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水上警察人員 
科 目： 中華民國憲法與水上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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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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to Chinese.（15 分） 
The Coast Guard is committed to ensure the peace of the coast and territorial water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safety of the 
nation, the Coast Guard is leg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following duties: 

Law enforcement of the coastal regulation zone  
Safety in spection of vessels departing from or arriving in ports 
Investigation of smugglings, illegal exit or entry into the country, and other illegal 

activities on the coast, seas and rivers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solving of smugglings, il legal 
infiltr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二、Please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to English.（10 分） 
各船舶應利用各種可能適當方法，在當前環境與情況下，研判是否有碰撞危機

存在，如有任何可疑之處，此項危機應視為存在。若裝有雷達並能作業時，應

予適當使用，包括長距離掃描，雷達測繪或對於觀察中之目標其他相等方法之

觀測，俾能及早獲得碰撞危機之警告。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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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教育制度 警察制度 公共衛生 度量衡 

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之規定，有關省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省主席由省民選舉之 
「省諮議會議員」暨「省政府委員」皆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省政府委員由省主席任命之 
省主席任期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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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北市政府訂定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辦法，並發布之。此辦法之性質為何？ 
法律 行政規則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4 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機關議決事項無效者，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直轄市議會議決事項由立法院予以函告 
縣議會議決事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予以函告 
鄉民代表會議決事項由縣政府予以函告 
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等規章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下列經費支出，何者無須優先編列？ 
社會救助之救濟性支出 國民就業之救濟性支出 
國民教育之經費  中小型經濟事業之補助經費 

6 依憲法規定，行政機關發布之行政命令，若與憲法牴觸時，其效果為何？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得補正 

7 關於人身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 
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人民受合法逮捕時，不得聲請法院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人民被非法逮捕拘禁時，法院應即主動追究，不得拖延 

8 銓敘部發函各機關，要求組考績委員會時，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原則上不得低於三分之一，此一函

釋最直接涉及人民之何種基本權利？ 
參政權 平等權 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9 依司法院釋字第 436 號解釋意旨，對現役軍人之犯罪行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訴訟程序，主要係基

於下列何項理由？ 
避免軍人專政 強化軍人服從觀念 反恐與國土安全 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之意旨，大法官認為警察機關執行臨檢所影響人民之權利，不包含下列

何種權利？ 
言論自由 行動自由 財產權 隱私權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居住遷徙自由不包括出國之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保障本國人入國之權利 
國家不得將國民驅逐出境 人民之居住遷徙自由得以法律限制之 

12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0 號解釋意旨，宗教行為自由與宗教結社自由，在必要之最小限度內，仍應受下

列何者之約束？ 
地方議會決議 行政命令 國家相關法律 習慣 

13 依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有關宗教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宗教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 
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包含內在信仰之自由、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 
國家基於保護特定宗教之發展，得對於特定宗教加以獎勵或給予優待 
宗教團體之內部組織結構、人事及財政管理應有自主權 

14 依現行法規及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集會遊行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集會自由不分舉行之場地，都必須向警察主管機關申請或報備 
集會遊行應以和平方式為之 
集會自由權是基於自決原則與共和原則而成立 
多數人佇立於街頭欣賞街頭藝人表演，亦屬於集會，因此街頭藝人表演必須得到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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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徵收人民之財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為被徵收人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 
國家如對被徵收人給予補償即不違憲 
立法機關對徵收補償之方法，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 
徵收補償與國家賠償之依據不同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對服公職權或職業自由之限制，下列何者係屬違憲？ 
曾犯搶奪強盜罪經判決確定，不得為營業小客車駕駛 
公務員離職後 3 年內，不得任與先前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教師，得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非視覺功能障礙之人，不得從事按摩業 

1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平等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平等原則強調國家權力作用之恣意禁止 平等原則皆禁止優惠性差別待遇 
平等原則強調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 平等原則涉及法律對於體系正義之要求 

18 下列有關契約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契約自由是民事法之基本法理，屬法律上權利 
契約自由是憲法第 22 條所規定的非列舉權利，亦受憲法之保障 
契約自由也可能涉及結社自由 
契約自由也可能與職業自由有關 

