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試就上【勘誤＋說明】 
頁碼 原內容 修正內容 說明 

試題

本 
005 
解答

本

p.5 

29.……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於

民國105年2月27日判決送達

於中正一分局，並將送達通知

單黏於其偶而居住的日租屋

信箱外，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上訴不變期間為10日，故甲

最遲應於2月6日上訴 
(B)上訴不變期間為10日，故甲

最遲應於2月7日上訴 
(C)上訴不變期間為10日，故經

年節之次日即2月15日上訴 
(D)上訴不變期間為10日，故甲

最遲應於2月5日上訴 

 
解析 
參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

2501號判決，寄存送達於作成

送達通知書時便生送達效

力，上訴期間亦從該日起算。

另若當事人之上訴期間末日

為農曆新年國定假日，那屆滿

期間就是放完假的隔天，故選

(C)。 

29.……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於

民國105年12月247日將以甲

為被告之判決送達於中正一

分局，並將送達通知單黏於其

偶而居住的日租屋信箱外，若

甲欲上訴，以下敘述何者正

確？ 
(A)上訴不變期間為10日，故甲

最遲應於2月6日上訴 
(B)上訴不變期間為10日，故甲

最遲應於2月7日上訴 
(C)上訴不變期間為10日，故甲

最遲應於經年節之次日即2月

15日上訴 
(D)上訴不變期間為10日，故甲

最遲應於2月5日上訴 

 
解析 
寄存送達上訴不變期間之計

算，依最高法院94年度第1次

庭長、法官會議決議意旨，刑

事訴訟法第62條及民事訴訟

法第138條第2項，寄存送達後

應經十日期間，應自寄存日翌

日起算。以其期間末日之終

止，為十日期間之終止，此後

即開始計算所應為訴訟行為

之法定不變期間。再參最高法

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判

決，寄存送達於作成送達通知

書時便生送達效力，上訴期間

亦從該日起算。另若當事人之

上訴期間末日為農曆新年國

定假日，那屆滿期間就是放完

假的隔天，故選(C)。 

 

試題 54.關於律師「應付懲戒」之敘 54.關於律師「應付懲戒」之敘  



本

009 
述，下列何者正確？ 
(A)律師為求扣押財產成功，將

法院判決書列印後塗改當事

人名稱並作為證物遞狀至執

行處 
(B)甲於新竹地院管轄區域，因

案件量大故增設另一間事務

所，並不違法 
(C)甲律師於練習拳擊時過失

將人打死，經判刑確定，不應

付懲戒 
(D)甲律師因下班後至酒店兼

差分身乏術，且未向法院釋

明，即辭指定之職務，應付懲

戒 

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甲律師為求扣押財產成

功，將法院判決書列印後塗改

當事人名稱並作為證物遞狀

至執行處，並不違法 
(B)甲律師於新竹地院管轄區

域，因案件量大故增設另一間

事務所，並不違法 
(C)甲律師於練習拳擊時過失

將人打死，經判刑確定，不應

付懲戒 
(D)甲律師因下班後至酒店兼

差分身乏術，且未向法院釋

明，即辭指定之職務，不應付

懲戒 

試題

本 
011 

66.下列何行為得減輕或免除

其刑？ 
66.下列何行為得可以減輕或

者免除其刑？ 
原題幹有使讀

者誤會所要考

的為「法條規定

為『得減輕或免

除』其刑」的可

能，故調整用語

試題

本

021 
解答

本第

1 回

國私

p.9 

55.A國國籍之郝聰明小姐

於台灣撰寫完成《王子復仇

記》系列小說，出版並熱

賣。B國國籍之吳腦袋先生

見有利可圖，便偷偷印刷出

版，在B國販賣《王子復仇

記》系列小說。請問郝聰明

小姐對其著作權受侵害一

事，應依何國法律主張權

利？ 
(A) 因郝聰明小姐是A國

人，故應依A國法律主張其

權利 
(B) 因侵權行為地是台

灣，故應依中華民國法律主

張其權利 
(C) 郝聰明小姐對吳腦袋

55.A國國籍之郝聰明小姐

於台灣撰寫完成《王子復仇

記》系列小說，出版並熱

賣。B國國籍之吳腦袋先生

見有利可圖，便偷偷印刷出

版，在B國販賣《王子復仇

記》系列小說。請問郝聰明

小姐對其著作權受侵害一

事，應依何國法律主張權

利？ 
(A) 因郝聰明小姐是A國

人，故應依A國法律主張其

權利 
(B) 因侵權行為地是台

灣，故應依中華民國法律主

張其權利 
(C) 吳腦袋先生在B國有疑

 



