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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話   
─回眸澹澹  

這本教材、講義或是試題習作（姑且稱之），全文約五十萬

字，是我為我的學生們而編撰，以提供應試之須求，並充為聯繫

之橋樑，請傾聽我的心路過程： 

民國七十三年，我從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研究所畢業，順利進

入刑事警察局司法科服務，並在警察大學及警察專校兼授法律課

程，八十一年升任刑事局偵查科組長職務，適逢臺灣警專招考學

科教官，經由著作審查、課程試講、質問答詢及口試評核等後，

於八十二年改任臺灣警專刑事警察科的專任教官。 

民國八十五年，受命教導當時進七期（與專十四期同年）學

生《刑事訴訟法》課程，於闡釋刑事訴訟之目的及各種訴訟原則

與訴訟制度之際，就以憲政理念（保障人民權利）為奠基，分析

「保障人民權利」與「發現犯罪事實」相互間之關連性及其平衡

點，論述刑事訴訟法如何實踐憲法明文保障之人民基本權，訴訟

法定原則之三面關係（控訴原則與不告不理）在古今中外的推演

中，又是經歷何等的構想嘗試與檢驗對證。 

期中考之後的某日，班代與二位同學連袂到研究室看我，名

為討論考題之疑義，但是話題一開，卻是：「請教官於上課時除

了教授刑訴法之外，希望在《刑法》及《憲法》也能抽點時間幫

我們指導警察特考，及警大甄試的作答技巧與資料整理。」 

經不起這三位有實務經驗的優秀基層員警（目前均已警大畢

業，任職中高階警政要職）輪番吹捧，一時忘了自己的健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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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竟然應諾每週二晚上加課，針對「法學與警察」為範圍，以

《刑法與刑訴法》及《憲法》為軸心，兼論犯罪調查、執勤服務

與進修應試之各種相關議題。幾年下來後，師生之間各有成長與

收穫，真應證了「教學相長」的真諦，更累積了許多講義與題

庫。 

星移斗轉，時光飛逝。直到九十一年，進十九期同學為參加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得知我研究室裡有許多累積下來的影印講

義，為期攜帶方便，容易閱讀，又派出代表進行遊說，「教唆」

教官將資料請廠商打字編輯、製版印刷、裝訂成冊，而且提出：

「如果有需要，他們願幫忙。」的附加條件。適逢寒假加上春假

的課餘空檔，在一陣繁複的校對整理之後，《刑事法學輯略》終

能先後成書，也獲得大家的支持與鼓勵。 

專二十期行政科同學在校期間，本人奉命指導部分教授班之

「刑法總則」與「刑事訴訟法」課程，為能順利通過警察特考，

依法派任警察官職務，更利用晚自習時間集中輔導，講授《刑法

與刑訴法》之體系架構、實務判解、申論應答等觀念及技能。課

後，部分同學到研究室討論問題，竟然「窺視到」書櫃裡的《憲

法應試檔案》；於是，又多了一份工作：「認識憲法及題解研

判」。幸好，多虧同學們發憤圖強，特考及格率高達百分之九十

六，更有挑戰三等通過的佳音。 

斗轉星移，白駒過隙，最近十年之間，諸多法規大幅增修，

解釋亦如春筍出土，瞬間光耀繽紛，令人目不暇給。九十九年十

二月前緣，昔日之畢業同學回校探訪，彙尋警大二技及警佐班之

應試資訊，懇詢：「可否幫助蒐集？資料何時印好？」當時內心

深處突然泛起陣陣漣漪（真是苦命）。好吧，再下海一次，經過

規劃編撰，《警大二技及警佐班之攻略》系列總算付梓，期許能

為警專之畢業生增益國家考試及警大甄試測驗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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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年的寒假，教官在學校將歷年國家考試的大法官釋

