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3 外交特考) 

共 5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03 年公務人員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特考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外交行政人員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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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憲法第 142 條，國民經濟之基本原則為： 

資本主義 計畫經濟 民生主義 自由主義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之見解，有關修憲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修憲行為亦屬憲法行為之一種，須受憲法限制 

修憲程序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瑕疵為重大瑕疵 

修憲程序若無法貫徹修憲代表對選區選民負責之意旨，即屬具有明顯之瑕疵 

修憲如有任何瑕疵者應為無效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有關基本國策，提及「民族意願」，是指： 

少數民族 邊疆民族 原住民族 少數族群 

  有關平等保護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優惠性差別待遇既非我國憲法明文，且也表示受優惠待遇之該族群係處於社會較低之地

位，形成一刻板印象，因此，優惠性差別待遇實有違我國憲法對於平等保護之要求 

國家保障視障工作者，具有重要之公共利益，因此鑒於視障者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立法者

衡酌視障者之所需，禁止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此一優惠性差別待遇合乎憲法之意旨 

僅要求男子負有服兵役之憲法義務實牴觸憲法本身對於平等保護之要求 

所謂之平等，係指實質上之平等。立法者得斟酌規範事務性質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下列何者非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所明定？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國家應加速離島建設，促進博弈事業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審計長隸屬於那個院？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考試院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關於行政執行法的管收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管收係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 

管收符合憲法第 8 條「拘禁」之意義 

管收由行政執行處的執行員加以執行之規定，並無違反憲法第 8 條所稱「非經司法或警

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規定 

管收之裁定由行政執行處的執行官為之 

  下列對於財產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

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 

財產權具有社會義務，因此不待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得因公益要求，以行政規則逕行徵收

人民之私有財產 

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收益及處分，因而得自由

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是憲法於第 15 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 

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

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合理補償 

  關於參政權性質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係請求國家須為一定政治決定之權利 

由憲法委託立法者積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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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國民主權原則的必要方式 

罷免權為其態樣之一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下列關於緊急命令的描述何者正確？ 

須於立法院休會期間發布 須經行政院會議決議 

發布 1 個月內立法院追認 須依據緊急命令法 

  下列何者係立法院關於審議預算案之職權？ 

預算編製權  在各預算科目間移動增減權 

預算刪減權  自行提出預算案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選出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幾人？ 

3 人 人 人 人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司法院大法官的法定職權？ 

修改憲法  民刑訴訟之終審 

審理公務員懲戒案 統一解釋法令 

  法官須超出黨派，依據法律審判之，係揭示何種原則？ 

審判獨立原則 武器平等原則 當事人對等原則 司法一元原則 

  下列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得以法律限制地方自治權 所保障者僅為自治權之核心領域 

屬客觀之存續保障 修憲者不受制度保障之拘束 

  臺灣對中國大陸政策中，曾有所謂之「戒急用忍」政策，請問此政策是在那個總統任內提出？ 

蔣經國總統 李登輝總統 陳水扁總統 馬英九總統 

  馬英九總統曾經在 2012 年 8 月提倡「東海和平倡議」，請問下列內容何者不是馬總統所強

調我國應有之立場？ 

應與大陸在釣魚臺之主權爭議上，採合作對抗日本之立場 

應擱置爭議，不放棄對話溝通 

應遵守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 

應尋求共識，研訂「東海行為準則」 

  中國大陸之「反分裂國家法」在何年公布？ 

1996 年 年 年 年 

  請問在 2014 年 3～4 月在臺灣之「太陽花學運」（「反服貿運動」），下列何者為其主要

訴求？ 

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建立「兩岸軍事信心互信機制」 

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建立「兩岸學歷互認機制」 

  美國總統柯林頓曾於 1998 年 6 月 30 日針對美國對兩岸之政策提出「三不政策」，下列何

者非三不政策之內容？ 

不支持「一中一臺」、「兩個中國」 

不支持臺灣獨立 

不支持臺灣以國家名義加入國際組織 

不支持臺灣與中國大陸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請問目前在南海（South China Sea）主權爭議之國家不包含下列那一個國家？ 

中國大陸（PRC） 臺灣（ROC） 

越南  泰國 

  依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下列對大陸籍配偶之入籍規定何者錯誤？ 

先完成結婚手續，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 

經許可入境後辦理結婚登記，即可至內政部移民署申請依親居留 

依親居留滿 5 年，並附財力證明等文件，即可申請長期居留 

長期居留連續滿 2 年且每年居住逾 183 日，可申請定居 

  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郁琦與中國大陸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曾在

2014 年 2 月 14 日，舉行第一次「王張會」，會議中所討論事項並未包括下列那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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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的人道探視 兩岸簽訂軍事互信機制 

兩岸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加強在陸就學臺生的醫療保障 

  1993 年間兩岸首次在新加坡進行「辜汪會談」，開啓日後兩岸制度化協商的大門。請問辜

振甫、汪道涵兩位分別代表兩岸的那個單位來進行此項會談？ 

總統府、國務院  

立法院、全國人代會 

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共中央政治局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民國 102 年 7 月 5 日司法院釋字第 710 號解釋，對兩岸間人民來往產生重大影響，請問該

