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答案：D)影響臺灣與其他國家能否建立

平等互惠的外交關係，主要受下列何種爭

議的影響？ 

(A)人民       (B)領土 

(C)政府       (D)主權 

2. (答案：A)下列哪些區域屬於各國家的領土

範圍？ (甲)領陸 (乙)領海 (丙)領空 (丁)經

濟海域 (戊)公海  

(A)甲乙丙   (B)甲乙丙丁  

(C)甲乙丙戊 (D)甲乙丙丁戊 

3. (答案：A)日本明仁天皇公開表態欲生前退

位，日本皇太子德仁於西元 2019 年 5 月 1

日繼位為新日皇。由上述安排可看出，日

本應屬於何種國體？ 

(A)君主 (B)共和 (C)民主 (D)獨裁 

4. (答案：C)一名大學生騎機車時，來不及閃

避傾斜的路樹迎面撞上，憤而向政府提出

訴訟。最後法院作出判決，政府應賠償學

生 56萬元。請問法院的作法有助於達成國

家的何種成立目的？ 

(A)保障人民安全   (B)維護社會秩序  

(C)伸張司法正義   (D)發展社會福利 

5.  (答案：D)國家為了照顧弱勢族群，落實

社會正義，必須努力達成下列何種功能？ 

(A)維護社會秩序    (B)伸張司法正義 

(C)保護基本人權    (D)發展社會福利 

6. (答案：D)開放讓兩個以上的政黨有公平競

爭執政的機會，並由人民自由選舉決定執

政的政黨，這屬於民主政治的何項特色？ 

(A)民意政治    (B)法治政治 

(C)責任政治    (D)政黨政治 

7. (答案：C)當政府的決策違背民意或政策失

敗，導致施政無法滿足民眾需求時，相關

的行政首長必須承擔國會或人民的責難，

甚至必須辭職下臺，這屬於哪一種民主政

治的特色？ 

(A)民意政治    (B)法治政治 

(C)責任政治    (D)政黨政治 

8. (答案：C)下列何種理論的產生是為了避免

政府濫權或腐化？ 

(A)國家認同   (B)一黨專政 

(C)分權制衡   (D)社區營造 

9. (答案：B)目前我國中央政府的體制是採用

何種架構？ 

(A)三權分立   (B)五權分立 

(C)中央集權   (D)地方分權 

10. (答案：A)依法有公布法律、發布命令職權

的為下列何者？ 

(A)總統      (B)行政院 

(C)立法院     (D)司法院 

11. (答案：A)20年前的九二一強震，震垮許多

人民的家園，為排除法令限制、統合救援

力量，讓重建工作能更有效進行，李登輝

總統簽署發布緊急命令。下列何者是其生

效的必要條件之一？ 

(A)經行政院會議決議 

(B)經副總統同意 

(C)經立法院發佈 

(D)經司法院追認 

12.  (答案：C)請問：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是怎

麼產生的？ 

(A)總統直接任命       

(B)公民票選 

(C)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D)行政院院長提名立法院同意 

13.  (答案：C)一名高職導師被家長指控對學

生性騷擾，調查期間應依法停職並接受調

查，校方卻未予以停職並支付薪水給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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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經監察院調查後發現學校顯有過失，

