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大學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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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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A 與 B 是登山攀岩的好友，某日二人在某深山登山攀岩時，由於鋼釘脫

落而導致以繩索綁在一起的 A 與 B 吊在懸崖旁半空中。 
 當時吊掛在繩索上方的 A，不僅不可能將懸在下方的 B 拉起，而且該繩索

也無法同時撐住 A、B 二人的重量，因此在這種危急情況之下，A 為了要保

住自己的性命而不得不要放棄 B。當 A 正拿刀要割斷下方的繩索而讓 B 墜

崖時，獵人甲（有合法資格持有槍械）剛巧從對面的山頭走過，以為 A 要

害死 B，於是立即拿起獵槍朝 A 開了一槍，結果不但沒有擊中 A，反而擊

中 B，導致 B 中槍墜崖身亡，A 也因受到槍聲的驚嚇而墜崖身亡。 
 試問：甲的行為在刑法上應如何論處？（30%） 

 
 
貳、試回答下列各問題： 
 （一）何謂「正犯後正犯」？試分析說明之。（10%） 
 （二）所謂共犯「限制從屬性」，究係何所指？試分析說明之。（10%） 
 （三）所謂「想像競合犯之共同正犯」，究係何所指？試分析說明之。 

（10%） 
 
 
參、甲因涉嫌殺人而遭檢察官起訴。甲為脫罪，明知現年15歲之子乙，以及從

小學就認識之好友丙，根本不知自己當時身在何處，卻要求兩人在法院開庭

審判時，擔任證人證明自己不在殺人現場，而係身在他處。乙、丙兩人因此

在法院審判時具結，並做出甲不在現場之證言。所幸法院未被蒙蔽，並未採

信兩人與事實不符之證詞。 
 試問：甲、乙、丙三人在刑法上之評價如何？（25%） 
附：刑法第一百六十八條 
 於執行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

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肆、行為人於竊盜後，搬運所得財物離開現場，在結論上，我國學說與實務均

認為僅須就竊盜部分予以處罰即可，試說明其可能之理由何在？又應以何種

見解為當？（15%） 



國立高雄大學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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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向乙銀行貸款 1000 萬，由丙公司之董事長 A 以丙公司名義在支票上保

證，請問：丙公司是否須負保證責任？A 有無法律責任？(25 分) 

 

 

二、 甲向乙購買貨物一批 100 萬，甲乃開立一張遠期支票以為清償，並由丙在

支票背面簽名，以增強甲之債信。請問：(25 分) 

（1） 甲所開立之支票是否有效？ 

（2） 丙有無法律責任？ 

 
 

三、 我國籍「定明輪」與英國籍「倫敦精神號」於倫敦泰晤士港區發生碰撞，

兩輪互有損害，「倫敦精神號」所有權人旋於倫敦海事法院提起對船訴訟，

起訴書合法送達「定明輪」並扣押之，並於數天後於「定明輪」所有權人

月光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地所在的台北地方法院，以月光海運為被告提

起對人訴訟。台北地方法院得否為停止訴訟之裁定?(25 分) 
 
 
四、 環球航線「寰宇輪」所有權人甲海運公司，向乙保險公司投保船舶險，「寰

宇輪」抵押權人丙銀行向丁保險公司投保船舶險，兩個保險契約的準據法

均為我國法。今「寰宇輪」於保險期間發生法定委付事由之保險事故，分

別經乙、丁保險公司承諾委付與給付保險金。「寰宇輪」所有權、抵押權

應歸屬於何人?(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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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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刑事訴訟法第 107 條第 2 項：「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得聲請法院撤

銷羈押。檢察官於偵查中亦得為撤銷羈押之聲請。」 
(2) 刑事訴訟法第 404 條第 2 款：「對於判決前關於管轄或訴訟程序之裁定，不得抗告。

但下列裁定，不在此限：…關於羈押之裁定。」以及同法第 413 條：「抗告法院認為抗

告有理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 
 
請分析並說明，(1)與(2)的規範標的是什麼？這兩者有什麼差異？以及，這樣的區分有什

麼實益？(25 分) 
 
 
 
二. 請根據現行刑事訴訟法分析並說明，在法官訊問鑑定人時，辯護人是否有在場權？也請

說明，何謂違法限制這個在場權的情形，以及因此所取得的鑑定人的陳述可否作為判決

認定事實的基礎？(25 分) 
 

參考法條 

刑訴法第 168 條之 1：「(I)…辯護人…得於訊問證人、鑑定人或通譯時在場。(II) 前項訊問之日、時及處

所，法院應預行通知之。但事先陳明不願到場者，不在此限。」 

刑訴法第 206 條之 1：「(I) 行鑑定時，如有必要，法院或檢察官得通知…辯護人到場。(II) 第 168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三. 甲男乙女是情侶，相偕參加乙的同學丙女生日派對。派對上，幾杯紅酒催化，丙竟對甲

