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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居民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成立社區發展協會時，應有幾名年滿 20歲之發起人？ 
 20人  30人  60人  100人 

2 下列那一項屬於地方稅？ 
關稅 菸酒稅 遺產稅 娛樂稅 

3 地方自治團體之姓名權為其重要之權利能力，亦是統合其居民認同之利器。下列有關台灣地方自治團體 
姓名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省之名稱變更，由內政部報行政院核定  
直轄市之名稱變更，由直轄市政府提請直轄市議會通過外，尚需報行政院核定 
直轄市之區之名稱變更，由直轄市政府提請直轄市議會通過外，尚需報行政院核定 
鄉鎮市之名稱變更，由鄉鎮市公所提請鄉鎮市民代表會通過外，尚需報縣政府核定；升格縣轄市時亦同 

4 1999 年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何項稅收由地方稅改列為國稅？ 
地價稅 營業稅 土地增值稅 印花稅 

5 依據「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里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例」，直轄市議員與縣市議員每人最多得遴用助

理幾人，且其助理補助費用總額最多不得超過多少？ 
直轄市議員：6人與 24萬；縣市議員：2人與 8萬  
直轄市議員：6人與 30萬；縣市議員：4人與 16萬 
直轄市議員：4人與 20萬；縣市議員：2人與 6萬 
直轄市議員：4人與 16萬；縣市議員：4人與 12萬 

6 我國各級地方政府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合辦之事業，依據現行法律規定，屬於下列何種事項？ 
自主事項 委託事項 自治事項 委辦事項 

7 南投縣的縣道管理經費之監督機關為何？ 
南投縣縣長 南投縣議會 內政部 省政府 

8 若台北市政府總預算案在年度開始後三個月之內仍未完成審議時，台北市政府應如何處理？ 
由中央政府撥款先應付  
依照上一年度預算執行  
由台北市政府報請行政院邀集有關機關協商後，於一個月內決定之 
要求市議會加開臨時會，審議完成 

9 依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統籌分配款總額中，直轄市、縣市，以及鄉鎮市分別占多少百分比？ 
 40%、42%、12%  43%、39%、12%  45%、37%、12%  47%、35%、12% 

10 「地方制度法」第 26條賦予地方自治團體有一定程度的行政罰的裁罰權，至於制定行政罰手段者，只限 
於那些自治團體？ 
鄉（鎮、市）、縣（市）  直轄市 
縣（市）及直轄市  鄉（鎮、市）、縣（市）及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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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何者為社區發展協會的最高權力機構？ 
會員大會 理事會 監事會 總幹事 

12 下列關於美國聯邦主義特質的敘述，何者有誤？ 
立法權分屬聯邦政府與各州政府  
人民同時享有聯邦與州的雙重公民身分 
僅有聯邦政府擁有立法、司法、行政、文官體系等完整權限 
憲法列舉聯邦權以外之剩餘權歸各州 

13 根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屬於縣之立法權，是由下列那一個機關行之？ 
縣政府 縣議會 縣民代表大會 縣立法院 

14 地方議會（代表會）正、副議長（正、副主席）之罷免，應有議員、代表過半數出席，以及出席總數 
多少人以上之同意，始為通過罷免？ 
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三 五分之四 

15 下列那一個縣市是人口數在兩百萬以下，一百二十五萬以上的大型縣市？ 
台中市 台南縣 彰化縣 屏東縣 

16 假若嘉義縣與嘉義市政府欲合辦公用事業，兩者首先必須經過何種程序後，得設組織經營之？ 
獲得上級政府的同意  嘉義縣市議會的同意與通過 
縣市政府協商後共同辦理  向上級機關報備後 

17 澎湖縣議會臨時會之召開，每次最多不能超過幾日？ 
 5日  7日  9日  10日 

18 當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法應作為而不作為，以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礙地方政務正常運作 
時，「地方制度法」賦予行政院、中央各主管機關、縣政府那一項權力，來監督下級政府的消極不作為？ 
代議決權 停職免職權 代行處理權 撤銷權 

19 高雄市市長可以依法逕行任免下列那一職位？ 
人事處處長 財政局局長 主計處處長 政風處處長 

20 英國地方政府的設置，在地位與權限上屬： 
中央政府集權 上級地方政府集權 中央政府授權 地方固有權限 

21 縣市辦理委辦事項違法或嚴重不當的話，中央主管機關得如何處理？ 
得加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得報請縣市議會加以譴責 
得就該民選縣市長加以解職或停職 得就該民選縣市長逕予懲戒 

22 下列何者為建立府際策略性夥伴關係較為可行之途徑？ 
由農村至都市  由中央與地方至地方與地方 
由總體至議題  由軟體至硬體 

23 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里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例」內所稱的「地方民意代表」，主要是指下列 
那些？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直轄市議員  省諮議會議員  村里長  市議會議長 
    

