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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公民 試題 

科目代碼：16 

※答案卡基本資料填寫不全或錯誤者，扣總分 10 分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答錯不倒扣） 

1. 依據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的相關規定，下列何者屬於立法院的職權？  

(Ａ)議決總統、副總統的彈劾 (Ｂ)追認大赦、特赦 (Ｃ)追認總統發布之緊急命令 

(Ｄ)議決領土變更。 

2. 府際關係是指國家機關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上下層級政府間的垂直

關係，以及同一層級地方政府之間的水平關係。下列對府際關係的敘述哪一項正確

？   (A)我國目前府際關係的權力劃分採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 (B)在國防、外交、

軍事等事務，應採中央委託地方辦理 (C)中央政府可要求地方政府一同分擔全民

健保之保費 (D)嘉義縣政府與嘉義市政府屬上下層級政府間垂直關係 

3.  依我國憲法之規範，要花費公帑必須先由(甲)編列相關預算，經(乙)審議通過，再

交行政院執行，後由(丙)審計決算。請問甲、乙、丙分別應填入什麼機關？    

（A）行政院、立法院、考試院 （B）司法院、立法院、行政院 （C）監察院、

立法院、行政院 （D）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 

4. 若遇到各級政府發生權限爭議時，根據地方制度法的規定，應由哪些機關解決爭

議？下列何者正確？（A）中央政府 VS 直轄市：總統府（B）縣 VS 鄉鎮市：縣政

府（C）直轄市 VS 直轄市：行政院（D）直轄市 VS 縣（市）：立法院 

5. 某國政府之執政黨為國會多數黨，因政績不佳，民調持續低迷，引發要求首相下臺

的呼聲，該國已有多位執政黨籍的國會議員連署支持更換黨魁，要求舉行黨魁選

舉。依據題文訊息判斷該國的政治體制，下列敘述何者最可能？ （A）該國的元

首應該具有政治實權 （B）該國選舉制度採間接選舉制度 （C）最高行政首長兼

任政黨領導人 （D）中央政府係採聯合內閣的模式 

6. 我國《地方制度法》對於行政層級的畫分和所轄的次級地方組織，都有詳細的規定。

下列有關「臺中市和平區」與「南投縣信義鄉」之敘述，何者錯誤？ 

（A）二者皆屬於地方自治團體，具有公法人資格 （B）二者的行政首長需具有原

住民身分，由民選產生（C）前者之首長為區長，經人事任命產生，後者之首長為

鄉長，由選舉產生（D）前者設區民代表會，後者設鄉民代表會，二者皆為立法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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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統制強調權力分立，法律案及預算案一定要經過國會通過，總統簽署公布才生

效。如果未完成上述程序，可能出現什麼狀況？  （A）若是預算案沒有通過，

總統必須辭職以示負責（B）若是預算案沒有通過，政府可能因此被迫停擺而無法

運作（C）若是國會通過的法律案被總統否決，國會可以提案罷免總統（D）若是

國會通過的法律案被總統否決，國會可以對總統提不信任案 

8. 某內閣制國家，有甲乙丙丁戊五個政黨，本次國會大選選舉結果如下表。依表中資

訊判斷，下列有關其聯合內閣組成之敘述何者正確？    

政黨名稱 甲 乙 丙 丁 戊 

國會席次 8 21 26 12 33 

（A）甲黨所獲得的席次過少，沒有參與組織聯合內閣的機會（B）丙黨若不想與

過多政黨分享內閣權力，則應和戊黨合作（C）甲乙丁三黨過半，組成聯合內閣可

以獲得國會穩定多數（D）乙丙兩黨若想合作組閣，只能夠尋求丁黨或戊黨的協助 

9. 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地政士法部分條文，行政院因認定該修正案窒礙難行決定提覆

議案。依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覆議的程序與效力為何？（A）覆議案應於行政院

送達立法院 10 日內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B）如贊成維持原決議的立委超過

全體的 1/2，則覆議成功（C）如贊成維持原決議的立委未達全體的 1/2，則覆議

失敗（D）若立法院逾期未作成決議，則原決議失效。 

10. 下列有關我國司法體制和司法機關職能及其運作原則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 司

