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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中央為謀全國之經濟平衡發展，得酌予補助地方政府，其中共有四項，下列那

一項不包括在內？ 

地方政府急迫性補助事項  

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 

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 

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地方政府配合辦理之事項 

2 地方議員（代表）有違反議事規則或其他妨礙秩序行為，其情節重大者得交紀律委員會懲戒。而懲戒內

容 嚴重會是： 

書面道歉 申誡 定期停止出席會議 解除職務 

3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省、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區之行政區域調整，係依法律規定行之。

此即為下列何種原則？ 

法律優位 依法行政 法律保留 國會優位 

4 從制度面的監督機制來看，地方制度法主要透過「核定」與「備查」兩種方式對地方自治團體進行監督，

其中「備查權」係指地方對其可全權處理之業務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的過程。

下列那一種情況非屬備查權的行使事項？ 

地方自治團體發布無罰則之自治條例 地方自治團體任命副首長 

涉及既有政府關係或權限的變更 地方政府機關組織調整 

5 假若嘉義縣政府與嘉義市政府因某一自治事項在事權上發生爭議時，依地方制度法應如何解決之？ 

由立法院院會解決之 由內政部解決之 由司法院解決之 由行政院解決之 

6 關於地方公共事務公民參與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參與者應有權共同界定參與模式或途徑 

公民參與乃由公民主導，而非由政府主導 

參與過程政府應提供充分且有意義的資訊 

政府應使參與者了解其在公民參與過程中，其投入所產生的影響 

7 美國是聯邦國一個典型的例子，其對於聯邦與各州之間關係的架構，主要是建立在所謂的「聯邦主義」

上，至於「聯邦主義」的特色共有三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州具有受憲法保障且不受聯邦政府侵犯的權限 

聯邦眾議院是聯邦政府與民眾直接互動的橋樑，眾議員接受民眾委託，於眾議院行使職權 

聯邦參議院是州權的代表，各州在參議院中均具有平等的代表權 

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具有高度的自治權且具有和州一般的自主性，無須受州立法權的監督 

8 美國各邦以下各縣或市政府的職權通常是： 

由聯邦政府決定  由邦議會制定法律授與之 

由聯邦憲法規定  由邦政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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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自治條例之授權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為： 
自治規章 自治條例 自治通則 自治規則 

10 下列有關地方政府與地方自治團體之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政府有法人資格  地方自治團體係國家派出機關 
地方自治團體包含地方政府 地方自治團體包含地方司法機關 

11 依憲法第 110 條規定，有涉及二縣以上之自治事項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如何處理？ 
得由有關各縣共同辦理  交由共同上級機關省政府統籌辦理 
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 遇有爭議時，由行政院解決之 

12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如有代行處理之情事發生時，其有關代行處理所支出之費用，應由何者負擔之？ 
由代行處理之機關負擔 
由被代行處理之機關負擔 
由代行處理之機關負擔或由被代行處理之機關負擔，均非不可 
由代行處理之機關優先負擔，如其不願意負擔，則由被代行處理之機關負擔 

13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鄉（鎮、市）選出之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幾人以上者，即應有平地原住民之婦女當選

名額？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14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長、鄉（鎮、市）長、縣（市）議員、村（里）長任期屆滿應改選時，因

何種情況，得延期辦理改選？ 
特殊事故 財政困難 府會爭議中 中央政黨輪替 

15 下列何者不可做為我國地方性公民投票的適用事項？ 
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  地方自治法規立法原則之創制 
地方預算事項之複決  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16 縣（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多少人以上者，應於其總額內選出原住民議員？ 
1000 人 1500 人 2000 人 2500 人 

17 當縣（市）長有辭職、去職、死亡之情事發生時，依地方制度法第 82 條規定，應如何處理？ 
由行政院逕行派員代理  由內政部派員代理  
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派員代理 由副縣（市）長代理 

18 請問省諮議會諮議長如何產生？ 
由省諮議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互選 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由省主席提請總統任命  由省主席提名後徵得立法院同意 

19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審計機關應於縣（市）決算送達後幾個月內完成其審核，並編造 終審定數額表而

提出決算審核報告於縣（市）議會？ 
1 個月內 2 個月內 3 個月內 4 個月內 

20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政府如執行縣（市）議會所通過之下列何種議案而有困難者，得敘明理由

送請縣（市）議會覆議？ 
縣（市）議員提案事項、人民請願案之事項  
人民請願案之事項、縣（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縣（市）議員提案事項、縣（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縣（市）自治條例案、縣（市）預算案 

21 地方民意代表依法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算，以支應因公支出之特別費，試問下列那一種職位並

不包括在內？ 
高雄市議會議長  嘉義縣議會副議長  
宜蘭市民代表會主席  朴子市民代表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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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90 年代之後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強調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下列那一項敘述不屬於上述主張的範圍？ 

