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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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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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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結構火災的數量減少，消防員得到的火勢壓制經驗越來越少。沒
有現實的訓練，消防員應付火災現場的準備將會愈加不足。
二、英文作文：（15 分）
你受邀前往一個社區向住戶說明火災逃生的方式。請依你的消防專業
說明濃煙逃生及火巷逃生的方法、步驟、差異及注意事項。
乙、測驗題部分：
（75 分）

代號：15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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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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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地方自治團體之財政，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涉及財政自主權事項，並無法律保留原則之
適用
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事項，中央得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相關經費
法律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於立法過程中，應給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與
中央對地方為補助時，立法院不得逕因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之公務員未到會備詢，而據以為
刪減或擱置中央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補助款預算之理由
依憲法規定，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下列何者不屬之？
警政
公用徵收
郵政、電信
失業救濟
依現行制度，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之主體，不包括下列何者？
最高法院
總統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考試院
關於法官之身分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憲法上的法官，皆享有終身職保障
憲法上的法官，皆享有免於停職、轉任或減俸之保障
各級法院庭長職務之任免，屬於憲法上法官身分保障之範圍
有關庭長之遴選及任免等相關人事行政事項，涉及法院組織，應以法律規定為宜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考試院院長與考試委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考試院院長與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考試院院長由考試委員擔任
考試委員之人數與任期屬法律保留事項
考試委員應超出黨派，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憲法隱私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個人在公共場合之言行也受到隱私權保障
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受隱私權保障
檢察官若認為某人有犯罪嫌疑，且情況急迫，即得核發通訊監察書，監控其通訊
受刑人對外發受之書信，仍受憲法隱私權及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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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年滿 20 歲以上，因在學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於計算個人綜合所得淨額時，得減除此項扶養親屬免稅額。財政部函釋則認為：臺灣地區人
民年滿 20 歲，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學校者，不得依上述規定列報扶養親屬
免稅額。此一函釋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租稅法定主義
實質課稅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人民應考試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包括人民參加考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權利
包括人民參加國立大學研究所入學考試之權利
對於應考試權之限制，應以法律為之，並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另訂行政命令
要求以外國學歷應牙醫師考試者，須在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完成臨床實作訓練的規
定，違憲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工作權限制規定之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營業之方式、時間、地點所為之管制，須係為追求「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例如年齡、道德標準等條件，須係為追求「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要求人民從事職業應具備一定之技能、訓練、體能等條件，須係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設定進入市場之數量限制條件，與申請執業之個人特質無關，且該條件之成就與否非該個
人所能左右者，須係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意旨，政府採購得標廠商員工總人數逾 100 人者應進用一定比例
原住民，未進用者令繳代金之規定未違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相關規定涉及雇主財產權及營業自由之限制，另有保障原住民工作權之給付請求權性質
得標廠商僱用員工之自由，因保障原住民權益之重要公益而應受合理之限制
未獲政府採購得標廠商僱用之原住民，得請求國家提供至另一廠商工作之機會
得標廠商應繳納之代金金額，其額度應達到使其未來有意願僱用原住民之程度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7 條之平等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於選舉制度中，保障婦女或原住民族之當選名額，與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並不當然牴觸
無正當理由而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均屬違反平
等原則
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就原具公務人員身分之留用人員原有年資辦理結算，與平等原
則尚無牴觸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不准曾犯特定罪名且經判決罪刑確定者，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與平等原則不符
下列何者不涉及憲法保障之結社自由？
法律規定審計長不得加入政黨
人民團體理事長之選任產生方式
法律強制律師須加入律師公會始能執業
一群人於同一時間在電影院觀看電影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不受憲法第 13 條宗教自由之保障？
公職人員擔任特定宗教法人之義工
公立小學與宗教團體合作實施宗教課程
人民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新興宗教團體
公立大學宗教性學生社團向校方申請經費補助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不適用嚴格審查標準？
對一般人民言論之「事前審查」
對「新聞媒體」採訪行為之干預
對言論「內容或觀點」之限制
對「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職業自由」之限制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得限制下列何種身分人民之入境自由？
曾協助他人非法入出境之有戶籍人民
於境內出生而僑居國外之無戶籍人民
實際居住地與戶籍登記地不同之人民
設籍國內但具有雙重國籍之人民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雖非刑事上之逮捕拘禁，亦僅得由具組織法上
之形式「警察」為之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非屬刑事上之逮捕拘禁，因未涉人身自由之核
心，不受比例原則之拘束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雖非刑事上之逮捕拘禁，仍受憲法正當法律程
序之保障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因非屬刑事上之逮捕拘禁，均毋須法院之事前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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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憲法委託的性質
立法者對如何立法實現社會福利工作，具有裁量權
立法者如未立法保障社會弱勢族群之就業，可能構成違憲之立法怠惰
國家對於各項社會福利工作之支出均應優先編列
