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類  科：一般行政、一般民政、客家事務行政、社會行政、人事行政、戶政、 

勞工行政、教育行政、商業行政、法律政風、財經政風 
科  目：行政法概要 
考試時間：1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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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3401 
頁次：4－1 

1 關於行政法的成文法源，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效力位階最高者為憲法  緊急命令可能變更或取代法律 
自治規則位階高於自治條例 行政規則規範的是機關內部秩序與運作 

2 中央行政機關行使裁量權發生不適當的情況但未構成違法，應如何處理？ 
 司法機關得予以審查並自為裁量 上級機關得予以實質審查 
司法機關得要求行政機關重為裁量 人民得向大法官聲請釋憲 

3 依憲法第 170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條所指之形式意義的「法律」，下列何者不屬之？ 
 地方制度法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  農田水利會組織通則 

4 對於違規停放，妨礙交通之機車，以就地加鎖之方式取締，可能係違反下列何項原則？ 
平等原則 誠信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例原則 

5 下列何者非屬不確定法律概念？ 
猥褻之言語或舉動  
情況急迫  
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重大財產損失 

6 下列有關行政裁量與比例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比例原則即為一範圍廣泛之裁量權  
比例原則是執法者「法益衡量」應遵循之「義務」 
行政裁量之行使，必須符合法律授權之目的  
行政裁量違反比例原則，屬裁量濫用 

7 法律若以抽象概念表示時，應符合明確性原則。下列何者不是明確性原則之內涵？ 
意義非難以理解  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抽象概念應符合授權之標準 受規範者所得預見 

8 下列何者屬於公權力行政？ 
行政機關提供氣象、H1N1等資訊給民眾 政府對民眾提供住宅貸款 
臺灣中油公司對民眾之售油營利行為 行政機關採購公務所需用品 

9 下列何者為行政機關的公權力行為？ 
行政機關將清潔工作委託清潔公司處理 行政機關與旅行社簽約辦理員工旅遊 
行政機關委託民間業者辦理商品檢驗業務 行政機關向人民租賃辦公廳舍 

10 公營事業機構係從事私經濟活動為目的之組織，故原則上應受私法之規範。以下何者不是廣義之公營事業

機構？ 
中華郵政公司 中央銀行 臺北大眾捷運公司 臺灣中油公司 

11 依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5 條之規定，若權限相同而管轄事務不同之機關，其共同適用之組織命令名

稱為下列何者？ 
規則 規程 準則 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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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何者為最狹義的公務員概念？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5條所任命之人員 公務員懲戒法上之公務員 
公務員服務法第 24條所稱之公務人員 刑法第 10條所稱之公務員 

13 由國家或其他公法社團捐助資金，為履行公共目的，而依公法成立之組織稱為？ 
公法社團 公法財團 行政機關 獨立機關 

14 行政機關與內部單位之區別標準，不包括下列何者？ 
有無印信  有無獨立之辦公處所  
有無組織法規  可否獨立對外為意思表示 

15 下列有關政務官與事務官分類之敘述，何者正確？ 
政務官參與國家大政方針之決策並只隨政黨選舉成敗而進退，至於政策成敗則不負責 
事務官指依照既定方針執行之永業性公務員，並須負政策之成敗 
就學理上而言，事務官係指所有國家公務員 
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分類乃行政官之分類，最高法院法官無論官等如何高敘，皆非政務官 

16 公務員懲戒法上之懲戒，由下列何機關所轄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理？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行政院 

17 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懲戒案件移送審議程序違背規定者，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應如何處理？ 
不受懲戒之議決 免議議決 不受理議決 發回 

18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不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

法定程序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下列何種救濟？ 
申訴 再申訴 聲明異議 訴願 

19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隸屬於下列何機關？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監察院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考試院 

20 下列何種行為，公務人員不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提起復審？ 
退休金請求之爭議 被一次記兩大過免職 調動任職單位 降低擬任官等 

21 主管機關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調整保險費率」之法律性質為何？ 
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 職權命令 行政指導 

22 一般處分與典型之行政處分最大的區別之處為何？ 
一般處分不涉及具體事件  
一般處分不受法律保留原則之拘束 
一般處分之處分相對人雖非特定，但可得確定其範圍者 
一般處分之相對人不得提起救濟 

23 主管機關許可採取土石之行為，屬於： 
行政處分 職權命令 事實行為 行政契約 

24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下列何種懲戒處分，亦可適用於政務官？ 
申誡 休職 記過 減俸 

25 行政機關所締結之隸屬性行政契約，大多係用以取代下列何者？ 
行政處分 行政命令 行政指導 行政計畫 

26 關於行政契約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有自願接受執行之約定時，準用強制執行法有關強制執行之規定 
有自願接受執行之約定時，得以該契約為強制執行之執行名義 
得以口頭或書面之方式為之，僅書面之行政契約得強制執行 
各種公法關係皆得以行政契約改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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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列何者屬於對物之一般處分？ 