字試題逐一選讀，並就其相關釋字之解釋文或理由書重點提示，

依釋字文號排列，期收研習效果。經專二十八期同學於特考檢驗

時，掃除大法官釋字之恐懼感，得以順利應試，並均獲得高分，

於警察特考分流之第一年即能旗開得勝，高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的同學榜上有名。 

民國一百零一年四月，於教授專三十一期同學一年級下學期

的期中考時，奉調派刑事警察局司法科科長三年有餘，經轉任警

政署法制室科長一年三月，於一百零五年八月復返校接替警監教

官一職；旋踵之際，再改任警政署警監督察派法制室兼副主任。

這段警察司法實務之焠礪，增益教官對警政法規之體認，對於日

後的教學研究，更奠定深厚之根底。 

為使基層同仁於勤餘進修，參與警察大學二年制技術學系，

或各類警佐班之入學甄試，蒐集警察大學及國家考試之憲法試

題，依據憲法架構，分別歸類並提列司法院解釋意旨，以供參

酌，拓廣理解憲法保障人權與實現國家目的之真諦。經應試同仁

告知：「耐心看完之後，對於憲法之體系結構、考試重點，尤其

是大法官解釋之意旨與內涵，終能撥雲見月，豁然開朗。」復於

一百零七年九月專三十七期同學入學訓練之際，本書再為增編最

新考題及相關解釋，增益週延完備之功。 

切記，今日在人後肯默默耕耘者，他日才能於臺前歡慶豐收。 
《不經一番寒徹雪，焉得梅花撲鼻香？》 
教官願與大家共勉之。 
末了，誠摯且由衷的敬祝各位： 
《金榜題名》 《萬事如意》 

 

林培仁 敬上 

2018年10月23日戊戌霜降之夜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401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401



目 錄 

作者的話 

Chapter 1 準備要領 ...................................................................  1 

Chapter 2 憲法原理 

衝刺第一回 .....................................................................................  4 
衝刺第二回 .....................................................................................  10 

Chapter 3 憲法前言 

衝刺第一回 .....................................................................................  14 

Chapter 4 憲法總綱 

衝刺第一回 .....................................................................................  17 
憲法解釋題 .....................................................................................  22 

Chapter 5 制憲與修憲 

衝刺第一回 .....................................................................................  27 
衝刺第二回 .....................................................................................  33 
憲法解釋題 .....................................................................................  35 

Chapter 6 基本人權 

衝刺第一回 .....................................................................................  37 
衝刺第二回 .....................................................................................  43 
憲法解釋題 .....................................................................................  45 

Chapter 7 法律平等權 

衝刺第一回 .....................................................................................  47 
憲法解釋題 .....................................................................................  53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401



Chapter 8 人身自由權 

衝刺第一回 .....................................................................................  63 
衝刺第二回 .....................................................................................  69 
憲法解釋題 .....................................................................................  74 

Chapter 9 居住遷徙權 

衝刺第一回 .....................................................................................  84 
憲法解釋題 .....................................................................................  90 

Chapter 10 表現意見權 

衝刺第一回 .....................................................................................  93 
衝刺第二回 .....................................................................................  100 
憲法解釋題 .....................................................................................  103 

Chapter 11 秘密通訊權 

衝刺第一回 .....................................................................................  121 
憲法解釋題 .....................................................................................  125 

Chapter 12 信仰宗教權 

衝刺第一回 .....................................................................................  128 
憲法解釋題 .....................................................................................  133 

Chapter 13 集會結社權 

衝刺第一回 .....................................................................................  136 
憲法解釋題 .....................................................................................  141 

Chapter 14 經濟受益權 

衝刺第一回 .....................................................................................  150 
衝刺第二回 .....................................................................................  156 
憲法解釋題 .....................................................................................  159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401



Chapter 15 行政受益權 

衝刺第一回 .....................................................................................  171 
憲法解釋題 .....................................................................................  175 

Chapter 16 司法受益權 

衝刺第一回 .....................................................................................  177 
衝刺第二回 .....................................................................................  183 
憲法解釋題 .....................................................................................  185 

Chapter 17 人格隱私權 

衝刺第一回 .....................................................................................  192 
憲法解釋題 .....................................................................................  197 

Chapter 18 國民之義務 

衝刺第一回 .....................................................................................  219 
憲法解釋題 .....................................................................................  224 

Chapter 19 參政考試權 

衝刺第一回 .....................................................................................  229 
憲法解釋題 .....................................................................................  234 

Chapter 20 選舉罷免權 

衝刺第一回 .....................................................................................  238 
衝刺第二回 .....................................................................................  244 
憲法解釋題 .....................................................................................  249 

Chapter 21 公民投票權 

衝刺第一回 .....................................................................................  254 
憲法解釋題 .....................................................................................  259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401



Chapter 22 總 統 

衝刺第一回 .....................................................................................  264 
衝刺第二回 .....................................................................................  269 
衝刺第三回 .....................................................................................  275 
衝刺第四回 .....................................................................................  280 
憲法解釋題 .....................................................................................  283 

Chapter 23 行政院 

衝刺第一回 .....................................................................................  287 
衝刺第二回 .....................................................................................  293 
衝刺第三回 .....................................................................................  299 
衝刺第四回 .....................................................................................  305 
憲法解釋題 .....................................................................................  307 