請問監察院可以對學校行使哪一項職權？ 

(A)懲戒權  (B)彈劾權 

(C)糾正權  (D)糾舉權 

14. (答案：B)總統提名的人事，須經由哪一個

機關的同意後才能任命？ 

(A)行政院 (B)立法院  

(C)司法院 (D)監察院 

15. (答案：C) 各院的預算和決算，分別由哪個

機關審核？ 

(A)預算──行政院、決算──立法院   

(B)預算──考試院、決算──司法院 

(C)預算──立法院、決算──監察院  

(D)預算──監察院、決算──行政院 

16. (答案：B) 立法院對行政院的施政不滿意

時，可如何處理？  

(A)提請總統撤換行政院院長  

(B)提出並通過不信任案  

(C)提出行政院院長罷免案  

(D)交由公民投票選出新的行政院院長 

17. (答案：A)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的法律

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

時，可如何處理？ 

(A)請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  

(B)退回立法院要求重新審議 

(C)將此決議提交公民覆議     

(D)無法處理，必須接受該決議 

18. (答案：C)有關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分，是

根據孫中山所提的何種理論？ 

(A)主權在民 (B)五權分立  

(C)均權制度 (D)權能區分 

19. (答案：D)登革熱疫情好發季節，政府應加

強何項地方自治事務，有效防治疫情？ 

(A)教育文化    (B)社會服務 

(C)經濟發展    (D)安全衛生 

20. (答案：D)依據我國憲法，中央政府與地方

政府的分工，全國一致的事務交由中央政

府負責，各地方不同的事務交由地方政府

做決定，請問下列說明何項是屬於地方政

府的職權範圍？ 

(A)舉辦全國性的公務員考試 

(B)審核行政院的預算與決算 

(C)各級法院審理訴訟案件 

(D)中小學發展在地愛鄉課程 

21. (答案：B)小琳利用暑假時間與家人展開為

期兩週的環島旅行，下列是他最喜歡的幾

個地點，依據地方制度法，請問下列小琳

拜訪的地點何者與「苗栗市」屬於同一層

級的地方政府？ 

(A)基隆市  (B)礁溪鄉  

(C)花蓮縣  (D)桃園市 

22. (答案：B)請問關於省政府虛級化的說明，

下列何者正確？ 

(A)省政府現為地方自治團體，可自行選舉

省長 

(B)省諮議員產生方式為行政院長提請總統

任命 

(C)省政府受所屬的民意機關省議會的監督 

(D)省政府的虛級化不須修改憲法即可執行 

23. (答案：A)請問：下列何者屬於臺北市議員

可執行的職權？ 

(A)監督臺北市教育局的施政 

(B)執行上級機關委辦事項 

(C)規劃與執行外交政策 

(D)修改消費者保護法 

24. (答案：C)請問山地原住民區的區長與區民

代表是如何產生的？ 

(A)市長直接任命 

(B)全體市民共同選舉 

(C)山地原住民區區民選舉 

(D)市長提請行政院院長任命 

25. (答案：B)下列何單位負責審議地方法規與

預算？ 

(A)直轄市政府 

(B)縣(市)議會 

(C)鄉(鎮、市)公所 

(D)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 

26. (答案：A)計畫出國旅行的曉華因護照期將

到期至外交部申請辦理新護照，需繳交 

1300 元費用，請問這是屬於政府的哪一項

收入？ 

(A)規費    (B)租稅 

(C)罰款收入  (D)公營事業收入 

27. (答案：D)媽媽提醒小花要隨時關燈、關水

龍頭，以節省家中的水、電費支出。請



問：水費、電費屬於政府的何項收入來

源？ 

(A)財產收入 (B)規費  

(C)租稅   (D)公營事業收入 

28. (答案：D)請問依稅收的層級與對象區分，

貨物稅與關稅皆為哪類政府的稅收？ 

(A)地方稅、銷售稅 (B)地方稅、財產稅 

(C)國稅、財產稅  (D)國稅、銷售稅 

29.  (答案：A)公共財具有共享、無法排他的

特性，私人或企業無法獲取利潤，通常由

政府提供，下列何者為公共財？ 

(A)市立圖書館 (B)臺灣鐵路公司 

(C)收費停車場 (D)美術館售票展覽 

30. (答案：A)各大新聞媒體善用其資源，報導

政府的各項政策執行的狀況與議會的開會

情形，發揮了哪項功能？ 

(A)監督政府機關的施政 

(B)推廣各地觀光產業 

(C)提供公共造產賺取經費 

(D)解決中央與地方的職權爭議 

31. (答案：D)新聞：2011 年因生乳收購價錢

調漲，味全、統一、光泉三大乳品業者，

聯合調漲鮮乳售價，當時行政機關認為業

者占國內鮮乳市場八成，開罰三家業者共

三千萬元。請問行政機關依何項法律處罰

業者？ 

(A)財政收支劃分法  (B)民法 

(C)消費者保護法   (D)公平交易法 

32.  (答案：B)政府課徵使用牌照稅是依下列

何項原則？ 

(A)量能課稅 (B)使用者付費 

(C)權力分立 (D)外部效益 

33. (答案：B)環保機關對製造廢氣、廢水、噪

音汙染超標的業者處以罰款，或向業者收

取費用補償周圍住戶，是政府在進行何項

經濟職能？ 

(A)獎勵外部效益 (B)處理外部成本  

(C)保障私有財產 (D)提供公共財 

34.  (答案：C)○○是指一群具有相同理念的

人，透過推荐候選人，從事選舉活動，進

而實現主張與理想所組成的團體。請問○

○應為下列何者？ 

(A)政府 (B)學校 (C)政黨 (D)社區 

35. (答案：B)政黨平時需要有計畫的培育參與

公共事務的人才，是為了達到下列哪一項

功能？ 

(A)匯集民意與服務選民    

(B)推荐候選人參與選舉 

(C)組織或監督政府      

(D)教育民眾增加民主認知 

36. (答案：A)各政黨舉辦「反賄選」活動，呼

籲選民選賢與能，拒絕買票、賣票之行

為，主要是要落實何種民主精神？  

(A)依法組成、公平競爭  

(B)國家優先、人民第一  

(C)服從多數、尊重少數  

(D)和平溝通、理性協商 

37. (答案：C)美國即將於 2020年 11月舉行總

統選舉，1960年以來，各政黨的當選結果

如下表，由此觀察，美國屬於何種政黨型

態？ 

民主黨 7次(1960年、1964年、1976年、1992

年、1996年、2008年、2012年) 

