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儲備約僱人員招考筆試試題 

科目:行政法及民、刑法概論  

考試時間: 1 小時                                准考證號碼：                   

※注意：請依據試題題號將答案依照順序使用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

者，不予計分。 

1. 行政處分與觀念通知的主要差異為何？(A)是否有書面(B)是否有機關首長署名(C)是否有送達

相對人(D)是否有對相對人權益發生影響。 

2. 依行政訴訟法規定，提起撤銷訴訟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至遲多久內為之？(A)1 個月(B)2 個

月(C)30 天(D)3 個月。 

3. 環境保護局將廢棄車輛移置保管場之行為，為下列何種行政行為？(A)行政處分(B)行政指導

(C)事實行為(D)行政命令。 

4. 下列何種情形違反「一事不二罰」之原則？(A)同一樣式之廣告於新北市立圖書館及板橋車站

違規張貼，分別處以罰鍰(B)未開立統一發票而逃漏稅，分別依行為罰及漏稅罰處以罰鍰(C) 

事業排放廢水，違反放流水標準者，處以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按次

處罰(D)酒醉駕車除處以罰鍰外，並吊扣駕照。 

5. 下列關於行政處分撤銷與廢止比較之敘述，何者錯誤？(A)撤銷係針對違法之行政處分，行政

處分一經撤銷，原則上溯及既往失其效力(B)廢止係針對合法行政處分，原則上自廢止之時起

向未來失其效力(C)撤銷違法行政處分時，以其具有實質違法為限，不得因方式之瑕疵而予撤

銷(D)撤銷得由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之，但廢止則僅得由原處分機關為之。 

6. 原行政處分之執行與訴願的關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原行政處分之執行，應立刻停止(B) 

原行政處分之執行，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因提起訴願而停止(C)限於原行政處分之合法性或

妥當性顯有疑義者，受理訴願機關始得依職權就原行政處分停止執行(D)訴願法規定若有急

迫情事，受理訴願機關即應依職權停止執行。 

7. 某甲於新北市水庫蓄水範圍區域內傾倒垃圾，依水利法第 92 條之 2 規定處新臺幣 25 萬元至

500 萬元，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50 條規定，處新臺幣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對甲之裁

罰應如何定其管轄機關？(A)由某甲自行決定管轄機關(B)水利法之主管機關(C)廢棄物清理法

之主管機關(D)由水利法與廢棄物清理法之主管機關協議之。 

8. 於應送達處所不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下列何者？(A)與應送達人熟識的隔壁

鄰居(B)應受送達人之雇主(C)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D)與應送達人在該行政程序上利害

關係相反之同居人。 

9. 某甲偽造購買證明申請電動機車補助，主管機關不察而核准，1 年後主管機關發現事實，主

管機關得採取何種措施？(A)廢止該處分，並給予補償(B)撤銷該行政處分，並請求返還過去

所領得之補助(C)基於信賴保護不得撤銷該處分(D)撤銷該行政處分，但不得請求返還過去所

領得之補助。 

10. 依行政罰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行政罰法所稱之行為人僅限於自然人(B)行為人違反行

政法上義務之行為出於過失者不罰(C)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者，依從

輕原則，按行政罰規定加以處罰(D)罰鍰，得因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所得之利益高過法定罰鍰最

高額之情形下，於所得利益之範圍內酌量加重。 

11. 依行政執行法有關行政執行期間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A)原則上，行政執行自處分確

定之日起 5 年內未經執行者，不再執行(B)原則上，若行政執行自處分確定之日起 5 年屆滿前

已開始執行者，仍得繼續執行(C)若行政執行自處分確定之日起 5 年屆滿前已開始執行者，仍

得繼續執行，但自 5 年屆滿之日起已逾 5 年尚未執行終結者，不得再執行(D)為保障人民權

益，行政執行法有關行政執行期間之規定，其他法律不得另為特別規定。 

12. 關於行政罰裁處權時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3 年期間之經過而消

滅(B)行政罰裁處權時效期間之計算，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發生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

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C)行政罰之裁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

銷而須另為裁處者，其裁處權時效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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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其進行。 

13.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下列何者不是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A)查詢

或請求閱覽(B)請求製給複製本(C)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D)請求刪除他人資料。 

