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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四等一般警察特考 

憲法概要考前猜題 

選擇題： 

題

號 
題        目 

答

案 

01 下列何者並非行政院所設相當中央二級之獨立機關？ 

(A) 公平交易委員會 (B)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C) 中央選舉委員會 (D)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B 

02 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地方制度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

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稱為： 

(A) 委託事項 (B) 委辦事項 (C) 委任事項 (D) 自治事項 

D 

03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種類，不包括下列何者？ 

(A) 休職 (B) 撤職 (C) 停職 (D) 免除職務 

C 

04 下列有關行政訴訟之敘述，何者錯誤？ 

(A) 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不當論 

(B) 辦理行政訴訟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亦為行政訴訟法所稱之行政法院 

(C) 行政訴訟法所稱之行政訴訟，指撤銷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 

(D) 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 

A 

05 下列對國家賠償責任之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A) 國家賠償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任用、有給專任之人員 

(B)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C)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D)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

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A 

06 下列對人民請願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人民對於依法應提起訴訟或訴願之事項，不得請願 

(B) 人民集體向各機關請願，面遞請願書，有所陳述時，應推代表 

(C) 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

主管行政機關請願 

(D) 人民請願為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權利 

D 

07 下列有關考試院之組織與職掌等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考試院掌理公務人員之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B) 考試院掌理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任免、考績 

(C) 考試院掌理考試 

(D)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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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下列依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國家安全會議以總統為主席；總統因事不能出席時，由行政院院長代理 

(B) 所稱國家安全係指國防、外交、兩岸關係及國家重大變故之相關事項 

(C) 國家安全會議置諮詢委員七人至九人，由總統特聘 

(D) 國家安全會議，為總統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大政方針之決策機關 

B 

09 下列對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71 號解釋之敘述，何者錯誤？ 

(A) 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二十八條定有明文 

(B)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依其合理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疑義者，應許其先行

聲請解釋憲法 

(C) 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 

(D) 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

逕行拒絕適用 

A 

10 下列依中央法規標準法對於中央法規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下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B)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

準或準則 

(C) 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稱為法律保留原則 

(D)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C 

11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0 號解釋明確指出，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

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就大學教育而言，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

由及下列何事項？ 

(A) 入學自由 (B) 出版自由 (C) 組成社團自由 (D) 學習自由 

D 

12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上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得提出何種救濟？ 

(A) 訴願 (B) 請願 (C) 申訴 (D) 訴訟 

A 

13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下列何

者？ 

(A) 公務員之考選 (B) 公務員之法制  

(C) 公務員之保訓 (D) 公務員之懲戒 

D 

14 社會救助法所稱社會救助，分生活扶助、急難救助、災害救助及下列何者？ 

(A) 長期照護 (B) 工作補助 (C) 醫療補助 (D) 殘障補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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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為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自由。其中關

於團體名稱之選定，攸關其存立之目的、性質、成員之認同及與其他團體之識

別，屬下列何者之範圍？ 

(A) 團體合作保障 (B) 集會自由保障  

(C) 公司組織保障 (D) 結社自由保障 

D 

16 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

易機會之行為。稱為： 

(A) 交易 (B) 競爭 (C) 契約 (D) 投資 

B 

17 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下列

何者限制之？ 

(A) 政策 (B) 命令 (C) 行政指導 (D) 法律 

D 

18 國防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下列何項規

定辦理？  

(A) 駐外機構組織條例 (B) 駐外機構組織法  

(C) 駐外機構組織規程 (D) 駐外機構組織通則 

D 

19 有關法官法規定司法院職務法庭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對職務法庭之裁判，得提起行政訴訟 

(B) 各法院院長得為職務法庭之成員 

(C) 職務法庭之事務分配及代理次序，由全體職務法庭法官決定之 

(D) 職務法庭之審理及裁判，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為審判長，與法官二

人為陪席法官組成合議庭行之 

C 

20 下列何種情形並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A) 屬於絕對法律保留之事項，而未以法、律、條例、通則作為限制基本權之

依據 

(B) 屬於相對法律保留之事項，授權之目的、內容、範圍不夠具體明確 

(C) 法條文字之意義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無法預見，並且無法經由司法審

查加以確認者 

(D) 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某機關卻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 

C 

21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23 條所規定？ 

(A) 比例原則 (B) 公益原則 (C) 法律優位原則 (D) 法律保留原則 

C 

22 下列何者不屬於比例原則之內涵？ 

(A) 手段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B) 在達成目的之相同有效情形下，選擇侵害最小之手段 

(C) 欲維護之公共利益大於所限制之人權 

(D) 公益必定大於私益 

D 

23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62 號解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被告之卷證資訊獲知權，屬被告受憲法訴訟權保障應享有之充分防禦權，

但會因其有無辯護人而有異 

C 



高見公職．警察圓夢諮詢中心           1 0 7 年度  四等憲法概要考前猜題 

 

5 

(B) 辯護人之檢閱卷證事實上可以完全替代被告之卷證資訊獲知權 

(C) 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未賦予有辯護人之被告直接獲知卷證

資訊之權利，且未賦予被告得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影本之

權利，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意旨不符 

(D) 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妥為修正。逾期未

完成修正者，法院應依審判中被告（不論有無辯護人）請求，於其預納費

用後，付與全部卷宗及證物之影本 

24 立法院於下列何種情形得開臨時會？ 

(A) 行政院院長之咨請    (B) 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C) 考試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D) 監察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B 

25 創制複決兩權之行使，以「」定之。「」為下列何者？ 

(A) 憲法 (B) 法律 (C) 命令 (D) 自治條例 

B 

 
預祝各位考生 

金榜題名 

高見公職‧警察圓夢諮詢中心〔全國唯一專辦警察考試的輔考機構〕 

專辦項目：三等警察特考(內軌)、四等一般警察考試(外軌)消防特考、警專入學考試、警專

甄試警大警大研究所碩士班、警大警佐班、消佐班警大二技、警察人員升官等 

官方網站：https://www.policecramschool.com 

臉書粉團：https://www.facebook.com/PFcramschool/ 

電子信箱：godtrain.service@gmail.com 

聯絡電話：(07)2233-812 

服務時間：每日 14:00~22:00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號 3樓之 2 

https://www.policecramschool.com/
https://www.policecramschool.com/
https://www.facebook.com/PFcramschool/
mailto:godtrain.service@gmail.com
tel:072233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