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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的任命方式為何？ 

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由考試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考試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2 考試院與行政院會銜訂定發布「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的法源為何？ 

公務人員退休法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 

3 下列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法「調處」之敘述，何者正確？ 

發動調處之機關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調處之標的為審理中之再申訴事件 

發動調處之機關為公務人員之服務機關；調處之標的為審理中之再申訴事件 

發動調處之機關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調處之標的為審理中之復審事件 

發動調處之機關為公務人員之服務機關；調處之標的為審理中之復審事件 

4 經管人員移交時，由後任會同監交人及該管主管人員，於前任移交後幾日內接收完畢？ 

5 日 10 日 15 日 30 日 

5 就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的功能而言，人事部門最主要職能為： 

負責組織的跨域溝通  提供適切的政策建議 

履行進度與預算控制功能 協助創造友善的工作環境 

6 下列何者是學理上所稱品位分類人事制度的設計概念？ 

將人員身分區分為 14 個職等 根據職系設定專業考試類科 

將人員身分區分為 3 個官等 為事擇人 

7 美國聯邦政府為落實功績制度原則，並調查聯邦官員與機關的活動，成立下列那一機關？ 

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 聯邦文官仲裁法院 功績制度申訴委員會 特別檢察官辦公室 

8 下列何者為政務人員？①立法委員 ②立法院秘書長 ③行政院政務委員辦公室機要秘書 ④法務部部

長 ⑤考試委員 ⑥新北市政府人事處處長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④⑥ ②④⑤ 

9 有關現職公務人員調任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簡任第九職等以上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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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之規定，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於服務幾年內，不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

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9 年內 8 年內 7 年內 6 年內 

11 公務人員考試，得採多種方式行之。除採下列何種方式外，其他均應採取二種以上之方式？ 

實地考試 口試 筆試 測驗 

12 某鄉長在下列那個情況可任用公務人員？ 

下屆鄉長候選人名單公告後 15 日內 下屆鄉長候選人名單公告後 1 個月內 

提出辭職書日起 3 日內  受罷免案投票不成立公告日起 1 個月內 

13 下列何者不是公務人員陞遷法明訂的陞任考量因素？ 

人格特質 國家忠誠 學歷 年終考績 

14 各機關初任委任公務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後，是由何者任命之？ 

總統 考試院院長 銓敘部部長 各主管機關 

15 下列何者不是人力任用採內陞制的主要優點之一？ 

論資排輩激勵士氣 升遷有望安心工作 熟諳機關人員安定 經驗豐富勝任新職 

16 各機關辦理陞遷業務人員，其涉及多少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甄審案應行迴避？ 

五親等姻親 四親等姻親 四親等血親 三親等血親 

17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 34 人以上者，進

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幾？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18 特種考試之五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幾職等任用資格？ 

第一職等 第二職等 第三職等 第四職等 

19 各機關擬任公務人員，經依職權規定先派代理，限於實際代理之日起幾個月內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 

6 個月 5 個月 4 個月 3 個月 

20 某甲原為某機關敘五職等年功俸二級（俸點 400 點）之科員，因參加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及格，而獲得薦

任官等之任用資格。試問某甲改敘後的職等、俸級與俸點，下列何者正確？ 

六職等本俸一級（俸點 385 點） 六職等本俸二級（俸點 400 點） 

六職等本俸三級（俸點 415 點） 六職等年功俸三級（俸點 490 點） 

21 未具擬任職務職等任用資格者，在何範圍內得予權理？ 

同官等高二職等 同官等高三職等 跨官等高二職等 跨官等高三職等 

22 依法銓敘合格人員，調任同職等職務時，應如何敘俸？ 

自所任職等最低俸級起敘 自所調任官等最低職等之本俸最低級起敘 

仍依原俸級銓敘審定  自所任職等年功俸一級起敘 

23 下列那一項不包含在目前我國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有關考績法規所明列的四個項目內？ 

工作 操行 學識 績效 



代號：3505 
頁次：4－3  

24 各機關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具有下列何種情形者，可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 

