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

全民國防網際網路有獎徵答題庫

０１【１】國軍兵力目標與人力結構，將朝（１）「常備部隊以募兵為主、後備部隊以徴兵為主」
（２）「常備部隊以徴兵為主、後備部隊以募兵為主」（３）「常備部隊與後備部隊均以
募兵為主」之方向規劃，適切調整募、徴兵比率，以因應現代作戰需求。
提示：國軍兵力目標與人力結構，將朝「常備部隊以募兵為主、後備部隊以徴兵為主」之方向規劃。
０２【２】國軍因應國家政經情勢發展及「精進案」執行，國防人力

朝（１）「徴兵為主之募徴

兵併行制」（２）「募兵為主之募徴兵併 行制」（３）「義務役為主之兵役制」之方向規
劃。
提示：國軍因應國家政經情勢發展及「精進案」執行，國防人力朝「募兵為主之募徴兵併行制」之
方向規劃。
０３【２】依「國防部組織法」規定，國防部本部文職人員任用不得少於編制員額的（１）四分之
一（２）三分之一（３）二分之一。
提示：依「國防部組織法」規定，國防部本部文職人員任用不得少於編制員額的三分之一。
０４【３】「全民國防教育法」業經總統於何時公布？（１）民國 93 年 12 月 31 日（２）民國 94
年 1 月 11 日（３）民國 94 年 2 月 2 日。
提示：全民國防教育法業經立法院於民國 94 年 1 月 11 日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民國 94 年 2 月 2
日公布。
０５【１】國軍現行軍事教育體系包括「基礎教育」
、
「進修教育」及（１）深造教育（２）專長教
育（３）通識教育。
提示：為培養國軍軍官、成為允文允武之優質幹部，規劃各階段教育訓練包括有基礎之學識教育、
專長之進修教育、指參及戰略之深造教育。
０６【２】「全民國防教育法」各級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國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１）教育局（２）縣（市）政府（３）環保局。
提示：依「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2 條第 1 款辦理，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國防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０７【１】某現役軍人因洩漏關於中華民國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被依陸海空軍刑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試問所指軍事機密，其種類、範圍及等級
應依下列何者現行有效之法令做判斷？（１）軍事機密與國防秘密種類範圍等級劃分準
則（２）妨害軍機治罪條例（３）軍機種類範圍準則（４）戰時軍律。
提示：軍事機密，其種類、範圍及等級應依軍事機密與國防秘密種類範圍等級劃分準則做判斷。
０８【２】除被告以外，下列何者不服高等軍事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之上訴判決，得以判決違背法令
為理由，向司法高等法院提起上訴？（１）被告之直屬長官（２）軍事檢察官（３）被
害人（４）原審之辯護人。
提示：軍事審判法第 181 條第 5 項規定「當事人不服高等軍事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之上訴判決者，得

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及第 6 條規定「本法稱當事人者，謂軍
事檢察官及被告。」
０９【３】承辦動員業務之現役軍人非因動員或動員演習實際需要，徵購、徵用人民之財物及徵用
操作該財物之人員者，（１）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２）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３）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４）不受刑事處罰，但須受行政懲處及補償人民損失。
提示：陸海空軍刑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不依法令徵購、徵用物資、設施或民力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１０【４】國防部為照顧現役官士安居，專案呈報行政院採不分官階，增加申貸戶數，每戶放貸額
度（１）100 萬（２）150 萬（３）200 萬（４）220 萬元及調降利率方式辦理官士購屋
貸款。
提示：民國 93 年眷村改建餘戶配售工作結束，為持續照顧現役官士安居，專案呈報行政院採不分
官階，增加申貸戶數，每戶放貸額度 220 萬 元及調降利率（目前 2.125﹪）方式辦理官士
購屋貸款。
１１【４】為落實（１）平安政策（２）安全政策（３）安心政策（４）三安政策 國防部不斷致
力提升官兵生活品質、營造良好工作環境，以強化官兵暨家屬之照顧，達到安定軍心、
鞏固眷心之目的。
提示：國防部為落實陳總統「三安政策」，不斷致力提升官兵生活品質、營造良好工作環境，強化
官兵暨家屬照顧，以安定軍心、鞏固眷心。
１２【３】國軍心理輔導工作係以（１）一級（２）二級（３）三級（４）四級防處體系為架構。
提示：國軍心理輔導工作係以「三級防處體系」為架構，區分為初級預防（連、營輔導長）、二級
輔導（各級心理衛生中心）及三級醫療處置（各地區心理衛生中心），統合輔導資源，建構
相互支援網絡。
１３【１】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係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幾條訂
定？（１）二十一條（２）二十二條（３）二十四條（４）二十條
提示：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係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二十一條訂
定。
１４【４】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係屬何類動員？（１）運輸（２）科
技（３）衛生（４）交通
提示：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係屬交通動員。
１５【３】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適用對象？（１）財團法人（２）私
人企業（３）公、民營機關【構】（４）協會組織
提示：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適用公、民營機關（構）。
１６【３】國防部根據國防法第（１）3 （２）10 （３）30 條規定定期提出國防報告書。

