主法治國家常透過下列何 
   種制度來達到⺫⽬目的？ 

A. 選舉罷免  
B. 公⺠民投票  
C. 創制複決  
D. 違憲審查制度或釋憲

解析



9.在⺠民事私法領域內，尊重  
   每⼀一個⼈人的⾃自主性，只要  
   不違反法律規定、公共秩  
   序與善良⾵風俗等，當事⼈人  
   皆可在法律限制的範圍內  
  ，依憑個⼈人的意思表⽰示，  
   決定個⼈人的行為會產⽣生何  
   種法律效果。上述說法旨  
   在說明下列何種概念？  

A. 所有權絕對原則  
B. 法律優越原則  
C. 誠實信⽤用原則  
D. 私法⾃自治原則

解析



情侶⼾戶外超薄防曬⾐衣

原價9 9 0  

特價2 5 0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529210400505.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43.oqok06&id=529210400505&skuId=3151736705796&areaId=310100&cat_id=2&rn=f728e273e4c827404530e740a0ad2c5a&user_id=1121039694&is_b=1


10.芳芳未婚⽣生⼦子，在孩⼦子出 
    ⽣生後才與孩⼦子的⽗父親辦理 
    結婚⼿手續，這孩⼦子在法律 
    上原本被視為⾮非婚⽣生⼦子 
    女，在其⽗父⺟母結婚後視為 
    婚⽣生⼦子女，這樣的程序依 
    據《⺠民法》規定稱為什麼 
    ？ 

A. 準正  
B. 認領  
C. 收養  
D. 認養

解析



1. B                  
解析： 
1. 「假釋」的前提是已經
受徒刑的執⾏行。︒ 

2. 初犯且所犯之罪又輕微，
法官可以依法宣告「緩
刑」。︒ 

3. 「不起訴」及「緩起
訴」皆是檢察官所為，
不是法官所宣告。︒

回到題⽬目



2. D                  
解析： 
1. 民事訴訟原則上採「當事
⼈人進⾏行主義」，也就是由
當事⼈人進⾏行主導，A錯誤。︒ 

2. 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
⼈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
條)，B錯誤。︒ 

3. 民事訴訟由「當事⼈人」負
舉證之責任，C錯誤。︒ 

4. 民事訴訟之損害賠償責任，
以「回復原狀為原則，⾦金
錢賠償為例外」，D正確。︒

回到題⽬目



3. C                  
解析： 
⾦金字塔形的法律位階依次為
「憲法」、︑「法律」、︑「命
令」，主要是以「施⾏行效
⼒力」作為劃分的依據。︒

回到題⽬目



4. B                  
解析： 
1. 「犯罪的構成要件」屬
於我國刑法規範的範圍 
。︒ 

2. 「養⽗父母收養⼦子女」及
「訂定買賣契約」屬於
我國民法規範的範圍。︒ 

3. 「⼤大法官釋憲程序」屬
於我國憲法、︑⾏行政法規
範的範圍。︒

回到題⽬目



5. A                  
解析：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
條、︑第11條規定，被害⼈人可
以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回到題⽬目



6. B                  
解析： 
透過公正第三⼈人「居中協
調」的制度，經雙⽅方當事⼈人
同意並作成書⾯面送交法院核
定後，其與法院的確定判決，
具有相同的效⼒力。︒此種權利
救濟⼿手段為「調解」。︒

回到題⽬目



7. D                  
解析： 
「親家」屬於「⾎血親之配偶
之⾎血親」，依我國民法之規
定，不屬於「姻親」，故
「沒有親屬關係」，D正
確。︒

回到題⽬目



8. D                  
解析： 
為確保政府權⼒力符合憲法的
要求，民主法治國家常會透
過「違憲審查制度或釋憲」
來達到⽬目的，D正確。︒

回到題⽬目



9. D                  
解析： 
「私法⾃自治原則」是指在民
事私法領域內，因為尊重每
⼀一個⼈人的⾃自主性，所以只要
不違反法律規定、︑公序良俗
等，當事⼈人即可在法律限制
的範圍內，依憑個⼈人的意思
表⽰示， 決定個⼈人的⾏行為會產
⽣生何種法律效果，D正確。︒

回到題⽬目



10. A                  
解析： 
依民法第1064條規定：「非
婚⽣生⼦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
婚者，視為婚⽣生⼦子女。︒」此
種情形稱為「準正」，A正
確。︒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