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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非屬審計部之執掌？ 
核定機關人員之財產 預算執行考核 公務人員財產申報 稽核各機關財物 

2 關於法官提起之釋憲聲請案，下列何者正確？ 
終審法院法官始有聲請權 各級法院法官均有聲請權 
行政法院之法官始有聲請權 最高法院之法官始有聲請權 

3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針對行政院所提覆議案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得就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等，經國家安全會議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 
覆議案不經討論，即交全院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決議予以審查 
全院委員會審查時，得由立法院邀請總統列席說明 
覆議案審查後，應於行政院送達 15 日內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 

4 立法院院長如何產生？ 
由人民直選  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立法委員互選  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5 依行政院組織法，下列何者並非獨立機關？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6 有關行政院與立法院之制衡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並備質詢之義務 
立法委員有向行政院院長質詢之權 
立法院有向行政院調取文件之權 
立法委員認為行政院院長不適任，除得提出不信任案外，亦得逕行罷免之 

7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之生效程序為何？ 
經行政院院長建議，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無須立法院追認 
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須立法院追認 
須先經行政院院長同意後，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須立法院追認 
在立法院休會期間，須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無須立法院追認 

8 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賠償義務機關，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公務員所屬機關 
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若有重大過失，賠償義務機關對其有求償權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為國家賠償義務機關 
國家賠償應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為例外 

9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關於憲法保障之選舉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據憲法本文之規定，年滿 20 歲有被選舉權 
政黨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之制度，有違人民直接選舉之精神 
政黨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門檻條款，對於小黨所造成之限制，未違反平等原則 
公職人員選舉之亮票行為，亦屬選舉自由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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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見解，下列何者並非人民訴訟權之核心範圍？ 
審級制度 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刑事被告享有防禦權 及時之訴訟救濟 

11 關於財產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財產權之保障屬於制度性保障 
財產權負有社會義務 
土地徵收得因國家財政困難而減少補償 
對財產權之一般限制，立法者有較大立法裁量空間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何者不屬於學術自由保障之事項？ 
大學教授針對基因改造食品對於環境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 
教師以翻轉教育的理念設計教材而由學生主導教學的內容 
大學生依個人興趣及時間選擇欲修習之課程及授課的教師 
通識課程的教師於課堂上為特定政黨宣傳 

13 有關秘密通訊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 
通訊監察侵害秘密通訊自由之程度強烈、範圍廣泛，故由獨立、客觀之審判機關事前審查，乃為保護

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必要方法 
通訊之有無與方式並無秘密性可言，故不在保障範圍之內 
國家如欲限制人民秘密通訊之自由，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

範圍，所踐行之程序更應合理、正當 
14 依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附著於土地之天然礦藏屬於下列何者所有？ 

國家所有  土地所有權人所有 
國家與土地所有權人共有 地方自治團體所有 

15 若臺北市對於地方自治衛生管理事項應作為而不作為，致嚴重危害地方政務正常運作，其適於代行處理

者，應由何機關代行？ 
行政院 內政部 衛生福利部 其他直轄市 

16 根據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修正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

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多少年，不得擔任情報機關人員？ 
 10 年  15 年  20 年  25 年 

17 鄧小平曾經擔任過不少職務，下列那兩項職務是他曾經擔任過的：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主席 ②中國共產黨黨主席 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④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①②  ①③  ①④  ③④  

18 下列那一個機構是習近平 2012 年上臺後才新成立的？ 
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 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19 「戒急用忍」是那一位總統任內所首先提出的政策？ 
蔣經國總統 李登輝總統 陳水扁總統 馬英九總統 

20 根據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習近平出任中共總書記是由那一個單位選舉產生？ 
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中央委員會 
中共政治局  中共政治局常委會 

21 臺海兩岸在民國 79 年曾經簽署那一項協議？ 
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 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  金門協議 

22 「三個代表」是中共那一位領導人的主張？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 

23 在中國大陸的五個民族自治區中，那一個成立最晚？ 
西藏自治區 內蒙古自治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廣西壯族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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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據現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7 條規定，中國大陸配偶取得我國身分證的年限是幾

年？ 
 4 年  5 年  6 年  8 年 

25 請依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下列四個事件：①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 ②李登輝總統提出被稱為「李六條」

的大陸政策主張 ③江澤民提出被稱為「江八點」的對臺政策主張 ④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舉行首次直接

民選總統  
②③①④  ③②①④  ①②③④  ②①③④  

26 中共「全國政協」的職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全國政協」的全名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全國政協」的職權是「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但並無具體實權 
「全國政協」僅有中國共產黨參與，沒有其他政黨與團體參加 
「全國政協」一屆為 5 年，2013 年召開第 12 屆 

27 中共「全國人大」的職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立法權與重大事項決定權 能選舉與罷免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全國人大代表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全國人大一屆為 5 年，2013 年召開第 12 屆 

28 請依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下列四個事件：①陳水扁總統宣布終止運作「國家統一委員會」 ②胡錦濤提

