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五、六年級的老師您好:  

    法律大會考預定在 10/28早上 8:00-8:35舉行。附上法律大會考的題庫，

請張貼公告，學生也可在校網《校內公告》下載閱讀。 感謝老師配合 

                                                                            

（一）是非題 

（O）1、依我國民法規定，七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O）2、依我國民法規定，年滿二十歲且未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遭法院為監護宣告者，

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 

（O）3、就讀國小五年級的小寶下課持零用錢到福利社買麵包吃，不需要事先得到父母

的允許。 

（×）4、因為我是國小五年級，年紀還小，所以和同學一起作弄班上的阿凱，害他跌倒

受傷，我不必負任何法律責任。 

（×）5、到學校忘了帶鉛筆，看到隔壁同學有好幾枝鉛筆，可以趁同學不在時，拿同學

的鉛筆來使用。 

（×）6、爸爸媽媽的錢就是我的錢，沒有告知爸爸，也可以自己拿爸爸口袋的錢去買玩

具。 

（O）7、在學校發現東西不見了，應該馬上告訴老師，請老師幫忙處理。 

（O）8、看到同學有一隻手機很漂亮，向同學借被拒絕，一氣之下將手機摔壞，會構成

毀損罪。 

（O）9、把學校所有的物品偷偷帶回家不還，仍會構成竊盜罪。 

（×）10、小莉在其它同學都可以聽到的場合，罵小雪三字經，雖然是霸凌行為，但還不

至於觸犯法律。 

（O）11、小雪看不起新來的同學，於是跟班上的同學講好，一群人故意不跟新同學講話，

蓄意孤立小莉，這也是霸凌的一種。 

（O）12、小雪為了報復小莉，在小莉的書包放了一隻假蟑螂，小莉發現後，驚慌失措跌

倒撞到桌角，額頭及鼻子流血，小雪的行為觸犯過失傷害罪。 

（O）13、走廊樓梯都是容易發生意外的地方，勿追逐奔跑以免發生意外。 

（×）14、在同學坐下時，故意拉開椅子，只是開玩笑而已，沒有什麼關係。 

（O）15、在校園內或街道上，因生氣而隨便罵同學或他人『笨蛋』、『王八蛋』等難聽的

話，是犯了公然侮辱罪。 

（×）16、小偉與中帄慫恿大志給錢而叫林白出面教訓李一，自己並沒有共同出手打傷李

一，只是在旁觀看，所以不構成犯罪。 

（O）17、同學告訴我他被別人欺侮時，我應該建議他回家告訴父母或向老師報告處理。 

（O）18、打架滋事而傷害同學或別人，自己雖然未成年，仍然可能有刑事責任，更會讓

父母負民事連帶賠償的法律責任。 



（×）19、在網咖認識的好友與人發生衝突，邀我一起去「談判」，為了講義氣，我應該

義不容辭的跟去助勢。 

（×）20、為了方便，可以一家三口坐一部機車去旅遊。 

（×）21、乘坐媽媽駕駛的機車去上學，因為不是駕駛人，可以不用戴安全帽。 

（×）22、我的駕駛技術高超，所以喝酒後一樣可以開車。 

（O）23、酒後駕車除了會傷害自己，也可能傷害別人，所以喝酒後絕對不要開車上路。  

（×）24、乘坐媽媽駕駛的機車上學，為了舒適，可以側坐。 

（×）25、模範生選舉紛爭多又麻煩，還是由老師直接指定比較省事。 

（O）26、公帄、公正、公開的選舉，是實踐民主的最佳方式。 

（×）27、成績不好及頭腦不夠聰明的人，因為判斷力比較差，不適合參與投票選舉。 

（×）28、模範生是一個榮譽，選上可以增加個人的光彩，所以錢小可用請喝思樂冰方式

向同學拉票，是個好方法。 

（O）29、用暴力和金錢介入選舉，都會影響選舉的公帄及公正性。 

（×）30、阿勇總是喜歡在班上同學面前叫咪咪「巨乳妹」，但是因為阿勇只是嘴巴說說，

並沒有什麼動作，所以不算性騷擾。 

（O）31、阿勇故意拿色情漫畫給咪咪看，讓咪咪覺得很噁心，這也是一種性騷擾。 

（×）32、阿勇喜歡開咪咪的玩笑，每次咪咪經過，就突然掀她的裙子，每次都讓咪咪嚇

得尖叫，阿勇認為自己只是開玩笑，所以不算性騷擾。 

（×）33、阿勇認為小軒長得像女生，很膽小又愛打扮，看他很不順眼，所以每次小軒走

過去，就嘲笑他說：「娘娘腔！」，小軒無力反駁，只能暗地掉眼淚。同學說因為

阿勇和小軒是同性，所以阿勇的行為也不算是性騷擾。 

（O）34、根據性騷擾防治法，學校有義務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在知道有性騷擾的情

