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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二年級公民科試題卷 

一、選選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我國《憲法》對於中央與地方政府權限的劃分採「均權制度」，其中具有因地制宜性質的事務由地方負責。依此規定，

下列何者屬於地方政府的職權？ (A)招考地方的公務人員 (B)締結邦交國 (C)增設地方法院 (D)執行義務教育。 
 2.周渝明是鳳山市市民代表，請問下列何者不屬於他的職權？ (A)質詢鳳山市市長 (B)監督鳳山市市長的施政狀況 

(C)審理鳳山市的民事訴訟 (D)審議鳳山市的預算。 
 3.我國《菸害防制法》規定，民眾於禁菸場所抽菸時，處新台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請問：這項規定的主要

目的為下列何者？ (A)強化公權力 (B)增加政府收入 (C)消除外部效果 (D)彌補市場機制的不足。 
 4.我國地方政府可分為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下列何組皆屬於同一層級？ (A)台中市、台中縣、桃園市 (B)

新營市、北港鎮、關西鄉 (C)基隆市、台東市、高雄縣 (D)南投縣、花蓮市、嘉義市。 
 5.高雄市政府正在審查年度施政的重點，下列哪個事件不會是高雄市府所要處理的事務？ (A)進行高雄港的擴建 (B)

編列高雄市 99 年度的預算  (C)舉辦全市的體育活動  (D)舉行高雄市的萬年季。 
 6.下列哪個活動不是由地方政府自行籌措經費？ (A)屏東鮪魚祭 (B)宜蘭蘭雨節 (C)H1N1 研究經費 (D)墾丁音樂

季。 
 7.高雄縣小林村在歷經 88 水災後，每遇颱風都擔心大雨會造成道路的流失，有關道路修造的敘述，何者有「誤」？  

(A)修路是高雄縣政府的工作 (B)其經費預算由高雄縣政府來審查 (C)修造道路是地方政府經濟方面的政策 (D)修
路是地方政府辦理地方自治的行政事項。 

 8.五月份要申報所得稅，請問爸爸要到那裡申報所得稅？ (A)監理站 (B)衛生局 (C)區公所 (D)國稅局。 
 9.下列何者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財」？ (A)中國信託的樂透彩券 (B)國民年金保險 (C)每人 3600 元消費券  (D)十

字路口的紅綠燈。 
10.政府為達到均富的目標，會採行許多措施以促進國民所得的平均分配。請問：政府所課徵的稅收中，下列何者可以達

到重新分配的效果？ (A)牌照稅 (B)所得稅 (C)關稅 (D)營業稅。 
11.欣欣領有身心障礙手冊，為了培養一技之長，她前往職訓局接受職業訓練，結訓後，職訓局安排他到電腦公司工作。

輔導身心障礙者就業，是屬於地方政府的何項工作？ (A)教育文化 (B)經濟建設 (C)社會服務 (D)安全衛生。 
12.在郵局服務的阿嘉經常為了處理無法投遞的信件，加班到很晚，使他無法盡情創作好聽的歌曲，請問下列四個地址中，

哪一個完全正確？ (A)屏東縣屏東市○○路…… (B)屏東市恆春鎮○○路…… (C)高雄縣○○路…… (D)高雄市

高雄縣○○路○○。 
13.當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權限發生爭議時，我們除了參考憲法外，還可依據什麼法來處理？ (A)財政收支劃分法 (B)

民法 (C)刑法 (D)地方制度法。 
14.傅小姐是知名的演藝人員，一直懷抱著為民服務的熱忱。今年年底，她決定投入「地方行政首長」的選戰。請問：下

列何者可能是她要參與競選的職位？ (A)立法委員 (B)里長 (C)鄉民代表 (D)縣長。 
15.行政院自西元 2008 年 10 月起，推動為期半年的節能家電補助計畫。民眾只要購具有節能標章的產品，就可得到

1000-2000 元不等的補助款。請問：該計劃應屬於我國的哪一種「政府支出項目」？ (A)國防 (B)教育科學文化 (C)
社會福利 (D)經濟發展。 

16.台糖公司看準美容市場，陸續推出各種保養品（如蜆精、膠原蛋白等），以增加營養額。請問：台糖所賺取的利潤可增

加政府的何項收入？ (A)規費收入 (B)財產收入 (C)舉債收入 (D)公營事業收入。 
17.新聞報導：「某家麵包店居然因為麵包香味太濃而遭到檢舉處罰，真是太不可思議了！」請問：根據上述報導，符合下

