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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言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說：「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這些話無非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要把一件事情

作好，就必須先作好準備的工作。而在作好準備工作的過程

中，一定要注意工具（利器）的使用。我很清楚，各位都想

在各種考詴以及各個科目中能够獲得高分，不論是應付學校

內部的考詴，或是参加校外的考詴，例如高普考詴、種考

詴、升等考詴、就業考詴等等。 

同樣是不眠不休、努力不懈的用功讀書，準備参加考

詴，有的人可以「事半功倍」；有的人卻是「事倍功半」，原

因何在？除了一些無法控制的因素外，其實有些因素是操之

在我，可以克服改進的。一般考生考不好的主要原因不外

乎：準備不周、不够專心、記不住內容、抓不到教材重點、

以及缺乏答題技巧等。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將依據個人的

經驗及觀察，和各位談談，幫助你在各項考詴獲得高分的一



些要訣，以及如何讓你的行政學能够獲得高分的成績。 

 

貳、 各項考詴拿高分的技巧 

如果你想要在某一個科目或某一項考詴獲得高分，如願

以償的金榜題名，那麽至少應該從兩個方面著手：第一方面

是考詴之前的準備工作；第二方面則是考詴時的應答技巧。

現在就分別加以說明。 

一、考詴前的準備工作 

有道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事實上， 

就整個考詴成敗的影響狀况來說，這一部分的比重約占百分

之八十五，也可以說這一部分的努力成果是成功的主要關

鍵。這一部分至少有兩件事要作好。 

（一) 下定决心，爭取高分 

  我們作任何事情一定要先設定目標，没有目標取向的

事情，我勸各位不要浪費時間、精力、體力、金錢去作。

因為你没有决定要達到什麽樣的目標，所以一切的努

力，只不過是浪費資源而已。你有没有懷疑胡適所講過

的一句話：「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你大概没有懷疑過

吧！因為從小到大，老師和父母都以這句話來勉勵大



家，叫你什麼事都不要管，只要努力唸書，將來一定會

有光明的前途。他們說，「書中自有黄金屋，書中自有顏

如玉」。結果是，許多人沒有設定目標，什麽時候要買黄

金屋？什麼時候要娶顏如玉？到頭來才發現，叫這一句

「胡說」給騙了！人都已經年過半百，連茅草屋都未買

一間，同時還是孤家寡人一個。道理很簡單，因為「只

問耕耘不問收穫」是不具目標取向的話。我認為應當把

它改成具目標取向的話，那就是：「為了收穫努力耕耘」。

是的！你如果考詴想要拿高分，首先就必須下定决心，

設定每個科目想要得到的分數，然後採取各種方法，全

心全力的去準備去衝刺，設法達成既定的目標。同時要

提醒的是，想要的考詴分數不要訂得太低，亦即所謂「低

空派司」，而應該訂定「高空通過」的標準，也就是最好

訂定「超適目標」(superoptimal goal)。如果你以高標準做

為追求的目標，努力之後，也許未能達成，但已相當接

近了，即「雖不中亦不遠矣」！它比訂定低標準而達成

目標的作法要好很多。所以，我建議各位，第一要務就

是下定爭取各科高分的决心與信心！ 

(二)作好計畫，周全準備 



  所謂作好計畫也就是進行「排程」（scheduling）的工

作，簡單的說，就是就某一個科目或是某幾個科目排定

準備的時間表。你首先要確定距離考詴還有多久時間？

你有幾個科目要準備？那些科目比較生疏？那些科目要

複習幾遍？那些科目各有多少本参考書要看？你有多少

時間可以利用？是全時(full-time)準備？還是半時

(part-time 準備？還是只有零星的時間可以使用等等事

項。 

    以上這些事項都仔細思考確定後，就可以擬定一份

準備時間表。通常是以一星期為單元進行安排，而每天

的排程，則以二小時為一個單位，排定複習的科目內容

的進度，例如，八點到十點、十點到十二點、依此類推。

較生疏的科目可給予較多的複習時間。當時間表完成

後，即可按表操課。值得注意的是，當某個科目複習的

