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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客家事務行政、戶政、僑務行政（選試英文）、僑務行政（選試

西班牙文）、僑務行政（選試越南文）、僑務行政（選試印尼文）、社會行政、勞工行

政、公職社會工作師、教育行政、體育行政、人事行政、法律廉政、財經廉政、公平交

易管理、農業行政、漁業行政、海洋行政 

科  目：行政法 

郭羿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依戶籍法第 48 條第 1項規定，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 30日內為之。據此，

申請人有依法定期限向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之義務，如申請人不於期限內辦理戶籍登記

者，即依同法(舊法)第 79 條之規定處新臺幣 300 元以上 900 元以下罰鍰。假設國人某甲於國

外結婚後 6 個月，該(新法)第 79 條經修法而變更處以新臺幣 1000 元以上 1500 元以下罰鍰，

故後法比較前法顯有更重之行政罰。申請人於結婚後 1年，始回國申請辦理結婚登記。 

試問：行政機關應依戶籍法第 79 條之新法或舊法來處罰申請人?並請申述其理由。(25 分) 

《考題難易》： 

★★簡單 

《破題關鍵》： 

本題難度低，涉及行政罰法第五條規定，行為人行為時違反之行政法規後，遇到行政機關

裁處時行政法規變更之情形，應適用從新從輕原則，本案應適用行為時較輕之處罰規定。 

【擬答】 

行政機關應依照戶籍法第 79條舊法之規定處罰申請人甲，理由析論如下： 

按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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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涉及行政機關裁罰時適逢法令變更，應適用裁處時或行為時法規之問題，本條採取

從新從輕原則，所謂「從新」係指適用行為後，行政機關裁處當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 

「從輕」原則，指行為時起至行政機關最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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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按戶籍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 30 日內為

之，所謂事件發生依戶籍法之規定包含結婚登記。再按戶籍法第 26 條但書第三款之規

定，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設戶籍者，在國外結婚或離婚，得檢具相關文件，向我

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行政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申請，經驗證後函轉戶籍地或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

或離婚登記。因此當事人於國外結婚者，須檢具相關文件向我駐外領館、代表處、辦事

處辦理驗證後，於三十日內，再辦理結婚登記。 

查本案中，假設甲於國外結婚並辦理驗證程序均於舊法時期，則回國後行政機關裁處

時，戶籍法第 79 條已修法加重處罰，則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5條但書之情形，「裁處前之

法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即戶籍法第 79 條之規定，裁處

甲新台幣 300元以上 900元以下。 

反之，甲雖於國外結婚，但未辦理驗證程序，則不符合戶籍法第 48 條之事件發生後 30

日辦理登記之要件，尚待甲回國辦理結婚登記，惟我國民法婚姻制度改為登記婚之後，

理論上不可能發生結婚事件發生後未於 30日之內辦理登記之情形，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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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直轄市都市發展局依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委託某民間開發公司 B 改造該直轄市之某

老舊市區。B 公司爰於受委託之權限範圍內與甲下水道工程公司締結行政契約，約定甲負責

清理、淨化該市區淤積之下水道，而 B 則於必要範圍內，依法發給甲各項工程許可及廢棄物

清理許可。準此，甲若依約向 B 申請下水道之某工程許可，而 B 拒絕發給時，甲應提起何種

類型之行政訴訟，以為救濟?甲如情況急迫，有聲請暫時權利保護之必要時，應向 B、A，抑

或行政法院聲(申)請那一種類型之暫時權利保護？(25分) 

《考題難易》： 

 ★★★普通 

《破題關鍵》： 

本題難度不低，涉及爭點乃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私人或團體於權限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

關，又人民基於行政契約之權利向行政機關請求作成行政處分，應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而

非課予義務訴訟。又本案訴訟為一般給付訴訟者，應採取之暫時權利保護措施應以行政訴

訟法第 298 條假處分作為依據，向行政法院聲請，並以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私人作為程序

相對人。 

【擬答】 

甲應提行政訴訟法第 8條之一般給付訴訟，理由說明如下： 

按行政訴訟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

上之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

契約發生之給付，亦同。」一般給付訴訟的程序標的為「行政處分以外之行為」，且訴

訟當事人非限於人民告行政機關，尚包括行政機關作為原告，以人民或另外一行政機關

作為被告，提起訴訟者。一般給付訴訟之程序標則以行政處分以外之給付，包含一定行

為之作為或不作為，例如財產上之給付，或為一定意思表示、事實行為等。其中，基於

公法上行政契約所發生之給付，亦同。 

查本案中，Ｂ開發公司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與甲公司締結公法上之行政契約，B 開發公司

