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公民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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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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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哪種行為應負起民事責任？ (A)為了方便找工作，自行塗改身分證上的年齡 (B)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
寧者 (C)一時不小心把朋友的古董花瓶打破了 (D)由於四、五月的課稅繁重，決定漏報所得稅。
）《民法》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關於《民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民法》是規範人和人之間財產和身分的權利及義務關係 (B) 《民法》規定，男未滿 18 歲或女未滿 16 歲，
不得訂婚 (C) 只有在買賣東西時才和《民法》有關聯 (D) 《民法》規定結婚有公開儀式才算有效
）臺大法律系上課時，教授請學生發表對行政法規的敘述，下列哪位學生的說法錯誤？ (A)政府的行政行為皆須遵
守「依法行政」原則 (B)政府科處罰金、拘役等處分，通稱「行政罰」 (C)政府對通過駕照考試者核發駕照，是
行政處分 (D)政府得對違反交通法規之車輛開處罰單。
）請問在《民法》中關於結婚的規定，下列哪些敘述正確？ (Ａ)當男生滿 17 歲，女生滿 15 歲時，可訂定婚約，婚
約可請求強制履行 (Ｂ)根據 2008 年的《民法》修正，結婚必須公開宴客才具有效力 (Ｃ)結婚由雙方當事人向
戶政機關登記，才具有效力 (Ｄ)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一人以上之證人簽名
）小欣是 13 歲的國一學生，在便利商店偷漫畫書，經店家發現交給警方。在上述事件中，小欣的刑事責任為何？ (A)
有期徒刑 (B)罰金 (C)拘役 (D)不罰。
）下列哪些屬於「限制責任能力者」？(甲)未滿 14 歲的人(乙)滿 80 歲的人(丙)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
行為違法者(丁)瘖啞人 (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乙)(丁)。。
）18 歲的小琪買了新房子， 並完成相關手續， 父母知情後雖不同意， 但買賣契約仍然有效； 19 歲的佩林買了昂
貴的名牌包， 但因某些原因， 此交易行為無效。 根據上述內容判斷， 文中二人的情形最不可能是下列何者？
(A) 小琪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
(B) 佩林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
(C) 小琪的婚姻狀況為已婚
(D) 佩林遭受
了監護宣告。
）國家藉由刑罰來制裁犯罪行為。依照我國刑法規定，請問：屬於「剝奪財產」的刑罰的有哪些？ (A) 罰鍰、罰金
(B) 罰金、金錢賠償 (C) 沒收、罰金 (D)損害賠償、沒收。
）公民課在上《民法》課程時，老師要求四名同學對於國中生的「行為能力」列舉出相關的例子。下列何者的舉例
不符合法律規定？(Ａ)娜美：我使用壓歲錢購買參考書不需要跟父母親報備 (Ｂ)薇薇：我可以用父母親所給我的
錢去購買文具 (Ｃ)索隆：只要車行老闆同意，我可以用零用錢分期付款購買機車 (Ｄ)妮可：同學送我的聖誕禮
物，我可以大方接受。
）下列何者屬於民法規範中的財產關係？(A)春嬌與志明結婚 (B)春嬌生下女兒阿娟 (C)志明租店面開餐廳 (D)志明為
了遺產繼承與親戚爭吵
）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在《刑法》上有負擔刑事責任的能力與資格，依據我國《刑法》的規定，下列哪一人的犯罪
行為，依其年齡符合無刑責的範圍？
(A) 13 歲的胖虎在公共場所公然侮辱靜香 (B) 16 歲的大雄在手機行竊取手機，被移送法辦 (C) 20 歲的小夫搶奪
路上婦人的皮包 (D) 27 歲小杉在鄉長選舉期間，以物品賄賂選民而被查獲
）阿貓上星期得知，兩個月前去世的姑媽把遺產都留給她繼承，但同時也包括了一筆債務。如果阿貓想要直接採取
拋棄繼承的方式，則應該在下列何種期限內向法院聲請？ (A)姑媽去世起 1 個月內 (B)姑媽去世起 3 個月內 (C)
阿貓知悉繼承起的 1 個月內 (D)阿貓知悉繼承起的 3 個月內。
）德國刑法學大師費爾巴哈曾說：「無法律則無犯罪，無犯罪則無刑罰。」這句話突顯了何種意涵？(甲)罪刑法定主
義的展現(乙)不能以事後立法處罰立法前的行為(丙)這句話說明了政府制裁犯罪的魄力(丁)目的在保障人民的自由
與權利
(Ａ)(甲)(乙)(丙) (Ｂ)(甲)(乙)(丁) (Ｃ)(甲)(丙)(丁) (Ｄ)(乙)(丙)(丁)。
）馬克想要將自己所擁有的跑車賣給吉米，雙方想要訂立跑車的買賣契約，關於締約方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雙方只要口頭合意即成立買賣契約 (Ｂ)不需書面，但需兩人以上證人證明契約成立 (Ｃ)需簽立書面買賣契
約，契約才生效力 (Ｄ)除簽立書面買賣契約外，尚需至公證人處公證方生效力。
）附圖中該老闆的作法已違反下列哪一項權利行使的原則？(Ａ)契約自由原則(Ｂ)誠實信用原則(Ｃ)權利濫用

