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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監察院之行使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院設審計長，行使監察院之審計權

監察院對公務員提出彈劾，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

監察院行使調查權，不受法務部調查局之拘束

監察院得調閱偵查終結起訴案件之卷證

2 下列何者屬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之標的？

關於行政處分是否違憲之審查 關於行政命令是否違憲之審查

關於行政契約是否違憲之審查 關於行政指導是否違憲之審查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之意旨，言論自由之功能不包括下列何者？

保障生存 追求真理 溝通意見 實現自我

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總統、副總統之彈劾，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監察院提出 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應經憲法法庭判決 彈劾成立時，應即解職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擔任下列那項職務之人員，並無應邀至立法院委員會備詢之義務？

考試院院長 考試院秘書長 銓敍部部長 考選部高普考試司司長

6 有關總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為國家元首，亦為憲法明文規定之最高行政機關

基於權力分立，憲法明文規定總統向立法院負責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得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彈劾總統係由監察院為之

7 除內亂、外患罪受刑事之訴追外，下列何者係屬總統所得享有之特權？

卸任後之刑事豁免權 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豁免權

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豁免權 國家機密特權

8 關於立法委員之選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選舉制度是採所謂的單一選區兩票制

政黨比例代表有百分之五門檻限制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 113 人，任期四年

政黨比例代表制下，為求男女平等，已無婦女保障名額規定

9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院人事同意權之行使，不包括下列何者？

大法官 考試委員 行政院院長 監察委員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關於檢察一體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總長及檢察長有指揮監督各該署及所屬檢察署檢察官之權限

檢察總長、檢察長得親自處理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事務，並得將該事務移轉於所指揮監督之其他檢察

官處理之

檢察官實施偵查，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

各級檢察署之行政監督，僅得由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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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有關憲法法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合議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

憲法法庭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裁判

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須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為之

憲法法庭為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囑託檢察官或調度司法警察為搜索、扣押

12 司法院釋字第 768 號解釋認為具雙重國籍之國民不得任公立醫療機構中公職醫師之規定未違憲，關於其

理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職是特殊類型的工作，應考試服公職權應為工作權之特別類型

公務人員與國家間有緊密之忠誠信任關係，立法者對於其資格具有較大之形成自由

法律未禁止具雙重國籍者擔任教育人員，卻禁止其擔任公立醫療機構醫師，該差別待遇亦屬於立法形成

自由

憲法基本國策規定國家應推行公醫制度，此為憲法委託，立法者負有制定法律之義務，但享有較大之形

成自由

13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及增修條文所定之司法權範圍？

公務員之懲戒 政黨違憲解散之宣告

是否與他國締結外交關係 法律及命令之統一解釋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13 條宗教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政教分離原則，宗教團體應享有免稅待遇

內在信仰之自由應受絕對保障，不得加以侵犯或剝奪

信仰宗教者對國家應負之基本義務與責任，不得因宗教信仰之關係而免除

基於宗教中立原則，國家不得對人民特定信仰給予優待或不利益

15 甲、乙 2 人對於同一民法規定聲請釋憲，司法院大法官於 10 月 7 日針對甲之聲請作成解釋，宣告該規定

違憲，並於 2 年後失效。乙之聲請雖經受理，但未併案審理。依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意旨，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該解釋具有一般之拘束力，應於 10 月 9 日起發生效力

甲不得依該解釋提起再審之訴以求救濟

乙得依該解釋提起再審之訴以求救濟

行政機關於 2 年內不得適用該違憲規定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隱私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維護個人資料自主控制之權利

人民決定是否及如何揭露其個人資料，以及知悉、控制及更正錯誤記載之權利

人民不受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隱私權

人民團體之財務運作與資金流向不受國家干預之財務自主隱私權

17 下列何者尚未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肯認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權利？

自主決定是否墮胎之自由 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結婚之自由

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之自由 子女確定其生父之真實血統關係之權利

1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契約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涉及財產處分之契約兼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及第 22 條之保障

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

國家對契約自由之限制均須予以合理之補償

國家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得以法律對契約自由為合理之限制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差別待遇，何者合憲？

以國籍和法律實施區域為分類標準，針對請領勞工保險眷屬喪葬津貼之資格予以限制

以家長之性別作為分類標準，規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

以相同性傾向之伴侶不具有生育能力為由，禁止其辦理法律上之婚姻登記

以是否具警察教育體系學歷為分類標準，區別考試筆試錄取人員之考試訓練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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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結社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有組成團體、參與活動的自由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團體有決定成員資格和負責人產生方式的絕對自由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有不參與結社團體的組成及相關事務的自由

