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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別：一般行政、一般民政、原住民族行政、人事行政、法律廉政、財經廉政 

科 目：行政學 

甲、申論題部分： 

一、何謂組織文化？一般認為，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的組織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請至少提出五項

差異並說明之。（25 分） 

一、《考題難易》 

☆☆☆☆ 

二、《解題關鍵》 

本題之所以評定為四顆星，那是代表這個題目已經偏難了。困難點在於第二段題意的敘述，對

此同學們應該先說明組織文化會受到那些因素的的影響或形塑，然後再從這些因素中找出五項

因素來說明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差異來回答；或者，如果同學們從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差異來回

答，也是正確的答案。 

【擬答】： 

組織文化的意涵： 

組織文化的重要性乃在於對組織成員行為、價值觀念及人際互動的影響。其意涵依據學者雪

恩（E. Schein）的界定，係指由特定的組織團體所發明或發展的一種行為基本假定，用來適

應外在的環境，並解決內部整合的問題。這組假定如果被證明有效，將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傳

授給新進的人員，使他們的思考、認知及感覺有所遵循，不致犯錯。 

申言之，組織文化指的是可以觀察到的人員行為規範、工作的團體規範、組織信奉的主要價

值、指導組織決策的哲學觀念、人際相處的遊戲規則、組織中瀰漫的感覺或氣候。 

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組織文化的差異： 

組織文化的形塑，每每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包括：組織目的、誘因機制、負責體系、權力

結構、行政系統、組織結構、工作過程、組織任務、外在環境、歷史傳統、管理措施、領導

性向及員工性向等。以下茲就此選擇五項因素來說明： 

組織目的：政府部門的組織目的在於提供無償的公共服務，以及公共財，一切的準則都是

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因此如何激發政府內部的文官系統產生公共服務的動機就成為

重要的課題。 

誘因結構：政府部門一切都是法定，在誘因結構上也無法隨意變動，如此對內部人員也缺

乏激勵的誘因，進而容易產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被動心態。 

負責體系：政府部門必須向多元的利害關係人負責，這些利害關係人包括國會、法院、媒

體、利益團體、一般民眾等，如此就形成了政府施政容易受到公眾監督的「金魚缸效應」。 

權力結構：在民主國家的政府部門通常是採取權力的分散與制衡，因此對內與對外的溝通

與協商，就成為政府部門工作能否順利推動的因素。 

組織結構：由於一切都依照法令規定，因此在結構上都是比較偏向層級節制的機械式組

織，人員比較缺乏自主性，對外在環境的調整也比較緩慢。 

 

二、何謂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面對社會問題日益複雜與民眾多樣需求，若您是機

關首長，請舉例說明該採取那些作法才能使機關成為學習型組織？（25 分） 

一、《考題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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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解題關鍵》 

本題第一段如果在回答學習型組織的定義時，再加上彼得聖吉的五項修練的簡短概念，相信一

定會有加分的效果；但本題同樣也是第二段的題意比較偏難，不過「危機就是轉機」，第二段

題意雖難，但卻是沒有標準固定的答案，因此同學們作答時只要緊扣著如何達到學習型組織，

就是正確的答案了。 

【擬答】： 

學習型組織的意涵與修練： 

根據學者瓦特金與瑪席克（Wathins and Marsick）認為：學習型態組織是一種不斷在學習與

轉化的組織，其學習的起始點在成員個人、工作團隊、整體組織，甚至亦發生在與組織互動

的社群中。而學習是一種持續性、策略性運用的過程，並與工作相結合。學習的結果將會導

致知識、信念及行為的改變，並可強化組織創新與成長的能力。 

聖吉（Peter Senge）在《第五項修練：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一書中，指出學習型組織

共有五項修練，分別是「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改變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以及「建

立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 

建立學習型組織的條件與實踐方式： 

學者 Tobin 提出建立學習型組織的五項基本條件，而這五項條件的建立亦為我國高階管理工

作應努力的方向，包括： 

明確清晰的領導（Visible Leadership）：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領導，整個組織從上到下的

轉換工作就無法真正的成功，因此領導者必須提出明晰的願景以鼓舞各級人員，同時要有

計畫綱要，並且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實現。此外，領導人必須對所選擇的方向深具信心，任

何的變革都會引起各層級人員的不愉快，因此必須善於溝通以舒緩員工的挫折感。 

思考能力的培養（Thinking Literacy）：必須從「功能的能力」（Functional Literacy）超

越到具有廣博的技術與非技術的能力，此即思考能力，包括溝通技術、數學的技術、自我

管理的技術、經營技術、團隊技術等一般性的能力，再加上特定功能等專業性的能力。 

克服功能性的近視（Overcoming Functional Myopia）：為克服各部門與各層級的員工產生

功能性的盲視（即指本位主義），以經常注視組織較大的目標與目的。這需要透過教育訓

練、組織設計的改變、行政程序與政策調整等方式來改進。 

建立與維持有效的學習團隊（Building and Sustaining Effective “Learning” Teams）：有

效的團隊學習是要使團隊中的成員彼此學習，並非只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然後告訴他們

如何一起工作而已，而是透過各種技巧以消除個人的、文化的與結構上的障礙，促進有效

的學習。 

作為師傅的管理人（Managers as Enablers）：學習型組織必須建構在扁平式的組織結構，

如此一來管理者應從過去「控制者」轉變為「師傅」的角色，以協助或促進他人能力的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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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有關行政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專指行政部門所管轄的事務 