法院掌理解釋權、審判權、懲戒權及司法行政權   (Ｂ)司法機關運作與政黨政治關

係密切    (Ｃ)司法院可指揮檢調體系，享有完全的司法獨立與自主性 (Ｄ)司法

院有大法官15人，任期交錯，享有終身職保障 

11. 520 總統就職將屆，行政院長蘇貞昌依據憲政慣例向總統提出內閣總辭，總統蔡英

文近日召開記者會宣布蘇貞昌續任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隨即將啟動組閣相關作

業。請問下列人員何者不是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A）行政院副院長（B）

衛福部長（C）檢察總長（D）央行總裁 

12. 我國行政與立法機關各有權力相互制衡，有關這些權力運作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 (Ａ)立法院對政府施政不滿，可以發動委員連署提出倒閣案 (Ｂ)行政院針

對立法院不妥之決議事項，可移請立法院覆議 (Ｃ)立法委員基於施政弊案，發動

調查權，糾舉彈劾失職官員 (Ｄ)國會因政府施政不當，拒絕行政首長上臺進行施

政報告。 

13. 2016年1月我國同時舉行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由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並獲得國

會過半的席次，產生第三次政黨輪替。然由於立法委員與總統的就任時間不一致，

且總統大選後，新任總統直至5月20日才就職，因此有「看守內閣」的出現。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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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新總統就任前，看

守內閣可持續推動政務 (Ｂ)看守內閣和新總統因為分屬不同黨派，會形成左右共

治 (Ｃ)新國會必須針對行政院院長人選行使同意權 (Ｄ)看守的行政院院長任命

閣員須經新總統同意。 

14. 我國歷經七次憲改後，政府體制規範雖有相當多的調整，但運作上仍有不盡完善之

處。請問下列何者合乎憲法運作的現況？ (Ａ)總統選舉採絕對多數決制，使統治

者能有較高的民意基礎 (Ｂ)當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政黨時，行政權容易受制

於立法院 (Ｃ)憲法明文總統具國防、外交與經濟決策權力，卻不受國會監督     

(Ｄ)國會具有閣揆任命同意權，目前是立法與行政衝突的導火線。 

15. 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劃分，依《憲法》規定採「均權制度」，依照事務性

質分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管轄。下列哪些公共政策是依照「均權制度」來分配？

(甲)辦理勞工事務與環境保護(乙)辦理國防武器更新與採購(丙)辦理財政稅收與交

通建設(丁)辦理公務人員考試與福利。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16. 我國採取五權分立的政府體制，下列有關五院職權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具有締約權與宣戰權 （B）立法院為最高立法機關，對

國家政策有副署權 （C）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可審核政府決算案 （D）考

試院為最高考試機關，執掌文官考試任用 

17.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已年過90，目前雖已逐漸將公務轉交給查爾斯王儲，但專家

認為，除非女王有恙，否則仍為大英帝國人民的精神領袖。請問，女王轉交給查爾

斯的公務，不可能會有下列何者？   （A）接待邦交國領袖 （B）主持國家重要

慶典 （C）代表英國訪問邦交國 （D）出席世界貿易組織的高峰會議 

18. 依照我國現行的制度，下列哪些職位的任期相同？請選出正確的組合： 

（甲）總統（乙）大法官（丙）考試委員（丁）監察委員（戊）立法委員。 

（A）甲戊（B）甲丙戊（C）乙丙丁（D）甲丙丁戊 

19. 2017 年 2 月 12 日，德國聯邦大會就五年一次的總統選舉進行投票。前外交部長

施泰因邁爾當選德國第 12 任總統。下列哪些是德國總統的主要職責？請選出正確

的選項：（甲）公布由國會通過且經總理副署的法律命令（乙）根據聯邦議院的決

定任免聯邦總理（丙）主持國家禮儀性活動（丁）直接領導聯邦政府（戊）享有實

際行政權，可直接解散國會。（Ａ）甲乙丙（Ｂ）甲丙戊（Ｃ）乙丙丁（Ｄ）丙丁

戊 

20. 在某次台北市長選舉中，其候選人的政見如下，哪些是屬於直轄市市長的職權範

圍？（甲）與各國協商降低關稅障礙，以利經貿發展（乙）擴大開放陸生來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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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各大學的招生壓力（丙）將沒落商業區重新規劃，吸引消費人潮（丁）將街道照

