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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中央與新北市間就社會救助事項之權限發生爭議時，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應如何處理？ 
由內政部解決 由行政院解決 由立法院議決 由司法院解釋 

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下列何者主

要目的在於實踐此一目標？ 
公平交易法 科學技術基本法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環境影響評估法 

3 有關大學自治，依司法院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學於教學研究相關之範圍內，就其內部組織亦應享有相當程度之自主組織權 
大學法規定，大學應設置軍訓室並配置人員，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係屬違憲 
基於大學自治，各大學可以自主決定設置各單位，不受教育部監督 
是否應開設體育課程而設置體育室，屬大學自治之範疇 

4 依司法院解釋之見解，下列何者屬於制度性保障？ 
婚姻與家庭 入出國自由 人身自由 宗教自由 

5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下列何者非選舉人之要件？ 
須年滿 20 歲  須在該選舉區有繼續居住之事實 
須居住 4 個月以上  須未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6 有關公民投票法公民投票提案的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預算、租稅、投資、薪俸及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地方自治法人有公民投票提案權 
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立法院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

投票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7 某外國人在臺灣停留期間，發生國家賠償案件，試問：該外國人是否可在我國請求國家賠償？ 
全部可以 
全部不可以 
視我國人民在該外國能否有國家賠償法規之適用而定 
由行政院裁量決定 

8 下列何者不屬國家安全會議之職權？ 
國防 外交 兩岸關係 財政 

9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行政院與立法院權責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憲政方針之責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之責 
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質詢之權 
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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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立法院之調查權，依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會之調查權，係以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之事項，要求有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及調閱文件原本為限 
只要是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之事項，國會均有調查權而無例外免除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必須由立法委員行使之，不得委任他人代行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須先經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決議，始設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之意旨，下列有關警察實施臨檢之敘述，何者不在其內？ 
警察人員不得於任何時間、地點任意臨檢 
對人實施之臨檢僅限於有確實證據認其行為已構成重大危害之情形 
警察實施臨檢時受臨檢人得當場提出異議 
臨檢進行前應對受臨檢人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 

12 由立憲主義憲法之演進歷史可以得知，憲法最重要的部分是在： 
國民的義務 國家組織 基本人權的保障 憲法的修改程序 

13 立法院若認為行政機關所發布之命令與法律牴觸者，其可採取何種措施？ 
得向司法院聲請解釋 
得向最高法院聲請解釋 
可直接予以廢棄或修正 
得經院會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行政機關更正或廢止之 

14 下列何者之法律或命令等行為不屬於司法院之違憲審查範圍？ 
法規命令是否違憲  限制人民從事特定職業之法律 
總統之統治行為  最高法院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15 依現行考試院組織法之規定，關於憲法所定考試院職掌之政策及其有關重大事項，係採何種方式作成決定？ 
獨任制 合議制 三讀會程序 跨部會協商 

16 面對臺灣文化及臺灣意識的抬頭，中共當局也不得不正視此一問題，中共在那一個文件中肯定了「臺灣文化」

及「臺灣意識」，但是強調臺灣同胞愛鄉愛土的臺灣意識不等於臺獨意識： 
1995 年 1 月 30 日，〈江澤民八點〉 
2000 年 2 月 2 日，〈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白皮書〉 
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錦濤六點〉 
2014 年 5 月 7 日，習近平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時，提出的對臺政策「四不原則」 

17 馬英九總統於民國 97 年就職演說中提出，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 
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  民主與極權的競爭 
永續經濟發展的持續  一中各表的彈性空間 

18 現任大陸地區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是誰？ 
王兆國 王毅 陳雲林 張志軍 

19 近年來兩岸交流頻繁，臺灣地區人民（包括臺商）一旦在大陸地區遭遇困難時，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可

以提供何種服務？①法律諮詢 ②文書驗證 ③民事訴訟 ④急難救助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④ 

20 下列何人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岐山 張高麗 王滬寧 劉雲山 

21 我國政府一方面努力改善兩岸關係，一方面拓展國際關係，參與區域經貿整合，兩者相輔相成。自民國 99 年

之後我國業已簽署那些貿易協定？①ECFA ②TPP ③RCEP ④臺日投資協議 
①④ ②③④ ①②④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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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這次兩岸簽署的〈服貿協議〉，我們的原則包括：①全面開放陸資來臺 ②爭取我產業最大利益或最小衝擊，

只開放大陸的資金來臺投資，除投資超過美金 20 萬元以上的資本主外，不開放大陸人民來臺 ③協議不涉

及證照承認之專業服務業市場開放，因此不會有大陸的技術人員來臺 ④不涉及大陸勞工來臺或移民、居

留問題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③④ 

23 下列何人未曾擔任過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 
陳德銘 唐樹備 汪道涵 陳雲林 

24 下列何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所簽訂之上海公報第 11 條中，有關中方立場的陳述：①臺灣問題是阻

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③反對「一中一臺」 

④反對「一國兩區」 ⑤反對「臺灣地位未定論」 
①②③⑤ ①②⑤ ①②④⑤ ②③④⑤ 

25 「海峽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中第 11 條有關機構安排，不包含下列那一項事務？ 
雙方成立「兩岸經濟合作委員會」 
雙方成立「信心建立及貿易拓展機制」 
委員會每半年召開一次例會，必要時經雙方同意可召開臨時會議 
與本協議相關的業務事宜由雙方業務主管部門指定的聯絡人負責聯絡 

