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大學 104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商事法  

考試時間：100 分鐘 

系所：法律學系(甲組(民商法

組)) 

本科原始成績：100 分 

是否使用計算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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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為 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公司）之董事，持有 A公司 2%之股份，A公司董事

長乙於 102年 7月 15日召集董事會，但卻漏未通知董事甲開會，會中出席之董事以全體

無異議通過決議，將於同年 9月 5日召集臨時股東會，該次股東會並將決議辦理修正章

程等案，嗣後 A公司亦未通知甲出席該臨時股東會。問甲可否訴請撤銷 A公司臨時股東

會之決議？法院應如何處理？  (25分) 

 

二、A公司為確保 B公司向其購物之貨款債權可如數獲得清償，故要求 B公司須按訂貨之貨

款金額簽立同面額之本票作為擔保，除載明以 A公司為受款人外，並要求 B公司之負責

人甲須於該本票後背書，始交付予 A公司。但 B公司如果不依約付款，A公司如何主張

權利，其得否以甲為背書人，向其行使追索權？  (25分) 

 

三、甲海運公司將其所有之 A輪向乙銀行抵押貸款，此時甲已積欠 A輪之船長丙 18個月薪

資。某日 A輪於航行中，因船舶操作不慎，撞及丁所有之 B輪，B輪並無過失，但 A輪

與 B輪之船體皆受有毀損。A輪被拖至戊修船廠修繕，修繕完成後甲卻無力支付其費用，

致 A輪於修船廠被扣押拍賣。試問：乙、丙、丁、戊各得對甲主張何種權利？該四者就

A輪主張權利時，其受償之順位為何？  (25分) 

 

四、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分別向乙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及丙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丙）投保住院醫療健康保險，保險金額分別為 20萬元與 10萬元。

嗣甲因病住入醫院治療一週，自行負擔全民健保不給付之醫療費用以及病房差價費用共

計 9萬元。試問：甲可否向乙及丙請求，各照 9萬元之金額如數給付？試附理由說明之。  

(25分) 

 



國立高雄大學 104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刑事訴訟法  
考試時間：100 分鐘 

系所：法律學系(乙組(刑法組)) 
本科原始成績：100 分 

是否使用計算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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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傳聞法則？試簡單說明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與例外的理由為何？(20 分) 

1. 83 歲的 A 為某罪的被害人，之前曾於司法警察訊問中以證人身分製作筆錄，一年後檢察

官偵查起訴，地方法院審理法官再以證人身分傳訊 A，經 A的女兒代為出庭說明 A年事

已高，對案發當時情事已不復記憶，且提出 A 罹患中度老人失智症之醫院距離開庭前六

個月的診斷證明，試說明此時 A之警詢筆錄能否作為該案審判依據？(15分) 

 

2. 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1400 號刑事判決認為：「按我國刑事訴訟法所謂之鑑定，除選

任自然人充當鑑定人外，另設有囑託機關鑑定制度。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 1項所稱法律

有規定之特別情形，係指法院或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208條規定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

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時，祇須其以言詞或書面提出之鑑定報告，符合同法第 206條第

1項、第 208條所規定之形式要件，即具有證據能力。」試問此見解是否或有何問題？(15

分) 

 

二. 因停車糾紛遭到毆打的被害人想取得連接到里長辦公室硬碟裡的路口監視器錄影(拍攝角

度剛好對準行為地點)，對警察報案後，因為擔心該錄影被刪除，被害人對法院提出扣押

的聲請。請問，被害人的作法是否合法？(25分) 

 
三. 偵查中，辯護人教唆證人作不實的陳述。當被告被拘提到場時，按照刑事訴訟法，是否

允許禁止被告與他的辯護人接見？(25分) 

 

參考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 219-1 條：「(I)告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護人於證據有湮滅、偽造、變造、隱匿或礙難使

用之虞時，偵查中得聲請檢察官為搜索、扣押、鑑定、勘驗、訊問證人或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II)檢察官受理

前項聲請，除認其為不合法或無理由予以駁回者外，應於五日內為保全處分。(III)檢察官駁回前項聲請或未於前

項期間內為保全處分者，聲請人得逕向該管法院聲請保全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 219-3 條：「第二百十九條之一之保全證據聲請，應向偵查中之該管檢察官為之。但案件尚未移

送或報告檢察官者，應向調查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所屬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 

刑事訴訟法第 34 條：「(I) 辯護人得接見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非有事證足認其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

勾串共犯或證人者，不得限制之。(II) 辯護人與偵查中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見或互通書信，不

得限制之。但接見時間不得逾一小時，且以一次為限。接見經過之時間，同為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一項所定不予

計入二十四小時計算之事由。(III)前項接見，檢察官遇有急迫情形且具正當理由時，得暫緩之，並指定即時得為

接見之時間及場所。該指定不得妨害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正當防禦及辯護人依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項前段規定

之權利。」 



國立高雄大學 104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行政法  

考試時間：100 分鐘 

系所：法律學系(丙組(公法組)) 

本科原始成績：100 分 
是否使用計算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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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程序，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締

結行政契約、訂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確定行政計畫、實施行政指導及處理陳情等行為之

程序。」，下列各子題所述情形，應屬於那一種行政行為？請附理由解析之。(25 分) 

