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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資料 

一、中文部分： 

（一）專書（按著者姓氏順序）： 

1. Hartmut Maurer 著，高家偉 譯，行政法學總論，元照

出版社，2002，初版第1刷 

2. 李震山，行政法導論，三民書局，2001，修訂四版 

3. 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

障為中心 

4.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自版，2005.8，九版 

5.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自版，1999.5，修訂版 

6.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自版，2004.6，第三版 

7. 吳庚大法官榮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公法學與政治理論

－吳庚大法官榮退論文集，元照出版社，2004.10，初

版一刷 

8.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憲法權力分立，學

林文化，2004，一版 

9. 林明昕，公法學的開拓線－理論、實務與體系之建構，

元照出版社，2006，初版 

10. 林紀東，行政法，三民書局，1990.9，修訂五版 

11. 林錫堯，行政法之基本理論，三民書局，1988.8，五版 

12. 法治斌，人權保障與司法審查，月旦出版社，1994.1，

出版 

13. 法治斌，人權保障與釋憲法制，月旦出版社，1993.9，

再版 

14.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元照出版社，2004，二版 

15. 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法治與現代行政法

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元照出版社，2004.5，初

版一刷 

16. 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戶松秀典（編著），

周宗憲譯，憲法（下），元照出版社，2001，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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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濃部達吉 著，黃馮明譯，公法與私法，1988，臺三

版 

18. 城仲模主編，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三民書局，2004

，初版 

19. 城仲模主編，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二），三民書局

，2007.6，初版 

20. 翁岳生，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自版，1990，十一版 

21. 翁岳生，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月旦出版社，1997

，一版 

22. 翁岳生，行政法，元照出版社，2006，三版 

23. 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當代公法理論－翁

岳生教授六秩誕辰祝壽論文集，月旦出版社，1993.5，

初版 

24. 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當代公法新論（上

）（中）（下）－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

出版社，2002.7，初版一刷 

25. 翁岳生，行政訴訟法逐條釋義，五南圖書，2002.11，

初版一刷 

26. 張文郁，權利與救濟－以行政訴訟為中心，元照出版社

，2005，初版 

27. 康炎村，租稅法原理，文笙書局，1987，初版 

28. 許宗力，法與國家權力，自版，1992 

29. 許宗力，憲法與法治國行政，元照出版社，1999，初版 

30. 湯德宗，行政程序法論，元照出版社，2005，二版 

31. 湯德宗，權力分立新論（卷一）、（卷二），元照出版社

，2005，初版 

32. 程明修，行政法之行為與法律關係理論，新學林出版，

2005，初版 

33. 曾華松大法官古稀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義薄雲天˙

誠貫金石－論權利保護之理論與實踐，元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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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初版一刷 

34. 黃宗樂教授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黃宗樂教授六秩祝

賀公法學篇（一）、（二），學林文化，2002 

35. 黃俊杰，行政程序法，元照出版社，2006，初版 

36. 黃俊杰，憲法稅概念與稅條款，傳文文教事業，1997.11

，一版二刷 

37. 黃俊杰，稅捐正義，翰蘆圖書，2002.12，初版 

38. 黃俊杰，納稅者權利保護，翰蘆圖書，2004.2，初版 

39. 黃俊杰，財政憲法，翰蘆圖書，2005.3，初版 

40. 葛克昌，稅法基本問題（財政憲法篇），元照出版社，

2005.9，二版一刷 

41. 葛克昌，國家學與國家法，元照出版社，1997.9，一版

二刷 

42. 葛克昌，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翰蘆圖書，2005.9

，增訂版 

43. 葛克昌、林明鏘主編，行政法實務與理論（一），元照

出版社，2003.3，初版一刷 

44. 董保城，法治與權利救濟，元照出版社，2006，初版 

45. 葉俊榮，面對行政程序法，元照出版，2002，初版 

46. 葉俊榮，行政法案例分析與研究方法，三民書局，2000

，初版 

47. 塩野宏著，劉宗德、賴恆盈譯，行政法Ⅰ，月旦出版社

，1996.5，初版 

48. 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學林文化，2000.12，一版

二刷 

49. 陳清秀，稅法總論，元照出版社，2006，四版 

50. 陳清秀，行政訴訟法，自版，2002.9，二版 

51. 陳敏，行政法總論，自版，2004.2，四版 

52. 陳敏  譯，德國租稅通則，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發行

，1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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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陳敏  等譯著，德國行政法院法逐條釋義，司法院印行

