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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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並附理由說明下列情形應採取何種送達方式：

（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某甲所有之機車，經乙縣政府所屬環境保護局自環保署機車排氣定

檢資訊管理系統，篩選發現逾期未實施 109 年度排放空氣污染物定

期檢驗，經該環境保護局以甲車籍地址（乙縣快樂鄉快樂路 8 號；

即快樂鄉戶政事務所）為寄送地址，以民國（下同）109 年 10 月 8

日乙環空字第 1090029425 號函通知甲於 110 年 10 月 31 日（同系

爭機車 109 年度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期限）前完成 109 年度

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惟屆期甲仍未完成檢驗，違反空氣污染防制

法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乙縣政府爰依同法第 80 條第 1 項規定裁

處新臺幣 5 百元罰鍰，並將裁處書送達甲戶籍地址（乙縣快樂鄉快

樂路 8 號；即快樂鄉戶政事務所），經郵務機構以該址無此人為由

退回。此時，乙縣政府應以何種方式完成送達？

承，設若乙縣政府將該案罰鍰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管轄之分署

執行，經該分署審認本案執行名義於送達時，應受送達人即義務人

在法務部矯正署乙縣監獄服刑中，此時該 5 百元罰鍰裁處書應採何

種方式以完成送達？

某 A 所有之機車，經 B 縣政府所屬環境保護局自環保署機車排氣

定檢資訊管理系統，篩選發現逾期未實施 110 年度排放空氣污染物

定期檢驗，核認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B 縣政

府爰依同法第 80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新臺幣 5 百元罰鍰，並將裁處

書送達 A 戶籍地址；惟應受送達人（即 A）或其同居人、受雇人、

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該裁罰書。此時應採何種方式以

完成送達？



代號：32650
33350

頁次：5-2

某 X 於 Y 縣開心鄉開心村後寮 120 號設廠從事建材批發、室內裝
潢業。Y 縣政府所屬環境保護局於 110 年 3 月 23 日接獲消防通報
該廠發生火災，該局爰於同日 23 時 5 分許派員前往稽查，發現現
場堆放廢塑膠，因 X 管理不善導致發生火災產生異味污染物，核
認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Y 縣政府爰依
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及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
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規定，裁處新臺幣 67 萬 5 千元罰鍰，並將此
裁罰書於 110 年 7 月 9 日以雙掛號郵件寄到 X 之公司登記地址。
但未獲會晤 X 之代表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
達處所接收郵件人員。此時該裁處書應採何種方式以完成送達？
承，設若該裁罰書以雙掛號郵寄至 X 之公司登記地址，雖未獲
會晤 X 之代表人，但由其受雇人 Z 蓋章代為收執。此係何種方式
之送達？

二、中央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0 條第 4 項授權設置「預防接種受

害救濟基金」，並訂定「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以

下簡稱審議辦法），提供疫苗接種受害者申請救濟。而預防接種受害
救濟基金來源，係依審議辦法第 3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疫苗製造或

輸入廠商應繳納一定金額，充作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每一人劑疫

苗，徵收新臺幣一點五元。」同時依審議辦法第 5 條規定救濟之種類
有死亡給付、障礙給付、嚴重疾病給付及其他不良反應給付之四種類。

審議辦法第 9 條規定，設置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

議小組）以辦理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審議。
今某甲因接種疫苗出現局部過敏之不良反應，依審議辦法規定請求

救濟，填具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申請書，並檢附受害證明向接種地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接種地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於 7 天內就預防接
種受害進行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填入預防接種受害調查表，送請中

央主管機關審議。中央主管機關於案件資料齊全之次日起交由審議

小組於 6 個月內完成審定。案經審議小組鑑定預防接種與受害情形
關聯性後，認定為「無關」，惟考量甲為釐清症狀與預防接種之關係

所施行之合理檢查及醫療費用，依審議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核予新臺幣 10 萬元。於是，中央主管機關將審議小組之審議結果
報請機關首長核定後，以書面通知請求權人，並副知接種地主管機

關。試問：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給付之法律性質為何？（15 分）
甲對該救濟給付審定結果若不服，應如何提起救濟？（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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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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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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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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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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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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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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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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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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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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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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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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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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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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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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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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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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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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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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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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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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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納稅能力消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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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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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

件，並告知其所違反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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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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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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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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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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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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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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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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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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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