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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天母國中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二年級公民科試卷  
班別： 

姓名： 
座號 

 
單選題,一題二分 
1. 某地方首長針對五都選後，政經資源可能會集中，其他縣市

是否邊緣化，提出其看法。他希望中央政府儘快做好五都

選後的相關配套，其中有關地方政府經費的來源在中央補

助與地方稅收的部分必須儘快修法完成。請問此法律應該

是   

(A) 《地方制度法》(B) 《財政收支劃分法》 

(C) 《人民團體法》(D) 《集會遊行法》 

2. 南投縣在歷經 921 震災的浩劫後，每逢豪雨都要擔心土石流

將橋梁道路沖斷，有關造橋鋪路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Ａ)造橋鋪路是南投縣政府的工作 

(Ｂ)屬於全國一致之事務 

(Ｃ)造橋鋪路是地方政府基礎建設方面的政策 

(Ｄ)造橋鋪路是地方政府辦理地方自治事項之一。 

3. 花蓮市市長說：「每年都勒緊褲帶替警察編列破案獎金。」

請問：該筆預算必須經由那一個機構審議，才能執行？ 

(A）花蓮市公所    （B）花蓮市議會 

(C）花蓮市民代表會（D）花蓮市政府 

4. 關於我國地方政府的組織層級區分上，下列何組與嘉義市

屬於同一層級？ 

(A)台東縣、基隆市 (B) 高雄市、台北市  

(C)台東市、花蓮市  (D) 新竹市、彰化市 
5. 中央健保局曾因健保費認定問題,與台北市政府有不同看法

,發生權限爭議。當中央與直轄市、縣（市）發生權限爭議

時，依《憲法》規定，由下列哪個機關來解決？ 
(Ａ) 行政院  (Ｂ)立法院  
(Ｃ) 總統    (Ｄ)監察院。 

6. 我國中央政府分為五項治權，分別是行政、立法、司法、

考試、監察權，而這樣的分權方式屬於下列何者？ 
(Ａ)直向分權 (Ｂ)橫向分權  
(Ｃ)地方分權 (Ｄ)綜合分權。 

7. 依照我國政府的分權方式，中央與地方職權的畫分標準為

下列何者？ 
(Ａ)由中央決定      (Ｂ)事務的性質 
(Ｃ)由地方決定     (Ｄ)由人民決定 

8. 下列何者屬於台北市政府的職權？ 
(Ａ)宣布台北市是否因為颱風來襲停止上班上課 
(Ｂ)增設台北地方法院 
(Ｃ)彈劾失職的台北市公務人員 
(Ｄ)招考台北市政府的員工。 

9. 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分權方式，是採下列何種制度

？ 
(Ａ)中央集權 (Ｂ)權力分立  
(Ｃ)地方分權 (Ｄ)權能區分。 

10. 自 99 年開始，納稅義務人繳納國稅，除採信用卡繳稅外，

其餘繳稅方式，均由政府編列經費負擔手續費，民眾免付

手續費。請問：哪個選項皆屬於國稅？  
(Ａ) 遺產及贈與稅、地價稅、娛樂稅  

(Ｂ) 所得稅、關稅、房屋稅 

(Ｃ) 所得稅、關稅、營業稅 
(Ｄ) 地價稅、房屋稅、牌照稅。 

11. 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治權，不完全一樣，以下誰的

說法完全正確？ 
(Ａ)小明:地方沒有考試權、監察權、司法權 
(Ｂ)小華:有些地方有行政權、司法權  
(Ｃ)小英:地方沒有立法權、考試權      
(Ｄ)小王:地方只有行政權。 

12. 民國99年,11/27五都地方選舉,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取得3
都及2都的執政權, 請問以下敍述,何者錯誤? 
(Ａ)新五都是指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

市 

(Ｂ)新北市是指新竹市與台北縣合併 

(Ｃ)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均為縣市合併升格  
(Ｄ)此五都均為地方自治團體 

