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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行公務人員任用法是採何種人事分類體制？ 

品位分類制 職位分類制 官職併立制 部內制 

2 下列關於專案考績記二大功與年終考績乙等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影響晉薪程度不同 前者立即優先升遷 辦理時間相同 結果核定者不同 

3 下列有關職位分類人事體制概念的各項敘述，何者最正確？ 

職系間人力流動限制要少  應按年資晉升職等 

根據工作性質建立職等  採同工同酬的薪資制 

4 依現行法制，除公務人員考試法另有規定者外，其餘特考及格人員於幾年內不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 

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以外機關任職？ 

三年 四年 六年 十年 

5 下列關於性別議題的人力資源管理措施，何項敘述最為正確？ 

禁止同性戀取向者擔任派出所主管 得優先升任具資格之女性擔任高階主管 

禁止男性申請護士職務  女性方得申請育嬰假 

6 工作分析結果會最直接應用於下列那個人力資源管理事項？ 

人力新陳代謝 人力訓練 人力遴選 人力薪資決定 

7 下列何項不是行政機關公務人員法定俸給項目？ 

本俸 年功俸 加給 考績獎金 

8 下列有關判斷各種人力遴選方法優劣的諸多標準中，何者最為重要？ 

技術可行性 效度 所需成本 信度 

9 評估員工工作績效的最重要面向應該是何？ 

現職工作表現 服務倫理行為 發展潛能 個人品德 

10 所謂某一遴選方法具備更高「效度」的意義主要是指何而言？ 

錄取成績最高者  能盡快產生遴選結果  

能選出未來工作績效較優者 重複測試會獲致相同結果 

11 下列關於考試院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考試委員由總統逕行任命  考選部部長由總統逕行任命 

考試院採行首長制  銓敘部負責升官等訓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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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力運用中有個現象稱為「彼得原理」，下列何者最接近其意義？ 

靠關係晉升  快速晉升至最高階職務  

逐步晉升至不適任的職務  依年資晉升 

13 典型工作分析過程，最不會涉及的工作事項是何？ 

工作薪資調查 工作說明書 工作評價 工作規範 

14 下列各項人力資源管理活動的發生順序中，何者應該是最早？ 

人力遴選 訓練 工作績效評量 人力資源規劃 

15 吳君具有中華民國與美國國籍，請問經核准後其可擔任下列何種職務？ 

縣府勞工局科員  縣立國中教師兼任總務組長 

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  社教館科員 

16 現行公務人員任用法中，沒有明文規定的特點是下列何項？ 

職系 官等晉升需經考試 職務可跨列職等 終身僱用 

17 下列關於人事管理人員的敘述，何者為錯誤？ 

人事主管任免由銓敘部辦理 人事主管由機關首長任命 

人事管理人員考績非由服務機關首長核定 人事管理人員由銓敘部監督 

18 下列那一職等公務人員的調任，不受職系間之限制？ 

一 五 九 十三 

19 黃君現有資歷包括大學畢業、普考及格、合格實授第五職等本俸第五級，最近三年考績是甲、甲、乙， 

請問他已可取得第幾職等的任用資格？ 

五 六 七 八 

20 下列何種人事分類體制的設計原意，對應徵者個人經歷遠超過工作資格要求的現象最不以為意？ 

醫事人員制 職位分類制 恩給制 品位分類制 

21 決定薪資結構表過程中，不包括下列何者？ 

市場薪資調查 設定薪等數量 職務評價 工作績效評量 

22 我國現行公務人員加給制度的適用職務，不包括下列何項？ 

危險職務 主管職務 技術職務 偏遠地區職務 

23 下列有關現行公務人員俸給制度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升任第六職等者都需自該職等最低俸級起敘 各職等本俸級數都相同 

俸表內列實支俸額  普考及格初任者自第三職等本俸一級起敘 

24 下列何者是現行公務人員俸給制度中變動薪內涵的表現？ 

同職等本俸俸額會不同  年終考績等第不同晉敘也不同 

不同職系同職等的俸給不同 有不同類型的加給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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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列敘述中，何者最接近薪資「內在衡平性」的意義？ 