24 市議會之定期會會安排總質詢、議案審查、預算案審查等，請問市議會之質詢日期不得超過會期總日數 
的多少？ 
 1/4  1/5  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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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央政府補助縣（市）政府須明定補助項目、補助對象、補助比率及處理原則，其補助辦法，由何者定之？ 
行政院 立法院 內政部 總統府 

26 有關地方區劃之陳述，下列何者為非？ 
縣劃分為鄉、鎮、縣轄市  直轄市及市均劃分為區 
鄉以內之編組為村及縣轄市 鎮、縣轄市及區以內之編組為里 

27 下列有關自治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自治事項為地方專屬權利，中央政府完全不得干涉  
法律規定應由地方自治團體辦理之事務，地方也要負政策規劃責任 
自治團體對自治事項只能忠實執行，不得自為立法 
地方自治事項不可跨越地方自治團體轄區範圍 

28 下列那三個縣，人口數最少？ 
連江縣、金門縣、澎湖縣  金門縣、連江縣、台東縣 
澎湖縣、連江縣、花蓮縣  雲林縣、彰化縣、台中縣 

29 年滿幾歲之公民，得參加縣市長選舉，成為縣市長候選人？ 
四十歲 三十五歲 三十歲 二十五歲 

30 下列那項地方政府資訊，人民依法請求的話，行政機關必須提供？ 
間接對外生效之地方行政規則 行政機關擬稿之內部文件 
涉及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之行政資訊 有關專門知識、技能或資格考試之資料 

31 自治法規由地方行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為什麼？ 
自治條例 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 自治規約 

32 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可說是我國現行地方制度設計的重要依據。請問下列何者非本條文規定內容？ 
省設省議會，作為立法院中部辦公室  
屬於縣之立法權，由縣議會行之 
省承行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台灣省政府之功能，得以法律為特別之規定 

33 下列有關村里辦公處的敘述，何者最符合地方制度法之規定？ 
村里辦公處為鄉鎮市區公所之派出機關 村里辦公處為鄉鎮市區公所之派出單位 
村里辦公處為村里長辦公之場所或處所 村里辦公處得獨立對外行文作成行政處分 

34 我國現行地方制度的憲法與法律依據為何？ 
憲法第 108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與地方制度法等相關法律 
憲法第 118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8條與地方制度法等相關法律 
憲法第 128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8條與地方制度法等相關法律 
憲法第 118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與地方制度法等相關法律 

35 鄉（鎮、市）長辭職、去職或死亡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幾個月內完成補選？ 
六個月 四個月 三個月 一個月 

36 依據我國現行法律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公民投票提案，是否屬地方自治事項有疑義時， 
應報請那個機關認定？ 
考試院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 

37 下列那一個國家屬於「單一國」體制？ 
英國 澳大利亞 加拿大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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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列有關村里長之敘述，何者錯誤？ 
村里長受鄉鎮市區長之指揮監督 鄰長受村里長之指揮監督 
村里幹事受村里長之督導  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受村里長之督導 

39 高雄市在那一年升格為直轄市？ 
民國 60 年 民國 68 年 民國 74 年 民國 83 年 

40 有關台中縣之總預算案，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台中縣政府應於會計年度開始三個月前送達台中縣議會 
台中縣議會應於會計年度開始一個月前審議完成 
台中縣議會不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台中縣議會就預算案所為之附帶決議，台中縣政府應參照法令辦理 

41 依照地方制度法的規定，直轄市有原住民人口多少人以上者，直轄市市議員總額內應有原住民選出之直轄 
市議員？ 
 3000人  3500人  4000人  5000人 

42 我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里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例」，主要是依據下列何者制定的？ 
地方制度法  自治法規  
地方稅法通則  地方立法機關組織準則 

43 就一般學理而言，大行政區有何優點？ 
治理容易 認同增強 協同一致 資源調節容易 

44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律、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行上級政府交付辦理之非屬 
該團體事務，而負其行政執行責任之事項，謂之？ 
自治事項 委辦事項 委託事項 均權事項 

45 依照地方制度法之規定，縣人口聚居達二百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可準用有關直轄市議會召集與

延長會議、自治條例之擬定與核定、直轄市政府正副首長之設置、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例與規程之擬定

與備查、直轄市稅捐分配等規定，請問下列那一個縣最有可能優先適用上述規定？ 
高雄縣 台南縣 台中縣 桃園縣 

46 縣所訂自治條例與法律牴觸時，由何機關函告無效？ 
行政院 內政部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司法院 

47 下列有關地方自治團體之陳述何者為是？ 
台北市政府是自治團體  是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  
台中市議會是自治團體  可經由通過公民投票而被解散 

48 下列何者所定的自治條例，又可稱為規章？ 
高雄市 板橋市 花蓮縣 花壇鄉 

49 下列何者為府際合作治理中的互動式政策工具？ 
府際協商論壇  爭議調處與協商機制  
解除管制／權力下放  公共課責的監督管制 

50 地方制度法第 18條至第 20條之自治事項，涉及中央及相關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者，由何者會商相關 
機關擬訂施行綱要？ 
總統府 行政院 內政部 立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