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五等 

考試類科組：庭務員 

科 目：法院組織法大意（包括法庭席位布置規則、法庭旁聽規則、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
分院臨時開庭辦法、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法院便民禮民實施要點） 

 

  下列何人員非屬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所得設置者？ 

少年保護官 家事調查官 心理測驗員 管理員 

  法院登記處主任係任職於下列何法院？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合議審判，以庭長充審判長，如庭長有事故時，應由何人任審判長？ 

由庭員相互推選充之 院長依職權指定審判長  

院長商請他庭庭長充任審判長 以庭員中資深者充之，資同者以年長者充之 

  為提升司法形象，關於法院之便民禮民措施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法院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午休時間，原則上進行休息  

證人於法官訊問後，應主動發給日旅費  

法院對民眾之口頭陳訴，宜由院長或相關人員予以接見，並作適當處理  

當事人於法院下班後，提出上訴或抗告書狀者，值班人員應婉轉告以，請於上班時間

遞狀，上訴或抗告書狀不得代收 

  下列何人不得聲請閱覽法院合議庭裁判評議之意見？ 

案件之辯護人  案件之訴訟代理人  

案件之證人  案件之曾為輔佐人 

  關於裁判之評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裁判之評議，於該審裁判宣判後即均應予以公開  

評議時法官應各陳述意見，其次序以資淺者為先，資同以年少者為先，遞至審判長為

終 

關於刑事，如法官之意見分三說以上，各不達過半數時，以最利於被告之意見順次算

入次有利於被告之意見，至達過半數為止  

評議時僅就審判長及受命法官之意見記載於評議簿 

  法庭錄音、錄影內容除去之相關規定，由下列何機關訂定之？ 

司法院訂定之  司法院會同行政院訂定之  

保管錄音、錄影內容之法院訂定之 實施錄音、錄影之法院的上級法院訂定之 

  關於法庭之錄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院應於法庭置數位錄音設備，以供開庭時錄音之用  

法庭開庭時已經法院人員錄音，故在庭之人，不得自行錄音 

在法庭之錄音應自每案開庭時起錄，至該案閉庭時停止，其間連續始末為之  

法庭開庭時雖經錄音，書記官仍應就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陳述，當庭依法製作筆錄 

  學習法官席係設於法庭何處？ 

旁聽區  法官席之旁  

法官席正前右側下方 法官席正前左側下方 

  各級法院及分院於事務分配、代理次序及合議審判時法官之配置，經預定後，因案件或

法官增減或他項事故，有變更之必要時，得依何種方式定之？ 

逕由院長定之  由院長徵詢有關庭長意見後定之  

由院長、庭長、法官舉行會議定之 由院長徵詢有關庭長、法官意見後定之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應適用之類別及其變更，由下列何機關定之？ 

高等檢察署 最高檢察署 法務部 行政院 



  關於裁判書公開之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各級法院及分院為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原則上，不應公開裁判書  

法院如公開裁判書，並不含自然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

資料  

法院公開裁判書，除自然人之姓名外，得不含自然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

別該個人之資料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應於第二審裁判書公開後，始得公開起訴書 

  檢察事務官於處理下列何種事務時，並不視為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第 1 項之司法警察

官？ 

詢問證人 實施搜索 執行拘提 襄助檢察官提起公訴 

  關於法院之設置及轄區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直轄市或縣（市）各設地方法院  

在特定地區，因業務需要，得設專業地方法院  

在省、直轄市或特別區域各設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得視其地理環境及案件多寡，增設分院或合設法院；或將其轄區

之一部劃歸其他法院或其分院，但仍受行政區劃之限制 

  關於最高法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最高法院管轄非常上訴案件之審判  

不服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第二審判決而上訴之民事訴訟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轄  

最高法院置院長一人，特任，綜理全院行政事務，並任法官  

最高法院設書記處，置書記官長一人，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三職等，承院長之命處

理行政事務 

  審判長對於妨害法庭秩序或有其他不當行為者，所為下列何項處置，並未符合法律規

定？ 

命該行為人退出法庭 禁止該行為人進入法庭  

處該行為人新臺幣 5 萬元罰金 命將該行為人看管至閉庭之處分 

  關於法官因事故不能執行職務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法官因事故不能執行職務時，得由地方法院院長命候補法官暫代其

職務  

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法官因事故不能執行職務時，得由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院長調用

其分院法官暫代其職務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法官因事故不能執行職務時，得由高等法院院長調用地方法院或其

分院法官暫代其職務  

最高法院法官因事故不能執行職務時，得由司法院院長調用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暫

代其職務 

  關於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置委員 17 人  

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選任委員之任期，均為 1 年，連選得連任 1 次  

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檢察長

之遷調  

由法務部部長指派具司法官身分之次長為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關於高等法院分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高等法院分院置院長一人，由法官兼任  

高等法院分院管轄事件，與高等法院同  

高等法院院長得派本院法官兼行分院法官職務  

高等法院分院設書記廳，置書記官長一人 

  下列職務或單位，何者非於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均有設置？ 

通譯 執達員 公證處 公設辯護人室 



  地方法院法警之管理辦法，應由何機關訂定？ 

由地方法院報請高等法院定之 由高等法院報請司法院定之  

由司法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法庭錄音、錄影內容儲於數位媒體者，案件終結後由各法院之何單位保管？ 

