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年___班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段考 二年級公民科試題 

(一)單選題： 

(     )1.下列何項事務的性質是屬於地方的權限？ (A)購買軍購 (B)與他國建交 (C)實施九年一貫課程 (D)發

展形象商圈及商店街。 

(     )2.下列哪一個不屬於我國現行地方自治團體的單位？ (A)縣 (B)省 (C)鄉鎮 (D)直轄市。 

(     )3.下列何項不屬於地方政府經費的來源？ (A)中央補助 (B)房屋稅收入 (C)所得稅收入 (D)市立游泳池

門票的收入。 

(     )4.公民老師讓同學觀看某議會開會的電視轉播，觀看完後，同學們紛紛表達意見。請問：下列何人的敘

述是正確的？ (A)大中：「市長有權制定地方法規。」 (B)阿虎：「議員正在編列明年地方的預算。」 (C)

小辰：「行政院院長必須接受議員的質詢。」 (D)小靜：「我終於見到議長主持會議的情形。」 

(     )5.正興縣的縣政府準備進行汙水處理系統的管線換新，依據我國法律規定，該項工程相關預算應交給哪

一個機關議決？ (A)正興縣政府 (B)正興縣議會 (C)立法院 (D)財政部。 

(     )6.下列表(一)中「地方政府相關人員」及其「所代表的政府權力」的配對，哪一項配對內容有誤？ 

 

 

 

 

 

 

(     )7.右圖是我國一部分的地方政府組織圖，就圖中八個機關來判斷，有幾個

地方政府機關為「立法機關」？ (A)2 個 (B)3 個 (C)4 個 (D)6 個。 

 

(     )8.對於國中的教育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意見分歧，中央採行「一綱一本」，地方卻採用「一綱多本」。

請問：依據我國《憲法》的規定，類似權限之爭議，應該如何處理？ (A)由立法院議決 (B)教育部長

提請覆議 (C)地方議會自行決議 (D)總統召集縣市長商議。 

(     )9.地方自治是指地方上的人民，在國家監督之下，依據法令或基於授權，自行組織自治團體，以處理地

方上的公共事務。根據上述說明判斷，下列何者屬於地方自治的事項？ (A)辦理縣市議員的罷免事宜 

(B)增設地方法院 (C)增加立法委員應當選名額 (D)更改國防武器購買的種類。 

(     )10.各地方政府舉辦文化季等活動，主要的目標在於何者？ (A)提高地方政府的績效 (B)進行地方文化創

新 (C)促進社區的發展與營造 (D)增加地方財源。 

(     )11.下列關於「省」的敘述，何者正確？ (A)省主席由人民直選產生 (B)省仍為地方自治團體，也是行政

院的派出機關 (C)在修憲後，只保留省長及省議員，其餘機關予以裁撤 (D)「精省」的主要原因，是

由於台灣省政府組織與中央政府管轄的範圍高度重疊。 

(     )12.各級地方政府又分成行政與立法機關，下列配對何者正確？ (A)臺北市政府─立法院 (B)高雄縣政府

─高雄縣民代表會 (C)新店市公所─新店市民代表會 (D)燕巢鄉公所─燕巢鄉議會。 

 

選項 地方政府相關人員 所代表的權力 

(A) 竹山鎮鎮民代表 行政權 

(B) 臺北市市長 行政權 

(C) 嘉義縣縣議員 立法權 

 

 

表 

(一) 

(D) 臺中市市議員 立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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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在政府的五權治權中，地方政府僅擁有哪些權力？ (甲)行政權 (乙)立法權 (丙)司法權 (丁)考試權 