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 

（O）35、如果爸媽真的要離婚，「親權」(子女照護義務歸屬)問題應該考慮「兒童的最

佳利益」，爸、媽或法官也要尊重我個人的意願。 

（×）36、同學被家人虐待，是他們家的事，我們不可以去管，也不需要告訴學校老師。 

（O）37、我們的身體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別人不可傷害我們的身體，即使父母或老師也

不可以任意傷害我們。 

（O）38、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保護兒童跟少年的權益。 

（×）39、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跟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規定，只會處罰虐待小孩的父母，

不會幫忙父母改掉他們的壞習慣。 

（×）40、哥哥在拉 K，叫我一起拉 K，因為他是哥哥，我不能拒絕，就和他一起拉 K。 

（×）41、拉 K又不犯法，吸了不會有事。 

（O）42、K他命也是毒品，吸了之後很難戒掉。 

（O）43、拉 K會影響身體健康，更會使記憶力衰退，絕對要向毒品說不。 



（O）44、要遠離毒品，就是不要去不好的地方，如網咖或電動玩具店。 

（×）45、聯合朋友對付不喜歡的人，是團結的表現，應該發揚光大。 

（×）46、用網路留言板罵人「母豬」，因為沒人知道是誰寫的，所以沒關係。 

（×）47、用他人名字在網路上註冊帳號加入會員，反正被冒用名義的人也不會加入這個

網站，也沒有關係。 

（×）48、會加入交友網站交朋友的人，應該都像我一樣想要交朋友，應該不會騙人。 

（×）49、在 Facebook 提供自己的電話、地址，讓同學、朋友、社團知道我在家裡的作

息、作業寫到什麼程度、暑假要去哪裡出遊三天，其實不需要擔心，因為都是朋

友，本來就應該互相瞭解。 

（×）50、銀行提款機可以接收匯款，所以要配合歹徒到提款機辦理退款。 

（×）51、警察、檢察官、法官因為辦案、查案，會請阿公把錢匯到法院監管帳戶保管。 

（×）52、老人家翻閱存摺、念念有詞或到提款機匯款，是老年癡呆症的表現，要帶去看

醫生。 

（×）53、銀行的提款密碼有報警功能，只要故意將密碼輸入次序倒過來輸入，提款機就

會自動報警。 

（×）54、想要在網路上購買鉛筆盒，可以拿爸爸皮夾裡面的信用卡輸入信用卡號碼去買。 

（O）55.勞基法規定：雇主不得僱用未滿十六歲之人從事工作。但國民中學畢業或經主

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其身心健康者，不在此限。 

（O）56.勞工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仍得支領原有薪水。 

（×）57.只要童工父母同意，童工得從事繁重及危險性之工作。 

（O）58.雇主對危險勞工作業場所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如未依法設置應

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致發生死亡災害者，縱雇主無過失，仍得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二）選擇題 

（3）1、依我國民法規定幾歲為成年，必頇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有完全的行為能力？    

（1）十八歲（2）十九歲（3）二十歲（4）二十一歲。 

（1）2、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的契約是？（1）買賣契約      

（2）贈與契約（3）借貸契約（4）互易契約。 

（2）3、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為何種契約？    

（1）買賣契約（2）贈與契約（3）借貸契約（4）互易契約。 

（4）4、就讀國小五年級的小華不小心將同學撞倒，導致同學受傷，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1）因為小華是不小心的，不是故意的，所以說聲對不起就好了，沒有法律上

