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司 法 官 考 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第⼀一試試題暨解析 
憲法、︑⾏行政法 

國際公法、︑國際私法01

⾮非讀不可 FIEB



※注意：
1. 本科⽬目共70題，其中單⼀一選
擇題60題，複選題10題，各
題答案須⽤用2B鉛筆在試卡
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
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2.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單⼀一選擇題 
（第 1 題至第 60 題，
每題 2 分，占 120 分）

說明：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

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10題



1.有關於我國司法院⼤大法官 
   釋憲制度，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大法官可以連任⼀一次
B. ⼤大法官屬於憲法上的法官，
在任期中受身分保障

C.⼤大法官審理憲法爭議解釋
案件時，應組成憲法法庭

D.司法院院長不具⼤大法官身
分

解析



2.有關外國⼈人受驅逐前由內政部 
   入出國及移民署所為暫時收容， 
   下列何者是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 
   ⾒見解︖？ 
A.收容雖屬剝奪⼈人身⾃自由之⼀一種
態樣，惟畢竟與刑事羈押性質
不同，依據憲法第 8 條第 1 項
規定，毋須適⽤用司法程序或其
他正當法律程序 

B. 此暫時收容之處分，須經由法
院為之 

C.倘受收容⼈人於暫時收容期間，
對於暫時收容處分表⽰示不服，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即於 
24 ⼩小時內將受收容⼈人移送法院
迅速裁定 

D.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暫時收
容之期間，不得超過 30 ⽇日

解析



3.有關法律保留原則，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絕對法律保留又稱國會保
留 

B. 相對法律保留又稱為⾏行政
保留 

C.憲法保留事項可透過⽴立法
院之⽴立法程序予以變更 

D.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曾作出
解釋反對層級化法律保留
體系

解析



運動休閒韓⾵風潮鞋

原價1 3 4 0  

特價2 9 5      點我看更多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15.wQRmEO&id=45402223379&areaId=310100&cat_id=2&rn=8837d6b868a705c75e7d0137064f2309&user_id=1026727549&is_b=1&sku_properties=-1:-1


4.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保障之 
   ⼤大學⾃自治內涵︖？ 
A.⼤大學⾃自治為憲法第 11 條講
學⾃自由之保障範圍 

B. ⼤大學對於入學資格享有⾃自治
權，得以其⾃自治規章，於合
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相
關入學資格條件 

C.警察⼤大學亦為⼤大學，其⾃自治
權之⾏行使，⾃自包括得設⽴立非
涉及警察學術之系別 

D.⼤大學⾃自治事項之範圍包括內
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
容、︑學⼒力評鑑、︑考試規則、︑
畢業條件及入學資格

解析



5.下列何者非屬⽴立法院之 
   職權︖？ 
A.不信任投票權  
B. 提出總統、︑副總統之
罷免案 

C.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
之解決  

D.依憲法規定對通過之
法律案提起覆議

解析



6.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 
   但為憲法第 80 條所明定，亦 
   屬於法治國原則之內涵的⼀一 
   部分，依⽬目前司法院解釋，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官認為判例違憲，得聲請
⼤大法官解釋 

B. 法官可以在個案中逕⾏行拒絕
適⽤用他認為牴觸憲法的法律 

C.法官可以在個案中逕⾏行拒絕
適⽤用他認為牴觸法律的法規
命令 

D.法官縱認判例違憲，審判時
仍須受該判例拘束

解析



原價1 6 9 5  

特價2 4 5      點我看更多

新品休閒韓⾵風潮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22.wQRmEO&id=530435498668&areaId=310100&cat_id=2&rn=8837d6b868a705c75e7d0137064f2309&user_id=1026727549&is_b=1


7.共和國原則的正確理解 
   應為： 
A.共和國⼀一定是民主國 
B. 君主⽴立憲制是共和國概
念下最重要的憲政體制 

C.只要建⽴立共和國，就不
會出現⼀一黨專政的威權
體制 

D.共和國概念涉及國家元
⾸首的產⽣生⽅方式

解析



8.某甲獲得民事確定終局判 
   決⼄乙份，對於此判決所適 
   ⽤用之法律以為有違憲之虞 
  ，必須由下列何者提起釋 
   憲，⽅方有機會對此⼀一判決 
   進⾏行民事再審︖？ 
A.由法官提起釋憲 
B. 由三分之⼀一⽴立法委員提起
釋憲 

C.由其本⼈人提起釋憲  
D.無論誰提出聲請，只要⼤大
法官作出為違憲解釋即可

解析



9.  87 年 11 ⽉月 11 ⽇日制定公布 
    之都市更新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有關主管機關核准都市 
    更新事業概要之程序規定， 
    未設置適當組織以審議都市 
    更新事業概要，且未確保利 
    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 
    時陳述意⾒見之機會。︒⼤大法官 
    認其與憲法不符之處為何︖？ 
A.與憲法要求之憲法保留原則
不符 