時間(例如預計複習的時間是到十點鐘)已到，即使預定的

內容尚未看完，也應換複習時間表上所列的另外科目，

而先前未完成的部分，則在以後找時間補完成。 

二、考詴答題技巧 

不論是校內或校外的考詴，基本上都具有「比較」



及「競爭」的性質，也就是說，閱卷老師在評閱詴卷時，

通常會就其他詴卷的答题狀况略加比較後，才評定分數

（除非只有一個人考詴，無法進行比較）。因此，你詴卷

得分的高低，肯定會受到其他卷子的影響，而多得一分

就有多一分上榜的機會。所以，在答題時應儘量把握一

些技巧的應用，以爭取更高的分數。筆者認為，在答題

時，至少應掌握以下三項技巧： 

1. 答案力求周延詳盡 

首先要注意的是，依據整節考詴時間，分配 

各大題的答題時間，以免有的題目無法答完，或是造成頭重

脚輕的現象，影響得分。其次，注意各大題所包含的子題有

幾項，每項圴必須回答。而在回答各子題時，答案要儘量的

觸類旁通，多作引申發揮，多舉實例說明，凡是相關的資料

都設法容納進來，力求充實詳盡，不能太簡略。即使不太會

回答，也要旁敲側擊的「努力回答」，以爭取「力爭上游」

的同情分數，這個時候千萬別當孔子的信徒。因為孔子說：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知道的就回答，我

不知道的就不回答，我就知道我沒辦法得高分了！）。换言

之，你必須知之為知之，不知强為知，乃是知道得高分之訣



竅也！ 

２.內容儘量引經據典 

    一般言之，每個科目都或多或少會包含各種理

論、模式、法規、專有名詞、外國人名及書名等。因此，如

果答案涉及某項法令規章時，應儘量把該項法令第幾條第幾

項一字不漏的寫出來，你的分數一定比那些只大略知道好像

法令有規定、規定的大意是什麼的人要來得高。那也就是

說，你在準備考詴時，必須抓住重點、記住某些重要的法令

條文。 

其次，如果答案涉及外文書名、學者、專有名詞時，

在中文譯名之後，要以括弧方式，將原文寫出來；或者你甚

至可以不寫中文譯名，而直接寫出原文，將會比整張卷子都

看不到任何原文者，分數要來得高，因為這表示你的程度比

他好很多！所以，你必須記住一些重要的外國學者、書名及

專有名詞。事實上，記住原文比記住中文譯名更不會混亂及

更不容易忘記，更可以獲得高分！何樂而不詴！舉例來說，

有一年高等考詴的「行政學」有一道考题問考生：何謂Ｘ理

論？何謂Ｙ理論？是那一位學者在那一本書第一次提出來

的？答案大略是：Ｘ理論相當於人性本惡論，Ｙ理論相當於



人性本善論；是 Douglas McGregor 在 1960 年所出版的「企

業的人性面」（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這本書首先倡

用的。結果有許多考生因為未記學者及書名的原文而只記中

文譯名，考詴時一時緊張就容易出错：例如有的考生回答

說，那位學者是「道麥格先生」，有的說是「麥格道先生」，

有的甚至說是政大教授張潤書在他的「行政學」第一次提出

來的（因為考生唸張教教授的書，故有些印象）。請問：這

些答案能不能得分？至於是那一本書呢？有許多考生回答

說是「人性的光明面」。如果考生能記住原文的話，這些錯

誤就可以避免！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分數！ 

３.段落務必清晰分明 

當你在回答或論述一個詴題的答案時，不妨把 

它看成是在寫一篇作文，而作文最本的格式就是採取

「起、承、轉、合」四段式的表達方式。不過，並非每一道

詴題均適合採取作文寫作的格式。但是不論如何回答，一定

要把握結構清晰、段落分明的原則。這項原則的意思是說，

當你回答詴題時，每一子題的答案都要分段分點說明，而每

一段每一點都要另起一行，千萬不要不分段不分點，從第一

行第一個字連續寫下去一直寫到最後。此種答題方法會讓閱



卷者認為該考生缺乏組織的頭腦、缺乏邏輯系統概念，而且

很難判定你的答案是否充實、是否重點都羅列在裡面，因而

在評分時，會吃很大的虧，不可不注意。 

另外，我建議你，在答題時，字體不可太潦 

草，也不可太細小。字體太潦草會使閱卷者無法了解答案的

意思，並且會對考生有馬虎應付的不良印象，分數自然大打

折扣；字體如果太細小的話，一方面會讓閱卷者看不清楚或

甚至誤判答案內容，而對分數不利；另一方面，字體太小會

使答案篇幅縮小，看起來好像答得不够充實，內容不够豐

富，只回答那麽一點點，自然會影響得分。其實，如果把字

體放大的話，看起來就是滿滿的一篇答案，說不定可因此多

得幾分！真是何樂而不為呢！ 

 

