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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
不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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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於比例原則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A. 比例原則是以維護公益

為優先 
B. 比例原則是以保護私⼈人

利益為優先 
C. ⾏行政⾏行為為達成⽬目的所

採取之⽅方法，應選擇對
於⼈人民侵害最⼩小者 

D. ⾏行政⾏行為為達成⽬目的所
採取之⽅方法，應選擇對
於公共利益侵害最⼩小者

解析



2.關於法律優位原則，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A. 又稱為積極之依法⾏行政原

則 
B. ⾏行政⾏行為不得牴觸現⾏行有

效之形式意義法律的規定 
C. 適⽤用或解釋法律時，不可

違背法律之規範意旨 
D. ⾏行政機關訂定⾏行政命令時，

不得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或限縮法律之適⽤用 

解析



3.下列何者與⾏行政機關之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無涉︖？ 
A. 公務員懲戒案件之審議，

應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
之程序保障 

B. 公務⼈人員之考試，分定男
女錄取名額 

C. 公務⼈人員免職處分之作成，
處分前應給予受處分⼈人陳
述及申辯之機會 

D. ⼤大學院校教師升等資格評
審過程中，必要時應予申
請⼈人以書⾯面或⼜⼝口頭辯明之
機會

解析



原價2 6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1 5元  

特價1 2 8 8      點我看更多

⾦金榜題名寶物⽂文昌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50697529


4.關於⾏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下列何 
   者涉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A. 第 94 條規定，⾏行政處分之附款

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
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
理之關聯 

B. 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以書⾯面以
外⽅方式所為之⾏行政處分，其相
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理由
要求作成書⾯面時，處分機關不
得拒絕 

C. 第 9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書
⾯面⾏行政處分應為教⽰示 

D. 第 97 條第 1 款規定，關於未限
制⼈人民權益之書⾯面⾏行政處分，
得不記明理由  

解析



5.下列關於平等原則之敘述， 
   何者錯誤︖？ 
A. 平等原則非指形式上平等，

⽽而係實質平等 
B. 平等原則要求本質上相同之

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得
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
遇 

C. 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
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
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
的是否合憲 

D. 基於⾏行政之⾃自我拘束原則，
違法者，得主張違法之平等

解析



6.廢棄物清理法第 50 條規定，隨地 
   抛棄紙屑得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 
   上六千元以下罰鍰。︒某地⽅方環保主 
   管機關⾒見街道髒亂⼀一直無法改善， 
   遂通令稽查⼈人員「亂丟垃圾，不問 
   情節輕重，凡經查證屬實者，⼀一律 
   處以法定最⾼高額罰鍰」。︒下列相關 
   敘述何者錯誤︖？ 
A. 該「通令」係屬學理上所謂「⼀一

般裁量」  
B. 該「通令」之內容已涉及裁量怠

惰之情形 
C. 該「通令」之內容已涉及違反平

等原則之情形  
D. 該「通令」之法律性質為⾏行政處

分

解析



• 「財富女神」⾦金條，象徵財富、︑繁榮及好運。︒ 
• PAMP為全球知名⿈黃⾦金鑄造商，成⾊色、︑重量和

品質獲得倫敦⾦金銀市場協會(LBMA)的認證。︒ 
• 背⾯面最新設計QR碼，可掃描後至PAMP 查詢

⿈黃⾦金條塊資訊，每塊⾦金條皆有原廠單⼀一序號。︒ 
• 純度 999.9  附原廠保證卡、︑保護殼及保護套。︒

原價4380   特價2588   
再享6期0利率   每期431元

⽴立即擁有

http://www.asap.com.tw/item/201507AM180048162


7.關於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  
   釋理由書中所稱之層級化法 
   律保留，下列何者錯誤︖？ 
A. 關於給付⾏行政措施，皆得

由機關依職權發布命令為
之 

B. 憲法第 8 條屬於憲法保留
之事項者，⽴立法機關亦不
得以法律變更之 

C. 法律授權機關以命令為補
充規定時，應符合具體明
確之原則 

D. 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應
屬國會保留事項

解析



8.⾏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 
   規之申請，其未訂定處 
   理期間者，其處理期間 
   為： 
A. 2 個⽉月  
B. 3 個⽉月  
C. 6 個⽉月  
D. 1 年