13. 依照地方政治組織圖,直轄市政府的派出機關為何? 
(Ａ)鄉鎮市公所 (Ｂ)縣市政府  
(Ｃ)直轄市議會 (Ｄ)區公所。 

14. 民國98年行政院通過台、澎、金、馬縣市合併改制案,於99
年底正式實施(新制)。請問我國行政區的劃分新舊制的變化

,以下敘述何者正確(依序)? 
 行政區 

(縣市) 
直轄

市 
市(過去叫省轄

市) 
縣 

舊制 ? 個 ? 個 ? 個 ? 個 
新制 ? 個 ? 個 ? 個 ? 個 

(Ａ) 舊制: 25個、2個、5個、16個 

(Ｂ) 新制: 22個、5個、3個、14個 

(Ｃ) 舊制: 25個、2個、5個、17個  
(Ｄ) 新制: 22個、5個、2個、15個 

15. 今年台北市舉辦【國際花卉博覽會】，預計台北市政府可以

增加下列那一類型的財政收入?  
(Ａ)地方稅收 (Ｂ)中央補助  
(Ｃ)自行籌措 (Ｄ)社會福利。 

16. 阿超和父母利用週休二日假期一起到台北旅遊，參加【國

際花卉博覽會】，度過愉快的假期。請問：台北市政府所舉

辦的展覽所需的經費是由哪一個單位負責議決？  
(Ａ)財政部     (Ｂ)立法院 
(Ｃ)台北市政府 (Ｄ)台北市議會。 

17. 阿明本來在南投的臺灣省政府工作，但在民國 86 年修憲

將省政府虛級化之後，阿明被調到南投縣政府工作，有關

於「省」的性質變動，下列哪一項敘述正確？ 
(Ａ) 首長的名稱改為【省長】,由總統直接任命 
(Ｂ) 具有地方自治團體的性質  
(Ｃ)「精省」後，仍具備「地方制度層級」的地位 
(Ｄ) 是立法院派出機關。 

18. 所謂的地方自治,是指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地方人民依其

意願,自行管理地方的公共事務,請問此法律為何?  
(Ａ)地方自治法 (Ｂ)地方制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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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人民團體法 (Ｄ)公民投票法 
19. 關於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配對，下列何者正確？ 

(Ａ)新竹市政府─新竹縣議會  
(Ｂ)桃園市公所─桃園市議會  
(Ｃ)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民代表會  
(Ｄ)宜蘭市公所─宜蘭市民代表會。 

20. 王立紅想寫聖誕卡片給住在不同地方的朋友, 下列哪一種

地址的書寫方式才是正確的? 
(Ａ)台灣省金門市 (Ｂ)嘉義縣嘉義市  
(Ｃ)台東縣台東市 (Ｄ)宜蘭縣礁溪區 

21. 下列項目那一個不是台北市議會的職權？  
(Ａ) 負責推動地方自治的行政事務  
(Ｂ) 代表台北市民反映民意 
(Ｃ) 審查台北市政府的預算  
(Ｄ) 監督台北市政府的施政 

22. 大S與汪小菲修成正果, 預計明年舉辦婚禮, 請問在台灣

要向那一個政府部門辦理結婚登記? 
(A)社會局 (B)警察局 (C)法院 (D)戶政事務所 

23. 下列何者屬於地方政府之「公共造產」？ 

(A)台北市立木柵動物園(B)天母華納威秀影城 

(C)美麗華購物中心    (D)天母國中 
24. 下列有幾位公職人員是透過選舉產生出來的？ 

(甲)教育部部長(乙)台北市副市長(丙)臺北市議員(丁)士

林區區長(戊)臺灣省主席 
(Ａ)一位(Ｂ)二位(Ｃ)三位(Ｄ)四位。 

25. 快樂市市長因涉犯罪而遭判刑確定，依法由內政部解除職

務，未來將舉行市長補選。請就附表四位候選人所提出的

參選政見，判斷哪一位的政見屬於市長的職權範圍？ 

(Ａ)○１ 號候選人(Ｂ)○２ 號候選人(Ｃ)○３ 號候選人(Ｄ)○４ 號

候選人。 
號次 主要參選政見 
○１  發展交通建設，檢視高鐵之營運 
○２  修改健保法，提供人民免費醫療 
○３  推動加入聯合國 
○４  規畫老人年金的發放 

