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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現行憲法之規定，關於彈劾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地方公務人員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一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  
對於行政院院長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二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 
對於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二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 
對於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監察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監察委員過半數之審查及決議，始得提出 

2 依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敘述，何者錯誤？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地政士）係屬專門職業，其執業資格應依法考選銓定之 
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地政士）登記合格證明者，得請領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

（地政士）證書 
記帳士係屬專門職業人員，其執業資格應依法考選之 
依記帳士法第 35 條領有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登錄執業證明書者，得換領記帳士證書 

3 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提出「司法自主性」之概念，依其所述，下列何者不屬於其內容？ 
法官之獨立  不侵害審判獨立之司法行政權 
司法預算獨立，立法院不得刪減 不侵害審判獨立下司法院有規則制定權 

4 下列何者有權認定政黨違憲而予以解散？ 
行政院 內政部 司法院大法官 最高行政法院 

5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39 號解釋，有關法院庭長之遴選及任免等相關人事行政事項，以下列何者規定為宜？ 
憲法增修條文  法律 
司法院自行發布之規則（行政命令） 考試院所發布之規則（行政命令） 

6 關於自民國 92 年 10 月 1 日起就任之大法官之待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一律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一律不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除法官轉任者外，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7 下列立法院之組織或職務，何者非屬憲法所明定，而是由法律規定所設置？ 
委員會 副院長 秘書長 院會 

8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如該緊急命令係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後始發布者，立法院應如

何處理？ 
由解散前立法委員集會追認之 由解散前立法院院長追認之 
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前臨時集會追認之 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追認之 

9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有關立法委員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總人數共 200 人  任期 3 年  
每縣市至少一人  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 5 人 

10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下列那一種候選人之年齡限制最低？ 
立法委員候選人 縣長候選人 直轄市市長候選人 鄉長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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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國憲法規定，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應符合之要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為增進公共利益  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  
應以法律為之  限制之法律應經人民複決 

12 下列何者不在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之保障範圍內？ 
請求擔任公職 職業選擇自由 執行職業自由 不從事職業之自由 

13 下列何者非憲法本文直接規定之人民義務？ 
納稅 服兵役 受國民教育 繳納健保費 

14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之農業基本國策為： 
保障農業之大規模經營 
規劃農業土地作為工商等多目的利用，促進農工業之均衡發展 
運用科學技術，興修水利，增進地力，並促成農業之工業化 
促進農業合作經營，確保農產品外銷為主之政策 

15 自治條例，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於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分別有不同之名稱；下

列何者非屬此類之名稱？ 
法規 規章 規則 規約 

16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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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必須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幾年，才能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 
 4 年  6 年  8 年  10 年 

17 中國大陸在 2014 年 10 月與 21 國簽署籌設備忘錄，我政府為參與亞太地區多邊開發，於 2015 年 3 月向大

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傳送參與意向書，申請成為創始會員遭拒之國際金融組織為何？ 
亞洲開發銀行  上海合作組織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18 2015 年 7 月 1 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那一部法律，條文中明列「臺灣同胞有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之義務」，我政府也以大陸未正視兩岸現實表達不滿？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分裂國家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19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中國大陸外交政策上的「和平共處五原則」？ 
擱置爭議 互不侵犯 平等互惠 互不干涉內政 

20 政府為回應太陽花學運訴求，對兩岸協議的透明化提出那一立法草案？ 
兩岸協定締結條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 
大陸地區處理兩岸人民往來事務機構在臺灣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條例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織條例 

21 2014 年 10 月，馬英九總統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提出任內兩岸已經簽署 21 項協議，雙方建立了一個

基礎架構，這個架構指的是： 
和平發展、反獨促統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求同存異、聚同化異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22 2015 年 7 月，馬英九總統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時，說明近兩年我政府希望藉下列何者促成

兩岸領導人會面？ 
博鰲亞洲論壇 亞太經合會 金門 聯合國  

23 大陸歷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那些人是從外交部門轉入？①丁關根 ②王兆國 ③陳雲林 

④王毅 ⑤張志軍 
①②  ②③⑤  ④⑤  ①②④   

24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52 條規定，結婚或兩願離婚之方式及其他要件，依何種地點之規

定？  
訂約地 發生地 所在地 行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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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訪問中亞與印尼時提出構想，推動同周邊國家與區域基礎設施互連互通的重

點項目是那一項？ 

上海自貿區 三中一青 一帶一路 新型大國關係  

26 中國共產黨權力核心中的核心是下列何者 ？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  「中央軍委」委員  

「中央委員會」委員   「中央書記處」書記 

27 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包括基層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和支部委員會。黨章規定凡是有正式黨員的，都應

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請問正式黨員要幾人以上？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28 大陸「全國政協委員」的主要職能可以概括下列何者？     