列何種經濟學概念？ (A)公共財 (B)受益原則 (C)外部效果 (D)社會成本。 
18.私有財產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成果，因此政府理應確保人民的私有財產，才能使人民安居樂業。請問：下列何項法

律具有這項功能？ (A)《著作權法》 (B)《地方制度法》 (C)《全民健康保險法》 (D) 《公平交易法》。 
19.《公路法》第 27 條規定，公路主管機關，為公路養護、修建及安全管理所需經費，得徵收汽車燃料使用費。請問：汽

車燃料使用費屬政府的何種收入？ (A)規費收入 (B)舉債收入 (C)租稅 (D)公營事業收入。 
20.沈姓役男去年因故辦理休學，但是等了一年多，都還沒收到兵單，向區公所查詢，才發現原來是學校教務處沒有將休

學通知書通報國防部，才會漏列徵調，讓他無法服兵役。請問：該地方政府應是指下列何者？ (A)臺中縣 (B)彰化

市 (C)臺中市 (D)苗栗市。 
21.因應新流感 H1N1，因此高雄市政府預計於 12 月國中小學生開始施打新流感疫苗。請問：這就是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哪

一方面的工作項目？ (A)教育文化 (B)經濟建設 (C)社會服務 (D)安全衛生。 
22.臺電董事長日前表示臺電 1 年約虧損國庫 1,300 億元，因此如果臺電再不調漲電價，虧損金額則將進一步惡化到 2,000

億元，甚至到民國 99 年臺電就會倒閉。請問：臺電的虧損主要是影響政府何種收入財源？ (A)規費收入 (B)課稅收

入 (C)財產收入 (D)公營事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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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幾家客運公司聯合漲價，消費者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被迫多花錢購買車票。請問：主管機關依據下列何法律，可以

對這些業者做出處罰？ (A)《民法》 (B)《公平交易法》 (C)《商品標示法》 (D)《消費者保護法》 
24.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布因為颱風所引發的土石流警報，包括南投、新竹等 10 縣，有 244 條土石流潛勢溪流已達紅色警

戒標準，授權地方政府要視情況指示撒離、強制疏散。請問：這正顯示出地方自治何種重要性？ (A)協助中央施政 (B)
貼近民眾生活 (C)較能因地制宜 (D)培養人民參與能力。 

25.高雄縣新增 3 例登革熱本土病例都居住在鳳山市，入夏迄今共累積本土病例達 15 例，因此衛生局已加強當地疫情調查，

緊急嘖藥及孳生源清除三合一防疫工作。請問這就是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哪一方面工作項目？ (A)教育文化(B)社會服

務 (C)經濟建設 (D)安全衛生。 
26.財政部日前公告 2009 年第 1 季預定發行甲類公債金額共 1,100 億元，而政府為鼓勵小額投資人購買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祭出凡購買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之小額投資人，每 10 萬元贈送高速公路回數票 10 張。請問：發行中央政府建設公債是

屬於政府何種收入財源？ (A)規費收入 (B)課稅收入 (C)財產收入 (D)舉債收入。 
27.下列哪些是屬於同層級的地方政府行政機關？(甲)高雄縣議會(乙)嘉義縣政府(丙)台南市政府(丁)豐原市公所(戊)金門

縣政府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乙、丙、戊 (D)甲、乙、丙、戊。 
28.公民老師在課堂上提到，民國 98 年年底我國將進行縣（市）長、鄉鎮市長及縣（市）民代表的選舉。下課後同學們對

此次選舉議論紛紛，下列說法何者正確？ (A)小豬：「我國從 39 年實施地方自治以來，就開始讓人民直選縣（市）長  
(B)依琳：「縣（市）議員每四年改選一次，連選得連任一次。」 (C)小Ｓ：「像台北市和台中市就是今年年底要改選，

相信競爭會很激烈。」 (D)郭子：「縣（市）是最高層級的地方行政區域，如果能選上一定很風光。」 
29.根據臺北市監理處統計，北市九十八年一月自小客車新車領領牌數，較去年 12 月增加 80 輛，增幅達 25.18％，增加的

