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這項行政決定你不是擁有行政裁量權，為什麼執行時不能變通一下，不然

我根本就沒辦法做到！」、「公務員不是應該綢繆便民，知法善用裁量權，為什麼

對關係好的特權樂於「便宜行事」，但遇到關係一般民眾利益，甚至於生死交關

之情況時，卻又板起官僚面孔，吝於給予民眾一點點通融的空間？」、「基層行政

人員圖利眾人不是要公平、合法，為什麼裁量權行使之後得到利益的均為建商、

財團？」、「行政機關濫開罰單，你有權說不！」（工商時報，1997.6.16，第 4

版；聯合報，2002.2.21，第 9版）以上這些報導都是民眾對我國基層行政人員

行使行政裁量權的觀感與不滿，透過媒體的報導後更加被凸現出來，使得人們看

到行政裁量此議題時，便會聯想到「行政裁量」所代表的「作成決定的自由」與

基層行政人員於司法機關無法介入的灰色地帶恣意地行使權力的面貌，從而使得

社會大眾對我國基層行政人員的負面評價與刻板印象更加上一樁。

    事實上，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權的行使，並非如人們所想像可活動自如不

受拘束。在日常生活中，欲判定一位「決定者」於某一權限內擁有多少決定的自

由，得依兩項基準為之。其一，該決定者在決定過程中，是否必須依循既定的標

準？這些標準有多精細？決定者「依己意為之」的可能性有多大？其二，決定者

所為的決定是否為終局的決定？「他人」（或其他機關）是否有權作第二度決定

而推翻原決定（葉俊榮，1985：11-12）？就第一項基準而言，基層行政人員行

使裁量權除須受到法律的拘束之外，尚須遵守主管的命令、依循機關訂定的裁量

準則及標準作業流程的規定，那麼基層行政人員僅須扮演「聽命令」

（Accountable）的角色就可以了嗎？其實不然，首先，如同 H.Simon 所言，行

政機關總是充滿一些如同裁量準則一般凍結的決策（Frozen Decision）（史美強

譯，1997：261）來要求下屬遵行，並且藉由這些凍結的決策以取代下屬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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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以提高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合法性與正確性。但是，這些裁量準則通常無

法將社會上的種種狀況一一列入考量，加上所訂定的準則乃係依據過去的情況所

訂定，並未隨著時間作及時的修正與更改。是以，總是無法符合社會現狀與滿足

民眾的需求，特別對弱勢者而言，其之情況就更加嚴重。因此，倘若基層行政人

員行使行政裁量權時，僵化地固守過去制定的法規，而未使自己投身於裁量個案

的真實情況中，則將永遠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就必須承受「行政機關就是「過

程取向」、「官樣文章」，就是什麼都做了，但是卻什麼也沒做成。」的指責與抱

怨。其次，司法機關對於基層行政人員裁量權的行使，僅依據裁量準則為之，也

頗不以為然。司法機關雖肯認裁量準則係為上級機關為避免基層行政人員行使裁

量權時違反平等原則，而以行政命令方式訂定的裁量準據，但基層行政人員仍應

就具體個案的特殊情形行使行政裁量權。是以，基層行政人員僅依照裁量準則來

行使裁量權，而未考量具體個案的情況，就是「裁量怠惰」，是為違法。因此，

基層行政人員行使裁量權時，僅僅扮演「聽命令」的角色是行不通的。

    其次，就第二項基準而言，人民的權利倘若受到基層行政人員的侵害，均得

向司法機關尋求救濟，司法機關基於權力分立原則，會對基層行政人員所為的裁

量行為，是否踰越法律授權範圍？其之裁量是否有瑕疵進行審查，並有權將基層

行政人員的違法裁量處分撤銷，命其另為適法的決定。基於此，基層行政人員就

扮演「依法行事」的角色好了？但是，就當前民意高漲，基層行政人員只是扮演

依法行事的角色，仍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既然基層行政人員行使裁量權時，無

論扮演「聽命令」與「依法行政」的角色都不足以解決問題，那麼基於「民之所

欲，常在我心」，基層行政人員就扮演「回應」（Responsive）的角色吧？但是，

當應向誰回應，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裁量系絡的當事人、相關利害關係人

彼此本來就充斥著相互衝突的利益，基層行政人員做了某個決定，經常順了姑

意，卻逆了嫂意。除此之外，對於各個相互競爭的個人與團體，行政機關擁有裁

量權後等於開闢了一片灰色地帶,碰上灰色地帶競爭者間便會充分運用其中的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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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間提出各種要求。尤其面臨行政裁量的結果為零和賽局，當事人或相關利害

