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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分說明:本試卷 1-35 題，每題二分；36-45題，每題三分。

一、配合題 

(一)下列為刑事訴訟中所採取的制度、專有名詞與參與者，

請依題目敘述選出對應的答案。 

(A)公訴 (B)告訴 (C)告發 (D)自訴 

1. 犯罪被害人鑑驊向地檢署按鈴申告，請求追訴犯罪行為。 

2. 目擊到他人犯罪的銀方向警察局報案。 

3. 犯罪被害人誼融委任律師向法院提起刑事訴訟。 

4. 檢察官勝儒進行偵查後，向法院提起訴訟。 

(二)請依下列敘述，選出所採行的權利救濟方式。 

(A)訴訟外 

    和解 

(B)訴訟上 

    和解 

(C)調解 (D)仲裁 (E)訴訟 

5. 阿翔與灝子發生小擦撞，在警察局內達成…，但沒有強 

制執行力。 

6. 語塵與小欣因債務糾紛，在法官面前達成…，具有強制 

執行力。 

7. 瑄瑄與老闆大瑞發生勞資糾紛，向調解委員會聲請…。 

8. 阿富與阿達為避免工程糾紛，在契約中載明往後若有糾 

紛不透過法院。而是交付…，當事人須遵守其結果。 

二、是非題（正確畫 A、錯誤畫 B） 

9. 為了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能夠健全發展，政府制定《少 

年事件處理法》以保障其權益。 

10. 阿銳依法律規定將安非他命、海洛因、大麻等做為醫藥 

及科學研究用途，在法律上並不屬於犯罪。 

11. 刑事訴訟上，「被告未經證明有罪之前，推定其為無罪。」 

此為罪刑法定原則。 

12. 民事訴訟上，若上訴所得之利益未超過 100萬元者，不能 

上訴到最高法院。 

13. 少年法院（庭）若認為少年的犯罪情節輕微，或為未滿 

14歲者，可以免除刑罰，而讓其接受保護處分。 

14. 調解委員會免費為民眾進行調解服務。 

15. 民事訴訟採取不告不理原則，法院不會主動介入調查。 

16. 所有行政訴訟案件，皆由普通法院負責審理。 

17. 偷竊罪是最常見的少年犯罪行為。 

三、選擇題 

18. 與未滿幾歲的青少年發生性行為屬妨害性自主罪? 

(A)14 (B)15 (C)16 (D)18 歲。 

19. 下列何者是感化教育的執行處所? 

(A)育幼院 (B)兒童之家(C)中途學校(D)少年矯正學校。 

20.  (甲)少年有觸法行為        (乙) 檢察官起訴 

   (丙) 少年法庭審理處以刑罰 (丁)少年法庭調查 

  請將少年刑事案件的正確處理流程，按照先後順序排列。 

  (A)甲乙丙丁 (B) 甲丁乙丙 (C)甲乙丁丙 (D)丁甲乙丙 

21. 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的審級制度為何，請依順序選出正 

確答案? 

(A)三級三審制、三級三審制 (B)三級二審制、三級三審制 

(C)三級三審制、三級二審制 (D)二級三審制、三級二審制。 

22. 在廣播節目中，主持人珈玲說明今日邀請的來賓為少年法 

院張法官，將針對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規定進行訪談。下列

節錄的內容，何者最不符合該次訪談的主題？(A)珈玲：「請

談談日前發生的20歲學生校園恐嚇事件。」(B)張法官：「我

們經常會透過保護處分來代替刑事處罰。」(C)珈玲：「除

感化教育外，請法官說明其他的處理方式。」(D)張法官：

「訓誡、保護管束都是我們可能採取的作法。」 

23. 似齊對監理處所對她做出的交通裁決結果不服，開始進 

行行政訴訟，請問此行政訴訟的終審法院應為? 

