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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0 年警佐班第 41 期(第 1、2、3 類)暨 

消 佐 班 第 2 5 期 ( 第 1 、 2 類 )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 目：國文與憲法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6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下列有關中國古代書籍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史記》是採用編年體的方式書寫 

(B)《老子》一書又稱為《南華真經》 

(C)《金瓶梅》是用寫實主義的寫法在描述當時社會最黑暗的那一面 

(D)《資治通鑑》是採用紀傳體書寫的通史著作 

2. 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中有言：「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

魚，何故不受也？』」請問文中的「遺」之用法，與下列哪一個文句之「遺」的用法相同？ 

(A)養虎遺患  (B)遺世獨立 

(C)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D)招集遺民，安復社稷  

3. 「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

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神人之所共嫉，

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請問這段引文所描述的是哪個人？ 

(A)王昭君 (B)楊貴妃 (C)慈禧太后 (D)武則天 

4. 中國近代文學家魯迅曾評價中國古代一本書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請問這

本書為何？ 

(A)《漢書》 (B)《史記》 (C)《三國志》 (D)《資治通鑑》 

5.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中言：「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

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

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

以為破碎害道；齗齗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何可議也？其訓

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

焉。」請問上述○○中應填上的字詞為何？ 

(A)老莊 (B)釋家 (C)法家 (D)洙泗 

6. 下列台灣文學作品的文類，何者是正確的？ 

(A)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小說 (B)賴和〈一桿稱仔〉／散文 

(C)龍應台《野火集》／新詩 (D)王禎和〈嫁妝一牛車〉／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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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

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

「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請問這段文字應歸類於

先秦哪一學派的思想？ 

(A)陰陽家 (B)儒家 (C)道家 (D)法家 

8. 下列何者可作為慶賀生女兒的題辭？ 

(A)玉種藍田 (B)芝蘭新茁 (C)德門生輝 (D)弄瓦徵祥 

9. 關於下列書籍與作者的配對，何者正確？ 

(A)《儒林外史》：羅貫中 (B)《文史通義》：章太炎 

(C)《文心雕龍》：劉勰 (D)《資治通鑑》：范仲淹  

10. 「為什麼要苦苦去挽救黃昏呢？／那只是落日的背影／也不必吸盡大澤與長河／ 

那只是落日的倒影／與其窮追蒼茫的暮景／埋沒在紫靄的冷燼／—何不回身揮杖／ 

迎面奔向新綻的旭陽／去探千瓣之光的蕊心？／壯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 

西奔是徒勞，奔回東方吧／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請問這首新詩所描述的是下列

哪一位人物？ 

(A)黃帝 (B)大禹 (C)李白 (D)夸父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799號解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關於若干特殊情形之長期強制治療制

度，有違反下列何種《憲法》要求之疑慮，有關機關應依解釋意旨有效調整改善？ 

(A)比例原則  (B)與刑罰之執行應明顯區隔 

(C)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D)信賴保護原則 

12. 關於總統與行政院之關係，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總統發布大法官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B)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

決議發布緊急命令 

(C)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D)總統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1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懲戒事項 

(B)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均為大法官 

(C)大法官由法官轉任者，才享有法官終身職待遇之保障 

(D)大法官任期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 

14. 關於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立法院不得刪減 

(B)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 

(C)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應送立法院審議 

(D)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得加註意見 

1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考試院之職掌？ 

(A)公務人員之懲戒事項 (B)公務人員銓敘、保障之執行事項 

(C)公務人員任免之法制事項 (D)公務人員撫卹、退休之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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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監察院對於中央、地方公務人員及司法院、考試院人員提出

彈劾案之程序要件為何？ 

(A)須經監察委員 3人以上之提議，9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 

(B)須經監察委員 2人以上之提議，9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 

(C)須經監察委員 3人以上之提議，7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 

(D)須經監察委員 2人以上之提議，7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 

17. 下列何種調查權，係於《憲法》中明文規定？ 

(A)司法調查權 (B)行政調查權 (C)國會調查權 (D)監察調查權 

18. 本於《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

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之救濟，依司法院釋字第 784號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限於大學之學生  

(B)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方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程序 

(C)記過處分，得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 

(D)限高中以上學校之學生 

19. 下列何者之人數未於《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中明定？ 

(A)立法委員 (B)大法官 (C)考試委員 (D)監察委員 

20. 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私立學校有給職務，且每月支領

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上列規

定，依司法院釋字第 783 號解釋意旨，認與《憲法》保障何種權利之意旨有違，應自該

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A)工作權 (B)財產權 (C)平等權 (D)人格權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對話中的稱呼用語，何者正確？ 

(A)甲：「令尊身體安康嗎？」／乙：「家嚴身體一切安好。」 

(B)甲：「小女已順利通過律師考試。」／乙：「祝福令嬡能順利開業成功。」 

(C)甲：「家姊已順利考取警察大學。」／乙：「太好了，恭喜令姊。」 

(D)甲：「尊夫人的生意最近經營之策略為何？」／乙：「內子將投入更多的資金進去。」 

(E)甲：「舍弟要我問候令兄。」／乙：「託令弟的福，家兄一切安好。」 

22. 下列公文之用語，何者正確？ 

(A)中央警察大學行文給考試院要稱「大院」 

(B)中央警察大學行文給內政部要稱「鈞部」 

(C)司法院行文給中央警察大學要稱「貴校」 

(D)中央警察大學行文給監察院要稱「鈞院」 

(E)內政部行文給法務部要稱「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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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黃宗羲〈原君〉中有言：「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

