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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科別：一般行政 

科 目：公共管理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                                                        紀傑老師解題 

一、請論述目標管理之意涵，並舉實例說明其應用。（25 分） 

一、《考題難易》 

★★☆ 

二、《解題關鍵》 

本次普考的申論題難易度適中（相比於選擇題而言），選擇題部分有較須思考的學理應用題型，

且有考偏至政治學（如中位選民定理）、公共政策（如亞羅不可能定理、鄰避情節），以及實

務應用的題型（如我國各機關資訊長設置方式）；而申論題型則較為容易，目標管理與知識管

理都是同學較為熟悉的章節。 

而目標管理的概念相對簡單，本題較不易回答之處，在於實例說明目標管理的應用，這邊建議

同學將目標管理的操作流程，結合課文或一般課程內容中提及的 PDCA 循環，此外，目標的

的設定必須清楚明確，因此，若以公部門舉例，則須以績效呈現相對偏數字化的機關（筆者以

警政為例，例如交通、衛生、社福等亦可發揮），若以企業舉例，則因企業目標多以利潤、服

務數量、滿意度作為目標，舉例則相對容易。 

【擬答】：  

目標管理乃是由彼得‧杜拉克（P. Drucker）提出，藉由一級指導一級設定合理目標（主

管與部屬共同參與部屬目標設定過程），並且經由個人目標的逐步實踐，達成部門目標，而各

部門目標的實踐則代表組織目標的完成。而個人實踐目標的過程中，主管原則上是授與個人充

分的自主權達成目標，但倘若個人目標偏離原先預期設定目標過大，則需要主管「例外管理」

介入以給予指導，最終確保組織目標的合理落實，以下茲就題旨分項論述如次。 

目標管理的意涵： 

目標管理是利用激勵原理與參與法則，使各級人員能親自參與目標設定過程，藉由將個人期

望與組織目標相結合，並透過自我控制、自我指導等管理方式，建立各級人員的責任心與榮

譽感，其最終目的是在促進組織績效及確認組織領導者設定之目標能確實達成。其概念包含

三要素： 

目標設定：實施目標管理首先要設定目標。依目標的層級，大至組織的總目標，小至員工

的個人目標均須環環相扣。基本上，目標管理的推行是以高階主管為起點，由高階主管設

定整個組織總目標，總目標確定後，各事業機構依管理的層次，訂定內容較具體的單位目

標，然後各部門負責人依其部門訂定自我目標。 

參與：要求各階層人員參與目標設定、定期檢討到目標執行，且需積極投入。 

回饋：管理階層必須定期的告訴員工目標的執行情形，並針對員工完成目標情形進行績效

評估。清楚的回饋有助於員工釐清目標方向，並協助他們提高目標達成的控制感，進而增

進員工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實例說明目標管理的操作方式： 

目標管理的實際運用可透過目標的設定、行動方案的規劃、行動方案的執行、組織績效的監

督與個別成果的考核，融合為一個持續不斷的改進過程。 

計畫階段（Pl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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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透過組織上、下級人員共同設定組織整體目標、單位目標與個人目標，而為落實

所設定的目標，此階段亦須設計出執行目標的方案。 

實例應用：例如警政署的年度目標為「維護社會安定，守護人民安全」，而警政署與各

縣市警局局長，各縣市警局與轄區各分局主管間，則應設定各項犯罪發生控制率、逮捕

率與滿意度等指標，在確認指標合理可行的情形下，規劃各單位年度業務。 

執行階段（Do；D）： 

意涵：落實行動方案的執行，主管人員在此一時期是採用「例外管理」，員工在其職責

範圍內能有適度的裁量權，以自我控制、自我指導，然而資源的多寡、人員的素質與目

標的難易會是影響此階段成功的關鍵。 

實例應用：即員警執行實際的巡邏與臨檢勤務，並給予充分的自主裁量權。然而若資源

不足或犯罪成效控制不彰，則須適當將問題向上反應，思考指標設計或資源分配的情

形，並由主管協助同仁解決。 

檢查階段（Check；C）： 

意涵：主管人員應負起查核、監督工作，若中途遭遇阻礙，必要時甚至須修改目標。 

實例應用：透過督察、政風及主管的績效考核，考評各同仁落實勤務，各單位犯罪控制

的成效，然而若目標設定與實際落差過大，則仍須檢討目標的適切性。 

檢討與改進階段（Action；A）： 

意涵：主要工作為標準化、檢討與改進及選定下次的目標或主題，在每一週期結束後，

作通盤檢討以吸取教訓。 

實例應用：每年結束後，警政署應召集各縣市警局，各縣市警局亦應召集各轄區主管，

檢討執行成效，並針對績效表現優良單位給予考核，成功降低犯罪率之作法亦應成為業

務標準流程及勤務教範，提供其他單位作為改善績效的依據。 

 

