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度新進僱用人員甄試試題及答案疑義處理情形說明
試務處針對應考人所提試題及答案疑義之說明如下：
原公布
標準答案

科目

第5題
(C)

第 18 題
(C)
第 20 題
(B)
第 22 題
(A)
共同科目

第 23 題
(D)

第 24 題
(C)
第 26 題
(C)
第 30 題
(D)

第 34 題
(D)

依應考人疑義檢討情形

處理結果

1. 「中道崩殂」文出自諸葛亮〈出師表〉，答
案選項(B)中道崩「徂」
，兩字義雖相通，惟依
原文仍應為「殂」
。
2. 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詩詠關「雎」 一律給分
一詞，字形應為「雎」
，答案選項(C)為「睢」
，
兩字注音及釋義均不相同，且非通用字。
3. 因無適用之選項，故本題無標準答案。
1. 如果用 finishes，意思是太太把所有的菜吃
完，而此題意為先生煮飯，太太洗碗。
維持原答案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1. 如果用 if it is，意思變成腳踏車被偷後才去登
記，與題意不符。
維持原答案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1. number 只包含可數的名詞。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維持原答案

1. keeping 在此是保管、保存的意思，如果用
keeping 的話，變成是留著不用，與題意不
符，而本題意為 Jean 不善於處理她的錢，以 維持原答案
致於每到月底就花光了。
2. 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1. 英文用語中不會說一部車子跑得 speedily，而
本題意為儘管車子老舊，開起來還是很平穩。 維持原答案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1. 這裡需要用過去完成式來表示兩件過去的事
件的先後順序。
維持原答案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performers 意指演藝人員，本題意為「政府的政
策是不希望對一般年輕的女孩造成負面的影 一律給分
響」
，惟題中應為 not to hire...，致使題意不精確。
1. accept 意為接受，但本題所指的是公司員工
若要獲取某些資料或數據，需要上級的核
維持原答案
准。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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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布
標準答案

科目

第 42 題
共同科目

(B)
第 55 題
(B)

輸配電學

第7題
(C)

依應考人疑義檢討情形

處理結果

1. 使用 raising 需要有一個主詞，其意為有人把
價格提高了，惟本題僅表示上揚的價格，沒
維持原答案
有說誰提高了價格，故用 rising。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1. 洗碗精放在冰箱裡有違常理。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維持原答案

本題為本公司目前之輸電系統相序及表示方
式，惟坊間教材內容未對本公司系統多有著墨， 一律給分
應考人確有可能未知。
1. 本題考慮為同一部發電機的輸出情形，若將
其中某相單獨接上負載輸出，則單相輸出容

第 25 題
(C)

，故三相輸出為單相之

維持原答案

倍。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電工機械

第 31 題
(A)
第 20 題
電子學

量為總體容量

(C)
第 41 題
(A)

行政學概
第 38 題
要、法律
(C)
常識

1. 本題未特別指名何種型式之鼠籠式感應電動
機，導致題意不清。
一律給分
2. 因無適用之選項，故本題無標準答案。
1. 原考題未提供輸入電壓 Vi 之相關資訊。
2. 因無適用之選項，故本題無標準答案。

一律給分

原考題因無適用之選項，故本題無標準答案。

一律給分

1. 本題題旨為測驗應考人民法第 1223 條所定
特留分之比例。
2. 遺囑之意義，係指遺囑人為使其最後意思，於
其死亡後發生法律上效力，而依法定方式所
為之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而遺贈係指遺囑
人依遺囑對於他人（受遺贈人）無償給與財產
上利益之行為，故究其性質而言實與「繼承」
不同。
維持原答案
3. 依民法規定，遺產清算均係以先清償債務，再
交付遺贈，最後為遺產之繼承。從而依本題問
題所示，題意實已表明有「繼承」遺產之情形，
故應就繼承人依法所生之權利態樣（包括特留
分）納入考慮，而非僅為受遺贈人單獨受有「遺
贈」之情形，故疑義申請人所提之選項(D)乙獨
得遺產 600 萬元，非屬本題最適當之答案。
4.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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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原公布
標準答案

行政學概
第 46 題
要、法律
(B)
常識

依應考人疑義檢討情形

處理結果

1. 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下
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
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
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
務者。
2. 照前開條文立法理由觀之：
（一）第 1 款前段
所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係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中依法令任用之成員。故其依法代表、代理
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公共事務者，即應
負有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至於無法令
執掌權限者，縱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如僱用之保全或清潔人員，並未
負有前開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即不應
認其為刑法上公務員。
（二）如非服務於國家
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依「其他
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權限者」
，
因其從事法定之公共事項，應視為刑法上的
公務員，故於第 1 款後段併規定之。此類之 維持原答案
公務員，如依水利法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相關規定而設置之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
職員屬之。其他尚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各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
員，均屬本款後段之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
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
（三）至於
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
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因
受託人得於其受任範圍內行使委託機關公務
上之權力，故其承辦人員應屬刑法上公務員，
爰參考貪污治罪條例第二條後段、國家賠償
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而於第 2 款訂之。
3. 疑義申請人所提選項（Ｂ）非屬服務於國家
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且其僅係單純從
事機械性、勞務性之工作，依法未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亦未有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委託，而得行使委託機關公務上權力
之情況，故非屬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所定之公
務員。
4.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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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布
標準答案