行政與政治很難嚴格劃分 

從管理的觀點，行政是一種管理技術 

從公共政策的觀點，行政與公共政策不可分割 

  政府並非當前公共事務的唯一參與者，取而代之的是跨部門合作之趨勢遞增，下列概念中

何者最能呼應這類現象？ 

公共治理 管制治理 公司治理 全球治理 

  我國衛生福利部成立之後，將原屬内政部的社會福利業務移撥至該部的作法，稱為： 

組織改造 流程簡化 人員精簡 協力治理 

  有關我國訂定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規定執行兩公約相關事項 

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 

顯示國際公約對公共行政的影響 

代表我國正式邁入先進國家 

  面對公共危機時，官僚常見採取避責（blame avoidance）的行為。有關避責行為的内涵與相

關策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避責行為係指政治人物或官僚在面臨危機時，運用策略以降低危機對治理正當性的影響 

政治人物因連任或升遷的考量，傾向避免做出不受歡迎的決策 

民主國家因為重視課責機制才存在避責現象，威權國家則無此現象 

強化透明度有助於減少避責行為的發生 

  就美英兩國實施情形觀之，下列何者非屬支持「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理

由？ 

促進社會多元性  彌補歷史集體錯誤 

矯正制度或文化的偏差 解決反向歧視帶來的後果 

  下列那個解釋符合組織內「穀倉效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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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能未雨綢繆，預先編列未來的預算 

政府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只有垂直的指揮系統，欠缺水平的協調 

政府部門的各個系統如同生產線，串接順暢 

府部門追求預算極大化，不斷追求擴大機關預算規模 

  近年來參與式預算在若干地方政府中大行其道，倘若部分公務人員採取消極不配合或抵制

態度，認為這項改革計畫終有謝幕之一天，這適合以下列何種組織病象形容之？ 

不稀罕效應 白京生定律 墨菲定律 邁爾斯定律 

  有關我國六都行政機關的組織設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一級機關内「局、科、股」是組織垂直分化的象徵 

一級機關中「局、處、委員會」是組織水平分化的象徵 

一級機關的組織規模必然大於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的組織立階必然高於二級機關 

  有關柯麥隆（K. S. Cameron）及昆恩（R. E. Quinn）對於組織文化之類型分類，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家族型文化強調組織作為家父長制之意象，限制彈性與自主發展 

階層型文化強調正式化與結構化，重視穩定與控制 

創新型文化強調組織的創新開放，重視彈性與自主發展 

市場型文化強調外部焦點與差異性，重視競爭與結果 

  有關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任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年終考績影響同官等内職等之晉升 

具外國國籍者放棄外國國籍後得再任公務人員 

現職委任第五職等公務人員得權理薦任第七職等職務 

具外國國籍而被撤銷任用的公務人員要追還已支付之俸給 

  關於我國政府部門非典型人力特質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不預定期限（open-ended）僱用 適用勞動基準法 

勞動承攬人力屬之 並未透過國家考試方式任用 

  有關租稅制度之設計，下列何者錯誤？ 

直接稅較間接稅能維持租稅中立原則  

累進稅較比例稅容易達成財富重分配之功能 

我國個人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制  

營利事業所得稅為我國地方政府的重要租稅收入 

  民國 84 年度起，中央政府各機關歲出概算額度皆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事先予以確定，有關此

一預算籌編機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此一機制稱為資源總額分配作業制度 

以控制政府歲出規模成長為目的 

激化各機關與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審査的衝突 

堪稱是一種由上而下的預算籌編政策 

  政府採購可以競標（competitive bidding）方式進行，有關競標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公告、公開擬採購的物品需求 

對參與競標廠商提出的採購計畫書有一定的要求 

政府機關通常會事先決定底價 

係透過協商及議價方式來決定得標者 

  將卡普蘭（R. Kaplan）與諾頓（D. Norton）所提的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概念導

入政府的策略管理時，與企業部門相比，下列那一構面的重要性最可能降低？ 

財務構面 顧客構面 內部流程構面 學習與成長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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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中部屬對上司經常出現「報喜不報憂」的情形，是屬於那一種溝通上的障礙？ 

地位上的障礙 地理上的障礙 語言上的障礙 文字上的障礙 

  根據馬斯洛（A. Maslow）的需求層級理論，下列那種方式恐怕無法激勵機關人員的生理生

存需要？ 

提高員工薪資  改善辦公室硬體與環境 

給予員工一個工作願景與目標 提供員工通勤加給 

  下列何者與開放政府的核心價值無直接關連性？ 

)透明治理 參與協力 公共課責 經濟公平 

  近年來因 COVID-19 疫情，我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 2022 年推動實聯制與隔離政策引發若

干爭議，批評者認為導致許多所謂「黑數」的產生。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黑數的產生

與下列那個環節的關係最為密切？ 

議程設定 政策終結 政策順服 政策合法化 

  有關公民參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參與主體專指公民個人，而非公民組成的團體 

公民參與的條件是公民要能掌握充分資訊 

社會上應存在健全的參與管道 

公民參與的公共事務活動不限於政治層面 

  下列何者為我國地方政府自治事項發生權限爭議時提供解決的法源依據？ 

地方自治通則 地方制度法 地方創生條例 區域發展通則 

  有關非營利組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組織收入多寡與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績效之間，並不一定是正相關 

利潤由組織內的財源提供者共享 

非營利組織的成立門檻為 50 人 

非營利組織必須與政府區隔，不能接受政府財務支持 

  有關政府採用民營化的敘述，下列何者較為正確？ 

易產生社會服務等級化疑慮 通常以行政法人化加以執行 

擴大政府的職權及用人幅度 意指政府釋出全部的持股 

  有關審議民主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了讓議題討論結果更具一致性，應選擇同質性較高的參與者 

不論採用何種審議形式，都強調參與者對議題的充分討論 

審議過程可取代代議制度的決策程序 

審議民主可確保理性最佳決策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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