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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有關我國公務人員俸給制度之敘述，何者不正確？ 
 法定俸給項目包括「俸」、「給」及「工作獎金」三個部分 
俸表採用「俸點制」 
加給分成「職務加給」、「技術或專業加給」和「地域加給」三種 
俸給均以月計之 

2 以下那一項不是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所明訂之政治活動或行為的禁止事項？ 
 在辦公場所張貼公職候選人之徽章 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主持集會、發起遊行或領導連署活動 下班時間參加公職候選人之政見發表會 

3 公務人員具雙重國籍者，應撤銷任用，其任職期間依規定支領之俸給，應如何處理？ 
不予追還  應予追還，但可分期  
應予追還，不可分期  應予追還，且應加計利息 

4 下列那一項訓練非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理？ 
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訓練 升任官等訓練 
行政中立訓練  升任職等訓練 

5 民國 100 年 1 月 1 日生效之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公務人員任職 25 年以上辦理自願退休，必須年滿幾歲 
才可以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 
 55 歲  50 歲  60 歲  65 歲 

6 下列有關總統令於民國 99 年 8 月 4 日公布修正之公務人員退休金提撥費率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按公務人員本（年功）俸加一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五之費率 
按公務人員本（年功）俸加一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八之費率 
按公務人員本（年功）俸加一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八之費率 
按公務人員本（年功）俸加一倍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之費率 

7 公務人員任職年資 5 年以上未滿 15 年，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相關規定辦理退休，或屆齡延長服務者， 
給予以下那一種退休金？ 
兼領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金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金 
兼領三分之一之一次退休金與三分之二之月退休金 
月退休金 
一次退休金 

8 被保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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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請領育嬰留職停薪津貼 
之條件為何？ 
加保年資滿 1 年以上，養育 3 足歲以下子女 加保年資滿 2 年以上，養育 2 足歲以下子女 
加保年資滿 3 年以上，養育 3 足歲以下子女 加保年資滿 5 年以上，養育 2 足歲以下子女 

9 以下何者是公教人員保險的主管機關？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銓敘部 
中央信託局  中央健康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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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有關「考績或考成成績得併入考試總成績計算」之規定，以下何者正確？ 
考績（或考成）之平均成績必須高於考試成績，才可以併入升官等考試之總成績計算 
所有應考人之考績（或考成）成績均需併入升官等考試總成績計算 
併入升官等考試總成績計算之考績（或考成）成績，其比例為 33％ 
只有薦任升官等考試才可以併入考績（或考成）之成績 

11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以下何者為發動調處之機關？ 
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高等行政法院  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 

12 各機關辦理本機關人員之陞任，應依擬陞任職務所需知能，擬訂陞遷評定項目，下列何者非公務人員陞 
遷法所列之項目？ 
考試 訓練 品德 年資 

13 請問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法源為： 
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 公務人員陞遷法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14 報載，「蘇花公路在梅姬颱風外圍環流肆虐下，危機四伏，蘇澳警分局東澳派出所副所長李清福，發揮 
專業，緊急率領員警冒險攔車、封路，及時救下七百多條人命，可為表率。」如行政院院長要表彰其優 
異表現，可頒給： 
服務獎章 功績勳章 勞績獎章 楷模獎章 

15 下列那一種方法不適合作為團體績效評比工具？ 
 360 度評估法 平衡計分卡 目標管理 關鍵指標法 

16 孫勝利為連江縣政府民政課課長，民國 98 年考績列乙等，可支領半個月考績獎金，有關其支領年終考績 
獎金的內涵，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本俸、專業加給  本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本俸、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及地域加給 本俸、專業加給及地域加給 

17 考試院於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案中，所建構之考績丙等制度，主要係屬於學理上那一種考績功能？ 
策略 行政 發展 效率 

18 工作評價法大致有四種方法，下列那一種方法運用最多？ 
排列法 分級法 點數法 因素比較法 

19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2 條規定，考績應本那一原則辦理之？ 
賞善罰惡，汰弱留強  獎優汰劣，信賞必罰  
綜覈名實，獎優汰劣  綜覈名實，信賞必罰 

20 公務人員在獲得以下那種考績結果時，考績委員會必須在處分前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的機會？ 
年終考績考列丙等  年終考績考列丁等  
專案考績一次記一大過  專案考績累計記二大過 

21 以下那一項是對各官等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理之考績？ 
另予考績 年終考績 平時考核 專案考績 

22 以下何者為現行公務人員考績法對年終考績考列丙等者之獎懲規定？ 
免職 留原俸級 降俸級一級 扣本俸一個月俸額 

23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的規定，公務人員權益之救濟必須依一定之程序行之。以下那一項是公務人員保障法 
規定之程序？ 
申訴、訴願、復審  訴願、復審、再申訴  
復審、申訴、再申訴  訴願、再訴願、復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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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 27 條規定，有關警察人員各種加給之給與，何者為正確之敘述？ 
由內政部定之  由行政院定之  
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定之 由行政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25 就學理上而言，立法院審議中之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所訂固定丙等比例，是屬於那一種績效評量 
方法？ 
關鍵事件評核法 論述評核法 強制分配法 目標管理法 

