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移民行政 
科 目：行政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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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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經營家具行，僱有店員乙、丙二人。一日，甲因買賣回收廢棄家具數

量過多，無處堆放，乙遂提議棄置於附近河邊偏僻處。甲聽從其議，以

貨車將廢棄家具載往附近河邊，因恐為他人發覺，乃委請丙隨行，並負

責在河岸旁把風，甲則自行將廢棄家具棄置於河邊。請問：依行政罰法

之規定，甲、乙、丙三人是否均構成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15 分） 
主管機關應為如何之裁處？（10 分） 

二、納稅義務人甲因欠繳稅款 50 萬元，經稅捐稽徵機關移送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地區分署（以下簡稱執行機關）強制執行，試問： 
執行機關得否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對甲處以怠金，以督促甲償付積欠之

稅款？（10 分） 
執行機關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對甲採取限制住居措施，該措施之法律

性質為何？（5 分） 
甲不服限制住居措施，依行政執行法及現行行政法院見解，應如何提

起行政救濟？（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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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曾把法定預算稱為： 
措施性法律 暫時性法律 特別性法律 例外性法律 

2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行為應遵守之比例原則？ 
採取之方法應快速達成目的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 少者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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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供地方政府執法參據，其目的

與下列何者無關？ 
協助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 顧及法律適用之一致性 
實踐平等原則  統一裁罰之法定要件 

4 下列何者雖非地方自治團體，但仍得為公法人？ 
省 直轄市 縣（市） 鄉（鎮、市） 

5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關於數行政機關就同一事件發生管轄競合時處理方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應由受理在先之機關，移請其所在地之管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以裁定定之 
不能分別受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共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定之 
不能分別受理之先後，而有統一管轄之必要者，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 
不能分別受理之先後者，得函請當事人擇定其中一機關為該事件之管轄機關 

6 下列何者非公務員服務法上所稱之公務員？ 
陸軍連輔導長  未兼行政職之國立臺灣大學教授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高員級資位主任事務員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主任秘書 

7 臺北市政府公告華江橋停止供公共使用之行為，其法律性質為何？ 
法規命令 行政事實行為 行政處分 行政規則 

8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有關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違法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則上溯及既往失其效力 
受益人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其因信賴該處分致受財產上損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應給予合

理補償 
受益人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命為撤銷之機關另定處分之失效日期 
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仍須衡量依法行政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公益原則等 

9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處分得補正之情形？ 
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已於事後提出者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之行政處分，行政機關未給予證書而於事後補作成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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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機關已於事後參與者 

10 關於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和解契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和解係指爭議雙方各自退讓，以解決爭執 
和解僅得針對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不包括法律關係 
未經行政機關依職權調查，不得締結和解契約 
和解契約之締結，得代替行政處分 

11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事實行為？ 
訴願審議委員聽取訴願人陳述意見 行政機關否准人民申請調閱資料 
警車定期巡邏  機關首長乘坐公務車至立法院備詢 

12 甲在防制區內之路旁燃燒物品，產生濃煙足以妨礙行車視線，除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新臺

幣 5,000 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外，同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應處新臺幣 1,200 元以上

2,400 元以下罰鍰。行政機關應如何裁處？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裁處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裁處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分別裁處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任意擇一裁處 

13 關於行政罰法阻卻違法事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法令之行為，不罰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職務命令之行為，不罰；明知該職務命令違法者，亦同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且未過當者，不罰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且未過當者，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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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行政執行法所定管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起算，不得逾 3 個月 
義務人所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得因管收按日扣抵 
停止管收原因消滅時，行政執行分署得聲請法院再行管收，但以一次為限 
懷胎 5 月以上者，不得管收 

15 關於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資訊公開之申請涉及特定法人權益者，應以書面通知其表示意見 
政府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提供資訊之日起 15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政府資訊含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 
行政程序上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始得行使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 

16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下列何種政府資訊無須主動公開？ 
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之會議紀錄 內政部派所屬公務員赴國外考察之報告書 
交通部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書 出席公平交易委員會會議之成員名單 

17 關於當事人於行政程序中陳述意見之權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無行政程序行為能力之人，不得享有陳述意見之權利 
主管機關作成年度燃料稅之課稅處分，依法得不給予納稅義務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行政機關作成任一行政處分前，為保障當事人主體性，依法應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 
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未依法使當事人陳述意見者，該行政處分即因此違法而應撤銷 

18 依訴願法規定，關於訴願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上級機關基於指揮監督權，得自行發動訴願程序 
訴願程序本質上為行政程序，不採不告不理原則 
受行政處分之地方自治團體，具有訴願之當事人能力 
有訴願之當事人能力者，均有提起訴願之權能 

19 關於訴願之審議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訴願審議非經訴願人言詞陳述意見，不得採為訴願決定之基礎 
受理訴願機關應以訴願人提出之證據為訴願決定之基礎，不得依職權調查 
受理訴願機關應依原處分機關認定之事實，作為決定之基礎 
調查證據之結果應由訴願人表示意見，始得對之為不利益之決定 

20 關於行政訴訟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智慧財產權之行政訴訟事件，其上訴及抗告，仍由 高行政法院管轄 
訴訟繫屬後，當事人不得就同一事件向其他不同審判權法院更行起訴 
法院有無受理訴訟權限之爭議，受移送法院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訴訟標的、原因事實及其所用之攻擊防禦方法，為起訴時應表明事項 

21 請求原處分機關確認處分無效，但原處分機關函復確認有效，當事人應以下列何種訴訟類型請求
救濟？ 
撤銷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確認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22 在課稅處分移送行政執行前，若稅務機關發現甲欲脫產時，應如何處理？ 
聲請假扣押 聲請假處分 聲請假執行 聲請管收 

23 因公法上之保險事件涉訟者，有關管轄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得由為原告之被保險人住居所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得由為原告之受益人住居所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得由為原告之受益人從事職業活動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得由為原告之被保險人從事職業活動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24 下列何者非屬得請求國家賠償之情形？ 
因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害 
因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 
因公務員怠於作成依法應作成之行政處分，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 
因公務員履行私法契約義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 

25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關於請求賠償之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以口頭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請求 應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請求 
得直接向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得直接向賠償義務機關之上級機關提出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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