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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題

⼄乙、測驗題部分：  

(⼀一)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
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
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
題不予計分。 
 
(⼆二)共25 題，每題2 分，須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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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土地稅法則是 
   民國 66 年 7 ⽉月，兩者規 
   範內容競合時應適⽤用後者 
  ，係依下列何⼀一原則︖？ 
A. 後法優於前法  
B. 從新從優原則  
C.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D. 母法優於⼦子法

解析



2.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提 
   出有關層級化法律保留之⾒見解 
   。︒請問下列何者非該號解釋所 
   提出之內涵︖？ 
A. 屬於憲法保留事項，⽴立法機

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 
B. 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

體⾃自由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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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
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 

D. 給付⾏行政措施受法律規範之
密度較寬鬆，但倘涉及公共
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
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解析



3.下列何者爭議，得提起 
   ⾏行政訴訟︖？ 
A. 國家賠償法之國家賠償

訴訟  
B.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

當選無效訴訟 
C. 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機關

內部⾃自律決議  
D. 不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所為之交通裁決

解析



⾦金榜題名寶物⽂文昌帝君

原價3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4 8元  

特價2 6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51037449


4.下列關於⾏行政罰法之裁罰性不利 
   處分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照⽚片或其

他相類似之處分者，均屬⾏行政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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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狀況
違常，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
業務者，得廢⽌止其執業執照，亦
屬⾏行政罰 

C.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追繳投標廠商
押標⾦金，性質上應屬管制性不利
處分，並非裁罰性不利處分 

D. 關於擅⾃自建造建築物者，除處以
罰鍰外，依建築法規定，尚可勒
令停⼯工或強制拆除，並非裁罰性
不利處分  

解析



5.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執⾏行 
   終結之情形︖？ 
A. 義務⼈人已全部⾃自動履⾏行

其義務  
B. 義務之履⾏行經證明為不

可能 
C. ⾏行政處分經撤銷或變更

確定  
D. 事實上或法律上停⽌止執

⾏行⾏行為

解析



6.關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 
   有⽋欠缺，致⼈人民受損害之國家賠 
   償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供公眾使⽤用之道路、︑橋樑、︑公園

等，在施⼯工建造中亦屬公共設施 
B. 臺灣電⼒力公司所使⽤用之⾼高壓線鐵

塔，並非公有之公⽤用財產，不屬
於公有公共設施 

C. 私⼈人⼟土地上之既成道路，經時效
完成⽽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如經
機關管理養護，則屬公有公共設
施 

D. 臺灣鐵路管理局之輸電設備，其
鐵路利⽤用關係雖為私法性質，但
仍不失為公有之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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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以⼈人民集會違法為 
   由將其強制驅離，請問 
   驅離⾏行為屬於何種⾏行政 
   類型︖？ 
A. 給付⾏行政  
B. 計畫⾏行政  
C. ⼲干預⾏行政  
D. 私經濟⾏行政

解析



8.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律明 
   確性原則之內涵︖？ 
A. 構成要件以抽象概念表

⽰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
理解  

B. 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
圍應具體明確 

C. ⼀一般受規範者得預⾒見  
D. 爭議時得由司法審查加

以確認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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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關聖帝君武財神關公

原價3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8 2元  

特價2 8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2332853276


10.依照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規定，下列何者 
     為三級機關之名稱︖？ 
A. 部  
B. 委員會  
C. 署  
D. 分局

解析



1. C                 
解析： 
按法規對於其他法規所規
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
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
此乃「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原則」。︒針對⼟土地相關稅
賦之徵收，⼟土地稅法即為
稅捐稽徵法之特別法，兩
者規範內容競合時應優先
適⽤用⼟土地稅法，故選C。︒

回到題⽬目



2. B                 
解析： 
⼤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
書關於層級化法律保留之⾒見解
認為：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
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
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
⽅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
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
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
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
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
故B錯誤。︒

回到題⽬目



3. D                 
解析： 
⾏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
項第1款規定：「本法所稱
交通裁決事件如下：⼀一、︑
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八條及第三⼗〸十七條第
五項之裁決，⽽而提起之撤
銷訴訟、︑確認訴訟。︒」故
選D。︒

回到題⽬目



4. B                 
解析： 
醫師法第 8 條之 1 第 1 項
第 3 款規定，罹患精神疾
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
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者，得廢⽌止其執業執照。︒
此⼀一廢⽌止應屬「單純不利
⾏行政處分」，並非⾏行政罰
性質之不利⾏行政處分（參
陳敏《⾏行政法總論》）。︒
故選B。︒

回到題⽬目



5. D                 
解析： 
⾏行政執⾏行法第8條第1項規定
：「⾏行政執⾏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執⾏行機關應依職權或
因義務⼈人、︑利害關係⼈人之申
請終⽌止執⾏行：⼀一、︑義務已全
部履⾏行或執⾏行完畢者。︒⼆二、︑
⾏行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
更確定者。︒三、︑義務之履⾏行
經證明為不可能者。︒」故選
D。︒

回到題⽬目



6. A                 
解析： 
按公共設施不僅須其性質上
係供公共⽬目的使⽤用，且須實
際上亦供公共⽬目的使⽤用，因
此，供公眾使⽤用之道路、︑橋
樑、︑公園等，在施⼯工建造
中，尚未提供公務或公眾使
⽤用，⾃自非公共設施（參陳敏
《⾏行政法總論》）。︒故A錯
誤。︒

回到題⽬目



7. C                 
解析： 
⼲干預⾏行政，係指⾏行政機關為
達成下命、︑禁⽌止或確認之效
果，所採取之抽象或具體措
施，以及必要時所使⽤用之強
制⼿手段，如稅捐稽徵、︑徵收
⼟土地、︑徵召役男、︑勒令歇業、︑
禁⽌止通⾏行等，又稱「侵害⾏行
政」、︑「⼲干涉⾏行政」。︒警察
以⼈人民集會違法為由將其強
制驅離，此等驅離⾏行為屬於
「⼲干預⾏行政」，故選C。︒

回到題⽬目



8. B                 
解析： 
⼤大法官釋字第491號解釋：
法律以抽象概念表⽰示者，
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
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
認，⽅方符法律明確性原則 
。︒故選B。︒

回到題⽬目



9. D                 
解析： 
信賴保護原則之成⽴立要件
為： 
⼀一、︑信賴基礎存在。︒ 
⼆二、︑客觀信賴表現⾏行為。︒ 
三、︑信賴值得保護。︒ 

故選D。︒

回到題⽬目



10. C                 
解析：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6
條第1項規定：  
⾏行政機關名稱定名如下：  
⼀一、︑院：⼀一級機關⽤用之。︒ 
⼆二、︑部：⼆二級機關⽤用之。︒ 
三、︑委員會：⼆二級機關或獨⽴立 
        機關⽤用之。︒ 
四、︑署、︑局：三級機關⽤用之。︒ 
五、︑分署、︑分局：四級機關⽤用 
        之。︒ 
故選C。︒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