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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科：一般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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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時間： 1小時30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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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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請說明我國現行地方政府間跨域合作制度模式之類型。（25 分）

二、請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第 20 條之規定，比較分析縣（市）與鄉（鎮、
市）自治事項之差異。（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402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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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本文關於中央與地方分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分別列舉中央與省、縣立法並執行事項

非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事項者，即屬地方立法並執行事項

直轄市亦屬地方自治團體，其立法並執行事項以法律定之

中央與地方事權發生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

2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對於自治事項之執行或監督，下列何者無須以協商方式為之？

各該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跨區域的地方自治事項

縣(市)層級地方自治團體之不作為嚴重危害公益時，中央主管機關擬代行處理

直轄市政府延不執行直轄市議會之議決案或執行不當，直轄市議會報請行政院解決

縣(市)總預算案在年度開始後 3 個月內未完成審議，縣 (市) 政府報請內政部決定

3 下列何種事項，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不得交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

教育制度 郵政 航業及海洋漁業 全國戶口調查及統計

4 關於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人民創制、複決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地方自治條例，可為創制

對地方自治條例立法原則，可為複決

對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可為創制或複決

對地方預算及人事事項，可為複決

5 關於地方自治法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團體得就該地域範圍內之自治事項，制定自治法規

地方自治團體得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

自治法規僅得由地方立法機關制定，地方行政機關無訂定之權限

地方立法機關得訂定自律規則

6 依現行法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就下列事項，何者無須以自治條例定之？

所設立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 住宿優惠補助

房屋稅徵收率 市議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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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直轄市自治事項？

公共造產事業 消費者保護 勞資關係 宗教輔導

8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向上級政府申請核定之自治法規，核定機關逾期未作成核定與否決定時，該

自治法規之效力為何？

效力未定 逾期視為不予核定，該自治法規不生效力

自動生效 逾期視為核定，由函報機關逕行公布或發布後生效

9 依我國現行法規定，直轄市民所享有之權利，不包括下列何者？

依法選舉、罷免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

對於直轄市政府各局處首長任免，進行公民投票

申請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申辦敬老悠遊卡

10 依地方制度法，下列何者非屬縣長應被解除職務之事由？

因罹患重病，致不能執行職務繼續 1 年以上

因故不執行職務連續達 6 個月以上者

為規避縣議會監督而連續拒絕出席定期會達二會期者

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11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區公所在直轄市之行政組織中之定位為何？

直轄市政府之內部單位 直轄市政府之一級機關

直轄市政府之二級機關 直轄市政府之派出機關

12 有關直轄市議會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直轄市議員由直轄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

直轄市議員之選舉區原則上以「地」為基礎劃分之，但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住民為

選舉區

各選舉區選出議員代表名額達 4 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人；超過 4 人者，每增加 4 人增 1 人

直轄市議會置議長、副議長各1人，由直轄市議員以不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

13 縣（市）政府之一級單位與一級機關之主管或首長，除主計、人事、警察、稅捐及政風之主管外，

得列政務職之比例為何？

全數得列政務職 總數三分之二 總數二分之一 總數三分之一

14 縣政府就縣議會之議決案，如明確表示拒絕執行且不提覆議時，縣議會於必要時得如何處理？

報請行政院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

報請監察院邀集縣政府及縣議會協商解決之

報請內政部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

報請立法院邀集縣政府及縣議會協商解決之

15 地方自治區域之劃分原則，下列何者不屬之？

尊重歷史傳統 符合地理環境 面積人口一致 考量經濟狀況

16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有關地方自治團體改制或合併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縣（市）改制為直轄市之改制計畫，得由縣（市）政府逕行向內政部提出申請

縣（市）政府或直轄市政府所擬定之改制計畫，均需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收到縣（市）政府或直轄市政府之改制計畫後，應於 6 個月內決定之

改制計畫之發布及公告改制日期，應由內政部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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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協力合作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辦理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應先由行政院指定特定地方

自治團體辦理之

直轄市與縣（市）合辦之事業，應經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設組織經營之

直轄市為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得與其他直轄市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之

直轄市應依約定履行其義務；遇有爭議時，不得依司法程序處理

18 下列何者不是近年來「跨域治理」概念興起的主要背景？

網際網路日益發達，必須以密切的網絡關係因應治理需求

公共議題日益複雜，藉由跨域合作破解問題癥結

國家競爭日趨激烈，必須提升政府效率

政策資源日益增加，藉由跨域合作發揮功效

19 地方行政機關為促進使用效率，並節省財政資源，經常將地方性公有公共設施委託民間廠商經營。

此項措施符合當前地方治理之何種趨勢？

府際合作 多層次治理 分權化 公私協力

20 下列何者非屬地方政府應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

內部單位之擬稿 預算及決算書 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地方自治法規

21 下列何者不屬於地方公營事業？

臺北市立圖書館 新北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22 縣政府對縣議會議決縣總預算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應如何處理？

報請內政部協商決定 重行編製總預算案送議會審議

就窒礙難行部分送請議會覆議 如為休會期間函請議長逕為修正

23 對於委辦事項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縣政府得以自治規則作為委辦鄉公所辦理之依據

縣政府訂定之委辦規則應送縣議會審議

縣政府訂定之委辦規則發布後應送委辦機關備查

辦理委辦事項所需經費原則由委辦機關負擔

24 依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規定，有關議會議事公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大會會議開放旁聽

大會會議實況透過網路或電視全程直播

除程序委員會外，其餘委員會均全程錄影，並將影音檔公開於網站

議事錄於會議後 6 個月內公開於網站至少五年

25 政府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其目的為何？

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

保護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

輔導原住民建購或租用住宅

輔導原住民族自然資源之保育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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