二、何謂知識地圖（knowledge map）？建構良好的知識地圖應包含那些重要元素？試舉例說明之。

（25 分） 

一、《考題難易》 

★★★ 

二、《解題關鍵》 

本題屬於知識管理的延伸概念，一般行政學的書籍中並不太會帶到，但是國內的公共管理的教

科書目標多會帶到此概念，若同學在複習時有帶過該章節，回答上並不困難；知識地圖基本上

就是組織知識的配置圖，簡單來說可分成「儲存知識的地方」、「知識交換的平台」、「握有

知識的專家」，只要能夠點出此三大要素，約可掌握超過一半的分數。 

同樣，較不易回答之處，在於要將知識地圖以舉例說明時，建議不要憑空創造案例，可以目前

政府機關的概念進行說明，我國目前多數政府機關都會建置雲端的分享平台，員工與長官間的

社群交流群組，甚至機關內的專家學者（如首長、參事、研究員等），皆可納入舉例的範疇。 

最後，同學可發現近年的行政學、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多數離不開學理搭配舉例，因此對於時

事議題或公部門運作的觀察，值得您費心瞭解並有助於論答的關鍵。 

【擬答】：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曾言，20 世紀，若企業最有價值的資產是生產

設備，那麼 21 世紀，企業最可貴的資產為之知識，而在知識經濟時代，成員在組織中若需迅

速取得所需應用的知識以達成組織使命，透過資訊科技建構之知識地圖有其必要性，以下茲就

題旨分項論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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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地圖的意涵： 

知識地圖（Knowledge Map）是由學者列波維茲(J. Liebowitz)所提出的概念，用以描繪出組

織內主要領域的知識分類與流動狀態，並以圖形方式以顯示「各種知識來源的儲存地點」、

「專家所在的位置」、「任務與知識的關係」、「知識與產品或服務的關係」，且知識地圖

多以電子化圖示加以分類及儲存，提供使用者擷取，以利組織成員獲得解決問題所需知識，

並達成組織成員知識共享之目的。 

以實例說明知識地圖的要素： 

知識庫（Knowledge Repository）： 

意涵：指知識創造、整理、儲存、擴散、應用與演化的平台，知識庫包括特定領域的經

驗與知識，內容必須是清楚且正確的。 

實例應用：以我國政府機關建置之雲端資料庫（包含工作流程、法規、處理經驗），以

及資料庫的共享平台，電子公文記錄等，皆屬於知識庫的概念，惟需注意知識庫可經由

授權而提供組織成員讀取與應用，應避免各單位基於本位主義而缺乏分享機制。 

知識社群（Knowledge Community）： 

意涵：透過網路社群的互動與分眾特色，輔以實務社群的搭配運作，建立以專業技術與

知識領域為主的討論區、電子論壇、專欄區、電子佈告欄、留言版、聊天室、讀書會、

部落格等。 

實例應用：以我國政府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設置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而言，

提供民眾針對重大議題正反意見的討論、附議、相關主管機關對於連署成案的回應等，

即屬於知識知識社群的概念。 

知識專家（Knowledge Expert）：  

意涵：特別的工作單元，可憑藉其豐富知識、技術與經驗順利達成任務的要求。 

實例應用：以我國政府機關—總統府而言，資政及國策顧問，甚至其下設置之中央研究

院，針對國家政策重大議題提出興革建議，而成員皆屬於學養經驗豐富之專家或實務工

作者，即屬於知識專家的範疇。 

揆諸前述，「知識庫」、「知識社群」及「知識專家」三者並非彼此獨立的，必須藉由

緊密連結才能產生知識的力量，例如如在「知識庫」閱讀有價值之知識文件時，若遇到任何

疑惑，可以直接尋找「知識專家」進行專業諮詢，亦可透過「知識社群」留言，與同仁進行

問題或知識的交流；因此，三要素形成的知識網絡，產生的綜效將可產生巨大的知識效益，

確保組織成員間能力齊頭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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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概念？ 

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 

多數決矛盾（Majority Voting Paradox） 

統合主義（Corporatism） 

中位數選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 

  針對公民治理的實踐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民為共治者  公共官僚即積極負責的公民 

公民僅追求經濟利益 公共利益即共享價值 

 

  有關公私部門管理特性差異的說明，下列何者最正確？ 

私部門面對的法令規範較公部門來得多 

公部門較私部門的績效衡量來得簡易 

公部門目標單一又高度相容 

公私部門受公眾監督的程度不同 

 

