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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10年度警大消佐班憲法考猜試題 

 莫軍老師 20210225 
壹、單選題

01 依法官法規定，審理法官懲戒案件時，應增加參審員二人為合議庭成員，下列何

者得擔任參審員？(A)全國性及各地方律師公會之現任理事長(B)公務人員(C)政黨

黨務工作人員(D)公設辯護人 

D 

02 下列何種案件為我國率先採用參審制之適例？(A)教師懲戒案件(B)律師懲戒案件 

(C)會計師懲戒案件(D)法官、檢察官懲戒案件

D 

03 甲之判決在2021年1月1日確定，但甲聲請釋憲，大法官花了2年的時間作成違憲宣

告並送達甲，請問甲在什麼時間內可以提起再審？(A)2027年12月31日(B)2025年

12月31日(C)2024年12月31日(D)2023年12月31日

A 

04 依憲法規定，「國際貿易政策」屬於(A)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B)中央立法並執

行或由省縣執行之事項(C)省立法並執行或由縣執行之事項(D)縣立法並執行之事

項 

A 

05 依憲法規定，「公共衛生」屬於(A)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B)中央立法並執行或

由省縣執行之事項(C)省立法並執行或由縣執行之事項(D)縣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B 

06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台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之內容如違反依「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動物用藥殘留標準」，將會(A)仍

有效(B)由行政院函告無效(C)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告無效(D)由台中市政府函告

無效 

B 

07 依司法院釋字第228號解釋，國家賠償法就參與審判或追訴之職務人員與公務員負

國家賠償責任之規定不同，是否違憲？ 

(A)違憲，依據憲法平等原則，即使國家機關功能不同，不得為不同的國家賠償責

任規定

(B)違憲，立法院未為合理之立法裁量，恣意為不同國家賠償要件之規定

(C)合憲，為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不受外界干擾所必要，係屬合理之立法裁量

(D)合憲，為確保訴訟制度功能之發揮，得適度限制人民訴訟權

C 

08 目前規劃中的二級獨立機關「刑事案件量刑委員會」未來在組織上將隸屬於下列

何者？(A)司法院(B)行政院(C)法務部(D)最高法院 

A 

09 下列何者並「非」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801號解釋之意旨？ 

(A)因羈押涉及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立法者就羈押日數能否算入假釋之已執行期

間，如有差別待遇，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

(B)無期徒刑受刑人，於裁判確定前如受羈押，其偵查及審判羈押期間累計總數，

依現行法規定不得逾5年4月

(C)依現行有效之法律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至少須執行

逾25年，始得報請假釋

(D)刑法第77條第2項有關裁判確定前未逾1年之羈押日數不算入無期徒刑假釋之已

執行期間內部分，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有違

A 

10 有關法官之懲戒處分，下列何者無追究時效之限制？ 

(A)剝奪退休金及退養金(B)減少退休金及退養金(C)罰款(D)申誡

A 

11 有關法官之懲戒處分，其追究時效為多久？ 

(A)10年(B)5年(C)3年(D)1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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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司法院釋字第558 號解釋意旨，中華民國國民具備下列何項要件者，不得禁止

入境？(A)在臺灣地區出生(B)在臺灣地區置產(C)父母均為中華民國國籍(D)在臺

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 

D 

13 下列何者為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所稱之法官？①行政法院評事、②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委員、③司法院大法官、④檢察官、⑤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 

(A)僅①、②、③ 

(B)僅①、②、③、④ 

(C)僅①、②、③、⑤ 

(D)①、②、③、④、⑤均是 

A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99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並非修憲之界線？ 

(A)民主共和國原則(B)社會國原則(C)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D)保障人民基本權之

規定 

B 

15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170條所稱之法律？(A)戰時軍律(B)省縣自治通則(C)高雄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D)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 

C 

16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考試院之職權？(A)公務人員之任免

(B)公務人員之銓敘(C)公務人員之撫卹(D)公務人員考績之法制事項 

A 

17 下列何者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承認之憲法非列舉權？①契約自由、②性行為自

由、③一般行動自由、④子女獲知血統來源之權、⑤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

⑥隱私權 

(A)僅①、②、⑥ 

(B)僅①、②、④、⑥ 

(C)僅①、②、③、④、⑥ 

(D)①、②、③、④、⑤、⑥皆是 

D 

18 總統發布下列何種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①行政院院長之任免命令、②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

副院長、監察委員及審計長之任免命令、③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委員之任免命令、④解散立法院之命令、⑤緊急命令 

(A)僅①、② 

(B)僅①、④ 

(C)僅①、②、④ 

(D)①、②、③、④、⑤皆是 

C 

19 下列何者為地方自治團體？(A)臺灣省(B)臺中市和平區(C)高雄市前金區(D)臺北

市政府 

B 

20 下列何者於組織上隸屬於總統府？ 

(A)中央銀行(B)國立故宮博物院(C)國史館(D)國家發展委員會 

C 

貳、複選題 

01 有關公務員之懲戒處分，下列何者並無追究時效之限制？(A)免除職務(B)撤職(C)

休職(D)剝奪退休金(E)降級 

ABD 

02 下列何者屬於職業自由主觀條件之限制？ 

(A)醫師法將醫師區分為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其資格之取得要件各有不同限制 

(B)限制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

ABE 

高鋒公職．警大消佐班考前猜題 憲法考前猜題 莫軍老師 編授



3 

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C)非視障者不得從事按摩業 

(D)限制藥師執業處所應以一處為限 

(E)限制計程車駕駛人於執業期中犯特定之罪者，三年內不得執業，且吊銷其持有

之各級駕照 

03 有關公職人員罷免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罷免案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提議人人數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 

