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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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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
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1.刑法第 235 條規定禁⽌止散布、︑播
送、︑販賣、︑公然陳列猥褻之資訊或
物品。︒依據司法院釋字第617 號解
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性⾔言論之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

不受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 
B. 國家應對少數性⽂文化族群依其

性道德感情與對社會風化之認
知⽽而形諸為性⾔言論表現或性資
訊流通者，予以保障 

C. 刑法第 235 條規定對於性⾔言論
之表現為過度之限制 

D. 刑法第 235 條規定中之「猥褻」
概念，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解析



12.依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
解釋意旨，警察實施臨檢
勤務時，須遵守何項憲法
原則︖？ 
A. 比例原則  
B. 信賴保護原則  
C. 誠實信⽤用原則  
D. 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解析



13.職業駕駛⼈人若涉及特定
犯罪，將吊銷其駕照，並
限制其於⼀一定期間內不得
再⾏行請領駕照。︒其中有關
⼀一定期間內不得請領駕照
之限制，主要涉及下列何
種基本權利︖？ 
A. 財產權  
B. 職業⾃自由  
C. 結社⾃自由  
D. ⽣生存權

解析



原價2 6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1 5元  

特價1 2 8 8      點我看更多

⾦金榜題名寶物⽂文昌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50697529


14.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土
地徵收的要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徵收⼈人民⼟土地的各項要件，應
授權由⾏行政機關以⾏行政命令詳
加規定 

B. 為了公益，得徵收非公共設施
⽤用地的私有⼟土地，不須變更都
市計畫 

C. ⼟土地被徵收是因社會公益⽽而特
別犧牲，對所有權⼈人應給予相
當補償 

D. ⼟土地徵收補償費之發給，得考
量國家財政收入實際狀況⽽而延
遲發給  

解析



15.下列何者與現⾏行憲法增修
條⽂文第 10 條規定之意旨不符︖？

A. 國家應重視醫療保健、︑福
利服務等社會福利⼯工作 

B. 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
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C. 教育科學⽂文化經費中，國
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 

D. 中央政府教育科學⽂文化之
經費不得少於預算總額百
分之⼗〸十五

解析



16.⾏行政程序法第 2 條「本
法所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
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
⾏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
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
之組織」，此種情形在法律
解釋上稱為： 
A. 司法解釋  
B. ⽴立法解釋  
C. ⾏行政解釋  
D. 擬制

解析



• 「財富女神」⾦金條，象徵財富、︑繁榮及好運。︒ 
• PAMP為全球知名⿈黃⾦金鑄造商，成⾊色、︑重量和

品質獲得倫敦⾦金銀市場協會(LBMA)的認證。︒ 
• 背⾯面最新設計QR碼，可掃描後至PAMP 查詢

⿈黃⾦金條塊資訊，每塊⾦金條皆有原廠單⼀一序號。︒ 
• 純度 999.9  附原廠保證卡、︑保護殼及保護套。︒

原價4380   特價2588   
再享6期0利率   每期431元

⽴立即擁有

http://www.asap.com.tw/item/201507AM180048162


17.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364 
號解釋，⼈人民得請求接近
使⽤用媒體，係屬於憲法保
障之下列何種權利︖？ 
A. ⾔言論⾃自由權  
B. 隱私權  
C. ⼈人格權  
D. ⼯工作權

