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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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考試
類 科 別：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
科
目：中華民國憲法與水上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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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 5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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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立法委員之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就職未滿 1 年者不得罷免
罷免案之投票，原則上不得與其他各類選舉同時舉行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4 年內不得為同一公職人員候選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不適用罷免之規定
下列何者屬憲法第 129 條所稱之選舉原則？
平等原則
公正原則
比例原則
公開原則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財產權限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符合比例原則
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應給予合理補償
應符合利益共享原則
有關監察院彈劾權行使之對象，下列何者不屬之？
地方政府行政首長
總統
經國家考試及格任用之公務人員
軍人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按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分配
每選舉區僅得選出 1 人
全國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連任次數不受限制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作成之解釋，具有拘束全國各級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各該解釋皆自解釋公布之日起算至第 3 日起發生效力
大法官作成之憲法解釋，與憲法立於同等之法位階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經宣告違憲，聲請人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
依憲法本文規定，下列有關國稅與縣稅之劃分的敘述，何者正確？
由中央立法並執行
由中央立法，但交縣、市執行
由中央與地方協商立法並執行
由憲法直接規定，並交各級政府執行
總統缺位時，應如何處理？
由立法院補選之人代行職務，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由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務，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由副總統繼任，總統任期重新起算
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選舉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民意代表候選人設定學、經歷限制，大法官曾宣告牴觸憲法
對於無黨籍總統候選人採行連署制度，大法官曾宣告牴觸憲法
要求總統候選人繳納競選保證金，大法官曾宣告牴觸憲法
政黨推薦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減半繳納保證金，大法官曾宣告牴觸憲法

代號：1604
頁次：4－2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分區立法委員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
不分區立法委員當選後，無法由人民罷免
不分區立法委員若失去黨員資格，則喪失立法委員資格
政黨至少要得到百分之五的政黨票，始得分配不分區立法委員席次之規定，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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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種職業證照，經大法官解釋後，方納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考試範圍？
記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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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小客車駕駛

不動產估價師

中醫師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人民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專門職業人員應試科目之決定，限制人民職業自由及應考試之權，不得由考試機關基於法律授權以命
令規定
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與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意旨
不符
機關因改組、解散或改隸致對公務人員之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有重大不利影響者，應設過渡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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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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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並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
秘密通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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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

應考試權

隱私權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有關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組織政黨須事前取得許可，以避免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
人民組織政黨無須事前許可，即使有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虞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團體成立時之命名權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團體成立後之更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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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受教育之權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保障人人享有受教育之公平機會
人民得請求國家提供以國民教育為內容之給付
人民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並未受憲法保障
若基於非人力所得控制之分類標準，對人民受教育之權利予以差別對待，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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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言論自由之敘述，何者有誤？
正確之商品標示亦有自我實現之功能
消極不表意自由亦受憲法第 11 條之保障
出於營利目的之性言論不受憲法保障
社會多數共通之性價值秩序得為限制性少數言論之正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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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關於平等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得逕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之規定，不違反平等權
所得稅法以一定年齡為減除免稅額之要件，違反平等權
要求達一定規模之政府採購得標廠商需進用一定比例原住民之規定，不違反平等權
限制兼具藥師及護理人員資格者，只能在同一處所執業之規定，不違反平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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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解釋，關於外國人受驅逐前之暫時收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國人之人身自由亦受我國憲法保障
對於外國人之暫時收容，亦屬對於人身自由之剝奪
關於人身自由之保障，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不必完全相同
對於外國人之收容無須經法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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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憲法之施行及修改之相關疑義，應由下列那一機關解釋之？
立法院

總統

司法院大法官

各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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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總統之職權？
發布緊急命令

任免文武官員

解散立法院

至立法院發表國情咨文並備質詢

有關獨立行政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獨立機關之存在對於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有所減損，其設置應屬例外
獨立機關之委員應依各政黨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產生，行政院僅有名義上之提名與任命權
獨立機關為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獨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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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意旨，為實現審判獨立，下列那一機關得就審理事項發布規則？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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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

