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投縣選舉委員會「選舉概念、公民參與及反賄選教育」有獎徵答題庫
是非題題庫：
1.目前我國選舉共有 11 種，中央公職人員方面有：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 2 種；而地方公職
人員則有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直轄市原住民區長、直轄市原住民區民代表、縣（市）
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以及村（里）長 9 種，任期均
為 4 年。
正確

錯誤

2.選舉買票是犯法，賣票也有罪。
正確

錯誤

3.在選舉票上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是為無效票
正確

錯誤

4.現役軍人不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正確

錯誤

5.在路上收到競選人的一包面紙，就可以認定他賄選。
正確

錯誤

6.我可以去參加候選人舉辦的旅遊，因為我沒有收任何禮品，所以不算賄選。
正確

錯誤

7.小明為某國小四年級學童，選舉期間代為發送候選人或政黨未親自簽名之不實文宣（黑函）
可以

不可以

8.候選人給我 3000 元，希望我投給他，我把錢收起來了，但投票時不投給他，就不算是受賄。
正確

錯誤

9.候選人承諾會在當選之後給予選民金錢或禮品回饋，這不算賄選，所以可以把票投給他。
正確

錯誤

10. 投開票當日，投票所內或附近有競選或助選行為，如有拉票、散發傳單、傳送簡訊、重
新張貼、懸掛或豎立標語、旗幟、使用宣傳車輛或擴音器、穿著候選人競選背心於投票所
附近徘徊不去等情事，應已構成所謂「競選或助選活動」，違反者，應由主任監察員通知
監察小組委員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以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
下罰鍰；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正確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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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收到不法之賄金或禮品，如果直接轉讓他人，自己並沒有觸法。
正確

錯誤

12.選舉最常見的兩大弊害就是賄選與暴力，這對台灣民主是重大傷害，為此我們勢必要踴躍
反賄選並積極檢舉不法事宜。
正確

錯誤

13.收受候選人的買票錢，就算不去投票支持，也會構成賄選罪。
正確

錯誤

14.所謂的受賄，就是指要求、期約或收受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之財物的行為，有其中之一者，
即構成犯罪。
正確

錯誤

15.關於行求期約的意思：行求是表示提供賄賂或不正利益，以期對方皆接受；而期約就是事
先約定。譬如：候選人送金錢或物品給選民，希望選民投他一票。
正確

錯誤

16.候選人贈送刮刮樂、樂透等公益彩券，也算是賄選。
正確

錯誤

17.關於因褫奪公權宣告，於候選人登記截止時，尚未復權而投票日前業已復權者，可否登記
為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
可以

不可以

18.因毒品案經檢察官聲請裁定強制戒治 1 年，尚未執行可否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
可以

不可以

19.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
正確

錯誤

20.選舉人須年滿三十歲才可以登記為直轄市長、縣（市）長候選人
正確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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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選舉時，賣票就是一種犯法行為，不論對方所交付的是金錢、物品或其他不正利益（例如
招待餐飲、旅遊等），如果答應為一定的投票或不投票行為，都會構成賣票罪。
正確

錯誤

22.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二合一選舉之投開票日係定於 105 年 1 月
正確

日舉行。

錯誤

23.選舉時如有人向你買票，可以大方將賄款收下，因為賣票不會被處罰。
正確

錯誤

24.參與民俗節慶、廟會、婚喪喜宴，贈送禮金、禮品，不是賄選行為。
正確

錯誤

25.選舉造勢活動提供參加民眾適度之茶水、簡便餐飲者，如一般飲料、簡易性之炒米粉、便
當、貢丸湯等，不是賄選行為。
正確

錯誤

26.為選舉造勢活動製作臨時性、簡便性之衣帽供助選人員作為辨識之用者，例如印有候選人
姓名、號碼或政黨名稱之運動帽、圈型帽、背心等，不是賄選行為。
正確

錯誤

27.選舉時，參選人送日常觀念認不具有相當價值之贈品，如門聯、桌曆、日曆、月曆等，不
是賄選行為。
正確

錯誤

28.買票：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
正確

錯誤

29. 選舉里長時，阿兩收到了某位候選人的紅包。阿兩收下紅包，但沒投給該候選人，所以
阿兩沒犯法
正確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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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查獲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 1500 萬元。
正確

