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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五等考試 

類 別：一般行政 

科 目：行政學大意 

 

  有關「大政府」的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符合凱因斯理論的主張 導致政府支出擴張 

與新公共管理學派的主張一致 市場失靈提供政府干預市場的理由 

  關於修正時期（1930～1960 年代）行政學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彌補傳統理論的缺失 

主張科際整合 

強調行政管理的規範層面，故重視應然面的硏究 

吸收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 

  下列何者被稱為「制度觀點的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服務 黑堡宣言 新公共管理 行政人本主義 

  下列那一項公務人事管理制度，與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精神不一致？ 

設計更寬廣的給薪級距 參考市場行情敘薪 

以年資為升遷之依據 簡化員工申訴程序 

  關於甘持（H. L. Gantt）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為管理技術學派的學者 發明甘特圖 

主張建立網絡型的組織 重視生產進度的控制 

  關於赫茲伯格（F. Herzberg）的激勵保健理論，下列何者正確？ 

激勵因素為能防止員工不滿意的因素 

保健因素為能使員工滿意的因素 

主管只要消除員工工作不滿足的因素，就能帶來激勵效果 

保健因素、激勵因素的項目，可能會因人而異 

 

  政府將所有權移轉給民間，以提升經營效率並減輕政府過度干預經濟行為的行政革新策

略，稱為： 

民營化 授權 簡化行政流程 公務人員教育訓練 

  下列何者不是民主治理理論強調的核心價值？ 

民主回應 專業責任 公共課責 層級節制 

  為確保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下列何者屬於行政院內部正式的控制方法？ 

公民參與 司法控制 主計審核 審計査核 

  有關政府資訊公開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政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 

政府決算書不屬於政府資訊主動公開的範圍 

政府資訊公開法所稱之政府資訊，專指以文書形式存在之政府紀錄或訊息 

個人、法人或團體即使受政府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亦不受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範 

  公務員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應予以拒絕或退還，無法退還時應向那個單位提出

報告？ 

人事室 直屬長官 政風單位 秘書室 

  下列何種組織類型最為強調以能力與工作績效，作為人員任用的最主要標準？ 

韋伯（M. Weber）的理想型官僚組織 賽門（H. Simon）的複式矩陣組織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111地方特考） 

共5頁 第2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泰勒（F. Taylor）的彈性鐘型組織 費堯（H. Fayol）的開放任務組織 

  下列何種次級系統與組織氣候的研究關連性最大？ 

結構次級系統  技術次級系統 

心理─社會次級系統 外在環境系統 

  相對於扁平式組織，高架型的組織結構具有下列何種特徵？ 

較重視功能分化的重要性 層級主管的控制幅度較小 

較不易扭曲資訊傳遞 較重視同工同酬 

  下列何者屬於政府組織中的輔助單位？ 

客家委員會傳播行銷處 經濟部能源局 

教育部會計處  銓敘部退撫司 

  依現行行政院組織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設有數位發展部 設有 8 個部 設有 2 個委員會 取消所有獨立機關 

  有關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董事長和常務監事對外共同代表財團法人 

不得以面對面以外的形式召開董事會 

監察人負有監督業務執行的責任 

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時，法院應即裁定改選董事會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機關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限及職掌劃出，以達成其設

立目的之組織，稱為： 

行政法人 公法人 機構 隸屬機關 

 

  下列何者不是「非正式組織」的負面功能？ 

反對改變 傳播謠言 謀求發展 角色衝突 

  對於政府部門而言，下列何者較不屬於行政倫理的硏究範疇？ 

釐清政府決策過程的價值爭議 培養公務人員深思熟慮的習慣 

嘗試解決行政倫理兩難的困境 尋求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產出的方法 

  進行績效考評時，依「一定比例」將受評者分配到不同等第的作法（如甲等：70%、乙等：

25%、丙等：3%、丁等：2%），一般稱為： 

簡單排序法 圖式評量法 強制分配法 行為錨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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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下列何者不屬於傳統人力資源管理的内涵？ 

人員篩選  人員訓練與發展 

設定組織使命與目標 人員薪酬管理 

  簡任官等公務人員因怠於執行職務而有懲戒必要者，應連同證據先送請下列那個機關進行

審査？ 

法務部政風處 監察院 懲戒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我國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規定的職務，應訂定下列何種文件，以做為該職務人員工作指派

及考核的依據？ 

考績流程圖 概算編製要點 職務說明書 文書處理手冊 

 

  甲因推動機關重大計畫有功，其所屬機關特地為甲辦理考績，下列何者是甲最可能獲得的

直接獎勵？ 

晉本俸三級 升任高一職等 一次記二大功 招待出國觀光 

  下列那個學派認為，支配預算過程的是階級利益？ 

新馬克斯主義 公共選擇學派 凱因斯學派 貨幣學派 

  下列那一個法規非屬財務行政的核心法規？ 

預算法 公庫法 銀行法 審計法 

  依據決算法之規定，何者負責審議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立法院 監察院 審計部 行政院主計總處 