負責（2）小華必頇要賠償同學因此所受的損失，小華的父母不用負責（3）被

撞倒的同學可以因此向小華索討鉅額賠償，不管小華受傷程度為何（4）以上皆

非。 

（3）5、以下何種法律行為，不是年紀十二歲、就讀小學六年級的阿強在不經父母同意

情形下，自己去做就可以發生法律效力的？（1）去福利社購買筆記本（2）下

課回家路上買紅豆餅吃（3）把家裡爸爸新買的電腦借給同學使用（4）接受老

師獎勵的飲料一瓶。 

（2）6、到學校福利社，將福利社裡的麵包偷偷放在口袋內離開，會構成什麼犯罪？      

（1）搶奪罪（2）竊盜罪（3）侵占罪。 

（3）7、同學書包有餅乾，剛好自己肚子好餓，沒有經同學同意，偷偷拿一片餅乾吃，

會構成什麼罪？（1）因為餅乾很便宜，不會構成犯罪（2）因為肚子餓偷東西，

法律上是允許的（3）仍會構成竊盜罪。 

（2）8、有一天，自己騎的腳踏車在學校不見了，應該如何處理？（1）為了趕時間，直

接騎別人的腳踏車回家（2）趕快告訴老師，請老師幫忙處理（3）拿石頭敲別

人的腳踏車洩恨。 

（2）9、因為無聊，拿刀子割破同學的書包，會構成什麼罪？（1）傷害罪（2）毀損罪

（3）不會犯罪。 

（3）10、爸爸給的零用錢不夠，自己又要買喜歡的戰鬥陀螺，應該如何作？（1）反正

哥哥存錢筒有很多錢，趁哥哥不在時，先將哥哥存錢筒的錢拿出來買（2）到玩

具店內，趁老闆在忙的時候，偷偷將戰鬥陀螺塞在書包內（3）慢慢將零用錢省

下，等存夠錢後再買。 

（1）11、小雪、小莉吵架後，兩人大打出手，雙方都掛彩受傷，小雪、小莉有犯罪嗎？       

（1）兩人都犯了傷害罪（2）兩人都沒有犯罪(3)一人犯傷害罪；一人沒有犯罪。 

（2）12、小莉忌妒小雪的家庭環境很好，有一次又發現小雪考試作弊，小莉於是對小雪

說：「妳每天要給我 50元，不然我就讓全班都知道妳作弊。」，小莉的行為觸犯

了什麼罪？（1）恐嚇罪（2）恐嚇取財罪（3）沒犯罪。 

 

 

 