錯誤

31.公職人員中，縣長可以連選連任，次數不受限制？
正確

錯誤

32.公職人員中，村里長可以連選連任，次數不受限制
正確

錯誤

33.中華民國之縣市議員可以連選連任，次數不受限制
正確

錯誤

34 中華民國之立法委員可以連選連任，次數不受限制
正確

錯誤

35. 公職人員中，總統副總統可以連選連任，次數不受限制
正確

錯誤

36. 候選人招待旅遊不算賄選
正確

錯誤

37.收取賄選報酬但沒有投票支持，不算收賄。
正確

錯誤

38.賄選一定要有現金往來
正確

錯誤

39.若未攜帶印章，也可蓋指印來領選票
正確

錯誤

40.投票時應在選票上蓋自己的印章以示負責
正確

錯誤

41.立委參選人必須年滿 23 歲才能參加選舉
正確

錯誤

42.參選立委得連選連任
正確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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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在選舉票背面可以看到候選人的選舉政見
正確

錯誤

44.在投票通知單上可以看到候選人的選舉政見
正確

錯誤

45.辦理選舉事務人員不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正確

錯誤

46.具有外國國籍者不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正確

錯誤

47.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所圈選之選舉票為無效票
正確

錯誤

48. 小明於選舉票圈選後發現選錯人了，而加以塗改並蓋章證明，選舉票仍有效
正確

錯誤

49. 賣票：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正確

錯誤

50. 選舉是由選務機關來辦理，在中央為中央選舉委員會，在地方為各縣市選舉委員會
正確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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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題庫：
1.(
) 目前我國選舉共有 11 種，總統、副總統任期?年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年 (2)5 年 (3)3 年 (4)6 年
)目前我國選舉共有 11 種，立法委員任期?年
(1)4 年 (2)5 年 (3)3 年 (4)6 年
) 目前我國選舉共有 11 種，縣（市）長、縣（市）議員任期?年
(1)4 年 (2)5 年 (3)3 年 (4)6 年
) 目前我國選舉共有 11 種，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以及村（里）長
(1)都是 4 年 (2)鄉（鎮、市）長 4 年、鄉（鎮、市）民代表以及村（里）長 3 年 (3)
都是 5 年 (4)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 5 年、村（里）長 4 年
)下列何者為最有效的檢舉方式。
(1)儘量保留鈔票或物品上的指紋並打檢舉電話 (2)威脅賄選人 (3)到處宣傳 (4)
告訴親朋好友不要投給賄選人
)下列何者不是賄選行為
(1)提供與候選人拍照機會 (2)代繳黨費培養人頭黨員 (3)贈送公益彩卷 (4)於造
勢晚會摸彩贈送機車
)下列何種選舉票為無效票：
(1)圈後加以塗改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3)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4)以上皆是
)數人共同檢舉他人賄選之犯罪而應給與獎金者，其獎金應該要
(1)各自瓜分 (2)平均分配 (3)先搶先贏 (4)以上皆非
)小胖假裝把戶籍地遷到其他的投票區內，以取得投票權，並意圖使特定的候選人當
選。這構成何項罪名及法律效果。
(1)妨害投票秩序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2)利誘投票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3)
妨害投票正確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4)妨害投票秩序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查獲村、里長或鄉鎮(市)民代表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予獎金為
(1)五十萬元 (2)一百萬元 (3)三十萬元 (4)十萬元
)除了傳統的賄選方式：現金買票、贈送禮品、提供旅遊、提供餐會的方式，現在的
賄選還有哪些新手法。
(1)出錢幫私人公司的大樓消毒及作清潔服務 (2)利用生日、喜宴、喪禮名義以禮金
方式致送賄款 (3)假藉各項名義，宰殺豬、牛贈送選民 (4)以上皆是
)下列何者不包含在「抓賄五部曲」內。
(1)接近賄選者 (2)保存賄選證物 (3)打電話威脅賄選之候選人 (4)起訴就領四分
之一獎金
)下列何者是不正確的。
(1)候選人贈送價值 30 元以上之禮品是賄選行為 (2)被檢舉之候選人若無定罪，則
獎金須繳回 (3)立委候選人在喜宴上給予適當禮金 (4)賄選行為人自首，並檢舉他
人共犯賄選之罪者，不給予獎金