先生之重製行為，應依中華

民國法律主張其著作權受

侵害 
(D) 郝聰明小姐可就A國、B
國和中華民國法律規定，擇

一主張其權利 
 
解析 
本案定性為「智慧財產權」

問題，關於智慧財產權準據

法，依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第42條第1項規定：「以智

慧財產權為標的之權利，依

該權利應受保護地之法

律。」本案之指定原因為以

智慧財產權為標的之權

利，郝聰明小姐係在台灣完

成《王子復仇記》系列小

說，台灣著作權採創作完成

主義，故郝聰明小姐對於吳

腦袋先生之重製行為，應依

中華民國法律主張其權

利，(C)選項正確。 

似侵害郝聰明小姐著作權

之行為，中華民國法院應依

B國法決定郝聰明小姐在B
國有無權利郝聰明小姐對

吳腦袋先生之重製行為，應

依中華民國法律主張其著

作權受侵害 
(D) 郝聰明小姐可就A國、B
國和中華民國法律規定，擇

一主張其權利 
 
解析 
本案定性為「以智慧財產權

為標的之權利」問題，關於

智慧財產權準據法，依據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2條

第1項規定：「以智慧財產權

為標的之權利，依該權利應

受保護地之法律。」及立法

理由：「二、智慧財產權，

無論在內國應以登記為成

立要件者，如專利權及商標

專用權等，或不以登記為成

立要件者，如著作權及營業

秘密等，均係因法律規定而

發生之權利，其於各國領域

內所受之保護，原則上亦應

以各該國之法律為準。爰參

考義大利國際私法第五十

四條、瑞士國際私法第一百

十條第一項等立法例之精

神，規定以智慧財產為標的

之權利，其成立及效力應依

權利主張者認其權利應受

保護之地之法律，俾使智慧

財產權之種類、內容、存續

期間、取得、喪失及變更

等，均依同一法律決定。該



法律係依主張權利者之主

張而定，並不當然為法院所

在國之法律，即當事人主張

其依某國法律有應受保護

之智慧財產權者，即應依該

國法律確定其是否有該權

利。例如甲主張乙在A國侵

害其智慧財產權，乙抗辯甲

在A國無該權利，則我國法

院應適用A國法律，而非我

國法律，以解決在A國應否

保護及如何保護之問題；如

甲依我國法律取得智慧財

產權，乙在A國有疑似侵害

其權利之行為，則我國法院

應依A國法決定甲在A國有

無權利之問題。」本案之指

定原因為以智慧財產權為

標的之權利，郝聰明小姐係

在台灣完成《王子復仇記》

系列小說，台灣著作權採創

作完成主義，故郝聰明小姐

對於吳腦袋先生之重製行

為，應依中華民國法律主張

其權利，(C)選項正確。 

試題

本

026 

9.關於收養之敘述，下列何者

錯誤？ 
(A)5歲之甲，受乙、丙夫妻收

養，應由其母為收養之表示 

9.關於收養之敘述，下列何者

錯誤？ 
(A)5歲之甲，受乙、丙夫妻收

養，應由其母為法定代理人代

為並代受收養之表示 

 

試題

本

029 

甲討厭其同事乙，某日散發合

成乙頭像的不雅照傳單，造成

乙痛苦不堪，問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乙僅得請求甲賠償相當金

額 
(B)乙於此事經過12年，仍得向

甲請求損害賠償 

甲討厭其同事乙，某日散發合

成乙頭像的不雅照傳單，造成

乙痛苦不堪，問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乙僅得請求甲賠償相當金

額 
(B)乙於此事經過12年，仍得向

甲請求損害賠償 

 