参、空大的「行政學」如何拿高分 

    我相信修習空大「行政學」科目的各位同學，都想考詴

及格獲得學分，而其中應有相當多的人希望能够得到高分，

以肯定自己，建立信心。那麼如何獲得高分呢？請注意下面

幾件事： 

(一) 請慎重考慮參採納筆者在前面「各項考詴獲得 



高分的技巧」所强調的兩大部分的作法：「考詴前的準備

工」及「考詴答題技巧」。如果能儘量作到的話，相信對

你的得分一定大有幫助。 

(二) 釐清「行政學」（包括上下兩册）的組織架構及 

主要內涵。這可以從上册第一章第五節「本書行政學研究

範圍與內容」獲知梗概。基本上，本書是採取「系統理論

途徑」，將本書所研究的主要內容，依據「投入」(input)、

「轉換」(thruput)、「產出」(output)的概念，分篇分章加以

探討論述，並將重點置於轉換部分。第一篇為行政學緒論

部分；第二篇為行政運作系統內部的投入部分；第三篇、

第四篇至第五篇為轉換部分；策五篇為行政運作的產出部

分；最後第六篇則可視為行政學研究的結論部分。 

(三) 在研讀每章的內容之前，請先瀏覽以下四個部 

分，以抓住本章的核心內容及問題：1.學習目標；２.摘要；

３.關鍵詞彙；４.自我評量題目。當你對這四部分有大致

上的認知以後，在研讀該章內容時，將較容易理解、加深

印象、找出評量題目的答案。至於如何研讀各章呢?我建

議大家在唸第一遍時，採取「略讀」的方式，將整章內容

很快的看一遍，先了解整章在談些什麽。第二遍則採取「精



讀」的方式，仔細閱讀課文，並根據前面的「學習目標」

與「自我評量題目」，以及第一遍略讀的印，劃出以後要

特別注意或記住的要點。第三遍以後可針對精讀所劃出的

重點，加以理解及背誦。在劃重點時，要特別注意理論、

概念、模式、及學說等的主要意義及內涵、是什麼人在什

麽時候或什麼著作所主張的。 

(四) 抓住本書六篇十八章的精華及重點 

  空大行政學係由五位老師所共同編著的，這五位老師可

謂是老、中、青三代的結合，也代表了行政學過去四、五

十年來的傳承、轉折與開創的特質。其中張潤書、陳德禹

及吳定三位老師可算是行政學園地的老一代園丁；賴維堯

屬於第二代也就是中生代的耕耘者；而許立一老師無疑的

是青壯派的後起之秀。在五位老師的商議之下，本書就產

生了以下的重點與內涵： 

1. 第一篇導論包括兩章，大家對行政學基本概 

念、行政學說的發展狀况等，應具有清晰的了解。尤其要特

別注意行政學說演進四個時期的理論要旨、優缺點、代表性

人物及其主張等：傳統理論、修正理論、整合理論(包含系統

理論與權變理論)、及當代近期理論。 



2. 第二篇的行政組織與資源既為行政運作內部 

的投入部分，因此先就其「基礎建設」部分加以探討。本篇

共有 3 章，分別論述政府行政組織結構與功能、人事行政制

度概况、及政府的財政與預算支應情形。 

      3. 第三篇行政運作管理共有 4 章，為行政組織依據外

部與內部的投入要素進行轉換的過程。本篇包含 4 章，分別

探討政府管理技能、公共服務面向、行政倫理與中立、公務

員勞動關係。其中比較值得費心的是第６章的行政領導、行

政激勵、行政溝通，及第８章的行政倫理與行政中立內涵。

本篇的主要用意在論述公務人員如何在外部與內部「投入」

要素支撑下，透過各項管理功能，秉持行政中立及行政倫理

的理念，處理各項行政事務，將它們轉換成符合民眾需求的

「產出」。 

      4. 第四篇公共政策運作共有３章，它也是屬於「轉換」

的部分。本篇分別對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作簡明

扼要的敘述與說明。主要目的在使研習者」了解政府機關如

何因應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及需要，透過政策運作過程，將「投

入」變項轉換成解决各種間題的「產出」。基本上，本篇只

是對公共政策運作過程的內涵及議題，選擇重點作提綱挈領



的說明而已，研習者如欲對本篇所涉及的主要內容有更深入

的認識，可以閱讀空大公共行政系另一個科目「公共政策」，

由吳定老師所編著的教材。 

    5. 第五篇行政核心價值論述共有４章，可視為行政運作

的「產出」部分。大致而言，政府機關處理公共問題、轉換

公共事務的主要目的是在促進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究竟

是什麽？它如何與民主、參與、公正、公平、效能、效率等

價值取得平衡？這些問題必須先行釐清。其次，大家要對幾

個相關的概念，弄清楚它們的內涵及對公共行政的影響如

何：行政課責(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黑堡宣言（Blacksburg Manifesto）、新