提示：「國防法」第 30 條：「國防部應根據國家目標、國際一般情勢、軍事情勢、國防政策、國軍
兵力整建、戰備整備、國防資源與應用、全民國防等，定期提出國防報告書。」
１７【４】現階段我國國防政策係以（１）預防戰爭（２）國土防衛（３）反恐制變（４）以上皆
是

為基本目標。

提示：中華民國 93 年國防報告書第二篇第五章第四節國防政策目標，基於維護國家利益、達成國
家安全目標、因應國際戰略情勢之全般考量，現階段我國國防政策係以「預防戰爭」
、
「國土
防衛」、「防恐制變」為基本目標。
１８【３】國防願景為（１）知識軍事（２）戰力優勢（３）以上皆是；並以專業、轉型、速度、
聯合為綱領，建立現代化優質戰力。
提示：中華民國 93 年國防報告書第二篇第六章第四節國軍願景-「知識軍事，戰力優勢」。
１９【２】我國為建立全民防衛動員體系，落實全民國防理念，實施動員準備，保障人民權益，所
制定的法規為（１）國防法（２）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３）兵役法（４）憲法。
提示：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一章第一條規定：為建立全民防衛動員 (以下簡稱動員) 體系，落
實全民國防理念，實施動員準備，保障人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２０【２】總統為因應國防需要，得依（１）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２）憲法（３）民防法（４）
災害防救法

發布緊急命令，規定動員事項，實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

提示：依國防法第五章第二十四條規定，總統為因應國防需要，得依憲法發布緊急命令，規定動員
事項，實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
２１【２】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是（１）立法院院長（２）總統（３）行政院院長（４）監察院院長
的權責。
提示：依國防法第二章第九條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國防大政方針，或為因應國防重大
緊急情勢，得召開國家安全會議。
２２【１】國軍用兵後勤管理系統，是以提升支援作戰效能，逹成何種支援作戰目標：
（１）適時、
適質、適量（２）正當、正式、正常（３）合情、合理、合法（４）以上皆非。
提示：國軍積極開發用兵後勤管理系統，以提升支援作戰效能，逹成適時、適質、適量支援作戰目
標。
２３【３】國軍推動後勤革新工作，依精進後勤管理體制，明確律定哪兩種後勤權責：（１）量少
與質精（２）倉儲與管理（３）建軍與用兵（4）技術與研究。
提示：國軍後勤革新，將依精進後勤管理體制，明確律定「建軍」與「用兵」後勤權責。
２４【４】國軍裝備委商保修作業依特性不同可區分為哪些類型：（１）軍機（２）艦艇（３）陸
用裝備（４）以上皆是。
提示：考量國軍裝備委商維修所涉及相關產業特性的不同，故將國軍裝備委商保修作業區分為「軍
機」、「艦艇」、「陸用裝備」三大類型。
２５【１】動員區分（１）二（２）三（３）四（４）五