，2002.10 

54. 陳新民，公法學劄記，自版，1983 

55. 陳新民，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上、下），三民書

局，1990.1 

56. 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三民書局，2005.9，修訂八版 

57. 陳慈陽，基本權核心理論之實證化及其難題，翰蘆圖書

，2002，一版 

58. 陳慈陽，憲法規範性與憲政現實性，翰蘆圖書，1997，

初版 

59. 蔡志方，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四），正典出版文化有

限公司，2004，一版 

60. 蔡志方，行政救濟法新論，元照出版社，2000.1，初版 

61. 蔡秀卿，現代國家與行政法，學林出版社，2003.6，一

版 

62. 蔡茂寅、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行政程序法實用，

學林出版社，2001.10，二版 

63. 鍾國允，憲政體制之建構與發展，翰蘆圖書，2006.2 

64. 顏慶章，租稅法，月旦出版社，1996.9，修訂版 

65. 蘇永欽，違憲審查，學林文化，1999，一版 

66. 蘇永欽，合憲性控制的理論與實際，月旦出版社，1995

，一版 

67. 蘇永欽，憲法與社會文集，自版，1988，初版 

68. 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自由˙責

任˙法－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社

，2005.8，初版一刷 

69. 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損失補償、行政程序法，元照出

版社，2005.7，初版 

70. 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元照出版

社，2004.1，初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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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命令、行政處罰及行政爭訟

之比較研究，翰蘆圖書，2001.12 

72. 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救濟、行政處罰、地方立法

，元照出版社，2000.12，初版一刷 

（二）期刊論文： 

1. 司法院，吳綺雲編譯，行政程序之重新進行與行政法院

判決既判力拘束之關係，司法院編譯德國行政訴訟事件

裁判選輯，1997.6 

2. 王浦傑，行政程序法之內涵及其實際: 由各行政行為作

成之程序立論，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研究發展項目研

究報告，2002 

3. 林素鳳，程序重新、訴願再審與再審之訴－兼評台北市

政府九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府復字第○九一一九○二七

五○一號復審決定，月旦法學雜誌第118期，2005.3 

4. 洪家殷，論行政處分程序之再度進行－以德國一九七六

年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

第45期，1992.6 

5. 張文郁，行政處分之形式存續力和依法行政原則之維護

，月旦法學雜誌第88期，2002.9 

6. 張文郁，行政訴訟中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之研究，收錄

於輔仁大學法律系，行政訴訟制度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95.3.25。 

7. 程明修，行政處分之權限－評最高行政法院九四年裁字

第二五六五號裁定，台灣本土法學第80期，2006.3 

8. 黃源浩，再探稅務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李模務實法學

基金會第八屆法學論文徵選優勝作品集判解研究彙編

（八），2004.1 

9. 傅玲靜，遺產稅之核定與行政程序之重新進行，月旦法

學教室第55期，2007.5 

10. 傅玲靜，論行政程序之重新進行，月旦法學雜誌第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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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07.8 

