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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不是「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之合憲目的？

確保政黨長期執政

回復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重新評價及匡正嚴重侵害基本權利之不法或不當過往

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違反國民主權原則？

縣（市）議會正副議長之選舉罷免採記名投票

立法委員選舉兼採政黨比例代表席次，並規定其政黨門檻

中央民意代表毋須定期改選

法律規定須達最近一次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點五以上連署，始得申請為總統、副總統

候選人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801 號解釋，刑法規定裁判確定前逾 1 年部分之羈押日數，始算入無期徒刑假釋之已執

行期間，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4 依司法院釋字第 786 號解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前段規定就違反同法第 7 條規定者，處新

臺幣 10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違反下列何者？

工作權與比例原則 工作權與平等原則 財產權與比例原則 財產權與平等原則

5 憲法規定「國防之組織，以法律定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法律保留事項 為限制人民之法律

法律得規定國防科技與武器系統之研發 為憲法委託事項

6 依憲法本文有關土地政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 人民依法取得土地之權利限於使用權

附著於土地之礦專屬土地權利人享有 土地之價值均歸土地權利人享有

7 關於憲法「選舉」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平等選舉」就是每人一票，票票等值

選舉訴訟由法院審判之

除憲法或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滿 23 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

「通訊投票」的制度違反「無記名選舉」，因此係屬違憲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商業性言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商業性言論不受憲法之保護

商業性言論屬於低價值言論，受到保護較低

政府因商業性言論有誤導消費者之虞，得對該言論進行管制

政府若欲限制商業性言論，須有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事實狀態

9 依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並非憲法保障秘密通訊自由之主要目的？

維護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 維護個人財產權之完整性

維護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 維護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任意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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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之意旨，關於國家對宗教信仰自由之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宗教之監督，採取事前許可制較事後追懲制對宗教信仰自由之侵害更大

對人民內心信仰之干預，相對於對宗教活動與實踐之限制，更為憲法所不許

對宗教團體活動之限制，相較於對個人宗教信仰實踐之限制，更為憲法所不許

對特定宗教之活動予以獎勵，相較於不對任何宗教之活動予以獎勵，更為憲法所不許

11 下列何種法律尚未直接限制憲法保障之生存權？

全民健康保險法 國民年金法

刑法之死刑規定 公務員懲戒法之懲戒規定

12 依司法院釋字第 640 號解釋，應以法律明定之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納稅主體 納稅稅目

納稅原因事實有無之認定 納稅期間

13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人員為偵查犯罪而在嫌犯車上裝設衛星定位設置以追蹤其行動，此一行為侵害下列何

種權利？

秘密通訊之自由 表現自由 行動自由 資訊隱私權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國家於形成與健康權有關之法律制度時，應符合對相關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之

保護要求，係何種基本權利功能之展現？

組織程序保障功能 給付請求權功能 制度性保障功能 國家保護義務功能

15 關於解散立法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之不信任案後 10 日內，行政院院長得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總統應諮詢立法院院長

於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法院

由行政院院長宣告解散立法院

1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彈劾總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監察院提出總統彈劾案，移送公務員懲戒法庭審理

監察院提出總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立法院提出總統彈劾案，移送公務員懲戒法庭審理

立法院提出總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17 下列何者非屬我國總統之權限？

宣布戒嚴 國家機密特權

否決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 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

18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有關行政院與考試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行政院於會計年度結束後 4 個月內，應提出決算於立法院

考試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19 下列關於預算案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之預算案，應經行政院會議議決

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立法院不得刪減

預算案又稱為措施性法律，係對不特定人之權利義務關係所作之抽象規定，並於年度內反覆產生其規範

效力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增加支出，但得以委員提案方式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20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前，發布緊急命令，其追認

程序為何？

立法院應於 3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 5 日內追認之

立法院應於 3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 7 日內追認之

立法院應於 5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 5 日內追認之

立法院應於 5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 7 日內追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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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監察委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監察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

監察委員，除現行犯外，非經監察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監察委員得兼任其他公職

監察院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 2 人以上之提議，9 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

22 有關司法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院享有司法行政監督權與規則制定權 司法院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

司法院掌理公務員之懲戒 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

23 關於我國違憲審查制度之特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違憲審查制度基本上採取集中審查制

