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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比例原則之要求？ 
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4】2.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期日期間之計算，下列何者錯誤？ 
以時計算者，即時起算 
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算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下午為期間之末日 

【2】3.有關聽證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聽證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 聽證以秘密為原則，公開為例外 
主持人應本中立公正之立場主持聽證 聽證應做成聽證紀錄 

【3】4.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對不特定人送達方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告 刊登政府公報 寄存地方自治機關 刊登新聞紙 

【2】5.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對於行政處分之附款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可與該行政處分之目的無正當合理之關聯 
可附條件或期限  可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4】6.若受益人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有關撤銷違法授益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如受益人財產有損失，撤銷之機關應給予補償 
補償額度不超過因該處分之存續可得之利益 
補償請求權自行政機關告知其事由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關於補償金額相對人不服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確認之訴 

【3】7.有關行政處分之撤銷與廢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撤銷，針對違法行政處分；撤銷，針對合法行政處分  
廢止，針對違法行政處分；撤銷，針對合法行政處分 
撤銷，針對違法行政處分；廢止，針對合法行政處分 
廢止，針對違法行政處分；廢止，針對合法行政處分 

【3】8.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其消滅時效為幾年？ 
 2年  5年  10年  15年 

【2】9.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
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規定者，屬下列何者行政行為？ 
行政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處分 行政指導 

【3】10.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
建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屬下列何者行政行為？ 
行政處分 行政計畫 行政指導 陳情 

【3】11.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有關人民陳情案不予處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無具體之內容  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 
同一事由尚未予適當處理卻一再陳情 非主管陳情內容之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分向各機關陳情者 

【3】12.根據大法官釋字 443 號解釋認為，限制役男出境之徵兵規則係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重大限制。兵役法及兵
役法施行法均未設規定，亦未明確授權以命令定之，該規則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平等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明確性原則 

【1】13.根據大法官釋字 666 號解釋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對於從事性交易之行為人，僅以意圖得利之一方為處罰對
象，而不處罰支付對價之相對人，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平等原則 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14.根據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現行警察勤務條例有關警察臨檢之規定，僅屬維持公共秩序、防止危害發生
為目的之臨檢，立法者當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任意實施之本意。任意臨檢之行政行為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3】15.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下列何機關之行政行為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行政院 台北市政府 高雄市議會 衛生福利部 

【3】16.根據大法官釋字第 448號解釋，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屬於何種性質之行為？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私法契約 行政計畫 

【3】17.政府要求騎機車應戴安全帽，車輛前後座乘客應繫安全帶，違反者將處以罰鍰。該項處罰應透過何種方式加
以規範？ 
行政命令 行政規則 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 行政指導 

【1】18.根據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非屬行政處分，尚不允許提起行政訴訟？  
公務員記一大過 大專教師升等 學生退學 軍人申請續服兵役未獲允許 

【2】19.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關於行政管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之管轄，需依組織法或其他行政法之規定即管轄恆定原則 
管轄權得依當事人合意設定或變更 
不動產事件之管轄依不動產所在地 
企業經營事件之管轄依經營企業之處所 

【4】20.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交由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稱為何種關係？ 
委託 信託 委辦 委任 

【1】21.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下列有關證據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調查證據應尊重當事人之主張而受其拘束 對當事人有利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 行政機關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 

【3】22.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除基於職務上之必要外，不得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何種接觸？ 
聽證會 現場勘驗 行政程序外 為調查證據通知陳述意見 

【1】23.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有關其日期間之計算中對人民處罰或不利之行政處分，其始日、末日之敘述，下列何
者錯誤？ 
始日未滿十二小時不計入一日 末日為星期日者照計一日 
末日為國定假日者照計一日 末日為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一日 

【4】24.請問氣象預報為何種行政行為？ 
行政處分 一般處分 行政命令 資訊發布 

【4】25.下列何種處分不是授益行政處分？ 
任命公務員 退稅處分 准予歸化 徵召役男入伍 

【1】26.准予德國人在台居留，但附加不得參與政治活動之限制，請問是下列哪種附款？ 
負擔 始期 期限 終期 

【1】27.行政程序法中對於行政契約所未規定之事項，應準用何部法律規範？ 
民法 民事訴訟法 行政執行法 地方制度法 

【3】28.國立大學醫學系與錄取學生所簽訂自願接受公費醫學教育自願書，其性質為何？ 
行政處分 行政命令 行政契約 行政指導 

【2】29.下列有關法規命令無效之敘述，何者錯誤？ 
抵觸憲法、法律或上級機關之命令者 
經法律授權而剝奪人民之自由、權利者 
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者 
法規命令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除去該無效部份，法規命令顯失規範目的者，全部無效 

