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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憲法本文與增修條文前言之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本文的前言明定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憲法本文的前言，說明了制定憲法的權力來源是全體國民之付託 

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提及 1991 年修憲時的國家背景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本文前言所稱「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不構

成修憲界限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有關教育文化之敘述，何者錯誤？ 

教育、科學、文化之預算，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 

各級政府應廣設獎學金名額 

 6 歲至 12 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 

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供給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居住自由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居住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選擇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國家徵收人民土地，如受徵收之土地上有合法居住者，亦影響人民居住自由 

都市更新之實施影響眾多更新單元及其週邊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居住自由 

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處以刑事罰之規定，違反憲法第 10 

條保障之居住遷徙自由 

  下列何者因為違反男女平等原則，曾被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違憲？ 

通姦罪規定  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之規定 

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 子女從父姓 

  下列何種情形，不屬於得請求國家賠償之原因？ 

公立學校教師體罰學生，致學生身心受傷 

養雞場雞隻證實患禽流感，實施全面撲殺 

政府公告廠商產品有瑕疵，事後證明不實 

強風導致路樹倒塌，壓垮路邊停放之車輛 

  依憲法第 8 條規定，有關人身自由限制之程序規範，係屬下列那一事項？ 

憲法保留 法律保留 國會保留 司法保留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22 條資訊隱私權之保障範圍？ 

人民對於個人資料之移轉處分有財產權 

人民對於是否揭露個人資料有自主權 

人民對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及控制權 

人民對個人資料之錯誤記載有更正權 

  依現行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立法院與行政院間有關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處理與執行

的互動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預算案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後，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 3 個月送交立法院審議 

立法院審議預算時，不得為增加支出的提議，亦不得在不變動預算總額下，移動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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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預算項目內金額 

行政院如認立法院的預算案決議窒礙難行而提起覆議，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維持原決議，行政院必須接受 

行政院在施政方針或重大政策變更後，得停止執行法定預算，毋庸向立法院報告或得

其同意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總統機密特權的意涵與其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機密特權係不成文的總統權限，性質屬於行政首長的固有權能 

根據機密特權，總統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得拒絕提出證言及提交相關證物 

經總統合理釋明提出證言或提交證物將有害國家利益後，該管檢察官或法院應予尊重 

法院如認為總統拒絕提出之證言或證物與國家利益無關，而屬應提出者，應將案件移

交高等法院特別合議庭審理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副總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顯然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副總統兼任司法院院長顯然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 

副總統缺位時由總統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產生 

 

 

 

  有關立法院集會時間與行使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每年兩會期，第一次自二月至五月底，第二次自九月至十二月底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總統有權在立法院休會期間，咨請立法院召開臨時會 

立法院召開臨時會，得就職權內任何事項進行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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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司法院釋字第 325 號解釋，憲法本文規定之監察院調查權，於憲法增修條文施行後，

由下列何機關行使？ 

立法院 監察院 考試院 司法院 

  法官於個案裁判時，如認下列何者違憲，仍不得逕行拒絕適用？ 

法律   

各機關訂定之裁量基準 

大學所訂定之學則  

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 

  依憲法增修條文，自中華民國 92 年起，我國司法院設大法官幾人？ 

 9 人  12 人  15 人  17 人 

  依現行制度，下列何者不是地方自治立法機關？ 

直轄市議會 縣議會 鄉鎮市民代表會 省議會 

  根據政府的兩岸政策，兩岸交流互動的既有政治基礎，不包括下列那個關鍵元素？ 

 1992 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與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 

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 

臺灣關係法 

臺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 

  為因應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提出的「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政府陸續完成「國安五法」的

修正；請問下列何者不包含在「國安五法」中？ 

國家機密保護法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刑法  憲法 

  2001 年舉行的經發會所通過的兩岸經貿鬆綁共識，不包括下列何者？ 

建立兩岸資金流動的靈活機制 

在考量國家安全前提下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 

開放兩岸服務貿易 

整體規劃兩岸通航 

  根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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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者，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

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 

 1 年  3 年  6 年  10 年 

  根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

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請問，經規定許

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幾年，且每年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期間逾一百八十三日者，得

申請長期居留？ 

 3 年  4 年  5 年  6 年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美國取消香港特殊貿易地位，經濟部修正對「陸資」的定義。

經濟部對「陸資」持股的認定方式將特別重視下列何者？ 

投資項目 實質控制力 投資數量 獲利率 

  根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兩岸之間推動的協議，不包括下列何

者？ 

投資協議 服務貿易協議 金門協議 貨品貿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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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所稱「協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係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就涉及政治議題事項簽署之文書 

協議之附加議定書、附加條款、簽字議定書、同意紀錄、附錄及其他附加文件，均屬

構成協議之一部分 

係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就涉及行使公權力事項簽署之文書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統籌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事項 

  下列何者為李登輝總統任內的主張與作為？ 

指派經濟部長郭婉容參加北京主辦的第 22 屆亞洲開發銀行年會 

行政院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 

提出戒急用忍政策 

 1991 年修憲後兩岸定位為特殊的兩岸關係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現任董事長為何人？ 

許勝雄 張小月 邱垂正 姚人多 

  關於美國近期對兩岸關係採取之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美國通過臺灣友邦國際保護暨強化倡議法並生效 

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巡弋南海地區 

美國關閉中國大陸駐美國休士頓總領事館 

美國通過臺灣保證法並生效 

  下列何者不是馬英九總統任內的主張與作為？ 

完成兩岸三通直航  

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兩岸互不承認治權  

兩岸領導人會面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曾任各部會政務副首長者，不得參與大陸地區團體所舉辦之慶典或活動 