紀錄科 總務科 檔案室 資訊室 

  各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應適用之類別及其變更，應由何機關訂定？ 

最高法院 司法院 司法院會同考試院 司法院會同行政院 

  法官審判訴訟案件，其事務分配及代理次序，並未符合法院組織法所規定者，其審判之

效力為何？ 

一概無效 仍屬有效 原則上，無效 是否無效，視條件而定 

  下列何人員，法院及檢察署均有設置？ 

公證人 書記官 檢察事務官 公設辯護人 

  關於法院之管轄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訴訟案件，法院依其管轄區域決定管轄權，是為土地管轄  

對於訴訟案件，法院依其管轄事件決定管轄權，是為事務管轄  

法院依其管轄區域及管轄事件行使司法權  

法院之管轄區域頇受行政區劃之限制 

  最高法院設於何地？ 

中央政府所在地 由司法院定之 由立法院定之 由行政院定之 

  關於法官開庭改期之決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宜於開庭 3 日前為之 宜於開庭前 1 日為之  

宜當庭為之  應於開庭後為之 

  在核發旁聽證之法庭，關於旁聽人攜同帅童到庭旁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帅童未滿 10 歲，不論有無旁聽證，均禁止在庭旁聽  

帅童未滿 10 歲但有旁聽證，可在庭旁聽，無頇經審判長許可  

帅童滿 10 歲，不論有無旁聽證，均禁止在庭旁聽  

帅童滿 10 歲且有旁聽證，可在庭旁聽，無頇經審判長許可 

  關於法院於臨時開庭期間需用之傳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臨時開庭法院預蓋印信發交備用  

由臨時開庭法院委託當地借用機關預蓋印信發交備用  

由當地借用機關預蓋印信發交備用  

由臨時開庭法院寄交當地借用機關預蓋印信發交備用 

  檢察長親自處理其所指揮監督檢察官之事務，是為下列何項原則之表現？ 

審檢分隸 檢察一體 司法獨立 訴訟經濟 

  下列何者，非屬法院送達民眾通知書或傳票應於姓名下記載之稱謂？ 

先生 女士 小姐 君 

  關於法院於下班後提供書狀或文件代收服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應指定值班人員代收  

法院應指定值班法官代收  

法院代收書狀以當事人上訴、抗告之書狀為限  

法院代收文件以各法院指定收受之文件為限 

  關於法院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宜設置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 備置工作人員職稱名牌俾洽公識別  

設置意見箱並備反應表供民眾填寫 設置哺集乳空間及設施俾保護母性 

  法庭內之錄影，由下列何者指揮實施？ 

資訊師 審判長 法警長 書記官長 

  下列何者，不適用法院組織法第 85 條關於臨時開庭之規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少年及家事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最高行政法院 



  陪同少年被告出庭之輔佐人，其席位以設於下列何處為原則？ 

證人旁 辯護人旁 少年被告旁 被害人旁 

  依據法院組織法之規定，法庭席位布置應依下列何項原則為之？ 

當事人處分原則 當事人帄等原則 當事人對向原則 當事人自主原則 

  依據法庭旁聽規則第 10 條規定，旁聽人或其他人於開庭前如有違反法庭旁聽規則之規定

時，由在法庭執行職務人員處理之，如有疑義時，應如何處置？ 

報請該法庭之審判長裁定之 報請該法庭之審判長判決之  

報請該法院之院長裁定之 報請該法院之院長判決之 

  法庭應設旁聽席，關於旁聽證之核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訴訟當事人聲請旁聽證之先後次序核發之  

依請求旁聽者與訴訟當事人親等之親疏次序核發之  

依請求旁聽者登記之先後次序核發之  

依審判長當庭點呼之先後次序核發之 

  下列何者非屬審判長法庭警察權行使之事項？ 

審判長決定言詞辯論期日之開庭不予公開  

審判長命令在庭之人消除錄音、錄影內容  

審判長禁止在庭之人鼓掌  

審判長指示在庭之人將手機鈴聲調整為震動模式 

  下列何人依法院組織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最高檢察署檢察官與高等檢察署及

其檢察分署檢察官？ 

法務部部長  行政院院長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法院組織法第 111 條規定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檢察署，是為下列何種類型之監督？ 

行政之監督 職務之監督 勤惰之監督 倫理之監督 

  地方法院設書記處，置書記官長一人，其職等為下列何者？ 

薦任第八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簡任第十職等至簡任第十一職等 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簡任第十二職等 

  下列何者非屬司法事務官辦理之事務？ 

返還擔保金事務  執行拘提事務  

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事務 確定訴訟費用額事務 

  依目前現制，下列何者未設調查保護室或觀護人室？ 

少年及家事法院 地方法院 地方檢察署 高等檢察署 

  我國現行行政法院體系所建構之審級制度，是以下列何種類型為原則？ 

四級三審 三級三審 三級二審 二級二審 

  對於簡易訴訟程序第一審裁判不服而提起之上訴或抗告案件，地方法院法官應如何行使

審判職權？ 

法官一人獨任行使 法官三人合議行使  

法官五人合議行使 全體法官合議行使 

  下列何者非屬地方法院之職權？ 

民事、刑事第一審訴訟案件  

內亂、外患及妨害國交之刑事第一審訴訟案件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第一審訴訟事件  

夫妻財產制登記事件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之審理，屬於下列何者之職權？ 

憲法法庭 治安法庭 選舉法庭 職務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