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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481041《公共管理(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勘誤表 

頁數 位置 原文 更正 

103-32 第 16 題 選項(A)思辯性的知識 選項(A)思辨性的知識 

103-34 第 4 題解析 
(C) 研擬更具「成本-效能」的服務方式、

針對法規精簡及成本樽節。 
(C) 研擬更具「成本-效能」的服務方式、針

對法規精簡及成本撙節。 

102-2 
第四行 思辯 思辨 

倒數第一~五行 思辯 思辨 

102-3 (2)缺點 B. 思辯 思辨 

102-21 第 4 題解析 丘昌泰教授認為欲瞭解公共管理…… 丘昌泰教授認為欲瞭解新公共管理…… 

102-23 
第 15 題解析 
第五行 

(4)樽節成本 (4)撙節成本 

102-42 
擬答(一)第一行 企業型政府的意涵所謂「企業型政府」…… 企業型政府的意涵：所謂「企業型政府」…… 

擬答(二)第一行 企業型政府的特質企業型政府中…… 企業型政府的特質：企業型政府中…… 

101-29 第 23 題解析 (3)雖然……並能權勢政策問體…… (3)雖然……並能詮釋政策問題…… 

101-61 第 20 題解析 知識的創造……向上盤升的螺旋狀…… 知識的創造……向上攀升的螺旋狀…… 

100-20 
(二)觀念延伸： 
第三行 

(1)從事標竿學習的過程，即使無法達成所

遇的改善目標…… 
(1)從事標竿學習的過程，即使無法達成所欲

的改善目標…… 

100-24 
第 1 題解析 
第五行 

續效考核 績效考核 

100-29 
第 20 題解析 
(4)倒數第二行 

……傾向創造無法尤其他組織…… ……傾向創造無法由其他組織…… 

100-32 擬答第四行 網路公民(Neitzens) 網路公民(Netizens) 

100-33 
6.欺騙行為的預防

問題： 
….部門…...欺騙獲民眾故意提供…… ….部門…...欺騙或民眾故意提供…… 

100-53 第 19 題 有關「審慎思辯民調」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關「審慎思辨民調」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99-7 (二)觀念延伸：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sPPP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sPPPs) 
99-8 (三)相關試題：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99-10 
(一)第三行 樽節成本 撙節成本 
(二)第二行 樽節成本 撙節成本 

99-36 
(一)名詞解釋： 
第五行 

從新設定可行的新目標…… 重新設定可行的新目標…… 

99-49 第 22 題選項 (B)以價制價 (B)以價制量 

99-51 
第 6 題解析 
(4)第二行 

(4)使協力者同享……協理成果的益處。 (4)使協力者同享……協力成果的益處。 

99-53 第 20 題 ……不論是整府或企業界…… ……不論是政府或企業界…… 

98-1 擬答(一) (一)持續充實公共管理的概念內涵此： (一)持續充實公共管理的概念內涵此： 

98-7 
(二)觀念延伸：1. 學者 Kernghan 學者 Kernaghan 

(4) 諮商協力……擁有特政策專業…… 諮商協力……擁有特定政策專業…… 

98-13 

(一)名詞解釋： 
第二行 

…使用量化方法和員工參與藉不斷…. …使用量化方法和員工參與及不斷… 

(二)觀念延伸： 
1.在職位互動上：每位行政人員無法單獨完

成績關任務…… 
1.在職位互動上：每位行政人員無法單獨完

成機關任務…… 



頁 2 / 3 
 

頁數 位置 原文 更正 

98-25 第 8 題解析 
又稱「導航式政府」……來達到以「操槳」

替代「作業」的轉型。 
又稱「導航式政府」……來達到以「領航」

替代「操槳」的轉型。 
98-26 第 11 題解析 (7)必須為組織的各及人員所接受…… (7)必須為組織的各級人員所接受…… 

98-28 第 21 題解析 
(1)彈性：「企業化預算」拋開傳統對於算

細節指揮…… 
(1)彈性：「企業化預算」拋開傳統對於預算

細節指揮…… 

98-29 
第 23 題解析 
(4)第五行 

……某些特殊的議題可能會引想到整個政

策環境，比方說…… 
……某些特殊的議題可能會影響到整個政策

環境，比方說…… 

98-34 
破題分析 
第二行 

除「治理轉換」外……宜都加留意及準備。 除「治理轉換」外……宜多加留意及準備。 

98-37 
第一行 三、學者Robert D. Behn曾指出，…… 三、學者 Robert D. Bhen 曾指出，…… 

擬答 第二行 
……杜克大學教授Robert D. Behn的建議

值得深思。…… 

……杜克大學教授 Robert D. Bhen 的建議值

得深思。…… 

98-39 (二)觀念延伸： Emmert 和 Shangrawh 從未來…… Emmert 和 Shangraw 從未來…… 

98-40 第六行 7.收活品質的重視與環保主義的抬頭 7.生活品質的重視與環保主義的抬頭 

98-41 (二)3.價值守護者 即非營利組織被期待等本著倡導…… 即非營利組織被期待等本著倡導…… 

98-47 第十三行 樽節施政成本與提高政府效能。 撙節施政成本與提高政府效能。 

98-48 (一)名詞解釋： 政府再造：…萃取已然成功的然成功… 政府再造：…萃取已然成功的然成功… 

98-49 第 6 題 

有關全面品質管理內涵之陳述，下列何項組合正確？○1 全面品質管理非常重視教育 ○2
訓練組織的全體成員，均應接受密集訓練 ○3 教育訓練在全面品質管理中可有可無 ○4 建

立在職訓練制度有助全面品質管理目的的達成 (A)○1 ○2 ○3  (B)○1 ○2 ○4  (C)○1 ○3 ○4  

(D)○2 ○3

98-53 

 ○4

第 5 題解析(2) B.對公私部門間的...最為公私組織間…. B.對公私部門間的...做為公私組織間…. 