Chapter 24 立法院 

衝刺第一回 .....................................................................................  317 
衝刺第二回 .....................................................................................  322 
衝刺第三回 .....................................................................................  328 
衝刺第四回 .....................................................................................  335 
憲法解釋題 .....................................................................................  338 

Chapter 25 司法院 

衝刺第一回 .....................................................................................  354 
衝刺第二回 .....................................................................................  359 
衝刺第三回 .....................................................................................  365 
衝刺第四回 .....................................................................................  372 
憲法解釋題 .....................................................................................  374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401



Chapter 26 考試院 

衝刺第一回 .....................................................................................  385 
衝刺第二回 .....................................................................................  390 

Chapter 27 監察院 

衝刺第一回 .....................................................................................  396 
衝刺第二回 .....................................................................................  401 
衝刺第三回 .....................................................................................  406 
憲法解釋題 .....................................................................................  408 

Chapter 28 中央與地方 

衝刺第一回 .....................................................................................  412 
衝刺第二回 .....................................................................................  417 
衝刺第三回 .....................................................................................  422 
憲法解釋題 .....................................................................................  425 

Chapter 29 基本國策 

衝刺第一回 .....................................................................................  428 
衝刺第二回 .....................................................................................  433 
衝刺第三回 .....................................................................................  439 
憲法解釋題 .....................................................................................  444 

Chapter 30 國家賠償 

衝刺第一回 .....................................................................................  449 
衝刺第二回 .....................................................................................  456 
憲法解釋題 .....................................................................................  461 

附錄 107年憲法試題 

中央警察大學警佐班試題 ..........................................................  463 
中央警察大學二技班試題 ..........................................................  468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401



三等一般警察特考試題 ..............................................................  472 
四等一般警察特考試題 ..............................................................  475 
三等警察特考試題......................................................................  479 
四等警察特考試題......................................................................  485 
高考及普考試題 .........................................................................  488 
司法官及律師第一試試題 ..........................................................  493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401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高考普考及各種特考 

瞭解憲法關於基本人權之內涵、限制基本權之程序及界限、憲法

基本原則及與業務相關之國家組織法部分。 

結合憲法理論與實務，並從具體案例建立二者之間法學的關連，

奠定未來業務處理所須具備之基礎憲法知識。 

綜合分析憲法中之人權保障之內涵並嚴守憲法對人權限制所要求

之分際。 

將憲法規定與觀念運用於相關業務處理之能力。 

憲法基本法理之分析能力。 

司法官特考及律師高考 

掌握憲法基本原理原則。 

理解國家機關組織與權限（含中央與地方）及違憲審查制度之理

論、規範與實踐。 

認識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理論、規範與實踐。 

培養處理憲法案例之思維能力。 

◎命題大綱 

高考普考及各種特考 

憲法的基本原理原則 

憲法本文之內容 

總綱 

準備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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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憲 法 

人民之權利義務 

總統 

行政 

立法 

司法 

考試 

監察 

中央與地方之權限 

地方制度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 

基本國策 

憲法之施行及修改 

憲法增修條文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總統府及五院組織法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 

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 

立法院職權行使法 

監察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包括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國家賠償法 

地方制度法 

公民投票法 

司法官特考及律師高考 

認識憲法基本原則之內涵與實踐（含權力分立原則、民主原則、

法治國原則、平等原則、比例原則、信賴保護原則等）。 

認識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理論、制度、規範與實踐。 

理論：基本權利之基礎理論（含基本權利之主體、功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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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apter1   準備要領

制、競合、衝突、人權國際化之發展……等）、基本權利之理

念（含人性尊嚴、基本權利之規範效力等） 

規範 

憲法第2章（人民之權利） 

憲法第12章（選舉、罷免、創制、複決） 

憲法第13章基本國策中與基本權利有關者 

憲法增修條文中與基本權利有關者 

憲法第19條至第21條（人民之義務） 

實踐：實際發生案例或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評析 

國家機關組織與權限（含中央與地方） 

理論：權力分立相互制衡，國家權力之歸屬與分配 

規範 

水平：憲法第1章（總綱）、第4章（總統）及第5章至第9章
（五院）等 

垂直：憲法第10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及第11章（地方制

度）等 
憲法第13章基本國策中與國家機關（組織）權限有關者 

憲法增修條文與國家機關組織權限有關者 

實踐：實際發生案例或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評析 

釋憲程序與違憲審查制度 

理論：違憲審查之理論、釋憲及違憲審查之程序、憲法訴訟及

審判制度 

規範 

憲法第7章及第14章 
憲法增修條文與司法院大法官有關者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 
地方制度法與聲請司法院解釋有關者 
行政機關與聲請司法院解釋有關者 