14.(

)下面哪一個是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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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縣市議員和立法委員 (2)校長 (3)教育部長 (4)內政部長
15.(

)選舉期間，下列哪項行為是
(1)

16.(
17.(
18.(
19.(
20.(

(2)張貼政見海報 (3)收受候選人的財務 (4)沒有去投票

)
(1)看候選人的花招 (2)聽他的政見 (3)看他造勢情形 (4)看他賄選金額的高低
)立法委員選舉，如因檢舉而查獲立法委員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可獲得多少
獎金：（1）一千五百萬元（2）一千萬元（3）五百萬元（4）五十萬元。
)發現賄選可向那一機關檢舉？
(1)檢察署(2)國稅局(3)農委會(4)戶政事務所。
)檢舉總統、副總選舉賄選案件，最高可獲得多少獎金？
(1)1500 萬(2)1000 萬(3)500 萬(4)150 萬。
)檢舉立法委員選舉賄選案件，最高可獲得多少獎金？
(1)1000 萬(2) 1500 萬(3)500 萬(4)150 萬。

21.(

)買票賄選最高可判有期徒刑幾年？
(1)10 年(2)5 年(3)3 年(4)1 年

22.(

)選舉賣票最高可判有期徒刑幾年？
(1)3 年(2)2 年(3)1 年(4)6 月
)依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之規定，直轄市議員選舉，如因檢舉而查獲直轄市議員
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可獲得多少獎金？
（1）100 萬元（2）500 萬元（3）1,000 萬元
)不檢舉候選人賄選對我們有什麼壞處：
(1)當選後無心從事選民服務工作(2)當選後有可能會貪污，使民眾權益受損(3)以上
皆是(4)以上皆非