(C)乙對甲之精神上損害賠償

請求權為專屬乙之權利，不得

讓與或繼承 
(D)乙得向甲請求精神上損害

賠償 

(C)乙對甲之精神上損害賠償

請求權為專屬乙之權利，無論

如何不得讓與或繼承 
(D)乙得向甲請求精神上損害

賠償 

試題

本

030 
解答

本第

1 回

答案

及

p.5
答案 

下列關於契約解除之敘述，何

者錯誤？ 
(A)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不得

撤銷 
(B)契約解除不問是法定解除

權，或是約定解除權，其效果

均適用民法第259條回復原狀

之規定 
(C)約定解除權是當事人約定

保留解除契約之權利，不當然

發生解除契約之效力，有解除

權之當事人尚須行使解除契

約之意思表示，始生解除之效

力 
(D)合意解除是由當事人另訂

契約以消滅原來有效之契

約，於當事人合意時即生契約

解除之效力，其效果適用民法

第259條之規定回復原狀 
答案：D 

（未修改） 

本題實為104年

司律考題之

一，當年經考選

部更正標準答

案後，此題答案

仍僅為(D)選
項。 
(B)選項敘述：

不問是法定解

除權，或是約定

解除權，其效果

均適用民法第

259 條回復原

狀之規定。並未

提及法律有特

別規定或當事

人有特別約定

之情形，敘述上

易使人誤會。惟

此題為選擇

題，故作答上仍

應選擇最適當

之答案，故答案

仍為(D)。 

試題

本

067 

承上，小睿買通安檢主管機關

甲之公務員乙，使其KTV能夠

在每期安檢時通過檢驗。某日

KTV電線走火，因逃生通道狹

窄，警鈴與逃生設備皆故障，

因而造成數十人葬身火海，家

屬震怒之餘提起國賠訴訟，則

以下所述何者正確？ 
(A)該KTV非國家所設置，家

承上，小睿買通安檢主管機關

甲之公務員乙，使其KTV能夠

在每期安檢時通過檢驗。某日

KTV電線走火，因逃生通道狹

窄，警鈴與逃生設備皆故障，

因而造成數十人葬身火海，家

屬震怒之餘提起國賠訴訟，則

以下所述何者正確？ 
(A)該KTV非國家所設置，家

 



屬不得以其設置有欠缺提起

國賠 
屬不得以其設置有欠缺提起

國賠 

試題

本

078 

乙向甲租賃房屋居住，問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A)房屋之稅捐，應由甲負擔 
(B)若乙向甲租賃者為土地，並

於上建築房屋，經過16年後乙

得請求甲為地上權之登記 
(C)租賃契約應以字據訂定，若

僅口頭約定時將視為不定期

限租賃 
(D)乙因重大過失不慎失火，使

房屋毀損而對甲負損害賠償

責任 

乙向甲租賃房屋居住，問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A)房屋之稅捐，應由甲負擔 
(B)若乙向甲租賃者為土地，並

於上建築房屋，經過16年後乙

得請求甲為地上權之登記 
(C)租賃契約期限逾1年者應以

字據訂定，若僅口頭約定時將

視為不定期限租賃 
(D)乙因重大過失不慎失火，使

房屋毀損而對甲負損害賠償

責任 

 

解答

本第

1 回

第 4
題答

案及

p.1
第 4
題解

析與

答案 

本題係在考公司法股東會部

分。 
依公司法第 177 條第 2 項規

定：「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

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

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

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

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

之 3％，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

權，不予計算。」可知一人受

託行使表決權之情形，其至多

只能行使 3%之表決權數。 
此外，同條第 4 項亦規定：「委

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

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

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

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

之表決權為準。」故原則上委

託出席之情形，如逾期未撤

銷，仍以受託人所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綜上所述，本題中吉吉雖親自

本題係在考公司法股東會部

分。 
依公司法第 177 條第 2 項規

定：「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

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

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

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

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

之 3％，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

權，不予計算。」可知一人受

託行使表決權之情形，其至多

只能行使 3%之表決權數。 
此外，同條第 4 項亦規定：「委

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

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

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

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

之表決權為準。」故原則上委

託出席之情形，如逾期未撤

銷，仍以受託人所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綜上所述，本題中吉吉雖親自

 