實踐：實際發生案例或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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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 刺第一回  

下列何國沒有成文憲法？ 日本 美國 英國 智利。 
罪刑法定主義下包含之「法律不溯及既往」是基於何項原則產生？ 

法律優位原則 明確性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剛性憲法與柔性憲法的主要區別點為： 是否具備單一法典 憲法

修改難易之程度 制定憲法的來源力量 憲法是否具有拘束力。 
下列何者雖未見諸憲法明文規定，但仍屬實質之憲法原理？ 宗教

自由之保障 憲法施行之準備程序之制定 憲法修正的實質界限 

提審制度。 
法律保留原則並不禁止法律授權行政機關訂定法規命令，惟仍應符合

下列何一原則？ 若法律授權以命令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仍應抽

象化，不必為被規範人所能預見 法律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法規命

令，該機關應儘可能即時發布行政規則，以提高行政效率 倘法律

並無轉委任之授權，該機關即不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行發布相關規章 

無論如何，行政機關皆不得再授權。 
我國憲法在法令規範體系上的地位和性質，下列何者完全正確？ 

公法、國內法、實體法、成文法 公法、國內法、訴訟法、成文法 

私法、國內法、實體法、成文法 私法、國內法、訴訟法、成文

法。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法律以抽象概念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理

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見，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方符

憲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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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apter2   憲法原理

下列何者？ 法律明確性原則 法律優越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依憲法學理論，下列有關政黨之敘述，何者錯誤？ 政黨以爭取政

治權力為目的 政黨以推薦候選人參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 政

黨之基本功能在輔助民意之凝聚與判斷，並協助國民政治意志之建構 

政黨應廣泛經營事業以求財政自主。 
下列憲法之規範事項，何者係源自「防衛性民主」之理論？ 集會

結社自由之保障 正當法定程序之要求 違憲政黨之解散 婦

女人格尊嚴之尊重。 
司法機關搜索立法院提供立法委員住宿之會館時，事先知會立法院院

長，其主要是涉及憲法何種基本原則之運用？ 平等原則 信賴

保護原則 權力分立原則 比例原則。 
下列何者不屬於憲法本文上構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基本原則？ 

民主國原則 法治國原則 共和國原則 聯邦國原則。 
我國憲法之基本原則中不包含有： 共和國原則 民生國原則 

民主原則 聯邦國原則。 
下列何者為法律保留原則之內容？ 與人民權利有重要關聯之事

項，應由法律自行規定之 命令與法律牴觸者無效 對於人民權

利之限制，必須採取干涉最小之手段 無實質上正當理由，不得對

人民為差別待遇。 
下列何者可由修憲者修改之，並無任何限制？ 民主共和國原則 

權力分立與制衡 國民主權原則 立法委員的產生方式以及員

額。 
下列何者非屬民主國原則之要素？ 立法委員選舉之比例代表制 

總統任期制 立法院對監察委員之人事同意權 總統之刑事豁

免權。 
依基本權利之防禦功能，主要是對抗下列何者之不當侵害？ 人民 

國家 企業 外國。 
國內經常發生民營機構對結婚或懷孕之女性員工予以辭退的事件。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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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角度觀察，若女性員工要透過憲法主張其權利時，可以下列何種

憲法理論基礎為請求？ 基本權的第三人效力 比例原則 補

充性原則 恣意禁止原則。 
憲法上人權之保障不僅適用於國家與個人之間，且及於私人相互間之

關係，此即所謂： 特別權力關係 基本權第三人效力 基本

權特別效力 基本權平等效力。 
下列何者為憲法民主國原則之延伸要求？ 校園民主 政黨民主 

企業民主 家庭民主。 
法律規範之構成要件，其意義應非一般人難以理解，且為受規範者所

得預見，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此為何種憲法原則？ 法律

明確性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誠信原則 處罰法定原則。 
何人首倡主權理論？ 盧梭 布丹 洛克 黑格爾。 
西諺有云：「打小鳥不用以大砲」；我國俗語亦有：「殺雞焉用牛

刀」，此乃所謂「不得為達目的不擇手段」，這是何種憲法上原則的

展現？ 法律保留原則 比例原則 公益原則 平等原則。 
憲法第23條規定：「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者……，可以以法律限制人民的基本

權利。此所謂「必要」，現今在學理及實務上，是依下列那項原則予

以檢驗？ 法律保留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比例原則 平等

原則。 
凡屬限制人民權利之事項，立法者非不得授權行政機關發布命令以為

法律之補充，惟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屬合憲。

此等要求稱之為： 信賴保護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授權明確

性原則 比例原則。 
憲法第23條的比例原則，其中有3個子原則，其中「有多種同樣能達

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乃屬於那個原

則？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過度禁止原則 視情況而

定。 
國家對人民違反法定義務之處罰，應以法律定之。此係何種憲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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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法律優位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一行為不二罰原則 

