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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題

※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
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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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依憲法第 111 條規定，有 
   關中央與地⽅方剩餘權之爭 
   議，由何機關解決之︖？ 
A. ⾏行政院  
B. ⽴立法院  
C. 司法院  
D. 監察院

解析



2.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5  
   款規定：「下級政府或 
   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理 
   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 
   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 
   或主管機關知悉」，係 
   指下列何者︖？ 
A. 核定  
B. 委任  
C. 備查  
D. 委辦

解析



3.下列何者屬於中央對於 
   地⽅方⾃自治之事前監督︖？ 
A. 核定  
B. 撤銷  
C. 備查  
D. 函告無效

解析



原價2 6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1 5元  

特價1 2 8 8      點我看更多

⾦金榜題名寶物⽂文昌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50697529


4.依憲法規定，下列關於考 
   試院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

關 
B. 考試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

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C. 考試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

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
任 

D. 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得
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解析



5.下列何者為監察院之職 
   權︖？ 
A. 彈劾正副總統  
B. 彈劾監察院⼈人員  
C. 糾舉⽴立法委員  
D. 糾正考試委員

解析



6.關於司法權之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A. 本於司法官身分獨⽴立保障，

我國⼤大法官係屬終身職 
B. 憲法法庭所得處理之事項，

包括正副總統之彈劾與政
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C. ⼤大法官違憲審查之標的，
不包含判例 

D. 司法院所提之年度司法概
算，係直接送⽴立法院進⾏行
審議

解析



• 「財富女神」⾦金條，象徵財富、︑繁榮及好運。︒ 
• PAMP為全球知名⿈黃⾦金鑄造商，成⾊色、︑重量和

品質獲得倫敦⾦金銀市場協會(LBMA)的認證。︒ 
• 背⾯面最新設計QR碼，可掃描後至PAMP 查詢

⿈黃⾦金條塊資訊，每塊⾦金條皆有原廠單⼀一序號。︒ 
• 純度 999.9  附原廠保證卡、︑保護殼及保護套。︒

原價4380   特價2588   
再享6期0利率   每期431元

⽴立即擁有

http://www.asap.com.tw/item/201507AM180048162


7.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 
   之規定，下列何項職位 
   不須經⽴立法院同意︖？ 
A. 監察院副院長  
B. 司法院⼤大法官  
C. ⾏行政院副院長  
D. 審計長

解析



8.依憲法本⽂文之規定，⾏行 
   政院會議之主席，原則 
   上為下列何者︖？ 
A. ⾏行政院秘書長  
B. 總統 
C. 每次開會時，由出席⼈人

員互推⼀一⼈人  
D. ⾏行政院院長

解析



9.下列⼈人員，何者得依法罷 
   免之︖？ 
A. 臺北市副市長  
B. 不分區⽴立法委員  
C. 地⽅方法院法官  
D. 縣市⾸首長

解析



原價2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6 5元  

特價1 5 8 8      點我看更多

⾦金榜題名寶物⽂文昌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50386568


10.下列何者，非公民投票 
     法所規定公民投票之類 
     型︖？ 
A. 法律之創制  
B. 法律之複決  
C. 重⼤大政策之創制  
D. 重⼤大政策之複決

解析



1. B                 
解析： 
依憲法第111條規定，有關
中央與地⽅方剩餘權之爭議，
由⽴立法院解決之。︒故選B。︒

回到題⽬目



2. C                 
解析： 
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5 款
規定：「備查：指下級政
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
理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
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或
主管機關知悉之謂。︒」。︒
故選C。︒

回到題⽬目



3. A                 
解析： 
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4 款
規定：「核定：指上級政
府或主管機關，對於下級
政府或機關所陳報之事項，
加以審查，並作成決定，
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力
之謂。︒」學理上普遍認為
「核定」屬於事前監督，
故選A。︒

回到題⽬目



4. C                 
解析： 
憲法關於考試院之規定，
並無考試委員在院內所為
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
負責任，故C錯誤。︒

回到題⽬目



5. B                 
解析： 
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4項規
定：「監察院對於監察院⼈人
員失職或違法之彈劾，適⽤用
憲法第九⼗〸十五條、︑第九⼗〸十七
條第⼆二項及前項之規定。︒」
故選B。︒

回到題⽬目



6. B                 
解析： 
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規
定：「司法院⼤大法官，除依
憲法第七⼗〸十八條之規定外，
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
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
解散事項。︒」故B正確。︒

回到題⽬目



7. C                 
解析： 
憲法第56條規定：「⾏行政
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
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
⾏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之。︒」故選C。︒

回到題⽬目



8. D                 
解析： 
憲法第58條第1項規定：
「⾏行政院設⾏行政院會議，
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 
政務委員組織之，以院長
為主席。︒」故選D。︒

回到題⽬目



9. D                 
解析：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
第2款規定：「地⽅方公職⼈人
員：直轄市議會議員、︑縣
(市)議會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會代表、︑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以下簡稱原住
民區)民代表會代表、︑直轄
市長、︑縣(市)長、︑鄉(鎮、︑
市)長、︑原住民區長、︑村
(⾥里)長。︒」。︒故選D。︒

回到題⽬目



10. A                 
解析： 
公民投票法第2條第2項規
定：「全國性公民投票適
⽤用事項如下： 
⼀一、︑法律之複決。︒ 
⼆二、︑⽴立法原則之創制。︒ 
三、︑重⼤大政策之創制或 
        複決。︒ 
四、︑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故選A。︒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