階段。

提示：動員區分階段為：一、動員準備階段：指平時實施動員準備時期。二、動員實施階段：指戰
事發生或將發生或緊急危難時，總統依憲法發布緊急命令，實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時
期。
２６【３】動員準備區分為行政動員準備及（１）緊急動員準備（２）物力動員準備（３）軍事動
員準備（４）國防動員準備。
提示：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五條規定，動員準備區分為行政動員準備及軍事動員準備。
２７【３】國防部承（１）立法院（２）司法院（３）行政院（４）監察院之命，綜理行政院動員
會報秘書工作，並得指定所屬機關(單位) 設全民戰力綜合協調組織，整合作戰地
區總力，建立全民防衛支援作戰力量，並協助地方處理災害救援事宜。
提示：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八條規定，國防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行政院動員會報秘書工作，
並得指定所屬機關 (單位) 設全民戰力綜合協調組織，整合作戰地區總力，建立全民防衛支
援作戰力量，並協助地方處理災害救援事宜。
２８【１】國軍在推展「健全危機處理應變機制」的施政工作上，積極朝向「全方位安全」目標發
展；而我國現階段國防政策，致力於「預防戰爭」、「國土防衛」及那一項基本目標呢?
（１）「反恐制變」（２）「環境衛生」（３）「敦睦參訪」（４）「助民收割」
提示：2001 年爆發的「911 恐怖攻擊」
，嚴重衝擊到後冷戰時期以來的國際和平環境，
「反制恐怖主
義擴散」成為當前國際安全事務的主要課題；我國身為國際社會之成員，支持國際對消弭恐
怖威脅的各種努力。國軍基於維護國內反恐安全及配合政府支持國際反恐的立場，必須持續
建立專業反恐能量，以因應可能的恐怖威脅挑戰。
２９【１】國軍一切來自民間，責無旁貸的把「救災」視同「作戰」，納入國軍任務之一，使國人
生命財產損失，降至最低程度；請問執行這項工作最重要的法源依據為何?（１）
「災害防
救法」
（２）
「要塞保壘地帶法」
（３）
「訴願法」
（４）
「民法」
提示：國軍本於政府一體施政效能，當國家、社會遭遇重大災害（難），超出災害主管機關或地方
政府處理能力時，依據「災害防救法」及「申請國軍支援災害處理辦法」，在「不影響國軍
戰備、不破壞國軍指揮體系、不超過國軍支援能力範圍」的原則下，於第一時間調派兵力支
援災難救援。
３０【１】國軍在維護社會安定，協助司法機關執行治安維護工作上，績效卓著；請問國軍執行這
項工作最重要的法源依據為何呢?（１）
「刑事訴訟法」
（２）
「災害防救法」
（３）
「民法」
（４）「請願法」
提示：國軍遵照「刑事訴訟法」、「調度司法警察條例」及「憲警支援協定」，本「防範於未然、弭
禍於無形、制亂於初動、止亂於復甦」之原則，協助司法機關執行治安維護工作，置重點與
軍事有關者為主；並恪遵國家整體危機處理機制指導，結合警政體系，於平時建構出完整之
「危機預警」能力，厚植「反恐制變」基礎，以維護社會安定，確保國家安全。
３１【２】隨著科技的進步，未來的戰爭型態，勢將由「兵力」密集進而「技術」密集，再轉變為

（１）科學（２）知識（３）工業（４）勞力

密集。

提示：隨著科技的進步，未來的戰爭型態，勢將由「兵力」密集進而「技術」密集，在轉變為「知
識」密集。
３２【１】我們提昇國防武力，並非是與中共進行武器競賽，而是為了確保台海的和平與穩定及維
護台灣發展不易的（１）民主（２）經濟（３）國防（４）教育

成果。

提示：我們提昇國防武力，並非是與中共進行武器競賽，而是為了確保台海的和平與穩定及維護台
灣發展不易的民主成果。
３３【３】國軍每次的救災，應本（１）人人愛我、我愛人人（２）有效嚇阻、防衛固守（３）人
饑己饑、人溺己溺（４）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的精神。

提示：國軍每次的救災，應本「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精神。
３４【３】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絕對不是要與中共進行所謂的（１）經濟（２）科技（３）
軍備（４）政治

競賽。

提示：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絕對不是要與中共進行所謂的軍備競賽。
３５【４】國軍在建軍備戰方面，除了要貫徹「全民國防」的理念，並以（１）緊急應變（２）快
速反應（３）立即作戰（４）以上皆是