結社自由之保障範圍包括人民集體的意見表達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行政院院長副署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因行政院院長之呈請而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基於行政權內部制衡之設計，總統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發布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22 司法院大法官已承認之憲法第 22 條非明文權利，不包括下列何者？

性行為自由 婚姻自由 財務自由 契約自由

23 有關憲法第 16 條規定之人民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請願係人民向司法機關提起，並須由法院判決之 訴訟之標的，僅限於憲法或公法上之爭議

訴願之標的為所有行政行為 請願與訴願均為法院外之救濟途徑

24 依司法院釋字第 550 號解釋，有關中央與地方之分擔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經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全民健康保險法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地方對全民健康保險事項負有協力義務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行政經費，應由中央與地方共同分擔

中央得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得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依現有總額一定比例以

上聲請釋憲？

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地方議會議員

26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we spare no efforts to enhance law to make sure the laws would be obeyed.

 enforcement  achievement  enlargement  outcome

27 Whenever the use of force is necessary, the police are expected to protect human life and damage.

 dominate  bargain  minimize  propose

28 Many governments pass law to protect animals in danger, such as the tigers which are still hunted for their

fur.

 immortally  illegally  unlikely  annually

29 With the increasing human lifespan, it is predicted that by 2050, the number of adults aged 65 will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4.

 expand  approve  interpret  outnumber

30 The police department made the criminal pictures private and only to the officers in charge of the case.

 excellent  influential  obedient  accessible

31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protect rights of the creators of works such as writing, painting, photos, music

and movies.

 original  instant  objective  amateur

32 A multiple visa allows its holder to enter a country as many times as he or she wants.

 import  entry  assurance  opportunity

33 False information, also known as fake news, is news or stories created to people or influence their views.

 neglect  deceive  shelter  class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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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34 題至第 38 題：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emergency vehicles around the world. The types of emergency lights they use

can vary widel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In many areas, however, flashing red and blue lights are the standard

emergency lights on many vehicles.

There are a few theories about 34 red and blue light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For example, while the color

red is associated with stop and warning, red emergency lights can get 35 in heavy traffic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most tail lights are also red. In these situations, blue lights really 36 and help to alert other drivers. Others point

to studies indicating that red lights may be more visible during the day, while blue lights may be more visible at night.

Using a combination of flashing red and blue lights thus helps to alert drivers 37 the time of day. Finally, some

experts believe using both red and blue lights alleviates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drivers who are colorblind. People

who have trouble seeing red often have no trouble seeing blue. 38 , drivers who can’t see blue can nonetheless see

red. Using both red and blue lights thus helps to alert all drivers, even those with color blindness.

34  where  when  what  why

35  losing  loose  lost  lose

36  stand out  come apart  drop off  go ahead

37  regardless of  according to  right after  away from

38  Consequently  Likewise  Thereby  Perhaps

39 A police recruit or police must complete the recruit training while in the police academy.

 coerce  cadet  combat  commander

40 Pedestrians are required to cross a street in a , or they will get a ticket from police officers.

 border  haste  crosswalk  gathering

41 Only after testimonial statements made by out-of-court declarants are tested in the crucible of cross-examination,

may such evidence be in a criminal trial without violating the defendant’s confrontation rights.

 admitted  permitted  agreed  alleged

42 Death penalty or punishment is a legal process whereby a person is put to death by the law of the country

as a punishment for a crime.

 common  community  consent  capital

43 refers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court to deal with a particular type of case.

 Jurisdiction  Sovereignty  Power  Capacity

44 The right-of-way means the right of one vehicle or pedestrian to in a lawful manner on a public roadway

in preference to another vehicle or pedestrian.

 parole  patrol  proceed  permit

45 Driving Influence（DUI）is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in the cause of collisions.

 Under  Upon  Until  Unable

46 When the police respond to a citizen’s report and learn that a crime has been ,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will be initiated.

 contained  convicted  committed  controlled

47 Congress prohibited citizens using certain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techniques.

 toward  from  upon  into

48 Being married in one state but that valid marriage denied in another is one of the most perplexing and

distressing complications in the law of domestic relations.

 having  being have  have  had

49 Suicide cop is an act whereby a person takes a person captive and poses a threat to a police officer to

compel the officer to use deadly force to take his life.

 as  on  by  with

50 It is illegal to make a right turn red.

 at  in  on  by



類科名稱：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
考試

科目名稱：
中華民國憲法與警察專業英文（試題代號：16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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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A A A C D D C D

C C A C D A C A B

A C D C A A C B D D

A B D C A A B B C

A D A C A C B A C C

D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