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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五等考試　　類科：各科別、各類科　　科目：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一、單選題 
 1.（　） 下列選項，與「贈人玫瑰之手，經久猶有餘香」意旨最接近的是：

（A）推己及人（B）將心比心（C）為善最樂（D）有福共享
 2.（　） 關於委託他人轉交書信的「託帶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發、帶信人是平輩，受信人是長輩，可用「面交」
（B）帶信人是平輩，發、受信人是平輩，可用「面呈」
（C）發、帶信人是平輩，受信人是晚輩，可用「敬請擲交」
（D）發、帶信人是平輩，受信人是晚輩，可用「敬請○世伯　袖交」

 3.（　） 小華的老師王老先生過世了，下列輓辭何者適合？
（A）懿德長昭（B）淑教流徽（C）端木遺風（D）立雪神傷

 4.（　） 下列文句，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A）這盞水晶燈相當華麗，一定能讓您的居室「蓬蓽生輝」
（B）這個議題大家都不說話，不如請您先「拋磚引玉」，給點建議
（C）我並沒有什麼能力，不過是「因人成事」，不值得大家這樣誇獎
（D）我一直打電話向父親「耳提面命」，父親才終於記得幫我買飲料回來

 5.（　） 「一簾風雨王維畫，四壁雲山杜甫詩」，根據以上對聯內容判斷，下列選項何者
錯誤？

（A）面對對聯，「一簾風雨王維畫」應掛左邊
（B）此聯數字、人名、詞性皆兩兩相對，對仗工整
（C）此聯符合對聯「平開仄合，仄起平收」的通例原則
（D）具名落款應寫在聯語「四壁雲山杜甫詩」的左半部

 6.（　） 下列文句與配對的成語，意義最相近的是：
（A）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腆顏借命
（B）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簞瓢屢空
（C）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言行相顧
（D）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據義履方

 7.（　） 下列選項，何者不是用來比喻人們對時間的感受？
（A）三豕涉河（B）白駒過隙（C）兔走烏飛（D）電光石火

 8.（　）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意旨？

（A）不在乎天長地久，只求曾經擁有 （B）心境若轉變，則處處皆是桃花源
（C）桃源祕境一旦離開，就無法重返 （D）世事無常，不斷追求尋訪亦枉然

「我們只求外在物質的『擁有』，而不求內心世界的『享有』，人人像那個武

陵溪迷路的漁郎，以為必須進入桃花源才是生活的幽境，於是整日尋訪，處處

問津，若有一天收心定神，才明白自己窩居的公寓一角，又何嘗不是『洞裡桃

花日日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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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	
（A）	錯誤，懿德長昭：本指稱婦人的美德行誼，永垂後世。用於哀輓女喪的題辭。