為整備目標。

提示：國軍在建軍備戰方面，除了要貫徹「全民國防」的理念，並以「緊急應變」
、
「快速反應」
、
「立
即作戰」為整備目標。
３６【２】國軍要因應敵情威脅，評估作戰需求，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持續推動（１）精實案（２）
軍事事務革新（３）三安政策（４）精進案

提升聯合作戰整體戰力。

提示：國軍要因應敵情威脅，評估作戰需求，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持續推動軍事事務革新，提升
聯合作戰整體戰力。
３７【１】朝野全民應凝聚堅強的（１）國防意識（２）防災觀念（３）經貿建設（４）危機意識
積極強化有效的防備，提升自我防衛的能力。
提示：朝野全民應凝聚堅強的國防意識，積極強化有效的防備，提升自我防衛的能力。
３８【３】結合「軍事事務革新」的理念，完整建構出科技先導、資電優先、聯合截擊、（１）全
民防衛（２）緊急應變（３）國土防衛（４）立即作戰

的十年建軍構想。

提示：結合「軍事事務革新」的理念，完整建構出「科技先導、資電優先、聯合截擊、國土防衛」
的十年建軍構想。
３９【１】國軍當前主要任務，在於籌建嚇阻戰力，防止（１）中共（２）美國（３）日本（４）
韓國

軍事冒進。

提示：國軍當前主要任務，在於籌建嚇阻戰力，防止中共軍事冒進。
４０【４】國軍要（１）為國家的生存發展而戰（２）為百姓的安全福祉而戰（３）為台灣的民主
自由而戰（４）以上皆是。
提示：國軍要「為國家的生存發展而戰」、「為百姓的安全福祉而戰」、「為台灣的民主自由而戰」。

４１【４】強化全民國防必須（１）以憲政為基礎，以軍事建設為核心，以經濟建設為後盾，以心
理建設為動力，貫徹「國防與民生合一」的政策（２）建構「全防位」
、
「全民參與」
、
「總
體防衛」、「民眾信賴」的國防（３）落實「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４）以上皆是。
提示：強化全民國防必須以憲政為基礎，以軍事建設為核心，以經濟建設為後盾，以心理建設為動
力，貫徹「國防與民生合一」政策，建構「全防位」
、
「全民參與」
、
「總體防衛」
、
「民眾信賴」
的國防，落實「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實務工作之推動。
４２【１】軍事動員區分為（１）軍隊動員與軍需工業動員（２）民間動員、軍需工業動員（３）
全民動員與軍需工業動員（４）軍購動員與物資動員

兩部份。

提示：軍事動員乃國家動員之主體，區分為軍隊動員與軍需工業動員兩部分。
４３【４】軍事動員仍維持（１）編實動員（２）擴編動員（３）戰耗補充動員（４）以上皆是。
提示：依三軍部隊作戰需求，每年均將年輕精壯及特殊專長技能之後備軍人選編納入「年度軍隊動
員計畫」，其動員方式仍維持「編實動員」、「擴編動員」、「戰耗補充動員」等三種。
４４【４】國軍本著（１）科技先導（２）常備打擊（３）後備守土（４）以上皆是

之理念，強

化動員能力及時支援作戰。
提示：國軍本著「科技先導、常備打擊、後備守土」之理念，精實後備部隊之編組、訓練與裝備整
備，以強化動員能力，及時支援軍事作戰。
４５【２】誰負責指揮督導軍政、軍令、軍備三體系之國防體系（１）總統（２）國防部長（３）
參謀總長（４）行政院長。
提示：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由部長指揮督導軍政、軍令、軍備三體系之國防體系。
４６【２】國防法中明定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並以專章規範（１）全面動員（２）全民防
衛（３）國防軍事（４）以上皆是

之具體作法，期能結合整體國力，確保國家安

全與發展。
提示：國防法中明定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並以專章規範全民防衛之具體作法。
４７【１】我國依（１）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２）災害防救法（３）緊急命令（４）民防法