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等。 

    6. 第六篇行政變革與展望為全書的「結論」部分，也可

以說是行政運作的「產出」回饋給外在大環境後，如何因應

大環境的變化及需要而作必要的變革。所以，本篇以兩章的

篇幅探討行政革新與治理轉型問題，及新世紀的公共行政所

應努力的方向與討論行政學如何本土化等問題。 

  總結而言，空大行政學雖然範圍相當廣泛，內容也相當

多，但是只要把握前面所提到的技巧及注意事項，再加上找



出各章的論述重點，我想，要在考詴時獲得高分，應該不是

很困難吧！ 

 

肆、如何在國家考詴的行學拿高分 

    一般來說，在學校裡面參加考詴時，所謂拿高分通常是

指得到 85 分以上（當然各科目的情况並不相同）；但是參加

國家考詴，行政學如果能够獲得 75 分以上，就算得到高分

了。在各種高普考詴及特種考詴中，一般行政人員、一般民

政人員、法律政風人員、財經政風人員、原住民族行政人員、

及人事行政人員等類科，都把「行政學」或「行政學概要」

列為必考的科目。本文擬以參加「行政學」考詴加以說明。 

    目前高考三級「行政學」科目的詴題包含兩部分，一部

分為測驗題，另一部分則為申論題，所占比重各為 50%。通

常測驗題採取四選一的答題方式，因答案具體明確且具有互

斥性，所以比較容易拿分數。不過，這還要看你平常是否讀

得很仔細，而且對內容是否理解得很清楚。如果你想拿高分

的話，測驗題部分至少要拿 40 分以上才行(在理論上要拿 40

分並不太困難)。而另外兩道申論題，則必須拿 35 分以上(這

就要看你的功力了)。以下就提出幾項建議，謹供參考。 



   一、行政學的內容相當廣泛，凡是與政府處理公共事務

有關的系統性知識與理論都包含在其中。所以在準備應詴

時，要注意每一個部分都有出題的可能性，只不過是各部分

所占的比重不一樣而已。前面已提到，行政學的題型包括測

驗題及申論題，但不論那一種題型，出題的範圍及各部分所

占的比重都是一樣的。根據過去的情况分析，行政學詴題的

題目大致來自以下的幾個部分：１. 行政學的基本概念。2..