（B）	錯誤，淑教流徽：用於哀悼師母或女老師的輓聯題辭。

（C）	錯誤，端木遺風：用於哀輓商界喪者的輓辭。端木，即子貢，因為子貢姓端木，名

賜。善於經商，有口才，名列孔門四科中的言語科。之後哀輓商人，即借子貢之

名，言喪者有端木經商的長才。

（D）		正確，立雪神傷：立雪，指宋代游酢、楊時拜見程頤，剛好碰上他坐著小睡，二人

不敢驚動，便站著等待，程頤醒來時，門外已下雪一尺多深。（典出《宋史‧楊時

傳》）後用以比喻尊敬師長和虔誠向學。用於哀悼師長喪的輓辭。

題旨有明確說是「老師」與「王老先生」，故答案為（D）。

 4. （C）	
（A）	錯誤，「蓬蓽生輝」：蓬蓽，指窮人住的房子，亦謙稱自己的住宅。用以形容貴客

來訪令主人感到增光不少。

（B）	錯誤，「拋磚引玉」：拋出磚去，引回玉來。比喻用自己不成熟的意見或作品引出

別人更好的意見或好作品。比喻自己先發表粗淺的見解或行動，來引出別人的美好

言論或行為。（語出《景德傳燈錄．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題目中是要先請他人

發言，故不能說對方的話是不成熟的意見，是用在自己身上，表示謙辭。

（C）	正確，「因人成事」：因，依靠之意。指依靠別人的力量辦成事情。表示此事的成

功不只是自己的功勞，還有大家的協助。

（D）	錯誤，「耳提面命」：耳提，揪著對方耳朵提醒；面命，當面告訴。耳提面命形容

對人懇切教誨、叮嚀。（語本《詩經．大雅．抑》）就題旨來看，兒子不可以這樣

對父親說話，故錯誤。

 5. （A）	
對聯規則

1.	 字數相等：上下聯的字數要相等。

2.	 平仄相反：上下聯中相同位置的字，平仄最好相反，但有時後未顧及文意的順暢，只

需要最後一個字平仄相反即可。上聯最後一個自是仄聲，下聯最後一個字是平聲，口

訣：「仄起平收」。

3.	 對偶工整：上下聯相同位置的詞語詞性必須一致，如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

判斷上下聯：平仄：上聯最後一個自是仄聲，下聯最後一個字是平聲。

對聯右邊的稱上聯，左邊的稱下聯。上聯和下聯合成一個整體，就稱為一副對聯。特別要

注意：平開仄合：第二字用平，第四字用仄。

（A）	錯誤，「畫」為仄聲，此句應是上聯，所以要掛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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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等別：五等考試　　類科別：各類科

科目：公民與英文

 36.（　） I need to lose weight, but I hate eating low-fat foods because they do not ______ like 
the real foods. 
(A)bite　(B)bake　(C)cook　(D)taste

 37.（　） Students should avoid ______ while watching television because a majority of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silence is best for study. 
(A)study　(B)studying　(C)to study　(D)to be studying 

 38.（　） Sam ______ a lasting friendship with the girl he sat next to in elementary school. 
(A)take　(B)took　(C)form　(D)formed 

 39.（　） The little girl was ______ because she couldn't tie her own shoes. 
(A)frustrated　(B)unexpected　(C)fascinated　(D)unassisted

 40.（　） I really ______ everything my parents have done to help me successfully get through 
my college education. 
(A)affect　(B)express　(C)appreciate　(D)experiment 

請依下文回答第41題至第45題：
Planning a vacation with family members can be a stressful situation if everyone going on 

the trip has different interests.   41   ,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a place that provides activities that 
all will enjoy. It won't be a good family vacation if only one person is having all the fun while   42   
feel bored. For example, if the kids want to   43  a ski trip, but you don't ski, consider other options 
at that place, such as ice skating, or visiting a spa. While it is   44   to pursu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in a family trip, planning some time together every day is also important. After all, 
a family vacation is all about spending   45   time with loved ones. A family vacation will not be 
complete without creating lasting memories together.

41.（　） (A)Besides　(B)Therefore　(C)However　(D)Otherwise
42.（　） (A)other　(B)others　(C)another　(D)the others
43.（　） (A)go　(B)take　(C)come　(D)dream
44.（　） (A)dull　(B)funny　(C)fine　(D)bad
 45.（　） (A)quality　(B)quantity　(C)height　(D)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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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
翻譯： 這個小女孩 很沮喪 ，因為她不能繫自己的鞋。

(A) frustrated  (a.)灰心的，沮喪的 (B) unexpected  (a.)出乎意料的，想不到的 

(C) fascinated  (a.)極感興趣的；入迷的 (D) unassisted  (a.)沒有任何(人)幫助的

解析： 根據語意，小女孩不能做綁鞋帶(couldn't tie her own shoes)，應該會是心情不好

的，故答案應選(A)。

備註：frustrated (a.)灰心的，沮喪的

 40. (C)
翻譯： 我真的很 感謝 我的父母所做的一切，幫助我順利通過我的大學教育。

(A) affect  (v.)影響 (B) express  (v.)陳述；表達

(C) appreciate  (v.)欣賞；感謝 (D) experiment  (v.)進行實驗；試用

解析： 根據語意，得到help(幫助)而後successfully get through my college education(成功

的完成大學教育)應該是(appreciate)心懷感激，故答案應選(C)。

備註：successfully (ad.)成功地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翻譯： 如果每個去旅行的家庭成員都有不同的興趣，那麼計畫與家人一起計度假會是一個

