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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有關憲法中「領土」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有關領土之規定，並未採取明確列舉的方式 
大法官解釋認為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不受司法審查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得提出領土變更案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領土變更案之通過應經公民複決 

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對於原住民族地位之特別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其內容？ 
保障原住民族之政治參與 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維護傳統家庭制度  扶助社會福利事業 

3 依憲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  金融機構以公營為原則 
有獨占性之企業以公營為原則 對外貿易應受國家之獎勵、指導與保護 

4 憲法基本國策章中關於國防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  軍政與軍令一元化 
國防組織以法律定之  軍隊國家化 

5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內容？ 
法律保留 正當法律程序 提審制度 人民不受軍事審判 

6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意旨，當時有效之教師法第 14 條以「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為要件，作為停聘解聘或不續聘教師之依據，且在法律效果上，一律終身禁止再任教職之規定，違

反憲法所要求之那一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7 「為達公益之目的，在可採取之措施有兩個以上選擇可能性時，應選擇對人民基本權侵害最小者。」此

為何種原則？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衡平性原則 重要性原則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規定何者與憲法平等原則無違？ 
中央警察大學招生簡章以有無色盲作為入學資格之標準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處罰鍰 
民法親屬編未容許相同性別二人結婚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禁止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規定 

9 下列何者非屬「象徵性」言論？ 
在行政院前焚燒國旗 於立法院前靜坐 向政府首長丟雞蛋 在商品包裝標示其成分 

10 下列何者並非大法官解釋曾明白提及之特別權力關係對象？ 
公務員 受羈押被告 軍人 受收容之外國人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747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財產權旨在保障個人財產之存續狀態 
國家如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民得請求合理補償 
土地之地下遭公路穿越，尚未達於不能為相當使用之程度者，土地所有權人不得請求徵收地上權 
國家徵收地上權，人民亦得請求合理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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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憲法規定之平等投票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每位選民應有相同投票數 每一選票應有相同價值 
每位國民均應為選民  每一選民均應依法定程序投票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現行制度之意旨，有關立法委員之選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黨比例代表制及政黨門檻規定，其目的在避免小黨林立，影響國會議事運作之效率 
選舉方法不得變動選舉權、平等權之核心內涵 
百分之五之政黨門檻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立委選舉採取政黨比例代表制與區域代表相輔之混合設計，並未牴觸國民主權原則 

14 關於總統之憲法上刑事豁免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職期間得暫時免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義務 
檢察官不得於總統在職期間對之為刑事偵查及證據保全 
在職期間得暫時免除作為被告受刑事之起訴與審判 
在職期間得免於司法搜索 

15 關於總統之憲法上人事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任命行政院院長 提名立法院院長 提名司法院院長 提名審計長 

16 有關不信任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不得於為其他特定事項召開之立法院臨時會提出 
立法委員對於不信任案之表決，應以記名投票之方式為之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行政院院長之權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有主動解散立法院之權 
副總統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行政院院長有副署總統所發布任命監察院院長命令之權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18 關於立法院文件調閱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設調閱委員會調閱文件 
立法院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應經院會決議 
調閱專案小組之設立，應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 
除法院與監察院外，其他機關不得拒絕調閱之要求 

19 下列何者並非立法院召開臨時會之事由？ 
總統之咨請  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審查覆議案  議決行政院院長之彈劾案 

20 憲法第 62 條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即民主國家之國會 
立法院為地方議會之上級監督機關 
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即「國民主權」原則之落實 
立法院制定之法律，其效力高於由行政機關所發布之法規命令 

21 下列有關大法官之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為憲法第 80 條之法官 
大法官為唯一有權宣告法律違憲之機關 
大法官受憲法第 81 條關於法官「非依法律不得減俸」規定之保障 
大法官受憲法第 81 條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規定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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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何者非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審理政黨違憲解散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審理立法委員罷免案 

23 下列何者為審判權之特質？ 
主動調查 不告不理 通案解決糾紛 絕對公開之審理程序 

2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委員如何產生？ 
由考試院院長提名，經總統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由考試院院長遴聘之 

