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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一般行政機關公務人員之官等分為： 
簡任、薦任、委任、聘任 簡任、薦任、委任、聘僱任 
簡任、薦任、委任  特任、簡任、薦任、委任 

2 下列何者不屬於政務官範圍？ 

 行政院院長  中央各部部長 

依機關組織法律規定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人員 簡任第十四職等人員 

3 公務人員與國家的關係發展趨勢，下列何者正確？ 

從「公法上職務關係」發展到「特別權力關係」 從「特別權力關係」發展到「公法上職務關係」 

從「絕對服從關係」發展到「相對服從關係」 從「相對服從關係」發展到「絕對服從關係」 

4 公務人員任職滿五年以上，年滿六十五歲應予屆齡退休，但對於擔任危險及勞力等特殊性質職務者，經主管

機關提出送經銓敘部認定後，酌予減低，但不得少於幾歲？ 

五十歲 五十五歲 六十歲 六十三歲 

5 我國公務人員之考試，依公務人員考試法之規定分為幾等？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特等考試四等 
高考三級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特等考試四等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特等考試、聘僱人員考試五等 

6 我國公務人員之考試方式，依公務人員考試法之規定，應以何種方式行之？ 
經考試院同意，得由各機關自行招募甄試之 
以公開競爭之方式行之為原則，以不公開競爭行之為例外 
以公開競爭之方式行之為原則，以限制性公開競爭為例外 
以公開競爭之方式行之 

7 公務人員之任用應具下列資格之一，何者錯誤？ 
 依法考試及格 依法銓敘合格 依法實習合格 依法升等合格 

8 依公務人員陞遷法規定，各機關有些職務得免經甄審（選），由本機關或上級機關首長逕行核定。下列那個

職務不包括在內？ 
機關副首長  副幕僚長  
機關內部一級單位副主管 機關內部較一級業務單位主管職務列等為高之職務 

9 Ａ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甲君僅具有薦任第八職等合格實授資格，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君無Ａ職務任用資格，亦不得權理 甲君得以權理Ａ職務 
甲君無Ａ職務任用資格，但得予權理 甲君得銓敘薦任第八職等權理Ａ職務 

10 下列有關現職公務人員調任，何者敘述錯誤？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依法任用人員，不必經本人同意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 
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均以原職等任用。但有特殊情形，

報經總統府、主管院或國家安全會議核准者，不在此限 
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下各職等人員在同職組各職系及前經審定有案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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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機關首長於下列期間，不得任用或遷調人員，何者敘述錯誤？ 

 自辭職書提出、停職令發布或撤職、休職懲戒處分議決之日起至離職之日止 

自免職或調職令發布日起至離職日止 

自退休案提出之日起至離職之日止 

參加公職選舉者，自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離職日止，但未當選者，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12 各機關首長對於配偶及幾親等以內血親、姻親，不得在本機關任用？ 

三親等 四親等 五親等 六親等 

13 公務人員於任用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不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情事，應如何處理？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撤銷任用 

撤銷任用人員其任職期間之職務行為，失其效力，但無瑕疵之職務行為不在此限 

撤銷任用人員之俸給不予追還 

撤銷任用人員之其他給付，不予追還 

14 公務人員考績共分為幾種？ 

年終考績、另予考績二種 年終考績、專案考績二種 

年終考績、平時考績、另予考績三種 年終考績、另予考績、專案考績三種 

15 公務人員失蹤期間，在未確定死亡前，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應如何發給薪給？ 

 暫停發給薪給  應發給半數之本俸（年功俸） 

應發給全數之本俸（年功俸） 應發給半數之俸給 

16 依公務人員撫卹法規定，因執行職務發生意外或危險以致因公死亡，其一次撫卹金應加給： 

 50%  25%  15%  10% 

17 依公務人員撫卹法規定，遺族請領撫卹金年限屆滿，可繼續給卹之情況，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無子（女）之寡妻者，得給與終身 

無子（女）之鰥夫者，得給與終身 

領卹子女尚未成年者，得繼續給卹至成年 

領卹子女雖已成年，仍在學就讀者，得繼續給卹至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學位 

18 參加公教人員保險，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保險項目共包括： 

 殘廢、養老及死亡給付三項 殘廢、養老、死亡及眷屬喪葬四項 

殘廢、養老、死亡及醫療四項 殘廢、養老、死亡、眷屬喪葬及育嬰留職停薪五項 

19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一次養老給付，依其保險年資（民國 88 年 5 月 31 日該法修正以後年資），每滿一

年給付幾個月？ 

 2 個月  1.5 個月  1.2 個月  1 個月 

20 某甲現任薦任第八職等專員合格實授，調任同機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科員應如何銓敘？ 

改以薦任第七職等任用，仍敘原俸級 以薦任第八職等任用，仍敘原俸級 

 以薦任第七職等任用，並敘薦任第七職等俸級 以薦任第八職等任用，改敘薦任第七職等俸級 

21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有撤職、休職、降級、減俸、記過、申誡六種，政務官只適用那二種處分？ 