明系統逐步改裝為 LED 燈以響應節能減碳（戊）興建高速公路連接台北市與花東

地區，以縮減城鄉差距。 （A）甲乙（B）甲丁（C）丙丁（D）乙戊 

21. 我國設有罷免、彈劾總統之機制，關於兩者之比較，請選出正確的組合： 

選項 項目 罷免 彈劾 

（甲） 性質 追究總統政治責任 追究總統法律責任 

（乙） 提案 立法院提出 監察院提出 

（丙） 議決 公民複決 司法院憲法法庭 

（丁） 效力 使總統去職 移送司法院公懲會懲處 

（A）甲丙（B）甲丁（C）乙丙（D）乙丁 

22. 我國的地方自治歷經多次改革，下列敘述哪些符合現行的體制？（A）臺中、台南、

桃園進行縣市合併後，升格為直轄市（B）升格為直轄市後原隸屬於該縣之「鄉、

鎮、市」將改制為「村」或「里」（C）「區」改制為地方自治團體，區長任期四年

由民選產生（D）自 108 年起，省級機關預算歸零，原有業務與預算納入國發會等

相關部會承接 

23. 美國總統川普被控濫權和妨礙國會調查而遭國會眾議院彈劾，此一彈劾案經眾議院

提出後，後續的程序為何？（A）交由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總統是否有罪（B）交由

參議院審理，需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參議員支持彈劾案才能使總統去職（C）總統若

經彈劾去職，美國將舉行總統補選（D）若彈劾案成立，總統在去職前可同時宣佈

解散國會 

24-26 題組 

英國首相強森上任後，因脫歐議題與國會之間產生多次衝突，強森更為此解散國會，並

於 2019 年 12 月 12 日舉行大選，根據選舉結果，保守黨囊括自 1987 年以來最多的國

會席次（364 席），過半的席次讓強森信心大增，強力推行脫歐，英國會也於 12 月 20

日通過協議，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脫歐，結束這場歷時多年的脫歐夢魘。請回

答下列問題 

24. 英國首相強森不惜解散國會以確保順利脫歐，依據英國的政治體制，解散國會的程

序為何？（A）首相有主動解散國會之權，可逕行宣布解散國會（B）需經下議院

三分之二以上議員同意解散國會（C）英國元首可在經上議院同意後，主動宣布解

散國會（D）需經上下議院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可解散國會提前進行改選 

25. 在英國當內閣與國會衝突不斷，除了解散國會外，下列何者為現今常見的手段之

一？（A）首相可透過覆議案，否決國會所通過的法案（B）國會通過不信任案，

迫使內閣總辭（C）國會可提出彈劾案，彈劾首相及其內閣（D）由下議院議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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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元首撤換首相人選 

26. 依據此次的大選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保守黨未拿下三分之二以上的絕

對優勢，因此需組成其他政黨組成聯合內閣（B）執政黨在立法上將具有絕對優勢，

會形成行政領導立法的現象（C）保守黨會進行一黨專政，其他在野黨將難以發揮

監督的功能（D）強森在出任英國首相後，需請辭議員身分，以保持行政中立 

27-29 題組 

【新聞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美國許多州採取封城的措施，但也因此引發多起

民眾抗議，主張州長的封城令侵犯了憲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權，且影響人們的工作與

收入。美國總統川普也親自推文呼籲州長們解除封城令，並堅持自己擁有解封的絕

對權力，此一言論引起州長們的抨擊，認為川普完全不尊重地方自主權。 

【新聞二】：為振興因新冠肺炎所造成的經濟衰退，美國白宮希望國會能盡快通過 2

兆美元緊急援助法案，但參眾兩院對於法案內容兩黨存在極大的歧異。該法案何時

能正式生效備受外界關注。 

27. 川普的言論引發這些州的州長不滿，認為總統干涉州政府的自主權，請問下列關於

美國聯邦政府以及州政府之間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A）州政府的權力來自

於中央的授與，因此聯邦政府可自行決定是否採取封城措施（B）州政府的權力來

自於憲法保障，享有高度的自主權，若與聯邦政府有所爭議，可透過違憲審查機制

化解爭議（C）各州可自行訂定州法律，但無財政自主權，主要依賴聯邦政府的財

政分配而來（D）若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權限如果出現爭議，應以聯邦政府的意見

為優先 

28. 此一緊急援助法案，若要正式生效，依照美國的立法機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

