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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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與年十九歲之子乙相依為命，並無其他親屬。甲有一串珍貴的「海洋之心 」項鍊，乙

以自己名義出賣並交付該串項鍊於不知情之第三人丙。丙為甲之鄰居，在交易當時若丙

向甲稍加詢問，即可知該串項鍊實際上為甲所有，然而，丙並未向甲詢問。試問：(40
分) 

    (一) 乙、丙間買賣契約之效力如何？ 

    (二) 乙交付「海洋之心」於丙之行為的效力如何？ 

    (三) 若甲嗣後拒絕承認乙、丙間之法律行為，丙有何權利可行使？ 

    (四) 另假設甲於乙出賣及交付「海洋之心」後，在未承認前即死亡，此時乙、丙間之法

律關係為何？ 

 
 
二、甲擁有坐落於高雄大學旁土地一筆，自己不使用而於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設定地上權給乙，

約定存續期間 10 年，且每年地租 5 萬，並限制乙在該土地上僅得蓋三層樓房屋。乙取得地上

權後並未支付任何地租於甲，並於民國 100 年 12 月 1 日將其地上權轉讓給丙，嗣後丙在該土

地上建四層樓透天厝，且亦未對任何人支付過地租。問當事人間在物權法上之權利義務如何？

(30 分) 
 
 
三、甲男與乙女於民國 95 年 12 月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甲在外工作賺錢養家，乙則為

無收入之家庭主婦。甲與乙約定，甲每個月除給付家用外，另給乙每個月 1 萬元之自由處分

金，若甲與乙於民國 100 年 12 月離婚，甲之現有財產為 160 萬元，乙之現有財產為 60 萬元。

請問：(30 分) 
(1) 自由處分金在法律上之性質為何? 試依不同學說見解評述之。 
(2) 甲乙之剩餘財產應如何分配? 
 



國立高雄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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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法第 265 條：「(I) 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或本罪之誣

告罪，追加起訴。(II) 追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為之。」 
試從公訴原則出發分析並且說明，何謂「追加起訴」？(20 分) 

 
 
二. 甲對同居女友乙實行普通傷害罪(§ 277 I 刑法)。乙立即因此向警察報案且案件之後移送檢

察官丙；請按照以下事實的繼續發展，根據刑事訴訟法分析回答以下的問題： 
 

1. 丙對甲因為普通傷害罪的案件作成不起訴處分，乙對此無法接受而想推翻這樣的決

定，他應該怎麼作？(15 分) 
 

2. 承 1，乙可否向法院，以甲涉嫌實行普通傷害罪而提起自訴？(15 分) 
 
 
三. 與被告有共犯涉嫌之人是否得以作為證人？試論述之。(25 分) 
 
 

四. 警方在素有竊盜與銷贓前科的甲居處，發現某竊案的珠寶一批。檢察官偵查後，起訴甲

侵入住宅的加重竊盜罪(§ 321 I 第 2 款 刑法)。由於甲始終保持緘默，審理後，法院無法

依據法庭的調查結果來確認甲究竟是犯下加重竊盜罪，還是審理程序進行中所彰顯的故

買贓物罪(§ 349 II 刑法)。然而，法院卻對甲必定犯下兩罪其中之一形成確信。試問，法

院究應如何進行審理與判決？(25 分) 

 



國立高雄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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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於圖書館發現鄰居六歲女童乙獨自一人，乃將其哄騙至樓梯間後，甲將女童抱坐在腿

上，以手指插入乙之性器，由於甲乙熟識，故甲並未以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之方

法進行其行為，女童亦未反抗。試論甲之可罰性？ (25 分) 
 
 

二、 甲、乙兩人共同攜槍於深夜偷竊一銀樓，得手後正欲離開。不料被巡邏警員發現，兩人

乃分別逃竄。甲、乙兩人在行動之初即約定好，若有遭逮捕危險時就可開槍。甲在逃跑

途中發現他身後有人緊追不捨，心想：為脫免逮捕，若將該人擊斃亦無不可，隨即開槍

射擊該人，然而事實上被甲擊中的卻是乙。乙因而被捕而供出兩人之犯行。試論甲、乙

之可罰性？(25 分) 
 
 