1 年列甲等 2 年列乙等  1 年列甲等 1 年列乙等 

連續 3 年均列乙等  連續 4 年均列乙等 

25 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之訓期，現行規定為： 

3 週 4 週 5 週 6 週 

26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委任第一職等，其本俸分為幾級？ 

三級 五級 七級 九級 

27 公務人員年終考績分數為 69 分時，應考列何種等次？ 

甲等 乙等 丙等 丁等 

28 張君為機關選送之留職停薪國內全時進修公務人員，其於兩年完成學業後至少應回原服務機關服務多

久？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29 公務人員年終考績列乙等者，應受到何種獎勵？ 

晉本俸一級 

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晉本俸一級，並給與 1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留原俸級 

30 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併入年終考績增減分數。嘉獎或申誡一次者，考績時增減其分數多少？ 

1 分 2 分 3 分 5 分 

31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本俸之俸點折算俸額，是由：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會商考試院定之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主計總處定之 行政院會商銓敘部定之 

32 下列何者並非我國公務人員考績之種類？ 

年終考績 另予考績 考勤考績 專案考績 

33 某甲經銓敘審定為薦任第八職等本俸二級（460 俸點），如其權理薦任第九職等職務，應如何敘俸？ 

改敘薦任第九職等本俸一級（490 俸點） 改敘薦任第八職等本俸四級（490 俸點） 

改敘薦任第八職等年功俸一級（520 俸點） 仍敘薦任第八職等本俸二級（460 俸點） 

34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隸屬於那一個機關？ 

財政部 經濟部 銓敘部 內政部 

35 公務人員任職滿 5 年以上，年滿 65 歲退休，屬於那一種退休方式？ 

命令退休 自願退休 屆齡退休 志願退休 

36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務人員協會設置之目的？ 

爭取眷屬之福利 改善工作條件 提升工作績效 促進聯誼合作 

37 某公務人員甲，今年 60 歲且任公職 12 年依法申請退休，其可選擇之退休金給與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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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退休金 

月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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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退休金來源分類，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在民國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是實施那類制度？ 

儲金制  預算籌編支付制 

恩給制  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籌措制 

39 下列何者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協會？ 

銓敘部司長 內政部政務次長 公立學校幹事 依法聘用人員 

40 某甲原任職 A 區公所民政課課長職務，銓敘審定薦任第八職等年功俸六級，因個人因素辭職，而在若干

年後，應徵 B 公立國民小學第七職等組長職務並經錄取，某甲依規定應敘幾職等多少俸級？ 

薦任第八職等年功俸六級 薦任第八職等本俸五級 

薦任第七職等年功俸六級 薦任第七職等本俸一級 

41 依公務人員撫卹法規定，公務人員遺族年撫卹金給予 15 年的條件為： 

因辦公往返，猝發疾病、發生意外或危險以致死亡者 

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者 

於執行職務、公差或辦公場所猝發疾病以致死亡者 

執行職務發生意外或危險以致死亡者 

42 我國為實踐憲法賦予公務人員結社權利，主要規範於： 

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務人員協會法 公務人員服務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 

43 經依法停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幾個月內，得申請復職？ 

3 個月 4 個月 5 個月 6 個月 

44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我國現行主管公務員懲戒的機關為：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行政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地方法院 

45 下列何種職務之人員，不必依法申報財產？ 

鄉長 行政機關首長 公立大學教授 公營事業董事長 

46 下列何機關公務人員依法不能單獨組成公務人員協會？ 

行政院 財政部 考選部 內政部營建署 

47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人事行政總處有關考銓業務，並受那個機關之監督？ 

考選部  銓敘部 

考試院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48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中立法的適用或準用對象？ 

國民中學老師兼教務組組長 直轄市政府交通局第三職等書記 

交通部政務次長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49 依公務員懲戒法，下列何種懲戒處分適用於政務官？①休職 ②撤職 ③申誡 ④記過 

②③ ①② ①④ ③④ 

50 下列有關依法停職人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停職期間得發給半數本俸或年功俸 停職期間得發給半數薪俸總額 

停職期間不發給薪俸  發給半數本俸 6 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