遇有重大突發事件、影響臺灣地區重大利益或於兩岸互動有重大危害情形者，得經立

法院議決由行政院公告於一定期間內，對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採行禁止、限

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領用大陸地區護照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留或定居者，應接受面談、按捺指紋並建檔

管理之 

  有關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 

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 

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 

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 

  關於蔡英文總統在「2020 新年談話」中對於兩岸關係所述「四個必須」，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必須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必須要尊重兩岸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 

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來處理我們之間的歧異 

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關，坐下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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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多政治理念與統治形態，均可溯源到古希臘城邦時代，如「民主政治」

（democracy）。關於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古今「民主政治」一詞雖同，但其性質和展現的風格有所不同 

古代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如同現代的民主社會，致力維護人人平等和個人自由 

古代是「直接民主」，現代是「代議民主」 

古代是「小型民主」，現代是「大型民主」 

  利益團體的統合主義模式，有下列那一個特徵？ 

「政府—勞方—資方」三邊協商 經濟性或功能性團體與政府之間是零和關係 

三邊協商不包含專業範疇的層峰組織 統合主義的協商結果必須經過公民複決 

  民族主義中，有關族群認同「建構論」的敘述何者正確？ 

族群身分認同的關鍵是基於血源 

個人對團體根基性的情感是來自親屬傳承的資產 

族群認同是反應歷史變遷的心理反應 

身分認同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 

  下列何者不屬於杭亭頓（Huntington）所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論述？ 

現代化刺激下，全球秩序沿文化斷層線重新組合 

文化同質性助長不同人民間的合作和凝聚力，文化差異加深裂痕和衝突 

西方文明與回教文明將聯手圍堵對抗中國文明 

文明的均勢正在轉變，西方的相對影響力正在沒落 

  歐洲各國對於近年來難民潮的排斥，最主要是源於下列何種思維？ 

民主憲政主義 民粹主義 統合主義 理性抉擇 

  研究德國社會主義群眾性政黨，提出「寡頭鐡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的學者是： 

韋伯（MaxWeber）  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 

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  基克埃默（Otto Kircheimer） 

  下列何者不屬於共識型民主的特徵？ 

行政權的分享，大聯合內閣 平衡的兩院制與少數者代表制 

多黨制  單一面相的政黨制度 

  英國憲政上的至高原則是「國會主權」，力行「代議民主」，然而自 20 世紀 70 年代至

今，英國迫於情勢，舉辦了多少次損蝕國會主權的「全國性公投」？ 

 2 次  3 次  4 次  5 次 

  美國憲法第 1 條規定「宣戰權」屬於： 

總統  國會 

總統與國會  總統決定後，經四分之三州的批准 

  在美國憲政制度下，對總統的彈劾程序，由國會眾議院通過彈劾案後，應進行之程序為

下列何者？ 

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控訴 

向聯邦彈劾法庭提出控訴 

向參議院提出控訴，此時參議院等同審判法院 

由參眾兩院舉薦同額議員合組的彈劾委員會審理 

  關於美國總統的否決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直接否決權 

具有擱置否決權（又稱口袋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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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白宮直接將法案送交聯邦最高法院，進行司法審查 

在十日內拒絕簽署，並退回國會 

  關於美國憲政體制中司法審查制度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聯邦最高法院可以發揮公共政策創造者的重要性 

大法官與政黨屬性傾向毫無關聯 

司法審查從未展現司法積極主義 

司法審查拒絕處理種族隔離議題以及婦女權利 

 

 

 

  法國歷史上首位民選總統為何人？ 

第二共和時期的路易・拿破崙（Louis-Napol 閛 n Bonaparte） 

第三共和時期的麥克馬洪元帥（le maréchal Patrice de MacMahon） 

「維琪政府」時期的貝當元帥（le maréchal P 閠 ain） 

第五共和時期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長久以來，瑞士維持著「廣泛的聯合政府」（broad coalition government），共享政治權

力，對「聯邦委員會」委員之組成，所謂的「神奇配方」（Magic Formula）為下列何

者？ 

 3：3：3：1   3：2：2：1   2：2：2：2   2：2：2：1 

  「比利時王國」為化解族群的對立衝突，和區隔化社會的分裂危機，憲政上經多次國家

體制改造工程，將比利時王國： 

從「聯邦制」（federal system）改向中央集權的「一體制」（unitary system） 

從中央集權的「一體制」改向「聯邦制」 

從「聯邦制」改向「邦聯制」 

從「邦聯制」改向「聯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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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46 年義大利共和國成立以來，義大利共產黨為最大反對黨，其後，義大利共產黨

主流勢力在 1991 年更改黨名為「左翼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the Left），進而與

中間小黨結盟形成「中間－左翼聯盟」；2007 年，「中間－左翼聯盟」的政黨，合組成

新的政黨，即現今的： 

社會民主黨 民主社會黨 民主黨 共和黨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之議員，自何時起，由各成員國人民直接選舉產

生？ 

 1969 年  1979 年  1989 年  1999 年 

  學者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經濟發展研究而提出「發展型國家」。下列何者符合發

展型國家的描述？ 

重視技術官僚體系的專業  

經濟資源分配完全由市場機制決定 

政府不參與產業政策  

產業結構合理化決策過程的最高指導原則是政治掛帥 

  修昔底德陷阱最能解釋當前那一種國際現實中的矛盾與分歧？ 

敘利亞與土耳其 英國脫歐 中美矛盾 美國與北韓 

  下列何者不屬於「後真相時代政治」的效應？ 

網路回音室 網路同溫層 媒體財團化 假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