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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縣政府辦理公共造產，除須經縣議會議決外，尚須經何種程序？ 
 陳報內政部備查 陳報經濟部備查 陳報內政部核定 陳報經濟部核定 

2 縣（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多少以上者，應於縣（市）議員總額內選出平地原住民縣（市）議員？ 
 1000 人  1500 人  2000 人  2500 人 

3 按照 S. J. Bailey 的看法，地方治理概念下地方政府應扮演何種角色？ 
 既非供應者、亦非購買者 是供應者、非購買者 
非供應者、是購買者  既是供應者、亦是購買者 

4 縣（市）長有下列何種情形應由內政部停止其職務？ 
犯貪污治罪條例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犯內亂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 
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 

5 下列有關市經理人制（manager system）之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議會擁有經理人任命權 屬於權力一元制 
經理人擁有立法權與預算權 經理人不需有公務員資格 

6 有關我國地方公職人員罷免案之提出，下列規定何者正確？ 
區長就職未滿一年者不得罷免  
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該管地方法院提出罷免案 
罷免案提議人人數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數百分之一以上 
現役軍人、警察或公務人員不得為罷免案提議人 

7 下列關於聯邦國和單一國地方政府自治權的敘述，何者錯誤？ 
在單一國中，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劃分多由中央決定 
聯邦國多以憲法劃分中央與地方權限 
美國憲法係單獨列舉各州政府的事權，而未列舉的剩餘事權歸之於聯邦政府 
加拿大憲法係將聯邦事權與各省事權雙方列舉，如有未列舉的事權發生時，其性質屬於全國性質者歸 

之於聯邦，關係於一省之性質者，歸之於省 
8 下列何者為地方治理最重要的意涵？ 
公私合夥 官商勾結 公司治理 官大民小 

9 依現行法規與實務作法，請問公共造產得由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以何種方式經營之？ 
限自行經營之   
應於自行經營或委託經營等兩種方式擇一為之 
得自行經營、委託經營或合作開發經營之  
鼓勵委託經營（委外經營），但不得收取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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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列那一項不屬於國稅？ 
遺產稅 贈與稅 貨物稅 使用牌照稅 

11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分配之國稅、直轄市及縣（市）稅，依何規定辦理？ 
地方制度法 憲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地方稅法通則 

12 政府在社區整體營造過程中，應扮演的角色是什麼？ 
主導者 輔導者 創造者 積極者 

13 公民投票訴訟之管轄法院，第一審公民投票訴訟，由公民投票行為地之該管何法院管轄？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高等行政法院 最高行政法院 

14 村里組織與社區發展協會間的關係，若是村里長與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是由不同人員擔任，但基於特定 
原因，彼此配合良好，關係融洽，屬於下列何種組合類型？ 
二合一型 分工合作型 各自為政型 衝突對立型 

15 上級政府基於自治監督權之行使，可以對下級政府陳報內容進行實質性的改變。此權力在我國法制上的 
表現，稱之為？ 
備查權 審查權 核定權 報備權 

16 下列何者不是「府際關係」經常採行的執行模式？ 
 上級地方自治團體代執行 民營化或委託民間第三部門辦理 
由中心都市提供服務  都市聯合制度 

17 縣（市）間欲依地方制度法相關規定設置組織推動合辦事業，須先經下列何機關通過？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內政部 
相關縣（市）議會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8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應以何時為改制日？ 
翌年元旦  縣（市）長任期屆滿之日  
總統任期屆滿之日  當屆直轄市長任期屆滿之日 

19 下列何種機制有助於人民瞭解地方政府各項施政內容，維護本身合法權益？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規範政治獻金  
政府資訊公開  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 

20 下列有關地方政府區域劃分之敘述，何者錯誤？ 
易受到政治因素干擾   
除了「區隔」作用外，也會產生地方政府間「合作」需求 
地方自主意識愈高漲，影響因素愈複雜 
主要是配合選區劃分來進行的 

21 社區發展協會若是由主管機關推動成立，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得邀請學者專家參與組織社區發展協會  
設置要點由各主管機關分別定之 
主管機關推動成立之社區發展協會屬於公法人  
主管機關亦得輔導社區居民依法設立社區發展協會 

22 請問我國行政區劃另以法律定之，係憲法第幾條之規定？ 
第 106 條 第 107 條 第 108 條 第 109 條 

23 現代民主社會中，不同利益的個人或團體有機會經由一定程序參與地方政府之運作，以確保權益不受侵 
害，試問這是地方政府組織和環境之間的何種互動關係？ 
課責關係 回應關係 代表關係 監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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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的上位母法為： 
地方行政機關組織自治條例 中央法規標準法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地方制度法 