我國違憲審查制度僅允許對於基本權侵害案件提出聲請

除人民外，政黨及地方自治團體也得為聲請主體

透過大法官解釋，業已擴大違憲審查標的之範圍，不以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

24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大法官任期個別計算，得連任

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25 關於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自治事項，上級監督機關應完全尊重該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不得予

以撤銷或變更

法律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不僅行政主管機關草擬此類法律，應與地方政府協商，且立法機關於

修訂相關法律時，亦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此類立法程序表示意見之機會

中央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基於適法性監督之職權所為撤銷處分行為，地方自治團體對其處分不服者，屬

於權限爭議，得逕向司法院聲請解釋

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

26 Taipei Fire Chief Mr. Chen said on Monday that a of people were missing in the fire.

 hand  handed  handful  handle

27 The building had recently been inspected, but it seemed that the system was not working when the fire

broke out.

 immune  circulatory  sprinkler  navigation

28 One of the duties of a fire control officer is to monitor emergency calls and take command of the of all

resources.

 dispatch  expense  purchase  solution

29 Firefighters should particularly bear in mind that radio signal in some types of buildings can be limited.

 intrusion  decoding  penetration  relocation

30 Paramedics are always first at the scene to life-saving procedures, such as to supply splints to limbs, to

dress wounds, and to set up drips.

 administer  attach  institute  produce

31 Defining the fire in a tunnel generally involves a high level of uncertainty due to variation in fuel,

ventilation, and tunnel geometry.

 anticipation  decision  scenario  work

32 It is advisable that we evaluate electrochemical or optical sensors, placed in the cooktop exhaust , for use

in predicting and preventing cooktop ignition.

 ceiling  hole  escape  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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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ost fire service staff will be familiar with the type of used for monitoring premises for security purposes,

either in shops, car parks, or remote fire stations.

 VPN  LAN  GPS  CCTV

34 By keeping doors and windows closed, it is possible for a fire to become of oxygen and self-extinguish as

a result, if the enclosure in which fire occurs is relatively small.

 away  gone  displaced  starved

35 Almost every training program would involve the drill to find the lost, injured or trapped firefighter, work

through the problem, and remove the firefighter from harm.

 infernal  mayday  temporary  doomsday

36 An ladder truck is a motor vehicle equipped with a tower ladder, which is used to fight a fire from above.

 aerial  elongated  extravagant  oversized

37 The firefighter at the should be able to communicate by radio with the pump operator to provide feedback

about water flow.

 apparatus  hatchet  nozzle  phone

38 A defibrillator is a device that releases a brief but powerful electric charge to restore normal heart rhythm after

cardiac .

 arrest  blockade  hindrance  impediment

39 Research ha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effects of rising temperature on “fuel aridity”—or the of the

vegetation—as the primary pathway by which global warming has been influencing wildfire risk.

 dryness  influence  lack  richness

40 If part of a fire-resisting enclosure, required by the regulations at the time of construction, were illegally removed

by an occupier as part of an , he or she would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undertaking  exception  employment  alteration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Except in very rare cases, for instance whilst the ship is en voyage, it would be, in case of fire, a sound 41 never

to use sea water unless absolutely forced to do so. There are many circumstances in which sea water has a secondary

effect. In the 42 spaces, for example, there would be an irreversible damage done to the steelwork and copper

fitments. Sea water is very slow drying and leaves a residue which has a 43 action. Since metal is microscopically

porous, it will be understood that mere wiping down will not completely remove the effect. In addition, acids have a

definite 44 to any form of water. The accepted rule is: never add water to acid. The action of water in contact with

the acid is to 45 heat. If sea water is used, there will be a production of even more choking fume.

41  echo  axiom  detection  navigation

42  cargo  cooling  machinery  passenger

43  conducive  corrosive  inflammable  seductive

44  insulation  reaction  resistance  subjection

45  renounce  confuse  deter  generat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Civil 46 for loss or injury as a result of fire can aris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

potential for 47 is likely to ensure that claims against occupiers or owners of property involved in fire will continue

to arise. In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ase, a firefighter successfully sued a householder for his injuries, 48 while

fighting a fire. The fire started due to the 49 of the householder while undertaking work in the premises. Likewise,

if a fire starts or spread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dangerous 50 , rather than by accident, prosecution will ensue.

46  liability  disclosure  takeover  enclosure

47  combustion  ignition  litigation  procrastination

48  found  healed  incurred  revealed

49  insight  perfection  suggestion  negligence

50  effects  substances  thoughts  gu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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