同職等同酬  工作績效影響薪資水準  

不同職系同職等應不同酬  最高和最低薪資間差距不要太大 

26 下列何者是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所任用的職務？ 

警察官 國小代課教師 台大醫院護士 戶政事務所辦事員 

27 下列何者最能了解員工工作狀況並適合擔任對員工工作績效之初核者？ 

考績委員會 直接主管 機關首長 同單位同事 

28 下列何者是年終考績經機關最終核定前的必經法定程序？ 

甄審委員會 處長 考績委員會 機關副首長 

29 陳君現職為第二職等並敘年功俸三級，今年年終考績為乙等。請問，若加上年終獎金 1.5個月，依現制 

規定，陳君約可領幾個月的俸給獎金？ 

 2  3  4  5 

30 下列何者不是由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負責的訓練？ 

考試錄取人員基礎訓練 初任薦任主管訓練 行政中立訓練 升簡任官等訓練 

31 人力資源管理教科書常提到訓練評估應該包括四類面向，下列何者不是？ 

經費自籌程度 行為改變程度 技能學習程度 課程滿意程度 

32 員工發展性導向的工作績效評估，其評估結果最適合的用途是何？ 

發放獎金 決定薪資調整 規劃個人學習計畫 記功或懲戒 

33 甲君在市政府擔任採購主管，下列何者是最應該遵行的法定服務行為？ 

私人投書報紙討論市政問題 申報財產 

依長官指示捐一日薪給市府賑災 自行受聘兼職授課 

34 公務人員不應該參與的積極性政治活動，不包括下列那項？ 

登記參選  下班時間幫忙發送選舉文宣 

休假擔任競選總部內電話義工 投票 

35 甲君五年前自縣府衛生局局長離職，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 

可以擔任該縣醫療院所協會理事長 不可以參與衛生局委託研究之標案 

可基於公益自行著書揭露該縣縣立醫院的財務細節 不可以擔任藥商公司總經理 

36 第一職等人員如連續曠職半個月，可能受到機關首長的法定最重處分是何？ 

撤職 免職 調職 記一大過 

37 下列所舉公務人員應遵循的服務倫理行為事項，那項尚無專法為法源？ 

財產申報  利益迴避  

政治活動限制（行政中立） 離職後工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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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列各項學習活動，何者最屬於委任官等「人力發展」課程的範圍？ 

網頁製作 文書製作 認識性別工作平等法 修習管理知識學分 

39 人力訓練或發展計畫的實施過程，最不會涉及的是？ 

 360 度工作績效評估 行為改變評估 工作輪調 組織需求評估 

40 我國現行公務人員退休法是採取下列何制？ 

績效薪制 確定提撥制 確定給付制 個人儲蓄制 

41 下列何者不能參加公教人員保險？ 

東吳大學專任教授  台灣大學行政單位組員  

縣府勞工局辦事員  市政府衛生局約聘專員 

42 下列何者不屬於福利事項？ 

退休金 工作獎金 給薪事假 補助參加英檢 

43 公務人員受到懲戒處分後，可以向何者提起救濟？ 

無權提起  服務機關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行政法院 

44 下列何者不是公務人員的法定權利事項？ 

退休金 薪資 晉升職務 免職救濟 

45 下列何者最符合「人力試用」之原始目的？ 

即刻負起處理公文之權責  讓受試用者瞭解自己是否適合續任 

讓雇主瞭解受試用者身家狀況 讓受試用者開始參加職務訓練課程 

46 下列有關公務員懲戒法之懲戒和公務人員保障法之復審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都可聲請再審 都可另提司法救濟 都由同一機關審理 都可做成撤職決定 

47 我國現行公務人員俸給制度的薪資結構設計概念，最接近下列那項理論？ 

技能薪給制 工作薪給制 個人薪給制 績效薪制 

48 人力訓練計畫的最核心目的是？ 

儲備未來適任人力  發現優秀者並予晉升  

學習可即刻運用的工作技能 淘汰績效不佳者 

49 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內容不包括下列何項？ 

公務人員向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申訴  

每年七天家庭照顧假 

每月一天生理假   

禁止性別歧視 

50 我國現行公務人員考績制度，其功能主要偏重於何者？ 

發展 輔導 獎勵 矯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