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P77 公民題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13 版）勘誤 
 

P243 第 10 題解析修正如下： 

我國現行的審級制度，原則上採「三級三審」制度，但並非所有訴訟一律採三級三審制。原則上，

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等情節較輕微的刑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但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

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此時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例外得提起上訴。（新修正刑事

訴訟法第 376 條參照）另規定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未逾 100 萬

元，亦不得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參照）（本題僅供參考） 

 

P243 第 14 題(B)解析修正如下： 

(B)所稱「告訴乃論」，係指必須被害人提出告訴，檢察官才會追訴之意。而我國性侵害之犯罪，

原則上為「非告訴乃論」，檢察官知悉犯罪發生時，即可主動偵辦。但有二種情形須要告訴乃論，

一種是對於配偶強制性交，另一種則是合意性交或猥褻之行為人未滿 18 歲。﹝《刑法》第 229-1 

條參照﹞ 

 

P243 第 14 題(D)解析修正如下： 

 (D)對於行為人（即加害人）觸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相關罪名者（《刑法》第 221 條至第 227 

條、第 228 條、第 229 條），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刑法》

第 91-1 條第 1 項參照） 

(1)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2)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P244 第 15 題(D)解析修正如下： 

(D)按刑事訴訟程序中，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得上訴於上級法院。當事人若不

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刑事訴訟法》第 3444 條

第 1 項、第 461 條第 1 項參照）是以，題示中富少不服一審地方法院之判決時，承前揭規定

可知，其救濟程序應係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提起上訴，而非係向司法院大法官提起釋憲。 

 

P246 第 20 題(D)解析修正如下： 

(D)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

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

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議



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

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參照） 

 

P247 第 27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4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

銷者外，有選舉權。」因此依題目所示，推測大明目前無法投票的原因為未達法定年齡。至於被

褫奪公權者則僅限於為「公務員」、「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尚不及於投票權。（刑法第 36 條參

照） 

 

P323 第 16 題解析修正如下： 

各選項說明如下：  

(A)滿二十歲為成年。（現行《民法》第 12 條參照）另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現行《民法》第 980 條參照）是以，19 歲的「惠惠」與交往多年的男友結婚，應得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方生結婚之效力。  

(B)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現行《民法》第 13 條第 1 項參照）又無行為能力人

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表示。（現行《民法》第 76 條參照）是以，6 歲的「小

明」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將自己的玩具車送給鄰居。  

(C)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限制行為能力人，無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得為遺囑。但未

滿十六歲者，不得為遺囑。（現行《民法》第 1186 條參照）是以，題示中 14 歲的「大華」於

病榻前寫下一封遺囑，尚不生遺囑之效力。  

(D)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

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現行《民法》第 77 條參照）是以，題示中 16 

歲的「阿文」收下親友所送的摩托車，應屬「純獲法律上利益」而生效力。 

 

P324 第 21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民法》第 1138 條第 1 款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同法第 1141 條復規定，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

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今依題示，小剛及小強之年邁雙親同時過世，生前並未立遺囑，承前揭規定可知，其雙親遺產的

法定繼承人應為小剛及小強，並由其二人平均繼承之。（應繼分各為遺產之二分之一） 

 

P324 第 22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

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同法第 42 條復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而《消費者保護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企業經營者應依商品標示法等法令為商品或服務之

標示。同法第 25 條第 1 項則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保證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時，應主動出

具書面保證書。  

另同法第 56 條復規定，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之一者，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而逾期不改

正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P324 第 23 題(B)解析修正如下： 

(B)按我國《法院組織法》第 86 條規定：「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

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此為公開審理原則之法律依

據。惟刑事自訴程序前之訊問則屬例外，蓋依《刑事訴訟法》第 326 條第 1、2 項規定：「法院

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於發見案件係民事或利用

自訴程序恫嚇被告者，得曉諭自訴人撤回自訴。前項訊問不公開之；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

告。」 

 

P325 第 24 題(A)解析修正如下： 

(A)按《民事訴訟法》第 377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不問訴訟程度如何，得隨時試行和解。受命

法官或受託法官亦得為之。 

 

P325 第 25 題(B)解析修正如下： 

(B)按我國現行刑事訴訟的審級制度，原則上依《法院組織法》第 1 條之規定，採「三級三審」

制度。惟下列情形除外：  

(1)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規定之刑事案件（如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專科罰金之罪、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三百三

十六條第二項之侵占罪……等），為輕微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  

(2)簡易程序之刑事案件，其第一審於地方法院簡易庭，第二審為地方法院合議庭。  

(3)《刑事訴訟法》第 455-10 條第 1 項所規定，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者，不得上訴第二審。 