禁止原則(Ｄ)消滅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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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17. （

18. （

19. （

）小強開設的餐館，因為沒有妥善處理油煙，而被政府處以罰鍰。根據上述內容判斷，小鐘應該負起下列何種法律
責任？ (A)道義責任 (B)行政責任 (C)民事責任 (D)刑事責任。
）阿強開了一家小吃店，將店門前的騎樓出租給小霞擺地攤，還訂下了書面契約。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A)依照契約自由原則，此契約有效 (Ｂ)此契約內容因為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故無效 (Ｃ)此契約內容
因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故無效 (Ｄ)此契約訂下了書面契約，故有效。
）小明現年 17 歲，某日偷騎叔叔的機車出外兜風，在十字路口不慎撞倒斑馬線上過馬路的老伯，老伯因此倒地受傷。
關於小明的法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小明因不具完全行為能力，依法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Ｂ)叔叔為
機車所有權人，依法應應負賠償責任 (Ｃ)小明的行為屬於侵權行為 (Ｄ)小明無法賠償時，法定代理人不負連帶
賠償責任。
）法蘭克（14 歲）是一個國二的學生，他利用媽媽給的零用錢自己去買棒球比賽的入場券。這在我國《民法》上的
效力為何？
(A) 違法的，他不具有獨自行使行為的權利 (B) 違法的，因為他還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 (C) 合法的，因為國一
以上的學生其行為在法律上具完全效力 (D) 合法的，因為他還是擁有部分行使行為的權利是不用經過法定代理人
同意的。