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3 項參照），又本契

約應屬於行政程序法第 137 條之雙務契約，Ｂ開發公司有義務發給甲各項工程許可及廢

棄物清理許可，甲公司則有義務淨化該市區淤積之下水道，先與敘明。惟Ｂ開發公司拒

絕發給甲工程許可，該工程許可應屬於授益行政處分。有疑問者，若行政機關不履行行

政契約中所負作成「行政處分」之義務，人民可否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8 條規定，請求行

政機關作成特定處分？ 

肯定說認為行政機關依行政契約應為特定之行政處分時，該處分係非財產上給付，因

為行政機關未依約為行政處分時，非行政訴訟法第 5 條「依法申請之案件」，且行政

機關拒絕作成行政處分，原則上應經訴願之先行程序以審查行政機關拒絕作成行政處

分有無違法或不當，故其契約相對人所得提起者，應為一般給付訴訟較為恰當。 

否定說則認為，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類型，因課予義務訴訟以行政處分為程序標

的，但不以程序標的之存在為必要，必須要以原告請求之標的是否為行政處分而定。 

本文採肯定說之見解，因本案係基於行政契約請求作成公法上非財產上之給付，仍應依

行政訴訟法第 8 條一般給付訴訟主張之。 

甲如情況急迫，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298 條向行政法院聲請假處分作為暫時權利保護措施，

並以Ｂ公司作為聲請相對人： 

行政訴訟法第 298 條規定：「Ⅰ公法上之權利因現狀變更，有不能實現或甚難實現之虞

者，為保全強制執行，得聲請假處分。Ⅱ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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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Ⅲ前項處分，得命先

為一定之給付。Ⅳ行政法院為假處分裁定前，得訊問當事人、關係人或為其他必要之調

查。」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為行政訴訟法第 298 條第 2 項規定，目的乃為改變現狀，係為

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故行政法院定暫時狀態，如有暫時實現本案請

求之必要者，得先命為一定給付，此種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係用以對爭執法律關係作成

「暫時性規制」，甚至可以暫時設定或擴張聲請人之法律地位。又假處分具有補充性之

要求，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299 條規定：「得依第一百十六條請求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

行者，不得聲請為前條之假處分。」必須無從以停止執行作為暫時權利保護之方法者，

才可以提起假處分。 

行政訴訟法第 25 條規定：「人民與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因受託事件涉訟

者，以受託之團體或個人為被告。」查本案中，A 直轄市都市發展局依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委託某民間開發公司 B 改造該直轄市之某老舊市區，依據大法官釋字 269 號解

釋意旨及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

內，視為行政機關。」B 公司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權限範圍內應視為行政機關，並以

B 公司作為行政訴訟之被告機關。  

因此甲於本案訴訟中既然應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類型，則請求暫時權利保護措施之目的

並非在於停止行政處分之效力，而係希望Ｂ公司作成行政處分，甲公司應以Ｂ公司作為

暫時權利保護措施之程序相對人提起假處分類型，請求行政法院裁定命Ｂ公司先發給甲

工程許可，以避免急迫之危險。 

 
 

乙、測驗題部分： 

 
 關於行政法法源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緊急命令係取代或暫停法律之規範，故其不得作為行政法之法源  

法規命令規範事項雖屬行政機關內部事務，但仍可作為行政法之法源  

由立法院審議通過產生國內法律效力後，係屬行政法之法源  

行政規則在對人民權利有所限制時，才能例外作為行政法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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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須有法律或有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依據始得為之？ 

補助國旅         吊銷證照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 不涉及重大公益之給付行政 

  關於訴訟紛爭之解決途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府機關採購物品之履約爭議，得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消費者向公營銀行貸款之履約爭議，得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不服台灣電力公司計收電費之通知，得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申請購買國民住宅，因資格不符而遭拒絕，得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關於行政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依現行法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為行政法人  

依現行法制，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為行政法人  

地方自治團體具有公法人之法律地位  

里長雖經選舉，但「里」不具地方自治團體之法律地位 

  關於委託行使公權力之概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  

委託行使公權力得僅限於私經濟行政  

委託方式得以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為之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稅捐稽徵機關為確認某納稅義務人及其扶養親屬之資料，函請戶政機關提供戶籍資

料，性質屬於下列何者？  

職務協助 權限委託  權限委任 委辦 

  下列何者無公務員懲戒法之適用？  

私立學校之教師 

具公務員身分之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人員  

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 

公立學校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 

  關於公務人員之權利救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辭職若遭拒絕，因屬機關內部之管理措施，公務人員若不服該決定，應向原服務機

關提起申訴  

於復審程序或再申訴程序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得依職權或依申請，進行

調處 

公務人員提起申訴、再申訴，應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之 

公務人員不服復審之決定，得申請再審議，若對再審議之決定仍不服，得續提行政

訴訟 

  依實務見解，關於公務人員之考績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長官對於下屬收賄罪證確鑿，僅得依公務員懲戒程序處理  

