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
110年 國 軍 上 校 以 上 軍 官 轉 任 公 務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五等考試
類
科：一般行政
科
目：行政學大意
考試時間：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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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注意：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
者，該題不予計分。
本科目共 5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
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 1887-1930 年代可視為公共行政的萌芽時期，下列何者最符合此時期對公
共行政的描述？
鼓勵政治、行政合一
追求公共行政的科學化
講求社會正義
鼓勵公民參與
2 下列對於公部門管理的描述，何者錯誤？
公部門以公共利益為中心
公部門依據自由市場供需原則決定稅率
公部門需受制於憲法規範
公部門需服從政治主權
3 黑堡學者認為公共行政與憲法的關係何者正確？
文官為貫徹政治意志的機器
公僕為行憲的正當參與者
制憲的重要性大於行憲
憲政精神主要表現在制憲過程
4 關於修正時期（1930-1960 年代）的行政學理論，下列何者不是其探討的
重點？
行政管理流程制度化
員工關係的調整
行為法則的尋求
員工的心理動機
5 下列那一位學者對於 POSDCORB 等七項行政管理功能曾提出批判，認為
公共行政應朝邏輯實證論發展知識？
費堯（H. Fayol）
古德諾（F. Goodnow）
懷特（L. White）
賽蒙（H. Simon）
6 下列何種行政管理工具的提出，與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精神無關？
公民會議
契約外包
策略規劃
標竿與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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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列何者不是官僚體制的缺失？
過於重視非正式組織的影響力

過於僵化，缺乏彈性

容易形成鐵飯碗心態

因專業分工而形成本位主義

8 依據激勵保健理論，組織成員對於下列那一項因素感到滿意時，可維持原
有的工作水準？
工作的成就感 上司的賞識

報酬待遇

工作內涵

9 教授甲是某國立大學副校長，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下列何者不是該
副校長應有的適當行為？
參加校長接待國外來訪學者的晚宴餐會
參加其指導的博士生所屬之原住民族的豐年祭活動
收受所指導的博士生參加自己兒子婚禮所贈與的禮金新臺幣 6,600 元
收受來訪外國學者所屬學校製作的銅雕紀念品一枚
10 為不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公務人員能從事下列那些行為？①
於下班時間義務擔任某政黨的立委候選人競選服務處總幹事
定考績之面談時間，推薦理念相同的部屬加入其政黨

②利用評

③於國定假日期間

出席某政黨所舉辦的聯誼餐會 ④接受某政黨的徵召，登記為議員候選人
後便請假從事競選活動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11 下列何者屬於政府主動公開資訊之適當方式？①分享於承辦人之個人臉
書

②放置在機關網頁

①②③

③舉行記者會

②③④

④刊載於政府機關出版品

①②④

①③④

12 根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
人之財產申報機關為何？
各級選舉委員會

監察院

司法院

法務部廉政署

13 下列何者不是「合法－理性」官僚型組織所具有的特徵？
使用參與式決策，以期強化組織決策具備廣博理性與正當合法性
所有的職位都是屬於組織的，而非屬於任何職位中的個人
針對組織中的工作與產出，保存詳盡的官方紀錄與檔案
基於組織管理的目的，訂定出正式的法規和管理制度

代號：3501
頁次：6－3

14 有關組織布局（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為了建構組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
「高階管理」負責直接將組織投入轉化為產品或服務
「技術支援」擔負承上啟下、溝通協調的功能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行政支援」的功能是負責組織運作的順暢與維護
當代政府日益透過「網絡組織」模式進行治理，下列何者與網絡組織的運
作較無關連？
業務外包
契約管理
溝通與協商
層級節制
下列何者不是矩陣組織的缺點？
雙重主管易造成權威衝突
與正式部門之間易發生衝突
任務結束後，獲致成果可能難以保持
突破指揮鏈，結合功能別與產品別人才
著名的「霍桑實驗」主要是針對那一種主題進行的實驗？
轉換型領導
生產力
團體盲思
性別主流化
依據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就法定事務，有決定並表示
國家意思於外部，而依組織法律或命令設立，行使公權力之組織」，為下
列何者之法定定義？
中心
機構
單位
機關
下列那個政府組織，不須訂定法律作為其組織設立之依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審計部
負責推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的廉政署隸屬於：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法務部
考試院
監察院
下列何者不屬於非正式組織的特性？
基於法規而形成
透過影響力進行領導
容易形成團體壓力
成員彼此的情感較親密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的主要目的，最符合下列那一項政策
的核心精神？
同工同酬
平權行動（affirmativeaction）
用人唯才
恩寵制（patronag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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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當口試委員以單一重要特質來決定他們對應考人的整體評分時，一般稱為：
月暈效應（halo effect）
寬容效應（generosity effect）
臨近效應（recency effect）
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
24 我國公務人員俸給制度中所謂的「年功俸」是指：
志願役現役軍人應領取的基本給與
各職等高於本俸最高俸級的給與
為獎勵公務人員士氣所專案核給的給與
軍職人員遺族所支領的撫慰金
25 下列何者不在「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的適用範圍內？
行政院院長
常務次長
考試委員
直轄市市長
26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審定機關為：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銓敘部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考選部
27 會隨著經濟景氣變化而改變的財政赤字，稱作：
結構性赤字
充分就業赤字 循環性赤字
28 關於政府預算的基本名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民主赤字

