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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入場

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
組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
監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2.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
為公⽂文（簽）【⾮非選擇題 1 題，
配分 30 分】與農⽥田⽔水利相關法
規【單選選擇題 35 題，每題 2 
分，合計 70 分】。 

3. 四選⼀一單選選擇題限以 2B 鉛筆
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
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
不予計分。 

4. ⾮非選擇題限⽤用藍、⿊黑⾊色鋼筆或原
⼦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請
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違
反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
須標⽰示題號。 

5. 本項測驗禁⽌止使⽤用電⼦子計算機。 
6.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

該科以零分計算。



貳、農⽥田⽔水利相關法規 
選擇題 35 題，每題 2 分，
合計 70 分

1~10題

壹、公⽂文（簽）  略



1.現⾏行農⽥田⽔水利會會長之產 
   ⽣生⽅方式為： 
A. 由會員直接投票選舉  
B. 由主管機關遴派 
C. 由會務委員會選舉  
D. 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

解析



2.農⽥田⽔水利會之會費及⼯工程  
   費逾三⼗〸十⽇日仍不繳納時，  
   由各該農⽥田⽔水利會檢具催  
   收證明： 
A. 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 
B. 併同滯納⾦金聲請法院裁

定強制執⾏行 
C. 提起刑事訴訟附帶請求

賠償  
D. 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履⾏行

債務 

解析



3.下列何者非屬農⽥田⽔水利 
   會會長之職權︖？ 
A. 綜理農⽥田⽔水利會業務  
B. 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事

業機構 
C. 對外代表農⽥田⽔水利會  
D. 農⽥田⽔水利會不動產之處

分

解析



開運⾵風⽔水中路財神趙公明

原價3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3 2元  

特價2 5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72438672


4.下列何者非屬農⽥田⽔水利會 
   會務委員會之職權︖？ 
A. 審議組織章程  
B. 審議借債及捐助事項 
C. 審議預算、︑決算  
D. 審議總幹事之聘任案  

解析



5.農⽥田⽔水利會因辦理⽔水利設 
   施，施⾏行測量調查，有拆 
   除障礙物之必要時，應： 
A. ⾃自⾏行派員拆除之 
B. ⾃自⾏行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或占有⼈人辦理之 
C. 報請所在地縣（市）政

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或占有⼈人辦理之 

D. 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或占有⼈人辦
理之

解析



6.下列何者非屬農⽥田⽔水利 
   會年度經費收入之⽤用途︖？

A. ⽤用⼈人及管理上所需之費
⽤用 

B. ⽔水利設施興建、︑養護及
改善所需之費⽤用 

C. 酌提公積⾦金、︑災害準備
⾦金及折舊準備⾦金 

D. 如有剩餘，應繳歸國庫

解析



溫馨甜蜜擺飾鞦韆⼩小象

原價2 6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1 5元  

特價1 2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72593865


7.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會 
   ⾏行使職權，遇有爭議或 
   窒礙難⾏行時，應： 
A. 聲請⼤大法官解釋  
B. 提起⾏行政訴訟解決 
C. 交由全體會員投票  
D. 報經主管機關決定之

解析



8.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會 
   之審議或議決事項，除農 
   ⽥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〸十八 
   條第⼀一項第七款：「議決 
   會員陳情事項」及第八款 
   ：「其他依法令應⾏行使之 
   職權」外，均應報經主管 
   機關： 
A. 備查  
B. 核定  
C. 核備  
D. 查照

解析



9.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會開 
   會時，應由下列何⼈人擔任 
   主席主持會議︖？ 
A. 農⽥田⽔水利會會長  
B.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 
C. 最資深之會務委員  
D. 主任委員

解析



溫馨甜蜜擺飾幸福⼩小⿅鹿

原價2 6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1 5元  

特價1 2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72674281


10.農⽥田⽔水利會「其法律上 
     之性質，與地⽅方⾃自治團 
     體相當，在法律授權範 
     圍內，享有⾃自治之權 
     限。︒」此⼀一⾒見解係來⾃自 
     於： 
A.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之

規定  
B. 最⾼高⾏行政法院之判例 
C. 最⾼高法院之判例  
D. 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

解析



1. A                 
解析： 
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9條之1
第1項規定：「農⽥田⽔水利會會長就
年滿三⼗〸十歲、︑具有會員資格⼀一年
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
由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一、︑教
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
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並具有政
府機關、︑農⽥田⽔水利會⼗〸十年以上⾏行
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
經驗⽽而成績優良。︒⼆二、︑曾任農⽥田
⽔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以上及
⼀一級主管六年以上成績優良。︒」
故選A。︒

回到題⽬目



2. B                 
解析： 
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30條第2項規定：「前項會
費及⼯工程費逾三⼗〸十⽇日仍不
繳納時，由各該農⽥田⽔水利
會檢具催收證明，併同滯
納⾦金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
⾏行。︒不服裁定時，得提起
抗告，但不得再抗告。︒法
院之裁定，應於七⽇日內為
之。︒」故選B。︒

回到題⽬目



3. D                 
解析： 
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9條規定：「農⽥田⽔水利會
置會長⼀一⼈人，依法令及該
會章程綜理業務，指揮監
督所屬員⼯工及事業機構，
對外代表該會。︒」故選D。︒

回到題⽬目



4. D                 
解析： 
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8條
第1項規定：「會務委員會之職
權如下：⼀一、︑審議組織章程及
會員停權等有關權利義務事項。︒
⼆二、︑議決⼯工作計畫。︒三、︑審議
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或超
過⼗〸十年期間之租賃。︒四、︑審議
借債及捐助事項。︒五、︑審議預
算、︑決算。︒六、︑議決會長及會
務委員提議事項。︒七、︑議決會
員陳情事項。︒八、︑其他依法令
應⾏行使之職權。︒」故選D。︒

回到題⽬目



5. C                 
解析： 
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2條第1項規定：「農⽥田⽔水
利會因辦理⽔水利設施，施
⾏行測量調查，有拆除障礙
物之必要時，應報請所在
地縣 (市) 政府，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或占有⼈人辦理之 
。︒」故選C。︒

回到題⽬目



6. D                 
解析： 
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31條第1項規定：「農⽥田⽔水
利會每年度之全部收入，
除⽤用⼈人及管理上必需之費
⽤用外，應全部⽤用於⽔水利設
施之興建、︑養護及改善，
並酌提公積⾦金、︑災害準備
⾦金及折舊準備⾦金。︒」故選
D。︒

回到題⽬目



7. D                 
解析： 
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8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
各款所定職權之⾏行使，遇
有爭議或窒礙難⾏行時，應
報經主管機關決定之。︒」
故選D。︒

回到題⽬目



8. B                 
解析： 
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8條第2項規定：「前項各
款所定職權之⾏行使，以會
議⽅方式⾏行之，其屬於第⼀一
款至第六款之審議或議決
事項，應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後施⾏行。︒」故選B。︒

回到題⽬目



9. B                 
解析： 
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6條第3項規定：「會務委
員會開會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
︔；其會議之組織、︑議事程
序、︑會議事項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
關定之。︒」故選B。︒

回到題⽬目



10. D                 
解析：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18
號解釋：農⽥田⽔水利會為公
法⼈人，......，其法律上之性
質，與地⽅方⾃自治團體相當，
在法律授權範圍內，享有
⾃自治之權限。︒故選D。︒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