19 「國防部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士官班考選簡章」曾規定，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司法院釋字第

715 號解釋宣告此規定違憲，其理由為何？ 
侵害人民職業自由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違反平等原則 違反比例原則 

20 依國家賠償法第 12 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下列何者之規定？ 
行政訴訟法 行政執行法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21 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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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條文中所謂之「…必要者外，…」，依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此所指為何？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22 依司法院釋字第 517 號解釋意旨，關於兵役制度及其相關之兵員召集、徵集如何實施，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行政機關得以職權命令訂定之 由立法機關以法律定之 
行政機關得以行政規則訂定之 憲法已明文規定 

23 下列何者，我國憲法明定其兼具有人民「基本權利與基本義務」之雙重性質： 
服公職 納稅 服兵役 受國民教育 

24 關於公職人員之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職人員不論就職多久均得對其提出罷免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不得罷免 
公職人員之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 
公職人員罷免，由原選舉區之選舉人以無記名投票決定 

25 下列關於國家安全會議之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安全會議設於行政院下，為總統之諮詢機關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為國家安全會議之列席人員 
國家安全會議之決議，僅作為總統決策之參考 
國家安全會議及其所屬國家安全局，不受立法院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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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何人發生缺位時，應由總統提名候選人，並由立法院補選產生，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副總統 行政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27 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其競選活動受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有關規定之規範，無法主張憲法第 52 條

之刑事豁免權 
副總統為總統之備位，憲法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之規定於副總統亦有適用 
基於憲法第 52 條刑事豁免權之規定，法院對於以總統為被告之刑事案件，仍得受理起訴，但停止

審判 
檢察機關因他人刑事案件之偵查，發現總統有犯罪嫌疑者，為避免證據湮滅，得為必要之證據保

全程序，但不得限制總統之人身自由或妨礙其職權之行使 
28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所賦予總統之職權？ 

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 
緊急命令權 
核駁行政院院長向立法院所提法律案覆議之權 
核駁行政院院會決議之權 

29 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應以下列何種方式，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立法院院長之提議  立法院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 
立法院委員會之決議  監察院之移送 

30 依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意旨，關於獨立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獨立機關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對於責任政治毫無減損 
立法院得經由立法設置獨立機關，將原行政院所掌理特定領域之行政事務劃歸獨立機關行使 
獨立機關設立的目的係在法律規定範圍內，排除上級機關對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 
對於獨立機關之委員有違法情事，而情節重大，行政院院長得行使最低限度人事監督權 

31 行政院得經總統之核可，將下列何者移請立法院覆議？ 
戒嚴案 大赦案 條約案 宣戰案 

32 依據憲法本文規定，下列何者有法律案提案權？ 
總統 考試院 司法院 監察院 

33 關於立法委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委員不得擔任行政機關首長 
立法委員所為之一切言論，對院外不負責任 
立法委員為現行犯時，不須經立法院許可，得逮捕之 
對立法委員之拘禁，會期中應經立法院許可 

34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並提出總統彈劾案，經立法院決議通過後彈劾成立 
立法院提出領土變更案，經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通過後生效 
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提出總統罷免案，經立法院決議通過後罷免成立 
總統經行政院會議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經立法院追認後生效 

3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7 屆起 113 人，任期 3 年，連選得連任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視同未休會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 34 人，由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 3%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

依得票比率選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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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關於大法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司法院組織法第 4 條第 1 項設定不同資格，該資格之認定，以任命之日為準 
司法院之院長、副院長並為大法官，但不受任期 8 年之保障 
大法官之組成應考量性別平等，單一性別不得超過三分之二 
民國 92 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任期均為 8 年 

37 原藥師法第 11 條規定，藥師經登記領照執業者，其執業處所應以一處為限，未設任何例外規定，被

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38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之規定，關於聲請解釋憲法之事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

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人民或法人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

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 1/4 以上之聲請，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者 
各級法院就其受理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得以判決停止訴

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 
39 下列有關大法官解釋案件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解釋案件，應參考制憲、修憲及立法資料 
得依請求或逕行通知聲請人、關係人及有關機關說明 
得行言詞辯論 
應有強制代理制度 