26 根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規定：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

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超過一定的金額。超過部分，歸屬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人；臺灣地區無

同為繼承之人者，歸屬臺灣地區後順序之繼承人；臺灣地區無繼承人者，歸屬國庫。請問該限制金額之上

限為多少？ 
新臺幣 100 萬元 新臺幣 200 萬元 新臺幣 300 萬元 新臺幣 400 萬元 

27 陳水扁在總統任內，終止國統綱領，不過在國統綱領中，我方提出了「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的概念，

此一概念目前仍被朝野廣泛運用，試問「政治實體」的涵義是什麼？①國家 ②政府 ③人民團體 ④政

治組織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④ 

28 根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我國公務員在公文處理時，應稱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為： 
中國 中共 大陸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 

29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不得擔任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商各該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大陸

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這些機構包括：①各級政協委員 

②各級人大代表 ③各級黨代表 ④各地臺商總會會員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30 臺灣地區人民支領各種月退休（職、伍）給與之退休（職、伍）軍公教及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擬赴大陸

地區長期居住者，應如何向主管機關申請？ 
申報後，可以繼續按月領取退休給與 申報後，改由 6 個月領一次退休給與 
申報後，改領一次退休給與 申報後，可以彈性方式領取月退休（職、伍）給與 

31 有關英國首相與美國總統的比較，下列那一個說法是正確的？ 
英國首相與美國總統的媒體可見度，往往很高 
英國首相與美國總統皆有固定的任期 
英國首相與美國總統皆由國會選舉產生 
英國首相與美國總統都受到國會不信任投票制的制衡 

32 在英國，有些國會議員必須勤於自修，鑽研法案，才能從議會的法案審查及政策辯論中，得到資深議員與黨

內同僚的注意，這些議員稱為： 
政治領袖（political leaders） 前排議員（front benchers） 
黨鞭（party whips）  後排議員（back benchers） 

33 統合主義（corporatism）是指，國家與利益團體之間的關係，強調國內議題的決定，都是由政府與利益團體

透過協商來達成。下列那個國家，不屬於統合主義的運作模式？ 
奧地利 美國 瑞士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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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關日本的文官與國會之間的互動，下列那一個說法是錯誤的？ 
在自民黨一黨獨大時期，國會經常拒絕或修正內閣所提出的政策草案 
日本的官僚體系對於日本戰後經濟奇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90 年代以來持續的經濟衰退，日本的官僚體系受到相當嚴厲的批判 
日本的國會議員往往不必擔心模糊的法律條文，讓文官有很大的裁量權 

35 根據學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研究，下列那一個國家不是屬於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 
西班牙 大韓民國 突尼西亞 中華民國 

36 愈來愈多的國家在經濟、社會與政治上彼此互動，國家經濟愈來愈依賴國際貿易與資本流動，這種現象可以

稱為： 
全球化（globalization）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公平貿易（fair trade）  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37 針對德國眾議院與日本眾議院的比較，下列那個說法是錯誤的？ 
德國眾議院與日本眾議院的議員人數是不同的 
德國眾議員與日本眾議員皆由該國選民投票產生 
德國眾議院與日本眾議院皆有建設性不信任投票權 
德國眾議院與日本眾議院皆有政府預算的審查權 

38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憲法制度沒有聯邦制度（federalism）的設計？ 
美國 英國 德國 瑞士 

39 首度將政黨運作列入憲法規範的國家為何？ 
英國 美國 德國 日本 

40 下列那個國家的世襲君王屬於實權元首？ 
比利時 科威特 荷蘭 挪威 

41 下列那一個政黨與保守黨並列英國國會兩大政黨，直至 1922 年被工黨取代，成為第三大黨，惟仍具有政治

影響力？ 
自由黨 愛爾蘭議會黨 社會民主黨 蘇格蘭民族黨 

42 多數社會存在著一種或多種「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下列何者較不屬於社會分歧的肇因？ 
地理區域 性別歧視 宗教信仰 社會階級 

43 下列那一個國家採取聯邦體制？ 
瑞士 義大利 法國 芬蘭 

44 下列那一個國家採取半總統制？ 
法國 德國 印度 義大利 

45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體制（Form of state）採取單一體制（Unitary system）？ 
印度 澳洲 馬來西亞 日本 

46 下列何者不是政黨體制（例如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的形成因素？ 
人口多寡 選舉制度 歷史背景 社會與文化因素 

47 我國各級區域民意代表長久以來所採取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源自於那個國家？ 
荷蘭 葡萄牙 日本 韓國 

48 「在複數選區中，應選名額為幾名，每位選民即可投幾票的選舉方式」，稱之為： 
限制連記投票 全額連記投票 任意連記投票 單記非讓渡投票 

49 德國聯邦議會選舉採取何種選舉制度？ 
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  複數選區兩票並立制 
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  複數選區兩票聯立制 

50 下列那個國家屬於不成文憲法的民主國家？ 
以色列 日本 德國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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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D C A D A C D A D

B D C B C A D D C

A C B A B B D C A C

A D A C A C B C B

A B A A D A C B C A

C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