原因在於政府修改《貨物稅條例》，凡是今年新購的汽車可減免貨物稅達 3 萬元。請問：貨物稅屬於何種性質的租稅？

(A)所得稅 (B)財產稅 (C)銷售銳 (D)地方稅。 
30.請參考右則漫畫中提到的是政府應發揮何項功能？ (A)提供公共

財 (B)改善所得分配 (C)保障私有財產 (D)處理外部效果。 
31.阿英到墾丁旅遊，看到一份宣傳單寫著：「四季如春的恆春地區，每

年有長達七個月的時間會颳起落山風，屏東縣政府結合當地的旅遊

景點，在墾丁推出了全臺首創的風鈴季活動；以墾丁風鈴季活動為

主軸，結合民俗采風、自然景觀、農漁業產業等資源，開創嶄新的

觀光產業。」請問：這是屬於地方政府何項工作？(甲)治安 (乙)文教 (丙)福利 (丁)經濟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乙丁。 

32.右列為某公職人員發表其當選感言，請問：此公職人員應指下列

何者？ (A)臺南市議員 (B)臺東市長 (C)琉球鄉長 (D)立法

委員。 
33.根據法令規定，超過 200 萬人口的台北縣，準用直轄市的預算分

配及人事編制的規定標準。請問：未準用直轄市規定前，台北縣的地方自治層級與下列哪一個地方政府相同？  
(A)高雄市政府 (B)台南市政府 (C)苗栗市政府 (D)花蓮市政府。 

34.內政部廖部長於九十七年八月下旬，表揚九十六年公共造產業務績優單位，並依《公共造產獎助及管理辦法》規定發

給獎勵金。請問：下列何者不在其表揚範圍內？ (A)七股鄉納骨堂 (B)玉山國家風景區 (C)高雄市立中正游泳池 (D)
臺南市公有停車場。 

35.為了與國際接軌，外交部自民國九十七年十二月底起發行晶片護照，成為全球第 60 個使用晶片護照的國家，其發行第

一年申辦將維持現行新臺幣 1,200 元。請問：民眾申辦晶片護照費用是屬於政府哪一類型的收入？ (A)規費收入(B)
公營事業收入 (C)財產收入 (D)舉債收入。 

36.賦稅種類繁多，若以課徵對象區分，下列何者屬於以「財產價值」為課徵對象的賦稅？ (A)陳老闆餽贈員工價值不斐

的古董，還被要求繳納「贈與稅」 (B)王先生向國外廠商訂了一批貨，被要求繳納「關稅」 (C)大華和女朋友去看電

影，他知道電影票價內包含有「娛樂稅」 (D)簡小姐有房屋出租，每年的房屋租金都要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37.一位經濟學專家說：「知識是最大的公共財」。根據公共財的定義，公共財必須同時具備哪兩個條件？ (A)大家使用該

產品後不損及他人使用的權益，以及共享性 (B)共享性，以及無法排除未付費的人使用 (C)無法排他性，及必須是政

府提供的 (D)必須由政府所提供，及具備共享性。 
38.下表是四家公司一年來繳納的部分稅額與項目。請問：表中的稅額屬於「銷售稅」的部分一共多少元？  

(A)52 萬元  (B)34 萬元  (C)53 萬元  (D)44 萬元。 
 甲公司 乙公司 丙公司 丁公司 
稅目與稅額 地價稅 3 萬元 

營利事業所得稅 4 萬元

關稅 20 萬元 
貨物稅 6 萬元

房屋稅 5 萬元

娛樂稅 8 萬元

遺產稅 40 萬元

營業稅 10 萬元

39.小如的年收入有 160 萬，右圖是小如的年度概算圓餅圖。請問：在她的資產配置中，屬於「政

府的收入」至少有多少錢？ (A)70.4 萬元  (B)49.6 萬元  (C)16 萬元  (D)38.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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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下列政府的收入中，何者符合「負擔能力原則」的敘述？ (A)高老闆繳交高速公路的過路費 (B)莊老先生轉賣土地