14. 甲、乙、丙兄弟 3 人未經申請水土保持機關之許可，即擅自聯手開闢其共有之山坡地並興

建農舍，依規定應科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之罰鍰，試問主管機關應如何處斷，

方屬合法？(A)擇一處罰(B)科處一罰鍰由兄弟 3 人共同負責(C)依其行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

罰之(D)基於平等原則分別科處相同之處罰。 

15. 下列行政訴訟法所定之訴訟種類，何者非以行政處分為程序標的？(A)撤銷訴訟(B)申請遭否

准之訴訟(C)怠為處分訴訟(D)一般給付訴訟。 

16. 下列有關民法行為能力之敘述，何者錯誤？(A)受監護宣告之人，無行為能力(B)7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未成年人，有限制行為能力(C)無行為能力人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得單獨為有效的

法律行為(D)剛滿 18 歲之甲男訂定婚約，應得法定代理人同意。 

17. 民法上消滅時效期間經過後發生何種法律效果？(A)不得起訴(B)生失權效果(C)請求權消滅(D) 

發生抗辯權。 

18. 下列關於行政罰的敘述，何者錯誤？(A)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以處罰故意為原則，過失

行為之處罰以法律有明文規定為限(B)滿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C)不

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D)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

處罰。 

19. 下列關於貪污治罪條例相關法條之敘述，何者錯誤？(A)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構成犯罪(B)對於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

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不構成犯罪(C)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等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構成犯罪(D)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

務，明知違背法令等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者，構成犯罪。 

20. 某甲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遭主管機關勒令停工，若處分書中未載明某甲所違反之法規條次，

背面還有試題 



則該處分最可能因違反下列何種行政法原則而違法？(A)信賴保護原則(B)有利不利一體注意

原則(C)比例原則(D)明確性原則。 

21. 依行政罰法規定，違反行政法義務應受法定罰鍰最高額新臺幣多少元以下，行政機關認情節

輕微以不處罰為適當者，得免於處罰？(A)6,000(B)5,000(C)4,000(D)3,000。 

22. 依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下列何種行為，公務員經長官許可後即得為之？(A)以私人名義發表

有關職務之談話(B)洩漏政府機關之機密(C)經營商業(D)於所辦事件收受餽贈。 

23.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關於旋轉門條款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公務員於其

離職後 5 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3 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事業顧問(B)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5 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3 年內之職務相關之營利事業顧問(C)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3 年

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5 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顧問(D)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3 年

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5 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事業顧問。 

24. 依行政罰法規定，關於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應如何處罰之？(A)依

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B)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即不得重複裁處(C)由受

理在先之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如何裁處(D)分別處罰之。 

25.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主管機關對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因幾年間不行使而消滅？(A)15 年(B)10

年(C)5 年(D)2 年。 

26. 依行政訴訟法規定，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前，應踐行何種程序？(A)請願(B)訴願(C)陳情 

(D)抗告。 

27. 基於法律保留原則之精神，行政機關作成下列哪一個行為時，無須法令之依據？(A)認定人民

是否符合低收戶之資格，並核發低收入戶生活扶助金(B)對於因夜間施工引發噪音污染，訂定

處理人民陳情之作業要點(C)公告產品中含有塑化劑之廠商名單，並要求產品全面回收下架(D)

要求疑似感染法定傳染病之人於指定之醫院接受強制隔離治療。 

28. 下列有關書面行政處分之送達，何者正確？(A)對公同共有人中之 1 人為送達者，其效力及於

全體(B)對於無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人可逕為送達(C)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本人

時，將文書交付同居人、受雇人或接收郵件人員，未將文書交付本人，仍不發生送達效力。

(D)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有 2 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之 1 人為之。 

29. 下列有關行政罰法中有關裁處之審酌，何者錯誤？(A)應考量行為人以往素行(B)應考慮當事

人違規行為所生結果，其損害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的程度範圍(C)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

利益(D)得考量受罰者資力。 

30. 下列何者情形，不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A)電信業者因行銷需要而蒐集個人資料(B)民

眾因辦理家庭活動蒐集個人資料(C)公務機關因進行人口普查蒐集個人資料(D)公務機關因學

術研究蒐集個人資料。 

31.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下列何種政府資訊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A)政府機關作成意思

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B)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

址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C)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律、緊急命令、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