B. 與憲法要求之適當信賴原則
不符 

C.與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不符 

D.與憲法要求之明確性原則不
符

解析



新品經典帆布鞋

原價6 9 5  

特價2 7 5      點我看更多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29.wQRmEO&id=42172636647&skuId=86924828511&areaId=310100&cat_id=2&rn=8837d6b868a705c75e7d0137064f2309&user_id=2271751309&is_b=1


10.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 
     辦法第 2 條規定：「匪諜罪 
     犯判處徒刑 或受感化教育， 
     已執⾏行期滿，⽽而其思想⾏行狀 
     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者，  
     得令入勞動教育場所，強制 
     ⼯工作嚴加管訓（第⼀一項）。︒ 
     前項罪犯由執⾏行機關報請該 
     省最⾼高治安機關核定之（第 
     ⼆二項）。︒」本辦法之規定限 
     制⼈人民之基本權利，依照司 
     法院解釋，下列何者並不屬 
     之︖？ 
A.⽣生存權 
B. 思想⾃自由  
C.⼈人身⾃自由  
D.⼈人性尊嚴

解析



1. Ｂ     回到題⽬目 
解析： 
A.依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2項規定：「司法院⼤大
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
連任。︒但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
期之保障。︒」 
B.依釋字601：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
法院同意後任命，為憲法第八⼗〸十條規定之法
官，......，⼤大法官無論其就任前職務為何，在任
期中均應受憲法第八⼗〸十⼀一條關於法官「非受刑
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
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規定之保
障。︒ 
C.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2條規定：「司
法院⼤大法官，以會議⽅方式，合議審理司法院解
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案件︔；並組成
憲法法庭，合議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 
D.依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1項規定：「司法院設
⼤大法官⼗〸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
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自中華民國九⼗〸十⼆二年起實施，不適⽤用憲法第七
⼗〸十九條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
不適⽤用憲法第八⼗〸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
之規定。︒」



2.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A.依釋字708理由書：系爭規定所稱之「收容」，雖與
刑事羈押或處罰之性質不同，但仍係於⼀一定期間拘束
受收容外國⼈人於⼀一定處所，使其與外界隔離，亦屬剝
奪⼈人身⾃自由之⼀一種態樣，係嚴重⼲干預⼈人民身體⾃自由之
強制處分，依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意旨，⾃自須踐⾏行
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 
B.依釋字708理由書：從整體法秩序為價值判斷，系爭
規定賦予該署合理之遣送作業期間，且於此短暫期間
內得處分暫時收容該外國⼈人，以防範其脫逃，俾能迅
速將該外國⼈人遣送出國，當屬合理、︑必要，亦屬國家
主權之⾏行使，並不違反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保障⼈人身⾃自
由之意旨，是此暫時收容之處分部分，尚無須經由法
院為之。︒ 
C.依釋字708理由書：為落實即時有效之保障功能，對
上述處分仍應賦予受暫時收容之外國⼈人有⽴立即聲請法
院審查決定之救濟機會，倘受收容⼈人於暫時收容期間
內，對於暫時收容處分表⽰示不服，或要求由法院審查
決定是否予以收容，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即於⼆二⼗〸十四⼩小
時內將受收容⼈人移送法院迅速裁定是否予以收容。︒ 
D.依釋字708理由書：考量暫時收容期間不宜過長，避
免過度⼲干預受暫時收容⼈人之⼈人身⾃自由，並衡酌入出國
及移民署現⾏行作業實務，約百分之七⼗〸十之受收容⼈人可
於15⽇日內遣送出國等情，是得由該署處分暫時收容之
期間，其上限不得超過15⽇日。︒



3. Ａ     回到題⽬目 
解析： 
A.絕對法律保留，又稱「國會保留」。︒指須有
法律明⽂文規定，且不得授權以命令定之，如
剝奪⼈人民⽣生命、︑限制⼈人民身體⾃自由等事項。︒ 
B.相對法律保留：指可由法律明⽂文規定，也得
授權以命令定之，包括剝奪⼈人民⽣生命、︑身體
⾃自由以外的⾃自由權利限制、︑涉及重⼤大公益或
⼈人民基本權利事項。︒⾏行政保留：指⾏行政對特
定之事項或⾏行為⽅方式，具有獨占之規制權限，
在此⼀一範圍內，⽴立法機關並無規制權限，或
僅具有補充的規制權限。︒⼆二者為不同之概
念。︒
C.釋字443理由書：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
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
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
⾃自由，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
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
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故憲法保留事項
不可透過⽴立法院之⽴立法程序予以變更。︒ 
D.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不曾作出解釋反對層級化  
  法律保留體系。︒