依憲法增修條文有關基本國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應兼籌並顧，當二者衝突時，以環境保護為優先
國家應扶助並保護大型經濟事業
國家應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水資源開發利用
為求市場自由化，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之管理，不得以法律特別規定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官在個案審理中，得逕行拒絕適用其認為牴觸憲法之法律
法官如認判例違憲，得聲請大法官解釋
法官在個案審理中，得逕行拒絕適用其認為牴觸法律之法規命令
法官縱認判例違憲，於審判時仍不得拒絕適用之
某甲因拒繳所得稅，國稅局命甲補稅，甲用盡通常救濟程序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如大法官宣告所得稅法相關規定違憲且立即失效，甲仍不得依大法官解釋而提起再審
如大法官宣告所得稅法相關規定違憲且定期失效，甲仍可依大法官解釋而提起再審
於大法官作成解釋前，甲就因同一法律規定而生之另一補稅事件，再聲請大法官解釋，如
大法官未併案審理，後案即無從提起再審
於大法官作成解釋前，甲因同一法律規定又收到另一補稅處分，得逕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
請解釋併案審理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行政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院長前，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之責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認為窒礙難行時，得移請立法院覆議，毋需經總統核可
下列何者應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任免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命令 宣告解散立法院
發布大赦令
召開國家安全會議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監察院組織與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委員不具有言論免責權與不逮捕特權 監察委員對總統無彈劾權
監察委員本身不受彈劾
監察院無人事同意權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總統、副總統之選舉與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
總統、副總統之當選，採相對多數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
後提出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選舉人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投票，有效
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與藥害救濟制度之設置無關？
生存權之保障
健康權之保障
社會福利救濟措施之實現
財產權之保障
關於為新聞採訪之目的所實施之跟追行為，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憲法第 22 條之一般行為自由保障
受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保障
受憲法第 15 條之工作權保障
受憲法第 11 條之新聞採訪自由保障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屬於人格權直接保障之範圍？
更改姓名
免於因罹患傳染病而受強制隔離
就讀研究所
表達政治意見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期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事
件，若仍適用民法規定予以撤銷，牴觸憲法何項權利？
平等權
人身自由權
訴訟權
婚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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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種權利非受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
相同性別之二人無法依據民法親屬篇婚姻章結婚，主張婚姻自由受侵害
人民欲更改姓名未獲准許，主張其姓名權受侵害
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遭受處罰，主張營業自由受侵害
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被少年法院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主張少年人格權受侵害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之制定，係爲保障人民下列何種權利？
家長之教育選擇權 結社自由
工作權
平等權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納稅義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租稅主管機關得頒訂解釋課稅構成要件之行政規則
特別公課課徵之目的與用途與租稅相同
地方得制定自治法規課徵租稅，無須法律之授權
無論人民所得多寡一律課徵相同金額之租稅，不違反公平課稅原則
依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公民投票得適用之事項？
法律之創制
重大政策之創制
修憲案之複決
領土變更案之複決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曾明文承認受表意自由保障者，不包括下列何者？
經營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
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以表達意見
為獲取利潤而對大眾散播描繪性行為之影像 為抗議拆遷而躺臥於挖土機前方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8 條所要求之法官保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人身自由加諸任何限制時，皆須事前經由法官裁定，方得為之
法官保留係屬憲法要求之法定程序內涵，但僅適用於具有刑事被告身分之人
人民因犯罪嫌疑遭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 24 小時內移送至該管法院
人民遭到無權責機關之逮捕拘禁，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應先命逮捕拘禁機關查覆後，
再依法處理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國家應優先編列之支出經費?
醫療健保
社會救助
國民就業
國民教育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最高司法機關發布規則之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最高司法機關得發布命令，但不得牴觸審判獨立
最高司法機關得發布規則，就審理程序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為規定
最高司法機關得提供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職務之依據
最高司法機關發布之命令有涉及審判上之法律見解者，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受其拘束
以下何者非屬立法委員依法對行政權所得行使之監督範圍？
個別立法委員召開公聽會揭露有毒食品，指責衛生主管機關未進行有效監督
個別立法委員調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執行性別平等之文件資料
個別立法委員提出質詢
個別立法委員於委員會詢問參謀總長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我國獨立機關之權限運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基於行政一體，對所有行政院所屬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但不包括獨立機關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立法院對行政院有關獨立機關之人事決定權得為一定限制，以為制衡
獨立機關之首長不得由其成員互相選任產生之
行政院必要時得依職權設置相當於部會層級之獨立機關
關於監察院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彈劾與糾舉行使之對象與事由相同
彈劾案提出後，應由被彈劾者所屬公務機關追究其法律與政治責任
糾舉案通過後，若違法行為涉及刑事者，應將案件移送被糾舉人之主管長官
糾正案由監察委員 1 人以上之提議，9 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不信任案及解散立法院，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於立法院提出不信任案時，行政院院長即得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不得於立法院常會以外之期間提出
立法院除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外，亦得罷免之
總統經行政院院長之呈請，並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解散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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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ke alarms double the chance of your family
a fire, so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you
should have several.