出被稱為「胡四點」的對臺政策主張 ③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首次訪問中國大陸並與胡錦濤發表聯合公

報 ④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①②③④  ②④③①  ②③①④  ④②③①  

29 近年來，中共對臺工作強調拉攏「三中一青」，其拉攏對象下列何者錯誤？ 
中間選民 中低階層 中南部民眾 臺灣青年 

30 蔡英文總統在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的總統就職演說中，闡述了日後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四元素，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兩岸共同堅持 92 共識與一中原則 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 
兩岸過去 20 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 臺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 

31 道爾（Robert Dahl）提出的多元政體（polyarchy）所須具備的制度要件中，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普遍的選舉權 主要的決策者為民選 權力更迭 言論自由 

32 李帕特（Lijphart）在《當代民主轉型與政治》一書中，提出民主政體的兩種對立模型，分別為「多數決

模型」（Majoritarian Model）及「共識模型」（Consensus Model），共識模型以何國為實踐典型？ 
英國 瑞士 日本 德國 

33 下列何者不是影響一個國家民主化成敗的主要因素？ 
政治文化 公民社會 人口多寡 軍人角色 

34 關於「兩黨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通常由選舉制度造成 兩黨輪流執政 只有兩個政黨參與選舉 美國為典型案例 

35 關於內閣制之特徵，下列何者錯誤？ 
也稱為議會制，或是責任政府制 虛位元首 
立法與行政的權力分立  議會可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投票 

36 就中央與地方關係而言，下列何者為聯邦制國家？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泰國 越南 

37 下列國家的憲政體制皆有總統與總理職位的設計，何者為「半總統制」國家？ 
義大利 印度 以色列 芬蘭 

38 2011 年在北非與中東地區出現的民主化浪潮，被稱為「阿拉伯之春」，下列那個國家在當時「阿拉伯之

春」風潮下未發生獨裁政權垮臺的結果？ 
埃及 突尼西亞 約旦 利比亞 

39 民主國家的國會可分為一院制與兩院制，下列那個國家的國會為一院制？ 
加拿大 韓國 義大利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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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列何者不是法國半總統制的特徵？ 
總統為國家元首，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總理由總統任命，需要國會同意 
總理必須向國會負責，國會可通過不信任投票迫使內閣去職 
解散國會的權力由總統行使 

41 下列那一個國家，元首公布法令，不需經過行政首長副署？ 
英國 法國 日本 俄國 

42 關於俄羅斯現行的國會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兩院制，下議院稱為國家杜馬，上議院稱為聯邦院 
國家杜馬議員可以兼任政府官員 
聯邦院代表地方，但該院議員非由選民直選產生 
國家杜馬對總統提名的總理有人事同意權 

43 美國總統選舉採「選舉人團」的制度，關於美國選舉人團的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候選人須獲得過半數選舉人團的票數才能夠當選 
各州選舉人團名額相等，象徵各州地位平等 
此制度有可能選出公民普選票較低的候選人當選美國總統 
如果沒有任何總統候選人獲得過半數的選舉人團票，將由眾議院選舉總統 

44 覆議權是美國總統與國會之間相互制衡的制度設計之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又稱否決權（Veto Power） 
美國總統對於國會通過的法案，可動用覆議權 
在法案送達 10 日之內退回國會 
經總統覆議的法案，需經過國會兩院以 1/2 以上絕對多數通過始能生效 

45 美國兩院議員的產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美國憲法規定，不論州的大小，每州只有參議員 2 位，眾議員的代表以人口多寡為基礎 
眾議員的任期為 4 年，每 2 年改選 1/2 
參議員的任期為 6 年，每 2 年改選 1/3 
參眾議員的產生方式，是由選民直接投票選舉 

46 司法審核制（Judicial Review）是指法院有權審查任何法律或政府發布的行政命令是否違憲，而首創該制

度的國家是： 
法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47 關於德國聯邦總統（Bundespräsident）的敘述何者錯誤？ 
是典型的內閣制總統  是政府首長，由總統接受新任外國大使遞交國書 
解散聯邦眾議院  總統是由聯邦大會所選出 

48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是德國的司法審查機關，關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分為兩個法庭，各有職司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每個法庭有 8 名法官，共 16 名法官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採任命制，由總統、總理、聯邦眾議院議長、聯邦參議院議長各任命 4 名 
在現實的政治運作中，聯邦憲法法院可透過司法審查限制其他機關的權力 

49 關於德國總理（Chancellor）的敘述，何者錯誤？ 
受到建設性不信任案條款的保護，政府的穩定得到保證 
根據議會內閣制的原則，聯邦總理為首的聯邦政府對聯邦眾議院負責 
總理的產生是總統與各議院黨團協商後，提名多數黨領袖為候選人，隨後即由聯邦眾議院進行投票選

舉，得到過半數票即當選 
若提名者落選，在投票後的 7 天內，聯邦眾議院可不經總統提名，根據多數票選出總理 

50 英國下議院不具備那種權力？ 
立法權 質詢與辯論權 通過不信任案 延置否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