出席，但因其逾期未撤銷其委

託，故表決權數之計算仍以其

原委託為準。3 人所持有之股

份，加總後，雅雅受託之股份

數應為 3.3%。 
惟考量公司法第177條第2項

規定，加總後應不得超過3%，

故選（C）。 
答案：C 

出席，但因其逾期未撤銷其委

託，故表決權數之計算仍以其

原委託為準。是以，雅雅代理

所得行使之股份數，因並不計

入其自己持有之股份數，加總

後，雅雅受託之股份數應為

2.2%，故選（B）。 
答案：B 

解答

本公

司法

第 2
回第

12 題

答案

及

p.4
答案 

A AB 

(B)選項，公司

法第 282 條第 1
項第 1 款為繼

續 6 個月以上

持有已發行股

份總數 10%以

上股份之股

東，(B)選項為

繼續 1 年以

上，自也符合該

規定，故(B)選
項之股東亦得

聲請重整。 

試題

本 
098 
解答

本 
第 3
回答

案及

p.4
答案 

29. 
(A)受命法官於其獨任進行之

準備程序中依被告之自白裁

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答案： 

C 

29. 
(A)受命獨任審判法官於其獨

任進行之準備程序中依被告

之自白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 
答案： 
C（D） 

(D)選項有爭

議。可能因爭執

有無證據能力

等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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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被告甲在台中市與彰化市

交界處涉嫌肇事逃逸罪，高雄

地方法院審理中發現…… 

33.被告甲在台中市與彰化市

交界處因涉嫌肇事逃逸罪被

逮捕，彰化高雄地方法院審理

中發現…… 

 

解答

本刑

ABCE ABC（E） (E)選項非無爭

議，不適合作為



法 
第 3
回第

64 題

答案

及

p.9
答案 

選擇題選項 

解答

本民

事訴

訟法

第 3
回

p.9
第 59
題解

析 

(A)、(B)按民事訴訟法第 138

條第 2 項規定，寄存送達自寄

存日起經 10 日生效。故本件

上訴期間起算日為送達之日

起，即 3 月 12 日起算至 4 月 1

日。乙所提上訴為合法。 

(C)、(D)乙於4月6日撤回上

訴，此為與效性訴訟行為，故

撤回上訴此時判決即確定。甲

於4月7日撤回起訴，則因判決

已確定故撤回起訴不生效力。

(A)、(B)依辦理民事訴訟事件

應行注意事項第 141 點，於乙

在 3 月 11 日實際領取判決書

時發生送達效力，但依最高法

院 29 年抗字第 208 號判例，上

訴期間自判決送達翌日起

算，因此上訴期間係自 3 月 12

日起算 20 日，至 3 月 31 日為

止。因此乙於 3 月 31 日提起

上訴屬於合法上訴。 

(C)、(D)依最高法院 96 年度第

6 次民事庭會議：「第一審判

決既經當事人於上訴期間內

提起合法之上訴，依上開規

定，即阻其確定，其訴訟並因

而繫屬於第二審法院。嗣當事

人於上訴期間屆滿後撤回其

上訴者，第一審判決應於撤回

上訴生效時始確定。」本件，

乙已提起合法上訴後，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之 4 月 6 日撤回上

訴，故判決應於撤回上訴生效

時確定。甲於 4 月 7 日撤回起

訴，此時因判決已確定，撤回

起訴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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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甲公司為販售乳品之公

司，因身陷食安風暴，其業務

員見牛奶滯銷影響自己獎金

甚鉅，便夥同B將公司所生產

之生乳載往B處換裝變賣，試

66.甲公司為販售乳品之公

司，因身陷食安風暴，其業務

員見牛奶滯銷影響自己獎金

甚鉅，便夥同B將公司所生產

之生乳載往B處換裝變賣，試

 



問應如何論處？ 
(A)甲應構成刑法第336條業務

侵占罪 

問應如何論處？ 
(A)甲公司業務員應構成刑法

第336條業務侵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