【3】30.國軍購置戰車，於性質上屬於下列何種公物？ 
公共用物 特別用物 行政用物 營造物用物 

【1】31.下列何者無須嚴格的法律保留？ 
經濟部遴選並表揚優秀育成中心及經理人 台北市警察採取臨檢方式取締酒駕 
發放老人年金  走私物品之沒入 

【3】32.書面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僅寫明「敬啟者」，可能違反何種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明確性原則 平等原則 

【4】33.下列何者為地方行政機關？ 
台北市國稅局 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 新北市議會 三重區公所 

【4】34.關於行政處分無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無效 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無效 
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無效 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行政罰者，無效 

【3】35.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行政處分，若未經當事人申請，則該行政處分效力如何？ 
無效 得撤銷 得補正 未影響效力 

【1】36.請問死亡證明書為何種行政處分？ 
確認處分 形成處分 下命處分 非行政處分 

【1】37.戶政事務所為民眾辦理新生兒出生登記，為何種行政處分？ 
確認處分 形成處分 下命處分 非行政處分 

【3】38.從行政處分中的何種要素，可區別行政處分與觀念通知的不同？ 
個別性 行政機關之行為 法效性 單方性 
 
 



【1】39.下列何者非一般處分？ 
行政機關對於數個遺產繼承人課徵遺產稅 命土石流警戒區之村民撤離 
開放某道路供民眾使用  命參與集會遊行之多數民眾解散 

【2】40.員林鎮與彰化市間，倘若針對設置垃圾焚化爐一事，達成協議共同設置並分擔費用，此一協議之性質為何？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民事契約 行政指導 

【3】41.下列何種行政行為必須以書面為之？ 
做成行政處分 實施行政指導 締結行政契約 受理陳情 

【1】42.下列何者非屬行政指導採取之方法？ 
命令 勸告 協助 輔導 

【3】43.合法行政處分仍得因為情事變更而廢止，但應予補償，此點乃基於以下何種原則之適用？ 
比例原則 公益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平等原則 

【2】44.法規命令與法律之最大差別為何？ 
有無授權 制定機關不同 有無涉及人民權利義務 有無法效力 

【3】45.下列何種裁量非屬違法裁量？ 
裁量怠惰 裁量逾越 合義務裁量 裁量濫用 

【2】46.彰化縣衛生局呼籲民眾少購買價格 40元以下之醬油，為何種行政行為？ 
行政處分 事實行為 行政計畫 行政命令 

【1】47.農委會提供絲瓜製成保養品之技術，為何種行為？ 
行政指導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行政命令 

【1】48.為提升台灣旅遊業競爭力，觀光局推動「觀光拔尖領航方案」，請問該方案為下列何種行政行為？ 
行政計畫 行政契約 行政指導 行政命令 

【3】49.行政契約當事人一方為人民者，行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時，應如何處理？ 
得於必要範圍內請求損害賠償 得於必要範圍內解除契約 
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契約內容或終止契約 得於必要範圍內直接強制執行 

【3】50.於行政契約中，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需有正當合理的關聯，此種法律原則之內涵為何？ 
比例原則 公益原則 禁止不當連結原則 平等原則 

【3】51.依行政罰法之規定，公布姓名、照片，屬於下列何種行政罰？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 
影響名譽之處分  警告性之處分 

【4】52.依行政罰法之規定，下列何種處分屬於警告性處分？ 
命令停工 命令歇業 強制拆除 記點 

【2】53.依行政罰法之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裁罰時之法律適用原則為何？ 
從舊從輕原則 從新從輕原則 從舊從重原則 從新從重原則 

【4】54.依行政罰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予處罰？ 
 14歲以上未滿 18歲人之行為 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違法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者 
因不知法規而違反行政義務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3】55.下列何種秩序罰之處罰主體為法院？ 
廢棄物清理法上之罰鍰  人民團體法上之撤銷許可 
社會秩序維護法上之停止營業 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法上之罰鍰 

【2】56.依行政罰法之規定，有關裁處罰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審酌違反義務所生之影響 
不應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所得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於所得利益內酌量加重，不受最高額之限制 
應審酌違反義務之應受責難程度 

【2】57.依行政罰法之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之義務，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應如何決定管轄機關？ 
由受理在先之機關管轄  由法定罰鍰額最高機關管轄 
由各該機關協議管轄  由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 

