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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一般行政 

科 目：公共管理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 

一、自從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以來，我國政府與民間組織已善用資訊通訊科技作為因應，

其中口罩地圖、疫苗預約平台、與實名足跡 APP 更有許多民眾使用，請以此背景為基礎，回

答以下相關問題： 

何謂電子化/數位政府？何謂電子/數位治理？請敘述 1990 年代以來數位政府到數位治理在其

內涵上有何演變？上述因應疫情的數位應用在此演變中有何意涵？（25 分） 

一、《考題難易》 

★★★★☆ 

二、《解題關鍵》 

本次公共管理在四等命題的難度甚高，超過筆者想像（反而選擇題較為簡單），雖然題目看似

兩題詢問不同內容，但實際上可視為一個 50 分的大題組，且各題目在命題時，約僅三分之一

的內容屬於課本上的專業名詞解釋，三分之二的內容都考驗同學對於案例的熟悉度與臨場發揮

的能力，若為單純準備四等的同學來說，也考驗平時練習申論題的寫作能力，難度頗高。 

本題共四個子題，前兩個子題的標準答案非常清楚，僅需略做定義即可，此處篇幅太多，將消

耗大量時間而無法回答後面兩個子題，至於第三子題的概念，即「從政府到治理」，數位政府

要強調政府單方面的提供，數位治理則較偏向雙向的概念。 

至於第四子題的內容，則為開放式作答，筆者建議朝向數位治理（電子化政府）的影響著手，

扼要點出可能產生的正、負面衝擊，方可完整回答。 

【擬答】：紀傑老師解題 

由於公部門對資訊化重視與公民社群主義興起，電子政府與電子治理的理念逐漸改變公部門運

作方式，政府除以電子方式提供人民所需的資料之外，結合資訊化的顧客導向公共服務（如線

上報稅、交通資訊電子化）、政府作為監督（如預、決算公開）及公民參與（線上投票及提案）

亦逐步發展，甚至可結合公私協力解決複雜公共問題，以下茲就題旨分項論述如次。 

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的意涵 

電子化政府是 1993 年美國柯林頓執政時期「運用資訊科技改造政府」的理念，即是政府機

關運用資訊與通信科技形成網網相連，並透過不同資訊服務設施（包括電話、網際網路、公

用電腦站等），對機關、企業及民眾在其方便時間、地點及方式下，提供自動化服務，進而

提升政府績效與顧客滿意。 

電子治理的意涵（E-Governance） 

藉由資訊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s）的應用，透過網際網

路作為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媒介，以發展出新的公民參與方式與公私協力模式，電子治理強調

不同層級的跨際整合並且將人民視為夥伴，改變傳統政治由上而下的單向統治方式。 

數位政府到數位治理的演變 

溝通方式改變：有別於電子化政府推動之政策，多以政府為主體，單方的向民眾傳遞政策

訊息及提供服務，電子治理下，政府與民眾的溝通橋樑是雙向的，民眾可利用政府資訊進

行群眾外包（如口罩地圖），或利用政府提供之電子媒介進行意見表達或連署提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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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雙方的溝通模式。 

數位參與者增加：透過整合政府機關內垂直、水平各級機關，以及民間資訊與專業，使網

絡成員皆能共享資訊及跨越組織界限，以建構全方面、無隙縫的公共服務平台。 

資訊管理技術成長：在數位政府到數位治理發展的歷程中，隨著軟硬體設備與網際網路的

發展，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的進步，對於資料的蒐集、利用、處理，乃至於利用資訊科

技解決公共問題的效率大幅提昇。 

增加政府課責形象：政府資訊公開是數位治理的重要里程碑，結合了透明化、參與、民主

課責等重要價值，透過資訊通信科技的傳播特性，讓公民得以有效監督政府的施政效率與

效能。 

因應疫情的數位應用在資訊時代演進下之意涵 

正面思維： 

效率提升：應用資訊科技的電子化政府一方面可以簡化工作處理流程，另一方面則可以

促進行政作業的快速運作，再加上網路溝通技術節省了資料蒐集、資訊的供應和傳輸、

並節省與顧客溝通的時間、金錢、物資上的花費，所以可用較低的成本擴大政府內部與

外部資訊分享的過程，形成較佳的管理效率。 

公共問題的解決：藉由政府與政策利害關係人更多的資訊和溝通管道，有助於更瞭解公

共問題的癥結，並更有能力分析解決公共問題的方案。  

建立公民的信任：透過兼具效率與效能的數位服務，可促使公民樂於參與政治與政策，

並協助政府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甚至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資訊提供、政策諮商和公共