20~21
報載：恐怖跟蹤案件頻傳未來將有法可管！行政院會在 107 年 4
月 19 日上午將「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未來立
法院三讀通過後，糾纏行為視情節輕重，可分四階段處置，並可
處 1 萬到 10 萬罰鍰(甲)；再犯者可由法院核發防制令；違反防制
令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30 萬元以下罰
金(乙)。刑事局依人口數預估，台灣每年可能有 4000 至 5000 件
糾纏行為。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報載中對「甲」所產生的處分行為， 與下列哪個為法行為處分相同？ (A)開車逆向行駛 (B)未經同意冒用他人
著作 (C)對他人進行性騷擾 (D)盜用公司公款。
）上文中的「乙」的刑罰處分方式與下列何種刑罰處分不同？ (A)死刑 (B)拘役 (C)有期徒刑 (D)褫奪公權。
）弘道國中到科學教育館校外教學時，有學生不小心損壞科學教育館的設備，若科學教育館追究學生責任，學生的
法律責任為何？
(A) 因學生屬限制行為能力人，故不用賠償 (B)因是過失行為，所以不用賠償 (C)由學生法定代理人賠償相當的
金錢 (D)由館方追究學生毀損的刑事責任
）阿文購買了一組昂貴的音響設備， 但在父母反對下， 此項交易行為不生效力。 渴望得到音響的阿文， 在當日
傍晚潛入店家行竊時遭到逮捕， 他將為自己的行為負起完全的刑事責任。 若僅考慮年齡條件， 下列何者最可能
是阿文的年齡？ (A)年滿 13 歲， 未滿 14 歲 (B)年滿 15 歲， 未滿 16 歲(C)年滿 19 歲， 未滿 20 歲 (D)年滿 21 歲，
未滿 22 歲。
）某新聞報導：
「 消費者保護團體主張， 不肖廠商為謀利而製造問題商品， 且以不實的廣告行銷宣傳， 政府應加
重對企業經營者的行政罰責。」 上述說法， 應是指提高下列何種處罰標準？(A)賠償金額 (B)罰鍰額度 (C) 沒收
額度 (D)罰金額度。
）四人正在討論年齡和法律行為效力的關係，下列四人的說法哪些正確？
(甲)：我滿 13 歲了，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零用錢。
(乙)：我滿 19 歲，可以自己申辦信用卡了。
(丙)：我今年才 8 歲，做什麼事都要爸媽同意才可以。
(丁)：我已經 22 歲了，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婚姻。
(Ａ)甲、乙 (Ｂ)甲、丙 (Ｃ)甲、丁 (Ｄ)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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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在《刑法》上有負擔刑事責任的能力與資格，依據我國《刑法》的規定，下列哪一人的犯罪
行為，依其年齡符合得減輕刑責的範圍？
(A) 13 歲的政宇在公共場所公然侮辱妙如 (B) 18 歲的大雄在手機行竊取手機，被移送法辦 (C) 20 歲的宗明搶奪
路上婦人的皮包 (D) 80 歲建志在鄉長選舉期間，以物品賄賂選民而被查獲
）張姓嫌犯潛入民宅行竊，正巧被剛返家的何姓屋主與其懷孕的妻子撞見，兩人在浴室打成一團。何姓屋主為了保
護妻子和孩子，遂以手臂壓制張嫌的頸部，導致張嫌窒息休克死亡。若法官判決何姓屋主為了保護家人而失手將
張嫌打死的行為無罪，最有可能是基於何項理由？ (A)何姓屋主的行為不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 (B)何姓屋
主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 (C)何姓屋主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 (D)何姓屋主不是故意的，因此不處罰過失行為。
）在法治國家裡，人民的行為若違法，就必須負起法律責任。承穎第一天上班就睡過頭，為了趕著去上班，他除了
超速之外(甲)，還不慎撞傷路人(乙)。承穎應為上述的行為負起哪些法律責任？
(A) 民事、刑事責任 (B) 刑事、行政責任 (C) 行政、民事、刑事責任 (D) 行政、民事責任
）某甲和朋友搭乘遊覽車出遊，行駛途中遊覽車突然冒出火花，某甲為了順利逃出，而以窗戶擊破器將窗戶擊破。
此時，某甲可以下列哪項理由，主張自己不構成違法行為？
(A) 正當防衛行為 (B) 緊急避難行為 (C) 依法令的行為 (D) 業務上的正當行為。
）小南的父親死後留下財產 500 萬，債務 800 萬。根據現行法律制度，下列何者為可能的繼承結果？
(A) 繼承 500 萬遺產，償還 800 萬債務 (B) 繼承 500 萬遺產，債務均不繼承 (C) 繼承 500 萬遺產，償還 500 萬債
務 (D) 繼承 500 萬遺產，償還 400 萬債務
）我國法律規定，民事上的法律行為會因年齡及精神狀態的不同，而發生不同效力。根據附圖中對話，此筆交易的
效力如何？

(Ａ)有效，已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 (Ｂ)有效，屬日常生活所必需者 (Ｃ) 無效，應由法定代理人代替他做 (Ｄ)
無效，交易金額過高。
）小育想要撰寫有關《民法》及民事案件的研究報告，下列是她在圖書館蒐集資料時看到的相關書籍，其中哪個書
架的書最符合她的研究主題？

(A)

(B)

(C)

(D)