結

合各級政府施政作為，先期完成精神、人力、物資經濟、財力、科技、交通、衛生
及軍事動員準備，以厚植動員潛能，並配合災害防救法支援災害防救。
提示：結合各級政府施政作為，先期完成精神、人力、物資經濟、財力、科技、交通、衛生及軍事
動員準備，以厚植動員潛能，並配合災害防救法支援災害防救，係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４８【１】政府運用（１）萬安演習（２）漢光演習（３）同心演習（４）防震演習

時機，對民

防團隊、警消人力及學校動員青年服勤，完成訓儲及管制等準備。
提示：政府運用萬安演習時機，對民防團隊、警消人力及學校動員青年服勤，完成訓儲及管制等準
備。
４９【２】動員實施階段，總統依（１）國防法（２）緊急命令（３）民防法（４）災害防救法

實

施全面或局部動員，將國家總體經濟潛力，轉換成實質戰爭能力，以支援軍事作戰

及緊急危難，並維持公務機關緊急應變及國民生活基本需要。
提示：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二條規定，動員實施階段，總統依緊急命令實施全面或局部動員。
５０【４】主管全國國防事務的是（１）內部部（２）外交部（３）交通部（４）國防部。
提示：國防法第二章第十一條：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本於國防之需要，提出國防政策之建議，
並制定軍事戰略。
５１【３】軍事安全政策由（１）內政（２）外交（３）國防（４）經濟部

負責制定執行。

提示：軍事政策，為國家安全政策中的主要部分，由國防部負責制定執行。
５２【３】制定國防政策是（１）立法（２）司法（３）行政（４）監察院

的工作。

提示：國防法第二章第十條：行政院制定國防政策，統合整體國力，督導所屬各機關辦理國防有關
事務。
５３【４】我國軍部隊應超越個人、黨派，確遵（１）行政程序法（２）兩岸人民服務條例（３）
婦女平等法（４）憲法

嚴守行政中立，保衛人民。

提示：國軍官兵應服膺民主政治規範，確遵憲法，嚴守分際，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之外，效忠國
家，愛護人民，確保行政中立。
５４【４】下列那個機構或國家仍是未來解決國際爭端首要機制（１）美國（２）英國（３）中共
（４）聯合國。
提示：聯合國之公信、統合、協調與維和成效，已為國際肯定，無庸置疑，未來仍是解決國際爭端
首要機制。
５５【１】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三七條明訂中華民國之國防（１）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
目的（２）保衛國家安全為目的（３）維護世界和平（４）捍衛自由民主

為目的。

提示：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三七條明訂中華民國之國防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為目的。
５６【３】為凝聚全民國防共識，我們必須（１）喚起「國防安全人人有責，國防建設人人有責」
的認知（２）形成「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的生存共識（３）以上皆是
（４）以上皆非。
提示：為凝聚全民國防共識，我們必須喚起「國防安全人人有責，國防建設人人有責」的認知，形
成「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的生存共識。
５７【１】國軍藉（１）漢光演習（２）同心演習（３）民防演習（４）防災演習

及作戰區戰備

演訓編管武裝團隊，納入作戰序列，強化防衛作戰守備戰力。
提示：國軍藉漢光演習及作戰區戰備演訓編管武裝團隊，納入作戰序列，強化防衛作戰守備戰力。
５８【２】取代「國家總動員法」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歷經多年研議已於民國（１）八十九
年十一月十四日（２）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日（３）九十年一月一日（４）九十年七
月一日

公佈。

提示：「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歷經多年研議已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公佈，取代了「國家總
動員法」。

５９【４】提出國防政策建議的是（１）交通（２）內政（３）財政（４）國防部

的工作。

提示：國防法第二章第十一條：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本於國防之需要，提出國防政策之建議，
並制定軍事戰略。
６０【１】台澎防衛作戰之特質在（１）預警短、縱深淺、決戰快（２）預警短、縱深淺（３）縱
深淺、決戰快（４）以上皆是。
提示：臺澎防衛作戰的特質在：預警短、縱深淺、決戰快。
６１【４】國防二法施行，確立（1）
「軍政軍令一元化」
（2）
「文人領軍」
（3）
「軍政、軍備、軍令
專業分工」（4）以上皆是

