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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關直轄市長辭職、︑去職
或死亡時，所遺任期補選之
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不

再補選，由代理⼈人代理至
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B. 所遺任期不⾜足三年者，不
再補選，由代理⼈人代理至
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C. 不管所遺任期多久均須再
補選 

D. 不管所遺任期多久均不再
補選

解析



12.有關省政府之敘述，下列
何者錯誤︖？ 
A. 省政府接受⾏行政院指揮監

督，執⾏行省政府⾏行政事務 
B. 省政府置委員九⼈人，組成

省政府委員會議，連同主
席及各委員均為無給職 

C. 省政府之預算，由⾏行政院
納入中央政府總預算 

D. 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

解析



13.關於「遷徙⾃自由」之限
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方得依據法律或法律

授權將本國國民遞解出
境 

B. 中華民國⼈人民每年僅得
出國觀光兩次 

C.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得
對被告限制住居 

D. 國民出境兩個⽉月以上者，
⼾戶政機關依職權為遷出
登記

解析



⾦金榜題名寶物⽂文昌帝君

原價3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4 8元  

特價2 6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51037449


14.依司法院解釋意旨，法律
規定農業⽤用地在依法作農業
使⽤用時，移轉與⾃自⾏行耕作之
農民繼續耕作者，免徵⼟土地
增值稅。︒此規定與非⾃自⾏行耕
作者取得農地須徵⼟土地增值
稅，在租稅上有不同之處理，
涉及下列何種原則︖？ 
A. 法律保留原則  
B. 平等原則  
C. 誠信原則  
D. 法律優位原則  

解析



15.依憲法第 173 條規定，
憲法之解釋，由下列何者
為之︖？ 
A. 司法院  
B. 最⾼高法院  
C. 最⾼高⾏行政法院  
D. ⽴立法院

解析



16.關於法律之制定及效⼒力
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法律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後，即⽣生效⼒力  
B. 比較沒有爭議的法律案

可以直接進入三讀程序 
C. ⽴立法院之第三讀會應將

議案全案付表決  
D. 所有法律案皆須經過⽴立

法院有關委員會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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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
「⼤大法官解釋案件，應參
考制憲、︑修憲及⽴立法資料 
。︒」是屬於何種法律解釋
⽅方法︖？ 
A. ⽬目的解釋  
B. 體系解釋  
C. 歷史解釋  
D. ⽂文義解釋

解析



18.依憲法第 171 條第 1 項
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
者無效」，關於本條的敘
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本條規定闡述憲法優位

原則  
B. 各級法院法官得認為法

律牴觸憲法無效⽽而拒絕
適⽤用 

C. 司法院⼤大法官得宣告法
律無效  

D. ⼤大法官職司憲法解釋，
其解釋拘束全國各機關

解析



19.下列關於限制⼈人民權利
之敘述，何者錯誤︖？ 
A. 未得法律授權，⾏行政機

關仍得以⾏行政命令限制
⼈人民權利 

B. 限制⼈人民權利之法律不
得牴觸憲法關於基本權
之保障 

C. 法律規定限制⼈人民權利，
必須符合比例原則 

D. 依據限制⼈人民權利之程
度不同，法律保留之密
度不同

解析



關聖帝君武財神關公

原價3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8 2元  

特價2 8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2332853276


20.下列何者不是法⼈人︖？ 
A. 某某股份有限公司  
B. ⾺馬偕醫院  
C. 北港朝天宮  
D. 合會

解析



11. A                 
解析： 
地⽅方制度法第82條第3項規
定：「直轄市長、︑縣（市）
長、︑鄉（鎮、︑市）長及村
（⾥里）長辭職、︑去職或死亡 
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個⽉月內完成補選。︒但所遺任
期不⾜足⼆二年者，不再補選，
由代理⼈人代理至該屆任期屆
滿為⽌止。︒」故選A。︒

回到題⽬目



12. B                 
解析： 
地⽅方制度法第9條規定：
「省政府置委員九⼈人，組成
省政府委員會議，⾏行使職權，
其中⼀一⼈人為主席，由其他特
任⼈人員兼任，綜理省政業務，
其餘委員為無給職，均由⾏行
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故選B。︒

回到題⽬目



13. C                 
解析： 
憲法第⼗〸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
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
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
旅⾏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
利。︒對⼈人民上述⾃自由或權利
加以限制，必須符合憲法第
⼆二⼗〸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
並以法律定之。︒是以，依刑
事訴訟法規定，得對被告限
制住居，故選C。︒

回到題⽬目



14. B                 
解析： 
釋字第635號解釋理由書：
⽴立法者就⾃自⾏行耕作之農民
取得農業⽤用地，與非⾃自⾏行
耕作者取得農業⽤用地間，
為租稅之差別對待，具有
正當理由，與⽬目的之達成
並有合理關聯，符合憲法
平等原則之要求。︒故選B。︒

回到題⽬目



15. A                 
解析： 
憲法第173條規定：「憲法
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
故選A。︒

回到題⽬目



16. C                 
解析：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1條
第3項規定：「第三讀會，
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故選C。︒

回到題⽬目



17. C                 
解析： 
「歷史解釋」係指根據法
律制定過程之相關資料，
以探究⽴立法者原意之解釋。︒
因此，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 13條第1項規定：
「⼤大法官解釋案件，應參
考制憲、︑修憲及⽴立法資料 
。︒」即屬於「歷史解釋」
之法律解釋⽅方法，故選C。︒

回到題⽬目



18. B                 
解析： 
釋字第371號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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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選B。︒

回到題⽬目



19. A                 
解析： 
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涉及
⼈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
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
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
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
明確之原則。︒釋字第570號解釋
：⼈人民⾃自由及權利之限制，依
憲法第⼆二⼗〸十三條規定，應以法
律定之。︒其得由法律授權以命
令為補充規定者，則授權之⽬目
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始得據以發布命令。︒故選A。︒

回到題⽬目



20. D                 
解析： 
A.屬於營利性社團法⼈人。︒ 
B.屬於財團法⼈人。︒ 
C.屬於財團法⼈人。︒ 
D.依民法第709條之1規定

：稱合會者，謂由會⾸首
邀集⼆二⼈人以上為會員，
互約交付會款及標取合
會⾦金之契約。︒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