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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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著手開始他們的任務之前，消防警察得宣誓他們會憑藉他們的最佳能力，公正無
私而且忠實地履行責任，方能取得資格。 

二、英文作文：（15 分） 
你受邀到臺北美國學校，跟（小學）低年級的小朋友宣導防災的重要性。請說明你
如何設計此次演講活動，方能夠引起學童的興趣和關注，達到宣導的效果。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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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之規定，下列何者無法案提案權？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

地方自治團體中，下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7 官解釋意旨， 界限，下列敘  

屬修憲之界限 

司法院大法官宣告，該條文自始無效 
8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

行員 

9 ？ 
賠償義務機關與被害人民協議不成 

機關之上級機關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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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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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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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司法院大法 有關修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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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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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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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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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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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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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害人民必須先向賠償義務 被害人民必須先向監察院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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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員，係違反下列何
種原則？ 

則 民主原則 大學自治原則 
11 第 10 條 住及遷徙自由

選擇其居住處所之權利 
 

12 
審理總統彈劾案 一般人民團體違憲之解散事項 

13 由之保障， ？ 

，非屬公權力行為 
14 

聽審請求權 正當法律程序 
15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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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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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程序原則 
17 號解釋 制費，係 關係之國民所 ，必須

 特別公課 一般公課 
18 字第 371 號解釋 官於審理案件時 之法律，依其 認為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者，應許
釋憲 

聲請釋憲 

19 
法行之 

出 
權 

該選舉區之選舉人 
20 

同一政黨，不得推
推薦 

，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


21 吊違規停放車輛。如乙拖吊時，當場受甲機關之公務員丙

 
22 

不信任案若通過，
長及政務委員應即總辭 

2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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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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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 保障之人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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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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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非屬大法官之職掌事項？ 

  審理
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命令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關於居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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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上訴訟權保障之範圍，不及於下列何者？  

適時審判之權利 三級三審之審級制度 
依司法院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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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司法院釋字第 680 號解釋，懲治走私條例規定私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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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釋字第 426 所稱之空氣污染防 對於有特定 課徵之公法上負擔
專款專用，此稱之為下列何者？ 
所得稅 營業稅
依司法院釋 之意旨，法 ，對於應適用 合理之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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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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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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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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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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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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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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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政黨推薦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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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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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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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機關與乙民間拖吊業者簽訂契約，委託乙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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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行政院之不信任案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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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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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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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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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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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條所保障應考試服公職權之違憲限制？ 

格 
曾受刑之宣告者，

人員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即不予及格之規定 
事業特定職務 

25 
德國基本法 

26 
地原住民立法委員與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與邊 委員 法委員與僑 法委員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待遇 

28 ，行政院可經總統之核可退回覆議，覆議時立法院

立法委員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

繼續審議，但何種類型議案不受此限制？ 

30 為不檢有 者正確？ 
違憲 

有損師道而剝奪 ，無法達成改善 質之目的 
教師因行為不檢有

終身再任教職，手段過當，違反比例原則 
31 

 
制 

32 均應以維護下列何者為目標？ 
 

33 敘述何者錯
條款 例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
試院依法考選銓定？ 

用資格 員執業資格 
技術人員執業資格 

35 院已不具民 ？ 
權  

監察院認為被彈劾人  
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檢察官起訴後，向懲戒

機關依法辦理， 決有罪確定後， 提出彈劾案 
地方政府民選首長之

民意代表 法官 
38 

人格發展自由 
39 

預算 
40 屬於營業自由  

商業廣告 人身自由 宗教結社自由 
41 e fire was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係屬對於憲法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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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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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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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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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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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疆民族立法 全國不分區立 居國外國民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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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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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議決之法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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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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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算案 人事案 修憲案 條約案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關於教師法就行 損師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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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不檢 教職之規定 國民整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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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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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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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高權 審判獨立 國家安全 公共利益
關於人民得以之為聲請釋憲對象者，下列 誤？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私人契約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地方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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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任  專門職業人
公務機關雇員之任用資格 專門
依司法院釋字第 325 號解釋，修憲後監察 主國家國會之地位，但仍有下列何項權力
覆議權 調查 統帥權 彈劾總統權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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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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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法院判 向懲戒機關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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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命名自由之依據為： 
意見自由 思想自由 藝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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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項權利 之類型？

自由
The destructiv     

 講學自由 
 by cheap fireworks meant for outdoor use. 

d  attributed 
42         

 arisen  brought  cause
If the patient keeps bleeding, apply direct  to the wo e gauze. Cover the 
patient with a bla

 

und by pressing with a piece of steril
nket and try to keep him warm.   

 pleasure  pressure  oppression  su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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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he fire was so fierce that it took several hours to         .     
 turn it o  put it out  take it o  turn it off n  ff  

44 At schools,          measures such as fire drills ensure the safety of students in the event of an emergency.    
 crispy  religious   spectacular  precautionary 

45 overnments ofWhen local g  the city          a tsunami war at a series o s is on the 

 Type of building material   
fire codes were vio ection the wind   

lectric lights on or
oors for ventilation. 

49  building. You have been i  of the fire. What should 

ws. 
s or suites. uites. 

50  it okay to str k a rescue 

 never acceptable. 
out and salvage operations 

ay nearby s

and relatively safe rescue breathing method used today by firefighters is known as     

ning, assume th f dangerous wave
way. Stay away from the beach.  
 issue  appear  relieve  spread 

46 Ladders used in the fire service have many pieces and parts. Which part is not part of a fire service ladder? 
 Rope  Ream  Pulley  Halyard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hoices is not a factor when assessing a fire emergency? 
 Occupants of building     
What lated   Which dir  is blowing

48 Which action should a fire crew not take when responding to a natural gas leak? 
 Turn e  off.  Evacuate the building's occupants. 
 Attempt to trace the source of the leak.  Open windows and d
There is a fire in a multi-room nstructed to help stop the spread
you do? 
 Break all of the windows.  Open all of the windo
 Soak down the adjoining room  Close the doors between rooms or s
I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is etch a hoseline without taking care to not bloc
attempt?  
 This is
 Once the fire has been put are underway. 
 It can be done if the hoseline is used to spr tructures to keep the fire from spreading. 
When the hoseline provides a water stream that facilitates a rescue. 

51 A common .   
n  mouth-to-mouth resuscitation 

outh ventilation   
52 

 mouth-to-nose resuscitatio
 mouth-to-mask ventilation  mouth-to-m
The narrow surrounding passages made      difficult for the fire services to arrive quickly, so brave neighbors 

gines arrived. 

53 nside because the night windows and no fire 

climbed into the residential house to rescue the old couple before fire en
 access  regress  excess  excursion 
All youngsters were trapped i  club had metal grilles on the 
exits     . 
 vulnerable  available  capable  valuable 

54 The hospital owner asked the local building authority for permission in 2015 to expand the parking lot, but he 
e space to serve t units, which wamodified th as outpatien s in       of the Building C 84. 

e fire can be a quick and simple procedure      

ontrol Act 19
 reconciliation  arbitration  amendment  violation 

55 Confining th  saving occupant evacuation time and in locating 
ire strikes. 

s another 
ents. 

ly care facilities in the jurisdiction area have considerable life risks to occupants 
 large numbe  of movemen  

the fire when f
 logging in  resulting in  majoring in  booking in 

56 A balcony can be used as an emergency access for firefighters once fire occurs. It can also be used a
____ exit for resid
 duplicated  complicated  alternative  competitive 

57 Nursing homes and elder
because of the rs, the difficulty t, and the      to evacua vertically in 

 portability  capability  inability 
58  civilian     

te the residents 
the building.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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