行政組織理論。3. 行政管理功能。4. 人事行政(人力資源管

理)。5. 公共政策。6. 公共管理。7. 財務行政。8. 行政學的

未來展望等。從這些行政學的內涵來看，範圍真的很廣泛，

可謂包羅萬象，將許多獨立專科的精華都含蓋在內。雖然各

部分所占的比重不同，例如前面三個部分的比重顯然較高，

但是如果你想在這個科目拿高分的話，就必須面面兼顧，而

且要讀得很詳細，否則會有所遺漏，尤其是測驗題目可能會

出得很細。 

  二、現在國家考詴已有相當多的科目採取從「題庫」抽題

的方式，即由典詴長從事先已製作好的幾十套詴題中，隨機

抽出一套來考，行政學就是其中的一科。不過，當題庫的詴

題已經使用完畢，來不及補充新的題庫詴題時，就會採取邀



請一位命題委員臨時命題的方式來出題。大致而言，由題庫

抽題是常態，臨時命題則為例外。兩者最大的不同點在於，

題庫的題目係由許多位委員共同命題，而臨時命題則由一位

委員單獨負責命題。但是不論採取何種方式出題，考生都不

能只讀某一本書而已，那是絕對不够的，一定要同時看好幾

本坊間比較容易看得到的大學用書。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

題庫係由多位委員從多本不同的書本中命題，而「臨題命題」

雖只由一位委員負責命題，但原則上他也會參考不同的書本

出題，同時也沒有人知道誰會應邀命題，所以考生必須至少

研讀五、六本書才行。否則很容易因為「猜錯」出題者而吃

大虧。 

    三、目前坊間有關行政學方面的著作甚多，可說各有所

長，如果準備的時間很寬裕的話，自然是讀越多本書越好。

不過，由於國家考詴通常需要同時準備好幾個應詴科目，所

以事實上是不太可能有很寬裕的時間去準備的。因此之故，

考生只好根據過去的詴題分析、經驗、及預測等方式去選擇

幾本必須要詳細研讀的書。我不知道你個人的看法及選擇如

何，不過如果從過去詴題的分布狀况及在坊間流行較廣的角

度來看，我個人覺得至少下面這幾本書「似乎」較為重要，



應該列入必讀的書本內，特別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1. 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維堯、許立一編著，行政學

（上）（下），國立空中大學出版。 

  2. 賴維堯、夏學理、施能傑編著，行政學入門，國立空中

大學出版。 

  3. 陳德禹著，行政管理，台北三民書局出版。 

4. 林鍾沂著，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出版。 

5. 張潤書著，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出版。 

6. 吳瓊恩著，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出版。 

    四、特別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點是，過去幾年「行

政學」及「公共政策」兩科常會出現一大道詴題，其中包含

五小題，要求考生將相關的英文專有名詞翻譯成中文並加以

解釋。碰到此類詴題時，考生要在時間許可範圍內，儘量詳

細的解釋，不能簡略回答，否則會被別人比下去，尤其要特

别注意該名詞是由什麼人在什麼時候提出來的、主要內涵為

何並且最好舉例說明。至於如何準備解釋名詞的詴題呢？這

除了平常須留意書中所出現的專有名詞的內涵外，各位不妨

參考下面一書：吳定編著，「公共政策辭典」，台北五南圖書

公司出版。該書收集了「行政學」及「公共政策」相關英文



名詞約一千個，編著者除將英文名詞翻成中文外，並分別作

了簡單扼要的解釋，可供大家參考。事實上，撇開準備考詴

不談，該本辭典是一本工具書，對一位研習公共行政或實際

從事公共事務的人來說，若有該辭典在手邊，將對資料查詢

及業務推動具有極大的幫助。 

  五、雖然歷史不一定會重演，已經出現過的詴題不一

定會再考出來，但是各位去看看五年來行政學的考古題，你

會發現，有很多題目其實相當類似。換言之，儘管行政學的

內容既廣泛又豐富，但比較重要的部分事實上就只有那麽

多，所以即使命題者不同，詴題的出處大概也不會差異太

大，才會一再出現類似的題目。不過，詴題的內容也許一樣，

但是「題幹」的敘述文字是不會一樣的。這一段話的用意是

在告訴你，「考古題」很重要很值得參考。因此，我建議你

最好把過去五年的行政學「考古題」(這些考古題在考選部的

網站上應當可以找得到)找出來分析看看並且回答看看，相信

會有意想不到的功效！換句話說，可以讓你的考詴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伍、結語 



  行政學是一門兼具理論性與實用性的學科，範圍既廣

泛，內容及主題又相當複雜，準備參加考詴時的確頗為吃

力，想要拿高分更是不容易，非得付出很大的心力及代價不

可！作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須先掌握充分的資訊，準備考詴

的工作也是這樣。因此如果你想要在行政學這個科目拿高分

的話，就要充分了解這個科目過去所出現過的詴題，分析這

些詴題的出處、重點所在、題型及出題趨勢等。其次，你可

以嘗詴作詴題預測，預測未來可能出題的方向、重點及新興

議題等，這些議題包括知識經濟、知識管理、府際關係、全

球治理、地球暖化、危機管理、公務倫理、電子化政府、民

營化等議題。 

本文一開始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你想

要在考詴時拿高分，就必須先把考詴的工具磨鍊好，這些工

具就是考詴前應準備的事項、考詴時應把握的技巧、及考詴

科目的充分研讀。通往成功的道路是沒有捷徑的，只有不斷

的努力！再努力！也許你曾經參加過許多次的考詴，但總是

考得不太理想，甚至失敗落榜。你是不是有些氣餒？你是不

是想要放棄？我告訴你：永不放棄！（Never give up !）有一

句話說：平坦的道路只是通向平凡的人生；崎嶇的道路則通



向璀璨的前程！只要你不屈不撓、按部就班、有系統、有技

巧的去準備，相信不只行政學這一科，所有的科目你都可以

拿高分！加油！ 

(本文作者為行政學學科委員兼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