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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
外交行政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外交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別：外交行政人員類科行政組
科
目：綜合法政知識（包括中華民國憲法、兩岸關係、比較政府與政治）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本科目共 5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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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釋字第 721 號解釋，有關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包括下列何項？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人民基本權核心內涵之保障
中央政府體制
依憲法第 138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全國陸海空軍執勤不因選舉結果而受影響
全國陸海空軍勤務應精簡，不應救災
全國陸海空軍應效忠元首本人
為確保總統統帥權行使所設
下列何者是直接具體實現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保障之法律，其功能相當於英美法系中的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制度？
刑事妥速審判法
提審法
國家賠償法
刑事訴訟法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上表現自由所涵蓋之範圍？
著作的自由
參加集會的自由
受大學教育之權利
接近使用傳播媒體的權利
國家所為之差別待遇經常也涉及憲法上其他基本權利，下列何者尚未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於平等權之違憲
審查中一併討論？
婚姻自由
工作權
隱私權
應考試服公職權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所得稅法有關扶養無謀生能力者之免稅額，係基於憲法保障之何種權利？
親權
工作權
生存權
家庭團聚權
關於特別公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特別公課相對於稅捐而言，所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較為寬鬆
特別公課乃國家依特定公益目的，對特定國民所徵收之費用
國家徵收特別公課之用途，必須符合法律規定始得為之
被徵收特別公課者，依法得請求國家將公課用於特定用途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服兵役之義務與宗教信仰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保障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
信仰給予優待或不利益
立法者對於免役及禁役之規定，屬立法政策之考量，非為助長、促進或限制宗教而設，且無助長、促進
或限制宗教之效果
內在信仰之自由，涉及思想、言論、信念及精神之層次，應受絕對之保障，故因宗教因素致不適服役時，
應免除其服兵役之義務
人民如何履行兵役義務，憲法本身並無明文規定，有關人民服兵役之重要事項，應由立法者斟酌國家安
全、社會發展之需要，以法律定之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緊急命令之發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目的是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
總統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依緊急命令法發布之
須於發布命令後 10 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
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本文所明定之行政院院長職權？
法令副署權
代行總統職權
提請總統任命閣員權
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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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相關規定，關於我國獨立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獨立機關之首長得由委員互選產生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至多僅得設置三個相當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
獨立機關為依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且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
獨立機關本身對於機關委員應有完全之人事決定權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立法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為我國最高立法機關，採一院制，由立法委員組成之
立法委員任期爲 4 年，連選得連任，應於每屆任滿前 2 個月內選出
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應選出立法委員各 3 人
自由地區各縣市至少應選出立法委員 1 人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目前大法官法定總額為 15 人
目前所有大法官之任期，均為 8 年，其任期並受保障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大法官具有審理立法院彈劾總統、副總統案之權
依憲法規定，有關司法權的範圍，下列何者應以法律制定之？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
司法人事
法院行政事務
司法行政事務
1997 年透過修憲而將省虛級化（即所謂「凍省」
）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再舉行省長選舉
不再舉行省議會選舉
省主席與省府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省仍為地方自治團體之公法人
關於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刊登廣告招攬臺灣地區人民、團體或其他機構於大陸地區投資
婚姻媒合，不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或以置入性行銷方式為之
專門職業服務，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為之
不動產開發及交易，得從事廣告之播映或其他促銷
美國政府的兩岸政策係基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臺灣關係法」制訂，此「一法三公報」於中國大陸文化
大革命之「十年動亂」期間所簽訂者為：
上海公報
中美建交公報
八一七公報
臺灣關係法
自 1949 年以來，海峽兩岸分別授權民間團體簽訂的第一個書面協議為：
香港協議
澳門協議
金門協議
廈門協議
有關中共「一帶一路」（即「新絲路經濟帶」及「21 世紀海上絲路」）戰略，請選出正確敘述者：
此對外開放新戰略囊括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包括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包括歐洲
中哈原油管道是中國石油在中亞及俄羅斯地區投資建設的第一條管線，全線總長 2800 多公里
為避免繞過印度等國家、節省時間成本，中國在希臘南部投資興建瓜達爾港（Gwadar Port）
 2019 年 12 月中方因美國和歐盟強力反對，已放棄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投產通氣投資
有關歷任美國總統赴中國大陸訪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998 年 6 月，柯林頓（Bill Clinton）首次訪問中國並在北京大學對師生講話