）依據我國《民法》規定，下列何者的行為應負起債務不履行的法律責任？
(A) 不小心弄壞商品的顧客 (B) 趁機偷走陳列商品的顧客 (C) 收到錢後卻遲遲未寄出商品的網路賣家 (D) 故
意破壞商品的顧客
）下圖是在報紙上的一則新聞報導：
警察為了維護行人的通行安全，針對不禮讓行
人優先通行、在行人穿越道停車或臨時停車、
汽、機車行駛行人穿越道等違規行為加強執
法。
依據內容判斷，不禮讓行人的駕駛者應負哪種法律責任？
(A) 民事責任 (B) 刑事責任 (C) 行政責任 (D) 政治責任
）人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若違反法律，須負起相關的法律責任 ( 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 )。請問：下列
哪一選項的法律責任的類別相同？ (A) 罰金、損害賠償 (B) 罰鍰、沒收 (C) 罰鍰、損害賠償 (D) 拘役、罰金
）附圖是宣導反賄選的海報， 根據圖中內容判斷， 關於賄選行為的處罰， 與下列何者所應負起的法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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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類型相同？

(A)拒絕償還積欠友人債務 (B) 打球不慎打破鄰居窗戶(C) 無照駕駛違反交通法規 (D) 破壞橋梁導致公共
危險。
37. （
38. （
39. （
40. （

）下列哪一選項的法律責任皆屬於「行政罰」？ (A) 罰鍰、申誡、拘役 (B) 沒收、罰鍰、金錢賠償 (C)申誡、勒令
歇業、吊銷執照 (D)回復原狀、停止營業、拘留
）刑罰分為主刑、從刑，下列哪種刑罰與死刑是不同種類的處分？ (A)拘役 (B)褫奪公權 (C)罰金 (D)無期徒刑。
）祥祥包子店由於料好實在，口碑遠近馳名，來客絡繹不絕；因此被稅務機關要求開立發票以落實報稅，但是多次
被稅務機關查到漏開發票，下列何者是稅務機關最可能的處分？(A)罰金 (B)停止營業 (C)拘役 (D)褫奪公權。
）關於行政處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 行政處分包含核發建築執照、學校發放畢業證書、徵收人民土地 (Ｂ)
行政處分是由立法機關做出的單方面行政行為 (Ｃ) 行政處分的內容都是對人民作出處罰 (Ｄ)罰金、罰鍰都是行
政處分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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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每題 2.5 分)
1. （ C ）下列哪種行為應負起民事責任？ (A)為了方便找工作，自行塗改身分證上的年齡 (B)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
安寧者 (C)一時不小心把朋友的古董花瓶打破了 (D)由於四、五月的課稅繁重，決定漏報所得稅。
2. （ A ）《民法》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關於《民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民法》是規範人和人之間財產和身分的權利及義務關係 (B) 《民法》規定，男未滿 18 歲或女未滿 16 歲，
不得訂婚 (C) 只有在買賣東西時才和《民法》有關聯 (D) 《民法》規定結婚有公開儀式才算有效
3. （ B ）臺大法律系上課時，教授請學生發表對行政法規的敘述，下列哪位學生的說法錯誤？ (A)政府的行政行為皆須
遵守「依法行政」原則 (B)政府科處罰金、拘役等處分，通稱「行政罰」 (C)政府對通過駕照考試者核發駕照，
是行政處分 (D)政府得對違反交通法規之車輛開處罰單。