參與等方式都可能改變。 

負面衝擊： 

資訊安全：當政府的資訊科技透過簽約外包的情形日趨普遍，或政府內部人員缺乏倫理

的使用資訊，皆可能造成人民的相關資訊外流而侵害隱私。 

數位落差：縱然在資訊普及的今日，社會上仍有許多弱勢族群在接觸數位資訊仍有不足

或困難，此潛在問題造成的政策代表性，仍有待政府克服。 

 

二、承上題，為了獲致這些疫情相關數位服務的預期效益，政府與營利或非營利組織有那些可能的

合作？請以公私協力及跨域管理角度予以闡釋。（25 分） 

一、《考題難易》 

★★★★☆ 

二、《解題關鍵》 

本題承接第一題內容，惟若僅單純回答公私部門間的合作，篇幅並不足夠；有關一子題的題型，

筆者曾於申論講座中提及，因考量篇幅，可再扼要點出題目所問重點之「意涵」，或另開「結

語」評論，而本題因題目所問之內容已無標準答案，亦屬結合時事論答題型，因此建議於主文

前面再開一標，先扼要點出概念意涵增加篇幅，再於第二標回答內容。 

另外，由於公私協力的概念範疇較小，跨域治理的範疇較大（包含部際、府際與公私間，共三

個層面），因此在開第二個標題時，建議將兩個概念合併作答，不要分開回答，此外，也要隨

時扣住數位服務與資訊化的概念，以切合題旨。 

【擬答】：紀傑老師解題 

在邁入後現代化社會下，由於環境日益變化，社會問題日趨複雜，已非單一機關能夠解決，政

府在處理公共問題時，無法再僅以本位或專業主義之統治思維，而須以權力下放的治理角度尋

求解決之道。在這種關係下，公共管理者並不只面對一個組織或單位，而是置身於眾多的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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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縱向的組織網絡當中，須審慎考慮多元參與者之機會與限制，才能達到良善治理的目的，以

下茲就題旨分項疫情下政府、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在公私協力與跨域治理的合作內容。 

公私協力與跨域治理的意涵 

公私協力：指政府、企業、第三部門及公民，為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與需求滿足，以平等、

分工、共享之態度合作，整合各方資源，為共同目標（公共利益）而努力的一種良性互動

關係。 

跨域治理：針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門、行政區或組織，因彼此之間的業務、功能與疆界

相接及重疊而逐漸模糊，導致管轄權爭議或無人管理等情形發生時，藉由公部門、私部門

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結合，透過協力、參與等方式共同解決棘手的問題。 

以新冠肺炎疫情說明公私協力與跨域治理與數位服務之結合 

資料的開放：透過政府機關或企業開放之資訊，提供民間協力者利用，或公民扮演監督的

角色，例如藥局配給與物流資訊的提供，可協助建立口罩存量地圖提供民眾查詢，針對境

外入台隔離者，政府除制訂違反防疫措施者相關罰則外，並給予主動配合隔離者相關補助

措施，並且透過衛福人員、地方村里長與里幹事、警員等予以關懷及監督。 

資訊的匯集與利用：透過政府機關、企業或非營利組織蒐集的民眾個人資訊，提供政府作

為數據分析的依據，可針對風險個案的活動進行掌握，即時框列影響對象，以避免疫情擴

大。 

政策的行銷：透過媒體或社群媒介之的使用，使政府能迅速及有效的傳遞法令與政策資

訊，如衛福部每日動召開之記者說明會，告知染疫人數、防疫措施，並即時回覆輿論或媒

體之疑慮，或透過社群平台建立官方帳號與貼圖，鼓勵民眾接觸政府資訊，並增進民眾對

政府的信任度。 

資源的整合：政府與民間建立資源管理資料庫，可協助政府掌握目前因應危機時的資源調

度，亦可使民眾有效利用政府資源，如針對疫苗注射、疫情篩檢、防疫旅館等建置查詢平

台，可使民眾清楚掌握於何時、何地使用公共服務，有效撙節社會成本。 

 
乙、測驗題部分： 

  公共官僚是公共治理的實行者，針對官僚體制理念型的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以法規作為組織運作和成員行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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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節制的結構設計和管理方式 

專業取向的人員甄補和職務分派 

年資至上的考核機制與薪資待遇 

  關於政府再造的五希策略（5 Cs），下列何者錯誤？ 

藉核心策略（the Core strategy）釐清政府施政願景及組織發展目標 

藉結果策略（the Consequence strategy）設計公平客觀的獎優懲劣考評制度 

藉顧客策略（the Customer strategy）提高對外在環境的敏感度及回應性 

藉控制策略（the Control strategy）達成組織目標及控制成員行為 

  下列那一個概念或作法與全面品質管理最不相關？ 

泰勒化（Taylorization） 

統計程序控制法（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零缺點管理（Zero Defect Management） 