  下列何者不屬於企業型政府的特質？ 

重視成本效益關係 強調社會公平正義 

重視績效評估  主張法令鬆綁 

  為改善公共組織的結構惰性例如既得利益團體和歴史包袱等，並提升公共組織績效，其最

重要的手段是下列何者？ 

於媒體建立組織受歡迎的形象 推翻現有的政治和制度的障礙 

鼓勵公務員個人勇於創新突破 組織對公務人員施以教育訓練 

  1980 年代以來全球盛行的新公共管理風潮，其組織及協調機制是以下列何者為核心理念？ 

講求效率的市場機制  追求信任共善的社群組織 

培養具代表性功能的政府官僚 建構重視權威的層級節制組織 

  關於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真正的成本除了生產產品本身的成本外，還要加上處理顧客抱怨的時間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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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滿意是推動組織的力量 

以價格為競爭的主軸 

將持續的改進視為常態 

  下列何者不屬於標竿學習的功能？ 

促使組織持續改進 改進工作流程 

提升組織本位主義 維持競爭力 

  落實顧客導向服務理念，首重提供顧客的選擇權，下列何者可彰顯其主要理念？ 

人民對於行政人員選擇性執法的容忍 人民可以選擇守法的上限 

人民可以忍受執政者的政策反覆 人民可依個人偏好選擇行政服務 

  關於組織內部決策制定影響力之分享以及責任與心力的共同分擔，係指下列何種管理？ 

市場管理 參與管理 電子化管理 跨域管理 

 

  下列何者不是危機爆發時，危機指揮中心所應設置的單位？ 

危機決策者及其幕僚 危機知識管理者 

危機處理小組  危機處理專家 

  管理對象著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與潛在威脅，係屬下列何種管理？ 

知識管理 績效管理 風險管理 組織管理 

  關於策略管理演變各時期的發展情況，下列何者最正確？ 

1950 年代長期規劃時期，開始注意外部環境的變遷和激烈的競爭情勢 

1960 年代企業策略規劃時期，僅著重分配組織中不同部門的責任 

1970 年代企業總體的策略規劃時期，首次出現使命及環境掃描或分析的概念 

1980 年代策略管理時期取代策略規劃的概念，有助於組織回溯到一般與每天的管理過程 

  若以某大學製作畢業證書單位為例，下列何者屬於衡量該單位「效能」面的績效指標？ 

證書製作的總支出金額 每份證書的製作時間 

證書製作的正確率 證書申請流程的一致性 

  關於政策指標與社會指標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指標反映整體社會的變遷趨勢，故有些社會指標並不具政策意涵 

政策指標經常需納入倫理性與規範性價值 

社會指標的設立是為了達成某一政策目標，政策指標的設立是為了引導社會目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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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標不僅是政策目標取向，同時也隱含著可能的政策干預 

  非營利組織的產生是因為政府有多數暴政、競租等問題，而無法透過政府正式制度解決公

共問題，係屬下列何種觀點？ 

市場失靈論 政府失靈論 第三者政府論 利他主義論 

  探討知識管理應先區分資料（data）、資訊（information）與知識（knowledge）間的差別，

下列何者不是資料？ 

警察巡邏車目前所在位置分布點 目前那裡需要巡邏 

巡邏車上的員警人數 巡邏車的數量 

  對於知識類型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外顯知識主觀且為經驗的知識 内隱知識是理性的知識 

默會知識是一種數位型態的知識 外顯知識常是組織良好的知識來源 

  根據薩維斯（Savas, E. S.）的定義，抵用券歸屬於那一種民營化的類型？ 

撤資 委託 替代 特許 

 

  許多國家都在政府內部設置資訊長（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負責電子化政府的推動。

我國政府現行的資訊長設置為： 

專任、三級制  兼任、二級制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  委員會推派 

  下列何者不是公民參與應具備的特質？ 

參與主體為公民個人，不包括團體 

人民對政府的行動及政策能掌握充分的資訊 

社會上應存在健全的參與管道 

人民常以感情、知識、意志及行動的付出做為參與的意思表示 

  「不要建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NIMBY）的心理與政策訴求，指的是學理

上的那個現象？ 

理性決策 鄰避情結 用腳投票 滾木立法 

  有關推動跨域治理與合作時，可能遭遇的阻礙及問題根源，下列何者錯誤？ 

地方主義與本位主義作祟 

相關法律配套措施不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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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對象眾多，需要花費更多協商成本 

過度強調層級節制 

  跨域治理主要是在三個概念主張下發展出來，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傳統區域合併主義 公共選擇 

新區域主義  地緣政治學 

  下列那一項管理措施最不符合多元化管理（Diversity Management）精神？ 

彈性工時  生產線科學化管理 

員工育嬰假  遠距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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