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大學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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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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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沒有試題 第 1 頁，共   1 頁 

一、報載民國 91 年「國泰金（控）」合倂國內最大證券戶的世華銀行，國泰金當時並非以自

有資金而是以其子公司國泰人壽公司之壽險保戶資金倂購世華銀行；同樣情形，「中信金」在

民國 94 年亦是以中國人壽之壽險保戶資金入主開發金，以掌控被控制的開發金。另外，「台

新金」入主經營彰化銀行則系以借來的錢辦理者。試依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之規定說明(25
分)： 
(1) 從屬公司之股東及債權人權益受損時，是否應予保護？可否向控制公司或其負責人行使

權利，求其賠償損失？ 
(2) 倘控制公司成為從屬公司的一人股東，從屬公司之董事均由控制公司或其掌控人任免，

新修正公司法第 128 條之ｌ進而規定，從屬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行使，倘控制公司下

令從屬公司董事掏空從屬公司資產，誰會受害？誰該負責？如何負責？ 
 
二、梁一簽發乙張銀行擔當付款、面額壹佰萬元之本票，向林二購物，林二未如期交貨，卻

將該票背書轉讓于張三，梁一解除對林二之買賣契約並請求交還該票。嗣後張三又將該票背

書轉讓給李四，並作免除擔保責任之記載，李四持票向付款銀行提示付款，銀行以發票人無

存款為由拒絕付款，李四於到期日不獲付款後卻將該票再背書給王五，由王五行使追索權。

試問: (25 分) 
(1) 本案王五對張三、李四行使追索權是否可以？ 
(2) 假設李四償還王五票款後，持票向梁一、林二或張三行使追索權是否可以？梁一以其已

觧除買賣契約為由對抗李四之追索，票據法如何規定？其理論依據？ 
(3) 本案發票人簽發以銀行擔當付款之本票代替一般支票，有何較優於支票之權利？持票人

對支付銀行是否有直接支付請求權(直接訴權)？ 
 
三、風險可以區分為人為風險與非人為風險，如何評斷風險的法律上可保性(legally insurable 
risks)?「故意行為」風險是否可保? 保險法上故意行為與民法上故意行為的解釋是否應有不同?
又「自殺」風險是否可保?請論證。(25 分) 
 
四、海牙威士比規則(the Hague-Visby Rules)於 1968 年增訂第四條之一第二項(Article IV bis, 
para. 2)，將「喜馬拉雅條款(the Himalaya clause)」法制化，並同時增訂第四條之一第一項「一

體適用原則」:’ The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provided for in these Rules shall apply in any 
action against the carrier in respect of loss or damage to goods covered by a contract of carriage 
whether the action be founded in contract or in tort.’以為配套。爾後不論其他單式海上(漢堡規

則、鹿特丹規則)、公路(CMR)、鐵路(CIM)、航空運送公約(Warsaw system and Montreal 
convention)或多式運送公約(multimodal convention)，均援採海牙威士比規則將「喜馬拉雅條

款」和「一體適用原則」互為配套之立法例。喜馬拉雅條款與一體適用原則有何適用關係?
與我國法的規定、民商學說、訴訟實務有何差異?對此差異，你如何解決?請論述。(25 分) 



國立高雄大學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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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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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四五條第二項：「(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罪配偶縱容或宥恕者，不得告訴。」 何

謂「不得告訴」？若刑法第二四五條第二項意義下的配偶有符合同條項的情形卻仍提起

告訴，對此，檢察官應該如何處理？也請據此分析並評論之？(25 分) 
 
參考法條 

刑法第 239 條：「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 

刑事訴訟法第 237 條第 1 項：「告訴乃論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六個月內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 252 條第 5 款：「案件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為不起訴之處分：五、告訴或請求乃論之罪，其告訴

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 

 
 
二. 請分析說明，刑事訴訟法第一六一條第二項的「駁回起訴裁定」，與「無罪判決」和「不

受理判決」的規定，在適用上的關係？刑事訴訟法第一六一條第二項是否有適用上的困

境，若答案是肯定的，請提出正確的解決方向？(25 分) 
 
參考法條 

刑訴法第 161 條第 2-4 項：「…(II)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認為檢察官指出之證明方法顯不足認定被告有成

立犯罪之可能時，應以裁定定期通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以裁定駁回起訴。(III) 駁回起訴之裁定已