白宮可正式向參眾兩院提出法律草案，以加快立法速度（B）參議院和眾議院可各

自通過不同的法案版本，由總統選定其一公告生效（C）法案需經參眾兩院通過，

且需為同一版本的法案，再交由總統公告生效（D）總統擁有絕對權力，可不經國

會預算審查，直接發放紓困金 

29. 若川普擬動用否決權否決國會所通過的法案，下列針對否決的程序與效力何者錯

誤？（A）若總統不同意國會通過的法案，可於十日內否決，使其無從生效（B）

美國總統擁有絕對的否決權，一旦經其否決的法案，無其他方式可使其再次生效

（C）國會可在總統否決後，由參眾兩院各以三分之二多數決，推翻否決（D）若

法案遭國會「推翻否決」成功，總統就必須接受該法案  

30-31 題組 

1980 年代以後，為克服地方財政困難、提升行政績效、滿足在地需求，對地方公

共事務的處理，我國地方自治逐漸融入「地方治理」之精神。請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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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此種制度的主要特色為何？（A）主要由中央統籌規劃，由上而下主導地方治理，

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B）結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單位及非營利組織等，

共同擔負解決地方事務責任，建立政府與民間的夥伴關係（C）民眾在地方治理中

扮演輔導者的角色，提供經費與技術的協助（D）主要強調民間第二部門的參與，

擴大企業營收，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31. 下列何者符合「地方治理」 之精神？（A）行政院院長正式宣布高鐵南延屏東（B）

省在精簡化之後失去公法人之地位（C）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協助南投埔里鎮進行社

區重建（D）各地衛生所提供民眾施打流感疫苗。 

32-35 題組 

法國現行共和政體制度的政權，是在 1958 年由戴高樂主導的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施行

後建立。相較於第四共和國，第五共和國削弱議會權力，同時增加總統的權力。請回答

下列問題： 

32. 當總統所屬政黨未能在國會中取得多數席次時，總統為了順利組閣，會任免反對陣

營人士擔任總理，此種總統及總理分屬不同陣營的情形稱為？（A）左右共治（B）

聯合內閣（C）權力共享（D）權力分立   

33. 此一體制同時融合了總統制與內閣制的特色，因此又被稱為混合制，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A）副署、覆議制度是結合了總統制的特色（B）倒閣、解散國會機制源

自於內閣制（C）總統僅是形式上的國家領袖，與內閣制相同（D）總理僅對總統

負責，不對國會負責，與總統制相同 

34. 法國的政治體制屬於「雙首長制」，和下列哪一個國家較為相近？（A）德國（B）

義大利（C）比利時（D）俄羅斯 

35.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使法國總統多次頒佈緊急措施進行停課、封城，甚至有多位地

方的市長、鎮長因新冠肺炎而過世，中央政府因此緊急接管相關地方事務與防疫工

作，以避免地方政務出現空窗期。從上述內容判斷，若以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劃

分類型區分，法國應屬於下列何者？（A）中央集權（B）地方分權（C）均權制度

（D）權能區分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答錯倒扣五分之一題分，不答不給分） 

36. 下列哪些依照我國法律屬於地方自治團體？（A）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B）新北

市烏來區（C）高雄市茂林區（D）台北市大安區（E）花蓮縣壽豐鄉 

37. 下列哪些地方自治團體屬於同一個層級？（A）花蓮市（B）新竹市（C）台東市（D）

竹山鎮（E）阿里山鄉 

38. 依據我國現行法律規範，下列公職人員的產生方式，正確者有幾項？（A）審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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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B）立法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C）大法官由司法院長提請總統任命（D）考試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

