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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公共行政的概念界定，「著重公共利益及政策的政治考量」，比較符合下列那一種觀點？

行政的管理觀點 行政的政治觀點 行政的法律觀點 行政的歷史觀點

2 關於古力克（L. H. Gulick）提出的 POSDCORB 七項管理功能，各字母所代表的意義，下列何者錯誤？

 P-Promoting，行銷  O-Organizing，組織  S-Staffing，用人  B-Budgeting，預算

3 行政學在那一位學者發表「行政研究」之後，從政治學的領域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學科？

泰勒（F. Taylor） 威爾遜（W. Wilson） 費堯（H. Fayol） 韋伯（M. Weber）

4 有關霍桑實驗（Hawthorne Experiments）及其影響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強調對法規的尊重 否定非正式組織的約束力

為人群關係學派奠定基礎 執行實驗的學者為巴納德（C. Barnard）

5 普遍而言，下列何者在政策執行階段扮演最主要的主導者？

行政法人 學者專家 政黨組織 政府機關

6 下列對於何茲伯格（F. Herzberg）提出之激勵保健理論之描述，何者正確？

保健因素可稱為滿意因素 激勵因素可稱為維持因素

成就感可視為滿意因素 又稱為雙環理論

7 關於新公共服務的核心概念，下列何者錯誤？

重視企業家精神 追求公共利益 重視人性價值 服務公民而非顧客

8 關於政府再造的取向，強調「政府的職能在於領航（steering），而非親自操槳（rowing）」，係屬於下列那一

種政府再造的原則？

觸媒型政府（catalytic government） 社區型政府（community government）

分權型政府（decentralized government） 航海型政府（nautical government）

9 公務員應有終身學習的精神與動機，這符合那一項公務員核心價值？

忠誠 關懷 廉正 專業

10 政府強化查察、起訴等肅貪工作，目的是讓公務員：

不願貪 不敢貪 不能貪 不必貪

11 某甲赴行政機關洽公時，發現有公務員在上班時間玩電腦遊戲，乃以手機錄影並上傳到爆料網站，隨即引

發媒體報導、民意代表質詢，該機關首長乃下令懲處該名公務員。試問下列何者不屬於前述的控制類型？

司法控制 立法控制 行政控制 輿論控制

12 行政中立屬於政府下列那一項建設所強調？

廉政建設 經濟建設 前瞻基礎建設 十大建設

13 行政院下二級機關的分部化（departmentalization），大多是採用何種方式？

功能分部化 程序分部化 顧客分部化 地區分部化

14 組織各部門分工後，各單位之間所需要的連結稱為：

課責 服從 協調 次級系統

15 下列何者為組織結構水平分化的基礎之一：

層級節制 工作性質 責任程度 權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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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行政院所屬機關中，下列何者不是獨立機關？

公平交易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7 下列何者不是依「行政法人法」所設立的行政法人？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中央研究院

18 有關我國財團法人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企業集團的組合 主要目標是利潤極大化

其設立應向法院登記 政府不得出資捐助

19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為一級機關 各級機關之組織皆應以法律定之

「司」為三級機關 機關內部可分業務單位及事業單位

20 公務員經年累月接受上級指示，不斷進行各種變革，心理層面上最容易產生下列何種組織病象？

不稀罕效應（BOHICA） 墨非定律（Murphy's Law）

白京生定律（Parkinson's Law） 邁爾斯定律（Miles' Law）

21 關於非正式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以滿足連結驅動力 可協助完成正式組織無法達成的任務

每個人只歸屬一個非正式組織 對組織運作具有正面功能

22 西方文官制度的演進，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依序為：

恩賜制、分贓制、功績制、贍循制 恩賜制、贍循制、分贓制、功績制

贍循制、恩賜制、功績制、分贓制 贍循制、功績制、分贓制、恩賜制

23 下列何者不是職位分類制度的特點？

確保因事設職 利於快速升遷 強調同工同酬 重視專才專業

24 關於部內制人事機構之優點，下列何者正確？

用人不受政黨與行政首長之干涉 易於了解行政機關人事之實際需求

考試權獨立，能客觀公正的選拔人才 易於統一全國各行政機關之人事制度

25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院對下列那一類事項僅掌有法制權，並無執行權？

褒獎 保障 退休 撫卹

26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四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幾職等任用資格：

