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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銓敘」一詞在概念上應不關聯以下那一項人事工作？ 

保障 退休 考績 陞遷 

2 當代政府人事管理，日益重視人口多樣化議題，其涉及的最核心原則為何？ 

甄補功績原則 社會平等原則 管理效能原則 自由民主原則 

3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規定，考試院於下列何者僅具法制事項之權： 

銓敘 陞遷 保障 撫卹 

4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規定，考試院院長由總統提名後，應經那一機關同意任命之？ 

行政院 司法院 監察院 立法院 

5 我國考試院院長任期為多少年？ 

4 年 5 年 6 年 8 年 

6 以下那一項人事行政業務之執行權為銓敘部？ 

任免 考績 撫卹 褒獎 

7 我國「簡薦委」人事制度是屬於以下那一種分類形式？ 

職位分類 品位分類 資位分類 學位分類 

8 從學理上看，以下那一項不是「政治任命官員」的特點之一？ 

效忠任命者 對政治理念的忠誠 重視政策持續性 具政治回應力 

9 A 君服務單位為某人事處，依人事管理機構設置相關法規規定可推知，其服務機關可能為以下何者之人

事單位？ 

總統府第一局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臺南市政府  國立政治大學 

10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受僱於幾人以上雇主之員工，為撫育未滿三歲子女，得向雇主請求每天減少工作時

間一小時？ 

30 人 60 人 90 人 150 人 

11 警察人員警監、警正、警佐三官等共包含多少階？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12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不負責以下那一個機關的考試及格人員分發工作？ 

審計部 行政院主計總處 法務部調查局 國立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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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經分配後，應於報到通知送達次日起，多少日內向用人機關報到？ 

10 日 15 日 一個月 一個半月 

14 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必要時一職務最多得列多少職等？ 

一至二個職等 二至三個職等 三至五個職等 二至四個職等 

15 一名具備碩士學位但僅經晉升薦任官等訓練合格擔任薦任官等的公務人員，最高能擔任那一個職等的公

務人員？ 

第六職等 第七職等 第八職等 第九職等 

16 有關各機關首長，不得任用或遷調人員之期間，下列何者錯誤？ 

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起至離職日止 

自免職或調職令發布日起至離職日止 

定有任期者，自任期屆滿之日前二個月起至離職日止 

自撤職、休職懲戒處分議決之日起至離職日止 

17 那一職等以上公務人員之職務調任不受職組或職系之限制？ 

十四職等 十三職等 十二職等 十一職等 

18 以下何者不是公務人員陞遷法最主要的精神？ 

人與事的適切配合  公開公平擇優陞任 

綜覈名實信賞必罰  內陞外補兼籌並顧 

19 某部同一時間將辦理三個職缺的陞遷，該部部長得就幾位候選人中圈定陞補之？ 

三人 六人 九人 十二人 

20 各機關辦理本機關人員陞任，有二人以上積分相同時，應以下列那一項目分數較高者排序在前？ 

相關證照 考試學歷 發展潛能 獎懲紀錄 

21 以下那一種情況之遷調必須經甄審程序？ 

機關內部單位主管之間的遷調 機關內部非主管遷調為單位主管 

機關主管人員與所屬機關首長間之遷調 機關與所屬機關間非主管人員之遷調 

22 當代政府重視陞遷議題以激勵公務人員，以赫茲伯格（F. Herzberg）的激勵保健理論而言，陞遷與以下那

個因素均屬激勵因素？ 

報酬待遇 賞識責任 人際關係 上司監督 

23 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現職公務人員曠職繼續達幾日，得為一次記兩大過處分？ 

四日 六日 八日 十日 

24 主管加給屬於以下何種法定加給之一？ 

專業加給 職務加給 技術加給 管理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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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現行公務人員俸表，最低俸點與最高俸點差距幾倍？ 

九倍 七倍 五倍 三倍 

26 績效俸給制度的設計，最主要是基於下列何種薪資原則？ 

對內的公平原則  員工間公平原則 

對外的公平原則  部會間公平原則 

27 周大通的司長認為其學識甚佳，因此推論周員工作績效必定傑出，這位司長最主要的考績謬誤類型為何？ 

邏輯謬誤 比較謬誤 年資謬誤 類我謬誤 

28 公務人員之考績除機關首長外，其餘人員應以何者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同單位 同職等 同職系 同官等 

29 已敘年功俸最高俸級者，其年終考績列甲等時，將給與多少俸給總額之獎金？ 

一個月 一個半月 二個月 二個半月 

30 某公務人員八月到職，他可在當年年終接受以下那一種考績？ 

年終考績 專案考績 另予考績 不能參與考績 

31 經中央一級機關專案核定國外進修人員，其進修期限最長為多少年？ 

二年 三年 四年 六年 

32 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隸屬於以下那一機關？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考選部 

銓敘部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33 公務人員保障法之保障涵蓋範圍不包括以下那一項？ 

身分 工作條件 管理措施 揭弊行為 

34 下列有關公教人員保險費率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保險費率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給 4.5%～12% 

保險費率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給 3.5%～9% 

保險費率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給 4.5%～9% 

保險費率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給 5.5%～12% 

35 現行公務人員月退休金，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年功）俸加多少倍為基數內涵？ 

一倍 一點五倍 二倍 三倍 

36 公務人員退休法除規範退休金之發放外，還規範什麼給與？ 

慰助金 慰問金 卹慰金 撫卹金 

37 公務人員遺族領受撫卹金之權利，自請求權可行使之日起，因多少年間不行使而當然消滅？ 

十年 七年 五年 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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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公務人員因公受傷應獲得： 

撫卹金 慰問金 保險金 慰助金 

39 下列何者不屬於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可提起之救濟途徑？ 

申訴 再申訴 復審 再復審 

40 考試院「文官制度興革規劃方案」公布的文官核心價值不包括以下那兩項？①效能 ②敬業 ③公正  

④關懷 

①④ ②④ ②③ ①③ 

41 以下有關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公務人員得於非上班時間兼任政黨之職務 公務人員得於非上班時間主持政黨造勢活動 

公務人員得兼任公職候選人辦公室職務 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42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依規定應自何時起請休假或事假？ 

正式宣布參選時  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 

正式登記為參選人之日起 競選總部成立之日 

43 以下那一項並非屬於公務員服務法規範的事項？ 

公務人員週休二日  離職後出任營利事業職務 

發表相關職務意見  公務人員結社權利 

44 公務人員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依法應受何種處分？ 

撤職 免職 休職 一次記二大過 

45 公務員利用權力、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利者，應先予： 

休職 撤職 調職 停職 

46 以下那一項法律規範相關公務人員財產來源不明罪？ 

公務員服務法  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 

貪污治罪條例  公務員懲戒法 

47 依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規定，公務員受職務利害關係者餽贈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日起幾日內交政風單

位處理？ 

七日 五日 三日 當日 

48 依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定義，正常社交禮俗係指市值不超過新臺幣多少元？ 

一千元 三千元 五千元 一萬元 

49 政務官之懲戒處分種類為何？ 

撤職、申誡 撤職、記過 休職、申誡 減俸、記過 

50 根據公務員懲戒法，那一職等以下公務人員的「申誡」處分由主管長官逕行決定？ 

八職等 九職等 十職等 十一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