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年特種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科⺫⽬目：公⺠民01

五等(⼀一般行政)

⾮非讀不可 FIEB



1~10題

※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
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
⽤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
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
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在立法程序中，下列那些 
   機關可以提 出法律案？ 
   請選出最正確的組合。 
   ①行政院 ②考試院  
   ③監察院 ④總統府 

A.①④  
B. 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解析



2.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府可區分 
   為總統制、內閣制、雙⾸首⻑⾧長 
   制與委員制等，請問下列敘 
   述何者最接近真實？ 
A. 臺灣總統掌握任免行政院

院⻑⾧長之⼤大權，為典型的總
統制 

B. 英國的政治權力由國會（下
議院 House of 
Commons）議員共同掌
握，因此屬於委員制 

C.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後，天
皇⼀一直掌握實權⾄至今，因
此為內閣制的典型 

D. 法國為雙⾸首⻑⾧長制代表，「左
右共治」的憲政慣例最為
著名

解析



3.臺灣尚無良好托育政策與系統， 
   ⽣生育往往影響女性就業。性別⼯工作 
   平等法中之育嬰留職停薪、⼯工作時 
   間調整、家庭照顧假等規定，即在 
   強化由社會共同承擔育幼與照護⼯工 
   作。下列關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敘 
   述，何者正確？ 
A. 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為任職滿⼀一年

後，於每⼀一⼦子女滿三歲前，該期
間不得超過⼀一年為原則 

B. 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
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女，得
向雇主請求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
⼩小時 

C. 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發⽣生嚴重之
疾病，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
⽇日數併⼊入事假計算，全年以⼗十四
⽇日為限 

D. 受僱者依育嬰留職停薪、⼯工作時
間調整、家庭照顧假之規定為請
求時，雇主仍得視情況拒絕

解析



春夏新款潮⼥女包

原價1 9 4 5  

特價2 9 5      點我看更多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8.hhdpKP&id=521104358026&skuId=3105170013024&areaId=310100&cat_id=53690009&rn=171663ab0eb5e3ecc791d8b4619fcf22&user_id=1994141347&is_b=1


4.社會權要求國家應積極實 
   現與保障各該權利內涵， 
   以滿⾜足⼈人⺠民之需求，國家 
   因⽽而負有積極作為之義務 
   。請問：國家實現社會權 
   的主要⼿手段為何？ 

A. 社會運動  
B. 社會救助  
C. 行政訴訟  
D. 社會立法

解析

  



5.規範（norm）是⽤用來區分 
   特定情境中，某種行為是否 
   適當的社會規則，也可以做 
   為⼈人際交往時行為的尺度。 
   下列何者不屬於社會規範的 
   內容？ 

A. 價值  
B. ⾵風俗習慣  
C. 倫理道德  
D. 法律

解析



6.現在有許多社區成立守望相 
   助巡守隊，希望能透過居⺠民的 
   互相幫助來維持社區治安。請 
   問，此類作法依照學者⾺馬斯洛 
   所提出的需求層次理論    
   (Maslow’s theory of  
    hierarchy of need)，是為了 
   滿⾜足居⺠民的何項需求？  

A. ⽣生理需求  
B. 安全需求  
C. 尊重需求  
D. ⾃自我實現需求

解析



新款時尚⼥女包

原價3 5 0  

特價2 5 0      點我看更多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15.hhdpKP&id=45247385305&skuId=85046286214&areaId=310100&cat_id=53690009&rn=171663ab0eb5e3ecc791d8b4619fcf22&user_id=1627541178&is_b=1


7.我們⼀一般常稱政府為第⼀一 
   部⾨門，以創造利潤為⺫⽬目的 
   的⺠民間企業為第⼆二部⾨門， 
   試問何謂第三部⾨門？ 

A. 政黨  
B. 家庭  
C. ⾮非營利組織  
D. 學校

解析



8.家庭是⼈人類精神與物質⽣生 
   活的重⼼心，但隨著社會的 
   變遷，家庭功能明顯受到 
   影響⽽而有所改變。以下何 
   者說法錯誤： 
A. ⽣生育的⼦子女數明顯減少，

呈現少⼦子化現象 
B. ⽣生產單位由家庭外移⾄至

⼯工廠，家庭經濟功能逐
漸轉變以消費為主 

C. 現代傳播媒體成為唯⼀一
的教育來源 

D. 對幼兒及老⼈人的照顧功
能，逐漸被托育、安養
機構取代

解析



9.聯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 
   會將永續發展定義為：「能 
   滿⾜足當代需求，同時不損及 
   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的 
   發展」，在這個定義下，下 
   列何者不是永續發展的內涵 
   ？ 
A. 每⼈人都有相同的權利從地

