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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剛性憲法與柔性憲法的主要區別點為： 
是否具備單一法典  憲法修改難易之程度 
制定憲法的來源力量  憲法是否具有拘束力 

2 司法院釋字第 328 號解釋認為，我國領土固有疆域範圍係屬何種問題，不應由行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

解釋？ 
統獨問題 歷史爭議問題 重大政治問題 國際法問題 

3 下列何者不屬於憲法本文上構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基本原則？ 
民主國原則 法治國原則 共和國原則 聯邦國原則 

4 依憲法第 143 條第 3 項規定，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此種規定

係何原則之表現？ 
量能課稅 耕者有其田 漲價歸公 使用者付費 

5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任何黨派及個人不得以下列何者為政爭之工具？ 
政策 黨派會議 武裝力量 社團 

6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國家有推行全民健保之義務，此處所謂國家，依司法院釋字第 550 號之見解，係

指下列何者？ 
中央政府 區域政府 地方政府 中央與地方政府 

7 下列何項立法為依憲法第 154條規定，所制定之社會安全立法？ 
勞資爭議處理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  檢肅流氓條例 

8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種程序屬現行修憲程序？ 
國民大會決議  國民大會複決立法院之憲法修正案 
司法院大法官審議國民大會修憲決議 公民投票複決立法院修憲決議 

9 下述關於修改憲法的說明，何者錯誤？ 
採剛性憲法之國家，修憲通常不能以國會的普通多數決議為之 
修憲機關能否無限制修改憲法內容的討論，學理上稱為「修憲界限論」 
依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我國採取修憲無界限的立場 
修憲應由修憲機關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 

10 依憲法本文、增修條文以及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有關憲法之修改，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僅得依憲法規定的修憲程序修憲 只要依修憲程序，憲法中的任何內容都可修改 
憲法增修條文亦具憲法效力 修憲應依照公開透明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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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司法院釋字第 340號解釋，認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條第 2項規定，政黨推薦之區域候選人，其保證
金減半繳納，⋯與憲法第 7條之意旨有違。此係違反了： 
平等原則 比例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必要性原則 

12 依憲法本文規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得如何因應？ 
依法申覆 拒絕之 自力救濟之 異議之 

13 依憲法本文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時，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何種方式告知其
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 
透過司法警察告知 電話告知 透過第三人傳話告知 書面告知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何種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 8條？ 
法院得裁定管收行政執行之義務人 警察得科處違警者拘留 
檢察官得開押票羈押犯罪嫌疑人 行政機關得命安置兒童及青少年 

15 依憲法本文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時，得聲請下列何者，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該管檢察署  該管法院  司法院  監察院 

16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36 號解釋，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何
種機關請求救濟？  
國防部 普通法院 司法院大法官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7 有關正當法律程序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審判原則上不應公開  被告無緘默權 
傳喚被告須有傳票  被告無選任辯護人之權利 

18 關於宗教自由，下列何者正確？ 
國家應獎勵特定之宗教  人民應有宗教信仰 
國家應對無益於社會之信仰加以禁止 人民可參與或不參與宗教活動 

19 下列何者為結社自由的意涵？ 
人民為一定目的，持續性的組織團體的自由 
多數人民為一定目的，而暫時集合於一特定地點的自由 
人民在公開場所，表達內心想法的自由 
人民於公眾得出入的場所，集體行進的自由 

20 下列何者不屬於人民訴訟權的保障範圍？ 
上訴第三審的權利  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 
接受公平審判  由法定的法官審理案件 

21 訴願權係人民針對政府的下列何種行為不滿而提出救濟的權利？ 
重大政策 行政處分 立法結果 司法判決 

22 下列何者為法律保留原則之內容？ 
與人民權利有重要關聯之事項，應由法律自行規定之  
命令與法律牴觸者無效 
對於人民權利之限制，必須採取干涉最小之手段 
無實質上正當理由，不得對人民為差別待遇 

23 依據學理以及相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何種言論應受到較大之保障？ 
藥品廣告  報導私人之緋聞 
公然陳列與販售猥褻性書刊 對於政治人物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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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列何者不屬言論自由所具有之功能？ 
實現自我 促進經濟成長 形成公意 滿足人民知的權利 

25 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宣告，役男出境處理辦法第 8 條規定限制役男出境事由為違憲，其最主要理由為

