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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捷運公司為增加營收，將車廂外牆出租，供業者刊登廣告。該行為屬於下列何種類型之行政？ 
給付行政 國庫行政 干預行政 內部行政 

2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法之法源？ 
自治法規 國際條約 司法院解釋 行政法院判決 

3 下列關於法律保留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之行為凡涉及對人民基本權之干預，皆須有法律之授權始得為之 
立法者非不得已而必須委任行政以命令定之時，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應力求具體明確 
無論法律是否明示得再授權，被授權機關均得委由其所屬機關發布相關規章 
法規命令除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依據外，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 

4 任何行政行為均須合於法律規範，不得與現行有效法律牴觸。此為何種行政法基本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重要性原則 法明確性原則 

5 下列何者不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出生年月日 猥褻言語及舉動 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6 國家限制人民基本權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此屬比例原則中之那一個子原

則？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狹義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7 地方政府以人民應先為政治獻金，作為核發營業許可之條件，係違反下列何種行政法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明確性原則 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8 有關行政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規則係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員，所為之普遍抽象規定 
行政規則規範者為內部事項，無須法律之授權，但應對外發布始生效力 
行政規則得經由行政自我拘束而有間接之對外效力 
法官對與憲法或法律相牴觸之行政規則，得排斥不予適用 

9 下列何者為受理政務人員財產申報之主管機關？ 
行政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10 下列何者非公法人？ 
嘉南農田水利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11 下列何者屬「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 
交通監理機關委託民間汽車修護廠辦理汽車定期檢驗 
便利商店代收房屋稅款 
公立小學委託餐飲業者辦理營養午餐 
地方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民間研究單位檢測空氣品質 

12 公務人員不服年終考績考列丙等，得為如何之救濟？ 
提起申訴 提起復審 提起復查 提起訴願 

13 下列何種懲戒處分於政務官不適用？ 
休職 撤職 減俸 罰款 

14 下列何者非屬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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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關職務協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請求職務協助者，必須互無隸屬關係之機關間 
受請求之機關於協助範圍內，取得請求機關之代理權 
請求職務協助之標的，不限於事實行為，亦得包括法律行為 
受請求協助機關應於其權限範圍內協助 

16 內政部委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代發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屬下列何種性質？ 
權限委任 權限委託 機關委辦 機關代理 

17 有關公法社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法社團之設立、裁撤或變更，必須以法律或命令之方式為之 
公法社團之成員可為自然人或法人，可能為強制或任意加入 
公法社團得以公權力執行任務，但亦可從事非高權之行政任務 
各類職業公會、同業公會，均屬公法社團 

18 有關公務員懲戒與懲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懲戒是依公務員懲戒法，懲處則是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他人事獎懲法規 
懲戒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為之，懲處由公務員服務機關為之 
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免職，性質上為實質懲戒處分 
對於政務官之懲戒處分，僅限於撤職及申誡 

19 有關公務員申訴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不服時可提起之 
原則上僅限於現職公務人員，例外時可包括特定情形下已離職之人員 
申訴向公務人員服務機關提起，再申訴則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 
再申訴決定為行政處分，對之不服者可提起行政訴訟 

20 下列何者屬行政處分？ 
行政機關將聘用人員解聘 私立大學授予畢業生學位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 行政機關沒收勞務採購契約廠商之履約保證金 

21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契約？ 
公立學校與廠商訂立之營養午餐供應合約 
軍校公費生契約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與醫事服務機構簽訂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 
公立學校教師聘任契約 

22 警察機關委由民間業者將違規停放、阻礙交通之車輛移置適當處所，並對駕駛人收取費用。此措施之性

質為何？ 
即時強制 行政罰 代履行 行政指導 

23 下列何者為行政執行之手段？ 
勒令停工  命令歇業 
斷絕營業場所必須之自來水及電力 公布照片 

24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閱覽卷宗有妨礙公益之虞時，行政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2 項規定，得拒絕其

申請。下列何者屬得拒絕其申請之情形？ 
機關專家委員會之審議紀錄 決定作成前之準備作業文件 
涉及非一般公務機密之文件 機關訴願委員會之訴願文書 

25 下列何者並非行政處分無效之原因？ 
無法自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 處分內容違反平等原則 
處分內容任何人均無法實現 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 

26 「桃園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之法律性質為何？ 
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 自治條例 自治規章 

27 有關法規命令訂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訂定機關須有法律之授權 須揭示法律授權依據 
以下達為生效要件  須踐行授權法律規定之特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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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何者不屬行政裁罰？ 
甲逃漏稅，遭主管機關限制出境 
建商乙違法開發保安林地，行政機關命其拆除建物，恢復原狀 
業者丙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規定，遭主管機關公告其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 
丁工廠違法排放廢水，遭主管機關令限期改善 

29 公務員甲經任職之機關同意，留職停薪、領取公費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甲與機關約定，若服務未滿一定

