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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入場
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
試類組是否相符，如有不同
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否
則不予計分。 

2. 本試卷⼀一張雙⾯面共 50 題，
每題 2 分，限⽤用 2B 鉛筆在
「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
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
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3. 本項測驗禁⽌止使⽤用電⼦子計算
機。 

4. 答案卡務必繳回，違反者該
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1~10題

共同科⺫⽬目⼆二：法學緒論



1.對於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 
   ，以詐術使其發⽣生不正確 
   之結果，屬刑法何種罪章 
   之犯罪︖？ 
A. 妨害秩序罪  
B. 妨害⾃自由罪 
C. 妨害公務罪  
D. 妨害信⽤用罪

解析



2.司法院有多少位⼤大法官 
   ︖？ 
A. 11 ⼈人  
B. 13 ⼈人 
C. 15 ⼈人  
D. 17 ⼈人 

解析



3.有關⾏行政程序法之性質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基本上是程序法，僅少

部分屬實體法  
B. 主要在確認⼈人民與國家

間之垂直法律關係的過
程 

C. 非屬公法爭議解決的程
序  

D. 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
為所應遵守之程序

解析



典雅時尚擺飾⾦金⾺馬

原價2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6 5元  

特價1 5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6977403816


4.「無法律，無⾏行政」，係 
     指下列何種原則︖？ 
A. 法律優位原則  
B. 權利分⽴立原則 
C. 從新從優原則  
D. 法律保留原則  

解析



5.下列何者為民法的最⾼高 
   指導原理，學者稱之為 
 「帝王條款」︖？ 
A. 信賴保護原則  
B. 誠實信⽤用原則 
C. 禁⽌止權利濫⽤用原則  
D. 禁⽌止違反公益原則

解析



6.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 
   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 
   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 
   ，稱為： 
A. 類推適⽤用原則  
B. 限縮適⽤用原則 
C. 特別法優先普通法原則  
D. 除外適⽤用原則

解析



典雅時尚擺飾銀⾺馬

原價2 6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1 5元  

特價1 2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6977480811


7.按照我國現⾏行法之規定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內，關 
   於⼈人權保障之規定具有 
   下列何種法位階之效⼒力 
   ︖？ 
A. 憲法  
B. 法律 
C. ⾏行政命令  
D. 習慣

解析



8.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 
   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 
   ，此之契約稱為： 
A. ⾏行政契約  
B. 國際契約 
C. 私法契約  
D. 無名契約

解析



9.刑法緩刑的期間，至多幾 
   年︖？ 
A. ⼆二年  
B. 五年  
C. 七年  
D. ⼗〸十年

解析



典雅時尚擺飾酒架

原價2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6 5元  

特價1 5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6977652924


10.下列何項規定屬於任意 
     法之性質︖？ 
A. 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

不得拋棄 
B. 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

記，不得成⽴立 
C. 應付利息之債務，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 
D. 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

害者，處三年以上⼗〸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解析



1. C                 
解析： 
刑法第137條規定：「對於
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以
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其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前
項之未遂犯罰之。︒」此條
係規定於「第五章妨害公
務罪」中，故選C。︒

回到題⽬目



2. C                 
解析： 
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1項規
定：「司法院設⼤大法官⼗〸十五
⼈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
⼀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
華民國九⼗〸十⼆二年起實施，不
適⽤用憲法第七⼗〸十九條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
外，不適⽤用憲法第八⼗〸十⼀一條
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
定。︒」故選C。︒

回到題⽬目



3. A                 
解析： 
⾏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可分
為兩類：⼀一為實體法的規
定，⼀一為程序法的規定(參
湯德宗教授著《⾏行政程序
法論》)，故選A。︒

回到題⽬目



4. D                 
解析： 
「法律保留原則」係指若
沒有法律授權，⾏行政機關
即不能合法的作成⾏行政⾏行
為，亦即「無法律，即無
⾏行政」，故選D。︒

回到題⽬目



5. B                 
解析： 
「誠實信⽤用原則」為民法
的最⾼高指導原理，學者稱
之為「帝王條款」，故選
B。︒

回到題⽬目



6. C                 
解析： 
法規對於其他法規所規定
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
定者，應優先適⽤用之，此
稱為「特別法優先於普通
法原則」，故選C。︒

回到題⽬目



7. B                 
解析：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
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
效⼒力。︒」故選B。︒

回到題⽬目



8. A                 
解析： 
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
設定、︑變更或消滅之，此
契約稱之為「⾏行政契約」
(⾏行政程序法第135條參照)  
，故選A。︒

回到題⽬目



9. B                 
解析：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
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
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
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刑法第74條參照)，故選
B。︒

回到題⽬目



10. C                 
解析： 
所謂「任意法」係指當事
⼈人得預先表⽰示反對意思，
以免其適⽤用。︒民法第203條
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
分之五。︒」本條屬任意規
定，故選C。︒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