 撤職、休職 減俸、記過 記過、申誡 撤職、申誡 

22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公務人員平時考核之獎勵，分為幾種？ 

 嘉獎、記功二種  嘉獎、記功、記大功三種 

嘉獎、記功、記大功、一次記二大功四種 嘉獎、記功、一次記二大功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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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列何者未具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應考資格？ 
公立或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學校相當類科畢業者 
初等考試相當類科錄取滿二年 
普通檢定考試相當類科及格者 
高等檢定考試相當類科及格者 

24 依據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及銓敘部相關函釋規定，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

至投票日止，依規定可請之假別，不含那一種假別？ 
 公假 事假 補休 休假 

25 政府為鼓勵公務人員生育，依據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為養育幾歲以下子女，辦理育嬰留職停薪，並選擇繼

續加保者，得請領育嬰留職停薪津貼？ 
二足歲 三足歲 四足歲 五足歲 

26 公務人員協會對於下列那一種事項不得提出協商？ 
辦公環境之改善  為公務人員個人權益事項 
服勤之方式  行政管理 

27 委任第一職等本俸分幾個俸級？ 
 五級 六級 七級 十級 

28 政府為實現性別、種族與身心障礙人員的代表性，所建構的人事管理制度，係在落實何種價值？ 
政治回應價值 社會公平價值 個人權利價值 效率價值 

29 有關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薦任第六職等科員，非經自願，得調任委任第五職等科員 
薦任第八職等專員得經當事人同意，得調任薦任第六職等科員 
經依法任用為薦任第八職等專員，得非自願調任薦任第七職等科員 
中教司司長得調任國教司副司長 

30 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之法源依據為何？ 
 公務人員退休法 公務人員撫卹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教人員保險法 

31 下列有關擇領月退休金之人員，喪失領受月退休金權利之敘述，何者錯誤？ 
 死亡 失蹤 褫奪公權終身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32 各機關公務人員在同官等內要取得高一職等任用資格，其考績升等條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年終考績二年列甲等 
年終考績三年列甲等 
年終考績一年列甲等二年列乙等 
所稱年終考績，指當年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均任同一職等辦理之年終考績 

33 特種考試之二等考試及格者，取得： 
 薦任第九職等任用資格 薦任第八職等任用資格 薦任第七職等任用資格 薦任第六職等任用資格 

34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因公傷病範圍？ 
因執行職務發生危險，以致傷病 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傷病  
因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以致傷病 私人應酬過度，以致傷病 

35 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六條規定，公務員未受撤職或休職處分者，應許其復職，並補發其停職期間之俸給。實

務上補發之俸給，係指補發下列那一項目？ 
本俸  專業加給  
本俸及專業加給  本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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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之基礎訓練由下列那一個機關辦理？ 
銓敘部 考選部 國家文官學院 國家文官培訓所 

37 依據獎章條例第 11 條規定，因犯罪褫奪公權者，下列那一種獎章及證書，不必繳回？ 
 功績獎章 楷模獎章 服務獎章 專業獎章 

38 某機關具有陞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得經甄審委員會同意優先陞任，下列何者敘述錯誤？ 
 最近三年內曾獲頒服務獎章  
最近三年內經一次記二大功辦理專案考績（成）有案 
最近三年內曾當選模範公務人員  
最近五年內曾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39 張小娟參加普通考試為正額錄取人員，因懷孕申請保留錄取資格，其保留年限不得超過： 
一年 一年半 二年 二年半 

40 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民國 84 年 7 月 1 日以後），對退休金來源採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分擔制，以公務人員

本俸（年功俸）加一倍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之費率撥繳，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例為： 
 政府負擔 35%，公務人員負擔 65% 政府負擔 50%，公務人員負擔 50% 
政府負擔 65%，公務人員負擔 35% 政府負擔 80%，公務人員負擔 20% 

41 下列那一個職務，應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申報財產？ 
銓敘部銓審司副司長  內政部主任秘書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給與處科長 財政部人事處副處長 

42 下列何者為公務人員考績法明文揭示之立法目的之一？ 
及時獎賞 綜覈名實 獎優汰劣 淘汰冗員 

43 依現行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公務人員任滿二十五年者，符合下列那一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規定，得擇領月

退休金？ 
 年滿四十歲 年滿五十歲 年滿五十五歲 年滿六十歲 

44 請問下列那一項不是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的立法目的之一？ 
依法行政  政治中立 
執法公平  適度規範公務人員參與政治活動 

45 依據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規定，下列那一種人員並非中立法適用或準用對象？ 
 公立學校兼任行政職務教師 軍訓教官 
里幹事  駐衛警察 

46 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得舉行特種考試，除公務人員考試法另有規定者外，及格人員服務於申請舉辦

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至少要幾年？ 
 1 年  3 年  5 年  6 年 

47 依據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規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配偶 共同生活之家屬 三親等以內親屬 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48 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組織條例，人事行政局有關考銓業務，須受下列何機關監督？ 
 銓敘部  考選部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考試院 

49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民國 84 年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者，三十五年內年資如支領月退休金，每

任職一年，照基數內涵百分之幾給與？ 
 1%  1.2%  1.55%  2% 

50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6 條規定，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就其工作職責及所需資格，依職等標準列入

職務列等表。必要時，一職務得列幾個職等？ 
得列一個至二個職等 得列二個至三個職等 得列一個至四個職等 得列二個至四個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