乙公務員表現優異，年終考績獲甲等，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 1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丙機關就所屬公務員之考績案，送銓敘部審定時，若銓敘部發覺有違考績法情事

時，銓敘部得自行更定 

丁公務員平日辦公常遲到早退，遲誤公務，應以專案考績，列為丁等 

  關於行政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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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必要時，該機

關亦可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為之替代  

行政機關訂定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時，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 

中央主管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統一解釋法令及認定事實而就委辦事項所訂頒之解釋

性規定，亦拘束地方政府 

  關於授權命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律得授權以命令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惟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應具體明確  

行政機關訂定授權命令時，得依職權舉行聽證  

授權命令之制定須符合比例原則  

法律授權制定命令，不得以概括授權方式為之 

  對於行政處分之司法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屬於急迫危險之預斷，行政機關享有判斷餘地  

對於屬於高度屬人性或專家委員會之判斷，司法應採較低審查密度  

行政法院對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包括合法性與妥當性審查 

原則上行政法院對案件事實負有依職權審查之義務 

  行政機關對於未依法應於行政處分書類中記明理由作出之處分，經過調查後重新補充

處分理由者，此等行為在學理上稱為： 

行政處分之撤銷  行政處分之補正  行政處分之廢止  行政處分之轉換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授予利益行政處分之廢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廢止，應自廢止原因發生後 3年內為之  

行政處分經廢止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  

行政處分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 

行政處分之廢止，於補償受益人財產上之損失後始生效力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契約關係？ 

行政機關與醫事服務機構締結提供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契約  

公立學校聘任教師之契約關係  

學生與教育部指定之銀行締結就學貸款契約 

主管機關與志願役士兵約定最少服役年限 

  依實務見解，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人死亡後之行政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納稅義務人死亡後，其纳税能力消滅，無須再予以徵繳 

行政機關課以義務人履行公法上義務之怠金，具有一身專屬性，不得由繼承人繼承  

罰鍰義務人死亡後，仍得就其遺產，進行行政執行 

行政法院依法律規定，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僅得依民事執行程序，為假扣押、

假處分之裁定 

  關於行政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甲飲酒駕駛汽車，為警攔查，發現其吐氣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經裁罰新臺幣 10

萬元；而涉刑事犯罪部分，另經法院判處罰金新臺幣 3萬元，基於從輕原則，監理機

關依法不可事後再裁決命甲補繳納新臺幣 7萬元  

行政罰之裁處權時效，因天災、事變或依法律規定不能開始或進行裁處時，應停止其進行  

乙同一行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A、B機關均有管轄權，因 A機關處理在先，因

此依法應由 A機關管轄該案件  

行政機關執行行政罰職務之人員，應向違反行政法規定之行為人出示其執行職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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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並告知其所違反之法規 

  行政執行法有關行政執行即時強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國家賠償 

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為預防危害之必要，得扣留之  

對於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以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有迫切之危害，

非進入不能救護者為限 

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得請求補償 

  有關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原則上應主動公開  

政府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時，得向申請人收取費用  

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原則上不公開或提供 

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不得提起行政救濟 

  依訴願法規定，下列何者得提起撤銷訴願？ 

請求確認法規命令無效遭拒絕  對已執行拆除完畢之建物拆除處分  

對已繳納執行完畢之罰鍰處分 申請公務員迴避遭行政機關駁回 

  關於訴願決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訴願決定確定後，就該事件，有拘束原處分機關之效力  

訴願決定確定後，就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事件，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受其拘束  

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並

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理訴願機關  

內政部之行政處分，經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內政部為確認其處分是否合法，得向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關於行政訴訟法上停止執行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法院認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裁定停止

執行  

訴訟繫屬中行政處分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 

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前，原處分機關已依職權停止執行者，應為駁回聲請之裁定 

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行政法院不得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 

  關於我國行政訴訟制度之訴訟案件管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不動產徵收、徵用或撥用之訴訟，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重新審理之聲請專屬最高行政法院管轄  

交通裁決事件原則上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終審法院 

定行政法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 

  依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有關國家賠償之成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依法對特定人民負有作為義務而已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倘故意過失怠於執

行職務時，有國家賠償之適用  

公務員在裁量收縮至零之情況下違反法律規定，此違法不僅是客觀法秩序違反，容

有公權利侵害之可能 

透過新保護規範理論，得探究系爭規定是否於立法目的上有保護特定之當事人，以

為其主張救濟之依據  

國家賠償之請求權限於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享有向行政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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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非屬損失補償之適用範圍？ 

主管機關勘查測量風景區範圍，進入私人土地造成農作物或地上物毀損  

私有古蹟或歷史建築坐落於第三人土地上，限制土地所有權使用收益 

學童依法律接種疫苗後發生嚴重疾病或身心障礙 

農民依主管機關行政指導休耕某作物後，因該作物價格暴漲，造成農民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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