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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2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譯英：（10 分） 
在中國東南海域的意外事件持續不斷，說明了水上警察和其他相關水上單位多邊合
作的需求。 

二、英譯中：（15 分） 
Even though Taiwan is excluded from formal maritime security regimes, it makes a 
strong effort to adhere to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such regimes. For example, the 
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ISPS）Code is strictly implemented in 
Taiwan's commercial ports. Created in response to 9/11, the ISPS Code i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measures that enhances the security of port facilities and ships.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1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6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民主與共和之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元首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者為民主國；由人民間接選舉產生者為共和國 
國家權力擁有者為人民者為民主國；國家權力擁有者為國家元首者為共和國 
民主涉及者為政體問題；共和涉及者為國體問題 
民主國家必然為共和國；共和國未必是民主國家 

2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無法案提案權？ 
總統 考試院 監察院 司法院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其他自由權利？ 
財產權 集會自由 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契約自由 

4 地方自治團體中，下列何者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縣議會之議長 直轄市之區長 鄉鎮之村里長 縣轄市副市長 

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關於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設有如何之規定？ 
不受憲法第 164 條規定之限制 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 
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 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 

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之規定，擬訂憲法修正案，至少須經過立法委員下列何者比例之提議，始得交付決議？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修憲之界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並無關於修憲界限之明文規定 
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屬修憲之界限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屬修憲之界限 
逾越修憲界限之憲法修改條文，不待司法院大法官宣告，該條文自始無效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之警察機關？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被告執行拘提之司法警察 
依據行政執行法執行拘提管收之行政執行處執行員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通緝犯逕行逮捕之司法警察官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現行犯進行逮捕之一般人 

9 被害人民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之必要前提要件為何？ 
必須已經過訴願程序  賠償義務機關與被害人民協議不成 
被害人民必須先向賠償義務機關之上級機關陳情 被害人民必須先向監察院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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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釋字第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450 號解釋，大學法及同法施行細則規定大學應設置軍訓室並配置人員，係違反下列何
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民主原則 大學自治原則 

11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10 條保障之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內涵？ 
人民享有經營私人居住生活不受干預之權利 人民享有選擇其居住處所之權利 
人民享有任意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 人民享有尊嚴適足居住環境之權利 

12 下列何者非屬大法官之職掌事項？ 
審理總統彈劾案  審理一般人民團體違憲之解散事項 
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命令 

13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關於居住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居住自由為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為促進都市土地之利用，得無條件強制人民遷離處所 
都市更新係屬私法自治領域，國家不得介入 
都市更新主管機關依法核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非屬公權力行為 

14 憲法上訴訟權保障之範圍，不及於下列何者？  
聽審請求權 適時審判之權利 三級三審之審級制度 正當法律程序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原戶籍法關於按捺指紋後始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規定，違憲之理由為何？ 
憲法保障資訊隱私權係屬絕對保障，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 
為防止冒領身分證之目的而強制錄存指紋，其手段仍屬過當 
國家強捺指紋並錄存之目的，與防止冒領身分證欠缺關聯性 
錄存指紋用以比對個人身分之真實性，非屬於世界趨勢 

16 依司法院釋字第 680 號解釋，懲治走私條例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以刑罰，管制物品
與數額則由行政院公告。系爭規定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17 司法院釋字第 426 號解釋所稱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係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必須
專款專用，此稱之為下列何者？ 
所得稅 營業稅 特別公課 一般公課 

18 371 號解釋之意旨，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作下列何種處理？ 
提請所屬法院法官會議審議，如認有牴觸憲法，以法院名義聲請釋憲 
提請所屬之最高層級法院法官會議審議，如認有牴觸憲法，以法院名義聲請釋憲 
由法官以裁定告知當事人，當事人憑此裁定所附具體理由聲請釋憲 
由法官裁定停止訴訟，提出確信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釋憲 

19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職人員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依政黨名單投票選出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 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舉權 
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 

20 有關政黨推薦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同一政黨，不得推薦二組以上候選人  
經政黨推薦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其推薦之政黨，不得撤回其推薦 
最近任何一次總統、副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得票數之和，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
分之五以上之政黨，得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推薦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二個以上政黨，不得共同推薦一組候選人 
21 甲機關與乙民間拖吊業者簽訂契約，委託乙拖吊違規停放車輛。如乙拖吊時，當場受甲機關之公務員丙

指揮監督，卻不慎刮傷受拖吊車輛。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乙非受甲機關指揮監督，故甲機關不負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為民間業者，即使損害人民財產亦無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協助甲機關執行職務，故甲機關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受甲機關委託執行職務，故甲機關對乙不得有求償權 

22 關於行政院之不信任案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不信任案若通過，行政院院長應即辭職，由行政院副院長繼任 
不信任案若通過，除有任期者外，行政院院長、副院長、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應即總辭 
不信任案是人民對行政院施政滿意度之公民投票 
不信任案類似於監察院對行政院施政之彈劾 

23 有關法定預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維持法定機關運作之經費，不得停止執行 
執行法定職務之經費，不得停止執行 
預算經費涉及國家重大政策之變更者，不得停止執行 
因國家重大政策變更因而停止執行預算者，應使立法院有參與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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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係屬對於憲法第 18 條所保障應考試服公職權之違憲限制？ 
要求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須在臺灣地區設籍滿十年始有擔任公職之資格 
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國防部預備士官班之招生簡章規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即不予及格之規定 
禁止公務員於離職後三年內，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特定職務 

25 一般論述「雙首長制」時，往往以那一國家憲法為例？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 美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 德國基本法 