4. （ C ）請問在《民法》中關於結婚的規定，下列哪些敘述正確？ (Ａ)當男生滿 17 歲，女生滿 15 歲時，可訂定婚約，
婚約可請求強制履行 (Ｂ)根據 2008 年的《民法》修正，結婚必須公開宴客才具有效力 (Ｃ)結婚由雙方當事
人向戶政機關登記，才具有效力 (Ｄ)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一人以上之證人簽名
5. （ D ）小欣是 13 歲的國一學生，在便利商店偷漫畫書，經店家發現交給警方。在上述事件中，小欣的刑事責任為何？
(A)有期徒刑 (B)罰金 (C)拘役 (D)不罰。
6. （ D ）下列哪些屬於「限制責任能力者」？(甲)未滿 14 歲的人(乙)滿 80 歲的人(丙)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
識其行為違法者(丁)瘖啞人 (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乙)(丁)。。
7. （ A ）18 歲的小琪買了新房子， 並完成相關手續， 父母知情後雖不同意， 但買賣契約仍然有效； 19 歲的佩林買了
昂貴的名牌包， 但因某些原因， 此交易行為無效。 根據上述內容判斷， 文中二人的情形最不可能是下列何者？
(A) 小琪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
(B) 佩林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
(C) 小琪的婚姻狀況為已婚
(D) 佩林遭受
了監護宣告。
8. （ C ）國家藉由刑罰來制裁犯罪行為。依照我國刑法規定，請問：屬於「剝奪財產」的刑罰的有哪些？ (A) 罰鍰、罰
金 (B) 罰金、金錢賠償 (C) 沒收、罰金 (D)損害賠償、沒收。
9. （ C ）公民課在上《民法》課程時，老師要求四名同學對於國中生的「行為能力」列舉出相關的例子。下列何者的舉例
不符合法律規定？(Ａ)娜美：我使用壓歲錢購買參考書不需要跟父母親報備 (Ｂ)薇薇：我可以用父母親所給我的
錢去購買文具 (Ｃ)索隆：只要車行老闆同意，我可以用零用錢分期付款購買機車 (Ｄ)妮可：同學送我的聖誕禮
物，我可以大方接受。
10. （ C ）下列何者屬於民法規範中的財產關係？(A)春嬌與志明結婚 (B)春嬌生下女兒阿娟 (C)志明租店面開餐廳 (D)志明
為了遺產繼承與親戚爭吵
11. （ A ）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在《刑法》上有負擔刑事責任的能力與資格，依據我國《刑法》的規定，下列哪一人的犯罪
行為，依其年齡符合無刑責的範圍？
(A) 13 歲的胖虎在公共場所公然侮辱靜香 (B) 16 歲的大雄在手機行竊取手機，被移送法辦 (C) 20 歲的小夫搶奪
路上婦人的皮包 (D) 27 歲小杉在鄉長選舉期間，以物品賄賂選民而被查獲
12. （ D ）阿貓上星期得知，兩個月前去世的姑媽把遺產都留給她繼承，但同時也包括了一筆債務。如果阿貓想要直接採取
拋棄繼承的方式，則應該在下列何種期限內向法院聲請？ (A)姑媽去世起 1 個月內 (B)姑媽去世起 3 個月內 (C)
阿貓知悉繼承起的 1 個月內 (D)阿貓知悉繼承起的 3 個月內。
13. （ B ）德國刑法學大師費爾巴哈曾說：「無法律則無犯罪，無犯罪則無刑罰。」這句話突顯了何種意涵？(甲)罪刑法定
主義的展現(乙)不能以事後立法處罰立法前的行為(丙)這句話說明了政府制裁犯罪的魄力(丁)目的在保障人民的
自由與權利
(Ａ)(甲)(乙)(丙) (Ｂ)(甲)(乙)(丁) (Ｃ)(甲)(丙)(丁) (Ｄ)(乙)(丙)(丁)。
14. （ A ）馬克想要將自己所擁有的跑車賣給吉米，雙方想要訂立跑車的買賣契約，關於締約方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雙方只要口頭合意即成立買賣契約 (Ｂ)不需書面，但需兩人以上證人證明契約成立 (Ｃ)需簽立書面買賣
契約，契約才生效力 (Ｄ)除簽立書面買賣契約外，尚需至公證人處公證方生效力。
15. （ B ）附圖中該老闆的作法已違反下列哪一項權利行使的原則？(Ａ)契約自由原則(Ｂ)誠實信用原則(Ｃ)權利濫