26. 新聞報導：「比利時五個政黨今天達成共組聯合政府的協議

，同意由基民黨領袖勒德姆領導聯合政府。」請問：比利

時產生執政黨的方式與下列哪一國一樣？ 
(Ａ)義大利(Ｂ)新加坡(Ｃ)美國(Ｄ)中國大陸。 

27. 一個政黨能因為政治實力而成為執政黨，是因為它具備了

什麼條件？ 
(Ａ)有能力提名多位候選人 
(Ｂ)龐大的黨產 
(Ｃ)其黨員有顯赫的家世地位 
(Ｄ)在重大選舉中能掌握一定的得票率。 

28. 下列對政黨的敘述，哪一項是正確的？ 
(Ａ)政黨之間基本上處於合作狀態 
(Ｂ)政黨的最大目標是取得執政地位 
(Ｃ)選舉獲勝之政黨稱為在野黨 
(Ｄ)所有的國家均有政黨。 

29. 在我國，決定執政黨的選舉，是指下列哪一種選舉,贏得較

多的選票？ 
(Ａ)地方行政首長選舉(Ｂ)地方民意代表選舉 
(Ｃ)總統大選        (Ｄ)國會立法委員選舉。 

30. 每次在選舉前，各政黨舉辦黨內初選，目的在達到下列哪

一項功能？  
(Ａ)監督政府  (Ｂ)提名候選人 
(Ｃ)匯集民意  (Ｄ)教育民眾。 

31. 下列是善俊與同學討論各種政黨體制的缺點。請問：哪一

位同學的觀念是正確的？ (Ａ)小強(Ｂ)善俊(Ｃ)小美

(Ｄ)允植。 
小強 一黨制的缺點是人民對政策沒有太多的參與，

政府不受監督，易造成流弊 
善俊 多黨制下其他小黨的影響力較小，因此通常無

法反映各階層的意見 
小美 兩黨制的是缺點是各政黨常會發生意見衝突，

行政效率最差 
允植 德國、美國、荷蘭等國皆為兩黨制國家 

32. 大同國社會運動領袖孔子計畫籌組新政黨，讓選民多個選

擇。實際上，大同國由太子黨一個政黨長期執政，其他政

黨不能與之抗衡。由上述可知，大同國的政黨政治是屬於

哪一種型態？ 
(Ａ)一黨專政制  (Ｂ)一黨獨大制 
(Ｃ)兩黨制      (Ｄ)多黨制 

33. 附表是英國今年(2010 年)的國會選舉結果，該國「國會席

次共 650 席,過半須要 326 席,所以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組成

聯合政府」。由表中可知，目前英國政黨的型態應為何？  
(Ａ)一黨專制(Ｂ)一黨獨大(Ｃ)兩黨制(Ｄ)多黨制。 

政黨 
分類 保守黨 工黨 

自由民 
主黨 

其他黨 

當選席次 307 席 
258

席 
57 席 28 席 

34. 有關今年英國的政黨政治，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 英國為內閣制國家 

(B) 執政黨只有一個 

(C) 透過選舉,可以讓政權和平轉移   
(D) 工黨淪為在野黨 

35. 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型態是以共產黨的極權統治為

主，國內不允許反對黨的存在。由此可知，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政黨型態為何？  
(Ａ)一黨專政制  (Ｂ)一黨獨大制 
(Ｃ)兩黨制      (Ｄ)多黨制。 

36. 下列關於我國政黨政治的發展歷史，請問：哪一項敘述是

錯誤的？ 
(Ａ)民國 76 年黨禁解除 
(Ｂ)政黨數目至今已達一百多個 
(Ｃ)過去在威權時期中國國民黨曾經長期執政 
(Ｄ)民國 76年以前,所有的人民團體均不准成立。 

37. 蘇格蘭地方議會選舉結果出爐，國家黨奪得最多席次，國

家黨黨魁薩孟德說：「國家黨若有機會執政，政黨之私絕非

我們的考量，促進國家利益才是首要任務。……」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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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政黨的發言內容在強調下列哪一個政黨政治的運