充滿壓力的情況。因此，重要的是要考慮一個提供所有人都會有喜歡的活動的地

方。如果只有一個人享受所有的樂趣而其他人都感到無聊，那這不會是一個好的家

庭旅遊。例如，如果孩子們想要來一個滑雪之旅，但是你不滑雪，那你可以考慮在

那個地方做其他選擇，例如滑冰或去水療中心。雖然在家庭旅行中追求不同的興趣

和活動是很好的，但每天計劃一些時間相處在一起也很重要。畢竟，家庭度假就是

與相愛的共度美好的時光。如果沒有共同創造永久的回憶，家庭度假將不會完整

的。

※備註：

consider (v.)認真考慮，斟酌，細想
after all畢竟

 41. (B)
翻譯： (A)Besides而且；除…之外還有 (B)Therefore因此，因而，所以

(C)However不管怎樣，無論如何 (D)Otherwise否則，不然

解析： 根據語意，空格前句(Planning a vacation with family members can be a stressful 

situation if everyone going on the trip has different interests.)是在講問題(因)，後句

則…(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a place that provides activities that all will enjoy.)是

在講解決問題的方法(果)，前後是因果關係，故答案應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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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五等考試　　類科：錄事　　科目：法學大意

 1.（　） 依現行刑法規定，下列何種制裁為從刑？
（A）罰金（B）保安處分（C）追徵、追繳或抵償（D）褫奪公權

 2.（　） 有關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適用
（B）普通法經修正後，仍優先適用特別法
（C）普通法與特別法的區分有絕對的標準
（D）在同一法典中，亦可能存在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係

 3.（　） 法律適用之三段論法，形式上不包括下列何者？
（A）大前提（B）小前提（C）結論（D）陳述意見

 4.（　）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罰法所定之警告性處分？
（A）告誡（B）記點（C）公布姓名或名稱（D）輔導教育

 5.（　） 下列何種事項不得以自治條例規定？
（A）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B）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
（C）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D）刑事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

 6.（　）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由中央主管機關、立法院或監察院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審理
（B）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應宣告違憲
（C）被宣告解散之政黨，不得成立目的相同之代替組織
（D） 被宣告解散之政黨，其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立法委員，自判決生效時起

喪失其資格

 7.（　）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化粧品廣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與公益形成無關，屬於不受憲法保障之商業性言論
（B）若廣告內容虛偽不實，則不受憲法保障
（C）國家為保障國民健康，可對此類廣告進行事前審查
（D） 化粧品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影響輕微，故國家不得對此類廣告加以管

制

 8.（　）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條文之修改，下列何者逾越修憲之界限？
（A）將立法委員之政黨比例代表總席次減少 1人
（B）將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修改為完全採取相對多數決制
（C）將立法委員選舉制度從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修改為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
（D）將我國之國體修改為君主立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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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不適用憲法第 174 條之規定。

憲法第 63條：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

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憲法增修條文 2條 2項：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

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釋字第

541 號之意旨：「…現行憲法增修條文既已將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人事之任命程序改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基於憲法及其歷次增修條文之一貫意旨與其規範整體性

之考量，人事同意權制度設計之民意政治原理，司法院第六屆大法官於九十二年任期屆滿

前，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出缺時，其任命之程序，應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

任命之。」

綜上所述，本題應選（A）。

 10. （D）
依照釋字第614號解釋：「憲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則乃現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不僅規

範國家與人民之關係，亦涉及行政、立法兩權之權限分配。給付行政措施如未限制人民之

自由權利，固尚難謂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惟

如涉及公共利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等重大事項者，原則上仍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

之授權為依據，主管機關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所訂定之法規命令，其屬給付性質者，亦應受相關憲法原則，尤其是

平等原則之拘束（本院釋字第五四二號解釋參照）。」

可知本題應選（D）。

 11. （C）
依照釋字第 649 號解釋：「查視障非屬人力所得控制之生理狀態，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