中央與地方政府重視社區總體營造 中央與地方關係趨向於分權運作原則 
地方政府辦理公共事務時採行開放競爭機制 另行成立非官方組織專職辦理 

23 在高雄市主辦 2009 年世界運動會的例子中，它和下列那一項理念的實踐 為接近？ 
地方治理 全球政府 社區總體營造 全球自由貿易 

24 當地方民眾自行組成社區時，下列何者不是重要構成要素？ 
民眾間具有特定階級關係 民眾間形成有一定規模與組織的社會 
民眾具有共同普遍的特質 民眾發展出彼此認同感 

25 下列何者是我國中央政府落實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主要途徑？ 
民營化 與社區訂定合作契約 計畫補助 授權縣市政府自主執行 

26 依地方制度法第 55 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其所屬一級機關

首長中，下列那些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得由市長直接任免之？ 
政風、勞工、交通 主計、警察、法制 人事、文化、新聞 民政、財政、法制 

27 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規定之組織設置層級，下列何者正確？ 
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一層級為限 縣（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一層級為限  
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 鄉（鎮、市）公所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 

28 當地方對中央而言是種從屬關係（subordinate relationship）、委辦關係，且地方執行中央政策時，地方少

有裁量空間，即使有，多用於禁煙等特殊政策，此種府際關係屬何種模型？ 
代理人關係 合夥關係 權力依賴 委任關係 

29 財務管理對地方政府而言，往往扮演著內部功能管控的重要角色，從制度層面來看，地方政府財務管理

除了各會計科目數據外，亦有基於下列那些功能的考量？①反映施政要項 ②考核施政結果 ③經由內

部會計發揮監督稽核效用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 

30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鄉（鎮、市）辦理公職人員選舉之支出，是屬於何種性質的支出項目？ 
政權行使支出 行政支出 民政支出 財務支出 

31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當中央政府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其解決途徑為何？ 
由行政院解決之 由司法院解決之 由總統協調之 由立法院院會議決之 

32 下列何者不屬於地方稅法通則所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可開徵的地方稅？ 
臨時稅課 附加稅課 收入稅課 特別稅課 

33 今日政府透過志願服務導入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作法中，不包括下列何者？ 
可自行或聯合辦理招募作業 應對志工辦理教育訓練 
應對志工提供必要工作條件與資訊 應將志工納入機關組織編制 

34 地方稅課如特別稅課或臨時稅課之範圍及課徵，目前係依何種法律之規定辦理之？ 
財政收支劃分法 地方稅法通則 規費法 地方制度法 

35 依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之規定，下列何者是中央專管事項？ 
交通 幣制 警政 銀行 

36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議會對縣（市）政府所提預算案之審議，不得為何種提議？ 
增加支出 增加收入 減少支出 減少收入 

37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

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那些地

區之人民，亦同？ 
金門及馬祖地區  
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  
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 ，以及其他離島地區（如蘭嶼、綠島、小琉球等） 
轄區不完整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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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事項何者應以自治條例規定之？ 

自治規則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創設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 

關於地方非營利組織之組織者 關於法律之複決事項 

39 鄉（鎮、市）依法應作為而不作為，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礙地方政務正常運作，其適於代行處理者，得

由何機關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時仍不作為者，得代行處理？ 

內政部 行政院 縣政府 鄉（鎮、市）代表會 

40 地方財政所提供的公共財，其影響常會超越其轄區範圍，而對週遭民眾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此屬於

地方財政的何種特性？ 

地區性 利益外溢性 利益遞減性 規模經濟空間性 

41 根據英國地方政府研究中的雙重政體論，地方政府的機能宜著重在： 

生產導向 消費導向 生產與消費兼具 生產或消費，視狀況而定 

42 下列那一項概念構成社區治理的哲學基礎？ 

民粹主義 統合主義 民生主義 社區主義 

43 下列何者不是南投縣的自治事項？ 

南投縣都市計畫之擬定、審議及執行 南投縣度量衡之檢定 

南投縣河川整治及管理  南投縣公用及公營事業之經營及管理 

44 下列有關高雄市選舉委員會之敘述，何者正確？ 

組織規程應報請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定 

委員由高雄市市長提請行政院院長派任之 

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選舉委員會在辦理選舉期間，得調用屏東縣政府職員辦理事務 

45 下列有關公民投票之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除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公民投票權 

在中華民國居住六個月以上之國民，即可以成為全國性公民投票之投票權人 

現役軍人、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公務人員不得為公民投票之提案人、連署人 

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之經費，依法應由地方政府自行編列預算辦理 

46 公民投票案之提案經否決者，幾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提出公民投票？ 

3 年 5 年 7 年 8 年 

47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就預算案所為之附帶決議，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應如何處理？ 

從其所定  參照法令辦理 

就窒礙難行部分敘明理由提請覆議 應予執行 

48 某直轄市議會議決通過市議員要求應免費提供獨居老人每天三餐照護之提案，但該直轄市政府執行不

當，請問該直轄市議會得報請下列何機關協商解決？ 

行政院 內政部 立法院 監察院 

49 直轄市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得就現有國稅中附加徵收稅課，但其徵收率不得超過原規定稅率多少？ 

10% 15% 20% 30% 

50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鄉（鎮、市）民代表候選人須為年滿幾歲之鄉（鎮、市）民，始得參選？ 

20 歲 21 歲 23 歲 26 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