23.(

24.(

25.(

26.(

27.(

28.(

29.(

)檢舉候選人賄選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1)選賢舉能、淨化社會選風(2)正義挺身而出，可能獲得高額檢舉獎金，以茲鼓勵
(3)以上皆是(4)以上皆非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俗稱幽靈人口），
將會被判處下列何種有期徒刑：
（1）一年以下（2）三年以下（3）五年以下（4）七年以下。
)下列何者構成賄選，應受刑事追訴處罰：
（1）提供免費或自付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國內外觀光遊覽、國內遊覽車旅遊或進香
活動（2）提供往返居所地與投票地之交通工具、交通費用（3）假借捐助名義，提
供宗教團體、同鄉會、其他機構或團體等活動經費、團體服裝或活動用品等（4）
以上皆是。
)下列對於我國選舉的相關規定，何者正確？
(1).若未攜帶印章，也可蓋指印來領選票 (2).每個人都擁有投票權，不因年齡、
財產、性別、種族等而受限制 (3).投票時應在選票上蓋自己的印章以示負責 (4).
候選人應該要依據人民團體法的規定從事競選活動
) 住在新莊的黃先生即將於本週六前往投票所，選出新莊區的立法委員；當日投票結
束後，會展開一連串開票、計票等程序，最後由哪一單位公布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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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1)新北市政府 (2)新莊區選舉委員會 (3)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4)中央選舉委員會
)下列是我國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的最低年齡限制；請問：哪一項配對是錯誤的？
(1)鎮長：23 歲 (2)縣長：30 歲 (3)省轄市長：30 歲 (4)直轄市長：30 歲
)選舉時，政府三申五令希望候選人遵守法律規定，也希望民眾主動檢舉不法，但仍
有許多選舉違規的事項發生；下列關於賄選的敘述，何者有誤？
(1)捐款給候選人不是賄選的行為 (2)接受候選人的賄賂是違法的行為 (3)民眾可
向內政部檢舉賄選的行為 (4)賄選行為最重可依法判刑十年。
) 阿倫今年 25 歲，設籍在宜蘭縣三星鄉四年了，他有意投入選戰成為候選人；下列
哪項公職人員是他可以參選的？
(1)三星鄉鄉長 (2).三星鄉民代表 (3).宜蘭縣長 (4).宜蘭市長。
)家鑫有意參選下一屆「新北市市長」，因此他開始著手做了許多相關的研究，下列
是他列出的幾項要點，何者有誤？
(1)年滿 30 歲 (2)只能連選連任一次 (3)參選一定要經由政黨提名或是公民連署
(4)必須設籍在新北市滿四個月。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下列公職人員中，何者可以連選連任，次數不受限制？
(1)縣長 (2)市長 (3)鎮長 (4)里長。
)下列何者具備公民投票的資格？
(1)28歲，投票前四個月將戶籍遷入選區的小夢 (2)25歲，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的
大雄 (3)40歲，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的胖虎 (4)19歲，患有小兒麻痺的小香。
)下列何種人員不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1)現役軍人 (2)辦理選舉事務人員 (3)具有外國國籍者 (4)以上皆是
)若發現賄選情形時，可以撥打下列哪一支電話號碼檢舉
(1)0800-024024 轉 4 (2)0800-024099 轉 4 (3)0800-099099 轉 4
(4)0800-099020 轉 4
)何種候選人進行賄選時「可以」被檢舉
(1)總統、副總統 (2)縣、市長 (3)鄉、里長 (4)以上皆可
)阿華 29 歲，留學歸國後，將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依他條件可登記成為何種公職人
員候選人？
(1)總統 (2)縣市長 (3)市民代表 (4)直轄市市長。
)選民要具有投票權，應符合一定的條件，依據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規定，下
列何人具有選舉權？
(1)於三個月前剛拿到我國身份證的外籍配偶 (2)跳級就讀，18 歲便拿到碩士學
位的高材生 (3)留學美國，趕在投票前返國的 30 歲台籍學生 (4)車禍重傷，昏
迷不醒而受禁治產宣告的植物人。
)下列哪一種選舉資料，可以看到候選人的選舉政見？
(1)選舉公報 (2)選票背面 (3)選舉人名冊 (4)投票通知單。
）選舉人曾犯哪些罪而經判刑確定者，不能登記為候選人？
(甲)內亂罪 (乙)外患罪 (丙)貪汙罪 (丁)誹謗罪 (戊)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之
上之刑確定者。 (1)甲乙丙丁戊 (2)甲乙丙丁 (3)甲乙丙戊 (4)甲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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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阿忠並沒有加入任何政黨，他想要競選總統，他應透過什麼程序才能辦理登記？
(1)藉其他黨派掛名 (2)直接登記 (3)公民連署 (4)由總統提名。