係以視障與否為分類標準，使多數非視障者均不得從事按摩業，影響甚鉅。基於我國視障

者在成長、行動、學習、受教育等方面之諸多障礙，可供選擇之工作及職業種類較少，其

弱勢之結構性地位不易改變，立法者乃衡酌視障者以按摩業為生由來已久之實際情況，且

認為視障狀態適合於從事按摩，制定保護視障者權益之規定，本應予以尊重，惟仍須該規

定所追求之目的為重要公共利益，所採禁止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手段，須對非視障者之

權利並未造成過度限制，且有助於視障者工作權之維護，而與目的間有實質關聯者，方符

合平等權之保障。」

可知本題應選（C）。

 12. （A）
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由公民以普通選舉原則、平等選舉原則、直接選舉原則、無記名

投票原則選舉產生。選制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並立制。

單一選區兩票制（single-district� two-votes�system），又稱「混合制」（mixed-member�

system），是一種在民主政治中，結合了比例代表制和多數代表制（小選區制）的選舉制

度。選民需要投兩票，一票投候選人（地方代表），一票投選政黨，用來決定選舉最終的

當選席次總數。

可知本題應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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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
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
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等別：五等考試　類科：各類科　科目：公民與英文

 1.（　） 聯合國「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第 4條規定：「文化多樣性之維護與人性尊嚴之
尊重是不可劃分的，此意味著對人權與基本自由之承諾。」依上所述，下列何項

推論之敘述最為正確？

（A）文化權與基本人權、尊嚴之重要性不相上下

（B）聯合國人權宣言的存在是文化多樣性的根本

（C）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的地位比各國憲法還高

（D）單一文化的國家都違反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2.（　） 每年 12月卑南族都會舉行「大獵祭」的年祭活動，其活動不只是打獵，還包括
除喪（慰問喪家）與成年禮儀式。因此政府將 12月 31日訂為卑南族的歲時祭儀
放假日，以方便散居各地的族人會返家團聚。上述政府的作法具有何種意涵？

（A）提升我國國民文化品味  （B）提升主流文化的同化效果

（C）加強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D）加強原漢文化融合的效果

 3.（　） 現代社會中成立有許多與家庭相關的支持性民間團體，下列各組織與服務對象的
配對組合，何者正確？

（A）家扶基金會—獨居長者

（B）世界展望會—貧困兒童

（C）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受虐兒

（D）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家事服務

 4.（　） 某學者主張每個人在不同發展階段都有特定的問題及挑戰，且要面臨不同的衝突
與危機。若能處理得當，將有助於下一個階段的發展。依上所述推斷，該學者應

是指下列何者？

（A）顧里 （B）米德 （C）佛洛伊德 （D）艾瑞克森

 5.（　） 大眾運輸工具的博愛座是針對老弱婦孺的需求而設計，在我國社會乃形成讓座
文化，因此一般人在搭車時看到老弱婦孺都會主動讓座。上述若依學者米德

（Mead）的理論來看，其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A）鏡中自我 （B）理想的超我 （C）重要他人 （D）概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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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公民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

員考試試題－司法人員及國家安全情報人員五等各類科

題數 35

題序 01　－　10 11　－　20 21　－　30 31　－　35

答案 ACBDDADDCD BBCBBDCBBC DBABDCBBBD ADACC

備註

解析

 1. （A）
1.	題幹聯合國「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第 4條之主旨乃在表明「人權是文化多樣性的保

障」。亦即欲保有世界文化之多樣性，其前題就是「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特別是

尊重少數人群體和土著人民的各種權利。任何人不得以文化多樣性為由，損害受國際

法保護的人權或限制其範圍。

2.	而基於「文化多樣性」即「文化權」之體現。今該宣言強調欲保有文化多樣性則須尊

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可知「文化權」與「基本人權」彼此之間其實是存在著一定的「依

存性」，兩者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2. （C）
（A）	錯誤：題幹卑南族之年祭，其性質就我國文化而言應屬於原住民之「次文化」，較