（2）13、蟹老闆對章魚哥、海綿寶寶說：「你們其中最佳店員積分比較高的那個人，3月

份就可以加薪。」，眼看著海綿寶寶就要贏了，章魚哥就對海綿寶寶說：「你每

天至少要打翻 2杯飲料、送錯 3份餐點，不然我就修理派大星。」。海綿寶寶因

為擔心好友派大星受傷害，所以就照章魚哥的指示。結果，章魚哥拿到較高積

分，獲得加薪。但是客人也不到蟹堡王消費了。章魚哥有沒有犯罪？ 

       （1）犯恐嚇罪（2）犯強制罪（3）沒有犯罪。 

（3）14、發現同學被霸凌，應該如何處理比較好？（1）當作沒看見（2）找朋友打霸凌

的人（3）告訴老師、請老師出面處理。 

（3）15、小莉很生氣小雪總是搶她的便當，於是就撕毀小雪的課本。小雪、小莉的行為

有錯嗎？（1）沒有錯，因為小雪有錯在先（2）只有小莉錯，因為課本比便當

重要（3）雙方都是不尊重他人的行為，雙方都有錯。 

（2）16、受到同學或校外人士欺侮而權益受侵害時，應該採取何種對策：（1）先將法律

規範放一旁，找兄長或朋友採取報復方法（2）告訴師長或向警察請求保護與處

理 （3）怨天尤人，忍受壞運氣。 

（3）17、大志想教訓李一來替弟弟出氣，因而找林白商量，並出錢買通林白打傷李一，

自己則躲在一旁而未出面，請問大志的責任是：（1）沒有犯罪（2）只要負責賠

償（3）要共同負傷害的刑責，也要賠償。 

（3）18、林白貪圖大志所給的一點錢，受指使而把李一打得頭破血流，並公然罵李一：

「王八蛋！」，林白犯什麼罪：（1）傷害罪（2）公然侮辱罪（3）傷害罪和公然

侮辱罪。 

（3）19、小偉唆使大志出錢找林白教訓李一而將他打傷，小偉的責任為何：（1）小偉只

是出點子又沒有出手打人，不算犯罪（2）打人是小偉出的主意，所以要分攤一

部分的醫藥賠償費用，但沒有刑責（3）小偉教唆他人犯傷害罪，所以應該依傷

害罪處罰，而且要共負損害賠償責任。 

（2）20、林白流連網咖，把父親所給的生活費花光了，怕被父親責罵，而向父親謊稱在

路上遭搶，父親因而帶林白向警察報案，請問林白的責任是：（1）只是說謊，沒

有犯罪（2）可能犯了誣告罪（3）只要向警察道歉就沒事。 

（2）21、酒後駕車，可能會觸犯刑法：（1）妨害自由罪（2）不能安全駕駛罪（3）妨害

公務罪。 

（1）22、小孩未戴安全帽乘坐媽媽駕駛的機車上學，此時應處罰：（1）媽媽（2）小孩        

（3）媽媽與小孩都要處罰。 

（1）23、機車後座最多只能附載：（1）一人（2）二人（3）沒有限制，擠得下就可以。 

（3）24、法律禁止酒後駕車，是因為：（1）要禁止大家喝酒（2）避免駕駛人的汽車受

到損毀（3）為了要保障駕駛人、乘客與其他用路人車的安全。 

（3）25、酒後駕車撞傷行人（1）只要依民法賠償即可（2）只有觸犯刑法不能安全駕駛

罪而已（3）不但觸犯刑法，還要依民法負賠償責任。 

（3）26、如果學校舉辦自治市長選舉，怎樣才能選出最適當的自治市長？（1）選拉票

最賣力的同學（2）選自己班上推出的代表（3）選政見最實在的同學。 



（2）27、阿勇長大成人後，參選當地村長，又以相同方法，向有投票權的村民放話：明

天一定要把票投給我，否則我就讓你好看。請問阿勇的責任是：（1）觸犯賄選罪     

（2）觸犯妨害投票自由罪（3）沒有犯罪。 

（3）28、如果發現錢小可用請喝思樂冰方式向班上同學拉票，應該如何處理才正確？     

（1）如果報告老師，會害錢小可被處罰，假裝不知道有這件事（2）趁機要求錢

小可請喝思樂冰（3）為了維持模範生選舉的公帄及公正性，應該報請老師處理。 

（2）29、錢小可長大後，參選當地縣議員，花錢向選民買票。請問錢小可的責任是：        

（1）只要沒被抓到就沒事（2）觸犯賄選罪，最重可能被判十年有期徒刑（3）

只是道德上有瑕疵而已。 

（3）30、六年一班選舉模範生，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阿勇品性不好，不能

投票（2）女生比較乖巧又聽話，只有女生能被選為模範生（3）不分成績好壞，

也不管聰明與否，全班的同學都能參與投票選舉。 

依據下列提示條文，回答 31-35題 

性騷擾防治法第 20 條-「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2）31、捷運之狼利用車廂內人潮擁擠時，趁機摸女乘客臀部後，立即將手移開。那麼

要如何處罰他呢？（1）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對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的行政罰鍰（2）由法院判處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3）不用處罰。 

（2）32、怪叔叔常常躲在暗處，趁女學生走過去的時候，突然衝出來抱住女學生，親吻

女學生的臉頰後，馬上逃離現場。應該如何處罰？（1）由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對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行政罰鍰（2）由法院判處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3）不用處罰。 

（1）33、使用言語對別人性騷擾，會有怎樣的法律效果？（1）由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對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行政罰鍰（2）由法院判處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3）不用處罰。 

（3）34、對別人性騷擾，可能會有那些責任？（1）可能會被關進監獄或罰錢（2）可能

要賠償被害人的損失（3）以上皆是。 

（3）35、如果在學校遭遇性騷擾，應該要怎麼辦？（1）自認倒楣，隱忍不說（2）找人

痛毆加害人（3）告訴老師，請求協助。 

（2）36、兒童是指未滿幾歲的人？（1）7歲（2）12歲（3）18歲。 

（3）37、自己或同學被家人虐待，誰可以發保護令來保護我們？（1）老師（2）警察         

（3）法官。 

（1）38、發現同學常常被父母打，打 113電話後，社工、警察跟法官會來保護我們，是

依照下列哪一種法律規定？（1）兒童及少年福利法（2）刑法（3）民法。 



（1）39、爸爸、媽媽要離婚，法官決定小孩「親權」「子女照護義務歸屬」給誰，會特

別考慮誰的最佳利益？（1）兒童的最佳利益（2）爸爸的最佳利益（3）媽媽的

最佳利益。 

（2）40、小孩長大以後，如果虐待父母，父母可不可以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保護？（1）

