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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關於基本國策之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救助之支出應優先編列 福利服務之支出應優先編列 
國民就業之支出應優先編列 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 

2 依司法院釋字第 747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前，應先與所有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違憲 
本號解釋並非釋字第 400 號解釋之補充解釋 
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完成前，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解釋意旨，逕向主管機關請求徵收地上權 
土地徵收條例未就土地所有權人得逕向主管機關請求徵收地上權有所規定，違憲 

3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行動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動自由指人民有隨時任意前往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自由 
警察臨檢查驗身分僅是短時間之限制，與人民之行動自由無涉 
行動自由之保障範圍包括駕駛汽車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自由 
行動自由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但仍受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言論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於集會遊行時間、地點及方式之限制，屬立法自由形成的範圍 
國家為保障消費者獲得真實而完整的資訊，得強制業者標示商品內容 
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過度限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 
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有違比例原則 

5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舊教師法有關「教師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不得聘

任為教師」之規定，係對人民職業自由之何種限制？ 
職業選擇自由之主觀限制 職業選擇自由之客觀限制 
執行職業自由之主觀限制 執行職業自由之客觀限制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立法委員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及所設政黨比例席次與 5%政黨門檻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政黨比例代表制使政黨體系零碎化，危害民主憲政秩序 
兼顧選區代表性與政黨多元性，未牴觸國民主權原則 

5% 政黨門檻導致選票不等值，違反主權在民之基本原則 
5% 政黨門檻剝奪小黨獲選之可能性，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7 下列有關罷免之敘述，何者錯誤？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不適用罷免之規定 
憲法第 133 條規定：「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依法罷免之」，係基於被選舉人受選民委任之考量所設

之制度 
立法委員有言論免責權，如係經國內選舉區選出者，原選舉區選舉人不得以立法委員所為言論不當為

理由予以罷免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先經立法委員之提議與同意，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不得直接提出罷免案 

8 關於憲法增修條文緊急命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須依緊急命令法，始得發布緊急命令 
總統經行政院會議決議後，得發布緊急命令 
總統發布命令後，應送立法院追認，立法院不同意時仍生效 
總統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時，得發布緊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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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於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依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為 高國家行政機關，應擁有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人事決定權 
立法院不能將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予以實質剝奪或逕行取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整體施政表現，行政院亦須負責 
立法院不得以任何方式對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施以限制 

10 有關立法院調閱檢察機關偵查卷證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院有權調閱任何已偵查終結之案件卷證，無須附具理由 
立法院調閱偵查已終結之案件卷證，以調查檢察官有無違法不當之目的為限 
立法委員因調閱卷證而知悉之資訊，與公共利益有關者，得公開之 
為保障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對於偵查中之案件，立法院不得調閱相關卷證 

11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憲法上國家年度預算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預算案之編製權專屬行政院 
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只能加註意見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之預算案，得行刪減，但不得提議增加支出或在款項目節間移動預算 
預算案一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即為法定預算，行政機關不得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之執行 

12 下列有關大法官解釋效力之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司法院大法官就憲法所為之解釋，不問係闡明憲法之真義，解決憲法之爭議、抑或審查法律是否違憲，

立法機關未來立法時均受拘束 
人民以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律違憲，向大法官聲請解釋，經大法官宣告該法律違憲，人民即得聲請再

審，且不受再審法定不變期間之限制 
同一聲請人有數案發生同一法令牴觸憲法疑義，於解釋公布前，已先後聲請解釋並經大法官受理，雖

未合併辦理，均為解釋效力所及 
13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大法官之任期為 8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得連任一次 
大法官不受終身職之保障，故非憲法上所稱之法官 
大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不受任何干涉 
大法官以具備法官任用資格為前提 

14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監察院之敘述，何者錯誤？ 
釋字第 76 號解釋認為監察院是民主國家國會之一 
修憲後監察院已非中央民意機構 
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監察院有人事同意權與彈劾權 
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監察院有調查權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有關地方自治之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國家整體施政需要，中央可以依據法律，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事項，要求地方負擔一定之經費 
中央行政主管機關草擬需由地方負擔經費之法律時，應與地方政府協商；立法機關於修訂此類法律時，

亦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表示意見之機會 
中央不得將與地方政府職掌全然無關之外交、國防等事務之經費支出，規定由地方負擔 
憲法第 155 條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上述規定係以中央政府為規範對

