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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別有那些？（25分） 

二、何謂社區？何謂村里？社區和村里的首長分別如何產生？並請依照地方自治的意涵

探討社區（community）與村里在地方自治上之定位與未來走向。（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4502 

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地方制度法賦予地方行政機關就「自治事項」，在法律授權或其職權範圍內，訂定：  

地方自治條例 地方租稅法 自治規則 地方組織法  

2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地方自治團體之基本權？ 

組織自主權 立法自主權 財政自主權 司法自主權 

3 鄉（鎮、市）公所對鄉（鎮、市）民代表會之議決案，如延不執行或執行不當，鄉鎮市民代表會得請其說明理

由，必要時得報請何機關解決？ 

縣政府 內政部 行政院 未規定 

4 地方自治法規與憲法或法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應如何處理？ 

得向法院提告 向行政院院長報告 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函送立法院議決之 

5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自治條例或組織規程中，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何事項？ 

行政管轄區域  首長、副首長職稱  

一、二級單位名稱  首長、副首長辭職及代理程序 

6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所謂「地方公職人員」包括下列那些？①直轄市議會議員；②鄉（鎮、市）長；

③村（里）長；④直轄市長。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②④ ②③  

7 根據我國地方制度法規定，自治事項涉及中央及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者，由下列何機關擬訂施行綱要？ 

總統府 立法院 司法院 內政部 

8 苗栗縣民對於苗栗縣政府的相關資訊想要了解，該縣民得依何法律規定，請求縣政府公開資訊？ 

行政資訊公開法 行政程序法 行政訴訟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 

9 在下列敘述中，何者不符合地方制度法之規定？ 

直轄市長辭職、去職、死亡者，由行政院派員代理  

直轄市長辭職、去職、死亡者，由副市長代理，副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行政院派員代理 

直轄市長停職者，由副市長代理 

直轄市長停職者，如副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行政院派員代理 

10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議會或代表會之議長、主席，由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以無記名投票分別互

選或罷免之 

地方議會或代表會之議長、主席，就職未滿 1 年者，不得罷免之 

地方議會或代表會之議長、主席，對內綜理各該議會、代表會之會務 

地方議會或代表會之議長、主席，對外代表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公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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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有關村（里）長的敘述，何者錯誤？ 

村（里）置村（里）長 1 人，受鄉（鎮、市、區）長之指揮監督，辦理村（里）公務及交辦事項 

由村（里）民依法選舉之，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 

村（里）長為無給職 

村（里）長為有給職 

12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人口至少在多少人以上的縣轄市得置副市長 1 人？ 

20 萬 30 萬 40 萬 50 萬 

13 依據地方制度法，縣（市）議員總額最多不得超過幾人？ 

55 人 57 人 60 人 62 人 

14 下列何者不是新北市一級機關的名稱？ 

秘書室 教育局 政風處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5 臺南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人事、警察及政風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

任免外，其餘職務均： 

列為簡任十三職等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列為簡任十二職等 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 

16 新北市政府，不得超過幾個局、處、委員會？ 

29 30 31 32 

17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50 號解釋，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但於不侵害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限度內，基

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對地方負有何種義務之全民健康保險事項，中央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

尚非憲法所不許？ 

協力義務 督導義務 支援義務 補助義務 

18 人口聚居達 10 萬人以上未滿 50 萬人，且工商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全之地區，得設

何者？ 

省 縣 市 縣轄市 

19 地方文化產業強調「三生一體」，其中所謂「三生」是指： 

生命、生活、生產 生產、生活、生態 生命、生態、生產 生物、生活、生命 

20 下列有關地方策略性夥伴關係（local strategic partnerships）的特性敘述，何者錯誤？ 

為正式的行政組織體  結合地方政府、民間企業、社區和志願部門之組織 

運作層級僅限於作成策略性決定 地方權限內相互結盟 

21 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試問下列

何者不屬於可處行政罰之種類？ 

勒令停工 廢止許可 停止營業 吊扣執照 

22 請問依據我國現行法令，地方立法機關得通過下列何種法規？ 

自治規則 自治條例 委辦條例 委辦規則 

23 下列有關地方議員公費助理的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 6 人至 9 人  

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 2 人至 4 人 

公費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最多不得超過新臺幣 8 萬元 

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24 下列有關我國基層組織治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村、里、鄰均屬行政業務上之編組，村里辦公處為行政機關 

村、里、鄰均屬行政業務上之編組，村里辦公處為公所派出機關 

區不屬地方自治團體，區公所為市政府之自治機關 

區不屬地方自治團體，區公所為市政府之派出機關 

25 美國何種組織是由數個地方政府基於自願原則組合而成的合作組織，它可能是跨州的，即由各相關州議會發起

授權，或是在一州範圍內，由事務上具有共同關聯性的郡、市等所共同發起，並由各參與的地方政府派遣代表

參與作成各項決策？ 

聯邦合作社 地方首長會議 地方政府議會 地方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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