(戊)監察權。 (A)(甲)(乙)  (B)(乙)(丙)(戊)  (C)(甲)(丙)  (D)(甲)(丁)(戊)。 

(     )14.就目前臺灣地方政府體制的現狀，下列哪一位同學的敘述正確？ (A)小丸子：「目前省諮議員由立法

院派任」 (B)美環：「臺東縣跟臺東市層級一樣」 (C)丸尾：「直轄市之下設有區公所」 (D)野口：「縣

轄市的市長是由縣長指派」。 

(     )15.11 月 27 日將進行五都市長改選，阿強收到某候選人所發送之選舉政見傳單，請問下列何項政見內容，

應該不會出現在這張選舉政見傳單之中？ (A)積極推動地方建設 (B)發放社會福利津貼 (C)舉辦傳統

藝術活動 (D)嚴格審查政府預算。 

(     )16.吳慮一直懷抱著為民服務的熱忱。他決定將來投入「地方行政首長」的選戰。請問：下列何者可能是

他要參與競選的職位？ (A)立法委員 (B)區長 (C)鄉長 (D)縣議員。 

(     )17.目前我國國小、國中教育由縣市政府負責，而專科以上的教育則由隸屬於中央政府的教育部負責，這

種職權的畫分方式符合何種原則？ (A)均權制度 (B)五權分立 (C)權能區分 (D)地方分權。 

(     )18.「高雄市衛生局抽查早餐粥品配料如蔭瓜、豆簽、醃嫩薑等食品，發現有 57%的商品添加過量防腐

劑及二氧化硫，因二氧化硫對氣喘患者會誘發疾病，故市政府依法開罰。」根據上述內容，地方政府

是在從事何項工作？ (A)教育文化 (B)經濟發展 (C)安全衛生 (D)社會服務。 

(     )19.花媽今天一整天都很忙碌，一早到戶政事務所幫剛出生的柚子報戶口，然後又帶著橘子到衛生所注射

疫苗，又順便到區公所去報所得稅。正當要回家時，發現車子被偷了，只好到警察局報案，報完案馬

上趕回家，因為清潔隊要來家裡幫她丟大型垃圾。花爸回到家問事情辦得怎麼樣了，發現有一個地方

跑錯機構了。請問：是哪一件事？ (A)報戶口 (B)注射疫苗 (C)

報所得稅 (D)報案。 

(     )20.根據右列奇鼎日報的報導，請問：高雄市政府主辦的萬年季文化

活動同時完成了地方政府的哪兩項工作？ (A)教育文化、安全衛

生 (B)經濟發展、安全衛生 (C)教育文化、經濟發展 (D)社會服

務、安全衛生。 

(     )21.友子跟阿嘉想一起遊遍台灣的鄉鎮，他們一路經過許多美麗的景點，下列哪個地方的層級與其他三者

不同？ (A)「瑞芳鎮」的悲情城市拍攝地點 (B)「台東市」的舊鐵道 (C)「古坑鄉」的咖啡展覽館 (D)

「雲林縣」的花田。 

(     )22.高雄市政府與捷運公司規劃了捷運藍線、棕線，連接高雄美術館與澄清湖，請問：高雄市政府可依據

哪一個法律向中央申請補助？ (A)財政收支劃分法 (B)地方制度法 (C)地方稅法通則 (D)憲法。 

(     )23.熱門國片《海角七號》中恆春鎮的鎮民有感而發地說：「每年春天吶喊活動，都是外地人把錢賺走，

恆春人當伙計。別人在唱歌，當地人最大的福利是甚麼？就是撿留下來的垃圾。」請問他們的心聲，

反映出以下哪一項地方自治的展望？ (A)地方開發時預算有限，應該讓全民買單，由中央跟全民付款 

(B)春天吶喊有利於帶動地方經濟，每年應該多辦幾次 (C)商業化的表演吸引眾多遊客，應設計更多

符合遊客口味的活動 (D)舉辦活動時，應考量人潮帶來的環保問題，以及活動的深度與持續性。 

(     )24.之前某家國內報紙以「全臺飆節慶」、「文化大拜拜，節慶失真飆亂象」為主題作系列報導，歸納出所

謂「新興節慶十大亂象」。因此，地方政府舉辦這些文化節、文化季的活動時，應該如何做才不會造

成浪費公帑的情形？ (A)停止辦理所有的文化活動，一勞永逸 (B)地方政府嚴謹規劃執行，民意機關

嚴格把關 (C)全部交由中央政府籌備規畫 (D)完全由民間團體規畫，政府不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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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下列關於政府機關服務項目的配對，哪一項正確？ 

 

 

 

(     )26.表(二)中四位候選人準備角逐直轄市市長，哪一位候選人的政見可以實現？ 

 

 

 

 

 

 