後任命（E）直轄市副市長由直轄市長任命 

39. 總統制與內閣制在憲政體制下有何差異？請選出正確的選項：（A）總統制比內閣

制來的民主，因為總統由人民間接選舉產生，總理（首相）卻由國會多數黨領袖擔

任（B）實行總統制的國家政局較穩定，且可避免總統獨裁（C）總統制的國家中，

總理直接對國會負責，內閣制的國家總理直接對總統負責（D）通常總統制的國家，

國會無權倒閣，總統也不能解散國會（E）採行內閣制的國家，當國會無任何一個

政黨有過半席次時，常會出現「聯合內閣」 

40. 下列哪些屬於地方自治團體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代為辦理的委辦事項？（A）

錢櫃 KTV 大火促使臺北市政府擬修訂「臺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B）各地方政

府協助辦理兵役事宜（C）地方政府配合中央執行防疫工作（D）宜蘭縣政府每年

舉辦「國際童玩節」（E）臺中市選舉委員會辦理臺中市立委補選工作 

41. 大華為我國某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的科長，小明則受該行政機關首長邀請，自企

業界轉任而成為大華的上級局長。最近為某項政策是否要徵詢民意，兩人意見相

左。小明主張直接辦理公投，但大華認為無法舉辦公投，應辦理電話民意調查。依

據題文判斷，該地方自治團體之政府組織與權責，下列推論哪些最可能？ (Ａ)其

行政機關之首長係由行政院院長依法任命 (Ｂ)其組織依法僅設有行政機關而沒有

立法機關 (Ｃ)須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但可制定地方法規 (Ｄ)依法可以引進

第三部門參與政府的公共服務 (Ｅ)其預算執行與財政收支依法須受行政院監督。 

42. 詩詩在整理我國與法國總統兩者差異的筆記，請檢視以下表格，請問她哪些內容有

誤？ 

選項 項目 法國 我國 

（A） 總統任期 7 年 4 年 

（B） 解散國會 被動解散 被動解散 

（C） 國會 參議院 

國民議會 

立法院 

（D） 彈劾與罷免總統機制 有彈劾及罷免 有彈劾無罷免 

（E） 公民投票 重大政策 防禦性公投 

43. 我國實施民主憲政以來，立法院曾提出三次不信任案，但最終都並未通過，請問依

照我國現行的制度，不信任案的程序與效力為何？（A）立法院若對行政院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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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可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B）

再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贊成時（記名投票），不信任案通過（C）不信任

案通過後，該案應送交總統府，由總統決定是否撤換行政院院長（D）不信任案通

過後，行政院院長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E）行政院長同時得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進行重新改選 

44. 針對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跨院、跨部會的政府官員研擬解決辦法。下表為某媒體

整理近期各機關代表的發言內容，依其內容判斷，下列哪些配對錯誤？ 

發言機

關 
建議食品安全處理措施 

甲 本機關將加速審判不法商人，藉以伸張社會正義 

乙 本機關會糾正相關失職部會，藉以改善行政流程 

丙 本機關將加強取締違法工廠，防制劣質食品流竄 

丁 本機關排定審查《食安法》修正案，以安定社會人心 

戊 
公布經三讀通過的《食安法》修正案，使法案能正式

生效 

(Ａ)甲：司法院 (Ｂ)乙：總統府 (Ｃ)丙：監察院 (Ｄ)丁：立法院 （E）戊：行政院 

45. 下表為民主國家主要的政府體制類型比較，下列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選項 
代表國

家 
實權元首 解散國會 不信任案 覆議制度 

（A） 美國 ○ ╳ ╳ ○ 

（B） 英國 ╳ ○ ○ ○ 

（C） 法國 ○ ○ ○ ╳ 

（D） 瑞士 ╳ ○ ○ ╳ 

（E） 我國 ○ ○ ○ ○ 

 

 

試題結束 



市立臺中一中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公民 解答

一、單選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D C C C B B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A B A D D B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D B B B B B C B B

31 32 33 34 35

C A B D A

二、多重選擇題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BCE ACDE AE DE BCE CD ABD ADE BCE AE


	10822公民一
	10822公民一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