作原則？ 
(Ａ)依法組成政黨，公平競爭 
(Ｂ)以國家人民利益優先 
(Ｃ)尊重包容不同政黨  
(Ｄ)政黨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 

38. 為了環保和正義, 人民想要成立【綠黨】,以推動有利環保

的政策,但想要成立新政黨時，須向有關主管機關申請,通過

才准成立。這是依據下列哪一個法律所規定的？  
(Ａ)《憲法》  (Ｂ)《人民團體法》 
(Ｃ)《民法》  (Ｄ)《刑法》。 

39. 阿花向朋友介紹自己參加的社會團體時，提到：「……主要

在爭取弱勢族群的生存權，如反對歧視和促進就業機會等

等，同時也關心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實現。」根據內容判斷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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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利益團體的範圍包括基於自身利益或公共利益而組成的團

體，而下列何者是基於團體自身的利益而組成的？  
(Ａ)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Ｂ)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Ｃ)臺鐵工會          (Ｄ)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41. 台灣政治史上曾經有二次政黨輪替,輪替的時間分別是  

(A)76 年；89 年  (B)85 年；89 年 

(C)89 年；97 年  (Ｄ)76 年；97 年 。 

42. 人民可以依自己的意願，選擇加入某一政黨，這是憲法賦

予人民什麼基本權利？ 

(A) 集會自由 (B) 結社自由(C)請願權 (Ｄ)選舉權 
43. 利益團體通常會用很多方式影響政府決策或法案通過,以

下何者方式為不合法，不被允許？ 

(A)示威遊行(B) 遊說(C) 支持特定候選人 (Ｄ) 關說 
44. 小威想要了解國內有多少個政黨，可以透過什麼網站查詢

，資料最準確？ 

 (A)社會局 (B)內政部 (C)總統府 (D)立法院。 
45. 各種不同的政黨體制中，美國是兩黨制的代表。請問目前

美國以哪兩個政黨為主？ 

(A）保守黨、民主黨（B）共和黨、工黨   

(C）保守黨、工黨  （D）民主黨、共和黨 

46. 政黨政治是指不同政黨應有公平競爭執政的機會。下列

各種情形，何者符合政黨政治的精神？ 

(A)總統選舉時，在野黨候選人提出政黨輪流執政的訴求 

(B)民意調查顯示政府施政滿意度太低時，政府首長須自動

請辭 

(C)為爭取權益，民眾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後，上街頭遊行

請願 

(D)政策決策不當，造成國家重大損失，立委要求部會首長

下臺 

47. 現代民主國家中，都有利益團體與政黨兩種組織，但其

對政治的影響力並不相同，若探討兩者的關係，下列哪一

項敘述是正確的？ 

(A)利益團體的目的在影響決策，政黨目的則是取得政權 

(B)利益團體為保持政治的中立，不與任何政黨發生關聯 

(C)政黨須透過利益團體的力量，才能促使政府改變政策 

(D)政黨不受任何利益團體影響，只為多數的民眾謀福利 

48. 許多黨派在各大校園內舉辦活動，藉此宣傳理念並吸收優

秀的青年加入，此在發揮哪兩項功能？ 

(Ａ) 培養及甄選政治人才、娛樂民眾 

(Ｂ）培養及甄選政治人才、教育民眾 

(Ｃ) 娛樂民眾、反映民意 

(Ｄ) 反映民意、教育民眾 

49. 幸運國國會選舉結果各政黨席次比率如下： 

自由黨 45% 

聯合黨 51% 

蘋果黨 3% 

中時黨 1% 

   由此可以判斷幸運國比較近似何種政黨政治型態？ 

    (A)一黨專政 (B)一黨獨大 (C)兩黨制 (D)多黨制 

50. 在現今社會中,各個政黨為了實現治國理想與為人民謀取

最好的福利，往往會透過那種方式來完成組織政府的理想? 
(A)示威遊行    (B)與財團合作 
(C)選舉投票    (D)與恐怖分子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