(     )27.爸爸在看新聞時，感嘆國內政治形勢混亂，政黨之間鬥爭嚴重，口中直說希望能有優秀的政治人物出

來成立形象清新的政黨。請問：在我國依據哪一項法律得以籌組新政黨？而主管機關又是哪一個？ 

(A)《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內政部 (B)《集會遊行法》、警政署 (C)《人民團體法》、內政部 (D)《憲

法》、法務部。 

(     )28.下列何人所參加的活動，是由利益團體所舉辦的？ (A)賢彬參加消費者文教基金會關於消費權益的說

明會 (B)友達參加社區里長主辦的資源回收活動 (C)正宇參加某政黨青年黨部的培訓 (D)嘉惠參加

某企業所舉辦的自行車比賽。 

(     )29.表(三)中有關政黨和利益團體的比較，何者是錯誤的？ 
 (A)目的 (B)政策 (C)成員 (D)實例 

政黨 贏得選舉、組織政府 較全面性 政治理念相同 董氏基金會 

利益團體 影響政府決策 與自身團體相關 具有共同理念或利益 臺灣團結聯盟 

(     )30.小英有感於目前的國民教育存在著許多問題，於是想要成立一個教育改革的團體，並規畫團體的工作

內容。下列哪一種規畫不符合「利益團體」的運作方式？ (A)擬訂教改政見，在選舉中爭取選民的支

持 (B)在政府民意信箱發表教育改革的建議 (C)定期舉辦集會活動，號召有志青年加入 (D)號召成員

支持有教育改革理念的民意代表。 

(     )31.在選舉期間，各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在電視辯論會時，對政策議題做公開辯論時，能夠考量人民的福

祉，避免臺灣社會族群分裂以及社會力的內耗。這最能表現下列何項特性？ (A)以政黨利益優先 (B)

以獲得執政為優先 (C)尊重少數，服從多數 (D)以國家、社會

利益為依歸。 

(     )32.有情國是以國會選舉的當選議員席次多少，來決定誰獲得執

政權。右表是連續三屆國會的席次比例，由此可知，有情國

的政黨型態是下列何者？ (A)一黨獨大 (B)兩黨制 (C)一黨

專政 (D)多黨制。 

選項 服務單位 服務項目 

(A) 健保課 清寒證明核發 

(B) 地政事務所 房屋登記 

(C) 戶政事務所 申報物品遺失 

(D) 社會課 取締流動攤販 

候選人 政見內容 

(A)李大同 編列預算興建捷運系統，便利交通 
(B)林佳家

開放中國觀光客與包機直航 

(C)王子業 提高全民健康保險費用，減輕負債 

(D)邱大偉 成立智慧財產權法院，維護民眾權益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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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某政黨的立委聽取兒童福利團體的意見，召開記者會提出，現今兒童營養好，身高體型都較以往高大，

以身高來判斷兒童是否為半票或全票，已不切實際，希望商家或公車能檢討改進。此立委聽取兒福

團體的意見提出呼籲，這是發揮了政黨的何項功能？ (A)匯集民意 (B)監督政府 (C)組織政府 (D)提

名適當的候選人。 

(     )34.張先生想要角逐縣長寶座，不過其所屬政黨也有多位黨員想投入選舉。該黨的主席表示，對於想要參

選的黨內同志，將舉辦黨內初選。請問：舉辦黨內初選的目的為何？ (A)教育民眾 (B)提供施政藍圖 

(C)增加政黨知名度 (D)推薦理想的候選人。 

(     )35.為了展現施政績效，地方政府無不努力開拓財源，藉由興建各項公共造產來增加財源。下列何者屬於

公共造產？ (A)夢時代廣場 (B)壽山動物園 (C)墾丁國家公園 (D)85 景觀大樓。 

(     )36.在民國 99 年 11 月 27 日的五都選舉中，下列哪一個團體不太可能推出代表參與競選？ (A)親民黨 (B)