26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以下何者為復審之受理機關？ 
原處分機關  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高等行政法院 

27 下列那一種人員為公務員服務法適用對象？ 
立法委員 工友 學校教師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 

28 在以下那一段期間內，各機關必須在辦公、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張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示？ 
自政黨辦理初選之日起至投票日止  
自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發布當選名單日止 
自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 
自政黨辦理初選之日起至選舉委員會發布當選名單日止 

29 張有權服務公職滿 30 年，薦任第 7 職等年功俸 5 級退休，並支領月休金有案，再任下列那一種公職， 
必須停支月退休俸？ 
立法委員 縣議員 鄉民代表 市議員 

30 下列有關公務人員退休制度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前，經費籌措方式是編列公務預算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後，月退休金的給付是確定提撥制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後，經費籌措方式為共同提撥制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後，月退休金的給付為確定給付制 

31 「公開考試，擇優錄用；嚴格考核，論功行賞」，展現了文官制度的那一個取向？ 
倫理取向 關係取向 功績取向 民主取向 

32 以下有關考試院的描述何者正確？ 
考試院採取首長制   
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依憲法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人事機關  
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為考試院職權 

33 以下那一項不是職位分類制的特色？ 
結構富於彈性，便於文官職務的調整 重視科學管理和效率 
同工同酬  以事為中心 

34 人事人員的角色，由傳統消極角色轉變為積極角色，下列何者屬人事人員積極角色？ 
監督者 守門者 領導者 行政工作者 

35 將同一個測驗以同樣方法在不同時間重覆實施於同一樣本（如相同的應徵者），然後求其各次測驗間分 
數的相關。這是那一種信度？ 
內部一致性 複本信度 評分者信度 再測信度 

36 初等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五等考試及格者，其等級起敘為何？ 
 委任第 3 職等本俸 1 級  委任第 1 職等本俸 1 級 
委任第 5 職等本俸 1 級  委任第 2 職等本俸 1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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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關於關務人員人事制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官職併立制 職位分類制 品位制 官職分立制 

38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5 條規定，下列那一種職等職務之初任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後，由主管 
機關任命之？ 
委任第 3 職等 薦任第 6 職等 簡任第 10 職等 簡任第 12 職等 

39 以下那一項不是「外補制」的缺點？ 
內部人員升遷無望，因而降低工作情緒與效率  
內部人員發展前途有限，難以安心服務 
新進人員與其他同事毫無關係，易生敵對緊張關係  
難收「廣收慎選」之功 

40 公務人員結婚依規定可支領結婚補助，依據行政程序法規定，因多久不行使，就不可申請？ 
 3 年  3 個月  5 年  1 年 

41 關於考試增額錄取人員之分發任用，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於正額錄取人員分發完畢後，由分發機關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依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發任用 
於正額錄取人員分發完畢後，由用人機關報經分發機關同意自行遴用 
與正額錄取人員一起，由分發機關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依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發任用 
於正額錄取人員分發完畢後，由用人機關自候用名冊內擇人自行遴用 

42 「將各種職務，按其職責程度依序列入適當職等之文書」，是指以下那一項公文書？ 
職等標準 職務說明書 職務列等表 職系說明書 

43 以下有關官等之敘述，何者正確？ 
官等為職責程度的區分   
官等為任命層次及所需基本資格條件範圍之區分 
官等分成簡任、薦任、委任和雇員四個等次  
官等為所需資格條件的區分 

44 當機關職缺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主要應依何種標準逐級辦理陞遷？ 
年資 功績 職等 陞遷序列 

45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的規定，列幾職等以上的人員才可以在各職系之職務間調任？ 
 10 職等  12 職等  9 職等  13 職等 

46 依據公務人員協會法相關規定，我國公務人員在勞動三權上，比較起來擁有最完整的勞動權是那一項？ 
團結權 協商權 調解權 爭議權 

47 銓敘部辦理陞遷時，下列那一種職務得免經甄審，由部長逕行核定？ 
簡任視察 專門委員 司長 專員 

48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下列那一種工作性質不合支給職務加給？ 
主管人員 工作具有稀少性 工作具有危險性 職責繁重者 

49 停職人員經依法復職者，其停職期間應補給之俸給，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本俸 專業加給 主管職務加給 地域加給 

50 林均為銓敘薦任第 9 職等本俸 3 級科長，依法調任泰山高中第 8 職等人事主任後，其俸給之支給何者為非？ 
支領薦任第 9 職等本俸 3 級之俸額 支領薦任第 9 職等主管職務加給 
支領薦任第 9 職等專業加給 支領薦任第 8 職等主管職務加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