概算是各主管機關依其施政計畫初步估計之收支
預算是一個年度內政府的財務收支計畫書
分配預算是政府預算執行收支之計畫書
決算是政府預算審議的最終報告書
29 預算法第 91 條敘明，立法委員所提法律案大幅增加歲出或減少歲入者，
應先徵詢行政院之意見，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下列那一項原則最符合預
算法第 91 條的規範精神？
財政幻覺原則 損益平衡原則

預算平衡原則 相對財源原則

30 我國公共債務法的主要規範內涵包括下列何者？
年度預算須收支平衡
歲出成長幅度上限
經常支出之上限
年度舉債額度占歲出總額之比例
31 一個國家針對其他國家禽流感疫情，商討應該採取何種措施防杜疫情波及
國內，或一旦境內出現病例如何防止疫情擴散等課題，屬於全球治理的那
一項課題？
環境全球主義 理念全球主義

文化全球主義 軍事全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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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列對於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之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利他動機
有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
只有進入公部門才能實現
包括同情心的構面
33 馬斯洛（A. H. Maslow）後來將五種層次的需求，概分為匱乏性需求和成
長性需求兩大類，下列何者非屬匱乏性需求的範圍？
安全需求
社會需求
自我實現需求 生理需求
34 轉換型領導的領導者與部屬二者係建立在下列何種關係之上？
相互影響
權威
控制
利益交換
35 政府在氣象局發布強烈颱風警報時，成立防颱中心的作法，屬於危機管理
那一階段的措施？
減災
整備
應變
復原
36 聯合國針對全球各國電子化政府表現進行調查，下列何者不屬於「電子參
與」的衡量指標？
電子化資訊公開（e-information）
電子化政策諮詢（e-consultation）
電子化決策制定（e-decision-making）
電子化服務（e-service）
37 下列何者檔案，各機關不得拒絕民眾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
政府機關預算與決算書
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
有關犯罪資料者
有關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者
38 針對世界各國線上公民連署（e-petition）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有公民連署的功能
世界各國推行線上公民連署，皆無連署人數門檻之要求
電子連署雖可增加民眾參與，但至今尚未真正消弭參與不公平的現象
電子連署對於一國民主深化的工作有增進的作用
39 當行政機關的決策制定，是從過去的決策來做小幅修正，是何種決策模式？
漸進主義
滿意決策
廣博理性
混合掃描
40 公共政策制定時，常涉及到民意政治與專家政治的衝突，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民意政治與專家政治的衝突完全可以透過審議式民主調和
民意政治比較強調公平、回應等價值
專家政治比較強調專業、效率等價值
現代行政人員必須具備平衡專業知能以及政治回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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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下列針對政策工具之描述，何者錯誤？
政策工具的選擇不宜考慮標的團體的接受度
政策工具是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
利用租稅方式改變行為誘因是一種政策工具
在從事政策設計時該通盤考量政策工具的選擇
42 下列有關公共財之敘述何者正確？
非競爭性係指消費者使用財貨時，無法排除其他人對其財貨的使用權
非排他性係指該財貨可以同時供多人消費，不因此減少其使用效益
公共汽車屬於典型的公共財
警政治安屬於典型的公共財
43 在政策規劃過程中，有關評量替選方案優缺點時所使用的標準，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效率性指的是要選擇成本最低的方案
公正性衡量的是利益或損害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
政治可行性指的是在政治上得到支持的程度
為了解政治支持的程度，需要事先對利害關係人的立場進行分析
44 依據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政府不得調高下列那一項租稅的原訂稅率？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房屋稅
娛樂稅
45 依據地方制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新北市板橋區為地方自治團體
縣政府與縣議會為權責制衡關係
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
臺北市政府依法辦理自治事項
46 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遇有爭議時，應由下列何者為適法之處理？
行政院
立法院
內政部
法務部
47 下列何種組織運作模式較常見於履行準司法功能的行政機關？
首長制
委員制
民主集中制
專案經理制
48 下列那一個機構，是財團法人法規範的對象？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49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務員懲戒處分的類型？
申誡
記過
記大過
免除職務
50 根據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下列國稅及地方稅何者非屬於「共分稅」的性質？
遺產及贈與稅 菸酒稅
證券交易稅
房屋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