搔首弄姿，傳遞情意；乙女見狀，醋勁大發，認為丙在勾引男友，乃當眾大罵丙是「狐

狸精、死三八」，派對因而不歡而散。某日雨天，丙開車返家，見甲乙二人共乘機車從旁

經過，突想起生日派對上所受屈辱，企圖以開車濺起路面水花讓甲乙難堪。未料，天雨

路滑，丙竟撞上甲乙共乘機車，致甲不幸當場死亡，乙則僅受輕傷。檢察官相驗、訊問

後，認為丙是故意殺人，乃對丙提起公訴。然經過一個月的時間，卻始終未對本案開庭。

乙按耐不住，乃自行對丙提起傷害自訴，丙因而也對乙提起公然侮辱的反訴。試問：法

院應如何處理？(25 分) 

 

 



國立高雄大學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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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尚有試題 第 2 頁，共 2 頁 

四. 高雄市發生一起兇宅血案，經檢警調查後，認為甲的罪嫌重大，加上現場發現的凶器留

有甲的指紋，檢察官遂以殺人罪對甲提起公訴。審理過程中，甲始終表示自己並非殺人

兇手，辯稱「事發當日，正在台北出差，隔日才回到高雄」，但因為甲無法提出不在場證

明，加以現場凶器指紋與目擊證人指證歷歷，經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決十二年有期

徒刑，又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告確定。在甲服刑的期間，甲的妻子乙多方奔走，終於

在台北找到能證明「案發當日，甲人在台北」的證人丙，並委任律師提起再審。試問：

丙的證言是否可信？法院應如何審理？(25 分) 

 



國立高雄大學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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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市政府鑑於夏季將至，市區發生火災之機率可能提高，為使消防車能順利到達火場救

災，指示相關單位淨６公尺以下之巷道。為填補淨空後停車位之不足，將在相關道路增

設停車格。市民乙經營電器用品買賣，由於業務量大，進出十分頻繁。某日乙開門營業

時，發現店門口的道路被市政府新設停車格並有其他車輛停放，造成其出入十分不便。

試問乙對於甲市政府劃設停車格之行為有何救濟方法？（25 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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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論述下列問題： 

（一）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效果為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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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  本題重要參考法條： 

傳染病防治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傳染病病人經主管機關通知於指定隔離治療機構施行隔離治療時，應依指

示於隔離病患內接受治療，不得任意離開；如有不服指示情形，醫療機構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通知警察機關協

助處理。」； 

第 69 條規定：「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令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三、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五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限制、禁止或隔離命令。」 

 

三、甲縣警察局之 A 警察分局長某乙，於夜間飆車族在該轄區街道上任意流竄，危害民眾往

來交通安全甚鉅之情形，長達二小時之久，卻始終未能以有效之警力部署加以取締，經民

眾強烈抗議之後，又推諉塞責、避重就輕。以致甲縣警察局局長某丙，立即組成調查小組，

詳加調查事件原委。經查明事實真相後，甲縣警察局依人事評議程序決議，認為某乙嚴重

失職，即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 29 條第 2 項：「警察人員其他違法情節重大，有具體

事實者，得予以停職」之規定，對某乙為「自即日起停職三個月」之處分。 
   請論述下列問題：(以能引述行政法院見解及大法官會議解釋者為佳) 

（一）某乙對該停職處分，可否單獨提起行政爭訟？（10 分） 
  （二）若可，其應進行之行政爭訟程序為何？（15 分） 
 

四、試論行政程序法第 111 條第六款應為如何之解釋，方為妥適？(25 分) 
 

※ 本題重要參考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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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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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程序法第 111 條： 

「行政處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不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 

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 

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不能實現者。 

四、所要求或許可之行為構成犯罪者。 

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良風俗者。 

六、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 

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 



國立高雄大學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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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甲擔任董事長之 A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承作某橋樑時，甲明知乙不具相關機具操作之

資格與能力，仍予以聘僱。某日施工時，由於乙之操作不當，且未為必要之防護措施，致使

機具斷裂，打中路過而由丙駕駛之轎車(出廠三年)，車輛之車前擋風玻璃及大燈破裂，丙亦

因而受傷住院。而丙住院期間，係由其大學剛畢業而待業中之妹妹丁看護。試問：丙對何人

得主張損害賠償，而損害賠償之範圍又應如何計算？（40 分） 
 
 
 
二、甲、乙、丙三人共有坐落於壽山旁土地一筆，各自擁有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今甲與乙聯

手將該土地出賣給丁，而乙於大水來臨前，怕該土地遭土石流淹埋而單獨在其邊緣築擋土牆，

其各該行為之效力如何？又甲與乙在丙的反對下將該筆土地出租給戊，嗣後因戊破產而無法

收取租金，問甲、乙之出租行為是否有效，丙對甲、乙可主張何種物權法上權利？(30 分) 
 
 
 
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20 號解釋有云: 『夫妻於上開民法第一千零三十條之一增訂

前結婚，並適用聯合財產制，其聯合財產關係因配偶一方死亡而消滅者，如該聯合財產關係

消滅之事實，發生於七十四年六月三日增訂民法第一千零三十條之一於同年月五日生效之後

時，則適用消滅時有效之增訂民法第一千零三十條之一規定之結果，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

得者外，凡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而於聯合財產關係消滅時現存之原有財產，並不區

分此類財產取得於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之前或同年月五日之後，均屬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之計算範圍。』試解析上文內容，並評論其利弊。(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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