11. 劉宗德，行政法講座（上）－行政法學方法論，內政部

警政署日新雜誌第3期（半年刊），2004.8 

12. 劉宗德，行政法講座（下）－行政程序法，內政部警政

署日新雜誌第4期（半年刊），2005.1 

13. 劉宗德，憲法解釋與訴訟權之保障－以行政訴訟為中心

，司法院大法官九十三年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9 

14. 陳清秀，稅務行政爭訟的審理範圍，月旦法學雜誌第136

期，2006.9 

15. 陳敏，憲法之租稅概念及其課徵限制，政大法學評論第

24期，1981.12 

16. 陳敏，租稅課徵與經濟事實之掌握，政大法學評論第26

期，1982.12 

17. 陳敏，租稅法之消滅時效，政大法學評論第32期，

1985.12 

18. 陳敏，行政法院有關依法行政原則裁判之研究，政大法

學評論第36期，1987.12 

19. 陳敏，租稅行政處分之通知，政大法學評論第47期，

1993.6 

20. 陳敏，租稅法之解釋函令，政大法學評論第57期，1987.6 

21. 陳敏，溯及影響租稅債務之事項，政大法學評論第41期

，1990.6 

22. 陳敏，租稅法之返還請求權，政大法學評論第59期，

1998.6 

23. 陳敏，憲法之租稅概念及其課徵限制，政大法學評論第

24期，1981.12 

24. 賴恆盈，行政訴訟裁判拘束力之研究，台灣本土法學第

103期，2008.2 

25. 蔡志方，論爭訟性與非爭訟性之行政程序重開，全國律

師，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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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蔡震榮，行政程序重開之探討，中華警政，2003.9 

27. 蕭文生，行政處分之更正，月旦法學教室第63期，

2007.12 

（三）學位論文： 

1. 王志中，行政程序法在訴願程序之適用，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2. 王忠一，論我國之訴願再審制度－兼論行政程序法上程

序重新開始，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3. 吳文城，論我國之程序基本權及其所形成之程序保障體

系，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4. 張世昌，行政訴訟程序上行政處分理由之追補，中原大

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3 

5. 張家芳，論行政程序法於租稅行政上之適用－以事前正

當行政程序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2005 

6. 張煜奇，我國租稅救濟制度之探討，逢甲大學會計與財

稅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7. 程明修，論對已終結行政處分之行政訴訟，中興大學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8. 鄧德倩，論租稅行政之程序保障－以租稅確定程序為中

心，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9. 陳清秀，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

士論文，1990 

（四）政府出版品： 

1. 司法院（吳綺雲編譯），德國行政訴訟事件裁判選輯，

1997.6 

2. 司法院，公法私法之區別、行政法一般原則、行政處分

之定義－解釋、裁判選輯，2000.12 

3. 司法院，稅捐稽徵法司法實務見解選輯，2005.6。 

4. 司法院，司法院研商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等草案之救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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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司法週刊，2007.3.23 

5. 司法週刊社，行政訴訟上有關行政處分之研究，1984，

再版 

6. 立法院法制委員會編印，行政程序法案，2000 

7. 行政法院，德國行政訴訟制度及訴訟實務之研究，

1998.6 

8.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編印，行

政程序法之研究－行政程序法草案，1980 

9. 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解釋及諮詢小組會議記錄彙編，

2001.12 

10. 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裁判要旨彙編（三），2006.10 

11. 財政部稅制委員會，稅捐稽徵法令彙編，2003.12 

12. 臺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訴願專論選輯（訴願新制

專論系列之七），2006.12 

二、外文部分：（按出版年度順序） 

（一）日文專書： 

1. 松澤智、小川英明，租稅爭訟法，青林書院，1988，初

版 

2. 金子宏，租稅法，弘文堂，2002，第8版 

3. 関哲夫，行政不服審查法，酒井書店，2005，初版 

4. 增田英畝，租稅憲法學，成文堂，2006.8.10，第3版 

5. 行政管理研究センター，逐条解說行政手續法，2006，

改訂版 

（二）簡體文譯著： 

1. Ivor Jennings 著，龔祥瑞  侯健 譯，法與憲法，三

联書店，1998.12，一版二刷 

2. Otto Mayer 著，劉飛 譯，德國行政法，商務印書館，

2004 

3. Christopher Wolfe 著，黃金榮 譯，司法能動主義－

自由的保障還是安全的威脅，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