三、 某日夜晚甲與公車司機的好友乙聚餐並喝了不少酒後，由甲開車送乙返家。當甲的自用

車停在十字路口等綠燈時，一輛由酒醉的 A 所駕駛的自用車卻從後方撞擊甲車，幸好甲

車後方掛有備用輪胎，因此甲、乙並未受傷，而甲車也沒有什麼損害。甲、乙下車察看

後，發現 A 是酒醉駕車，且因受衝撞導致頭部有些流血而神智有些不清。當時，乙卻勸

甲說：反正 A 是從後面衝撞，甲自己並沒有過失，如果等警察來的話，因甲也是飲酒駕

車，反而會有事，還是趕緊離開為妙。甲也接受乙的勸告，即時改由乙代甲開車送甲回

家。未料，乙行車不到十分鐘後，竟然將正穿越馬路的行人 B 撞成重傷，在驚慌之餘，

乙趕緊駕車離開。B 雖經其他路人送醫急救，仍不治死亡。而乙則在肇事的前方一公里

處，被臨檢的警察攔下。經警察的酒測發現乙的呼氣中酒精濃度達每公升 0.60 毫克，警

察同時對乙做『汽車駕駛人酒後生理協調平衡檢測』，結果乙不論是「直線步行 10 公尺

後請其迴轉走回原地」、「雙腳併攏，兩手貼緊大腿，將一腳向前抬高離地 15 公分，並停

止不動 30 秒」……等等的項目都達到合格的標準。但是，警察在調查甲、乙二人的情況

後，將二人逮捕。試問甲、乙的行為應如何論處? (50 分) 
 
 



國立高雄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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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行政機關之管轄問題，請回答下列問題： 
1. 何謂「管轄」？違背管轄規定之行為，係屬有瑕疵之行政行為，依行政程序法應有如何之

法律效果？(10 分) 

2. 何謂「管轄恒定原則」？並論述其例外情形？(15 分) 
 

二、何謂「重覆處分」？與「第二次裁決」？如何判斷第二次裁決俾便與重覆處分有所區分，

於實務上有何準則可供判斷之參考？(25 分) 

 

三、市民甲因其兒子乙突然發高燒，情況緊急，遂立刻開車想要儘速送往醫院，然而沿途因

紅綠燈相當多，故在一百公尺內連續闖了二個紅燈，到達醫院後因無適當停車位，故在

路邊違規停車，才將乙順利送往醫院急診處就醫，而由於乙必須住院，甲違規停車長達

二日，請主要以行政罰法之觀點，論述甲之行為如何處罰。（25 分） 

 

四、 某市立公園管理處甲，因其所管理之公園常出現很多遊民，遊民時常佔據公園的椅子、

桌子，且滯留於公園廁所或其他建築物，造成髒亂與滋擾，甲遂以冷水噴灑遊民予以驅

趕，效果不錯，請回答下列問題： 

   （一）請以法學觀點論述甲之行為是否合法或適當？（10 分） 

   （二）倘若遊民不服，其救濟之途徑為何？（15 分） 

 

 



國立高雄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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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股份有限公司（甲公司）為未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其股東在章程明定公司股

東會之決議不適用公司法上假決議之規定，請問： 

（一）股東會之決議，在何種情形下，有假決議之適用？請舉例加以說明。 

（二）該公司章程之規定是否有效？ 

（三）甲公司之股東，出席股東所代表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數未達三分之二，作

成特別決議讓與主要部分財產予乙有限公司，請問該決議之效力如何？ 

 

二、甲向乙購買 A 屋一棟並簽發支票作為付款方式，實際簽發日期為 100 年 6 月 18

日，但票載發票日卻為 100 年 8 月 22 日。乙因向丙租屋，乃在 100 年 8 月 3 日將

該支票背書予丙以為支付租金。請問： 

（一）甲簽發之支票性質為何？是否有效？甲之票據債務何時成立？ 

（二）本張支票在何種情形下，會有期後背書之情形發生？ 

（三）期後背書之支票，最後執票人可否向期後背書人行使追索權？ 

 

三、運送人甲所有之布里斯托號（以下簡稱布號）與運送人乙所有之普茲茅斯號（以

下簡稱普號）兩艘貨櫃輪，同時停泊於高雄港國際碼頭進行貨物裝載，甲僱用 A

為布號之船上起重機操作員，A 在進行吊掛作業時，不慎將貨物掉落於布號上，

致船上 5 箱貨櫃毀損。依我國海商法，試附理由分析下列問題： 

（一）甲對該 5 箱貨櫃毀損之責任為何？ 

（二）另假設 A 在進行吊掛作業時，不慎將貨物飛落於停泊在旁的普號，普號因

受撞擊致船上 10 箱貨櫃被推擠落海，此時乙對該 10 箱貨櫃之責任為何？ 

 

 



國立高雄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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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尚有試題 第 2 頁，共 2 頁 

四、甲就其漁塭內價值 300 萬元之養殖魚群向乙保險公司訂立一「水產養殖保險契

約」，保險單上另行明文約定：(1)甲擔保其魚塭 24 小時皆有人員看守；(2)保險標

的 30%之價值，應由甲自行負擔由危險而生之損失。甲恐其養殖魚殘餘飼料及排

泄物污染水質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另就此與丙保險公司訂立一保險契約。嗣後

寒流侵襲，魚塭內三成養殖魚凍死，甲遂向乙請求保險金給付，然而，乙發現甲

違反上述(1)之約定。試附理由分析下列問題： 

    （一）甲、乙間保險單另行約定(1)與(2)，其性質及效力各為何？ 

（二）若甲能證明違反 24 小時人員看守與魚群凍死之間並無因果關係，乙對甲之

責任為何？ 

（三）甲、乙間與甲、丙間之保險契約，是否構成複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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