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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第 148 條之規定，針對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一切貨物，應如何處理？ 

收取貨物通過稅 開放設置貨物轉運站 許其自由流通 限制流通地點 

2 憲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 

具有參政權之國民  中華民國境內所有人民  

國民全體  立法院內之多數黨 

3 依憲法第 137 條之規定，有關國防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由總統以命令定之  由國家安全會議以組織規程定之 

由國家安全局以組織要點定之 由立法院以法律定之 

4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何種年齡的人民一律接受基本教育？ 

3 歲至 12 歲 3 歲至 15 歲 6 歲至 12 歲 5 歲至 15 歲 

5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禁止任何黨派及個人以下列何種力量為政爭工具？ 

組織動員 遊行示威 宗教團體 武裝力量 

6 憲法增修條文內對於文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肯定多元文化 肯定單一文化 獨尊漢族文化 獨尊原住民文化 

7 關於人民之土地所有權，在憲法第 143 條中，下列何者未予規定？ 

沒收 納稅 限制 保障 

8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之規定，有關修憲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修憲案應由行政院院會決議後提出 

修憲案通過後，行政院如認為窒礙難行，得提出覆議 

修憲案通過後，應經憲法法庭審議，認為無違憲之虞，方得公布施行 

修憲案提出後，須經合法複決方得通過 

9 下列有關憲法之描述，何者錯誤？ 

一個國家（或政治實體）所建立之最高層級法規範 

有成文及不成文的憲法國家  

可分成形式意義與實質意義之憲法 

憲法之制定與修正程序要件及機關完全相同 

10 郵政法規定，從事郵務人員不得無故開拆他人郵件，是保障人民的： 

人身自由 著作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財產權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381 及 499 號解釋之見解，有關修憲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修憲結果若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符，自應無效 

修憲機關修憲時應循修憲正當程序為之 

修憲須滿足理性溝通之條件，方能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 

修憲結果須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但修憲程序則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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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受國民教育性質之敘述，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為人民之基本權利  為人民之基本義務 

為人民之基本權利與義務 非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或義務 

13 關於國家對宗教信仰自由的措施，何者正確？ 

禁止國家對特定宗教有任何的補助或獎勵 

宗教團體處分其財產之限制，須注意宗教組織之自主性 

其限制須注意教義信仰內容有科學依據與合乎邏輯 

為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得禁止無神論之主張 

14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未列舉保障下列何種平等權？ 

財產平等 男女平等 宗教平等 種族平等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372 號解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為何？ 

實踐憲法前言意旨  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 

促進民生福祉  實踐國民主權意旨 

16 依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解釋，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之學術重要事項，乃大學自治範圍，其主要係源自於憲法

上何項基本權利？ 

人身自由 講學自由 結社自由 工作權 

17 刑法規定，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國家對於上開犯罪者處以死刑，乃

涉及到人民何種自由權？ 

生存權 工作權 安全權 財產權 

18 大學對於成績未達一定標準之學生依校規予以退學處分，是屬於下列何者之範圍？ 

法律保留 契約自由 大學自治 授權命令 

19 基本權不僅是個人主觀之權利，亦是一種制度性保障。國家立法機關應制定一套制度來形成基本權之內涵並

保障該基本權之實現。關於我國司法院解釋對於制度性保障之概念的闡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學術自由之保障，應自大學組織及其他建制方面，加以確保，亦即為制度性之保障 

地方自治應受憲法之制度性保障 

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 

關於公務員之懲戒處分，懲戒機關未必需採法院之體制，且懲戒案件之審議，未必需採取直接審理、言詞

辯論、對審及辯護制度，以求迅速決定 

20 下列關於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檢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

友，並至遲於 12 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 12 小時內

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 

21 依司法院釋字第 364 號解釋之見解，關於廣電自由，主要係保障人民的何種權利？ 

要求公正報導之權  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 

費率合理權  無限制開放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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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關於信仰自由之保障，何者屬於絕對保障？ 

內在信仰自由 傳教自由 宗教行為自由 宗教結社自由 

23 有關言論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以裸體抗議核電，非屬言論自由保障之對象 

言論可依其不同性質分類，司法審查並據此分別適用不同之嚴、寬審查標準 

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以及非針對言論內容之規制，亦採取不同之審查標準以檢視系爭規範究否合憲 

政治性言論受有言論自由較高之保障 

24 下列關於結社自由的描述，何者錯誤？ 

學校工友得組成工會  全國性社團不一定要以中華民國為名 

可以成立主張社會主義的社團 教師不得組成工會 

25 下列何者屬於我國憲法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 

隱私權 環境權 工作權 健康權 

26 依憲法第 53 條之規定，下列那一個機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最高行政法院 總統府 行政院 國家安全會議 

27 關於平等選舉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  

凡年滿 20 歲之國民，皆有選舉權 委託投票 

2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可歸類為較廣義之參政權 

為維護公正之選舉，選舉訴訟由行政法院管轄之 

對於婦女當選名額予以保障，有違我國憲法之規定 

對於選出之民意代表，學說通說認為係屬法定代表，亦即代表全國人民，而非限於其選區，因此，A 選區

選出之代表，亦可由 B 選區之選民罷免之 

29 發布緊急命令是何人的權限？ 

 總統 行政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30 下列何者非屬總統享有之赦免權？ 

大赦權 特赦權 國家賠償 減刑權 

3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規定，下列有關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該如何處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由行政院院長繼任  由立法院院長繼任 

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由立法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32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彈劾總統與副總統的審理機關是那一個機關？ 

立法院 憲法法庭 監察院 行政院 

33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行政院院長之任命如何為之？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由立法委員投票任命 

由總統任命  由立法院提名，經總統同意後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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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列何者並非須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事項？ 

大法官任命案 法律案 大赦案 條約案 

35 下列何者並非隸屬於行政院之獨立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大陸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3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關於立法委員之不被逮捕特權的內涵，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在會期中，一律不受逮捕、拘禁 

立法委員在會期中，不受刑事訴追 

檢察官於會期中欲傳訊立法委員者，須立法院院長之同意 

凡屬於現行犯者，不適用不被逮捕特權之規定 

37 依我國憲法規定，立法院院長係由下列何種方式產生？ 

人民直選 總統任命 立法院之多數黨指定 立法委員互選 

38 下列何種議案應經三讀通過？ 

法律案、決算案 法律案、條約案 法律案、預算案 法律案、大赦案 

39 司法概算由下列那個機關提出？ 

司法院 法務部 審計部 行政院 

40 憲法上規定，法官非依下列何者，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 

自治條例 命令 法律 規則 

41 憲法上關於法官職位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特任職 終身職 可兼職 軍職 

42 司法院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下列那一項？ 

公務員之考核 公務員之懲處 公務員之彈劾 公務員之懲戒 

43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考試院之職掌？ 

考試 公務人員之銓敘 公務人員之退休 公務人員之養老 

4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縣議會議員由下列何者選舉之？ 

省諮議會 縣政會議 縣民 鄉（鎮、市）長會議 

45 直轄市、縣地方制度，如何決定？ 

由總統定之  由行政院定之  

以法律定之  召集直轄市、縣民代表大會定之 

46 縣單行法規，與國家法律牴觸者，其結果如何？ 

效力未定 無效 得撤銷 得廢止 

47 依據憲法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年滿下列何歲數之人有被選舉權？ 

23 20 18 21 

48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之不信任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多少以上之贊成？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49 監察院依據下列何機關之工作，設置委員會？ 

行政院 立法院 考試院 司法院 

50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司法院院長、副院長之任期為何？ 

不受任期之保障 與提名之總統相同 由立法院決定 任期 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