非可提升文化品味的「精緻文化」。

（B）	錯誤：卑南族之年祭屬原住民之「次文化」而非主流文化下，其並無法達到提升主

流文化的同化效果。

（C）	正確：政府特別訂定卑南族歲時祭儀放假日的做法，表現出「多元文化主義」中對

文化差異的肯定與認同，認為不同族群的文化，皆有一定的價值。並使各族群都能

保有並發展其文化之權利。此正是一種對多元文化表示尊重的表現。

（D）	錯誤：題幹政府的作法純粹是表達對原住民文化的尊重，其並無強制要求一般民眾

（漢人）一定要參與該年祭活動。故加強原漢文化融合應非政府此項原住民政策的

目的。

 3. （B）
（A）	家扶基金會—其服務對象主要為 18歲以下弱勢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經濟扶助」

及「兒童保護」則為該會兩大服務主軸。選項「獨居長者」之關懷照顧服務主要為「各

縣市社會局」之業務。

（B）	世界展望會—其為目前全球最大的非官方兒童關顧機構。主要服務對象為貧困兒童，

並擴及至其他受苦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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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年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 五等考試　　科目：刑事訴訟法 

 1.（　）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並非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應即開始偵查或
調查之事由？

(A) 司法警察依法逮捕現行犯後，解送檢察官
(B) 被害人向司法警察官提起告訴
(C) 檢察官依法相驗後，發現有犯罪嫌疑
(D) 外國人向我國駐外代表處請求追訴刑法第116 條或第118 條之罪

 2.（　） 下列關於自首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自首，應以書狀或言詞向法院為之
(B) 自首以言詞為之者，應製作筆錄
(C) 為便利言詞自首，得設置申告鈴
(D) 自首方式係用自行投案或託人代行，均無限制

 3.（　） 對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的「無罪推定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B) 檢察官之職責為起訴被告，起訴後檢察官即不負舉證責任，而應由被告舉證
證明自己無罪

(C)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D) 法院形成確信有罪判決之心證前，應保護被告免於受有罪之預斷

 4.（　） 有關刑事訴訟法中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依刑事訴訟法第230 條第2 項、第231 條第2 項規定，司法警察（官）亦具有
先行調查權，而屬於偵查主體之一

(B) 檢察官於依刑事訴訟法第228 條第1 項知有犯罪嫌疑者，開始偵查後，得請求
司法警察（官）協助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但不得命司法警察提出報告

(C) 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移送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者，不
得將卷證發回，亦不得發交其他司法警察（官）調查，僅得命檢察事務官補

足調查

(D) 刑事訴訟法第229 條第1 項規定之司法警察官，應將調查之結果，移送該管檢
察官；如接受被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除有特別規定外，應解送該管檢

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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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正確，刑事訴訟法第229條（協助檢察官偵查之司法警察官）第2項規定：「Ⅱ前項司

法警察官，應將調查之結果，移送該管檢察官；如接受被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

除有特別規定外，應解送該管檢察官。但檢察官命其解送者，應即解送。」

 5. （A） 
1. 具結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對於不令具結之證人，應告以當據實陳述，不得

匿、飾、增、減。」

	 故(A)錯誤，此項規定係針對「不另具結之證人」，得本題答案。

2. 訊問之態度：
	 刑事訴訟法第98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

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故(B)正確。

3. 錄音、錄影資料：
	 刑事訴訟法第100-1條第1項規定：「Ⅰ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

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故(C)正確。

4. 被告陳述之記載：
	 刑事訴訟法第100條規定：「被告對於犯罪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並其所陳述有

利之事實與指出證明之方法，應於筆錄內記載明確。」故(D)正確。

訊問：是刑事訴訟中法官或檢察官為查明事實，而向被告發問的一種調查證據方式。這與

接受司法警察「詢問」時的身分是犯罪嫌疑人，有所區別。

 6. （C） 
1. 辯護人之閱卷、抄錄、重製或攝影：
	 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規定：「Ⅰ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

重製或攝影。」故(A)正確。

2. 辯護人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
	 刑事訴訟法第33-1條第1項規定：「Ⅰ辯護人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故(B)正確。

