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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區長由區民選舉之 
區為最下級之地方自治團體 
區公所均置區長、副區長各 1 人 
直轄市之區由山地鄉改制者，其區長以山地原住民為限 

2 就以單一制國家之中央與地方關係而言，下列那一種關係較為接近？ 
分權關係 夥伴關係 集權關係 隸屬關係 

3 現行地方組織體系，下列何者未設有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 
花蓮縣花蓮市 臺東縣綠島鄉 臺灣省 基隆市 

4 自治法規須經上級政府核定者，核定機關應於多久期限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 
15 日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5 有關地方自治團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對國家委辦事項有權拒絕 不具備自主組織權 
與國家分享統治權的團體 是中央派駐在地方的統治團體 

6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之代行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係指由下級地方自治團體代上級地方自治團體或中央處理事務 
經權責機關通知代行處理後，該事項即轉移至代行處理機關 
代行處理所支出之費用，應由被代行處理之機關負擔 
對於代行處理之處分，如認為有違法時，依行政救濟程序辦理之 

7 民國 86 年憲法增修條文修正及 88 年地方制度法制定後，目前臺灣省政府的定位為何？ 
為鄉鎮縣轄市的監督機關 為行政院派出機關 
為直轄市的監督機關  為縣（市）的諮詢機關 

8 有關地方政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地方政府與地方自治同義 地方政府乃國家特定區域內之治理機關 
地方政府包括地方行政機關及地方立法機關 地方政府的組成可以是民選的，也可以是官派的 

9 村（里）長任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或補選時，如因特殊事故，得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應由何者核准後

辦理？ 
鄉（鎮、市）長 縣（市）政府 行政院 內政部 

10 下列何者非倡導地方自治所樂見的後果？ 
實現草根民主  民主主義的具體化 
地域主義的蔓延  建立及開發社區認同感 

11 從地方自治的一般基本概念而言，下列那一個敘述錯誤？ 
地方自治不是國家直接處理的事務 
地方自治團體是一個公法人 
地方自治團體是立於國家監督之下 
地方自治團體以國家的意志處理其區域內公共事務 

12 下列何者之法位階最高？ 
中央法規命令 中央行政規則 地方自治條例 地方自治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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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違背憲法與法律，中央主管機關得報行政院予以撤銷 
直轄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違背中央法規命令，中央主管機關得報行政院予以變更 
鄉（鎮、市）公所辦理自治事項違背縣規章，中央主管機關得報行政院予以廢止 
縣（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違背法律，中央主管機關得報行政院停止其執行 

14 下列那一組合均屬地方自治團體？ 
省、直轄市、縣 縣、縣轄市、村 鄉、區、里 直轄市、縣、鄉 

15 依現行公共債務法的規定，直轄市政府為加強債務管理、提高財務運用效能，得設立債務基金籌措財源，

下列何者非屬債務基金的資金來源？ 
政府年度編列的債務還本預算 債務基金產生的孳息 
政府收回逾法定期限不再兌付債券之本息 公營事業民營化的釋股收入 

16 有關自律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係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  係由地方立法機關訂定 
無須報上級政府備查  自律規則與上級自治法規牴觸時，仍屬有效 

17 直轄市非屬山地原住民之區，其人口在 40 萬人以下者，區公所之內部單位不得超過幾個課、室？ 
6 個 7 個 8 個 9 個 

18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議會議決自治事項牴觸中央行政規則者無效 
地方議會議決自治事項牴觸中央法規命令者無效 
地方議會議決自治事項牴觸中央法律者無效 
地方議會議決自治事項牴觸上級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條例者無效 

19 對於「準直轄市」的敘述，何者錯誤？ 
所謂準直轄市，是指縣人口聚居達一定數額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得準用直轄市的部分規定 
準直轄市以下劃分為鄉（鎮、市、區） 
準直轄市制度的創設，可說是縣市與直轄市同級化的具體落實 
準直轄市的設置須人口聚居達 200 萬人以上 

20 國家對地方自治團體的監督類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監督 立法監督 司法監督 民意監督 

21 新設直轄市之組織規程，應由下列那一機關訂定？ 
直轄市議會 內政部 直轄市政府 行政院 

22 地方自治團體就其自治事項欲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時，應以下列那一種法令

定之？ 
法律 法規命令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23 下列何者並非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之義務？ 
遵守自治法規之義務  繳納自治稅捐之義務 
參與社區服務之義務  其他依法律及自治法規所課之義務 

24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民須具備何項要件？ 
須為中華民國國民，且須居住在直轄市地方自治區域內 
須為中華民國國民，且須設籍在直轄市地方自治區域內 
不須為中華民國國民，但須居住在直轄市地方自治區域內 
不須為中華民國國民，但須設籍在直轄市地方自治區域內 

25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有關地方稅的規定，下列何種地方稅不是直轄市可以百分之百課徵並保留？ 
印花稅 使用牌照稅 娛樂稅 遺產及贈與稅 

26 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並得依其性質，依法定名為： 
規程、細則、辦法、基準或準則 規程、規則、要點、規定或綱要 
規程、原則、細目、標準或準則 規則、細則、辦法、標準或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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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依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規定，縣（市）議會質詢日期不得超過該會期定期會總日數之多少？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28 直轄市長在其任期最後一年時，因轉任中央部會擔任首長而辭職，則該直轄市長繼任人選應如何產生？ 
事實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完成補選 由該直轄市副市長代理 
由行政院派員代理  由內政部派員代理，並經該直轄市議會同意 