六個標準差（Six Sigma） 

  若以標竿學習之比較標的分類，下列何者的學習程度最高？ 

策略標竿 績效標竿 功能標竿 流程標竿 

  關於政府行銷管理主要的作用，下列何者錯誤？ 

博取民眾更多的好感 澄清不必要的誤會 

獲得社會更多的支持 節省政府業務執行成本 

  下列何者不是危機具有的特性？ 

威脅性 單面效果性 階段性 突發性 

  公共組織為降低災難帶來的威脅，必須進行短期回應與長期規劃，且不斷學習與反饋的動

態調整過程，稱為： 

顧客管理 危機管理 市埸管理 非營利管理 

  下列何者較不屬於有效策略規劃之配套條件？ 

必須要發展領導者策略能力 必須要加強溝通管道與合作 

必須要打破短期主義 必須強調專業途徑及部門主義 

  以對的方法做事（do things right），係指下列何種觀點？ 

效能觀 正義觀 經驗觀 效率觀 

  關於績效指標建構方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所謂 4E 是指績效指標應包含經濟（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能（effectiveness）

以及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等四個層面的指標 

測量政府是否以最低可能成本，供應與採購維持既定服務品質的公共服務所設計的指標

稱為「經濟」指標 

測量政府透過推動某些公共服務或措施，實現政策目標的程度所設計的指標稱為「效能」

指標 

測量政府機關投入與產出之比例，或投入轉化為產出的比率所設計的指標稱為「效率」

指標 

  非營利組織係屬於下列何種社會統治結構？ 

第四權 第二部門 第三部門 利害關係人中的鐵三角 

  有關公部門知識管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知識管理的各個階段可由使用者自由選擇運用 

知識管理所謂的知識，包括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 

知識管理工具包括資訊科技和組織成員的學習方法 

知識管理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強化公共組織的效率、效果，以及實踐公平與正義 

  建立學習型組織的目的在培養組織成員具有重新研判問題的能力，使成員獲得新價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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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學習？ 

生存性學習 適應性學習 創新性學習 經驗性學習 

  關於協力治理特性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民眾指揮政府辦事是理想的協力治理 

由權責機關單向的執行 

引進不同利害關係人展開對話 

協力治理認為治理過程中的民眾，可視為是顧客的角色，故公共服務需以顧客導向的角

度進行設計 

  有關跨域治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不包括國家層級以上的區域、國際社會等國際層次 

橫跨各政策領域之專業合作亦屬之 

私部門並非治理網絡裡的參與者 

興起因素與網際網路發達無關 

  有關公民參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政府與公民僅憑各自作為，就可加速政策形成並有效完成政策執行 

公民參與不需要主事者的積極回應，可憑藉動員力量活化公民權益 

公民參與可透過對話、商議機制，消除與行政機關之間的認知落差，提升相互的理解 

公民無法藉由參與的過程，維護自己的權益 

  有關顧客滿意經營的作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府機關進行施政滿意度調査，是為了反映民眾對於服務品質的期望與需求 

為使服務單位接受評價時充足準備，應避免使用秘密客的調查方式 

問卷調査、焦點團體訪問、實地訪查都是調查顧客滿意度的方式 

顧客為導向的組織，更能生存於未來的政府機關 

  有關政策行銷 6P 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產品（product）都是實體的（tangible） 

價格（price）是民眾取得政府提供產品，所願意付出的成本或代價 

通路（place）是讓民眾可以方便取得公共服務的管道或途徑 

夥伴（partnership）是指行銷代理要獲取外界合作參與 

  政府採用「民間融資提案」（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模式，係屬於下列那一種公私

協力類型？ 

公辦民營 民辦民營 民辦公營 公辦公營 

  下列何者不是公共管理所強調的公共性概念？ 

服從具代表性之公共管理者所實現的政治主權 

行政行為以公共利益為中心 

恪遵憲法及法制規範 

依據市場供需定律決定公共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 

  下列何者是公共管理未來環境系絡的特徵？ 

社會與組織將會日趨複雜 公、私部門的互動會減少 

公部門的資源能無限擴張 服務對象單純化 

  新右派、管理主義、企業型政府、以市場為主的公共行政，最符合下列何者？ 

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管理 新民主行政 新公共服務 

  從事顧客滿意經營的策略當中，有關積極推動 ABCD 的四 S 服務，下列何者不包括？ 

售後服務（After Service） 事前服務（Before Service） 

諮詢服務（Consultant Service） 分割服務（Divided Service） 

  新公共管理途徑通過下列那一種課責機構，落實外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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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與顧客 層級節制結構 利益團體 網絡 

  審議民主是近年國外所發展出來的一種公民參與實踐，下列何者不是審議民主常見的模

式？ 

公民會議 願景工作坊 公民陪審團 地方議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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