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

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

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

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

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請問下列的敘述何者正確？ 

(A)黃宗羲是批評他所處時代的君主制度 

(B)黃宗羲認為後代君主能教化百姓，使得百姓能不自私自利 

(C)黃宗羲區分兩種政治形態：「古者」是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後來是以君為主，天下

為客 

(D)黃宗羲的思想是比較接近儒家的學說 

(E)黃宗羲認同君臣之義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三綱」之說 

24. 在書信的用語上，請問下列的「提稱語」何者正確？ 

(A)寫給父親的提稱語用「大鑒」 (B)寫給祖父的提稱語用「膝下」 

(C)寫給老師的提稱語用「函丈」 (D)寫給學生的提稱語用「勛鑒」 

(E)寫給妻子的提稱語用「慧鑒」 

25. 賈誼〈過秦論〉中言：「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

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櫌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

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

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請從上述的引文，選出下列何項敘述正確？ 

(A)陳涉能起義動搖秦國的政權，而其他各國為秦所敗，主要是陳涉用兵神準、深謀遠慮

超越各國所致 

(B)秦國政權為陳涉起義所影響，主要是秦國此時的武力已大不如前 

(C)陳涉所率領的是罰罪戍邊的兵卒 

(D)陳涉起義欲推翻秦國之時，當時秦國的天下並不小也不弱，土地也如往常 

(E)秦國後來滅亡，主要是不施行仁政所致 

26. 下列的題辭，何者是正確的？ 

(A)祝賀新婚／琴瑟友之 (B)祝賀新居落成／華堂毓秀 

(C)輓老年男喪／天不假年 (D)輓師長喪／風冷杏壇 

(E)祝賀商店開業／業紹陶朱 

27. 下列各語句引號「」中的成語用法，何者是適當的？ 

(A)張老師向來愛好《史記》一書，對歷代有關此書的注解之研讀，「孜孜矻矻」歷數十

年而不歇 

(B)我國能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是有很多外交官「折衝樽俎」，方能達成的 

(C)張議員平時只注意自己的事業經營，對於議員本職工作與選民請託之事「摩頂放踵」，

所以後來就落選了                                     

(D)陳警官身處複雜的社會環境，然卻「新沐彈冠」，謹守公務員的行事規範 

(E)小陳這樣「枵腹從公」，所以考績年年丙等，終於被解聘了 

28. 下列各書籍，何者屬於中國史籍的「二十四史」？ 

(A)《史記》  (B)《漢書》 

(C)《三國演義》  (D)《新唐書》 

(E)《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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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列各組成語，意義相近的有哪些？ 

(A)心猿意馬／心無旁鶩 (B)指點迷津／金針度人 

(C)戎馬倥傯／河清海晏 (D)洞若觀火／明察秋毫 

(E)烏鳥私情／菽水承歡 

30. 下列文句何者是直接描述韓愈或由韓愈所言者？ 

(A)「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B)「觝排異端，攘斥佛老」 

(C)「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D)「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E)「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 

31. 依司法院釋字第 797 號解釋意旨，國家機關所制定之程序規範是否正當，而與《憲法》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其考量因素有下列哪些？ 

(A)《憲法》有無特別規定 

(B)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 

(C)所涉及基本權利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 

(D)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 

(E)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 

32. 《憲法增修條文》對於下列哪些人訂有保障之特別規定？ 

(A)婦女、兒童及老人 (B)原住民族 

(C)身心障礙者  (D)澎湖地區人民 

(E)教師 

33. 依司法院釋字第 785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屬於《憲法》第 18條服公職權之保障範圍？ 

(A)公務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 

(B)國家對超勤依法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等補償 

(C)國家對公務人員於法定上班時間所付出之勞務、心力與時間等依法給予俸給 

(D)保全警衛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 

(E)公務人員於法定上班時間以外應長官要求執行職務之超勤規範 

34. 《憲法增修條文》對於下列哪些事項救濟性支出，明定應優先編列？ 

(A)社會救助  (B)福利服務 

(C)國民就業  (D)社會保險 

(E)醫療保健 

35. 下列何種職業資格須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 

(A)軍人  (B)警察 

(C)教師  (D)律師 

(E)各學校團體設置之駐衛警察 

36. 下列哪些事項，依《憲法》規定係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A)全國戶口調查及統計 (B)移民 

(C)郵政  (D)電政 

(E)警察制度 

37. 《憲法》第 22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

法》之保障。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可列入《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A)性自主權  (B)健康權 

(C)工作權  (D)訴訟權 

(E)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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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憲法》前言中明列制定《憲法》之目的，包括：  

(A)奠定社會安寧  (B)增進人民福利 

(C)保障民權  (D)維護公共安全 

(E)鞏固國權 

39. 下列何者，係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A)考試委員  (B)省主席 

(C)各部會首長  (D)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  

(E)行政院副院長 

40. 依司法院釋字第 689號解釋意旨，關於新聞採訪自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新聞自由受《憲法》第 11條所保障 

(B)新聞採訪自由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 

(C)新聞採訪自由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之蒐集資料行為 

(D)新聞採訪如須以跟追方式進行，而其跟追行為依社會通念所認非屬不能容忍，該跟追

行為即具正當理由 

(E)國家於不違反《憲法》第 23 條之範圍內，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對新聞採

訪自由予以適當之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