building
circulating
igniting
surviving
Firefighting is a highly technical profession which requires years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o
become
in.
fraudulent
confidential
proficient
vulnerable
Fire in the air is one of the most
situations that a flight crew can be faced with.
conventional
hazardous
legendary
rewarding
The government’s cameras are everywhere in China, and the
is as much about intimidation as
monitoring.
feedback
plight
surveillance
trauma
The demands of firefighting can be
and unpredictable with intermittent periods of intens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disingenuous
congenital
pristine
sporadic
Thousands of Parisians watched in horror from behind police cordons as a ferocious
devastated Notre Dame Cathedral.
blaze
breeze
broth
brute
A major aspect of testing system
is by testing for required functions during fire safety
systems’ commissioning.
imbalance
integration
invalidation
impairment
The central regulations and codes in Taiwan are typically used in
with other local rules to
address risks from inadequate maintenance of fire safety systems in buildings.
comparison
compliance
consideration
conjunction
The air movement caused by the elevator cars ascending or descending within the shafts can force
air through the elevator shaft doors into the floor space. This is known as the “
”.
Piston Effect
Side Effect
Stack Effect
Toxic Effect
The concept of “
” in trauma care during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originated to
address those patients with massive internal bleeding.
Scoop and Run
Stay and Play
Stay and Run
Scoop and Play

請依下文回答第 51 題至第 55 題
Historically, physicists created a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detailing the three elements of fire (fire
triangle). In recent years, one more point has been added,
51
the fire tetrahedron. The four
elements needed to
52
combustion are: fuel, oxygen, heat and a chemical chain reaction. To
extinguish a fire, it is
53
to remove one or more of the four components of combustion.
Removing any of these components of the fire tetrahedron will stop the other elements from interacting
and not allow combustion to
54
. Firefighters work on limiting
55
(fuel that is in jeopardy
of being ignited by nearby flame or from radiant heat), containing and extinguishing fire and then
overhauling charred and burned debris from the affected areas as well as extinguishing all hidden fires to
prevent a rekindle.
51 boiling
creating
deleting
naming
52 prevent
repress
sustain
discharge
53 forbidden
mandatory
tumultuous
stimulating
54 cease
proceed
halt
desist
55 exhausts
expeditions
explosives
exp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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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Mark Finney at the US Forest Service and his colleagues sometimes do the unthinkable. They go out
into the bush and start a fire. But they’re not arsonists and these fires aren’t sprawling or highly
destructive. They’re controlled burns of real vegetation that give scientist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flames leap from one branch to another. Studying that can help predict how real wildfires may spread.
Among the measurements Finney and his team take include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flames spend
burning in one area, how quickly they propagate through vegetation and what kind of heat exchange is
going on as they do so. These experiments have taken place in New Zealand. The burn areas are
cordoned off by barriers that stop the fire getting out of control.
“We have drones that fly over and give us a view of what’s going on from the air, we have cameras
that are protected by an aluminum and insulation housing that allow you to put them inside the fire,” he
says. “It usually takes a day or more to set up all the instruments and of course you have to have the
weather conditions cooperating.”
It’s all part of a modern human quest – to know what makes fire tick. A supposedly crucial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 is the “discovery” of fire. But fire has been a natural occurrence on
Earth since long before our ancestors took their first steps. And today, far from being something under
our control, fire often takes the form of a man-made disaster. In the US, well over 80% of wildfires are
started, usually accidentally, by people.
This year, like last year, many parts of the planet have experienced very hot and dry summers,
sharply raising the chance of wildfires taking hold once ignited.
Woodlands have blazed in Greece, Sweden, and Siberia among other hotspots. The southwestern
US state of California has just recorded its largest wildfire on record.
What if we’d known when and where these fires would start? Or how they would wax and wane? If
we had such knowledge, we’d surely be better able to protect the towns and communities that are at risk
from destruction.
Finney hopes that data from his experiments will improve the existing models that are used to project
wildfire spread. Some of those models are too simplistic, he explains.
5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title for this passage?
The Discovery of Fire by Humans.
The Rise and Fall of Wildfires.
The Quest to Predict and Stop the Spread of Wildfires.
The Models of Predicting and Stopping Wildfires.
57 How does Finney find some of the existing models used to project wildfires spread?
Boring.
Thorny.
Perfect.
Simplistic.
58 What does the phrase “wax and wane” mean in this passage?
To appear and then disappear again
To grow stronger and then weaker again
To stop and then start again
To die and become alive again
59 Why do Finney and his colleagues start a fire on purpose?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fire spreads
To understand why fire is a man-made disaster
To see how drones work in a wildfire
To see how cameras are protected by an aluminum in a fire
6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is history of fire is as old as human history.
Humans know exactly how wildfires work.
Over 80% of wildfires in the US are started by humans on purpose.
The fire started by Finney is controlled and hence not destruc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