新黨 (C)核四公投促進會 (D)臺灣團結聯盟。 

(     )37.各政黨黨團代表接見請願民眾，傾聽民眾心聲，這是顯示政黨的哪一項功能？ (A)教育民眾 (B)民意

的匯集與表達 (C)組織政府與監督政府 (D)政治菁英的培育和甄選。 

(     )38.哈林國內有 6 個政黨活動，但沒有一個政黨能贏得國會中過半數席次，因此由能靜黨、志玲黨、江惠

黨、阿妹黨等四個政黨組成聯合政府，掌握國會的多數，請問下列哪一個國家的政黨政治型態與哈

林國相類似？ (A)德國 (B)古巴 (C)英國 (D)巴西。 

(     )39.政黨有別於利益團體，政黨表達意見或推動措施，主要是為了實現其政治理想或取得政治權力、政府

職位。請問：下列哪一項主張最可能是政黨所提出的訴求？ (A)國會多數聯合組閣 (B)保護家園反對

興建焚化爐 (C)要求撤換公司董事 (D)踴躍捐發票，救救植物人。 

(     )40.下列為我國國內的利益團體，哪一個是基於自身利益而組成的？  (A)現代婦女基金會  (B)中華電信

工會  (C)陽光福利基金會  (D)荒野保護協會。 

(     )41.大光所參加的民間婦女團體，企圖利用如右表(四)的方式來影

響政府的性別平等決策。請問：該表所呈列的方式，哪些能夠

達到其任務？ (A)(甲)(乙)(己) (B)(甲)(丙)(戊) (C)(甲)(丙)(己) 

(D)(甲)(丁)(戊)。 

(     )42.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發展過程中，「解嚴」是個重要

關鍵，其最主要的內容為何？ (A)推動務

實外交  (B)廢除黨禁、報禁  (C)開放觀

光、探親 (D)國營事業民營化。 

(     )43.圖(一)是我國第九~十二任總統大選各政

黨的得票率，根據此圖的內容，我國在哪

幾次選舉中，進行政黨輪替？  

(A)第九任、第十一任 (B)第十任、第十二

任 (C)第十任、第十一任 (D)第九任、第

十二任。 

(     )44.兩黨制政治責任分明，較能維持政治穩定。這種政治型態最為各國政治學者所肯定。下列哪些國家目

前為兩黨制？ (A)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 (B)英國、美國 (C)義大利、法國 (D)沙烏地阿拉伯、德國。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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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第 11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得票數，請根據資料回答下列問題： 

 

 

 

 

 

(     )45.選舉前，兩方皆針對教育、外交、兩岸關係等議題提出未來的施政方向。請問：如此的作為，是發揮

政黨的何項功能？ (A)匯集人民意見 (B)組織政府 (C)提供全盤性政策 (D)服務選民。 

(     )46.1 和 2 號候選人皆是由政黨推薦，可見政黨在選舉中扮演何種功能？ (A)培育和甄選政治人才 (B)監

督政府 (C)組織政府 (D)匯集人民的意見。 

(     )47.在法國，任何政黨都無法在國會掌握一半以上的席次，常由許多政黨代表組成聯合內閣，共同執行政

策。請問：法國應是屬於何種政黨型態的國家？ (A)一黨獨大 (B)一黨專政 (C)兩黨制 (D)多黨制。 

(二)題組： 

阿媚與小藤拍廣告介紹自己參加的團體時，提到：「…提供清寒植物人免費安養、失依失能老人照顧，同

時也關心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實現。」 

(     )48.根據內容判斷，阿媚最可能參加下列何種團體？ (A)同鄉會 (B)同業公會 (C)利益團體 (D)社區發展

協會。 

(     )49.根據內容判斷，阿媚是透過何種方式傳達訴求？ (A)關說 (B)請願遊說 (C)支持某位立法委員 (D)利

用媒體宣傳理念。 

(     )50.根據內容判斷，此團體最有可能為下列哪個基金會？ (A)創世社會福利基金會 (B)勵馨社會福利事業

基金會 (C)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金會 (D)陽光社會福利基金會。 

 

 

 

 

 

 

 

 

 

 

 

 

 

 

 

 
※試題結束※ 



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段考  

二年級公民科解答單 

1-5    DBCDB  6-10   ACAAD 

11-15  DCACD  16-20  CACCC 

21-25  DADBB  26-30  ACADA 

31-35  DBADB  36-40  CBAAB 

41-45  BBBBC  46-50  ADC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