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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警 察 大 學 1 1 1 年 警 佐 班 第 4 2 期 

(第 1、 2、 3 類 )、消佐班第 2 6 期 (第 1、 2 類 ) 

暨 海 佐 班 第 6 期 (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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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下列關於「  」中功能的敘述，何者正確？ 

 (A)「俎豆」用於田獵  (B)「縲紲」用於繫綁  

 (C)「橐泉」用於灌溉  (D)「黃腸」用於火耕 

2. 下列關於「  」中的解釋，何者錯誤？ 

 (A)「錙」是重量也是古代通貨單位     (B)「迍邅」形容遇到困難，不易前進  

 (C)「繆巧」形容女子織布技巧高超 (D)「耿耿」形容光明誠信的樣子 

3. 你負責布置謝師宴會場，為了感謝老師的教導，會場懸掛下列哪一句橫幅最為適當？ 

 (A)彤管流芳 (B)和光同塵 (C)涓滴歸公 (D)洙泗高風 

4. 「賢昆仲對地方事務不遺餘力，令人敬仰。」其中「賢昆仲」與下列何者義同？ 

 (A)賢喬梓    (B)賢伉儷 (C)賢昆玉 (D)賢內助 

5. 我是儒家弟子，貼在書桌前的座右銘最不可能是？ 

 (A)虛一而靜 (B)為道日損 (C)君子德風 (D)見利思義 

6. 《貞觀政要》提到：「洎乎闔閭違禮，珠玉為鳧雁；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莫不因多

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請問文中提及的禍、辱，最有可能是？ 

 (A)爆竊 (B)殺人 (C)毀損 (D)盜墓 

7. 《管子》言及牧民者要「務在四時，守在倉廩」，這表示管子認為古代統治者的本務為下

列何者？ 

 (A)兵（國防）    (B)工（民生工業） (C)農（糧食生產） (D)商（物流貿易） 

8. 管仲曾提到鮑叔牙的為人是「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呂覽》）

請問最適合用來形容鮑叔牙的一句話為下列何者？ 

 (A)和而不同 (B)民胞物與 (C)道德潔癖 (D)博學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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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各部臺灣文學作品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貫穿《余光中詩選》的一句話是「鄉愁」 

 (B)《臺灣人三部曲》描述一個泉州移民家族對抗日本殖民的過程 

 (C)《蛹之生》以中學生主人翁的視角抨擊社會的不公 

 (D)《野火集》的寫作背景是陽明山擎天崗   

10. 直屬長官高升，為了祝福他，你在送給他的紀念品題上哪一句話最為適切？ 

 (A)懋功勛績 (B)鴻猷懋著 (C)大展鴻猷 (D)懋遷有慶   

11. 「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予以強制隔離處置」之規定，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 690號解釋認為： 

 (A)並未剝奪人身自由   

 (B)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 

 (C)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D)主管機關宜明確規範受隔離者或其親屬不服時，得請求法院救濟之機制 

12. 少年保護事件相關條文，未「明文規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於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程序

中得到庭陳述意見」，於此範圍內，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805號解釋認為： 

 (A)並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B)未明文規範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係對少年隱私尊重及保護 

 (C)與《憲法》保障被害人程序參與權無違                                   

 (D)本解釋公布日起，除有正當事由而認不適宜者外，應傳喚被害人（法定代理人）到庭

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13. 關於《刑法》「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

所，強制工作」規定，於此範圍內，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812號解釋認為： 

 (A)違反工作自由權，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B)違反比例原則，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C)與工作自由權有違，自解釋公布 2年內應修訂相關法律  

 (D)違反平等原則，自解釋公布之日起 2年失其效力 

14. 關於國家賠償，下列何者正確？ 

 (A)《憲法》第 22條係國家賠償之憲法依據    

 (B)國家賠償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C)訴願為人民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前之必要條件  

