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代號：40250 全一張
（正面）

類 科：一般民政 
科 目：地方自治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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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地方自治本質之學說有所謂固有權說、承認說、人民主權說以及制度保障說，

請分別說明其內涵。我國實務上對地方自治本質之見解係採何種學說，請舉例並加

以說明。（25 分） 

二、依憲法及法律之規定，中央與地方或地方自治團體間，若發生權限、事權及自治監

督爭議時，有那幾種解決模式？請說明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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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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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種民選人員選舉期間經二次受理候選人登記，無人申請登記時，得由鄉（鎮、市、區）公所就符合資格之民眾遴

聘之？ 
鄉（鎮、市）民代表 區長 村（里）長 鄉（鎮、市）長 

2 直轄市總預算案，如不能依規定期限審議完成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覈實動支  
履行其他法定義務之收支 
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科目可先予動支  
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及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3 地方自治團體對於上級監督機關所為代行處理之處分，如認為有違法時，應如何處理？ 
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 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依行政救濟程序辦理  由立法院調解 

4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縣統籌分配鄉（鎮、市）款項之分配辦法，其中依公式分配之款項，不得低於可供分

配總額之百分比為：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5 下列有關直轄市、市及縣轄市設置標準之敘述，何者正確？ 
人口聚居達 200 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 
人口聚居達 150 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 
人口聚居達 50 萬人以上未滿 125 萬人，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 
人口聚居達 15 萬人以上未滿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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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設縣

轄市 
6 下列有關地方自治之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係指以一地之人力與財力，自行處理該地公共事務 
地方自治包含團體自治與住民自治 
地方自治強調中央主導與行政一體 
地方自治即地方民主制度 

7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如有違背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應如何處理？ 
屬自治範圍，中央不得干預  
送請司法院解釋 
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逕予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行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8 自治法規與上級自治圑體自治條例出現有無牴觸之疑義時，得聲請下列那個機關解釋之？ 
司法院 行政院 立法院 內政部 

9 縣（市）議會要議員多少人以上之請求，方得召集臨時會？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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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縣（市）長辭職、去職或死亡者，其所遺任期至少需剩多久，始辦理補選？ 
一年 一年半 二年 二年半 

11 縣（市）、鄉（鎮、市）依其地方特色及資源，所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事業，稱之為： 
公共事業 社區營造 公共造產 公共產業 

12 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函送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地方行政機關收到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依第 39 條
規定提起覆議、第 43 條規定報請上級政府予以函告無效或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外，應於幾日內公布？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13 下列有關地方自治圑體改制直轄市之敘述，何者正確？ 
縣（市）擬改制為直轄市者，縣（市）政府得擬訂改制計畫，經縣（市）議會同意後，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 
縣（市）擬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共同擬訂改制計

畫，逕送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內政部應於收到改制計畫後 3 個月內，陳報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收到內政部陳報改制計畫，應於 3 個月內核定之 

14 司法院釋字第 498 號解釋：「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此係源自下列何種學說作為地方自治之基礎？ 
制度保障說 新制度主義說 人民主權說 委任說 

15 村、里、鄰的設置，是以下列何者為計算基礎？ 
人口 戶 選民 稅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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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下列何種事項？ 
自治事項 共同辦理事項 行政事項 委辦事項 

17 鄉（鎮、市）改制為區者，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民代表，除依法停止職權者外，由直轄市長聘任為： 
區顧問 區民代表 區政諮詢委員 區政調解委員 

18 直轄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或一級機關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的包括： 
主計、人事、衛生、警察 財政、人事、教育、警察 
主計、人事、警察、政風 主計、人事、政風、教育 

19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議會對於縣（市）政府移送之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其原決議： 
失效 移下會期再議 送請內政部解決 由縣（市）政府依法執行 

20 下列何者非地方公職人員被解除職務或職權之原因？ 
直轄市長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經法院判決選舉無效確定，致影響其當選資格者 
縣（市）長因罹患重病，致不能執行職務繼續 6 個月以上者 
直轄市長因故不執行職務連續達 6 個月以上者 
縣（市）議員連續未出席定期會達二會期者 

21 下列有關地方自治團體自治規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行政機關得依職權，針對自治條例未規範之事務制定自治規則 
地方立法機關得基於法律之授權，代替地方行政機關制定自治規則 
地方行政機關制定之自治規則皆需有自治條例於事前或事後之授權 
地方行政機關得經自治條例之授權，於自治規則中設置罰則與罰鍰 

22 將現行中央機關辦理之業務，以地域性與親近性等因素「業務下放」，是基於下列那一項政策？ 
去任務化 地方化 行政法人化 委外化 

23 地方稅法通則規定臨時稅課之課徵年限 多幾年？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24 依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規定，地方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應先如何辦理？ 
由各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辦理 由各地方民意機關裁奪 
由各地方自治團體分別辦理 涉及跨區域的事項不宜辦理 

25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在一般情況下，彰化市公所依據彰化縣自治條例授權所訂定之自治規則，於發布後，應函

送下列何機關備查或查照？ 
彰化縣政府及彰化市市民代表會 彰化縣政府及彰化縣議會 
彰化縣議會及彰化市市民代表會 內政部及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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