29 有關地方政府之警察及消防機關之員額設置基準，係由何者定之？ 
各該中央主管機關 
各該地方政府（如直轄市政府自行定之） 
各該地方議會（如直轄市議會定之） 
由各該地方政府在總員額之限制下，依法自行調整之 

30 依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 條之規定，政府徵得的菸酒稅總收入中，應將其總數的百分之二，依何種標

準分配給福建省金門縣及連江縣？ 
行政轄區面積的比例  距離臺灣本島遠近的比例 
人口比例  軍事重要性比例 

31 某鄉公所為該鄉孤兒社會救助之職權需要，訂定「○○鄉孤兒訪視慰問辦法」，請問依地方制度法規定，

該辦法於發布後應報請下列那一個機關備查？ 
縣政府 教育部 內政部 行政院 

32 地方民意代表進行補選之正確規定為何？ 
直轄市議員連續未出席定期會達三會期，被解除職權，應依法補選 
鄉（鎮、市）民代表辭職，其缺額達總名額十分之四以上或同一選舉區缺額達三分之一以上時，應補

選 
縣（市）長辭職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2 個月內完成補選 
補選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33 某鎮里長因罹患癌症長期住院，致不能繼續執行里長職務達 1 年以上，依地方制度法規定，鎮長可以為

下列何作為？ 
繼續其職務 代理其職務 停止其職務 解除其職務 

34 依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規定，縣（市）平地原住民人口在多少人以上，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縣（市）

議員 1 人？ 
—千五百人 二千人 二千五百人 三千人 

35 下列有關縣（市）議員以議員個人身分要求調閱縣（市）政府文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縣（市）議員個人有調閱權，但應親自調閱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有正當理由外，縣（市）議員個人有調閱權，縣（市）政府不得拒絕 
除涉及機密文件外，縣（市）議員個人有調閱權，縣（市）政府不得拒絕 
縣（市）議員個人無調閱權 

36 關於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之罷免，其規範何

者錯誤？ 
罷免案應敘述理由，並有議員、代表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簽署，備具正、副本，分別向行政院、內政

部、縣政府提出 
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應於收到前款罷免案後 7 日內將副本送達各該議會、代表會於 5 日內轉交被

罷免人。被罷免人如有答辯，應於收到副本後 7 日內將答辯書送交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由其將

罷免案及答辯書一併印送各議員、代表，逾期得將罷免案單獨印送 
罷免案應有議員、代表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罷免為通過 
罷免案如經否決，於該會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出 

37 下列何者為地方自治團體民意代表解除其職權或職務之事由？ 
犯貪污罪，經檢察官起訴者 
戶籍遷出各該行政區域 3 個月以上者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尚未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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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有關地方立法機關議長、副議長之選舉，下列何者錯誤？ 
應於議員宣誓就職典禮後即時舉行，並應有議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 
第一次選舉結果無人當選，舉行第二次投票時，須有議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 
須舉行第三次投票時，須有議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 
第二次及第三次選舉，應擇於議員得達法定出席人數之日期 

39 下列何種費用，非屬地方民意代表可支給項目？ 
出席費 薪資 膳食費 研究費 

40 對於議會開會法定人數的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非有議員、代表總額減除出缺人數後過半數之出

席，不得開議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定期會或臨時會之每次會議，因出席議員、代表

人數不足未能成會時，應依原訂日程之會次順序繼續進行 
經連續二次均因出席人數不足未能成會時，應將其事實，於第三次舉行時間前通知議員、代表，第三

次舉行時，實到人數已達議員、代表總額減除出缺人數後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 
如第二次為本會期之末次會議時，則延至下次會期重行計算之 

41 下列組織何者為地方行政機關？ 
原住民部落 鄉（鎮、市）村（里） 鄉（鎮、市）社區 鄉（鎮、市）公所 

42 關於跨域合作之國際趨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新管理體制理論之核心概念強調各行動者間的參與協調與合作 
限定目的政府理論認為地方政府之功能應只限定在特定的事項 
區域政府理論即為廣域行政理論 
社經環境變遷，導致既有行政區已經無法有效解決地方發展問題時，應由兩個以上的地方自治團體共

同處理或合作 
43 下列有關地方議會之婦女保障名額計算之敘述，何者正確？ 

應選名額少於 4 人時，無需有婦女保障名額 
候選人數超過 4 人時，應有 1 人為婦女當選 
應選名額超過 4 人時，婦女保障名額均為 1 人 
應選名額超過 4 人時，應有二分之一名額為婦女當選 

44 鄉（鎮、市）公所辦理自治事項，就是否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縣規章發生疑義者，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縣政府得立即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得提起刑事訴訟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得立即報行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45 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及村（里）

長之戶籍遷出各該行政區域幾個月以上者，依法予以解職？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46 自治區自治權限及財政之準用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基本法  地方制度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所有與鄉（鎮、市）相關之法律規定 

47 下列何者屬於我國地方自治層級中的縣轄市層級？ 
基隆市、宜蘭市 花蓮市、臺東市 桃園市、新竹市 苗栗市、嘉義市 

48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政府就委辦事項得訂定委辦規則 縣（市）政府就委辦事項得訂定委辦規則 
社區就委辦事項得訂定委辦規則 里長雖由人民直選，但里不得訂定委辦規則 

49 某直轄市政府辦理里長選舉違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請問應由下列何機關撤銷、變更、廢止或停

止其執行？ 
該市選舉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內政部 行政院 

50 國家提供充分資源，每年應寬列預算協助原住民族自治發展，係何種層級之法律要求？ 
憲法保留 法律保留 命令保留 政策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