用禁止原則(Ｄ)消滅時效。

16. （ B ）小強開設的餐館，因為沒有妥善處理油煙，而被政府處以罰鍰。根據上述內容判斷，小鐘應該負起下列何種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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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A)道義責任 (B)行政責任 (C)民事責任 (D)刑事責任。
17. （ B ）阿強開了一家小吃店，將店門前的騎樓出租給小霞擺地攤，還訂下了書面契約。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A)依照契約自由原則，此契約有效 (Ｂ)此契約內容因為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故無效 (Ｃ)此契約內
容因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故無效 (Ｄ)此契約訂下了書面契約，故有效。
18. （ C ）小明現年 17 歲，某日偷騎叔叔的機車出外兜風，在十字路口不慎撞倒斑馬線上過馬路的老伯，老伯因此倒地受
傷。關於小明的法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小明因不具完全行為能力，依法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Ｂ)
叔叔為機車所有權人，依法應應負賠償責任 (Ｃ)小明的行為屬於侵權行為 (Ｄ)小明無法賠償時，法定代理人
不負連帶賠償責任。
19. （ D ）法蘭克（14 歲）是一個國二的學生，他利用媽媽給的零用錢自己去買棒球比賽的入場券。這在我國《民法》上的
效力為何？
(A) 違法的，他不具有獨自行使行為的權利 (B) 違法的，因為他還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 (C) 合法的，因為國一
以上的學生其行為在法律上具完全效力 (D) 合法的，因為他還是擁有部分行使行為的權利是不用經過法定代理
人同意的。
20~21
報載：恐怖跟蹤案件頻傳未來將有法可管！行政院會在 107 年 4
月 19 日上午將「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未來立
法院三讀通過後，糾纏行為視情節輕重，可分四階段處置，並可
處 1 萬到 10 萬罰鍰(甲)；再犯者可由法院核發防制令；違反防制
令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30 萬元以下罰
金(乙)。刑事局依人口數預估，台灣每年可能有 4000 至 5000 件
糾纏行為。
20. （ C ）報載中對「甲」所產生的處分行為， 與下列哪個為法行為處分相同？ (A)開車逆向行駛 (B)未經同意冒用他人
著作 (C)對他人進行性騷擾 (D)盜用公司公款。
21. （ B ）上文中的「乙」的刑罰處分方式與下列何種刑罰處分不同？ (A)死刑 (B)拘役 (C)有期徒刑 (D)褫奪公權。
22. （ C ）弘道國中到科學教育館校外教學時，有學生不小心損壞科學教育館的設備，若科學教育館追究學生責任，學生的
法律責任為何？
(A) 因學生屬限制行為能力人，故不用賠償 (B)因是過失行為，所以不用賠償 (C)由學生法定代理人賠償相當的
金錢 (D)由館方追究學生毀損的刑事責任
23. （ C ）阿文購買了一組昂貴的音響設備， 但在父母反對下， 此項交易行為不生效力。 渴望得到音響的阿文， 在當日
傍晚潛入店家行竊時遭到逮捕， 他將為自己的行為負起完全的刑事責任。 若僅考慮年齡條件， 下列何者最可能
是阿文的年齡？ (A)年滿 13 歲， 未滿 14 歲 (B)年滿 15 歲， 未滿 16 歲(C)年滿 19 歲， 未滿 20 歲 (D)年滿 21
歲， 未滿 22 歲。
24. （ B ）某新聞報導：「 消費者保護團體主張， 不肖廠商為謀利而製造問題商品， 且以不實的廣告行銷宣傳， 政府應
加重對企業經營者的行政罰責。」 上述說法， 應是指提高下列何種處罰標準？(A)賠償金額 (B)罰鍰額度 (C) 沒
收額度 (D)罰金額度。
25. （ C ）四人正在討論年齡和法律行為效力的關係，下列四人的說法哪些正確？
(甲)：我滿 13 歲了，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零用錢。
(乙)：我滿 19 歲，可以自己申辦信用卡了。
(丙)：我今年才 8 歲，做什麼事都要爸媽同意才可以。
(丁)：我已經 22 歲了，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婚姻。
(Ａ)甲、乙 (Ｂ)甲、丙 (Ｃ)甲、丁 (Ｄ)丙、丁
26. （ D ）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在《刑法》上有負擔刑事責任的能力與資格，依據我國《刑法》的規定，下列哪一人的犯罪
行為，依其年齡符合得減輕刑責的範圍？
(A) 13 歲的政宇在公共場所公然侮辱妙如 (B) 18 歲的大雄在手機行竊取手機，被移送法辦 (C) 20 歲的宗明搶奪
路上婦人的皮包 (D) 80 歲建志在鄉長選舉期間，以物品賄賂選民而被查獲
27. （ B ）張姓嫌犯潛入民宅行竊，正巧被剛返家的何姓屋主與其懷孕的妻子撞見，兩人在浴室打成一團。何姓屋主為了保
護妻子和孩子，遂以手臂壓制張嫌的頸部，導致張嫌窒息休克死亡。若法官判決何姓屋主為了保護家人而失手將
張嫌打死的行為無罪，最有可能是基於何項理由？ (A)何姓屋主的行為不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 (B)何姓屋
主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 (C)何姓屋主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 (D)何姓屋主不是故意的，因此不處罰過失行為。
28. （ C ）在法治國家裡，人民的行為若違法，就必須負起法律責任。承穎第一天上班就睡過頭，為了趕著去上班，他除了
超速之外(甲)，還不慎撞傷路人(乙)。承穎應為上述的行為負起哪些法律責任？
(A) 民事、刑事責任 (B) 刑事、行政責任 (C) 行政、民事、刑事責任 (D) 行政、民事責任
29. （ B ）某甲和朋友搭乘遊覽車出遊，行駛途中遊覽車突然冒出火花，某甲為了順利逃出，而以窗戶擊破器將窗戶擊破。
此時，某甲可以下列哪項理由，主張自己不構成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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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當防衛行為 (B) 緊急避難行為 (C) 依法令的行為 (D) 業務上的正當行為。
30. （ C ）小南的父親死後留下財產 500 萬，債務 800 萬。根據現行法律制度，下列何者為可能的繼承結果？
(A) 繼承 500 萬遺產，償還 800 萬債務 (B) 繼承 500 萬遺產，債務均不繼承 (C) 繼承 500 萬遺產，償還 500 萬
債務 (D) 繼承 500 萬遺產，償還 400 萬債務
31. （ C ）我國法律規定，民事上的法律行為會因年齡及精神狀態的不同，而發生不同效力。根據附圖中對話，此筆交易的
效力如何？