第一職等 第三職等 第四職等 第五職等

27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的規定，下列何者為國稅？

土地增值稅 房屋稅 契稅 營業稅

28 下列何者不是預算法第83條所規定行政院得提出特別預算之情事？

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彌補財政收支差短 重大災變

29 在我國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案編審過程中，各機關依下一年度施政計畫初步估計的收支，稱為：

決算 結算 概算 預算

30 根據我國憲法第105條規定，審計長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3個月內，應依法完成審核，並向下列那個機關提

出決算審核報告？

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31 根據預算法第49條，預算案之審議應注重四大重點，下列何者不包括？

歲出規模 預算餘絀 計畫績效 分配預算

32 對於「目標管理（MBO）」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須設定一個主觀評量的指標 無需員工參與目標設定

源自開放政府的理念 應定期檢視目標的達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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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關於組織溝通的種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平行溝通屬於組織正式溝通的一種

外部溝通不是組織的正式溝通

非正式溝通經常是組織的隱藏路徑

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不一致時，非正式溝通顯得特別活躍

34 某市長受到大批「粉絲」高度的敬仰和認同，願意以他為學習的榜樣，此一現象屬於下列何種權力的來源？

學習權力 參照權力 資訊權力 關聯權力

35 下列何者不屬於鄉（鎮、市）公所設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的任務？

核定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36 下列何者非屬轉換型領導的特質？

重視授權、部屬能力培養 以理想、道德影響部屬

是魅力型領導 重視獎勵與處罰

37 下列何者不是直轄市？

桃園市 新竹市 臺中市 臺南市

38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政府架設的電子化政府網站？

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零時政府

39 金敦（J. Kingdon）使用多元流模型探討美國1970年代末期的醫療與交通政策，下列何者非屬多元流模型的

範圍？

政治流（political stream） 議題流（issue stream）

政策流（policy stream） 問題流（problem stream）

40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共財」範疇？

國防 燈塔 電力 治安

41 下列何者不是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常使用的技術或方法？

淨現值法 本益比法 敏感度分析 群聚分析

42 根據羅伊（T. Lowi）政治鐵三角理論，下列何者非屬三角聯盟的範圍？

行政機關 社群媒體 利益團體 國會委員會

43 政府行銷策略的「四 P」原則，除了產品（product）、價格（price）和通路（place）外，還有那一項？

流程（process） 推銷（promotion） 績效（performance） 定位（position）

44 依據我國地方制度法之規定，若直轄市間或是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事項時，由下列那一個

機關負責協調解決？

立法院 行政院 內政部 司法院

45 依據我國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鄉（鎮、市）自治事項？

節慶觀光 貨幣政策 垃圾處理 公墓管理

46 「非營利組織的盈餘可以再利用與再投資，但不可以分配給個人或會員」這個敘述是在說明非營利組織的

那一個特性？

不以營利為目標 自主行政 志願性 私有性

47 下列何種現象的盛行，最能印證公民社會崛起？

網路紅人 假新聞 非營利組織 線上遊戲

48 BOT 意指：

民間機構之興建、民間機構之營運、民間機構之移轉

政府機構之興建、民間機構之營運、民間機構之移轉

民間機構之興建、政府機構之營運、民間機構之移轉

民間機構之興建、民間機構之營運、政府機構之移轉

49 政府利用大量的網民來取得需要的服務與創意，稱為：

外包（outsourcing） 眾包（crowdsourcing）

智慧國家（smart nation） 智慧政府（smart government）

50 「公民共識會議」的召開，最符合下列那一種民主形態？

直接民主 代議民主 審議式民主 公投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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