(A)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B)高等行政法院 (C)最高行政

法院 (D)最高法院。 

24. 下列圖表是和解與調解的比較，請問圖表中甲、乙、丙 

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選項？ 

項目 
和解 調解 

訴訟外 訴訟上 訴訟外 

處理機關 無 甲 丙 

法律效力 乙 同法院判決 同法院判決 

   (A)法院、無、地方法院簡易庭(B)法院、契約效力、鄉 

鎮市調解委員會 (C)法院、契約效力、縣(市)調解委員

會 (D)警察局、契約效力、縣(市)政府。 

25. 剛滿 15歲的大東生長於單親家庭，因為家境困難而開始 

到餐廳打工，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根據《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大東屬於童工 (B)

老闆要求大東於國定假日不能休假，大東不得拒絕 (C)

餐廳生意很好需要人手幫忙，但老闆不得要求大東加班至

晚上九點 (D)如果老闆的行為違反《勞動基準法》的規

定，最重只會面臨罰鍰的處分。 

26. 下列哪些人若有犯罪行為，且觸犯《刑法》中最輕本刑 

為 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須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的

少年刑事案件程序處理？(甲)不須監護人同意，即可結婚

的鳴羨 (乙)就讀國二的淨仙 (丙)在餐廳半工半讀的童工

金玉 (丁)有公民投票權的燿霆 (A)甲乙 (B)甲丙 (C)

乙丙 (D)丙丁。 

27. 政府為了保障青少年權利，制定相關法律。下列相關敘 

述，何者正確？ (A)《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

定雖是可能有害身心健康的場所，但只要有監護人陪同，

少年還是可以前往 (B)《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不可雇用

未滿 16歲的人 (C)《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持有毒品

未違法 (D)《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保護兒童及少

年免於性剝削的危害。 

28. 就讀大學的浩克透過手機遊戲，認識了就讀國二的娜塔 

莎，兩人天雷勾動地火，成為情侶還發生了性行為，最後

東窗事發，被娜塔莎的父母發現。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

確？ (A)只要雙方你情我願，父母不得干涉 (B)只要雙

方父母同意即可，法律不得介入干涉 (C)浩克觸犯了妨害

秘密罪 (D)浩克會受到《刑法》處罰。 

29. 為準備公民課報告，同學們聚在一起討論，請問下列哪 

一位同學的敘述是正確的？ 

語情 著作權是一種智慧財產權。 

宛平 16歲的甜甜被父親帶到酒家，父親會遭社會局處罰。 

燕汀 
19歲偷竊的小新，可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以保

護處分 

領蕙 
可聲請調解的事項，包括民事事件及非告訴乃論的刑

事案件 

(A)語情、宛平 (B)宛平、燕汀 (C)宛平、領蕙 (D)語

情、領蕙。 

30. 琬妤想要在自家土地上蓋房屋，於是向縣政府申請，但縣 

政府遲遲不核發建築許可。琬妤認為縣政府已經損及自己

的權益，決定尋求合法的管道救濟。請問：琬妤可以使用

下列何種救濟管道？ (A)直接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B)需先向行政機關提出訴願 (C)可向少年法院提出民事

賠償 (D)可向行政機關提起請願。 

31. 新聞報導：「一名 16歲許姓高二生，三個月來陸續侵入 

國內網站、全球多個國家共一千多個網頁，遭警方查獲。」

下列關於許姓學生行為的敘述，何者正確？ (A)許姓學生

具有完全責任能力 (B)許姓學生侵入網頁的行為屬於非

告訴乃論，一定會被檢察官起訴 (C)許姓學生已犯《刑法》

妨害電腦使用罪 (D)因許姓高中生未滿 18歲，故此案件

應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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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身為現代公民，應該對權利意識和法律知識有正確的態 

度，請問：下列哪個人的說法是錯誤的？ (A)蜀瑥：「有

權力有救濟，政府立法保障的權利，應有相對應的權利救

濟管道。」 (B)以晶：「隨著資訊氾濫，現今少年的犯罪

年齡上升，而犯罪率下降。」 (C)太言：「法律保障關心

自身權益的人，因此必須保持積極主動的態度。」 (D)

敏智：「訴訟程序繁瑣且耗時傷財，是所有救濟途徑的最

後採行手段。」 

33.   

 

 

 

 

 

 

 

 

 

 

 

請問，圖中的「甲」不可能是下列哪一事件? 

