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年特種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五等(⼀一般行政)

科⺫⽬目：公⺠民01

⾮非讀不可 FIE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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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題



1.瑞典最⼤大玩具連鎖店 TOP  
   TOY 耶誕節產品的型錄 
   裡，只看到男孩抱著洋娃 
   娃，公司指出未來 TOP  
   TOY 的玩具將⾛走向性別中 
   立。依上述，該公司的政 
   策調整主要在於破除何種 
   性別迷思？  

A. 異性戀霸權  
B. 性別階層化  
C. 女性貧窮化  
D. 性別刻板印象

解析



2.⽇日前有報導指出：「海洋 
   ⿂魚類承受不了⼈人類的過度 
   捕撈，專家甚⾄至提出警 
   告，如果⼈人類再不節制， 
   到了 2048年，地球上將沒  
   有⿂魚可吃！」由上述報導 
   可說明下列何種現象？ 

A. 搭便車現象  
B. 鄰避效應  
C. ⻄西⽠瓜效應  
D. 共有財的悲劇 

解析



3.某報導指出：「貧富拉⼤大、⽂文憑 
   貶值和創業困難是當前臺灣社會 
   階層不流動的三⼤大原因。」即便 
   多數學派皆不否認「教育」在社 
   會階層化的重要性，但亦有學者 
   指出「⽂文憑不是能力的保證，⽽而 
   是優勢階級透過學校教育過程『 
   再製』既存社會階級利益的不平 
   等歷程。」上述對學校教育的批 
   判觀點，符合下列何種理論的主 
   張？ 

A. 交換理論  
B. 衝突理論  
C. 結構功能論  
D. 符號互動論

解析





4.印度基於宗教信仰不吃⽜牛 
   ⾁肉，⿆麥當勞為拓展市場， 
   2013 年在印度開設素⻝⾷食餐  
   廳。試問⿆麥當勞公司的此 
   種作法，可說明何種⽂文化 
   現象？  

A. 在地全球化  
B. 全球在地化  
C. 另類全球化  
D. ⽂文化帝國主義

解析



5.下列針對社會流動的敘述 
  ，何者正確？ 

A. ⼩小美的雙親都是⼤大學教授，
⼩小美是個基層的勞⼯工，是
向下的代間流動 

B. 阿立⾃自幼家境貧困清寒，
靠⾃自學努力讀書考取公職，
是向上的代間流動 

C. 跨國企業的總裁經常往來
各國的分公司視察業務，
是垂直的代內流動 

D. 阿明從貿易公司的董事⻑⾧長，
到現在擔任保全⼈人員，是
⽔水平的代內流動

解析



6.法國政治學者杜⽡瓦傑（M.  
   DUVERGER）觀察許多⺠民主 
   國家的經驗後，認為選舉制度  
   會深深影響⼀一國的政黨體系的  
   發展。下列有關杜⽡瓦傑觀察研  
   究結果的敘述，何者正確？  

A. 兩輪決選制較易形成多黨 
聯盟 

B. 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容 
易產⽣生政黨輪替 

C. 單⼀一選區兩票制容易產⽣生 
⼀一黨獨⼤大 

D. 採行⽐比例代表制易形成兩 
黨制

解析





7.⼀一般我們所稱的公務員， 
   按照其任⽤用資格、保障制 
   度與權責的不同，⼜又可分 
   為政務官與事務官兩⼤大類 
  。下列關於事務官體制的 
   敘述， 何者正確？ 

A. 沒有任⽤用資格規定  
B. 依法享有各種保障與福利 
C. 負責各項政策的規劃與 
監督  

D. 隨政策成敗或政黨執政 
進退

解析



8.我國公⺠民投票制度中，對 
   於提案與交付的「提出」 
   ⽅方式有嚴格的規定，下列 
   何者無法「提出」？ 

A. 總統  
B. 行政院  
C. 立法院  
D. ⼈人⺠民連署

解析



9.擔任外交⼤大⾂臣的某甲，因 
   決策錯誤⽽而被免除外交⼤大 
   ⾂臣職務後，他只好回到國 
   會中，全⼼心全意擔任國會 
   議員的⼯工作，以上情境可 
   能發⽣生在那⼀一個國家？ 

A. 美國  
B. 法國  
C. 瑞⼠士  
D. 英國

解析





10.依我國憲法規定，如果中 
    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 
    發⽣生爭議，應由那⼀一機關 
    負責解決？ 

A. 司法院  
B. 立法院  
C. 監察院  
D. 總統府

解析



1. D                  
解析： 
「性別刻板印象」是指將角
⾊色、︑特質與⽣生物性別做過度
的連結。︒本題TOP TOY 的
玩具將⾛走向性別中⽴立，主要
在於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的迷思，本題答案為D。︒

回到題⽬目



2. D                  
解析： 
「共有財的悲劇」是指共有
財具有共有性與無排他性，
因此在⼤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情
況下，共有財就會⽇日益耗竭。︒
本題海洋⿂魚類為共有財，若
⼈人類再無節制地過度捕撈，
將會出現地球上無⿂魚可吃的
「共有財的悲劇」現象，本
題答案為D。︒

回到題⽬目



3. B                  
解析： 
「衝突理論」是指不同的階
級，將會爭奪社會的資源。︒
本題對優勢階級批判的觀點，
符合「衝突理論」的主張，
本題答案為B。︒

回到題⽬目



4. B                  
解析： 
「全球在地化」是指全球⽂文
化與在地⽂文化進⾏行交流，本
題⿆麥當勞在印度開設素食餐
廳符合此種⽂文化現象︔；⽽而
「在地全球化」是指在地⽂文
化遍及全球，如特定慈善團
體分布於全球的⽂文化現象。︒
本題答案為B。︒

回到題⽬目



5. A                  
解析： 
1. 「代間流動」是指⼀一代⼀一
代間的流動。︒ 

2. 「代內流動」是指個⼈人⽣生
涯中的流動。︒ 

3. 「垂直流動」是指⾼高至低
或低至⾼高的流動。︒ 

4. 「⽔水平流動」是指階層並
無改變。︒ 

5. 依據上述的定義，本題正
確答案為A。︒

回到題⽬目



6. A                  
解析： 
「兩輪決選制」是指先選出
第⼀一輪出線者，再進入第⼆二
輪決選。︒依據「杜瓦傑法
則」認為，此種制度較容易
形成多黨聯盟，本題答案為
A。︒

回到題⽬目



7. B                  
解析： 
「事務官」有任⽤用資格的規
定，例如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的規定︔；同時也依法享
有各種保障與福利，例如依
「公務⼈人員保障法」的規
定，本題答案為B。︒

回到題⽬目



8. B                  
解析： 
依公民投票法的規定，總統
(公投法第17條)、︑⽴立法院(公
投法第16條)、︑⼈人民連署(公
投法第8條)，皆有「提出」
之權，本題答案為B。︒

回到題⽬目



9. D                  
解析： 
擔任「外交⼤大臣」又可兼任
「國會議員」，是在採⾏行
「內閣制」的國家，代表國
家為「英國」，本題答案為
D。︒

回到題⽬目



10. B                  
解析： 
依我國憲法第111條的規定，
如果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
權限發⽣生爭議，應由「⽴立法
院」負責解決，本題答案為
B。︒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