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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政府訂 108 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試說明地方創生的意義，並以原住

民地區為例，舉一個地方創生的領域，討論其具體推動策略。（25 分）

二、政府機關運作過程中，常考量的公共價值有那些？這些公共價值的意義

為何？請舉實例說明政府那些政策或措施，能助於這些公共價值的實現？

（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5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學者威爾遜（W. Wilson）著作〈行政的研究〉一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主張行政與政治應分離 認同政黨分贓制度有其必要性

強調可借鏡他國行政制度 可視為現代公共行政研究之開端

2 下列何項敘述，不屬於韋伯（M. Weber）主張的理想型官僚體制所可能帶來之後果？

個人將習慣透過裙帶關係取得權力 官僚未來會被束縛在鐵的牢籠（iron cage）

官僚將成為具有專業權威的一群 個人的自主意願將被秩序和紀律所取代

3 新公共管理與政府再造觀點對於政府角色的定位，比較傾向於下列何者？

網絡管理者 操槳者 領航者 仲裁者

4 羅聖朋和克拉夫丘克（D. H. Rosenbloom & R. S. Kravchuk）認為公共行政是一種講求科學理性的

專業，此屬於下列那一種行政的觀點？

行政的法律觀點 行政的管理觀點 行政的政治觀點 行政的職業觀點

5 行政學者哈蒙（M. M. Harmon）曾對行政責任的實踐提出三元責任論，而「黑堡宣言」最重視其

中的那一項責任？

政治責任 層級責任 專業責任 個人責任

6 下列何者符合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規定？

公務人員請假兼任市議員候選人辦事處主任

公務人員請假為市議員候選人主持競選晚會

公務人員在例假日為市議員候選人發起遊行

公務人員為參選市議員之配偶公開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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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二級機關在其組織法律規定的權限和職掌範圍內，基於管

轄區域及基層服務需要，得設地方分支機關。這最接近下列何種組織分部化的方式？

依選民服務 依功能 依作業程序 依地區

8 依據赫茲伯格（F. Herzberg）的見解，下列那一項因素即使獲得滿足，也只能降低員工「不滿足」

的感覺，但無助於工作滿意度的提升？

薪水 成就感 賞識與認同 個人成長

9 依據我國法令之規定，「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

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可稱之為何種法人？

社團法人 行政法人 財團法人 自治法人

10 當前許多組織都重視建立「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的文化，下列何者

並不屬於「組織公民行為」？

員工下班後幫助同事完成工作任務 員工會主動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員工重視加班報酬的多寡 員工表現超過組織的基本要求標準

11 關於工作（職務）設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科學管理學派主要考量工作專業化及標準化

權變學派主要考量工作調適及彈性化

人群關係學派主要考量工作豐富化及擴大化

官僚學派主要考量政治任用及彈性工時

12 有關我國現行人事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一般公務人員採用官職分立 同官等內各職等均依考試晉升

薪俸依官等、職等與俸級核准 每一職位限定僅能歸列一個職等

13 下列那一種情形會增加交易成本，可能妨礙市場的交易行為而造成市場失靈，因此政府有必要介

入管制？

獨占 外部性 公共財 資訊不對稱

14 有關「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人民可在議會中正式參與年度預算之審查

有助於改善政府預算未能充分回應民眾需求之缺失

可杜絕預算執行過程中的貪污舞弊行為

可擴大政府預算執行之彈性

15 下列對我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敘述，何者正確？

其來源是地方政府的稅收，中央政府僅負責統籌分配

是地方政府的補助款之一

是一種稅收分成（revenue-sharing）的制度

地方政府每年皆須申請才可分得統籌分配款

16 組織依其目標需求可採取不同的設計，下列何種業務或任務最適合採取矩陣組織（matrix

organization）設計？

長期性 專案性 標準化 簡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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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國民權領袖金恩博士（M. L. King, Jr.）可透過演講號召廣大聽眾追隨他的行為，根據學者史塔

寧（G. Starling）所提出的領導權力基礎，此屬於何種權力的行使？

專家權力（expert power） 連結權力（connection power）

合法性權力（legitimate power） 認同感權力（referent power）

18 根據我國災害防救法之規範，發生水災或旱災時，下列何者會被指定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

經濟部 衛生福利部

19 「個人在使用、創造、發布數位媒體資訊時，或使用電腦、其他電子設備以及網路時所享有的基

本人權和法律權利」，為下列何者之定義？

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on） 數位機會（digital opportunity）

數位人權（digital rights） 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20 我國政府近年來積極推動臺灣鐵路管理局公司化，從民營化的觀點，推動此一政策的主要目標

為何？

改善組織整體服務績效 大幅增加盈餘繳交國庫之金額

出售資產興建社會住宅 釋出所有權給民眾參與

21 決策樹（decision tree）是輔助決策者進行方案選擇的一種量化評估工具，下列何者不是此一分析

方法的重要元素？

報酬（payoffs） 機率（probabilities）

機會節點（chance nodes） 決策者（decision makers）

22 有關我國地方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即生效力

自治組織包含地方行政、地方立法與地方司法機關

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

縣（市）擬改制為直轄市者，應經立法院議決同意後實施之

23 下列何者一般來說是非營利組織管理獨有的、但在企業管理上較少討論的課題？

策略管理 行銷管理 募款管理 財務管理

24 下列何種行為主體之間的合作，可視為公私協力？

國際貨幣基金與避險基金 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

行政法人與財團法人 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

25 下列那一個概念的提出，對擴大公共行政研究範疇的影響最大？

企業型政府 公共治理 去管制化 地方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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