 (D)《國家賠償法》所稱之公務員係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公務員   

15. 總統行使宣戰、媾和之權。戰爭或非常事變時，依作戰需要實施之後備軍人及補充兵召集，

稱之為： 

 (A)臨時召集 (B)教育召集 (C)動員召集 (D)勤務召集 

16. 關於直轄市，下列何者正確？ 

 (A)人口達 125萬人以上，或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有必要者，得設直轄市    

 (B)直轄市政府置市長 1人、副市長 1人 

 (C)直轄市之主計、人事、警察及政風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  

 (D)直轄市人口在 350萬以上時，始得增置副市長 1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ExContent.aspx?ty=C&CC=D&CNO=80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ExContent.aspx?ty=C&CC=D&CNO=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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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關於維護婦女於公共場所哺育母乳之權

利，下列何者正確？ 

 (A)婦女於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時，場所負責人、民眾或警察皆不得加以禁止      

 (B)若場所已設置哺（集）乳室，婦女限於入室哺育 

 (C)應設而未設哺（集）乳室之場所，主管機關應勸導改善而不得處罰  

 (D)哺（集）乳室得與其他空間共同使用   

18. 關於中華民國領土，下列何者正確？ 

 (A)行政院或立法院得提出領土變更案      

 (B)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 

 (C)領土範圍採列舉方式 

 (D)領土變更案經立法院三讀議決後，即由總統公布，半年後生效   

19. 副總統缺位時，經總統提名後應如何處理？ 

 (A)由自由地區選舉人補選 (B)提名後即直接就任 

 (C)由立法院補選  (D)由考試院審查被提名人資格後就任 

20. 關於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下列何者正確？ 

 (A)度量衡為中央立法並專由中央所執行之事項 

 (B)教育制度為中央立法並專由中央所執行之事項 

 (C)縣與鄉（鎮、市）間，自治事項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  

 (D)土地稅之稅課劃分為國稅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有關各組成語的配對，下列何者意思近同？ 

 (A)咳唾成珠／誇誇其談 (B)全心全意／一心一意 

 (C)琵琶別抱／焚琴煮鶴 (D)夾槍帶棍／血流漂杵 

 (E)大材小用／牛鼎烹雞   

22. 關於「詔」字的使用，下列何者正確？ 

 (A)詔華永存 (B)詔令  

 (C)下詔書 (D)詔告天下 

 (E)詔光易老 

23. 關於「一副」字的使用，下列何者正確？ 

 (A)一副直板板的臉孔 (B)一副眼鏡 

 (C)一副好心腸 (D)一副地圖 

 (E)一副畫   

24. 下列各句，何者沒有別錯字？ 

 (A)嗽口刷牙    (B)瞋乎其後  

 (C)呆了半晌 (D)憂心沖沖 

 (E)千瘡百孔 

25. 形容為他人而死，可以使用下列哪些詞語？ 

 (A)捨身     (B)授命 

 (C)捐軀 (D)就義 

 (E)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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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委婉語與實指的配對，下列何者正確？ 