象，與地方自治團體無涉 
16 在 2016 年政黨輪替後，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特意將政府與人民區別對待，特別針對「一代一線」加強統戰

工作，請問「一代一線」所指為何？ 
年老一代，沿海一線  中年一代，社會中堅一線 
年青一代，社會中堅一線 年青一代，基層一線 

17 中國大陸經濟奇蹟與臺灣早期的經濟奇蹟有許多相似處，但 大不同點在於： 
早期農村土地改革  外匯管制 
國有企業扮演重要角色  依賴出口 

18 蔡英文總統就職以來多次提出所謂的「新四不」，不包括下列何者？ 
誠意不變 善意不變 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19 自從 1987 年我國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兩岸當局正視兩岸關係互動有其制度化與法制化必要，立法院便通
過了那一項重大法案，以規範兩岸人民往來的法律事件？ 

ECFA 法案  兩岸服務貿易法案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兩岸經貿法案 

20 為了解決因兩岸民間交流而衍生之問題，行政院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對應
中國大陸處理兩岸事務的對等單位是：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統戰部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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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國兩制」一直是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的主基調，中華民國沒法接受「一國兩制」的主要原因是： 
兩岸貨幣無法匯兌 
中共是中央政府，臺灣是地方政府的主從關係安排 
政黨地位不平等 
人民財產沒法獲得保障 

22 有關大陸對臺灣提出 31 項惠臺措施的內容，其中 12 項涉及加快給予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另
外 19 項的內容涵蓋那些？ 
臺灣青年在大陸創業優惠 臺灣學生就讀大陸大學減免學費 
臺灣同胞赴大陸免簽證  逐步為臺灣同胞提供與大陸同胞的同等待遇 

23 有關「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的組織屬性，下列何者錯誤？ 
研究、擬訂對臺工作方針政策 中國共產黨中央直屬機關 
隸屬中國大陸外交部的一個行政單位 研究臺灣形勢和兩岸關係發展動向 

24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說法，北京方面至今並未完全接受，其中 核心、 關鍵，也是 棘手的問
題是： 
金門與馬祖管轄問題  臺商投資大陸享有優惠問題 
兩岸服貿問題  一個中國問題 

25 在兩岸關係上，雖然民間交流密切頻繁，但是政治關係卻尖銳對立， 主要的原因就是： 
臺商在大陸投資得不到保障 大陸不願意現實地承諾我國為對等的實體 
服貿協定沒簽成  歐盟阻擾 

26 近年西方學者提出「銳實力」的概念來描述俄羅斯與中國大陸對民主國家的影響力運作，請問不包括下
列何者？ 
散布假新聞破壞民主運作 利用經濟依賴脅迫政治屈服 
統戰  侵犯智慧財產權 

27 2018 年 3 月，習近平修憲「取消任期制」讓全世界都認為他打破了領導人只做兩任十年的規則，請問是
取消什麼職位的任期限制？ 
總書記 國家主席 總理 全國政協主席 

28 請問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1983 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 
1988 年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 1993 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 

29 中國大陸提出「十二五規劃」，下列那一項並非計畫內容之一？ 
取消臺商租稅優惠  大力培育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繼續擴大內需政策  經濟結構調整 

30 請將下列事件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①鄧小平「南巡講話」 ②「六四事件」 ③中國加入 WTO ④「零
八憲章」連署 
①②③④ ②①③④ ②①④③ ①②④③ 

31 國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的意涵，不包括： 
國會為 高民意機關，對外代表國家主權 國會擁有 高的權威得以制定或變更任何法律 
若法律有不公正之處，其他機關不得加以審查 公投沒有法律拘束力 

32 美國主要政黨是透過黨內初選來決定總統候選人。關於美國初選的描述，何者正確？ 
初選可以細分為黨團會議（caucus）以及直接初選（direct primaries），都是由州政府舉辦 
美國幅員廣大，各州舉行初選時間不一樣，通常是由制憲議會所在的賓州開始舉行 
選民若想要參加初選，必須事先註冊要參與投票 
只要有興趣任何公民都可以參加，無須事先宣告為某政黨黨員，被認為是全世界 為開放性的決定候

選人方式 
33 自 1970 年代以來，英國好幾次採用公投來解決比較具爭議性的議題，但是不包括下列那一個議題？ 

英國脫歐 修憲 蘇格蘭權力下放 蘇格蘭獨立 
34 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設立憲法委員會，下列有關其性質及職權的敘述那一項錯誤？ 