內涵，並建構「權責相符」、「分層專業」之國防組織。

提示：國防二法施行，確立「軍政軍令一元化」
、
「文人領軍」
、
「軍政、軍備、軍令專業分工」內涵，
並建構「權責相符」、「分層專業」之國防組織，使國軍能專注戰訓本務及戰力整備，成為
現代化優質軍隊。
６２【１】凡人民認為國防部所屬各機關之行政處分違法或不當，致其權益受損害者，均可依法提
起（１）訴願（２）訴訟（３）陳情（４）復審。
提示：「國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專責辦理國防施政中行政救濟事項，凡人民認為國防部所屬各機
關之行政處分違法或不當，致其權益受損害者，均可依法提起訴願。
６３【４】下列何者不屬於訴願審議委員會管轄範圍（１）人事、兵役事件（２）保險給付事件（３）
撫卹、補償金事件（４）記過、調職等事件。
提示：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意旨，在不影響軍人身分得喪變更（如記過、調職等）及財產上之
權益等之作為部分，如官兵認為權益受損，請求救濟，屬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管轄範圍。

６４【３】訴願須自機關之原行政處分書或決定書之次日起，（１）10（２）20（３）30（４）40
日內提起之。
提示：訴願須自機關之原行政處分書或決定書之次日起，30 日內提起之。
６５【４】「全民國防教育法」立法目的為（1）增進全民之國防知識及全民防衛國家意識（2）健
全國防發展（3）確保國家安全（4）以上皆是。
提示：依「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1 條（立法目的）：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以增進全民之國防知識及
全民防衛國家意識，健全國防發展，確保國家安全，特制定本法。
６６【５】
「全民國防教育法」中所稱之「全民國防教育」
，以經常方式實施為原則，其範圍包括（1）
學校教育（2）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3）社會教育（4）國防文物保護、宣導
及教育（5）以上皆是。
提示：依「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5 條：「全民國防教育法」中所稱之「全
常方式實施為原則，其範圍包括ㄧ、學校教

民國防教育」，以經

育，二、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三、

社會教育，四、國防文物保護、宣導及教育。
６７【３】
「全民國防教育日」為每年（1）3 月 29 日（2）7 月 7 日（3）

9 月 3 日（4）10

月 25 日。
提示：
「全民國防教育日」係經網際網路公開票選為 9 月 3 日軍人節，

並由行政院核頒公布，

深具全民參與國防之意義。
６８【１】
「全民國防教育法」中所稱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1）國防部（2）教育部（3）外交
部（4）內政部。
提示：依「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2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國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６９【１】國防部自 95 學年度起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改以（1）大考中心學測成績（2）四技二
專成績（3）托福考試（4）各校自辦考試等方式取代軍校聯合招生。
提示：95 學年度起軍校招生方式有重大變革，考生需通過體檢，以大考中心學測成績，辦理「甄
選入學」，並通過本部辦理之第二階段考試方得入學。
７０【２】國防部為落實推動全面檢討改進現行兵役制度，未來國軍兵役政策規劃目標將朝向以募
兵為主之：（1）全募兵制（2）募徵兵併行制（3）全徵兵制（4）傭兵制。
提示：93 年國防報告書第四篇第十章－革新兵役制度註明國軍新一代武器裝備陸續成軍加入戰
備，亟需具備高技術專長且役期較長之人力投入，以充分發揮武器之效能。未來國軍兵役政
策將朝向募兵為主之募徵兵併行制為規劃目標。
７１【３】為達成獨立自主之國防建設，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應結合民間力量，(1)發展國防科技工
業，獲得武器裝備，以自製為優先(2)向外採購時，應落實技術轉移，達成獨立自
主之國防建設(3)以上皆是。
提示：依國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應依國防政策，結合民間力量，發展國防科技
工業，獲得武器裝備，以自製為優先，向外採購時，應落實技術轉移，達成獨立自主之國防
建設。
７２【２】國防部規劃並策頒之「國軍『精進案』後勤體系整體規劃指導」
，係朝何種目標邁進：
（1）
擴大業務、流程繁細（2）精減層級、簡化流程（3）集中整備、機動協助（4）自
行管理、有效掌控。
提示：國防部參考先進國家後勤組織、軍事事務革新成果，比較美軍兩次波灣戰爭後勤作為，並考
量我國國情，規劃並策頒「國軍『精進案』後勤體系整體規劃指導」
，朝「精減層級、簡化
流程」之目標邁進。
７３【４】國軍考量軍品與民間通用品項（如手工具、五金材料等、清潔用品等），常受採購期程