(A)誹謗(B)偷竊事件(C)買賣糾紛(D)租賃契約。 

34. 儒傅向朋友借一部影集回家觀賞，影集內容與一件刑事案 

件有關，但因包裝盒破損，僅剩部分劇情說明可辨識，如

下表所示。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判斷，若將四張光碟片按照

案件處理的先後次序排列，則其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A)丙乙丁甲(B)丁丙乙甲(C)丙丁乙甲(D)乙丙甲丁。 

光碟 劇情說明 

甲 …只剩這個機會，法院能否推翻先前判決還他清白…。 

乙 …歷經多次開庭，地方法院的法官即將作出判決……。 

丙 …他因涉嫌殺人被提起公訴，該如何面對接下來……。 

丁 …雖然已決定上訴，但對於未來的結果並沒有把握…。 

35. 昭國蒐集了許多 

社會紛爭事件的 

資料，將其分類 

後，結果如右表 

所示。根據表中 

  資訊判斷，下列說明何者正確？(A)檢察官應主動進行偵查 

  的件數共40件(B)可經由和解方式直接解決的件數共35件   

  (C)應由普通法院進行訴訟審理的件數共65件(D)當事人可   

  聲請調解委員會調解的件數共75件。 

36. 新聞報導：「某知名人士疑似涉及不法活動，經檢察官偵查 

後起訴，全案目前正由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請問：對

於上述訴訟案件，法院最不可能出現下列何種判決結果？ 

(A) 處以有期徒刑 (B) 宣告褫奪公權 (C) 處以高額罰鍰 

(D) 沒收犯罪所得。 

37. 一個人在未定罪之前，都是無辜的！這是維護基本人權的 

重要觀念。請問：下列何者才能真正被視為「有罪之人」？ 

(A)在路上搶劫被路人逮個正著的現行犯青得 (B) 接到傳

票卻不願出面而被法院通緝的抬明 (C)上訴到最高法院仍

被判處死刑定讞的米苔目 (D) 經警方逮補查證屬實後被

移送法辦的小瑛。 

38. .甲、民得購買同學偷來的點數卡 — 竊盜罪  

 乙、菜頭在網路上惡意造謠中傷同學 — 誹謗罪  

 丙、發糕在賣場竊取文具用品 — 搶奪罪  

 丁、楷輪與同學無照騎機車並高速狂飆 — 公共危險罪  

 戊、棕薰用言語脅迫學弟交付金錢 — 公然侮辱罪  

 請問：以上配對，正確的共有幾項？  

 (A) 2 項 (B) 3 項 (C) 4 項 (D) 5 項 

39. 室尖遭國餘毆打，鄰居見狀立即向警方報案，請問從報案 

至最後定罪的順序如何排列？ 

 
40. 宋磬遇到棘手的事情，因此去請教好朋友百如大律師，百 

如說：「這類的事情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請判斷宋磬遇 

到的事件應屬下列何者？ (A)房客遲遲不付租金給宋磬 

(B)駭客入侵宋磬的電腦並竊取電腦中的資料 (C)市政府

認定宋磬的房子為違章建築，並要求宋磬自行拆除 (D) 宋

磬與市長科摺的轎車發生擦撞。 

41. 小嗯(13 歲)、小鎧(15 歲)、小城(16 歲)、小昊(19 歲)， 

四人在下課玩俗稱阿魯巴的遊戲讓同學器官毀敗，犯了重

傷害罪。(四人行為依法應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請問有

關四人可能面臨的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小嗯：

少年保護事件，由檢察官向少年法庭起訴，並施以感化教

育。 (B)小鎧：少年保護事件，由少年法庭法官偵查後審

理， 並施以感化教育。 (C)小城：少年刑事案件，由檢察

官偵查後向少年法庭起訴，並施以刑罰處罰。 (D)小昊：

少年刑事案件，由少年法庭偵查後審理，施以刑罰處罰。 

42. 人民訴訟權分為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三種類  

型。請問：下列何種糾紛所提出的訴訟類別與其他三者不

同？ (A) 女藝人與富商老公離婚及子女監護權官司 (B) 

陳律師依法繳所得稅卻被國稅局通知補稅 (C)王家姊弟因

為父親遺產分配不平告上法院 (D)消防員向酒駕肇事者請

求醫藥費等賠償金。 

四、題組題 

 

 

 

 

 

 

 

 

 

 

 

 

 

 

 

43. 上圖是某地方法院所發出的傳票，請問「甲」應為哪一 

類型的法庭? 

  (A)刑事法庭 (B)民事法庭(C)少年法庭(D)智慧財產法庭。 

44. 「乙」在法庭扮演的角色是? 

  (A)原告 (B)被告 (C)證人 (D)書記官。 

45. 此案件最終審應為哪一法院? 

  (A)最高法院 (B)最高行政法院 (C)高等法院 

  (D)高等行政法院。 

事件類別 件數（件） 

民事事件 35 

告訴乃論刑事案件 40 

非告訴乃論刑事案件 25 

甲 

甲 

乙 

20 

侵占遺失物罪 

(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