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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違反行政法上之不行為義務時，適當之行政執行方法為：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代履行 科處怠金 

2 A 主張其為低收入戶，向社會局申請生活扶助金，經社會局駁回，A 應提起何類型之訴訟以求救濟？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確認之訴 一般給付訴訟 

3 有關撤銷訴訟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要求撤銷之對象須為行政處分 要求撤銷之對象須尚屬有效 

提起撤銷訴訟者限於處分相對人 提起撤銷訴訟前，須經訴願而無結果 

4 有關國家賠償訴訟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法官非屬國家賠償法上所稱之公務員 

私人受託行使公權力者，亦為國家賠償法上所稱之公務員 

人民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前，應先經協議程序 

因公務員職務上所為之私法行為所受損害，不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5 農民要求衛生主管機關公開更正嚼檳榔有害健康之宣導而被駁回，農民應提起何種訴訟以求救濟？ 

撤銷之訴 課予義務之訴 確認之訴 一般給付之訴 

6 A 申請建築執照被駁回，A 應提起何類型之行政訴訟以求救濟？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確認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7 下列案件，何者應由普通法院審判？ 

私立大學學生針對退學處分所提起之訴訟 公立大學學生針對退學處分所提起之訴訟 

公立大學教師對於解聘之決定所提起之訴訟 公立大學學生對於學校提起之國家賠償訴訟 

8 有關行政處分廢止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對於非授予利益之合法行政處分，處分機關原則上得依職權予以廢止 

為防止對公益之重大危害，處分機關得依職權廢止授予利益之合法行政處分 

受益人未履行負擔致行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力 

授予利益之合法行政處分，非補償處分相對人之損失，不得廢止 

9 有關行政處分撤銷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行政處分之撤銷行為為行政處分 

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即不得再予撤銷 

行政處分撤銷後，原則上溯及既往失效 

撤銷行為係針對違法之行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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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列何者不屬於公法契約？ 

中央健保局與醫事服務機構簽訂之特約 公費生契約 

國民住宅承買契約  公立學校教師之聘約 

11 有關行政處分效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書面之行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起，對其發生效力 

行政處分推定為有效 

違法行政處分未經撤銷者，其效力繼續存在 

無效之行政處分自始不生效力 

12 下列何者非行政程序法明文規定之行政處分附款類型？ 

條件 期限 修正之負擔 保留廢止權 

13 下列之行政處分違法情形，何者無法補正？ 

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行政處分，未有當事人之申請 

處分機關缺乏事務權限 

行政處分應記明理由而未記明 

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之機會而未給予 

14 下列何者並非行政機關概念之特徵？ 

代表行政主體 從事公共事務 具有權利能力 具有單獨法定地位 

15 下列何者並非行政主體？ 

中華民國  內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農田水利會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 

16 下列何者為行政法人？ 

臺北市政府 國立臺北大學 嘉義縣政府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 

17 有關委託私人行使公權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委託私人行使公權力應有法規依據 

公權力受託人於委託範圍內視為行政機關 

公權力受託人應以委託機關之名義作成行政處分 

在國家賠償法上，公權力受託人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 

18 行政機關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移轉予其所屬下級機關，稱為權限之： 

委任 委託 委辦 代行 

19 下列何機關之行政行為，應適用行政程序法上之程序規定？ 

立法機關 司法機關 考試機關 監察機關 

20 下列何者並非行政處分之成立要件？ 

處分機關有管轄權 直接發生法律效果 對外發生法律效果 單方行為 

21 下列何者並非信賴保護之要件？ 

須有引起人民信賴之國家行為存在 引起人民信賴之國家行為須係合法 

人民須有信賴表現行為  人民的信賴須無不值得保護之情形 

22 有關行政裁量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行政裁量權係由法律所賦予 行政裁量權之賦予係為實現個案正義 

行政裁量行為不受司法審查 行政裁量權之行使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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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列何者並非迫使人民履行其行政法上義務之行政執行方法？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代履行 怠金 

24 役男體位之判定： 

並非行政處分 為下命處分 為形成處分 為確認處分 

25 下列何者不屬於訴願前置程序？ 

集會遊行法之申復 稅捐稽徵法之復查 商標法之異議 政府採購法之異議 

26 有關權限委託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只限於上級對下級機關  委託不相隸屬之行政機關 