限制，無法即時獲得，已公開徵求民間量販業者簽訂何種合約：（1）「長期供售協
定」 （2）「短期供售協定」（3）「永久供售協定」（4）「消耗性料件供售協定」。
提示：國軍考量軍品與民間通用品項（如手工具、五金材料等、清潔用品等）
，常受採購期程限制，
無法即時獲得，已依據「政府採購法」相關規範，公開徵求民間量販業者簽訂「消耗性料
件供售協定」。
７４【３】下列何者？機關，為統籌三軍運輸作業，協調管制運用民間鐵、公、水、空運輸能量，
訂定「動員實施階段國軍機動運輸及軍品運補交通管制辦法」。（1）交通部 （2）
經濟部（3）國防部（4）教育部。
提示：訂定「動員實施階段國軍機動運輸及軍品運補交通管制辦法」，統籌三軍運輸作業，協調管
制運用民間鐵、公、水、空運輸能量。
７５【３】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區分為行政動員準備及軍事動員準備，其軍事動員準備執行機關為何：
（１）行政院（２）內政部警政署（３）國防部（４）全民國防動員協調會。
提示：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五條規定，軍事動員準備：由國防部

負責執行，中央各機關

配合辦理。
７６【１】民防工作與軍事勤務相關者，動員準備階段由內政部會同

國防部督導執行；

動員實施階段由國防部協調內政部運用民防團隊，支援軍事勤務。針對動員實施階
段需求，國防部應訂定何辦法。（１）動員實施階段軍事人力統籌分配辦法（２）
軍事勤務管理辦法（３）民防法（４）災害防救法。
提示：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十五條規定，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國防部應訂定動員實施階段
軍事人力統籌分配辦法。
７７【２】國防部或其他依法成立之武裝團隊主管機關為維持與驗證動員作戰能力，得於（１）他
國領土主權（２）中華民國主權（３）國際公共領域（４）外交友邦關係國

所及

範圍內，設立永久或暫時性之演習區域，實施演習與訓練。
提示：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廿七條規定，國防部或其他依法成立之武裝團隊主管機關為維持與
驗證動員作戰能力，得於中華民國主權所及範圍內，設立永久或暫時性之演習區域，實施演
習與訓練。
７８【３】中共於民國（1）91（2）92（3）93（4）94 年

修頒「政治工作條例」
，以加強對台「三

戰」。
提示：中共於民國 93 年修頒「政治工作條例」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內容，即在於對台法律、輿論及
心理戰之運用。
７９【３】國軍聯合演訓，即在熟練（1）軍種（2）兵種（3）軍、兵種（4）戰鬥部隊

之戰術、

戰法與技能。
提示：國軍聯合演訓，即在熟練軍、兵種之戰術、戰法與技能，貫澈將「配訓」之傳統思維，轉化
提升為「共同執行任務」之聯戰觀念。
８０【２】國軍準則發展係以（1）軍事事務革新（2）聯合作戰（3）國防組織調整（4）戰略環境
演變

為核心。

提示：國軍準則發展以聯合作戰為核心，整合支援作戰及專業性準則，建構各類型、各層次完整之
準則體系。
８１【２】中共在連續多年高經濟成長下，國防經費不斷擴增，其 2004 年度國防預算以（1）個位
數（2）兩位數（3）百位數

百分比增長

提示：中共 2004 年國防預算計 2,100 億人民幣，較 2003 年的 1,881 億元，增長 11.6％。
８２【１】中共全面推動國防現代化，制定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實現「具有中國特色之軍事變革」
，
置重點於機械化與（1）信息化（2）科技化（3）數位化