年限即離職，將退還所受領之公費。此屬何種屬性之行政契約？ 
和解契約 處分契約 雙務契約 單務契約 

3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與市民締結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該約定應經何人之認可始生效力？ 
臺中市市長 行政院院長 內政部部長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31 臺北市政府查獲甲於水源管制區內違法興建住宅，命甲於 1 個月內自行拆除。甲逾期仍未拆除，市政府

即指定日期進行拆除作業。甲對執行措施不服，依行政執行法其應優先採取何種措施救濟？ 
聲明異議 提起訴願 提起行政訴訟 申請復查 

32 甲申請營業許可遭駁回，逾訴願期間後，仍致函主管機關提出反對意見，主管機關回覆案件已終結，否

准許可礙難變更。主管機關之回覆，性質上應為下列何者？ 
第二次裁決 重覆處置 訴願決定 行政指導 

33 下列何者為行政處分？ 
機關首長指示所屬公務員，應對某申請建照執照案件予以駁回 
機關首長將公務員調派至同一機關內之其他工作 
機關首長將公務員調派至其他機關工作 
行政院要求所屬各機關中午休息時間關閉冷氣 

34 對役男兵役體位之判定，性質上屬下列何種行政處分？ 
下命處分 形成處分 確認處分 一般處分 

35 下列有關多階段行政處分之敘述，何者錯誤？ 
意指一行政處分之作成，須有兩個以上之行政機關參與 
如欠缺所必要之其他機關協力，因情節重大，應為行政處分當然無效原因 
如純屬行政內部之同意或不同意，則並非行政處分，人民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 
但如協力機關就特定觀點具有排他與獨立之審查及主張權限，可例外認其同意為行政處分 

36 甲行車遇紅燈而停下，因後有救護車鳴笛示警而前進越線，以便讓救護車先行。不意甲遭路口照相逕行

舉發闖紅燈，請問甲得主張行政機關屬下列何一類型之裁量瑕疵？ 
思慮不周 裁量不足 裁量怠惰 權衡失誤 

37 下列何者非屬合法授益處分得廢止之原因？ 
原處分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 
行政處分所附之解除條件附款已成就 
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變更，不廢止將對公益有所危害 

38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執行法所稱之即時強制？ 
警察對意圖跳樓者，予以管束 
警察在巡邏中，發現歹徒，即逕行逮捕 
警察發現幼兒爬行於二樓窗台，隨時有跌落危險，立即由鄰居住宅攀爬過去而將幼兒抱入屋內 
主管機關對於因地震而致發生危險之建築物，直接予以拆除 

39 下列何者非行政事實行為？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以手勢指揮行人或駕駛人之交通行為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所發布之颱風警報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所為之收運垃圾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對受災戶發放生活物資 

40 甲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遭新北市環境保護局裁罰新臺幣 1,200 元，甲不服，提起訴願。假設甲提起訴願後，

該局隨即自行撤銷原處分，訴願機關應如何為訴願決定？ 
訴願不受理 訴願駁回 原處分撤銷 確認原處分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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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下列何種事件應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醫師、律師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懲戒事件 命補繳稅額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之稅捐課徵事件 
國家賠償事件  道路交通裁決事件 

42 關於行政救濟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救濟程序依序為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 
訴願管轄機關得依職權或申請，通知訴願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訴訟體系為三級二審 
當事人對行政法院的第一審判決得提起上訴 

43 甲欲新建建築物，向主管機關申請建造執照。主管機關因故拖延 1 年無作為，甲提起訴願無結果後提起

行政訴訟。甲應選擇何種行政訴訟類型？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確認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44 因公務員之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致生國家賠償責任時，賠償責任應由下列何者承擔？ 
一律由國家承擔，但由中央政府支應賠償金 由為侵害行為之公務員個人承擔 
由為侵害行為之公務員所屬機關承擔 由公務員個人與其所屬機關連帶負賠償責任 

45 關於訴願期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2 個月內為之 
訴願人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訴願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 30 日內，得以書面敘

明理由向受理訴願機關申請回復原狀 
訴願之提起，以訴願人提交或寄出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 

46 下列何者應由行政法院以行政訴訟程序審理之？ 
國家賠償案件   
外國人收容聲請事件 
公職人員選舉無效訴訟   
對於警察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為處分不服案件 

47 下列何者不具有「視同訴願決定」之法律效果？ 
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由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所為之爭議審定 
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定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所為之復審決定 
政府採購法所定由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所為之審議判斷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所定由犯罪被害人補償覆審委員會所為之覆審決定 

48 有關國家賠償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一律採國家自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理論 
國家賠償以金錢賠償為原則，以回復原狀為例外 
國家賠償之範圍，原則上包括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 
人民因行政處分受損害而提起行政訴訟，亦可合併請求國家賠償 

49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損失補償？ 
依行政程序法撤銷違法授益處分時之補償 
刑事補償法之補償 
行政執行法對即時強制所生人民損失之補償 
行政訴訟法對作成情況判決時所生人民損害的賠償 

50 關於公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以不融通物為原則，融通物為例外 
廣播電視頻率屬公物 
供公眾通行之騎樓， 屋主仍有其所有權，國家不得禁止屋主設攤營業 
最常用之公物設定方式，是以行政處分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