(D)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32. 依現行行政執行法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機關為何？(A)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B)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C)作成原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D)財政部國庫署。 

33. 依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公務員遇有與其職務有利害關係者所

為之餽贈，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 3 日內送交政風室處理 (B)公務員參加職務有利害

關係者因結婚所舉辦之活動時，得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C)以公務員配偶、直系血親、同

財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財物，並不算是公務員受贈財物 (D)公務員對於長官所餽贈之獎勵、

救助或慰問財物，係偶發且無影響特定權利義務之虞時，仍須報備始得受贈之。 

34. 甲將土地出租給乙使用，約定每年租金 10 萬元，如果乙積欠租金，甲對乙之租金請求權時

效為幾年？(A)1 年(B)3 年(C)5 年(D)15 年。 

35. 甲已年滿 6 歲，自行拿零用錢去便利商店買飲料，請問這樣的交易行為於民法上效力為何？

(A)有效，屬日常生活所必需者(B)有效，是用自己零用錢買的(C)無效，非純獲法律上利益(D)

無效，應由法定代理人代替他買。 

36. 下列有關民法上「法人」的敘述何者為錯誤？(A)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B)法

人之清算，屬於縣市政府監督(C)設立社團者，應訂定章程(D)法人應設董事。 

37. 請問下列對於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圖利罪」之構成要件敘述何者錯誤？(A)包含故意及過失 

(B)須違背法令(C)須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D)須因而獲得利益。 

38. 甲為環保稽查員，稽查發現乙工廠偷排放廢水，乙工廠老闆給甲紅包，要求不要告發污水問

題，乙工廠老闆之行為可能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何罪？(A)竊取公有財物罪(B)違背職務行賄罪 

(C)對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D)非公務員，不成立犯罪。 

39. 承攬機關採購案之廠商郵寄水果禮盒到公務員家中，依據新北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規定

應如何處理？(A)非在公眾場合可以直接收下(B)可以由配偶代收，不關公務員的事(C)將禮盒

直接寄回廠商，假裝不知道(D)交由機關政風室處理。 

40. 新北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所稱「受贈財物之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是指市價不超過

新臺幣多少元？(A)500 元(B)1,000 元(C)3,000 元(D)5,000 元。 

41.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情節重大者，必要時，得廢止其操作許可，依行政罰法規定，屬於

何種裁罰性之不利處分？(A)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B)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C)影響

名譽之處分(D)警告性處分。 

42. 下列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敘述何者錯誤？(A)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

分署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B)執行人員於查封前，發見義務人之財產業經其他機關查封者，

應再行查封(C)義務人顯有逃匿之虞時，行政執行分署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D)行政執行分署

執行拘提管收之結果，應向裁定法院提出報告。 

43. 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因不動產徵收、徵用或撥用之訴訟者，由何法院管轄？(A)被告住所地

之地方法院(B)被告住所地之行政法院(C)原告住所地之行政法院(D)不動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 

44. 依刑法之規定，下列何種宣告刑不得易服社會勞動？(A)3 個月有期徒刑(B)6 個月有期徒刑 

(C)9 個月有期徒刑(D)拘役。 

 



45. 法院認定甲成立 3 項罪名，分別宣告 7 年有期徒刑、12 年有期徒刑、14 年有期徒刑。依刑法

第 51 條之規定，法院得定下列何種執行刑？(A)10 年有期徒刑(B)15 年有期徒刑(C)33 年有期

徒刑(D)無期徒刑。 

46. 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原有之刑之宣告效力為何？(A)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B)

其刑之宣告以已執行論(C)其刑之宣告以赦免論(D)其刑之宣告以受撤銷論。 

47. 下列有關行政處分之敘述，何者為錯誤？(A)行政處分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無

效(B)行政處分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無效(C)行政處分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無效  

(D)行政處分之無效，行政機關得依職權確認之。 

48. 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

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稱為：(A)行政規

則(B)行政處分(C)行政契約(D)行政指導。 

49.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下列何者不是機關應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A)承辦人之姓名、電話

及負責之業務(B)施政計畫(C)行政指導有關文書(D)預算及決算書。 

50. 依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敘述錯誤？(A)機關首長兼任學校教學工作，無須經過上級

主管機關許可(B)公務員依法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C)公務員於

所辦事件，不得收受任何餽贈(D)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