(4)《刑事訴訟法》第 4 條規定之內亂、外患及妨害國交罪等重大刑事案件，其第一審法院為

高等法院。 

 

P325 第 25 題(D)解析修正如下： 

(D)《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

明之方法。 

 

P337 第 12 題(C)解析修正如下： 

(C)考選部部長，由考試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不須經立法院同意。 

 

P338 第 20 題解析修正如下： 

依據現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



法：  

(1)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

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2)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3)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

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惟讀者須注意者，考量大法官依憲法規定解釋憲法，並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復依憲法增修條文

規定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及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均屬司法權行使之一環，是大法官審理案

件之方式及程序，有予全面司法化之必要。爰於民國 108 年 1 月 4 日公告修正更名為「憲法

訴訟法」及全文 95 條，自公布後三年（即民國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本題涉及修法，僅

供讀者參考） 

 

P338 第 21 題(A)解析修正如下： 

(A)承《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可知，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

分之二者，即被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本選項「兩大有線電視業者合併後，收視戶涵蓋全臺九成以上」符合前揭獨占事業認定範圍，故

應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 

 

P339 第 21 題(C)(D)解析修正如下： 

(C)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2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

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爰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11 款復規定，事業於促銷廣

告不得為下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十一）廣告表示消費一定數額得獲嗣後

交易優惠之抵用券、折價券等，就抵用券、折價券等使用方式、期間、範圍等限制未予明示，致

消費者就其價值產生錯誤認知之虞。  

(D)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

信譽之不實情事。 

 

P339 第 23 題解析修正如下： 

錯誤的選項說明如下：  

(A)偵查階段之搜索，係檢察機關（如檢察官、司法警察）為發現被告、犯罪證據或得沒收之物

品，而對於被告或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住宅或其他處所，所實施之強制處分行為。

（《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參照）  

(B)起訴階段時，若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官



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

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其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刑事訴訟法》第 253-1 條

參照）  

(C)按《刑事訴訟法》第 326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

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於發見案件係民事或利用自訴程序恫嚇被告者，得曉諭自訴人撤回

自訴。 

 

P339 第 24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民法》第 1223 條第 1、3 款規定，繼承人之特留分，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三、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

之一。……。  

題示中，富商之配偶及其子女可依據承前揭之規定請求遺產的特留分。 另同法第 122 條規定，

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

扣減之。受遺贈人有數人時，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  

題示中，富商生前遺囑：「過世後，將遺產全部送給女友。」，顯已嚴重侵害富商之配偶及其子女

的遺產特留分，自得依據前揭規定處理，保障自身權益。 

 

P409 第 1 題解析修正如下：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第 4 款之定義，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

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

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

者。 

 

P410 第 11 題解析修正如下： 

錯誤的選項說明如下：(A)地方政府教育局科員為事務官，教育部部長則為政務官；(B)事務官以

執行政策為任務，懲戒的方式有免除職務、撤職、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休職、降級、

減俸、罰款、記過、申誡。但並不需承擔政治責任；(C)政務官不以學歷及考試為資格要件，故

無任用資格之限制。 

 

P411 第 14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所稱「自助行為」，係指行為人為保護自己之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押收

或毀損之行為。我國《民法》第 151 條即具體規範：「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財產

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

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 

 

P411 第 16 題(A)解析修正如下： 



(A)被害人年滿十六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

事者，得向法院聲請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3-1 條第 1 項準用第 10 

條參照） 

 

P411 第 17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公務員懲戒法》第 100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後，被付懲戒人之應付懲戒事由、懲戒種類及其他實體規定，依行為時之規定。但修正施行

後之規定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者，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規定。 

 

P411 第 19 題(A)(B)解析修正如下： 

(A)按著作權法第 10 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顯見我國著作權法係採「創作保護主義」， 著作人於創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  

(B)按「獨立創作（independent creation）」著重作品由著作人自行完成，只要非抄襲或複製他人

既有著作即可，並不要求新穎性。因此，若不同作者個別獨立完成相似度極高或雷同的作品，因

兩者均為獨立創作，故皆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P413 第 33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

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

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  

另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第 1 款則進一步規定，本法（即消費者保護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

營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用：一、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

約時即將逾期。  

綜前規定可知，系爭商品水蜜桃實屬保存期限短且易於腐敗之品項，題示中之業者依法自得主張

本商品不適用七日猶豫期。 

 

P427 第 18 題解析修正如下： 

所謂的「微罪不舉」，係指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第三百七十六條所規定之案件（如刑法第 

320、321 條之竊盜罪），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

起訴之處分。 

 