4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47 號解釋，醫師屬於下列何種資格之人員？ 
公職人員 軍職人員 技術人員 專門職業人員 

41 Navigational communications from ships to ships and from ships to shore (or vice versa) should be precise 
and     so as to avoid confusion and error. 
unambiguous rudimentary impertinent monumental 

42 Passengers have to go to the assembly station when the emergency alarm is sounded, which consists of 
seven short blasts and one     blast that lasts several seconds. 

embraced  inherited prolonged smashed  
43 More than 150 whales became stranded in Hamelin Bay in western Australia. However, rescue operations 

were hampered by     weather conditions. 
deteriorating  detonating  distributing diffusing  

44 A major issue facing the government is how to prevent,    , or reduce the impact that major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s can pose on human health, marine ecosystems, and physical assets. 
accelerate engrave eliminate associate 

45 When dealing with the ocean oil spill cases, the EPA relies on OILMAP simulation software to predict oil 
slick dispersal     as quickly as possible. 
compensations patterns establishments amateurs 

46 To     planning,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rine-related policy, as well as to conduct 
affairs related to waters and coast guarding, marine conservation and marine research, the Executive Yuan 
establishes the Ocean Affairs of Council. 
abbreviate escort integrate interfere 

47 The CGA is in charge of boarding, inspection,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essels 
or foreign vessels subject to international     on the high seas. 
convictions contours constructions con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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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is the change in stability of a vessel caused by liquids moving about freely in a tank or hold. 
Side effect  Free surge effect  Free  surface effect Cause and effect  

49 The CGA works with experts and specialists in marine science,     the agency’s work process, and 
raises public awareness for marin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by exploiting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depreciates  hypothesizes streamlines  abolishes 
50 The Kaohsiung Marine Bureau thought that if the fishermen were given     for recycling their nets, 

they would not get rid of them by throwing them in the water, and would instead take them to the recycling 
zone and benefit from the effort. 
affiliations incentives incarnations aesthetics 

請依下文回答第 51 題至第 55 題： 
  The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is a short-range coastal tracking system currently used on ships. 
It was developed to provide identification and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to both  51  and shore stations. Ships 
of 300 gross tonnage or more sailing on international voyages, freighter ships of 500 gross tonnage or more 
sailing in local waters, and all passenger ships  52   size are requi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to carry AIS equipment. AIS transponders automatically broadcast information at regular  53 . 
Navigational status data is transmitted every 2 to 180 seconds, depending on a ship’s activity. In addition, voyage 
related data is broadcast every 6 minutes. These signals are received by AIS transponders installed on other ships 
or by land-based systems. 
  The AIS signals have a horizontal range of about 40 nautical miles,  54  that AIS traffic information is 
only available around coastal zones or in a ship-to-ship zone. AIS communication takes place using two VHF 
frequencies, 161.975 MHz and 162.025 MHz. Although only one radio channel is necessary, each station 
transmits and receives over two radio channels to avoid interference problems and to allow channels to be shifted 
among ships  55  communication loss. 
51 commuters  terminals  referees  vessels  
52 free from  irrespective of  in contrast to  by order of  
53 rituals  episodes  intervals  fragments  
54 meant  meaning  to mean  being meant  
55 without  through  under  except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has within its mandate to make trade and travel by sea as 
safe and secure as possible. To reduce any threats with the potential to  56   maritime security, the 
Organization develops suitable regulations and guidance through the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and with input 
from its Facilitation Committee and Legal Committee. 
  The threat posed by piracy and  57  robbery against ships has been on the IMO’s agenda since the early 
1980s. In the late 1990s and the early 2000s, the focus wa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ingapore. More recently, since 2005, the Organization has focused on piracy  58  the coast of Somalia, in 
the Gulf of Aden and the wider Indian Ocean. Currently, it is implementing a strategy for enhancing maritime 
security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59  the region’s maritime security agreements. The Organization, with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from the shipping industry, has developed and adopted several antipiracy  60 , which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mitigation of the negative impact posed by piracy worldwide. 
56 undermine  encompass  manifest  irritate  
57 armful  armless  arming  armed  
58 off  upon  below  through  
59 for fear of  in line with  at the cost of  on the way to  
60 disputes  offenses  incidents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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