3. 不服駁回處分之聲請交付審判：
	 刑事訴訟法第258-1條第2項規定：「Ⅱ律師受前項之委任，得檢閱偵查卷宗及證物

並得抄錄或攝影。但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或禁止

之。」

	 故(C)錯誤，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不得檢閱卷宗。得本題

答案。

4. 交付審判程序之準用：
	 刑事訴訟法第258-4條規定：「交付審判之程序，除法律別有規定外，適用第二編第

一章第三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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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年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 五等考試　　科目：民事訴訟法 

 1.（　） 甲之住所在高雄，乙之住所在臺南，甲出售位於花蓮之 A地予乙。契約生效後，
甲拒絕將 A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乙乃主張該買賣契約之請求權，訴請甲移
轉登記 A地之所有權。此訴訟之管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臺南地方法院有專屬管轄權　　(B)花蓮地方法院有專屬管轄權
(B)臺南地方法院有任意管轄權　　(D)花蓮地方法院有任意管轄權

 2.（　） 關於民事訴訟代理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B)可由當事人以言詞委任，經法院書記官記明筆錄
(C)就其受委任之事件為捨棄或認諾，須受有得為此等行為之特別委任，方得為之
(D)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者，該訴訟代理人得代理
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不受特別委任之限制

 3.（　） 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訴訟標的價額之計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原則上其價額合併計算
(B) 若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
(C) 以一訴附帶請求其損害賠償者，併算其價額
(D) 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者，不併算其價額

 4.（　） 關於准予訴訟救助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准予訴訟救助，於假扣押不生效力
(B) 准予訴訟救助，於抗告亦有效力
(C) 准予訴訟救助之效力，不因受救助人死亡而消滅
(D) 准予訴訟救助，於訴訟終結前，仍須供訴訟費用之擔保

 5.（　） 關於送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送達時，原則上應向其全體法定代理人送達
(B) 訴訟代理人受送達權限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理人送達，但審判長認為
必要時，得命送達於當事人本人

(C)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外國法人，應向該外國法人在外國之代
表人或管理人送達

(D) 關於商業之訴訟事件，送達得向經理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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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

 ● 訴訟代理人

根據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法定代理人的委託，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訴訟行為的，稱為

「訴訟代理」；行使訴訟代理權的人，稱為「訴訟代理人」。

1.	 訴訟代理人之限制

	 (A) 民事訴訟法第 68條第 1項規定：「訴訟代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但經審判長許可

者，亦得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2.	 委任訴訟代理人之方式

	 (B) 民事訴訟法第 69條第 1項規定：「訴訟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訴訟行為時，提出委

任書。但由當事人以言詞委任，經法院書記官記明筆錄，或經法院、審判長依法選任

者，不在此限。」

3.		訴訟代理人之權限

	 (C) 民事訴訟法第 70條第 1項規定：「訴訟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

為之權。但捨棄、認諾、撤回、和解、提起反訴、上訴或再審之訴及選任代理人，非

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

	 (D) 民事訴訟法第 70-1 條第 1項規定：「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者，該訴訟代理人得代理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但不得為捨棄、認諾、

撤回或和解。」

	 據此得選項 (D) 錯誤，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者，該訴訟

代理人得代理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受特別委任之限制 (不得為捨棄、認諾、撤回

或和解。)，(D) 為本題答案。

 3. （C） 

 ● 數項訴訟標的價額之計算

民事訴訟法第 77-2 條規定：「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

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

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

據此得本題答案為選項 (C)。

 4. （B） 

 ● 訴訟救助 :乃我國考量當事人資力不足，基於公平法院之考量，保護資力不足之當事
人亦有使用訴訟之權利，所為之民事訴訟上及行政訴訟上之規定，必須以非無勝訴之

望的案件為前提、向受訴法院聲請、就無資力釋明為要件。

1.		訴訟救助之效力

	 (A)、(B)民事訴訟法第111條規定：「准予訴訟救助，於假扣押、假處分、上訴及抗告，

亦有效力。」

	 據此得：

	 選項 (A) 有誤：准予訴訟救助，於假扣押生效力。

	 選項 (B) 正確，得本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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