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代號：

20150-20850、
21050-21250、 
22550-22650、 
22850、 
23050-23150、 
23350-23550、

全一張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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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社會工作師、勞工行政、教育行政、技職教育行政、體育行政、
法律廉政、財經廉政、公平交易管理、商業行政、農業行政、僑務行政
（選試西班牙文）、僑務行政（選試德文）、僑務行政（選試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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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執行職權時，得請求其他機關協助。試述： 
為何得請求協助？（7 分） 
在何種情況下得要求協助？（9 分） 
被請求機關為何拒絕？如何拒絕？（9 分） 

二、針對交通裁決之罰鍰事件，當事人如何提起行政訴訟？ 
提起訴訟之種類為何？（10 分） 
管轄法院為何？（5 分） 
提起訴訟之期間為何？（5 分） 
審理之原則為何？（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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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稽徵法制定於民國 65 年 10 月，土地稅法則是民國 66 年 7 月，兩者規範內容競合時應適用後者，係依下列何一

原則？ 
後法優於前法 從新從優原則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母法優於子法 

2 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提出有關層級化法律保留之見解。請問下列何者非該號解釋所提出之內涵？ 
屬於憲法保留事項，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 
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規定者，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原則 
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 
給付行政措施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較寬鬆，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3 下列何者爭議，得提起行政訴訟？ 
國家賠償法之國家賠償訴訟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當選無效訴訟 
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機關內部自律決議 不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為之交通裁決 

4 下列關於行政罰法之裁罰性不利處分的敘述，何者錯誤？ 
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者，均屬行政罰 
醫師法第 8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者，得廢止其

執業執照，亦屬行政罰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追繳投標廠商押標金，性質上應屬管制性不利處分，並非裁罰性不利處分 
關於擅自建造建築物者，除處以罰鍰外，依建築法規定，尚可勒令停工或強制拆除，並非裁罰性不利處分 

5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執行終結之情形？ 
義務人已全部自動履行其義務 義務之履行經證明為不可能 
行政處分經撤銷或變更確定 事實上或法律上停止執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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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受損害之國家賠償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供公眾使用之道路、橋樑、公園等，在施工建造中亦屬公共設施 
臺灣電力公司所使用之高壓線鐵塔，並非公有之公用財產，不屬於公有公共設施 
私人土地上之既成道路，經時效完成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如經機關管理養護，則屬公有公共設施 
臺灣鐵路管理局之輸電設備，其鐵路利用關係雖為私法性質，但仍不失為公有之公共設施 

7 警察以人民集會違法為由將其強制驅離，請問驅離行為屬於何種行政類型？ 
給付行政 計畫行政 干預行政 私經濟行政 

8 下列何者不屬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內涵？ 
構成要件以抽象概念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理解 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一般受規範者得預見  爭議時得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9 下列何者不屬於信賴保護原則之成立要件？ 
信賴基礎存在 客觀信賴表現行為 信賴值得保護 單純願望或期待 

10 依照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下列何者為三級機關之名稱？ 
部 委員會 署 分局 

11 下列何者為營造物？ 
忠烈祠 公平交易委員會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民政司 

12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務人員之義務？ 
服從上級公務人員之職務命令 保持品位 
保持行政中立  參加公務人員組織 

13 下列何者為公務人員任用之消極資格？ 
具中華民國國籍 屆滿一定年齡 具備法定任用資格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14 警察以手勢指揮交通秩序屬於何種行政行為？ 
行政命令 一般處分 事實行為 行政指導 

15 內政部移民署接獲國稅局通知，以欠稅逾法定標準為由而限制特定人民出境，係屬於何種行政行為？ 
職務命令 法規命令 行政處分 行政執行 

16 下列何者為行政處分之附款？ 
警告 推薦 提示 負擔 

17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命令之合法要件？ 
由機關之內部單位發布 不得牴觸上位規範 踐行有關手續 送立法院審查 

18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契約？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 行政機關之政府採購契約 
教育部公費留學契約  公立學校聘任教師行為 

19 下列何者為事實行為？ 
公務人員之任用  警察命令違法集會解散 
拖吊移置違規停放之車輛  主管機關命令人民自行拆除違章建築 

20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罰？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授益處分之廢止 違法出版品之沒入 命令歇業 

21 下列何者為行政執行手段？ 
禁止出入港口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及電力 
命令歇業  公布照片 

22 下列何者為行政救濟類型？ 
訴願 請願 陳情 偵查 

23 下列何種公法訴訟不是由行政法院審理？ 
行政處分撤銷之訴  課予義務之訴 
行政處分無效確認之訴  公職人員選舉之當選無效之訴 

24 下列何者不屬於國家賠償適用之範圍？ 
警察執行職務過當而傷及民眾 
公務員因故意過失不法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權利受損 
國道路面破損致使人民駕車發生車禍導致傷亡 
作為採購契約債務人之行政機關未履約而被請求賠償 

25 下列何者不適用行政上之損失補償？ 
人民被徵召入伍服兵役  私有土地之公用徵收 
既成道路之特別犧牲  防疫所需之私有醫療設施徵用 



類科名稱：

10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科目名稱：
行政法（試題代號：52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一般行政、商業行政、僑務行政(選試德文)、人事行政、體育行政、戶政、財經廉政、技職教育行政、農業行政、僑務行政(選試西班
牙文)、勞工行政、一般民政、公職社會工作師、智慧財產行政、公平交易管理、法律廉政、僑務行政(選試法文)、教育行政、社會行
政、客家事務行政

單選題數：2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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