可以制度性的委託，不限於個案 受託機關不得拒絕委託 

27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法院審理損害賠償之訴，適用何種程序？ 

行政訴訟程序 民事訴訟程序 訴願程序 行政執行程序 

28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其賠償之方法為何？ 

以回復原狀為原則，金錢賠償為例外 以回復原狀為原則，彌補損失為例外 

以替補同種類、品質及數量之受損代替物 以金錢賠償為原則，回復原狀為例外 

29 依大法官解釋 400 號，既成道路國家應依法律，辦理徵收，對土地所有權人予補償，主要理由為何？ 

配合財政收支  符合都市計畫目的 

成立民法上不動產役權關係 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利益 

30 訴願案件如何審理？ 

一律採書面審理  一律採言詞辯論 

原則採書面審理，例外採言詞審理 原則採言詞審理，例外採書面審理 

31 依訴願法第 81 條規定，訴願有理由時，受理訴願機關應： 

移轉至法院之決定 駁回原處分之決定 撤銷原處分之決定 撤回原處分之決定 

32 訴願之提起，應自行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多久為之？ 

 30 日  2 個月  6 個月  1 年 

33 下列何種公務員不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 

民意代表  公立學校編制內依法任用之職員 

警察人員  駐外外交領事人員 

34 下列何者為內部法？ 

臺北市政府文書處理實施要點 大學法施行細則 

人民團體獎勵辦法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 

35 主管長官得逕對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公務員之懲戒處分為何？ 

減俸與降級 申誡與記過 降級與休職 減俸與停職 

36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罰法所規定之行政罰種類？ 

沒入 吊銷證照 禁止輸出入 拘留 

37 依行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一行為違反數個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如何處理？ 

依法定罰鍰額最低之規定裁處 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 

依各該規定之罰鍰合計裁處 依不同行政法之罰鍰分別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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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公法上金錢給付逾期不履行者，由何一機關負責執行？ 

各地方法院強制執行處  行政執行署所屬之行政執行分署 

警察機關  稅捐機關 

39 下列何者為立法院三讀通過，總統公布之法律？ 

地方稅法通則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工會財務處理準則 一般食品衛生標準 

40 依訴願法第 2 條規定，對申請案件應作為而不作為得提起訴願，若法令未規定處理期間者，其時效為何？ 

 30 日  2 個月  4 個月  1 年 

41 行政罰裁處權之時效為：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42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所定義的一般處分？ 

交通號誌指揮交通  命集會遊行民眾解散 

下令撲殺某地區有疫情之豬隻 高速公路測速照相之設置 

43 下列何者為行政機關？ 

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公平交易委員會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縣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 

44 行政機關向廠商購買辦公用機器設備屬於何種行為？ 

行政契約 事實行為 行政處分 私經濟行為 

45 同一事件，數行政機關依法均有管轄權者，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 

由上級決定管轄機關  由受理在先的機關管轄 

由申請人選擇管轄機關  由牽涉之機關共同管轄 

46 行政機關的裁罰書面行政處分，罰鍰金額有誤寫誤算等顯然錯誤時，下列處理方式，何者錯誤？ 

行政機關得依職權更正  經當事人申請更正 

更正可附記於原處分書  該行政處分無效 

47 有關當事人行政程序上閱覽卷宗權利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機關拒絕當事人申請時，原則上可對被拒絕之行為單獨提起訴願 

屬於為維護其法律上利益之必要事項 

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料 

當事人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誤者，有權請求更正 

48 公務員有應自行迴避而不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行職務有偏頗之虞，當事人應如何處理？ 

向公務員上級報告  向公務員所屬機關申請迴避 

請求移轉管轄  要求停止行政程序 

49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所列舉不適用行政程序法程序規定之事項？ 

考試院有關考選命題及評分之行為 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 

國民向外交部辦理護照或加簽 學校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 

50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依法受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處理大陸事務，在處理該事項範圍內，其行政法上的定位

為： 

行政法人 視為行政機關 行政助手 公法財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