第 6 題解析 
○1 全面品質管理非常重視教育 ○2 訓練組織的全體成員，均應接受密集訓練 
○4 建立在職訓練制度有助全面品質管理目的的達成 

98-55 

第三行 後效策(consquence strategy ) 後效策略(consequence strategy ) 

第 10 題解析 (3)官僚政治…亦及政府…謀取私立…. (3)官僚政治…亦即政府…謀取私利…. 

第 13 題解析 彼得‧聖吉……《第五項修煉……》 彼得‧聖吉……《第五項修練……》 

第 14 題解析 消費主義……Obsborne...... 消費主義……Osborne...... 
98-56 第 18 題解析 (4)提高效能、樽節成本 (4)提高效能、撙節成本 
98-57 第 21 題解析 「資源管理」還蓋的範圍…… 「資源管理」涵蓋的範圍…… 

97-2 
(二)政策行銷四 P
的概念 第五行 

包括「核心產品」……及「引伸產品」等。 包括「核心產品」……及「引申產品」等。 

97-3 倒數第二行 民意激觀互動關係……(如爭取首張支持……)。 民意機關互動關係……(如爭取首長支持……)。 

97-10 
(二)觀念延伸： 
4.BTO 第三行 

……其後再由項目公司…… ……其後項目再由公司…… 

97-13 

市場規模 結構 2.某些政策功能又高層下授 2.某些政策功能由高層下授 
市場規模  
管理方式 

1.授權與受能 1.授權與授能 

參與規模  
公共利益 

2.公共利益應經由公共對話徑獲得 2.公共利益應經由公共對話路徑獲得 

彈性模式 
公共利益 

1.樽節成本即是公共利益展現 1.撙節成本即是公共利益展現 

97-25 第 5 題解析 (二)地方化：……如淡水紅毛城古績…… (二)地方化：……如淡水紅毛城古蹟…… 

97-26 
第 9 題解析 
(4)第四行 

……形成一種平等、參與、責任分擔單…… ……形成一種平等、參與、責任分擔單…… 



頁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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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華數位文化公司編輯部提供 

 

頁數 位置 原文 更正 

97-28 第 20 題解析 
(1)策略規劃：……高度優先的工流程。 (1)策略規劃：……高度優先的工流程。 

(4)方案管理：...「高度專業分功的管理」…. (4)方案管理：...「高度專業分工的管理」…. 

97-29 第 25 題解析 
「第三者政府」……必須仰賴非正政

府……一方面又未具政府…… 
「第三者政府」……必須仰賴非正政府……
一方面又畏懼政府…… 

97-36 
(一)分析： 
第二行 

(Strengths,Weakness,Opportunities and 
Treats) 

(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97-37 
(一)名詞解釋： 
2.SWOT 分析 

threat 威脅 Threat 威脅 

97-38 擬答 第四行 小而美(Smallis beautiful) 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 

97-42 (三)技術層級 
作業人員可能：1.因資訊系統導入害怕失去工作，抗拒新系統、2.希望一成不變步調容

易聽信謠言、3.對組織承諾產生疑慮、4.眼光短淺、5.希望瞭解改變內容、6.希望獲得激

勵肯定、7.不會使用電腦。 

97-48 第 13 題 
主管人員在目標管理實施方法檢查階段的工作要點包括：○1 正式的全面檢討 ○2 進度檢

核或定期檢討 ○3 領導風格的改變 ○4 持續追蹤 (A)○1 ○2 ○3  (B)○1 ○2 ○4  (C)○1 ○3 ○4  

(D)○2 ○3 ○4  

97-49 第 20 題 

關於實施全面品質管理之陳述，下列何項組合正確? ○1 由於新管理方法的改變，讓員工

心理出現恐懼 ○2 因為伴隨獎勵制度的改變，可能造成員工抗拒 ○3 若變成政府組織的正

式活動，可能導致文書作業的增加 ○4 品質改善是絕對而非相對的觀念 (A)○1 ○2 ○3  
(B)○1 ○2 ○4  (C)○1 ○3 ○4  (D)○2 ○3 ○4  

97-50 
第 3 題解析 不斷改善(ContinuesImprovement) 不斷改善(Continues Improvement) 

第 5 題解析 「生還者症候群」(survivorSyndrome) 「生還者症候群」(Survivor Syndrome) 

97-51 
第 10 題解析 (strengths,weakness,opportunities and treats) (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第 8 題解析 歐斯洞(Ostrom)基於工供選擇理論的論點… 歐斯洞(Ostrom)基於公共選擇理論的論點… 

97-52 第 13 題解析 
○1 正式的全面檢討 

○2 進度檢核或定期檢討 

○4 持續追蹤 

97-53 第 20 題解析 
○1 由於新管理方法的改變，讓員工心理出現恐懼  
○2 因為伴隨獎勵制度的改變，可能造成員工抗拒 
○3 若變成政府組織的正式活動，可能導致文書作業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