不可以，因為父母是大人了（2）可以，因為只要家人間的虐待，被害人都可以

聲請（3）不知道。 

（2）41、吸用 K他命，法律上應負：（1）被判刑去關（2）罰錢並接受講習（3）沒有法

律責任。 

（1）42、身上攜帶多少重量的 K 他命，會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二十公克（2）

三十公克（3）四十公克。 

（3）43、拉 K 指施用 K 他命，K 他命法律上是第幾級毒品？（1）第一級毒品（2）第二

級毒品（3）第三級毒品。 

（2）44、對於 K 他命，以下那項是錯誤的？（1）使用Ｋ他命可能造成記憶力喪失（2）

只要多喝水，使用 K 他命就不會影響健康（3）不要隨便使用別人提供的飲料或

來路不明的藥物。 

（2）45、吸用毒品，以下那項說明是錯誤的？（1）吸用毒品，人生就沒有希望，應該

要遠離毒品（2）為了要體驗生活，吸一點毒品會增加生活的趣味（3）學生容易 

（3）46、在 FB 上可以做以下那一項行為是適當的?（1）問別人暑假作業的是非選擇題

的答案（2）提供線上遊戲的帳號、密碼（3）分享參觀故宮博物院的感想。 

（3）47、在 Plurk(撲浪網頁)上可以做以下那一項行為是適當的?（1）分享同學的帳號、

密碼幫忙衝人氣（2）告訴大家某同學的家裡電話，鼓勵大家問看看是否有援助

交際 （3）回應噗主使用新手機的心得。 

（3）48、大偉在網路上散布小珠的交友訊息及電話，並透露可以先試婚和援交，涉犯何

罪名（1）妨害名譽（2）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3）以上皆是。 

（2）49、大偉警告大家不得和小珠說話，否則就小心一點…等等，涉犯下列何罪名（1）

妨害風化（2）恐嚇（3）殺人。 

（3）50、下列關於電子郵件的敘述，何者為真（1）電子郵件是利用「電子」傳送的          

（2）電子郵件要寄送海外地區要額外付費（3）電子郵件不論在何處收信發信，

都有機會可以追蹤。 

（3）51、反詐騙電話為（1）113（2）110（3）165。 

（2）52、為了配合檢察官、警察辦案，當接到檢察官的電話時（1）說要監管帳戶時，

要立即配合（2）撥打 165查證（3）需要監管金融帳戶時，要踴躍提供金融卡。 

（3）53、為了拯救被詐騙的人，如何向警方報案（1）撥打 165（2）到派出所報案（3）

以上皆是。 

（1）54、以下何者為正確（1）雖然提款機匯款金額有限制，仍然有可能成為詐騙的工

具（2）匯款時間在銀行下班之後，所以晚上再去報案還來得及（3）有人不小心

將金錢匯入阿公的帳戶，必頇抱持拾金不昧的精神轉匯回去。 

 



（3）55、下列何者為是（1）用提款機一次可以匯出 200多萬元（2）錢用提款機匯出到

別人的帳戶之後，可以直接從提款機按取消鍵從別人的帳戶再匯回來（3）銀行

的帳戶不可以隨便透露給陌生人。 

（2）56、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予五個月帄均工資之喪葬

費外，並應一次給予其遺屬多少月帄均工資之死亡補償（1）36 個月（2）40 個

月（3）48個月。 

（3）57、未滿幾歲之人受僱從事工作者，雇主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齡證明

文件（1）14歲 （2）15歲（3）16歲。 

（2）58、勞工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者，雇主得一次

給付幾個月之帄均工資後，不再發給工資。（1）36個月 （2）40個月（3）48個

月 

（2）59、童工每日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幾小時，否則雇主依得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1）6小時 （2）8小時 （3）10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