時，被課了一筆土地增值稅 (C)劉先生將持有的股票賣出，繳納的證券交易稅 (D)黃小姐年收入不多，適用 6％的所

得稅稅率，張先生為一家店的負責人，適用 21％的所得稅稅率。 
41.下列地方事務分別屬於不同單位的權責，請問下列選項中哪一個配對是錯誤的？  (A)申請或

換發身分證－戶政事務所(B)外勞管理－勞工局 (C)協助家暴受害者－文化局 (D)路燈或道

路等公共設施的維修－工務局。 
42.右圖是 2008 年臺南縣政府在臺南縣佳里鎮舉辦世界糖果文化節的活動相關資訊。請問：臺南

縣政府這樣的做法，最主要是達到下列何項功能？ (A)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 (B)強化文化資

產的保存 (C)落實社會福利的救助 (D)提升社區活動的素質。 
43.『省』雖為地方政府的層級之一，但精省之後便不屬於地方自治單位，主要的原因為何？ 

(A)經費大幅減少 (B)所管轄的面積大幅減少 (C)省主席非由人民直接選舉 (D)省政府改

由台北市管轄。 
44.中央評選彰化二林地區成為中科四期基地後，彰化縣政府積極規劃完成六條主要聯外道路拓寬與闢建計畫，預計 2009

年起陸續動工，以積極態度推動地方建設、活絡產業。請問：這是彰化縣政府所從事的哪一方面工作項目？ (A)經濟

建設 (B)教育文化 (C)社會服務 (D)安全衛生。 
45.明諒收到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寄來的通知。請問：她收到的會是下列何者的稅單？ (A)贈與稅 (B)遺產稅 (C)地價稅

(D)證券交易稅。 
＊某部會官員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質詢時的「大小換小車」論點引發不小的討論，原來是這位部會首長原本使用

的是 3600c.c.的轎車，可以節省油耗量之外，牌照稅與燃料費也可以節省許多，因此建議民眾也可以做為參

考（3600c.c.的外國進口轎車每年必需交 8,400 元的燃料使用費，以及 28,200 元的牌照稅；3000c.c.的燃料

使用費為 7,200 元，牌照稅要 15,210 元）請問： 

46.根據上文外國進口汽車比國產小汽車昂貴許多，請問：購買外國進口汽車須繳交哪些稅？ (A)所得稅、營業稅、貨物

稅、證券交易稅 (B)牌照稅、娛樂稅、貨物稅、奢侈品稅 (C)關稅、貨物稅、牌照稅、營業稅 (D)關稅、牌照稅、

所得稅、貨物稅。 
47.隨著民主政治制度的發展，社會言論大開，為了降低政府對於言論自由的干預，因此民間有「政府退出媒體，媒體中

立」政策的呼聲，政府將某媒體的官方持股全部釋出，可望為國庫增加超過十億元的收入，這是屬於政府的哪一種收

入？ (A)公營事業收入 (B)規費 (C)財產收入 (D)租稅收入。 
48.我國的租稅因為課徵對象的不同而有不同的稅目，下列哪一項是以市場上的商品為課稅的對象？ (A)證券交易稅 (B)

房屋稅 (C)使用牌照稅 (D)個人綜合所得稅。 
49.下列表格是我國的稅目及政府收費名稱，依課稅的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稅目 
根據原則 

(A)汽車牌照稅 (B)綜合所得稅 (C)營利事業所得稅 (D)高速公路的通行費

受益原則 ○    
負擔能力原則  ○ ○ ○ 

＊淑婷全家人住在(甲)國宅，假日時，淑婷的爸爸帶著全家人搭(乙)臺鐵回臺中老家探望爺爺奶奶，晚上享受

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後，全家和樂融融。隔天早上，淑婷的爸爸載全家人沿著(丙)省道兜風，並前往(丁)臺中

港看大船，下午又到(戊)百貨公司逛街，度過愉快的一天。 

50.從上文內容來看，甲、乙、丙、丁、戊五者，哪兩者屬於「公共財」？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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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ＤＣＣＢＡ ＣＢＤＤＢ 

11-20 ＣＡＤＤＤ ＤＣＡＡＣ 

21-30 ＤＤＢＣＤ ＤＣＡＣＣ 

31-40 ＤＡＢＢＡ ＡＢＤＤＤ 

41-50 ＣＡＣＡＣ ＣＣＡＤ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