  民主國家之政府預算審議過程，有何共同之規定？ 

審議預算案時，只能刪減，不得増加支出 

須在 12 月底前完成新年度預算之審議 

須送交立法機關完成審議 

須遵守不得有年度財政赤字之規定 

  目前公益彩券盈餘的分配不包括下列何者？ 

國民年金  全民健康保險準備 

辦理國民就業之業務 軍公教退撫基金準備 

  下列何者不宜做為行政機關施政績效評估的主要目的？ 

個人獎懲的工具 評價組織表現 改善表現 從經驗中學習 

  有些公務員習慣使用專有名詞對一般民眾進行解釋，造成溝通不良，這是在溝通環節中的

那一部分發生問題？ 

環境 回饋 管道 編碼 

  下列何者為政策行銷中所稱的擴大通路（place）服務？ 

立法院修法加重酒駕者的刑責 教育部提升反吸毒手冊的可讀性 

公立圖書館委託超商提供還書服務 政府降低專用垃圾袋售價 

  根據馬斯洛（A. H. Maslow）需求層次理論，員工追求心想事成的需求，譬如個人成長、發

揮個人潛力等，屬於下列那一種類型的需求？ 

社會需求 尊榮需求 自我實現需求 安全需求 

  針對危機特性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危機的威脅性指在此種緊急情況下，可能威脅到組織的基本價值或目標 

「危機就是轉機」是指危機具毀滅性 

危機發生時，決策者必須在時間緊迫下，以有限的資訊或資源為基礎作出決策 

危機決策涉及複雜利益間的相互衝突性 

  下列何者通常不是領導權力的來源？ 

資訊權力 專家權力 罷免的權力      認同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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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運用資通訊科技提升電子治理（e-governance）的主要目標？ 

資料開放促進透明治理 提升我國電子資訊產業之國際市占率 

擴大公民參與  落實政府課責 

  下列對廣博理性模型之敘述，何者錯誤？ 

決策者掌握所有可能的政策方案 

決策者洞悉每一方案的可能後果 

決策者依據後實證主義進行決策 

決策者知悉社會所有的價值偏好與其相對重要性 

  相對而言，下列何者並非政府機關研擬備選方案的主要標準？ 

政策資源的充分性，如是否有足夠的人力和預算 

社會價值的接受性，如是否能被大眾接受 

規劃者的便利性，如是否能讓規劃人員最省時省力 

政策目標的正確性，如是否能達成政策的所欲目標 

  下列對於傳統電話民調與審議式民調間差別之敘述，何者錯誤？ 

傳統電話民調重意見的數量，審議民調重意見的品質 

審議民調的人口比例代表性比傳統電話民調好很多 

相同樣本數之下，審議民調的成本比較高 

審議民調無需全體民眾皆參加 

  「政策方案規劃或設計時，凡是民間有能力及有意願處理的問題，應儘量交由民間團體、

企業或一般社會「大眾處理」，此乃開普蘭（A. Kaplan）那項政策規劃原則的體現？ 

分配普遍原則  個人受益原則 

人民自主原則  弱勢群體利益最大化原則 

  有關政策行銷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政策行銷應善用多元管道 

行銷的政策内容與相關資訊，應據實呈現 

為使效果最大化，政策行銷都應委外處理 

政策制定過程，應適時公開 

  甲、乙和丙三個地方政府針對共同的流域展開污染防治計畫，此種府際關係具有下列何種

特性？ 

高度地方自主性 高度目標調和性 高度手段確定性 高度決策權威性 

  有關「府際協力治理」興起的背景，下列何錯誤？ 

公共事務的複雜化 政府機關的碎裂化（fragmentation） 

地方主義與區域合作的興起 國家職能的再集權化 

  根據地方制度法，要成立直轄市，轄區内人口的最低門檻為何? 

75 萬 125 萬 175 萬 225 萬 

  關於我國「財團法人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區分「政府捐助」與「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 

對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採高密度監督 

要求部分財團法人須定期參加防制洗錢教育訓練 

建立退場機制，活化財團法人 

  下列那個非營利組織是以「創造對婦女及兒少的友善環境」為主要使命？ 

董氏基金會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下列何種背景最有可能是造成歐美社會非營利組織大量產生的原因？ 

政治民粹的危機 獨裁國家的危機 財團壟斷的危機 福利國家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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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甲想透過管道向政府機關表達有關選舉制度的改革意見，下列何者是最不適合的意見表

達管道？ 

總統府「寫信給總统」網頁 

内政部「部長信箱」 

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考試院「人權保障信箱」 

  有關政府進行契約委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受託者以非營利組織為主，不含營利組織 

政府與受託者簽訂契約，由受託者提供公共服務 

契約内容會敘明工作項目的内容 

政府不因簽約委外而免責，仍須負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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