44.(

) 2016 年首先登場的是立委選舉，在熱鬧的競選期間內，卻傳出候選人賄選的消息，
引起大眾討論，也看出國內選舉風氣需改善。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1)選民要理性思考投下神聖的一票 (2)行賄選民是犯罪行為，而收受候選人的賄
選金錢不購成違法(3)可撥打 0800-024-099 專線檢舉賄選行為 (4)亦可向警察局
檢舉賄選。
)英尚第一次到投票所投票，請問：他應該攜帶哪些物品，才是標準的投票人？
(甲)身分證(乙)印章(丙)手機(丁)戶口名簿(戊)投票通知單
(1)甲乙戊 (2)甲丙丁 (3)乙丁戊 (4)甲乙丁。
)下列四張選票，哪幾張是無效票呢？
(1)ABC
(2)BCD
(3)ACD
(4)ABD
1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阿忠若要競選立法委員、縣市議員等民意代表之職，必須年滿幾歲？
(1) 18 歲 (2) 20 歲 (3) 23 歲 (4) 26 歲。
)我國立法委員連選得連任幾次？
(1)一次 (2) 二次 (3) 三次 (4) 無次數限制。
)要選我國直轄市市長須年滿幾歲？
(1) 23 歲 (2) 30 歲 (3) 35 歲 (4) 40 歲。
)今年我國舉行的公職人員選舉包括下列何者？
（甲）總統、副總統（乙）行政院長（丙）縣長（丁）立法委員（戊）市議員
(1)甲乙 (2)甲丁 (3)乙丁 (4)丙戊。
)投票時一定要攜帶下列何者？
(1)投票通知單 (2)健保卡 (3) 身份證 (4)印章。
)2016 年我國將選出了第九屆立法委員。有關立法委員選舉的法律規範，下列何者錯
誤？
(1)法源基礎乃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2)立委參選人必須年滿 23 歲才能參
加選舉 (3)選民擁有兩張選票，乃實現了創制、複決的精神 (4)參選立委得連選連
任。
)選舉是由選務機關來辦理，在中央為中央選舉委員會，在地方為什麼機關？
(1)地方政府民政課 (2)各鄉鎮市公所 (3)各縣市選舉委員會 (4)各鄰里選舉
委員會
) 參選年齡至少須滿二十六歲，任期四年的公職人員是下列何者？
(1)鄉（鎮、市）長 (2)民意代表 (3) 直轄市長 (4)縣（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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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選舉期間，我們常在電視上看到反賄選的廣告，提醒民眾「人人扮青天，家家反賄
選」。請問：民眾遇到賄選行為時，應該向哪一單位檢舉？
(1)總統 (2)檢調單位 (3)法官 (4)村長
) 選舉里長時，阿兩收到了某位候選人的紅包。請問：阿兩的行為是否違法？
(1)沒關係，只要不投票就好了 (2)賄選是犯法，但宗憲只要負刑事責任 (3)只
要把票投給他就不犯法，符合交易行為 (4)他跟候選人同樣都是犯法的
)靜芳今年剛滿二十三歲，她可以成為下列哪一種選舉的候選人？
(1)直轄市長 (2)縣（市）長 (3)鄉（鎮、市）長 (4)立法委員
)投票是公民的神聖任務，請問：下列哪一個人不具有投票資格？
(1)被法院褫奪公權的阿樂 (2)號稱最美麗的歐巴桑，永遠二十五歲的陳美鳳 (3)
固守家園長達五十年的阿輝伯 (4)現任總統馬英九
)下列何者具有投票權？
(1)剛滿十八歲的妙錦 (2)因貪汙被褫奪公權的天養 (3)來臺居住滿兩年的美國
人 (4)年滿二十歲身心健康、具完全行為能力的品冠
)美琳對品鈞說：「你知道嗎？隔壁那個老王又連任成功了，算一算應該是他第 5 次
連任了。」請問：老王擔任的可能是下列哪一項職務？
(1)市長 (2)縣長 (3)市議員 (4)直轄市市長
)在臺灣，各項公職人員的參選年齡和任期都不盡相同。請問參選年齡須滿三十五
歲，任期四年的公職人員是下列何者？
(1)縣（市）長 (2)直轄市長 (3)民意代表 (4)總統、副總統
)參選年齡須滿二十三歲，任期四年的公職人員是下列何者？
(1)縣（市）長 (2)直轄市長 (3)民意代表 (4)總統、副總統
)參選年齡須滿三十歲，任期四年的公職人員是下列何者？
(1)縣（市）長 (2)直轄市長 (3)民意代表 (4)總統、副總統
)參選年齡須滿四十歲，任期四年的公職人員是下列何者？
(1)縣（市）長 (2)直轄市長 (3)民意代表 (4)總統、副總統
)關於賄選，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1)候選人招待旅遊不算賄選 (2)賄選一定要有現金往來 (3)接受賄選是犯罪行
為 (4)收取賄選報酬但沒有投票支持，不算收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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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國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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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