監督總統選舉之運作過程，並宣布其結果 
由總統、國民議會議長及參議院議長各自任命三名，任期九年，歷任共和國總統為該會之當然終身委員 
憲法委員會主席，由委員推選之 
各組織法公布之前，均須送請憲法委員會審議 

35 關於美國總統選舉的描述何者錯誤？ 
間接選舉，由選舉人團代為選出 各州先於 11 月選出選舉人團 
選舉人須按照選民意思於 12 月投票選總統 贏得 270 張選舉人票之候選人即可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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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英國設君主為國家統一象徵及虛位元首，並為大英國協元首，下列那一項敘述錯誤？ 
主持國會開幕，發表演說，勾畫立法議程及政府政策 
會見首相，提供諮詢；作為政府代表，發布法律命令 
邀請上議院多數黨領袖擔任首相，並依據首相建議任命其他閣員 
擔任三軍 高統帥，是軍人宣誓效忠的對象 

37 下列那一個是單一制國家？ 
澳洲 比利時 丹麥 巴西 

38 近年不是因為移民問題受到支持的政黨是下列那一個政黨？ 
德國海盜黨  法國民族陣線（FN） 
奧地利自由黨（FPÖ）  德國另類選擇黨（AfD） 

39 當新任總統已選出，雖未上任，現任總統已失去影響力，造成政府不易推動政策。我們通常稱這樣的情
形為： 
跛腳總統 少數總統 看守內閣 分立政府 

40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上下議院採用一樣的選舉制度？ 
美國 日本 德國 俄羅斯 

41 下列何者可以主動解散國會而無須其他機關的同意？ 
德國總理 英國首相 法國總理 日本首相 

42 下列那一個國家總統選舉方式與其他三國不同？ 
德國 法國 俄羅斯 奧地利 

43 當兩院制國會上下議院意見不一致，甚至下議院通過的法案遭到上議院否決，下列各國解決兩院意見分
歧的敘述何者正確？ 
美國眾議院若有三分之二維持原案就可以否決參議院的否決 
英國下議院以簡單多數便推翻上議院的決議 
德國眾議院只要有三分之二同意就能否決參議院的否決 
日本眾議院可以四分之三絕對多數否決參議院的否決 

44 德國與日本下議院都是採取混合制，關於兩國選制的說明與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候選人皆不得同時參選單一選區與政黨比例代表名單 
政黨都必須得到 5%以上政黨票，才能分配比例代表席次 
在德國，小黨即使沒有達到門檻，若是有贏得小選區五席，也可以分配席次 
比例代表方面，德國是全國為一個選區，日本則是全國劃分為 11 區 

45 2017 年英國大選，沒有政黨得到過半席次， 大政黨 後得到那一個黨的支持，得以繼續執政？ 
自由民主黨（LibDems） 蘇格蘭民族黨（SNP） 
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DUP） 威爾斯民族黨（Plaid Cymru） 

46 下列何者 能代表極權政體與威權政體的差別？ 
個人言論是否受限 司法是否獨立 反對黨是否存在 領導人是否有領袖魅力 

47 關於德國 2017 年大選，下列那一個敘述錯誤？ 
由於移民問題，使得右派得票率下滑 
梅克爾領導的基民盟（CDU）與基社盟（CSU）沒有過半 
自由民主黨（FDP）仍為第三大黨，但拒絕與基民盟與基社盟合作 
基民盟與基社盟第四次與社民黨（SPD）組成左右大聯盟 

48 關於法國國會選舉的敘述，何者正確？ 
2000 年修憲之後，總統與國會議員任期同為五年，國會選舉與總統大選同時舉行 
2000 年修法規定各政黨提名候選人男女性數目必須均等 

採二輪決選制，若無人得票過半，由得票 高前兩名者進入第二輪 
傾向形成多黨制，第二輪容易成為左右對決 

49 下列那一項人事任命無須經由國會同意或是由國會選出？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 美國 高法院大法官 法國憲法委員會委員 德國憲法法院法官 

50 法國現任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於 2017 年當選，他領導的政黨並於當年國會大選中獲得過半
數的席位，成為國會 大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他是經由普選以多數兩輪選舉制獲得超過半數選票當選 
他獲得來自法國至少 30 個以上的省份或海外集體的 500 位民選代表連署支持，經憲法委員會審查及正

式公布為總統候選人 
他任命並非該黨議員的菲力普（Edouard Philippe）為總理 
總理有權宣布解散國會，重新舉行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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