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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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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董事執⾏行私⽴立學 
   校法中董事職務事項，係 
   屬下列何項權利保障之範 
   圍︖？ 
A. ⼯工作權  
B. 結社權  
C. 平等權  
D. 學術⾃自由

解析



2.對外國⼈人原則上不予保 
   障之基本權利為： 
A. 國家賠償請求權  
B. ⾔言論⾃自由  
C. 被選舉權  
D. 財產權 

解析



3.依司法院釋字第 490 號解  
   釋之⾒見解，下列有關憲法 
   第 13 條信仰宗教⾃自由之 
   保障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國家對特定之宗教予以

獎勵或禁⽌止  
B. ⼈人民有信仰或不信仰任

何宗教之⾃自由 
C. ⼈人民有參與或不參與宗

教活動之⾃自由  
D. 國家不得對特定信仰給

予優待或不利益

解析



健康紅薑⿈黃養⽣生飲

✨特價2 9 0   線上訂購✨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904376386363228


4.依司法院解釋，下列關於訴 
   訟權之限制，何者違憲︖？ 
A. ⼈人民應循何種訴訟途徑或訴

訟程序、︑以及應向何法院起
訴請求救濟之事項 

B. 審級制度與再審制度有關事
項 

C. 對於提起第三審上訴之上訴
利益數額之事項 

D. 關於⼤大學所為非屬退學或類
此之處分，不得提起⾏行政訴
訟  

解析



5.依憲法第129條之規定，  
   下列何者不是憲法所定 
   各種選舉之實施⽅方法︖？ 
A. 普通選舉  
B. 平等選舉  
C. 間接選舉  
D. 無記名選舉

解析



6.對於⼟土地之公⽤用徵收， 
   涉及憲法上何種基本權 
   利之限制︖？ 
A. ⼈人格權  
B. 平等權  
C. ⼯工作權  
D. 財產權

解析



妮芙頂級養⽣生禮盒

✨特價9 9 0   線上訂購✨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904376386363228


7.下列何者係憲法本⽂文第  
   170 條所稱之⽴立法院通 
   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A. ⾼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

⾃自治條例  
B. 地⽅方稅法通則 
C. 臺北市地政講堂場地使

⽤用管理辦法  
D. 教師法施⾏行細則

解析



8.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 
   就⽴立法院所提修憲案之處 
   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須先公告半年  
B. 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

舉⼈人投票複決 
C. 應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  
D. 總統對複決結果得移請

⽴立法院覆議

解析



9.地⽅方制度法第 79 條有關 
   地⽅方議員解職之原因，不 
   包括下列何者︖？ 
A.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B.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C. ⼾戶籍遷出該⾏行政區域 4 

個⽉月以上 
D.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

罪，經第⼀一審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者

解析



嚴選養⽣生紅薑⿈黃粉

✨特價7 9 0   線上訂購✨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904376386363228


10.依地⽅方制度法第 82 條規定，下 
     列地⽅方⾸首長因事停職依法代理  
     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直轄市長停職者，由副市長代

理，副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
由⾏行政院派員代理 

B. 縣（市）長停職者，由副縣
（市）長代理，副縣（市）長
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內政部
派員代理 

C. 鄉（鎮、︑市）長停職者，由縣
政府派員代理，置有副市長者，
由副市長代理 

D. 村（⾥里）長停職者，由鄉（鎮、︑
市、︑區）公所派員代理

解析



1. A                 
解析： 
釋字第659號解釋理由書：
私⽴立學校董事執⾏行私⽴立學
校法職務之⼯工作，屬職業
⾃自由之範疇，⾃自應受憲法
⼯工作權之保障。︒故選A。︒

回到題⽬目



2. C                 
解析： 
基於⼈人所得享有之權利，
縱外國⼈人亦應受憲法之保
障，如憲法第⼗〸十五條之⽣生
命權、︑第八條之⼈人身⾃自由
權︔；至於基本權利中有強
烈國家主權意識關連性者，
如被選舉權，屬對外國⼈人
原則上不予保障之基本權
利，故選C。︒

回到題⽬目



3. A                 
解析： 
釋字第490號解釋：憲法第
⼗〸十三條規定：「⼈人民有信仰
宗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
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
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
活動之⾃自由︔；國家不得對特
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
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
或不利益。︒故選A。︒

回到題⽬目



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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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回到題⽬目



5. C                 
解析： 
憲法第129條規定：「本憲
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除
本憲法別有規定外，以普
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
投票之⽅方法⾏行之。︒」故選
C。︒

回到題⽬目



6. D                 
解析： 
釋字第579號解釋：⼈人民之
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
⼗〸十五條定有明⽂文。︒國家因
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
要，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
產，對被徵收財產之權利
⼈人⽽而⾔言，係為公共利益所
受之特別犧牲，國家應給
予合理之補償，且補償與
損失必須相當。︒故選D。︒

回到題⽬目



7. B                 
解析：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規定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
條例或通則。︒」故選B。︒選
項A屬於地⽅方制度法中之⾃自
治條例。︒

回到題⽬目



8. D                 
解析： 
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1項規定：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
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
經公告半年，應於三個⽉月內投票複
決，不適⽤用憲法第四條、︑第⼀一百七
⼗〸十四條之規定。︒」第12條規定：
「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
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
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
提出憲法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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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過之，不適⽤用憲法第
⼀一百七⼗〸十四條之規定。︒」故選D。︒

回到題⽬目



9. D                 
解析： 
地⽅方制度法第79條有關地⽅方議員解職之
原因，包括：⼀一、︑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
確定，或經法院判決選舉無效確定，致
影響其當選資格者。︒⼆二、︑犯內亂、︑外患
或貪污罪，經判刑確定者。︒三、︑犯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者。︒四、︑犯前⼆二款以外之罪，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
緩刑之宣告、︑未執⾏行易科罰⾦金或不得易
服社會勞動者。︒五、︑受保安處分或感訓
處分之裁判確定者。︒但因緩刑⽽而付保護
管束者，不在此限。︒六、︑⼾戶籍遷出各該
⾏行政區域四個⽉月以上者。︒七、︑褫奪公權
尚未復權者。︒八、︑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者。︒九、︑有本法所定應予解除職
權或職務之情事者。︒⼗〸十、︑依其他法律應
予解除職權或職務者。︒故選D。︒

回到題⽬目



10. B                 
解析： 
地⽅方制度法第82條規定，
縣(市)長停職者，由副縣
(市)長代理，副縣(市)長出
缺或不能代理者，由內政
部報請⾏行政院派員代理。︒
故選B。︒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