25 下列何者並非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力？ 
司法權 人事權 組織權 立法權 

26 Do not park in front of fire    ; otherwise, firefighters may smash the car windows to feed the hose through 
your car in an emergency. 
hydrants reservoirs containers water -closets 

27 These function-oriented firefighter squadrons are specialized in rescue in various    , including rescue on 
land, on water, in the mountains and in the air. 
factors domains divisions fragments 

28 The new     surveillance unit is the first in the country to use drones to watch over disaster scenes and 
provide vital information for the commanders. 
aerial avatar virtual  marine 

29 Because of severe labor shortage, the firefighting department is     new bloods.  
donating  furnishing  providing  recruiting  

30 If you use a gas-fueled water heater, you must keep doors and windows open to improve     and prevent 
CO poisoning. 

variation  ventilation  vaccination  verification  
31 Smoke is thought to be the main cause of death in fires. If fires can be rapidly     and extinguished, the 

number of deaths can be greatly reduced. 
diverged   postponed    suppressed   contradicted  

32 The dry chemical extinguisher sprays the fire with chemicals to     the fire of oxygen and put it out. 
derive  deceive  deprive  deactivate  

33 A frequent request by fire investigators of suspicious fire scenes is the analysis of fire debris for the presence 
of     liquid residues to find out the cause of the fire.  

dreadful  combustible malicious  formidable  
34 The driver who escaped from the bus that exploded last Friday died from     arising from his burns last 

night. 
intrusions  interferences  conspiracies  complications  

35 HIV patients must make their conditions known. If they hide their conditions    , the health of the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on an ambulance may be endangered. 

imprecisely  impressively  intentionally  incoherently  
3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responses is unsuitable? 

Informant: The building is on fire! 
Deputy desk:        

Please stay calm. W 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you. 
Jump off the building immediately . 
Evacuate immediately with a wet towel to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We will send a fire engine right aw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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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If you are trapped under debris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shouting can cause you to     dangerous amounts 

of dust. 

inhale  exhale  emit expel  

38 According to fire dynamic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erms refers to “the transition to a state of total surface 

involvement in a fire of combustible material within an enclosure from the growth period to the fully developed 

stage in fire development”? 

Heat release rate  Flashover Ceiling jet Smoke layer height 

39 Fireman: What     does he have? 

Passerby: He has the breathing difficulty. 

syllabus  symptoms  symposium  synchronism  

40 Civilian: Mrs. Lee has labor pains in the abdomen. It seems that she is going to     a baby. 

Fire department: Ask her to relax and breathe through her mouth. Tell her not to push. Reassure Mrs. Lee. Tell 

her you have dispatched aid. 

discharge  release  deliver  relieve 

41 Civilian: Someone is about to commit suicide by jumping off a building! 

Fire department: We will dispatch     to you right now. 

propeller s paramedics  parameter s propaganda s 

42 During an earthquake, which is WRONG? 

Stay away from glass if indoors . Do not turn on the air conditioner. 

Use the elevators .  Do not use  the lifts. 

43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for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atients is NOT included? 

Anyone who donates blood or organ  

Any pregnant woman who is ready for chi ldbirth 

Anyone  who falls down on the road and can not move due to injury or sickness 

Anyone  who is in urgent need of medical care due to disaster 

44 Do you have any     history like diabetes, hypertension or hearing problems? 

travel  mental  medical  tour 

45 Be aware of possible tsunamis if you live in coastal areas. These are also known as     sea waves. 

water  beach  tidal  seismic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is NOT related to Heat Release Rate? 

Burning rate Mass loss rate Heat of combustion Detector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Civilia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ere in a  47 ? 

Fireman: You had better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with a  48 . Take the nearest  49  right away.  50  

immediately. 

47 fire scene  sea  park ing lot television  

48 plastic bottle  battery  wet  towel tooth brush  

49 lift escalator  gas station emergency exit  

50 Participate Evacuate Gasp In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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