球資源得到福祉 
B. 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也不

危害環境品質 
C. 各國實施的永續⽅方案雖有

差異，但原則仍⼀一致並相
互尊重 

D. 為了滿⾜足這⼀一代的⽣生存發
展，不需要採⽤用節能的措
施

解析



⽇日韓潮休閒帆布包

原價5 9 0  

特價2 0 0      點我看更多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22.hhdpKP&id=529021088494&skuId=3150347344400&areaId=310100&cat_id=53690009&rn=171663ab0eb5e3ecc791d8b4619fcf22&user_id=2237509307&is_b=1


10.提供公共財是政府的責 
     任，以下對公共財的敘 
     述何者正確？ 
A. 政府提供的國防安全只

有認同這個國家的⼈人才
能享有 

B. 婦女和⼩小孩不⽤用當兵，
因此受到國防的保護較
少 

C. 即使是逃避兵役的⼈人，
仍能享有國家所提供的
國防保護 

D. 國防部缺乏行政效率，
所以⼈人⺠民⽀支付的稅金可
以少⼀一點

解析



回到題⽬目

1. Ｄ                  
解析： 
1.依憲法第58條規定，⾏行政院
可以提出法律案，①正確。︒ 

2.依憲法第87條規定，考試院
可以提出法律案，②正確。︒ 

3.依⼤大法官釋字第3號解釋，
監察院可以提出法律案，③
正確。︒ 

4.所以本題答案為D。︒



回到題⽬目

2. D                  
解析： 
1.Ａ選項：學者認為屬於「雙
⾸首長制」，所以錯誤。︒ 

2.Ｂ選項：屬於「內閣制」，
所以錯誤。︒ 

3.Ｃ選項：由「⾸首相」掌握
實權，所以錯誤。︒ 

4.所以本題正確答案為D。︒ 



回到題⽬目

3. B                          
解析： 
1.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
第1項規定，該期間不得超過
「⼆二年」，所以選項A錯誤。︒ 

2.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9條
第1款規定，選項B正確。︒ 

3.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
第1項規定，全年以「七⽇日」
為限，所以選項C錯誤。︒ 

4.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1條
第1項規定，雇主不得拒絕，
所以選項D錯誤。︒



回到題⽬目

4. D                 
解析： 
社會⽴立法是指將社會政策的
內容條⽂文化，也就是以成⽂文
的⽅方式來表達社會政策，為
國家實現社會權的主要⼿手段，
選項D正確。︒ 



回到題⽬目

5. A                  
解析： 
社會規範包括「風俗習慣」、︑
「倫理道德」、︑「法律」及
「宗教信仰」，所以選項A
「價值」不屬之。︒



回到題⽬目

6. B                 
解析： 
⾺馬斯洛需求理論中的安全需
求，包括⼈人身安全、︑⽣生活穩
定，所以社區成⽴立守望相助
巡守隊，即是為了滿⾜足居民
的安全需求，選項B正確。︒



回到題⽬目

7. C                 
解析： 
「第三部⾨門」指「第⼀一部⾨門」
與「第⼆二部⾨門」以外的「非
營利組織」，例如公益團體、︑
寺廟均屬之。︒



回到題⽬目

8. C                 
解析： 
現代除了傳播媒體以外，家
庭、︑學校也是教育來源，所
以選項C錯誤。︒



回到題⽬目

9. D                
解析： 
為了滿⾜足這⼀一代的⽣生存發展，
「需要」採⽤用節能的措施，
例如使⽤用節能電器、︑燈泡等，
所以選項D錯誤。︒



回到題⽬目

10. C                          
解析： 
1.政府提供的國防安全，不管認不
認同這個國家的⼈人皆能享有，所
以選項A錯誤。︒ 

2.婦女和⼩小孩不⽤用當兵，但是受到
國防的保護是⼀一樣多的，所以選
項B錯誤。︒ 

3.即使是逃避兵役的⼈人，仍能享有
國家所提供的國防保護，因為公
共財的特徵之⼀一就是「很難排除
別⼈人⼀一起享⽤用」，所以選項C是
對的。︒ 

4.國防部缺乏⾏行政效率，但是⼈人民
⽀支付的稅⾦金仍然不能少⼀一點，所
以選項D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