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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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中央與地方政府為何常需要透過跨域治理的方式來達成政策目

標？政府如何提升跨域治理的能力？（25 分）

二、在政府運作過程中，行政人員常需要獲得來自政務人員或民意機關的支

持。請論述行政人員可透過那些方法，以增進與政務人員、民意代表之

間的關係？（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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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特圖（Gantt chart）被視為一種計畫與控制技術，此一行政技術的缺點不包括下列何者？

無法同時標示預定進度和實際進度 無法有效表示各項作業之間的關係

難以應用在較為複雜的計畫 計畫略有變更即需重新畫圖

2 有關韋伯（M. Weber）所提出之官僚體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韋伯用官僚體制一詞有貶抑組織的意涵 組織主要是建立在合法權威的基礎上

重視正式組織對員工行為的影響力 主張對事不對人可避免營私舞弊

3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是政府提供民眾參與決策的制度設計，對政府決策具有法律拘

束力？

聽證 說明會 民意調查 參與式預算

4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適用對象為常任文官。下列那一類人員為該法之「準用」對象？

高中軍訓教官 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高等法院法官 行政機關之臨時人員

5 依據憲政權責區分，監察院針對行政機關的工作及設施，有違法或失職時，依法可以提出：

彈劾 糾舉 糾正 懲戒

6 依據我國遊說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被遊說的對象？

總統、副統統 各級民意代表

外國政府派駐我國之代表 鄉（鎮、市）公所正、副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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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列有關我國政風單位的敘述，何者錯誤？

屬於一條鞭的人事體制 屬於內部正式控制機制

為機關內部的輔助單位 擁有獨立編列預算權力

8 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需要經過立法院的審議通過及總統之公布？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地方稅法通則 電子採購作業辦法

9 下列何者為派出機關，不具有自治團體之地位？

省政府 直轄市政府 山地原住民區 鄉公所

10 新竹市為我國的科技重鎮，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除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

殊需要之條件外，尚需具備何種條件才有機會升格為直轄市？

人口數達 125 萬人以上 升格或獨立設市滿 20 年以上

自治財源充裕及公共設施完備 辦理地方性公投取得市民同意

11 公私協力成為這幾年政府與民間合作的主要模式之一，下列何者與此一模式無關？

公私部門邊界模糊化 高權行政行為再強化

公民參與意識的提升 公共課責的難度增加

12 公共行政典範從「政府」到「治理」（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的過程中，下列何者不是主

要的轉變？

決策的參與者更多 政府主導力量更大

跨域合作需求更大 資訊的透明度更高

13 某一組織在決策過程中，由於參與成員的同質性過高，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且不易產生有創意的

想法，個人過度順服集體的觀點。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來描述此一現象？

團體迷思（Groupthink） 搭便車（Free Rider）問題

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 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14 組織成立時間越久，常會出現一些負面現象，下列何者不屬於白京生定律（Parkinson’s Law）所

描述的現象？

建築及設備越來越豪華 生產力低落的員工增加

會議時間和議題重要性成反比 組織的經費越來越拮据

15 有關中央選舉委員會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組織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委員受固定任期的保障 主任委員之任命需經立法院同意

預算不列入中央政府總預算 正式員工具有公務員身分

16 行政法人的創設是我國政府組織的一大變革，下列敘述何者不屬於行政法人的特性？

公權力的行使程度較高 擁有人事及財務自主性

適用行政程序法和訴願法 受立法院和審計機關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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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行政學的發展在傳統理論時期（1930 年代之前）具有一些特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廣泛掃瞄組織所處環境 探討權力分配的合理性

致力於工作的效率提升 以科學管理為立論基礎

18 依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規定，國立大學校長應向那一個機關（單位）申報財產？

教育部政風處 法務部廉政署

該校人事室 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19 下列何項電子化政府服務，較不屬於「G to C」類型？

戶政事務所整合資料庫系統，開放跨區洽公

內政部移民署與內政部警政署分享彼此之資料庫，提升行政效率

政府機關設置首長電子信箱，擴大民主參與

財政部提供線上報稅、繳稅，多用網路，少用馬路

20 「公務員服務法」中所謂「旋轉門條款」是指：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X 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Y 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請問：X, Y 為下列何

組數字？

 2, 4  3, 3  2, 3  3, 5

21 下列那一種情形是屬於「不稀罕效應」（BOHICA）的組織病象？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多說多錯，少說少做

屋漏偏逢連夜雨 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

22 有關「組織結構」的敘述，下列何項錯誤？

包括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組織結構

組織圖中通常只呈現正式的組織結構

人群關係學派比傳統行政理論重視組織中的非正式結構關係

組織的控制幅度大小與組織的階層數目無關

23 政府推行「單一窗口」的作法，可以幫助改進下列何項組織病象？

過度集權 缺乏民主 規章複雜 缺少彈性

24 林處長自升任主管之後，似乎就變了一個人。他常對同仁不假辭色，口口聲聲強調單位規定或高

層要求，並努力推動著過去連他自己也不以為然的政策。這個現象可以被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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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定律（Peter’s Principle） 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25 有關我國政府預算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由行政部門編製預算案

由立法部門審議預算案

各機關分配預算，應遞轉審計機關核定之

會計年度結束後，國庫賸餘應即轉入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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