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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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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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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關於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不得由調查⼈人員單獨⾏行使 
B. 得由監察委員派員持調查

證⾏行使 
C. 得由監察委員派員持監察

證⾏行使 
D. 調查⼈人員只能陪同監察委

員，受其指揮監督⽽而進⾏行
調查

解析



2.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與各級 
   法院法官在憲法上之比較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兩者皆屬憲法第 80 條之

法官  
B. 兩者皆依法享有司法⼈人

員專業加給之權 
C. 前者有⼀一定任期，後者

則為終身職  
D. 前者不受憲法第 81 條法

官身分之保障，後者則
反之

解析



3.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立法院所設各委員會得邀請

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有關
⼈人員到會備詢 

B. 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公務
員不負到⽴立法院各委員會備
詢之義務 

C. ⽴立法院得以地⽅方⾃自治團體⾏行
政機關之公務員未到各委員
會備詢⽽而移送監察院彈劾 

D. ⽴立法院不得以地⽅方⾃自治團體
⾏行政機關之公務員未到各委
員會備詢⽽而擱置補助款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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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下列何者並非國家安全會 
   議組織法第 4 條規定之國 
   家安全會議出席⼈人員︖？ 
A. ⾏行政院副院長  
B. 參謀總長  
C. ⾏行政院秘書長  
D. 副總統  

解析



5.下列何者與服公職權利 
   無關︖？ 
A. 公務⼈人員退休年資採計

之上限 
B. 公務員於離職後三年內

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
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
營利事業董事 

C. 公務⼈人員任⽤用後之晉敘
與陞遷 

D. 公務⼈人員曾任聘⽤用⼈人員
年資之提敘

解析



6.下列何者是現代民主國家 
   統治權的基礎，也是代議 
   政治形成的基本要件︖？ 
A. ⾔言論⾃自由  
B. 集會⾃自由  
C. 選舉權  
D. 公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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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有關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A. 凡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事項，應以法

律定之︔；涉及財產權者，則得依其限
制之程度，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
命令予以規範 

B. 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該管主管機關必要
時，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
被傳染者，得為必要之強制隔離處置
之部分，違背憲法第 8 條依正當法律
程序之意旨 

C. 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
制，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
當法律程序應相同 

D. 憲法第 8 條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
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此「警
察機關」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

解析



8.下列有關基本權利之敘 
   述，何者錯誤︖？ 
A. 居住⾃自由包括選擇住所

之⾃自由  
B. 司法院解釋不認為隱私

權是憲法所保障的權利 
C. 秘密通訊⾃自由亦兼有保

障隱私之功能  
D. 居住⾃自由亦含有隱私保

障的作⽤用

解析



9.依憲法第 137 條第 2 項之 
   規定，國防之組織，以法 
   律定之。︒下列何者與國防 
   之組織無關︖？ 
A. 國防法  
B. 國防部組織法 
C. 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  
D.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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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依地⽅方制度法第 80 條 
     之規定，地⽅方議會之議 
     員連續未出席定期會， 
     ⽽而最⾼高達幾會期者，即 
     解除其職權︖？ 
A. 1 會期  
B. 2 會期  
C. 3 會期  
D. 4 會期

解析



1. B                 
解析： 
監察法第26條規定，監察
院為⾏行使監察職權，得由
監察委員持監察證或派員
持調查證，赴各機關部隊
公私團體調查檔案冊籍及
其他有關⽂文件。︒故選B。︒

回到題⽬目



2. D                 
解析： 
釋字第601號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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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選D。︒

回到題⽬目



3. C                 
解析： 
釋字第498號解釋：⽴立法院所設各
種委員會，雖得邀請地⽅方⾃自治團體
⾏行政機關有關⼈人員到會備詢，但基
於地⽅方⾃自治團體具有⾃自主、︑獨⽴立之
地位，以及中央與地⽅方各設有⽴立法
機關之層級體制，地⽅方⾃自治團體⾏行
政機關公務員，除法律明定應到會
備詢者外，得衡酌到會說明之必要
性，決定是否到會。︒於此情形，地
⽅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之公務員未到
會備詢時，⽴立法院不得因此據以為
刪減或擱置中央機關對地⽅方⾃自治團
體補助款預算之理由，故C錯誤。︒

回到題⽬目



4. C                 
解析： 
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4條第
1項規定：「國家安全會議之
出席⼈人員如下：                                     
⼀一、︑副總統。︒                                                     
⼆二、︑⾏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內政部部長、︑外交部部長、︑
國防部部長、︑財政部部長、︑
經濟部部長、︑⾏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主任委員、︑參謀總長。︒     
三、︑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國家安全局局長。︒」故選C。︒

回到題⽬目



5. B                 
解析： 
憲法第⼗〸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
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
有依法令從事公務，暨由此
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俸給
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釋字
第605號、︑第658號解釋），
亦包括公務⼈人員任職後依法
令晉敘、︑陞遷之權（釋字第
611號解釋）。︒選項B則與
服公職權利無涉，故選之。︒

回到題⽬目



6. C                 
解析： 
「選舉權」為現代民主國家
統治權的基礎，也是代議政
治形成的基本要件，故選
C。︒

回到題⽬目



7. A                 
解析： 
釋字第559號解釋：基於
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凡
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事項，
應以法律定之︔；涉及財產
權者，則得依其限制之程
度，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
權之命令予以規範。︒故選
A。︒

回到題⽬目



8. B                 
解析： 
釋字第585號解釋理由書：
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
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
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
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
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
⼈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
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
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
第⼆二⼗〸十⼆二條所保障。︒故選
B。︒

回到題⽬目



9. D                 
解析：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組織
法」係關於維護海域及海
岸秩序，與資源之保護利
⽤用，確保⼈人民⽣生命及財產
安全，與國防之組織無關，
故選D。︒

回到題⽬目



10. B                 
解析： 
地⽅方制度法第80條後段規
定：「直轄市議員、︑縣(市) 
議員、︑鄉 (鎮、︑市) 民代表
連續未出席定期會達⼆二會
期者，亦解除其職權。︒」
故選B。︒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