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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題

※注意： 
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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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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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 
   ⼈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 
   整理者，其理事、︑監事之 
   職權應即停⽌止之規定，涉 
   及下列何項基本權︖？ 
A. ⼈人身⾃自由  
B. 表意⾃自由  
C. ⼯工作權  
D. 參政權

解析



2.關於⽣生存權之保障，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生存權之保障包括⽣生命

之尊重及⽣生活之延續 
B.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

死刑制度已違憲 
C. 懷孕婦女依優⽣生保健法

相關規定進⾏行墮胎，未
侵害胎兒之⽣生存權 

D. 安樂死是否合法化屬於
⽴立法者之形成⾃自由 

解析



3.依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 
   有關⼤大學所為非屬退學之處分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主張權利受侵害之學⽣生得提起

⾏行政爭訟 
B. 此所涉及之權利救濟，係屬憲

法所保障之訴願權以及訴訟權 
C. 對於非屬退學之處分，因尚未

改變學⽣生身分，且係學校維持
秩序所必要，受處分之學⽣生尚
無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 

D. 受理此類爭訟之機關，應本於
維護⼤大學⾃自治之原則，對⼤大學
之專業判斷予以適度之尊重

解析



新款韓⾵風情侶包

原價1 1 8 0  

特價1 3 5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44932612032.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18.ajiucI&id=44932612032&skuId=3131701732181&cat_id=53700004&rn=c1c557747f370a467a057e711d6f5180&user_id=2264316964&is_b=1


4.下列何者既是⼈人民義務， 
   也是權利︖？ 
A. 納稅  
B. 選舉  
C. 服兵役  
D. 受國民教育  

解析



5.下列何者非憲法明⽂文例 
   ⽰示，但為司法院憲法解 
   釋所承認之權利︖？ 
A. 參政權  
B. 家庭權  
C. ⼯工作權  
D. 財產權

解析



6.依司法院釋字第 462 號，關 
   於⼤大學教師升等評審程序的 
   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基

於⼤大學⾃自治，法律不得為任何
之規定 

B. 對於升等決定不服之教師，得
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係符合憲
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C. ⼤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涉
及⼯工作權之保障 

D. 教師升等資格評審程序既為維
持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品質所設，
涉及憲法保障學術⾃自由

解析



韓⾵風帆布背包

原價9 4 5      買就送⼿手拿包  

特價3 4 5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40169923030.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25.ajiucI&id=40169923030&skuId=89047119398&cat_id=53700004&rn=c1c557747f370a467a057e711d6f5180&user_id=2080343560&is_b=1


7.關於憲法上基本國策之規 
   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基本國策規定具有⽅方針

條款之性質，指引國家
機關努⼒力之⽅方向 

B. 基本國策規定為⽴立法形
成⾃自由設⽴立界限 

C. 基本國策規定賦予⼈人民
請求權，得透過訴訟請
求國家為⼀一定作為 

D. 基本國策規定得作為解
釋法令之基準

解析



8.依據憲法之規定，附著 
   於⼟土地之礦，屬於何⼈人 
   所有︖？ 
A. ⼟土地所有權⼈人  
B. 發現者  
C. 採礦者  
D. 國家

解析



9.依憲法第 145 條之規定， 
   有關私營事業之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A. 私營事業以補充公營為

原則 
B. 私營事業，如有妨害國

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
應以法律限制之 

C. 國家涉入經營之事業，
私⼈人禁⽌止經營 

D. 私營事業規模達⼀一定程
度時，國家應收歸國有

解析



時尚⽇日韓背包

原價1 0 5 0    買就送⼿手拿包  

特價3 7 5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529075789475.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30.ajiucI&id=529075789475&skuId=3150818545809&cat_id=53700004&rn=c1c557747f370a467a057e711d6f5180&user_id=2010167391&is_b=1


10.依據現⾏行憲法規定，中 
     華民國領⼟土之變更應依 
     循下列何等程序︖？ 
A. 總統提議，⽴立法院決議  
B. 總統提議，⽴立法院決議，

⼈人民複決 
C. ⽴立法院提議及決議  
D. ⽴立法院提議及決議，⼈人

民複決

解析



1. C                 
解析： 
釋字第724號解釋：「⼈人民
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
其理事、︑監事之職權應即停
⽌止」規定部分，違反憲法第
⼆二⼗〸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侵
害憲法第⼗〸十四條、︑第⼗〸十五條
保障之⼈人民結社⾃自由及⼯工作
權。︒故選C。︒

回到題⽬目



2. B                 
解析：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尚無認為
死刑制度已違憲︔；另參釋字
第476號解釋：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其中關於死刑、︑無期
徒刑之法定刑規定，係本於
特別法嚴禁毒害之⽬目的⽽而為
之處罰，乃維護國家安全、︑
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無違憲法第⼆二⼗〸十三條
之規定，與憲法第⼗〸十五條亦
無牴觸。︒故選B。︒

回到題⽬目



3. C                 
解析： 
釋字第684號解釋：⼤大學為實
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
⽬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
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
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
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〸十六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
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
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
故選C。︒

回到題⽬目



4. D                 
解析： 
憲法第21條規定：「⼈人民
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
務。︒」。︒故選D。︒

回到題⽬目



5. B                 
解析： 
釋字第712號解釋理由書：
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
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
性保障（本院釋字第三六
⼆二號、︑第五五⼆二號、︑第五
五四號及第六九六號解釋
參照）。︒故選B。︒

回到題⽬目



6. A                 
解析： 
釋字第462號解釋：⼤大學教師
升等資格之審查，關係⼤大學教
師素質與⼤大學教學、︑研究⽔水準，
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
之取得，除應有法律規定之依
據外，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
程序，尚須保證能對升等申請
⼈人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作成客
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始
符合憲法第⼆二⼗〸十三條之比例原
則。︒故選A。︒

回到題⽬目



7. C                 
解析： 
關於憲法上基本國策之規
定，⼈人民尚不得透過訴訟
請求國家為⼀一定之作為，
故選C。︒

回到題⽬目



8. D                 
解析： 
憲法第143條第2項規定：
「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
濟上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
⼒力，屬於國家所有，不因 
⼈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
影響。︒」故選D。︒

回到題⽬目



9. B                 
解析： 
憲法第145條第1項規定：
「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
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
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 
法律限制之。︒」故選B。︒

回到題⽬目



10. D                 
解析： 
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5項規
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
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
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
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
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
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
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
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
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
不得變更之。︒」故選D。︒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