【2】58.依行政罰法之規定，行政罰法之裁處權因多久之期間經過而消滅？ 
 4年  3年  2年  1年 

【3】59.依行政罰法之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義務規定者，依何種法律處罰之？ 
依刑事法律及行政法律合併處罰 依行政法律處罰 
依刑事法律處罰  依民事法律處罰 

【1】60.依行政罰法之規定，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處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已裁處拘留，不再受罰鍰處罰 如已裁處拘留，可並科罰鍰 
如已裁處拘留，可易科罰鍰 如已裁處罰鍰，折抵拘留 

【4】61.依行政罰法之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應如何處罰？ 
依罰鍰最高額處罰 依罰鍰平均額處罰 依罰鍰最低額處罰 分別處罰之 

【1】62.依行政罰法之規定，關於法人、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管理人、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之故意、過失，與
該組織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推定為該組織之故意、過失 視為該組織之故意、過失 
組織無任何責任  組織無過失責任 

【4】63.依行政罰法之規定，有關緊急避難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是為避免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遭受緊急危難 
是出於不得已之行為 
緊急避難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緊急避難行為不包括為他人實施之避難行為 

【2】64.依行政罰法之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關於管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航空器出發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由船艦、航空器行駛領域之外國政府管轄  
由船艦本籍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行為後在中華民國最初之降落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1】65.行政機關對於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應如何處以行政罰？ 
各依情節輕重分別處罰  擇一罰之 
一律依情節最重者為相同處罰 一律依情節最輕者為相同處罰 

【1】66.行政機關對於行政罰的現行犯之處理方式，不含下列何者？ 
逕行逮捕 為保全證據之措施 即時制止其行為 確認其身分 

【2】67.依行政罰法之規定，我國行政罰法於何年施行？ 
民國 94年 民國 95年 民國 96年 民國 97年 

【3】68.依據行政罰法規定，某公司董事因執行其職務之行為致使該公司受到處罰者，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董事如有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併罰該董事 
基於一行為不二罰，不得再處罰該董事 
該董事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併罰該董事 
基於一行為不二罰，僅得處罰該董事，不得處罰公司 

【2】69.依行政罰法之規定，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範圍為何？ 
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 1/3，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 1/3 
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 1/2，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 1/2 
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 1/4，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 1/4 
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 1/5，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 1/5 

【4】70.下列何者處罰違反一事不二罰？ 
對於董事重大過失，執行其職務之行為致使該公司受到處罰，而再處罰該董事 
違規停車數日，每日均遭舉發 
對於路上張貼未具名之售屋仲介廣告，分別依據廢棄物清理法與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加以處罰 
未依建築物使用執照所核准之類別經營營業登記外之行為，同時依據建築法與商業登記法加以處罰 

【1】71.行為罰與漏稅罰競合時，若處罰性質與種類無不同時，依據大法官會議解釋應如何處罰？ 
擇一從重處罰  一事兩罰 
合併處罰  大法官尚未表示意見 

【4】72.依行政罰法之規定，有關得沒入之物之敘述，何者錯誤？ 
得沒入之物受處罰者受裁處沒入前，予以處分、使用或以他法致不能裁處沒入者，得裁處沒入其物之價額 
其致物之價額減少者，得裁處沒入其物及減損之差額 
得沒入之物受處罰者受裁處沒入後，予以處分使用或以他法至不能執行沒入者得追徵其物之價額 
追徵沒入物之價額，由法院以裁定為之 

【1】73.行政罰法之其他種類行政罰，不包含下列何者？ 
管束 命令歇業 吊銷證照 記次 

【3】74.依據行政罰法之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最高額多少以下之處罰，其情節輕微，認以不處罰為適當者，得免予處罰？ 
新台幣六百元 新台幣一千元 新台幣三千元 新台幣六千元 

【3】75.依據行政罰法第 1條之規定，該法為何種性質法律？ 
基準法 特別法 普通法 組織法 

【4】76.依據行政罰法之規定，原則上裁處前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下列何者非屬例外免除之狀況？ 
大量作成同種類之裁處  已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受處罰者陳述意見 
法律有特別規定  上級機關允准者 

【1】77.關於行政罰法中物之扣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物之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扣留不服者，得向扣留機關之上級機關聲明異議 
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物，得扣留之 
對於應扣留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要求其提出或交付 
扣留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並為適當之處置 

【2】78.禁止行駛為何種之行政罰？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警告性處分  影響名譽之處分 

【2】79.有關行為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自然人、法人均屬之  行政機關不得作為行為人 
設有代表人之非法人團體亦得受罰 中央機關可為行為人 

【1】80.依行政罰法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此為下列何種
原則之表現？ 
處罰法定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