1.某甲購票進入高雄市立美術館，觀賞「黃金印象畫展」。 

2.國立高雄大學通知大學畢業生某乙：「審查通過本校法律學系碩士班申請入學」。 

3.總統任命某丙為行政院長。 

4.衛福部公布黑心食油的製油廠商及下游食品業者名單。 

5.就讀海軍官校之學生某戊，入學時簽訂各項約定，事後欲延長服役年限，與官校達成協議。 

 

二、「訴願先行程序」與「訴願」有何異同？又訴願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

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同條第 2 項規定：「原行政處分機關對

於前項訴願應先行重新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訴願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

原行政處分，並陳報訴願管轄機關。」從形式與外觀言，此規定是否已取代訴願先行程序？

(25 分) 

 

三、依據行政執行法與警察職權行使法均對即時強制之「管束」有所規定，另行政執行法針

對公法上金錢義務之履行有「管收」之規定，請就下列各項論述之： 

1.論述管束與管收之法律要件並重點比較兩者之異同。（15 分） 

2.相對人若不服管束或管收，其救濟途徑為何？（10 分） 

 

四、Y 縣政府擬於 L 鄉興建垃圾焚化廠，開發單位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檢具環境影響說明

書送請縣政府審查，Y 縣政府舉行審查會並作成結論：「不需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故該垃圾焚化場將順利獲准興建。居住於 L 鄉之甲，

認為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並未斟酌垃圾焚化廠開發基地與籌設中之自來水淨水廠距離僅 1.8

公里，恐有影響其身體健康、農作物收成之虞，質疑該「不需經過第二階段環評」之審查結

論違法，提起訴願被駁回。請問：甲是否有提起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25 分) 



國立高雄大學 104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民法  

考試時間：100 分鐘 

系所：法律學系(甲組(民商法

組)、乙組(刑法組)、丙組(公法

組)) 

本科原始成績：100 分 

是否使用計算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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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為其十歲之子乙置產，於是以乙之名義購買 A 屋並向丙信用合作社（以下簡稱丙）申

請房屋貸款。丙委任丁對 A 屋進行鑑價，丁明知 A 屋價值不高且變現不易，竟製作高於

實價甚多之鑑價報告交予丙，導致丙在不實資訊下，於辦理 A 屋抵押權設定後即將貸款

撥入甲所指定之帳戶。然而，甲於還款一期後即陷於無資力，該筆貸款成為丙之呆帳，

丙遂向法院申請拍賣 A 屋，但拍得之金額遠不足以清償貸款金額。試問： 

（一）甲為乙購屋並辦理貸款之效力如何？  (10 分) 

（二）丙與丁間之法律關係為何？  (30 分) 

 

二、甲、乙、丙共有一塊土地，應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丙於去年底因病過世，其繼承人為

A、B 與 C 三子女，尚未辦理繼承登記。試問：今甲、乙、A、B 與 C 缺錢用，欲將該筆

土地出售給丁，應由何人為之？若只是向戊銀行借錢而須設定抵押權者，又該由何人為

之？  (30 分) 

 

三、甲死亡時，有乙妻，丙兄、丁姊及妹戊四位親人，甲留有遺產 1200 萬之 A 屋，600 萬元

之 B 地，並欠己友人已屆清償期之 600 萬元債務。請依現行民法，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

題。 

（一）若甲以遺囑禁止遺產分割，期間為二十年，請問該遺囑禁止分割之效力為何？  (6

分) 

（二）若甲以遺囑禁止遺產分割，期間為六年，乙丙丁戊於甲死亡後第三年同意將甲之

遺產分割，請問甲之遺產是否可以分割？  (6 分) 

（三）若乙丙丁戊於遺產分割時，約定由乙妻承受己的 600 萬元債務，己於遺產分割後

第八年向乙丙丁戊請求返還 600 萬元債務時，丙丁戊可否拒絕返還，或各應返還

多少額度？  (18 分) 

 



國立高雄大學 104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刑法  
考試時間：100 分鐘 

系所：法律學系(甲組(民商法

組)、乙組(刑法組)、丙組(公法

組)) 
本科原始成績：100 分 

是否使用計算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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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某日深夜，甲看見 A 女獨自走在黑暗巷內，以性侵（性交）的意圖拿刀逼迫 A 就範。當

甲得逞後，看見 A 隨身攜帶的名貴皮包，順手將該皮包取走而拿在手上時，路人 B、C

正巧經過目睹，欲捉住甲並幫 A 取回皮包，不料甲的朋友乙亦正巧路過，與甲各自拿刀

逼退 B、C 後，乙和拿著皮包的甲往同一方向逃走。試問，甲、乙的行為應如何處斷？

並請詳細說明理由。（50 分） 

 

 

 

二. 甲潛入乙的客廳，抱走乙 6 個月大的小孩丙。甲的行為是否是刑法第 241 條的「略誘」？

(20 分) 

 

參考法條 

刑法第 241條：「(I)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II)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III)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IV)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三. 刑法第 339-4條第 1項第 2款的「三人以上共同犯之」，相較於刑法第 321條第 1項第 4

款的「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是否描述相同的行為情狀？前者是否排斥教唆犯參與

的情形？(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