確定者，非有第二百六十條各款情形之一，不得對於同一案件再行起訴。(IV) 違反前項規定，再行起訴者，應

諭知不受理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第 1 項：「不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行為不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 304 條：「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諭知不受理之判決：一、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二、已經

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行起訴者。三、告訴或請求乃論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

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四、曾為不起訴處分、撤回起訴或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違背第二百六十條之規

定再行起訴者。五、被告死亡或為被告之法人已不存續者。六、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七、依第八條之規定不

得為審判者。」 

 

三. 2009 年 12 月 6 日清晨，麵包店老闆甲，被發現死於辦公室。依據現場重建，甲應該是邀

兇手入室，遭兇手從後方開槍射殺，現場並無打鬥跡象。警方於 2010 年 1 月 9 日接獲密

報，麵粉商人乙在最近與甲常有嚴重爭執。警方於是對乙展開調查，乙矢口否認與案情

有何關係，可是無法提出不在場證明。辦案警官丙因而請乙不要離開所在地，以便調查。

警官丙稍後得悉，乙極可能於 2 月 11 日至 13 日之間出境。試問： 
1. 丙可否直接先將乙逮捕，並向檢察官聲請對乙住居所搜索扣押，以確定乙行蹤並發現

行兇槍枝。法官是否該核發搜索票？ 
2. 由於乙行蹤成謎，不久之後，雙週刊有甲命案的深入報導，許多細節為警方所不知。

警方可否向檢察官聲請搜索該週刊編輯室，以便了解命案細節？（25 分） 
 



國立高雄大學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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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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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尚有試題 第 2 頁，共 2 頁 

 
四. 檢調偵辦企業負責人甲涉嫌掏空公司資產案，檢察官乙偵訊後發現疑點重重，為免相關

事證遭湮滅或勾串，乃當庭逮捕聲請羈押甲。試問：  
    1. 法院審查羈押時，檢察官乙請求蒞庭，但法官丙裁定拒絕檢察官之請求，是否有理？ 

2. 檢察官主張：羈押審查之法官丙與甲之辯護人丁有師生情誼（辯護人丁係法官丙的碩

士論文指導教授），應該迴避，是否有理？ 
3. 設該聲請經法院駁回並釋放甲，檢察官向第二審法院提出抗告，經第二審法院裁定抗

告成立發回原審重為裁定，更審裁定時檢察官補強事證並追加事由主張甲另外涉嫌偽

造文書及洗錢等罪名，經法院審酌認被告甲雖有逃亡之虞，但無羈押之必要，則法院

應如何為更審之審查及裁定？（25 分） 
 



國立高雄大學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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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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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繼受傳統特別權力關係中，有關公務員關係不得爭訟之限制，經過大法官會議歷年

來的各號解釋已有所突破，請就大法官解釋之意旨論述其放寬之範圍何在？（25 分） 
 
二、第三人效力處分(Verwaltungsakte mit Drittwirkung)包括那些情形？建構第三人效力處分於

訴訟法及程序法上的實益為何？（25 分） 
 

   三、某甲為法定傳染病患，因不耐於醫院接受長期的隔離治療，某日擅自離開醫院，行蹤成

謎，主管機關立即對之開罰二萬元，並利用大眾傳播媒體公開要求甲儘速回醫院接受隔離

治療，否則繼續開罰，經過一天後，某甲仍未現蹤影亦無音訊，遂又對之開罰八千元，爾

後則以每日增加一萬元的方式，連續開罰，直到某甲回院，當日數額已達十六萬八千元。 
   請論述以下問題： 
  （一）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效果為何？（10 分） 
  （二）傳染病患之行政法上義務與責任？（10 分） 
  （三）按次處罰之性質？（5 分） 
 
四、甲製藥廠於取得乙衛生主管機關之許可後，自國外輸入血漿，並生產、製造血液製劑，

以供國內血友病患者注射使用。然而血漿中含有愛滋病毒，且未經加熱殺菌，致生血友病

人大量感染愛滋病之「藥品公害」。試問乙衛生主管機關未主動調查、檢驗，並下令停產、

回收或銷毀，應否負國家賠償責任，請論述之？（25 分） 
 



國立高雄大學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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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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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結婚之甲，委請 A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營造公司)蓋一棟別墅，作為新居之用。