科目

依應考人疑義檢討情形

處理結果

1. 本題詳細算法為
一、第 3 題

維持原答案

1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一、第 13 題
100

題目未明確標明極性方向，致計算後有正負兩
答案為「100/-100」
個答案，故本題答案為 100 或-100。
1. 本題算法為

答案為
一、第 16 題

「

以瞬間值數學表示

(377t+36.9˚) /

sin(377t-36.9˚)/
(377t+53.1˚)

sin(377t-53.1˚) /

2. 本題修正答案為

sin(377t-53.1˚) 或

sin(377t-53˚) /
(377t+37˚)」

基本電學

(377t+36.9˚) 或

sin(377t-53˚) 或

(377t+37˚)
二、第 2 題

本題無特殊情形且無加註任何初始值條件，故 視答題計算過程及答案
請應考人以一般情形下進行作答。
正確性斟酌給分
依照功率因數定義，其角度代表電壓及電流之
夾角，此題計算功率因數方式如下：
V

= 40∠0° (V)，

V

=

√

∠30° (V)，

二、第 4 題
I =

=

√

∠

∠

°
. °

=

√

∠ − 23.1° (A)，

cos θ = cos(θ − θ )
= cos 53.1°= 0.6
夾角公式可求得 53.1°，故後續題型皆可用手算
的方式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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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答題計算過程及答案
正確性斟酌給分

科目

原公布
標準答案

依應考人疑義檢討情形

處理結果

答案為

機械原理

一、第 5 題
本題無指定單位，故答案為
「0.75 英吋/ 0.75” /
0.75 英吋/ 0.75”/
0.75 英吋或 0.75” 或 0.75 吋或 英吋或 吋或 0.75 吋/
0.75 吋/
吋/ ” / 英吋

”或 19.05 mm 皆與題意相符。

吋/ ” / 英吋/
19.05 mm」

一、第 5 題
等速
機械及起
重常識

一、第 8 題
1.5
一、第 9 題
墊圈/華司/

等速度及等速為相同意思，與題意相符。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本題答案為 2 公尺。 答案為「2」

墊片也為業界普遍的稱呼之一，與題意相符。

washer

一、第 1 題
月暈/暈輪/ halo

企業管理
概論

一、第 2 題
外向

一、第 4 題
團隊(管理)

一、第 6 題
例外

答案為「等速/等速度」

1. 本題係指因某人局部特徵形成對該人的整體
印象，即「以偏概全」
。
2. 尖角效應亦表示初步以局部的缺點而評斷某
人整體是不好的，與題意相符。
3. 刻板印象專指人類對於某些特定類型人、事、
物的一種概括的看法，主要是受社會共識或
環境影響去定義他人或事物，即為「以全概
偏」，與題意不符。
1. 疑義申請人所提之「E」可代表許多字義，非
精確答案。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1. 管理方格理論係分別以關心員工及生產為縱
橫軸之座標方式區分不同管理類型，團隊管
理 team management 座標為(9,9)，故應考人
以(9,9)型管理表示團隊管理不影響題目原
意。
2. 理想型非精確答案。
1. 題目已指出泰勒為「科學管理」之父，提出之
科學管理方法眾多，請應考人回答其中何種
管理方式係指可讓管理者透過授權部屬，處
理重要或突發事務。
2.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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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為「墊圈/華司/
washer /墊片」

答案為「月暈/暈輪/
halo/horn(s) / 尖角」

維持原答案

答案為「團隊(管理)/
(9,9)」

維持原答案

科目

原公布
標準答案

依應考人疑義檢討情形

處理結果

一、第 10 題
摩擦/frictional

1. 權變理論泛指擬定任何策略，在不同環境下，
都應有不同的作法，亦即策略與其所處的環
境必須要能配合才能產生效果。一般提及權
變理論，通指由費德勒所提出有關組織績效
的權變理論(Fiedler's Contingency Theory)。
2. 本題已說明「超 Y 理論」係屬人性理論中的
「權變」觀點，若重複填寫該理論之特徵，則
與題意不符。
3.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1. JCM 模型中各工作核心構面分別對應到員工
心理狀態，其中自主性對應至讓員工對工作
結果負責任。
2. 工作完整性及回饋性與題意不符。
3. 原公布答案經確認無誤。
部分教科書稱該答案為「過渡性失業」，不影響
題目原意。

一、第 11 題
創造力

部分教科書稱該答案為「創造」
，不影響題目原
答案為「創造力/創造」
意。

一、第 7 題
超 Y/super Y

一、第 8 題
自主(性)

企業管理
1. 購買者、消費者及顧客皆為(customer)同義，
一、第 12 題
與題意相符。
概論
購買者議價能力
2.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不影響題目原意。
一、第 17 題
題目已指出排除令員工不愉快的事件作為獎勵
負增強/
以塑造員工行為，故「負強化」與題意相符，
「正
負向強化
增強」與題意不相符。

維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

答案為「摩擦/ frictional
/過渡/transitional」

答案為「購買者/消費者/
顧客/買方(的)議價能力」
答案為
「負增強/負向強化/
負強化」

答案為
一、第 18 題
本題答題重點為探勘及前瞻之意，故不論前瞻
「探勘(型)(者)
探勘(型)/前瞻者 或探勘(者)(型)，均不影響答案原意，與題意相
/前瞻(型) (者)
符。
/Prospector
/Prospector」
一、第 19 題
本題題意已清楚表明非正式溝通中的群集連鎖
群集/集群/群眾 之特徵，葡萄藤溝通僅為非正式溝通中別稱，
與題意不符。
/cluster

一、第 20 題
社會賦閒/
Social Loafing

1. 「社會惰化」
、
「社會閒散」
、
「社會懈怠」
，與
題意相符。
2. 搭便車(效應)、吸吮者效應為社會賦閒產生
之原因，並不與題意完全相符，惟部分文獻
指出社會賦閒亦稱為搭便車，故以「搭便車」
回答者，亦將納入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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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答案

答案為「社會賦閒/
Social Loafing/社會惰
化/社會閒散/社會懈怠/
搭便車(效應) /
Free-rider/Free ri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