解析



9.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  
   輔會）將國有農場⼟土地配耕給榮  
   民或其遺眷，不收租⾦金，供其耕  
   種維⽣生，以照顧其⽣生活。︒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 退輔會配耕國有農場之⾏行為屬於

公法⾏行為，須受法治國原則之拘
束 

B. 退輔會與受配耕榮民之間成⽴立私
法無償借貸契約，與公⾏行政任務
無關 

C. 退輔會配耕國有農場之⾏行為屬於
私法⾏行為，惟其締約⾃自由應受平
等原則之拘束 

D. 退輔會之配耕⾏行為，係為履⾏行照
顧榮民之公⾏行政任務，不得以私
法契約為之

解析



原價2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2 6 5元  

特價1 5 8 8      點我看更多

⾦金榜題名寶物⽂文昌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50386568


10.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之規定，⾏行政院 
     及其所屬機關原則上應 
     適⽤用本法。︒但下列何機 
     關可以排除在外︖？ 
A.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  
B. 財政部關稅總局 
C. 法務部調查局  
D. 經濟部⽔水利署

解析



1. C                 
解析： 
⾏行政程序法第7條規定：
「⾏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
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
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
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
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
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
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
利益顯失均衡。︒」故選C。︒

回到題⽬目



2. A                 
解析： 
「法律優位原則」，係指
⾏行政⾏行為或其他⼀一切⾏行政
活動，均不得與法律相牴
觸。︒ 「法律優越原則」並
不要求⼀一切⾏行政活動必須
有法律之明⽂文依據，只須
消極的不違背法律規定即
可，故又稱為「消極的依
法⾏行政」。︒故選A。︒

回到題⽬目



3. B                 
解析： 
「公務⼈人員之考試，分定
男女錄取名額」與⾏行政機
關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無
涉，⽽而係關乎平等原則，
故選B。︒

回到題⽬目



4. A                 
解析：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具體規
定為⾏行政程序法第94條：⾏行
政處分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
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
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與第137條第1項第3款：
⾏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
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符
合⼈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
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
理之關聯。︒故選A。︒

回到題⽬目



5. D                 
解析： 
「平等原則」係指⾏行政⾏行為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
待遇(⾏行政程序法第6條)。︒所謂
正當理由，包括：為保障⼈人民
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並
不限制法律授權主管機關，斟
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
法之⽬目的，⽽而為合理之不同處
置(釋字第211號)。︒並非指基於
⾏行政之⾃自我拘束原則，違法者
得主張違法之平等，故選D。︒

回到題⽬目



6. D                 
解析： 
該通令之法律性質為「⾏行政
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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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 
、︑抽象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1項)。︒故選D。︒

回到題⽬目



7. A                 
解析： 
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
由書：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 
，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
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
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
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
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故A錯誤。︒

回到題⽬目



8. A                 
解析： 
⾏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2項規
定：「未依前項規定訂定
處理期間者，其處理期間
為⼆二個⽉月。︒」故選A。︒

回到題⽬目



9. C                 
解析： 
⼤大法官釋字第457號解釋：中華
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國家應促進兩性地位
之實質平等，憲法第七條暨憲法
增修條⽂文第⼗〸十條第六項定有明⽂文。︒
國家機關為達成公⾏行政任務，以
私法形式所為之⾏行為，亦應遵循
上開憲法之規定。︒......係基於照
顧榮民及其遺眷之⽣生活⽽而設，第
配耕國有農場⼟土地，為對榮民之
特殊優惠措施，與⼀一般國民所取
得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間。︒受
配耕榮民與國家之間，係成⽴立使
⽤用借貸之法律關係。︒故選C。︒

回到題⽬目



10. C                 
解析：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條第1項規定：「本法適⽤用
於⾏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
(以下簡稱機關)。︒但國防組
織、︑外交駐外機構、︑警察機
關組織、︑檢察機關、︑調查機
關及海岸巡防機關組織法律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故選C。︒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