釋憲案主要之內容是：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強制出境與暫時收容等規定 

大陸籍人士取得身分證之年限 

大陸籍人士繼承遺產金額之限制 

我國前往敵後地區作戰人員返臺定居之規定 

  關於馬英九總統對當前兩岸關係之主張，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雙方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 兩岸交流應先急後緩、先易後難、

先經後政 

推動兩岸互設辦事處 臺灣應積極協助中國大陸進行民主改革 

  中國大陸所制定之「反分裂國家法」第 8 條列舉了三種對岸可採取「非和平」手段達成國

家統一之條件，請問這三種條件不包括下列那一條？ 

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已形成事實 

臺灣持續對外採購軍事武器並增強國防能力 

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 

兩岸間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依照中國大陸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其政治權力的核心機構「中共中央委員會」是由下列那

個方式或機關選舉出來？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公民直選 

  近年來中國大陸領導人不斷對外宣稱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請問其所說的「政治體制

改革」主要指的是： 

試行多黨民主制度 提升政治與行政管理上的效能 

放寬對言論自由之限制 對冤假錯案進行平反 

  下列關於中國大陸黨政體制運作之敘述何者錯誤？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存在與之對等的共黨組織，黨書記是第一把手 

所有政府部門內都設立「黨委」或者「黨組」 

除了共產黨之外，其他民主黨派也可以在政府機關內設立「黨委」或「黨組」 

有些政府部門實際上與黨部門完全重疊，稱為「一套人馬，兩塊招牌」 

  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PACs）主要的功能是： 

候選人公共政策宣傳組織 

政黨的競選動員組織 

企業團體對候選人提供政治獻金的渠道 

民間志工團體組織 

  下列何者不是美國的獨立管制機關？ 

州際商業委員會  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 

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 國家安全會議 

  當法國國家遭受嚴重且危急之威脅，致使憲法上公權力之正常運作受到阻礙時，總統得採取

應付此一情勢之緊急措施，其應正式諮詢之對象包含總理、國會兩院議長，以及： 

憲法委員會 全體內閣成員 地方行政首長 最高法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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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鞭（party whips）在英國下議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下列何者屬於黨鞭的任務？ 

維持國會開會紀律，懲處違紀議會黨員 

與同黨議員聯繫，並通知有關國會立法重要事務 

負責國會議員安全 

協助議長安排會議議程 

  德國總統由下列何者選舉產生？ 

全體德國人選舉產生 

聯邦眾議院選舉產生 

聯邦參議院選舉產生 

由聯邦眾議院與聯邦參議院所組成的聯邦大會選舉產生 

  近二十五年來，針對英國貴族院提出兩階段改革法案的首相是誰？ 

柴契爾 布萊爾 布朗 卡麥隆 

  拉丁美洲的聯邦國家議會通常都是採取兩院制，眾議院代表國民，參議院代表： 

貴族、地主 政黨 利益團體 州及聯邦直轄區 

  德國採取議會內閣制，總理的角色常被稱謂「總理式民主」（Chancellor Democracy），其

主要特徵為： 

總理主導決策，並為一般政策負責 總理決策主要來自內閣意見 

總理為虛位領袖 總理與內閣共同向議會負責 

  德國聯邦眾議員選舉制度，又稱為「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下列何者錯誤？ 

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制各占 50% 

比例代表制（第二票）候選人名單由政黨提出，並由政黨安排優先順序 

政黨所獲得席位是由第二票政黨所獲票數的百分比決定 

任何政黨必須在全國贏得至少 3% 的選票，才能取得比例代表制（第二票）分配議席的資

格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與法國憲法委員會有關司法審查權不同之處，下列何者正確？ 

法國一般人民並沒有權利向憲法委員會提出裁決請求 

美國的司法審查已成為連結法律與政治的機關，法國司法審查僅僅是法律機關 

法國的司法審查不會審查私人企業國有化法案 

美國司法審查必須在法律公布前進行裁決 

  下列那一個國家採取「領先者當選制」（the first-past-the post system）的選舉制度？ 

法國 德國 英國 日本 

  下列那一個國家不曾舉行過全國性公民投票？ 

中華民國 英國 法國 美國 

  在德國，當總統缺位時，是由誰代行職務至任期屆滿為止？ 

副總統 總理 聯邦院議長 聯邦最高法院院長 

  法國國民議會的議員選舉，採行下列那一種制度？ 

小選區制  比例代表制 

單一選區兩票制 兩輪投票制 

  1864 年以後的三十年當中，那一個政黨成為美國的優勢政黨？ 

共和黨 民主黨 輝格黨 農民黨 

  1990 年代以前，那一個政黨經常在德國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 

綠黨 左黨 自民黨 社民黨 

  職掌司法審查的公權力機構多半以法官，或是具備專業素養的專家學者做為甄選成員主要來

源。在這方面， 

下列那個國家是明顯例外？ 

法國 美國 德國 中華民國 

  巴西總統選舉制度是採絕對多數制，假如候選人的票數都未達絕對多數，則必須： 

由國會逕行選舉總統 進行第二輪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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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參議院全體議員選舉總統 組成總統選舉委員會選舉總統 

  下列那一場革命被視為「沒有代表，就無須繳稅」原則的實踐典範？ 

1648 年英國清教徒革命 年英國光榮革命 

 1776 年美國獨立革命 年中國辛亥革命 

  1787 年美國費城制憲，南方州和北方州就人口數目計算方式達成妥協。根據這項公式，一

位黑人被算做幾個白人？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五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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