比例原則。 
就法位階而言，命令與法律何者之位階較高？ 命令具直接強制

性，故其位階較高 依新法優於舊法之原則，二者應依制定時間之

先後，決定其位階之高低 依母法優於子法之原則，應就個別情形

判別何者為母法；若命令為母法，則其位階較高 法律經立法院通

過，總統公布，故位階較高。 
立法權不得侵犯行政權之核心領域，屬於何種原則之要求？ 比例

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權力分立原則 民主原則。 
下列何者並非立憲主義憲法之重要內容？ 多數政黨原則 權力

分立與制衡 國民主權原則 基本人權之保障。 
憲法在國家基本組織部分，將國家權力分為五權，並分由五院來行

使，此是基於何項原則所作的規定？ 垂直權力分立原則 民主

原則 水平權力分立原則 共和國原則。 
下列何者不屬於法治國原則之內涵？ 權力分立 法律優位 

基本權之保障 總統直接民選。 
我國憲法分設五院以行使國家權力，此為下列何項原則的具體化？ 

共和國原則 民主原則 權力分立原則 比例原則。 
在我國國家元首須由人民選舉產生，而不得為世襲之君主，此為憲法

何種原則之要求？ 社會國 法治國 民主國 共和國。 
憲法第2條國民主權之規定，與下列何項憲法基本原則關係最為密

切？ 文化國原則 民主原則 法治國家原則 社會國家原

則。 
憲法第1條明定中華民國為民主共和國，下列何項原則並非由「民主

共和國」所演繹出的原則？ 不告不理原則 權立分立原則 

法治國家原則 國家責任原則。 
有關民主共和國之國家權力運作原則，下列何者不屬之？ 權力分

立原則 法治國家原則 君主立憲原則 憲法優越原則。 
下列何項制度設計，比較屬於總統制的重要特徵？ 倒閣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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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兼任閣員 覆議制度 副署制度。 
憲法第1條明定中華民國為民主共和國，下列何者並非民主共和國之

特徵？ 國家元首是透過選舉產生 國家元首有一定的任期 

國家元首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出 國家元首可以指定繼承人。 
下列何者之法位階與憲法本文第170條所稱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

法律相同？ 立法院議決之條約 自治條例 自治規則 自

律規則。 
針對憲法第171條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與第172條規定「命

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下列何者錯誤？ 命令之法位階，

低於憲法，高於法律 命令不得牴觸憲法或法律 憲法之法位階

最高 憲法作為命令與法律之審查基準。 
依憲法第170條之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律，謂經立法院通過，總統

公布之法律，下列何者非憲法該條所稱法律之名稱？ 法 通則 

條例 自治條例。 
憲法第171條第1項與第172條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命令與

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此為何種原則之具體規定？ 法律優位原

則 法律保留原則 權力分立原則 民主國家原則。 
下列有關近代立憲主義憲法的內涵，何者錯誤？ 規範國家權力機

關或組織的相互關係 確保人民權利與架構權力分立制度 必須

是成文法典 限制國家權力。 
憲法基本權利最初，也是最主要之功能在於： 防禦權功能 分

享請求權 指示性規定 制度性保障。 
國會可以對行政部門提出不信任投票是下列何種體制的特徵？ 總

統制 君主制 內閣制 共和制。 
在人權發展史上，下列何者是一般所公認最早之人權法典？ 美國

之獨立宣言 法國之人權宣言 英國之大憲章 世界人權宣

言。 
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府可區分為總統制、內閣制、雙首長制與委員制

等，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最接近真實？ 臺灣總統掌握任免行政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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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大權，為典型的總統制 英 國的政治權力由國會（下議院

House of Commons）議員共同掌握，因此屬於委員制 日本自從明

治維新後，天皇一直掌握實權至今，因此為內閣制的典型 法國為

雙首長制代表，「左右共治」的憲政慣例最為著名。 
中華民國憲法之主權歸屬，採取何種原則？ 國會主權原則 國

家主權原則 總統主權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中華民國憲法之內容結構，最類似下列何部憲法？ 日本明治憲法 

美國聯邦憲法 德國威瑪憲法 英國大憲章。 
關於共和國之意義與特徵，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共和國係與君主

國相對稱 共和國之國家元首，係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 

共和國之國家元首有一定之任期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99號解

釋，共和國原則屬於修憲得變更之事項。 

本 回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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