總數百分之二以上 

(B)立法委員之罷免，其徵求連署期間為四十日 

(C)罷免案之連署人，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為原選舉區

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D)罷免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或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

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 

(E)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四年內不得為同一公職人員候選

人；罷免案否決者，在該被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CE 

04 有關公職人員罷免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不適用罷免之規定 

(B)公務人員得為罷免案提議人 

(C)罷免案宣告成立後，應將罷免理由書副本送交被罷免人，於十日內提出答辯

書，答辯書內容以不超過一萬字為限 

(D)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二十日起至六十日內為之 

(E)罷免案通過後，依規定應辦理補選者，應自投票完畢後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BE 

05 下列有關監察委員之職權，何者錯誤？ 

(A)可彈劾法官 

(B)可彈劾考試委員 

(C)不可彈劾立法委員 

(D)不可彈劾交通部長 

(E)不可彈劾監察院人員 

DE 

06 有關監察委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監察委員是憲法保留之法定職位 

(B) 監察委員十九人，任期六年 

(C) 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監察委員，或立法院消極不行使同意權，均為憲法所不

許 

(D) 立法院院長、縣議會議長均非監察權行使之對象 

(E) 對於法官之彈劾，應經監察委員一人以上之提議，經提案委員外之監察委員

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成立後，監察院應即向懲戒機關提出之。 

BE 

0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保障之訴訟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特定刑事案件分配給特定法官後，即不得以相牽連為由，將多件案件改由同一

法官合併審理 

(B)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至少應予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

容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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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訴訟權保障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剝奪 

(D)法官迴避制度應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E)審級制度屬於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08 下列何者屬於普通法院之審判權？ 

(A)土地所有權人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請求返還土地事件，攻擊防禦方法涉及公

用地役關係存否之公法關係爭議者 

(B)（前）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依（前）「臺灣地區省（市）營事業機構人

員遴用暫行辦法」遴用之人員，依據「臺灣省政府所屬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

休撫卹及資遣辦法」請求發給撫卹金發生爭議 

(C)國民住宅條例收回國宅強制執行事件 

(D)健保局與醫療機構履約爭議之救濟程序 

(E)受刑人不服行政機關否准假釋決定訴請救濟 

ABC 

09 下列有關考試院之敘述，何者正確？ 

(A)院長由考試委員兼任之  

(B)考試委員之任期為 6 年 

(C)考試委員得赴中國大陸地區兼職 

(D)掌理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E)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隸屬於考試院 

DE 

10 下列何者為公法人？(A)省政府(B)直轄市政府(C)中央選舉委員會(D)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E)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DE 

11 下列有關各級選舉委員會之敘述，何者正確？ 

(A)中央選舉委員會隸屬於內政部 

(B)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由行政院院長逕行遴派之 

(C)直轄市選舉委員會隸屬於中央選舉委員會  

(D)各級選舉委員會委員，均應由無黨籍人士派充之 

(E)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採任期制 

CE 

12 有關地方民意代表之免逮捕特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如為現行犯，在會期內，無須經地方立法機關之同意，得逮捕之 

(B)如為通緝犯，在會期內，須經地方立法機關之同意，方得逮捕之 

(C)在會期外，均得逮捕之  

(D)在會期內，均須經地方立法機關之同意，方得逮捕之 

(E)除現行犯、通緝犯外，在會期內，非經地方立法機關之同意，不得逮捕之 

ACE 

13 下列何者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稱之公職人員？ 

(A)副總統 (B)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C)鄉民代表 (D)監察委員(E)村長 
BCE 

14 下列職務何者係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A)司法院副院長(B)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C)審計長(D)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主任委員(E)檢察總長 

ACE 

15 基本權的功能，可區分為主觀與客觀功能面向。下列何者屬於「主觀權利」功能

面向？ 

(A)防禦功能(B)給付功能(C)保護義務功能(D)制度性保障功能(E)組織暨程序保障

功能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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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關選舉、罷免訴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受理之法院應於 3個月內審結 

(B)設選舉法庭，採合議制審理 

(C)二審終結，並得提起再審之訴 

(D)以高等法院為一審管轄法院 

(E)應先於其他訴訟審判之 

BE 

17 下列哪些人員有應立法院委員會邀請到會備詢之義務？ 

(A)司法院院長(B)公平會委員(C)參謀總長(D)審計長(E)檢察官 
C 

18 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有關傳染病防治法中強制隔離措施，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強制隔離與刑事處罰雖本質不同，但因都拘束人身自由，應踐行相同程序保障 

(B)疫情防治貴在迅速採行正確措施，應由主管機關決定施行必要的強制隔離處置 

(C)主管機關作成必要強制隔離處置，應依行政執行法及其他法律所規定程序為之 

(D)不服主管機關令遷入指定處所之強制隔離處分者，得依行政爭訟程序訴求救濟 

(E)該法未就強制隔離期間予以規範及非由法院決定施行強制隔離處置，係屬合憲 

BDE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有關憲法保障人民集會遊行自由之敘述，何者正確？ 

(A)緊急性集會遊行不受憲法第 14條所保障 

(B)遊行舉辦人應採取有效保護集會之安全措施 

(C)立法者對集會遊行得採取事前許可或報備制 

(D)緊急性與偶發性集會、遊行，不得事前管制 

(E)得以警政署之行政「函釋」限制集會自由權 

CD 

20 司法院大法官所得行使違憲審查之標的為何？ 

(A)司法院院解字解釋(B)最高法院判例(C)各級法院裁判(D)行政命令(E)行政處分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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