 (A)佐衽——平民    (B)一夫——暴君 

 (C)尤物——美女 (D)下堂——妻妾被休離 

 (E)代庖——替別人做事   

27. 《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其中「妖孽」與下列何者

義同？ 

 (A)第六七回：「若果降了妖孽，淨了地方，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西游記》） 

 (B)「河南光山縣有一麟，亦牛所孕，其產時，光怪照耀……愚民不識，詈為妖孽。」（《野

獲編》） 

 (C)「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鶯鶯傳》） 

 (D)「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國語．吳語》） 

 (E)「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妖孽數見，傳為單薄。」（《史記》） 

28. 下列詩詞，何者與感嘆光陰易逝有關？ 

 (A)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B)天若有情天亦老 

 (C)人生七十古來稀 (D)一寸光陰一寸金，千金難買寸光陰 

 (E)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29. 關於古代各年齡層的稱呼，下列何者正確？ 

 (A)耄耋之年——八十至九十歲     (B)黃髮——五十歲  

 (C)古稀之年——七十歲 (D)破瓜之年——四十歲 

 (E)花甲之年——六十歲   

30. 閱讀下列哪些臺灣文學作品，可以瞭解上個世紀臺灣外省族群的生活？ 

 (A)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     (B)柏楊的《異域》 

 (C)白先勇的《臺北人》 (D)朱天心的《想我的眷村兄弟們》 

 (E)李昂的《殺夫》   

31. 關於《憲法》修正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A)《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委員 1/4 提議，3/4 出席，及出席委員 3/4 決議提出《憲法》

修正案 

 (B)立法院組修憲委員會審議《憲法》修正案，委員會人數為立法委員總額 1/4 

 (C)立法院修憲委員會會議須有委員 1/2出席，議決須有出席委員 3/4同意  

 (D)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於公告半年後，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E)複決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   

32. 聯合國人權公約在我國完成制定「施行法」並開始實施，明定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規定具

有國內法效力的包括： 

 (A)《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B)《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D)《兒童權利公約》 

 (E)《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33.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提交立法院追認時，關於立法院處理程序及追認效果，下列何者正確？ 

 (A)須經各委員會討論後，始得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     

 (B)院會表決投票時，應採用記名登記投票  

 (C)未獲立法院同意者，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D)立法院休會期間發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即召開臨時會處理 

 (E)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 3日內召開臨時會，並於開議 7日內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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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依據《憲法訴訟法》規定，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除審理「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外，還包括： 

 (A)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B)機關爭議案件 

 (C)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 (D)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E)地方自治保障案件   

35. 關於罷免區域立法委員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具有學籍之在校學生不得為罷免案提議人      

 (B)罷免案提議人數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 1％以上  

 (C)罷免案連署人數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 10％以上  

 (D)罷免投票結果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 1/4 以上

即為通過 

 (E)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應自罷免通過公告之日起算第 7日解除職務  

36. 關於原住民族權益保障，下列何者正確？ 

 (A)原住民限於規定區域從事非營利之獵捕野生動物     

 (B)原住民得採取礦物、土石出售他人，以增進生活所需 

 (C)非原住民經原住民同意者，得在原住民族生活地區獵捕野生動物  

 (D)原住民得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製作食物加工品販售營利 

 (E)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司法權益，得設置原住民族法院或法庭   

37. 關於「警察、消防、海岸巡防等機關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實施輪班、輪休制度」等規定，

並未制定公務員保障之框架性規範。於此範圍內，符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85號解釋意

旨的包括： 

 (A)不符憲法保障服公職權     (B)不符憲法健康權保護要求  

 (C)不符憲法信賴保護原則 (D)不符憲法比例原則 

 (E)相關機關應於解釋公布日起 3年內檢討修正 

38. 立法院依《憲法》第 63條規定所議決之議案，關於議決前的讀案與審查，下列何者正確？ 

 (A)除法律案、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決外，其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     

 (B)立法委員提出法律案先送程序委員會，於院會朗讀標題後，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C)相關委員會審查法律案時，若有立法委員 30人以上連署，即得逕付二讀  

 (D)議案於完成二讀前，原提案者不得撤回原案 

 (E)法律案付委經逐條討論後，院會再為併案審查之交付時，審查會對已通過之條文，不

再討論 

39. 關於公民投票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具有公民投票權之年齡限制須滿 20歲 

 (B)行政院無公民投票提案權 

 (C)立法院有公民投票提案權 

 (D)總統有交付公民投票權 

 (E)除總統交付公民投票案外，公民投票每 2年舉行 1次   

40.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犯罪組織存在之時，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就有受到侵害之危險     

 (B)犯罪組織指 5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 3 年有期

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C)若組織成員在參與行為未發覺前自首，不能認其尚在繼續參與  

 (D)犯罪組織之認定應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為必要條件 

 (E)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確定者，不得為公職人員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