P477 第 26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

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

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題示中，市府認定業者未申請經營屬實，且該設備屬違建，依法開罰並限期強制拆除。若業者對

此處罰不服，目前進入司法訴訟階段，該案件應適用前揭行政訴訟法所規範之「撤銷訴訟」。 



 

P526 第 9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所稱「訴訟外和解」，係指當事人在訴訟外所簽訂之和解契約，只要不是訴訟過程中做成的和

解，都是屬於訴訟外的和解。該和解僅具有民法債權契約之效力，雖可在實體法上拘束雙方當事

人，但違反者僅生債務不履行效果，並無既判力及執行力。換言之，當事人一方無法以訴訟外有

和解為理由，而使訴訟程序終結；亦無法憑和解契約，向法院聲請對他方為強制執行，必須再以

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向法院起訴請求履行，但若於契約書內加入逕為強制執行條款者，不在此

限。 

 

P526 第 10 題解析修正如下： 

行政責任係指公務員違反基於身分所應遵守法規之義務，由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予以處罰，

依照目前我國現制，行政責任可分為懲戒處分與懲處處分二種，其中懲戒係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為之。其種類包括：免除職務、撤職、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休職、降級、減俸、罰款、

記過、申誡。但對政務人員則僅得為免除職務、撤職、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減俸、罰

款以及申誡。 

 

P527 第 16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民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  

前揭所稱「定著物」，指非土地之構成分，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不易移動其所在

之物而言。例如輕便軌道除係臨時敷設者外，其敷設出於繼續性者，縱有改建情事，有如房屋等，

亦不失其為定著物之性質，故應認為不動產。（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93 號解釋文參照）換

言之，定著物具有獨立性、固定性、永久性，而本題選項(D)之貨櫃屋或可移動，非屬不動產。 

 

P528 第 23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行政訴訟法第 237-3 條第 1 項規定，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

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之。 

 

P582 第 8 題(C)解析修正如下： 

(C)經濟部部長：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憲法第 56 條） 

 

P584 第 18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行政機關基於其法定職權，為達成特定之行政上目的，於不違反法律規定之前提下，自得與人

民約定提供某種給付，並使接受給付者負合理之負擔或其他公法上對待給付之義務，而成立行政

契約關係。……為確保自願享受公費待遇之學生，於畢業後，照約按受分發公立衛生醫療機構完

成服務，以解決上述困難，達成行政目的所必要，亦未逾越合理之範圍。此項規定並作為與自願

接受公費醫學教育學生訂立行政契約之準據，且經學校與公費學生訂立契約（其方式如志願書、

保證書之類）後，即成為契約之內容，雙方當事人自應本誠信原則履行契約上之義務。從而公費

學生之權益受有限制。（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48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承前揭解釋理由書可知，教育部與學生所簽訂之公費留學契約，其性質應屬行政契約。 

 

P585 第 20 題解析修正如下： 

按刑法學上判斷行為人是否成立犯罪，目前通說皆採三階段論，亦即判斷犯罪三步驟依序為：構

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罪責。 

其中所稱「構成要件該當性」，係指行為人之客觀行為若與客觀不法構成要件所描述之全部構成

要件要素相符合，而且行為人之主觀心態又與主觀不法構成要件相符者，則此不法行為，即包攝

於該不法構要件之中，而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  

又「散布猥褻物品罪」依據刑法第 235 條第 1 項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

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而前揭法定客觀構成要件中之「猥褻」是對於物品的性質，與公

然猥褻係針對行為人之行為有所不同。蓋所謂「猥褻物品」，係指一切在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

足性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社會風化之物品。  

今依題意所示，檢察官認為該照片僅是露點，並沒有做出性挑逗或令人感受到厭惡及噁心的動作，

不算是猥褻。換言之，檢方認為行為人之行為，不符合「散布猥褻物品罪」客觀構成要件中「猥

褻」之意涵，因而構成要件不該當，予以不起訴處分。 

 

P585 第 22 題(D)解析修正如下： 

(D)消費者保護法第 6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前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保護消費者的法規，由於涵蓋的層面非常廣泛，無法由某

一機關單獨辦理，故現行政府體制即依保護事項之性質，規定分由不同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辦

理，例如食品衛生、化粧品及藥品為衛生福利部，電器安全及商品標示為經濟部主管等。 

 

P585 第 23 題(A)解析修正如下： 

(A)憲法保障人民的參政權包括：第 17 條：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第 18 條：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該名女歌手參與民主運動、表達政治立場應為憲法第  11  條（表現意見之自由）、第 14 條（集

會結社之自由）之自由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