(Ａ)有效，已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 (Ｂ)有效，屬日常生活所必需者 (Ｃ) 無效，應由法定代理人代替他做 (Ｄ)
無效，交易金額過高。
32. （ D ）小育想要撰寫有關《民法》及民事案件的研究報告，下列是她在圖書館蒐集資料時看到的相關書籍，其中哪個書
架的書最符合她的研究主題？

(A)

(B)

(C)

(D)

33. （ C ）依據我國《民法》規定，下列何者的行為應負起債務不履行的法律責任？
(A) 不小心弄壞商品的顧客 (B) 趁機偷走陳列商品的顧客 (C) 收到錢後卻遲遲未寄出商品的網路賣家 (D)
故意破壞商品的顧客
34. （ C ）下圖是在報紙上的一則新聞報導：
警察為了維護行人的通行安全，針對不禮讓行
人優先通行、在行人穿越道停車或臨時停車、
汽、機車行駛行人穿越道等違規行為加強執
法。
依據內容判斷，不禮讓行人的駕駛者應負哪種法律責任？
(A) 民事責任 (B) 刑事責任 (C) 行政責任 (D) 政治責任
35. （ D ）人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若違反法律，須負起相關的法律責任 ( 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 )。請問：下列
哪一選項的法律責任的類別相同？ (A) 罰金、損害賠償 (B) 罰鍰、沒收 (C) 罰鍰、損害賠償 (D) 拘役、罰金
36. （ D ）附圖是宣導反賄選的海報， 根據圖中內容判斷， 關於賄選行為的處罰， 與下列何者所應負起的法律責

任類型相同？

(A)拒絕償還積欠友人債務 (B) 打球不慎打破鄰居窗戶(C) 無照駕駛違反交通法規 (D) 破壞橋梁導致公
共危險。
37. （ C ）下列哪一選項的法律責任皆屬於「行政罰」？ (A) 罰鍰、申誡、拘役 (B) 沒收、罰鍰、金錢賠償 (C)申誡、勒令
歇業、吊銷執照 (D)回復原狀、停止營業、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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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B ）刑罰分為主刑、從刑，下列哪種刑罰與死刑是不同種類的處分？ (A)拘役 (B)褫奪公權 (C)罰金 (D)無期徒
刑。
39. （ B ）祥祥包子店由於料好實在，口碑遠近馳名，來客絡繹不絕；因此被稅務機關要求開立發票以落實報稅，但是多次
被稅務機關查到漏開發票，下列何者是稅務機關最可能的處分？(A)罰金 (B)停止營業 (C)拘役 (D)褫奪公權。
40. （ A ）關於行政處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 行政處分包含核發建築執照、學校發放畢業證書、徵收人民土地 (Ｂ)
行政處分是由立法機關做出的單方面行政行為 (Ｃ) 行政處分的內容都是對人民作出處罰 (Ｄ)罰金、罰鍰都是行
政處分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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