政治協商、推薦人才、參政決策 政治協商、決策執行、參政議政 

 政治協商、調查研究、民主監督 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 

29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規範與適用範圍為何？        

 就業或居留之措施  兩岸空運及海運協議相關措施  

政府採購  雙方各級政府及其授權機構  

30 請依照時間序列，選出臺灣對中國的大陸政策：①戒急用忍 ②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 ③積極開放，

有效管理 ④不統、不獨、不武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③ ②①③④ ②①④③ 

31 下列那一個國家目前屬於「非對稱的兩院制」（asymmetric bicameralism）？ 

美國 奧地利 德國 紐西蘭 

32 有關英國內閣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首相選擇內閣閣員通常是基於專業性考量 

內閣首重「集體責任制」，成員應團結一致支持最後獲得之共識  

在首相向平民院的請求下，內閣數量與名稱不時會有改變 

在黨紀貫徹下，國會對內閣的不信任投票經常難以發揮效果 

33 有關「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國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按照舒加特（Matthew Shugart）和凱瑞（John Carey）的分類，中華民國屬於「總統-議會制」的國家 

法國第五共和曾出現三次「共治」（cohabitation），主要原因是憲法上規定總統任命總理必須經由國會同意 

愛爾蘭總統雖然僅有象徵性權力，但仍被歸類在半總統制國家 

從 1980 年代晚期至 1990 年代初期，半總統制成為許多中歐、東歐國家的憲政選擇 

34 目前俄羅斯國家杜馬議員採取何種選舉制度？ 

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  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  

比例代表制，當選門檻為 5%得票率 比例代表制，當選門檻為 7%得票率 

35 美國總統若對國會通過的法案行使否決權（veto power），則參、眾兩院應以何比例之多數來維持原決議？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五分之四 

36 有關法國的「兩輪投票制」（runoff election），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 1986 年國會大選時，比例代表制曾短暫取代兩輪投票制 

總統直選搭配兩輪投票制促成「政黨總統化」的出現 

兩輪投票制改變了法國的多黨制傳統 

自 1962 年總統直選後，從未有一位總統候選人在第一輪選舉獲得絕對多數選票而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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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何者不是李帕特（Arend Lijphart）所提「共識型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的特徵？ 
行政權的分享  獨立的中央銀行  
柔性憲法  利益團體系統的統合主義 

38 英國選舉權改革的主要內容有：①婦女選舉權降為 21 歲 ②實施秘密投票 ③投票年齡降為 18 歲 ④實

踐票票等值的民主常規。請問其演進的先後順序為下列何者？ 
①②③④  ②①④③  ①②④③  ②①③④  

39 英國 2010 年與 2015 年的國會大選都出現了未有穩定多數的結果，請問下列何者不是主要原因？ 
社會越趨多元化與地方化  區域性政黨崛起  
國會議員選舉改為定期舉行 兩大政黨都偏向中央集權 

40 在總統制國家，當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由不同政黨掌握時，稱為下列何者？ 
一致政府 分立政府 少數政府 聯合內閣 

41 下列那一國的國家元首公布法令無須經由內閣首長副署？ 
法國 德國 俄羅斯 中華民國 

42 在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選舉周期（總統和國會選舉）之配套中，下列那一種組合最容易出現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的結果？ 
總統制 + 國會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 + 同時選舉 
總統制 + 國會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 + 期中選舉 
總統制 + 國會選舉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 同時選舉 
總統制 + 國會選舉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 期中選舉 

43 根據杜瓦傑法則（Duverger’s Law），在社會同質性高的情況下，下列那一種選舉制度有利兩黨制的形成？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 兩輪投票制 

44 有關比較我國立法院與日本眾議院的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者比例代表制的選區規模皆以全國為單一選舉區 
兩者政黨票的得票率門檻皆為 5% 
兩者皆不允許候選人雙重候選 
兩者皆造成分裂投票的現象 

45 下列那一個國家採取「開放式政黨名單」（open-party list）比例代表制？ 
以色列 西班牙 羅馬尼亞 芬蘭 

46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國會倒閣，在通過不信任案的同時，也必須以過半多數選出新的閣揆？ 
加拿大 比利時 捷克 德國 

47 有關法國 1962 年以來的總統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用絕對多數決兩輪投票制 造成政黨競爭兩極化的結果 
促成政黨合併的結果  易誘使政客進行腐敗交易（corrupt bargaining） 

48 下列那一個國家是歐盟（European Union）的成員國？ 
克羅埃西亞 土耳其 挪威 瑞士 

49 有關美國的總統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是最高行政首長   
總統領導政府不須對國會負責 
總統任命部長必須參議院同意  
總統當選人必須在全國獲得最多的選民票（popular votes） 

50 有關半總統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也稱為「雙首長制」  法國曾出現三次「左右共治」 
總統與總理平分權力  實際的運作具有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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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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 C C D C A

D D C C D C D A B

D B C D C A B D D C

B A D B C C B C B

C C A D D D C A D C

A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