共和黨 7次(1968年、1972年、1980年、1984

年、1988年、2004年、2016年) 

(A)一黨專政  (B)一黨獨大   

(C)兩黨制  (D)多黨制 

38. (答案：A)中華人民共和國、北韓等獨裁政

權的國家，多半屬於何種政黨型態？ 

(A)一黨專政 (B)兩黨制  

(C)多黨制   (D)無政黨 

39.  (答案：B)小明在上課時寫下重點筆記

「定期檢視民意、促使執政黨與在野黨扮

演好自己的角色、深化民主政治。」，請問

筆記內的內容是在說明何項概念？ 

(A)利益團體影響政策 

(B)政黨輪替的價值 

(C)增進民眾民主認知 

(D)一黨專政施政效率高 

40.  (答案：D)請問利益團體為了達成其目標

和理想，較不可能採取下列何種方法？ 

(A)向相關單位陳情，表達團體訴求  

(B)上街示威抗議，向政府官員施壓 

(C)寫文章說明訴求並運用網路宣傳 



(D)推派候選人競選，直接變更政策 

41.  (答案：C)就讀國中八年級的立源在家裡

的信箱收到一則候選人的廣告，內容為：

「自 24歲第一次當選後爭取第三次連任，

努力代表人民監督地方政府施政。」，請判

斷這位候選人參選何項公職人員？  

(A)正、副總統     (B)縣長 

(C)市議員         (D)立法委員 

42.  (答案：B)許多民眾參與選舉投票，或選

擇加入利益團體為自己所關注的議題發

聲，其共同的目標為下列何者？ 

(A)取得政權   (B)政治參與 

(C)政黨輪替   (D)服務選民 

43. (答案：C)身為屏東縣屏東市的市民，在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中，要選出那些公職人

員？ 

(A) 市長、市議員、里長 

(B) 市長、市民代表、里長 

(C) 縣長、縣議員、市長、市民代表、里

長 

(D) 直轄市市長、直轄市市議員、區長、

區民代表、村(里)長 

44. (答案：A)英國與美國在發展民主選舉制度

的過程中，都曾經限制女性公民的投票

權，人民歷經抗爭後才修改法案，給予女

性公平的選舉權利，請問上述改革符合那

項選舉原則？  

(A)普通原則     (B)平等原則 

(C)直接原則     (D)無記名原則 

45.  (答案：A)若將選舉過程先後順序排列，

則其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A)選舉公告→登記參選→投票→開票→當

選公告 

(B) 登記參選→投票→選舉公告→開票→

當選公告 

(C) 登記參選→ 選舉公告→投票→開票→

當選公告 

(D) 開票→選舉公告→登記參選→投票→

當選公告 

46. (答案：C)下列有幾項行為是 14歲的國中

生可以參與政治活動的方式？ (甲)參加

遊行活動 (乙)投書報章雜誌 (丙)投票 

(丁)參選立法委員 (戊)參加公聽會 

(A)五項 (B)四項 (C)三項 (D)兩項 

47. (答案：A) 目前我國公職人員選舉中，哪

一種選舉採用單一選區兩票制？ 

(A)立法委員  (B)縣(市)議員  

(C)正、副總統 (D)縣(市)長 

48. (答案：A)有關「公民投票」的敘述，何者

正確？ 

(A)公投制度的設計是為了落實直接民權 

(B)僅有全國性事務能交付公民投票決定  

(C)公投過程為連署→提案→公告→投票 

(D)有效同意票多過於不同意票即為通過 

49.  (答案：D)關於公民投票的程序，下列何

者正確？ 

(A)連署→提案→公告→投票 

(B)提案→公告→連署→投票 

(C)公告→連署→提案→投票 

(D)提案→連署→公告→投票 

50.  (答案：B)請問:公民投票的目的主要在落

實下列哪項理念? 

(A)法治政治 (B)民意政治 

(C)政黨政治 (D)責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