A 營造公司之工程採購人員乙因積欠賭債，竟採購品質不良及數量不足之建材，以便收

取回扣。該別墅工程於 2007 年 5 月 31 日完工交屋，然當甲於 2007 年 6 月 30 日搬入時，

屋頂之樑柱因材料品質瑕疵及偷工減料之結果，掉落一塊水泥而打傷了甲之手腳並砸毀

其之手提電腦，甲且住院一個月治療後方痊癒。此外，於 2008 年 5 月 31 日經鑑定後，

確定該別墅使用輻射鋼筋。甲則於 2009 年 8 月 31 日向 A 營造公司請求手腳受傷及電腦

全毀所生之損害賠償，並主張解除契約，A 營造公司則抗辯甲之主張無理由並拒絕賠償。

試問：甲或 A 營造公司之主張，何者為有理？(40 分) 
 

 
二、甲、乙、丙三人共有房屋 A、B、C 三間，其應有部份各占三分之ㄧ，今欲請求裁判分割，

但各屋價值不同(A 屋值九百萬、B 屋值八百萬、C 屋值七百萬)，法院應為如何之分割始能符

合公平？又各共有人應如何保障其分割結果所得？試以物權法之規定說明之。(30 分) 
 
三、甲夫乙妻於民國 92 年 1 月結婚，甲於 93 年 1 月因犯罪入獄服刑，至 96 年 1 月出獄，乙

妻於民國 94 年 12 月產下 A 子，甲出獄後得知 A 為乙與丙男所生之子，不久後即因悲憤而死，

乙在甲死後未再婚，但同時與已婚之丁男與戊男交往，並與丁生下 B 子與 C 女。試附理由回

答下列問題。(30 分) 
(1) 丙欲收養 A，請問丙 A 間之收養效力為何?  
(2) 乙脅迫丁認領 B，惟丁對 B 極不友善，乙又否認丁對 B 之認領，請問丁 B 間之認領效力

為何?  
(3) 乙之母己利用乙出國不知情下，以詐騙的方式使戊對 C 作出認領之意思表示，請問戊可

否撤銷對 C 之認領? 
 



國立高雄大學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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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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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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甲某日在大街上忽然碰到仇家乙，乙見機不可失，立刻從其汽車後行

李箱取出裝有70發子彈彈匣之長槍，並隨即對甲射擊多發子彈，甲連忙

就近找地方掩蔽閃躲子彈。 
  當天甲為避免引起警方注意，並未隨身攜帶槍械。甲在閃躲乙之攻擊

時，發現附近地上有銳利之雙刃小刀一把，刀身長約15公分、刀身寬約 
3公分、刀把長約10公分。由於甲幼年曾經練習投擲飛刀多年，因此趁

隙揀起小刀並向乙臉部中央擲出；但因久未練習，小刀只有從乙臉旁飛

過，並未命中乙的頭部。不過，乙已嚇出一身冷汗，認為甲乃手下留情

，急忙上車離開現場。 
  試問：甲以小刀擲向乙頭部之行為，在刑法上應負何罪責。  30％ 
 
 
 
貳、牽連犯之刪除理由謂：「牽連犯之犯罪行為，須係複數，法益侵害，

亦係複數，而與法條競合、包括一罪等本來一罪有異。」又謂：「想像

競合犯之實質根據，通說均以『單一行為之處罰一次性』作為說明，至

於牽連犯則難有實質根據之說明」且「牽連犯之存在不無擴大既判力範

圍，而有鼓勵犯罪之嫌。」最後又謂：「在適用上，則得視其具體情形

，分別論以想像競合犯或數罪併罰。」 
  試就上述刪除理由分別評釋之。              30％ 
 
 
 
參、甲男（18歲）與Ａ女（15歲）結識而熱戀，二人並在甲的住處同居生

活。一年後，甲開始對Ａ厭煩，某日以失業而無法謀生為由，勸Ａ一起

自殺，事實上甲毫無自殺的意思，Ａ卻信以為真，而先行服用安眠藥自

殺。當Ａ陷入昏迷狀態時，甲誤以為Ａ已死亡，為了滅屍而打電話約友

人乙（以開貨車為業）開自用車打算將Ａ丟棄於深山。不料在路途中，

乙因心慌超速不小心撞上路樹，不僅甲、乙受到輕傷，Ａ也因此死亡。 
  試問：甲、乙的行為應如何論處？並說明其理由。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