之複合式轉變發展。

提示：中共 2004 年 1 月提出以「信息化條件下作戰與訓練改革」為重點，實施研究與驗證。
８３【３】「國家機密保護法」已於民國（1）90 年 10 月 1 日（2）91 年 10 月 1 日（3）92 年 10
月 1 日（4）93 年 10 月 1 日

公布施行。

提示：「國家機密保護法」已於民國 92 年 10 月 1 日經立院三讀通過施行之。
８４【２】國防財力規劃，依（1）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2）國軍計畫預算制度（3）國防二
法（4）預算法 中、長期整體規劃，考量建軍備戰優先順序，妥適財力分配，以適
時支援軍事任務。
提示：參見中華民國 93 年國防報告書第 137 頁，第 11 章第 1 節，國防財力規劃，依「國軍計畫預
算制度」中、長期整體規劃，考量建軍備戰優先順序，妥適財力分配，以適時支援軍事任務。
８５【２】國防部為達到國防資訊透明化之目的，自 92 年起，每（1）1 年（2）上、下半年（3）
3 個月（4）1 個月 辦理乙次國防統計報表發佈，迄今已完成公開發布 65 項國防統
計資料。
提示：國防部為達到國防資訊透明化之目的，自 92 年起，每「上、下半年」辦理乙次國防統計報
表發佈，迄今已完成公開發布 65 項國防統計資料。
８６【３】國防部所屬特種基金截至目前有（1）7 個（2）10 個（3）4 個（4）3 個基金。
提示：國防部所屬特種基金包含「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基金」
、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
、
「國軍
老舊營舍改建基金」、「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等 4 個基金。
８７【２】國防二法實行後成立的整合評估室在組織上隸屬：
（1）軍令部門（2）軍政部門（3）軍
備部門。

提示：93 年國防報告書第 97 頁，依據民國 91.02.06 修正公布之國防部組織法，國防二法實行後
成立的整合評估室在組織上隸屬「軍政部門」。
８８【１】國防二法施行後之國防組織，建軍與戰略規劃係屬何者職掌：（1）軍政部門（2）軍令
部門（3）軍備部門。
提示：93 年國防報告書第 92 頁與 95 頁，國防二法施行後之國防組織，建軍與戰略規劃係屬「軍
政部門」。
８９【３】目前國軍推動中的三項重大軍事採購，下列何者屬非：（1）潛艦（2）愛國者三型飛彈
（3）神盾級驅逐艦（4）長程海洋巡邏機。
提示：散見於軍購說帖與國防部相關政策說明，國軍推動中的三項重大軍事採購分別為「潛艦」
、
「愛
國者三型飛彈」及「長程海洋巡邏機」等。
９０【４】國軍終身學習共分（1）學位培訓（2）證照培訓（3）專長培訓（4）以上皆是

項目。

提示：國軍終身學習共分學位培訓、證照培訓、專長培訓等 3 大項目。
９１【１】國防部為落實部隊安全、軍人安家、軍眷安心的「三安政策」
，特成立（1）國軍官兵權
益保障委員會（2）軍中人權促進會（3）國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4）國軍官兵訴
訟輔導委員會

，處理官兵及眷屬權益問題，以維護官兵合法權益。

提示：93 年國防報告書第 253 頁，為落實部隊安全、軍人安家、軍眷安心的「三安政策」
，國防部
特成立「國軍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
９２【４】試問下列何者，得向國軍各法律服務單位申請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解答其法令疑義，以
保障其合法權益。（1）官兵（2）軍眷（3）國軍遺眷及聘僱人員（4）以上皆是。
提示：93 年國防報告書第 254 頁，為解答官兵、軍眷、遺眷及聘僱人員法令疑義，以保障其合法
權益．．．均設有法律服務部門，提供法令諮詢等諸項服務；國防部並訂頒「國軍法律服務
作業要點」，作為申請程序、作業要領及服務範圍之依據。
９３【１】現階段現役軍人犯那些罪，應受軍事審判（1）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2）所有
案件（3）刑法及其特別法之罪（4）行政法令之處罰。
提示：軍事審判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依本法之規定追
訴審判之，其在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以外之罪者，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