25 日本都道府縣行政機關首長的職稱為何？ 
長 知事 代表 取締役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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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復縣（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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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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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下列何者，並不屬於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之對象？ 
村（里）長  區長  
縣（市）長、縣（市）議員 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 

28 依地方制度法規定，縣（市）長停職者，由副縣（市）長代理，副縣（市）長出缺或不能代理者，應該 
如何處理？ 
由內政部報請行政院派員代理 由行政院逕行派員代理 
由省政府派員代理  重新選舉縣（市）長 

29 地方政府規費之範圍及課徵原則，依「規費法」之規定，其未經法律規定者，須依下列何者之決議徵收之？ 
立法院 上級監督機關 各該地方立法機關 各該地方政府 

30 下列有關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的敘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候選人每日競選活動時間，自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 
直轄市長競選活動期間為 15 日 
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並無期前活動的限制規定，因此活動前懸掛或豎立標語、看板等廣告物，由 

地方政府依相關法律規定處理 
村（里）長競選活動期間為 5 日 

31 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辦理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發生疑義時， 
得聲請何機關解釋？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 內政部 

32 近年來「地方能做，中央不做」的口號，係源於《歐洲地方自治憲章》的何種原則？ 
輔助性原則 一般性原則 比例性原則 授權性原則 

33 當鄉（鎮、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應由那一個機關解決之？ 
行政院 立法院 內政部 縣政府 

34 光復初期臺灣地方政府體系，不包括下列那一個行政區劃？ 
直轄市 縣 省轄市 區 

35 地方治理被定義為「一套正式、非正式的規則、結構與過程，用以規範個人或組織影響其他利害關係人， 
共同制訂攸關地方福祉的政策方案。」因此，地方治理的運作特徵大致可以歸納為下列那幾個項目？ 
①多層次的政府  ②多元化的部門  ③資源相互依賴  ④政策網絡治理 
①④ 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③④ 

36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是由那一機關所訂定？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內政部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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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包括那些？①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  ②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③地方性租稅、投資事項之複決  ④地方自治法規立法原則之創制 
①② ①②③ ①②③④ ①②④ 

38 下列有關「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敘述，何者錯誤？ 
是由內政部所提出  是由文化切入以整合社區資源 
目的在促進社區永續發展 以縣（市）政府作為政策推動者 

39 下列何者屬於我國民間團體組織？ 
里辦公處  社區發展協會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40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縣（市）長候選人需年滿幾歲？ 
 23 歲  25 歲  30 歲  40 歲 

41 下列那一種涉及地方制度之法律尚未完成立法？ 
公共債務法 地方稅法通則 政府資訊公開法 行政區劃法 

42 地方自治包含團體自治與住民自治，下列有關團體自治之敘述，何者錯誤？ 
團體自治為大陸法系國家傳統 團體自治在性質上屬於法律意義的自治 
團體自治以一定之地域組成私法人團體 團體自治強調不受外力之干預 

43 地方政府具有權力一元制的組織型態，此制始於那一個國家？ 
英國 法國 美國 德國 

44 地方制度法未賦予下列那一地方自治團體制定有一定程度行政罰之裁罰權之自治條例？ 
基隆市 臺北市 屏東市 澎湖縣 

45 臺灣最早設立的 2 個縣轄市是： 
 臺東、澎湖 宜蘭、花蓮 新竹、臺中 彰化、嘉義 

46 依媒體報導，花蓮縣秀林鄉有意更名為太魯閣鄉，以符合鄉民期待。如果秀林鄉鄉親要將秀林鄉更名為 
太魯閣鄉，依法應如何進行？ 
由花蓮縣政府提請花蓮縣議會通過後，送內政部備查 
由秀林鄉公所提請花蓮縣政府核定後，送內政部備查 
由秀林鄉公所提請秀林鄉民代表會通過後，報花蓮縣政府核定 
由秀林鄉公所提請秀林鄉民代表會通過，報花蓮縣政府核定後，送內政部備查 

47 下列有關自治規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自治規則如係法律授權訂定者，應函報各該法律所定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地方自治規則如係法律授權訂定者，應函報各該法律所定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地方自治規則如係依自治條例授權訂定者，應函送各該地方立法機關核定 
地方自治規則如係依自治條例授權訂定者，應函送各該地方立法機關查照 

48 我國地方性公民投票事項是由下列那一個組織認定？ 
地方政府  地方選舉委員會  
地方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地方民意機關 

49 下列何者是我國地方政府發展過程中歷史最悠久，且地位最穩定的基本單位？ 
縣 市 鄉 里 

50 依地方制度法規定，直轄市政府置副市長二人，襄助市長處理市政，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其產 
生方式為何？ 
由市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由市長提名、經市議會過半數的通過後，任命之 
由市長任命，並報行政院備查 由市長提名、經內政部長同意後，任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