何？ 
違反比例原則  非以法律限制之 
並非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 並無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或避免緊急危難之情事 

26 租稅之課徵須有法律之明文規定，此稱之為： 
實質量能課稅原則 形式量能課稅原則 法律強制主義 租稅法律主義 

27 下列何者可以歸類為行政上之受益權範圍？ 
創制權 提審權 選舉權 請願權 

28 下列那一項是人民之權利？ 
依法律納稅 工作權 遵守法律 依法律服兵役 

29 選舉為民主國家的重要制度，應嚴禁威脅利誘。為維護選舉之公正，選舉訴訟由什麼機關管轄？ 
中央選舉委員會審議  司法院大法官組憲法法庭審理 
立法院組選舉委員會審議  法院審判 

30 同屬選舉制度之重要原則，但憲法第 129條未明文規定者為何？ 
自由選舉原則 普通選舉原則 平等選舉原則 直接選舉原則 

3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有關解散立法院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由行政院院長解散之  由行政院院長諮詢立法院院長後解散之 
總統於諮詢立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之 總統於諮詢國民大會後得宣告解散之 

32 下列何者非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中總統之職權？ 
行使大赦、特赦等赦免權  提出法律案 
授與榮典  統率陸海空軍 

33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項人事任命案，不需經立法院同意？ 
司法院院長 行政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監察院審計長 

34 總統於犯下列何種犯罪時，不得享有刑事豁免權？ 
殺人罪 貪污罪 外患罪 賄選罪 

35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下列何者非總統卸任之原因？ 
辭職 罷免 不信任投票 彈劾 

36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總統、副總統的罷免程序，下列那一項陳述錯誤？ 
全體立法委員四分之一提議 
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同意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 
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數之投票，有效票過半數同意 

37 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條約案若不欲接受，依憲法享有下列那種對抗立法院之權？ 
解散立法院權 複決權 移請立法院覆議權 交由公民投票權 

38 下列有關立法院之敘述，何者錯誤？ 
代表人民行使立法權 
得設各種委員會 
開會時，關係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得列席陳述意見 
對行政院所提預算案，得在一定限度內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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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立法委員之不受逮捕特權，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 

立法委員無論是否為現行犯，均不得逮捕或拘禁 

非經立法院院長之同意，立法委員不得逮捕或拘禁 

立法院休會期間，立法委員不享有不逮捕特權 

立法委員助理亦享有不逮捕特權 

4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民意代表能否兼職之問題，應以何者為判斷依據？ 

憲法既然規定最高立法機關之立法委員不得兼任官吏，則所有民意代表一律不得兼任他職 

凡內閣制以外的國家，民意代表一律不得兼任他職 

當憲法未明文許可時，即不得兼職 

當憲法或合憲之法律未有禁止規定時，則視該項職務之性質與民意代表之職權是否相容而定 

41 立法院與總統的關係，下列何者正確？ 

立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總統應接受立法委員質詢 

總統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 立法院可以要求總統撤換行政院院長 

4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所述，何者不屬於立法院之職權？ 

提出領土變更案  補選副總統 

總統任命行政院院長之同意權 提出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43 當一個政黨成立的目的或其行為，危害到中華民國之存在時，下列那一個機關可以經審理後，將其解散？ 

立法院 行政院 最高法院 憲法法庭 

44 下列何者非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公務員違法失職之懲戒  統一解釋法令  

解釋憲法  組成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案件 

45 下列關於我國司法權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司法院僅掌理民事、刑事及行政訴訟之審判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 

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律獨立審判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46 憲法第 80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律獨立審判，不受任何干涉」，此處之法官不包括： 

大法官  行政法院法官 

檢察總長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47 監察院為行使監察權，得向行政院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令及各種有關文件，此項權力稱為： 

糾舉權 彈劾權 審計權 調查權 

48 監察院認為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有違法或失職情事時，得提出：  

糾正案 訴願案 懲戒或懲處案 糾舉或彈劾案 

49 憲法增修條文中規定，台灣省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下列何者為特別之規定？ 

法律 命令 省自治條例 緊急命令 

50 依憲法增修條文，關於省的規定何者不正確？ 

省設省諮議會，置省諮議員若干人，由行政院院長任命 

關於台灣省政府之組織調整，得以法律為特別規定 

省政府委員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省承行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