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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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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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署表示，基於維護消防員執勤安全，規劃要求使用化學品的工廠在災害發

生時，需主動提供相關數量及儲存資訊，以利救災。 

二、英文作文：（15 分） 
近年來在國際間所發生的火災當中，有那一起讓你印象最深刻？請闡述這起火

災發生的時間與地點、起火原因、救災過程及善後處理，並說明此起火災可供

臺灣警消工作借鏡之處。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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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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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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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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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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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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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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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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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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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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50610
頁次：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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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fire fighters working over-time frequently, how to reduce working hours becomes a big 

issue. 

In view of   In spite of  In case  of In  place of 

42     other hazardous materials, lighters and matches should be kept out of children’s reach. 

As   If  Even  To  

43 If a firefighter enters the fire scene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he might be     in a room filled with 

dangers. 

detected  trapped  identified  investigated  

44 AED can save a person’s life when he/she is having a heart attack. AED’s D stands for    . 

distributer decontaminator defibrillator  destroyer  

45     check your personal equipment before entering any building in the fire scene. 

Be reduced to Be captured to  Be defined to  Be sure to  

46     the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from fire units, the gas explosion in Kaohsiung might be much 

more serious. 

Now that  In light of In addition to  But for  

47     should any fireman get into a fire scene all alone, because teamwork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in 

fire-fighting. 

On no account  On account of  In addition to  In case that  

48 Fire prevention supervisors are     the fire protection plan.  

on charge of  in charge of  on the charge of  in  the chan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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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in a room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thermal instability caused by the heat generation rate increasing 

faster with temperature than the rate of aggregated heat losses.    

Boil -over Flashover Ventilation-controlled Fuel-controlled 

50     reduce the casualties of residential fire, houses should install residential fire alarm detectors.   

In addition to  Be supposed to Be used to In order to  

51 There is no     that brave firemen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our life, and they always rescue the 

injured from fire scenes regardless of personal safety. 

reason  doubt  basis  instance  

52 A fuel-controlled fire can also be described as    .  

under -ventilated oxygen -lean carbon-lean well -ventilated 

53 If someone opens a door just before self-extinguishment is achieved, the entire room may turn into flames 

with fresh air flowing into the hot fire source and mixing with the unburned fuel volatiles. This 

phenomenon is known as    . 

Backdraught  Smoldering Flamming Fuel-controlled 

54 After a flashover has occurred in a compartment, the     will develop to produce temperatures of 

900–1100 oC. 

temperature  density  specific heat  capacity heat release rate  

55 No access to a fire scene is     to anyone without prior approval from fire scene investigators.  

admired  adored  adopted  allow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The Roman emperor Augustus is credited with instituting a corps of fire-fighting watchmen in 24 BC. In that 

era most cities had watchmen who  56  an alarm at signs of fire. The principal piece of fire-fighting 

equipment in ancient Rome and into early modern times was the bucket,  57  from hand to hand to deliver 

water to the fire. 

  Another important fire-fighting tool was the ax, used to remove the fuel and prevent the  58  of fire as 

well as to make openings that would allow heat and smoke to escape a burning building. In major blazes long 

hooks with ropes were used to  59  buildings. When explosives were available, they would be used for this 

same purpose. 

  The first modern standards for the operation of a fire department were not established until 1830, in 

Edinburgh, Scotland. These standards explained,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was expected  60  a good fire 

department.  

56 sent off  sounded  rang  went off  

57 to pass  pass   passed   passing  

58 span   extent   spread  range   

59 pull down  pull out  pull in  pull off  

60 from  of  in  at  



類科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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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試題代號：1506)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消防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60題 單選每題配分：1.25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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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 A D A A B D A

A C B B D B A D D

B B D A C A D D B A

C B B B B B A D D

A A B C D D A B B D

B D A D D B C C A B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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