 2008 年 8 月，小布希（George W. Bush）出席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典禮
 2009 年 11 月，歐巴馬（Barack Obama）訪問北京並發表「中美聯合聲明」
 2017 年 11 月，川普（Donald Trump）展開亞洲行並於訪中時簽署「第四公報」
依據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 4 條規定，公務員制度堅持的原則為：
黨國至上
黨管幹部
政工領導
依法行政
有關目前中共政權的人事和任期，下列何者正確？
國家主席的任期為 5 年，連任不得超過 2 屆
國家副主席為王岐山，同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為楊曉渡，由全國人大選舉產生
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為習近平，每屆任期與全國人大每屆任期相同（1 任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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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共的對臺工作和政策」，請選出敘述正確者：
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自 1949 年起設立，負責領導對臺工作
「一國兩制」是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最早提出
目前大陸官方的對臺政策領導方針是延續江澤民所制訂
現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是習近平
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協定，涵蓋 20 億人口，占全球人口約 30%、並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以 15 個締約方
正式簽署協定，使成為世界上最大自由貿易經濟體系，中國大陸扮演重要角色，對中華民國來說擔心被邊
緣化的是：
 TPP
 CPTPP
 RCEP
 CPTPO
美國對華政策主要依據「一法三公報」，依時間先後排序，下列何者正確？
八一七公報、建交公報、上海公報、臺灣關係法
上海公報、八一七公報、建交公報、臺灣關係法
上海公報、建交公報、臺灣關係法、八一七公報
臺灣關係法、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
下列何者進入大陸地區不須向內政部申請許可？
現職法務部調查局站主任
現職立法委員
現職國防部參事
現任國家安全局局長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幾年，才可以登記為公職候選人？
5年
 10 年
 15 年
 20 年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下列我國何政府機關許可，得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內政部
經濟部
大陸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大陸委員會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得委託機構或民間團體為之，且設立時，政府
捐助財產總額逾二分之一
大陸委員會不得委託機構或民間團體代為簽署協議
大陸委員會得複委託具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
大陸委員會得委託具有公信力、專業能力及經驗之其他具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
大陸對臺政治定位一直是影響我國大陸政策的重要依據，迄今大陸對臺行政區域歸類為：
省
自治區
特別行政區
國家
關於英國憲法，以下敘述何者為非？
英國憲法為不成文憲法
英國沒有違憲審查制
英國憲法法源中法律位階最高的是憲政慣例
英國憲法是柔性憲法
關於德國政治發展，以下敘述何者為非？
威瑪共和是德國史上第一個出現的民主體制
威瑪共和和德國目前所採取的政府體制不同，前者是半總統制，後者是議會共和制
基本法對政黨施加種種規範，以避免再出現以推翻民主政體為目標的極翼政黨
建設性不信任投票的目的是矯正威瑪共和內閣不穩定的問題，在不信任投票通過後，總理可解散國會
以下那個國家具有對稱且強勢的兩院制？
愛爾蘭
英國
加拿大
德國
下列何者不是聯邦制國家？
澳大利亞
瑞士
以色列
美國
下列那個國家的修憲門檻最高？
紐西蘭
日本
冰島
法國第五共和
依據法國現行憲法，請問國會兩院的議程由誰決定？
政府
總理
總理和國會兩院
國會兩院自行訂定
關於聯合內閣理論，以下何者不只強調權力極大化，也考慮政策實現的目標？
最小獲勝聯合內閣理論
最小範圍聯合內閣理論
最小數目政黨聯合內閣理論
最小規模聯合內閣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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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所屬政黨經常在以下何種選舉時程中失去支持？
同時選舉
蜜月期選舉
期中選舉
反蜜月期選舉
關於蘇格蘭和英國中央政府關係的敘述，以下何者為誤？
中央政府轉移或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權力多寡，由中央政府決定
一般而言，英國工黨比英國保守黨更為支持對蘇格蘭地區權力下放
自 1707 年蘇格蘭與英國合併以來，英國中央政府便透過地方分權，緩解蘇格蘭的自治要求
英國中央政府對所有地區推行相同程度的權力下放
南非的總統比較像總理，原因為何？
總統由人民選出
總統對國會負責
總統有解散國會權
南非的國會選制是比例代表制，常組成聯合內閣
有關威權國家領導者建立司法機關並賦予不同程度自主性的動機，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法院作為社會控制的工具，以邊緣化政治反對勢力
法院僅是橡皮圖章，其在政治上不具獨立性也沒有影響力
法院作為履行法治的範本，以主張威權政體統治的正當性
法院在經濟領域提供可信的承諾，以促進貿易與投資
伊朗是當今典型的伊斯蘭神權政體（Islamic theocracy），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最高領袖（Supreme Leader）是國家元首
一院制的議會（Majlis）權力相對較小，而且立場保守
總統是三軍統帥、司法與國營媒體的行政首長
任何立法都必須得到監護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的批准
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與其他形式的民主區別為何？
對政府權力更高程度的限制
選舉過程中更多的政黨競爭
提供更公平的社會福利服務
公民行使更廣泛的公民權利
以下那一項是兩黨體系的潛在問題？
選民缺乏足夠多的選擇
非現任者很難當選
政黨的立場不能反應輿論的變化
選民政黨認同的僵化
民主政治強調多元參與，以下那一種政黨體制和選舉制度可以增加女性國會議員人數？
兩黨制＋多數選舉制（plurality voting systems）
兩黨制＋兩輪選舉制（double-ballot voting systems）
多黨制＋比例代表選舉制
兩黨制＋比例代表選舉制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在面臨經濟危機，產生嚴重通貨膨脹時，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採行了突然性的放鬆價格與貨幣管制、減少國家補助、公有資產的私有化及貿易自由化。此政策
稱之為何？
開放政策（glasnost）
改革重組（perestroika）
葉爾欽效應（Yeltsin effect）
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
2012 年 12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上任後，提出以脫離通貨緊縮的短期目標及持續經濟成長的中長期
目標的經濟改革政策，俗稱之為「安倍三支箭」
。安倍經濟改革政策不包括下列何者？
大規模量化的貨幣寬鬆政策
安心相伴的社會安全保障
擴大公共支出的財政政策
促進並發展民間投資的增長戰略
與歐盟其他先進國家相較之下，法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可以歸咎於下列那一項因素？
強大的工會影響力
議會中的左右共治
國家保護主義
資源不足的社會福利體系
當政府部門之間在管轄權或預算問題上發生衝突時，德國「基本法」中設計之解決機制為何？
總統
總理
憲法法院
內閣
1997 年導致英國工黨政府「權力下放」
（devolution）最主要的因素為何？
促進當地居民參與地方性公共事務
各地分離主義運動方興未艾
提升地方居民的民主意識
鍛鍊地方居民的自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