劃定西門町之部分路段為行人徒步區 拖吊高雄市六合路違規車輛 
研擬臺北市羅斯福路公車專用道改進方案 修築臺北縣橫跨淡水河之關渡大橋 

28 行政契約依約定內容履行將侵害第三人之權利者，該契約於何時生效？ 
經該第三人口頭同意後  經該第三人書面同意後 
經該第三人聲明異議而被駁回時 經該第三人提起訴願而獲得有理由決定時 

29 依訴願法第 4條規定，不服下列何機關之行政處分，得向行政院提起訴願？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彰化縣政府勞工局  
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30 人民對於行政興革之建議、行政法令之查詢、行政違失之舉發或行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為： 
申請復查 陳情 訴願 申訴 

31 某甲違反交通法規遭警察開單舉發，經監理機關裁決罰鍰逾期仍不履行者，應由何機關執行？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屬行政執行處 監理機關 
地方法院執行處  該管警察局 

32 下列何者不屬於事實行為？ 
環境保護局清潔車收取垃圾 拆除慶典後舞台設備 
命人民停車接受酒測  交通警察協助盲胞過街 

33 有關行政罰法上單一行為及數行為之處罰規定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數行為違反同一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最高之規定裁處 
數行為違反不同行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一行為違反數個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最高之規定裁處 
一行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如已裁處拘留者，不再受罰鍰處罰 

34 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原則上應如何處理？ 
依刑事法律處罰   
依行政罰法處罰  
依刑事法律及行政罰法分別處罰  
刑事法律不處罰時，即不得再處以行政罰 

35 行政罰法第 5 條規定，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律。但裁處前之法律有利於受

處罰者，適用最有利於受處罰者之規定。此為何種立法原則？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從舊從輕原則  
從新從輕原則  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 

36 行政機關無法律授權，逕依職權發布命令，限制人民出境，此係違反下列何項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誠信原則 行政自我拘束原則 

37 行政執行法關於執行之時間及終止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行政執行亦得於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為之，並無條件限制 
日間已開始執行者，不得繼續至夜間 
行政處分或裁定經部分撤銷或變更確定者，執行機關應就原處分或裁定全部終止執行 
行政執行有義務之履行經證明為不可能者，執行機關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利害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行 

38 對於在監服刑之人為送達者，應為： 
留置送達 寄存送達 公示送達 囑託送達 

39 行政機關為使聽證順利進行，認為必要時，得於聽證期日前舉行預備聽證。下列何者不屬於預備聽證事項？ 
議定聽證程序之進行  調查當事人之財力  
釐清爭點  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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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以下何項行政行為，應適用行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開除學籍 課業指導 犯罪偵查 難民認定 

41 行政計畫有關一定地區土地之特定利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置，涉及多數不同利益之人及多數不同行政機

關權限者，確定其計畫之裁決，應經何種程序？ 
調解 異議 行政指導 公開及聽證 

42 下列關於訴願人的敘述，何者正確？ 
訴願之提起為高度個人性之事務，未成年人與禁治產人，亦應獨立為之，惟原處分機關應給予必要之協助 
多數人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行政處分，提起訴願時，僅有當事人得選定代表人，不得由受理訴願機關指定 
訴願人或參加人得委任代理人進行訴願，但每一訴願人或參加人委任之訴願代理人不得超過三人 
輔佐人到場所為之陳述，訴願人、參加人或訴願代理人不得撤銷或更正，其陳述視為訴願人等所自為 

43 訴願人或參加人對於受理訴願機關於訴願程序進行中所為之程序上處置不服者，應如何處理？ 
應聲明異議  應就該處置提起訴願  
應就該處置提起行政訴訟 應併同訴願決定提起行政訴訟 

44 最高行政法院認為上訴不合法者，應以下列何種方式駁回？ 
決定 裁定 判決 裁決 

45 行政訴訟之審理除另有法律規定外，應如何進行？ 
第一審應本於言詞辯論而為裁判  
第一審應採書面審理 
最高行政法院之判決應經言詞辯論為之  
最高行政法院得指定當事人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見 

46 下列何者係提起確認行政處分無效訴訟之要件？ 
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始得提起之 
須已向原處分機關提起訴願後，始得提起之 
須已向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始得提起之 
須已向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後，始得提起之 

47 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對被徵收財產之權
利人而言，係為公共利益所受之特別犧牲，國家應給予合理之： 
賠償 補償 救助 補救 

48 我國國家賠償法第 2條及第 3條規定係採何種責任？ 
故意責任  過失責任  
無過失責任  兼採過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 

49 國家賠償所應適用之法律，依國家賠償法第 5 條及第 6 條之規定，除國家賠償法本身外，尚有民法及其他
特別法；其適用順序為何？ 
先適用國家賠償法，再適用民法，最後適用特別法  
先適用特別法，再適用民法，最後適用國家賠償法 
先適用國家賠償法，再適用特別法，最後適用民法 
先適用特別法，再適用國家賠償法，最後適用民法 

50 下列何者不屬於公有公共設施？ 
中山高速公路  臺南市中山公園  
臺灣電力公司之輸電設施 桃園國際航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