4.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A.釋字450：⼤大學⾃自治屬於憲法第⼗〸十⼀一條講學
⾃自由之保障範圍，舉凡教學、︑學習⾃自由有
關之重要事項，均屬⼤大學⾃自治之項⽬目。︒ 

B.釋字626理由書：⼤大學對於入學資格既享有
⾃自治權，⾃自得以其⾃自治規章，於合理及必
要之範圍內，訂定相關入學資格條件，不
⽣生違反憲法第⼆二⼗〸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問
題。︒

C.釋字626理由書：警⼤大⾃自治權之⾏行使，應受
其功能本質之限制，例如不得設⽴立與警政
無關之系別，且為確保其達成國家賦予之
政策功能，⽽而應接受比⼀一般⼤大學更多之國
家監督。︒ 

D.釋字626理由書：⼤大學⾃自治為憲法第⼗〸十⼀一條
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大學對於教學、︑研
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自治權，其⾃自治事
項範圍除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
學⼒力評鑑、︑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外（本
院釋字第三八０號、︑第四五０號及第五六
三號解釋參照），亦包括入學資格在內。︒



5. Ｄ     回到題⽬目 
解析： 
A.依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3款規定：「⽴立法院得經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
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七⼗〸十⼆二⼩小時後，應於四⼗〸十八⼩小時
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〸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
總統解散⽴立法院︔；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
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B.依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9項規定：「總統、︑副總統之罷
免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
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後提出，並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
⼈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
通過。︒」

C.依憲法第111條規定：「除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零八
條、︑第⼀一百零九條及第⼀一百⼗〸十條列舉事項外，如有未列
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
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
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 

D.依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2款規定：「⾏行政院對於
⽴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
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〸十⽇日
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
應於送達⼗〸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
於七⽇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〸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議
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
該決議。︒



6.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A.釋字687理由書：因判例乃該院為統⼀一法令上之
⾒見解，所表⽰示之法律⾒見解，與法律尚有不同，非
屬法官得聲請解釋之客體。︒ 

B.釋字371：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八⼗〸十
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
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
絕適⽤用。︒

C.釋字216：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
⾏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
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
其拘束，本院釋字第⼀一三七號解釋即係本此意旨
︔；司法⾏行政機關所發司法⾏行政上之命令，如涉及
審判上之法律⾒見解，僅供法官參考，法官於審判
案件時，亦不受其拘束。︒惟如經法官於裁判上引
⽤用者，當事⼈人即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 

D.釋字687許宗⼒力、︑林⼦子儀⼤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
：容許法官在個案判決中拒卻適⽤用其認為違憲的
判例，較諸聲請解釋，該個案可以更快地獲得裁
判，法官也毋庸另外擔負撰寫釋憲聲請書的重擔。︒
故法官若認判例違憲，審判時即無須受該判例拘
束。︒



7. Ｄ     回到題⽬目 
解析： 
A.共和國不⼀一定是民主國，如基
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黨專政的
「社會主義共和國」。︒ 
B.君主⽴立憲制指國家元⾸首乃世襲，
但並無實權︔；⽽而共和國指國家
元⾸首不以世襲產⽣生，⽽而是由民
選或政黨推派產⽣生。︒故君主⽴立
憲制非共和國概念下最重要的
憲政體制。︒ 
C.共和國仍有如前述基於⾺馬克思
列寧主義⼀一黨專政的「社會主
義共和國」。︒ 
D.共和國為國體之⼀一種，⽽而國體
涉及元⾸首產⽣生之⽅方式。︒



8.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1.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人民於其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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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法律或
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得聲請解釋憲法。︒ 
2.又依釋字185：確定終局裁判所
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
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本院
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
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
得以該解釋為再審之理由。︒故須
由某甲本⼈人提起釋憲，⽅方有機會
對此⼀一判決進⾏行民事再審。︒



9.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釋字709理由書：上開規
定及其他相關規定並未要
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
織以審議都市更新事業概
要，且未確保利害關係⼈人
知悉相關資訊可能性，與
前述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
程序不符，有違憲法保障
⼈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
意旨。︒



10. Ａ     回到題⽬目 
解析： 
1. 釋字567：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
第⼆二條規定，未以法律規定必要之審判程序，
⽽而係依⾏行政命令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不論
其名義係強制⼯工作或管訓處分，均為嚴重侵
害⼈人身⾃自由之處罰。︒ 

2. 釋字567理由書：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
神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
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
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
義，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
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不容國家機關以任
何⽅方式予以侵害。︒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
於法律規定，亦無論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
乃至改造，皆所不許，是為不容侵犯之最低
限度⼈人權保障。︒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
辦法第⼆二條規定國家機關得以⼈人民思想⾏行狀
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為理由，令入勞動教
育場所強制⼯工作嚴加管訓，無異於允許國家
機關得以強制⽅方式改造⼈人民之思想，違背憲
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本旨，亦不符合最低
限度之⼈人權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