26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採政黨比例代表方式選出之立法委員係為： 
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與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與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與邊疆民族立法委員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與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27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之規定，下列有關立法委員報酬或待遇之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不得調整其報酬或待遇  
立法委員得無條件以法律單獨增加其報酬或待遇 
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如係年度通案調整時，得自本屆起實施 
立法委員增加報酬或待遇之規定，應一律自次屆起實施 

28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議決之法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行政院可經總統之核可退回覆議，覆議時立法院

應如何表決才能維持原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五分之四以上之決議 

29 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尚未議決之議案，下屆不予繼續審議，但何種類型議案不受此限制？ 
決算案 人事案 修憲案 條約案 

30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關於教師法就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要件，意義難以理解，受規範之教師亦無法預見，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而屬違憲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而剝奪教職之規定，無法達成改善國民整體素質之目的 
教師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得予以解聘、停聘與不續聘，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禁止終身再任教職，手段過當，違反比例原則 

31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之任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連任  只能連任一次  
可以連選連任，無次數之限制 大法官是終身職，無任期之限制 

32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司法自主性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均應以維護下列何者為目標？ 
國家高權 審判獨立 國家安全 公共利益 

33 關於人民得以之為聲請釋憲對象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私人契約條款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地方自治條例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判例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最高法院決議 

34 下列何者無須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專門職業人員執業資格 
公務機關雇員之任用資格 專門技術人員執業資格 

35 依司法院釋字第 325 號解釋，修憲後監察院已不具民主國家國會之地位，但仍有下列何項權力？ 
覆議權 調查權 統帥權 彈劾總統權 

36 監察院認為被彈劾人之違法行為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如何處理？ 
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並逕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檢察官起訴後，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法院一審判決有罪後，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 

37 地方政府民選首長之行為有違法失職之情事時，準用下列何者之懲戒規定？ 
政務人員 事務官 民意代表 法官 

38 人民命名自由之依據為： 
意見自由 思想自由 藝術自由 人格發展自由 

39 公民投票法規定，下列何種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國防事務 外交事務 教育政策 預算 

40 下列何項權利屬於營業自由之類型？ 
商業廣告自由 講學自由 人身自由 宗教結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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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espite the best efforts to prevent accidents, manmade and natural disasters will _____ occur because the sea is 
an unforgiving environment. 
 approximately  bashfully  inevitably  scarcely 

42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s may be rare, but potentially more severe 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volumes and 
broader array of _____ materials carried by ships. 
 industrious  innocuous  hapless  hazardous 

43 Economic pressure often forces fishing vessels to carry out their missions in a highly _____ environment, putting 
the fleet and crew at risk. 
 benevolent  hostile  pacified  tranquil 

44 It is difficult to prevent accidents at sea because they are often _____ by a succession of unrecognizable human 
errors. 
 triggered  scrutinized  manipulated  hindered 

45 The illicit trafficking of narcotic drugs or substances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maritime security threat given the 
_____ use of shipping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drugs from their site of production to place of sale. 
 fictitious  implicit  minimum  prevalent 

46 Coastal states and states fishing on the high seas are required under the 1995 Fish Stocks Agreement to 
implement and enforc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through effective monitoring, control, and 
_____. 
 surveillance  perversity  fabrication  emancipation 

47 At sea, the regulations set out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 can be difficult to apply, partly because of purely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partly because the basis for _____ and enforcement may vary. 
 discrepancy  fortitude  jurisdiction  lubricity 

48 Changes in Arctic sea ice, and the geopolitics of _____ of the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are influencing future 
governance and uses of the Arctic Ocean. 
 decomposition  deduction  delimitation  desolation 

49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report, the massive over-capacity in the world’s fishing fleets means that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re _____ through excessive fishing effort. 
 dissipated  empowered  illuminated  manifested 

50 Mariners have a right to a hearing before the suspension or _____ of their credentials when they are believed to 
have violated law or regulation regarding alcohol or drug use. 
 conjugation  enunciation  revocation  subvention 

請依下文回答第 51 題至第 55 題：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new operational concepts will revolutionize maritime emergency response. Global 
satellites will    51   distress alerts within minutes, from any maritime region. Electronic   52   devices, advances in 
satellite-based sensors, and worldwide vessel tracking systems will make it easier to find those   53  . Coast Guard 
search efforts will not be hampered by darkness or reduced   54  . Remotely piloted vehicles coupled with 
automated   55   systems will further reduce search times and improve recovery success. 
51  refute  relay   repent  reserve 
52  ticketing  shifting  positioning  vending 
53  at large  by default  in peril  on deck 
54  altitude   compartment  humidity  visibility 
55  hallucination  identification  procrastination  termination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Marine Security (MARSEC) requires that ships carry a designated vessel security officer and that this person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hip’s security plan.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ecurity officer will be a senior deck officer who has a 
responsibility for   56 . The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developing the ship’s security plan, ensuring appropriate   57   training 
being provided for officers and crew, ensuring that the ship   58   the security plan, and maintaining knowledge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laws,    59   regulations, current security threats and patterns relating to security issues. The 
ship’s security officer is to act as a   60   between the ship,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the company’s security officer. 
Typically this individual would be involved with undertaking risk assessments, developing strategies and evaluating 
points of vulnerability. 
56  changing climate  designing vessels  eliciting responses  standing watch 
57  adequate  deficient  limited  sentimental 
58  complies with  deviates from  surrenders to  tunes off 
59  academic  domestic  epidemic  hypothetic 
60  pagan  nominator  liaison  devas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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