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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正面）

等 級： 薦任、員級晉高員級 
類科（別）： 一般行政、一般民政、社會行政、人事行政、戶政、原住民族行政、社會工作、勞工行政、教

育行政、司法行政、法制、商業行政、農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外交事務、僑務行政、警察
行政、海巡行政、安全保防、移民行政、交通行政、關務類－關務、業務類－公路、港務 

科 目： 行政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央主管機關 A 對於地方自治團體 B 送備查之自治法規，進行事後審查後認為牴觸中
央法令而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規定將自治法規函告無效，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該地方自治團體得否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尋求救濟？理由何在？（15 分） 
依據地方制度法之相關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得否以及應在何種情形下向司法院聲請

解釋？（10 分） 
二、何謂行政法上之「兩階段理論」？該理論主要乃為解決何種爭議問題？試以相關大法

官解釋為例，說明應如何適用？（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2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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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依法徵收私有土地時，依土地法第 208 條但書規定，其「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
此為何種行政法上法律原則之表現？ 
法律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平等原則 

2 行政機關於處理某一違規個案，行使裁量作成罰鍰處分時，其裁罰金額雖在法律規定之處罰範圍內，但無正當理由，未依
其所訂裁量基準進行裁罰，上開行政機關之裁罰行為，最可能構成： 
裁量逾越 裁量濫用 裁量誤用 裁量縮收至零 

3 公法上之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請問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5 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如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則是幾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5 年 10 年 15 年 8 年 

4 地方建管機關於執行違章建築拆除作業時，商請當地警察機關派員維持秩序，此為： 
權限之委託 權限之委任 委託行使公權力 職務協助 

5 下列何者非行政程序法所稱之當事人？ 
申請人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法定代理人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參加行政程序之人 

6 行政機關承租私人房屋作為公務辦公室使用，此為何種性質之行為？ 
公權力行政行為 單純高權行為 行政營利行為 行政輔助行為 

7 依現行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敘述何者錯誤？ 
僅自然人得為地方自治團體之居民  
凡設籍於某地方自治團體自治區域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均為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居民 
地方自治團體之居民有使用該地方公共設施之權 
住所不明但長期居留於某地方自治團體自治區域內之遊民，為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居民 

8 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該契約得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上開約定，締約之一方為中央行政機關時，應經主管院、部或同等級機關之認可  
上開約定，締約之一方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時，應經該地方自治團體行政首長之認可  
上開約定，其契約內容涉及委辦事項者，並應經委辦機關之認可 
上開強制執行，適用行政執行法有關強制執行之規定 

9 下列關於行政罰之敘述，何者正確？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時，以處罰該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為原則 
行為人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10 下列政府資訊，除依法應限制公開或限制不予提供者外，何者依法應主動公開？ 
組織性、作業性行政規則  中央選舉委員會之會議紀錄  
行政契約  陳情之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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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關於書面行政處分之敘述，何者錯誤？ 

其以自動機器作成者，得不記載事實及理由，而僅記載主旨及法令依據  
除一般處分外，其已知有利害關係人者，該處分除應送達相對人外，並應一併對該已知之利害關係人為送達 
其一併對已知之利害關係人為送達者，該處分自送達時起，亦對該已知之利害關係人發生效力 
其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該處分無效 

12 下列瑕疵行政處分之補正行為，何者得於行政訴訟審理程序中為之？ 
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已於事後提出者 其必須記明之理由，已於事後記明者  
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 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委員會，已於事後作成決議者 

13 下列關於訴願管轄機關、行政訴訟之被告機關及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服無隸屬關係之受託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者，得向原委託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不服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以其團體名義所為之行政處分者，應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  
不服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依法辦理上級機關委任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者，其經訴願仍被以無理由予以駁回後，應以該受理訴

願機關為被告提起撤銷訴訟 
其權利因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辦理受託事件所為公權力行為而受損害者，其國家賠償請求應以委託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14 不服內政部移民署所為限制住居處分之行政收容事件，而提起行政訴訟者，其第一審管轄法院及應適用之訴訟程序為何？ 
應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適用收容聲請事件程序  
應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適用收容聲請事件程序  
應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應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適用通常訴訟程序 

15 法律保留原則乃現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不僅規範國家與人民之關係，進而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等重大事項者，
原則上仍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主管機關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此係涉及下列那兩個憲法部門的權限分配？ 
行政、立法 行政、司法 立法、司法 考試、監察 

16 政府主管機關興建住宅，並以家庭為對象，而辦理出售、出租、貸款自建或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等方式為之。其中除民間投
資興建者外，如凡經主管機關核准出售、出租或貸款自建，並已由該機關代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與承購人、承租人或貸
款人分別訂立買賣、租賃或借貸契約者，此等契約為何種契約？ 
規範公法關係的行政契約 規範公法關係的民事契約 規範私法關係的行政契約 規範私法關係的民事契約 

17 行政法的法源之一，如條約在我國係指本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約之國際書面協定，包括用條約或公約之名稱，或
用協定等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家重要事項或人民之權利義務者，其具有何種效力？ 
憲法上之效力 法律上之效力 與法規命令相當之效力 不具備任何法律效力 

18 同一事件，如數行政機關依相關規定均有管轄權者，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如何解決？ 
逕由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 得先由受理在先之機關管轄  
一律由各該有管轄權之機關協議管轄 由其共同上級機關代為管轄 

19 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新修正之公務員懲戒法，如正式施行後，則政務人員之懲戒種類，將由原有的撤職與申誡兩種，改為
下列何者？ 
仍維持撤職與申誡兩種   
於原有的撤職與申誡兩種外，僅再增加免除職務之一種 
於原有的撤職與申誡兩種外，再增加免除職務、減俸、罰款等種類 
原有撤職與申誡兩種，改為免除職務與撤職，並刪除申誡之規定 

20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有關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就直接強制、間接強制等方法而言，下列何者正確？ 
經直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間接強制方法執行之 
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 
經直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即時強制方法執行之 
無論是經直接強制或間接強制均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

即時強制方法執行之 
21 行政執行，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幾年內未經執行者，

不再執行？ 
 3 年 5 年 10 年 15 年 

22 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但下列何者得減輕處罰？ 
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  
80 歲以上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得減輕處罰 

23 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按各事項類別，訂定處理期間公告之；如未依法規另訂定處理期
間者，原則上，其處理期間為幾個月？ 
半個月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24 行政機關對於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權，原則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幾年內為之？ 
 1 年內 2 年內 3 年內 5 年內 

25 國家賠償法第 14 條規定，本法於其他公法人準用之，此處的其他公法人是指： 
限於地方自治團體  
不限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於行政法人，但不及於其他公法上的社團或財團法人  
不限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於其他公法上的社團或財團法人，但不及於行政法人 
不限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於其他公法上的社團或財團法人，亦及於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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