大法官

法官之職務法庭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司法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之司法機關，包括檢察機關
公證屬實質意義之司法
憲法第 8 條第 2 項所稱之法院，不包括檢察機關
固有意義之司法，包括違憲政黨解散之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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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國憲法基本國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0 項取消了憲法本文關於教育、科學、文化預算經費之下限，僅規定教育經
費仍應優先編列
 6 歲至 15 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
國家應扶助並保護中小型經濟事業之生存與發展
環境及生態保護應優先於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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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戶政事務所拒絕為相同性別之二人辦理結婚登記，涉及下列何種基本權利？
婚姻自由及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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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ers

 inspection

 instruction

 Informants

 Influence

 Informative

 resistance

 response

 recidivist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R.O.C.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is directl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31

.

or repeat offender is a person who has been convicted of a crime more than once.

A

 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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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ention

婚姻自由及平等權

supply information to the police about a crime in exchange for r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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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及婚姻自由

In general, ships without nationality are subject to boarding and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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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權及婚姻自由

.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Executive Yuan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The head of R.O.C.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is called

.

 Admiral

 Commander in Chief

 Director General

 Commissioner
unit is to seal off the crime scene and conduct a

In major crimes investigation, 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D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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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I

 CSI

 DWI

R.O.C. Coast Guard is charged with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protect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rritorial

 editorial

 longitudinal

 digital

wat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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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pollution occurs when

effects result from the entry into the ocean of chemicals, particles, industrial,

agricultural, and residential waste, noise, or the spread of invasive organisms.
 handful
34

 hasty

Cruise ship Royal Princess is ready to leave. All
 aba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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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harmful

 harsh

 approach

 aboard

.

 arrive

During crime investigation, the investigator will

the suspect, and interview victim or witness.

 interact

 intervene

 interrogate

 intern

is the structural impact between two ships or one ship and a floating or still object such as

Ship
an iceberg.

 collaboration
37

 collage

The arrester must have

 random choice

 hawk

 rational choice

 reluctant cause

with folding boom and rescue basket to lift people who are saved at sea.

The ship is equipped wit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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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ision

to believe that the arrestee has committed a felony.

 reasonable cause
38

 collapse

 crane

 owl

 eagle

Connection is so important, but it is so often overlooked and there are few resources

to teach people how

to foster real connection in their lives.
 available
40

 allowed

 inaccessible

Global warming is rapidly changing the climate at
 al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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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cant

rates and creates even more extreme weather.

 pitying

 calming

 lowering
.

At age six, I ran away with my sister to escape the Rwandan massacre. We spent seven years as
 politicians

42

 siblings

 refugees

by Somali pirates for four-and-a-half years was released.

A Taiwanese man held hostage with his fishing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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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ors

 crew

 colleagues

 crowd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rescue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a multimodal accident shall be to
 cut down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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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imize the interest

 save human lives

.

 save the commodity

A Coast Guard officer in Guam pleaded guilty to using his position to help

thousands of pounds of

marijuana.
 smuggle
45

 strangle

Maritime Safety Authority
 sustained

 stress

 smack

the ship for spilling oil waste in the local seaport.
 retained

 detained

 attain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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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raft from the Australian Maritime Safety Agency was searching for the missing ferry heading for

the island republic of Kiribati last week. Local
ferry. Earlier report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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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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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confirmed this week that 88 people were on board the

50 people on board. Seven passengers were saved on January 28 after being spotted in

dinghy by a New Zealand Air Force Orion patrol plane. The plane

50

a nearby fishing vessel to

pick up the survivors, according to Sandra Ford, a spokeswoman of the New Zealand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er.
46

 rescue

 commercial

 fighter

 paper

47

 firefighters

 children

 fishermen

 authorities

48

 encountered

 estimated

 encouraged

 enjo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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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ing

 diverging

 drifting

 sinking

50

 distracted

 deflected

 conferred

 diver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