解析



18.下列何種情形，⼈人民不得主張
信賴保護原則︖？ 
A. 甲提供正確資料申請農地農⽤用

證明書，後因不可抗⼒力無法繼
續耕種⽽而遭廢⽌止證明書 

B. ⼄乙明知不符合醫師考試應考資
格之規定，⽽而報名參加考試，
及格後被發覺⽽而被撤銷考試及
格資格 

C. 軍⼈人丙因相信⾏行政機關「轉任
公務員併計算年資」函釋，經
參加轉任考試及格錄取後，⾏行
政機關廢⽌止該函釋 

D. 遊民丁交代其財產所得，主管
機關不察發給救助⾦金，稍後發
現，丁拒絕退還救助

解析



19.下列何者是定著物︖？ 
A. 還長在⼟土地裡的地瓜  
B. 固定在⼟土地上的⾼高鐵軌道 
C. 挖掘的池塘  
D. 廟前臨時搭架的歌仔戲臺

解析



原價2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6 5元  

特價1 5 8 8      點我看更多

⾦金榜題名寶物⽂文昌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50386568


20.下列何者違反物權法定
主義︖？ 
A. 甲設定不移轉質物占有

的質權於⼄乙 
B. 甲設定不移轉抵押物占

有的抵押權於⼄乙 
C. 甲為擔保將來發⽣生的債

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
權於⼄乙 

D. 甲在⾃自⼰己⼟土地上⽅方空間，
設定地上權於⼄乙

解析



11. B                 
解析： 
釋字第617號解釋：為維持男女
⽣生活中之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
⽴立法機關如制定法律加以規範，
則釋憲者就⽴立法者關於社會多數
共通價值所為之判斷，原則上應
予尊重。︒惟為貫徹憲法第⼗〸十⼀一條
保障⼈人民⾔言論及出版⾃自由之本旨，
除為維護社會多數共通之性價值
秩序所必要⽽而得以法律加以限制
者外，仍應對少數性⽂文化族群依
其性道德感情與對社會風化之認
知⽽而形諸為性⾔言論表現或性資訊
流通者，予以保障。︒故選B。︒

回到題⽬目



12. A                 
解析： 
釋字第535號解釋：警察⼈人員
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
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
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
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
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
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
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
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
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
得逾越必要程度。︒故選A。︒

回到題⽬目



13. B                 
解析： 
職業駕駛⼈人若涉及特定犯
罪，將吊銷其駕照，並限
制其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再
⾏行請領駕照。︒關於⼀一定期
間內不得請領駕照之限制，
依釋字第584號解釋，主要
涉及⼈人民職業⾃自由之基本
權利，故選B。︒

回到題⽬目



14. C                 
解析： 
釋字第516號解釋：國家因
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
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
但應給予合理之補償。︒此項
補償乃因財產之徵收，對被
徵收財產之所有⼈人⽽而⾔言，係
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 
，國家⾃自應予以補償，以填
補其財產權被剝奪或其權能
受限制之損失。︒故選C。︒

回到題⽬目



15. D                 
解析：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0項
規定：「教育、︑科學、︑⽂文化
之經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
費應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 
⼀一百六⼗〸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 憲法第164條：教育、︑科
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
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〸十
五)，故選D。︒

回到題⽬目



16. B                 
解析： 
「⽴立法解釋」係指⽴立法機關
對於法律條⽂文所作之解釋，
⾏行政程序法第2條「本法所稱
⾏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
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
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
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
此種情形在法律解釋上即屬
⽴立法解釋，故選B。︒

回到題⽬目



17. A                 
解析： 
釋字第364號解釋：「以廣播
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
法第⼗〸十⼀一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
範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
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
理之分配，對於⼈人民平等「接
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
應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
則下，予以尊重，並均應以法
律定之。︒」故選A。︒

回到題⽬目



18. B                 
解析： 
⾏行政程序法第119條規定：
「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
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
⼆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
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
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
政處分者。︒  
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
⼤大過失⽽而不知者。︒」故選B。︒

回到題⽬目



19. B                 
解析： 
釋字第93號解釋理由書：
「查民法第六⼗〸十六條第⼀一項
所謂定著物指非⼟土地之構成
分，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
定經濟上⽬目的不易移動其所
在之物⽽而⾔言，輕便軌道除係
臨時敷設者外，其敷設出於
繼續性者，縱有改建情事，
有如房屋等，亦不失其為定
著物之性質，故應認為不動
產。︒」故選B。︒

回到題⽬目



20. A                 
解析： 
民法第757條規定：「物權
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
創設。︒」、︑第884條規定：
「稱動產質權者，謂債權
⼈人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移
轉占有⽽而供其債權擔保之 
動產，得就該動產賣得價
⾦金優先受償之權。︒」故選
A。︒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