關係人莫不想透過各種管道及手段，以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結果，使基層行

政人員作成有利於自己的決定。是以，影響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系絡環境有

哪些？這些相互抗衡、競爭的利益及價值觀，透過怎樣的管道來影響基層行政人

員的決定？為一值得探究的問題，此為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一。

    公共行政學對於組織中人員的人性假定，在傳統時期認為員工就是好逸惡

勞、不推不動、僅重視物質誘因、須藉由外力來控制。修正時期的人群關係學派

則發現，員工除了有傳統時期的 X理論的人性假定的特徵外，還有積極的面向。

後人群關係學派則在對人的關懷上，具有高度的人文精神，而且真正站在員工的

角度思考管理的問題。G. Scott 批判人群關係學派為「母牛社會學」，認為人群

關係學派無論再如何站在激勵人員的立場，其之本質還是將員工當作達成目標的

工具、手段。後人群關係學派則不同，主張公私部門應將人當成目的，組織就是

為人而設立，不可為了達成組織的目標，而將人當成工具，使員工產生疏離感或

失去尊嚴。所以，組織是為員工追求福祉而存在，員工不能被視為組織達成目標

的手段。奠基於後人群關係學派的思想，人事管理的理念也由人事管理轉變為人

力資源管理，認為人是組織中最重要的資源。因此，人事制度應加以改進，俾使

組織中的人力資源發揮至極致，甚至有時人事制度要配合員工的特性而設計。職

是之故，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的總目標之一，就是發展並維持員工的工作生活品

質（孫本初，2001：545-566；French and Bell，1999：226-227）。據此，由於

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系絡環境中，各種相關利害關係人或團體間的利害錯

綜，基層行政人員無論是扮演「聽命令」、「依法行事」或「回應」的角色，在當

前民意高漲的時代，都會動輒得咎。再加上過去關於行政裁量的相關研究都立於

組織與管理者的角度，對於行政裁量課題的研究，多著墨於對行政機關的監督與

控制、防弊而非興利的觀點，甚少立於基層行政人員的角度探究行政裁量的問

題。基於知識經濟時代，人為組織中的策略性資源、人為後工業時代決定組織競

爭力的關鍵成功要素，故應將過去以性惡、防弊觀點看待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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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轉變為性善、興利的角度，以符合現代管理思潮，此乃本文的研究動機之

二。

    然而，既然基層行政人員行使行政裁量權時，無論扮演「聽命令」、「依法行

事」或「回應」的角色都會動輒得咎，那麼基層行政人員就忠於自我的良知行使

裁量權吧！但是，就如同公共行政學的行動理論大師 Michael M.Harmon 所言，

行政部門擁有行政裁量權，依據組織原理的「權責相稱」原則，就應課予專業責

任。但是專家的專業知識多為全稱式知識，尋求放諸四海皆準的真理、理論，而

忽略處理個案的特殊情境的人文關懷。另外，專家往往偏重「目標-手段」連鎖

關係來處理問題，而缺乏道德及價值的考量。所以，課以基層行政人員法律責任

及專業責任都不足以解決問題，只有透過課以基層行政人員本身的個人責任，使

基層行政人員能自我反省方為治本之道。但是，個人反省後倘若未與他人溝通，

則容易流於「剛愎自用、獨斷獨行」。故知建立一套負責任的行政裁量行為的準

則，俾使基層行政人員在面臨裁量系絡中多元、衝突的價值觀困境時，作為價值

採擇的標準，乃至關重要，此乃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三。

    對於公務人員行使裁量權時，應如何表現負責任的行政裁量行為，許多著名

的學者嘗提出許多珍貴的見解，可作為本文的參考。首先，Dobel，J. Patrick

認為行政裁量的類型可分成法規-制度型、效能-執行型及個人責任型三種類型

（蕭武桐，2001：267-268）。其次，J.Vinzant 與 L. Crothers 於「第一線領導

-基層公共服務中之裁量權與正當性」（Street-Level Leadership：Discretion

and Legitimacy in Front-Line Public Service）一書中，也曾提出基層行政

人員行政裁量的六種行為模式包括：官僚人員模式(the Bureaucrat Model)、執

行者與政策制定者模式（Implementers and Policy Makers Model）、權力的指

揮者模式（the Power Wielder Model）、專家模式（the Professional Model）、

問題解決者模式（the Problem Solver Model）及政治行為者模式（the Political

Actor Model）（Vinzant and Crothers，1998：54-67）。但是，上述學者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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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都未能提供有用的指引。究其原因，主要在於這些模式對基層行政人員行

政裁量困境的描述，都有某種程度的相合，卻未能引導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

能依據不同的情況，採取不同且相互調合的行為。幸而，許多實證研究發現轉換

型領導的運用，對調合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衝突的價值觀有諸多助益。因此，本論

文嘗試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的行政裁量行為，以平衡裁量系絡中多元、衝突的價

值觀。

    Ronald A. Heifetz（1994）由在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有關領導與權勢的課程

中，透過與來自政府機關、非營利組織以及全美甚至海外的企業的高層與中階主

管、國會議員、國會幕僚、市長、州議員、市府官員、外國官員、記者、社區委

員、銀行董事等為調查對象發現，在環境是變動、問題的特性是不明確的狀況，

轉換型領導可協助人們調合並修正自己的價值觀，以化解各種價值觀歧異所引起

的衝突。

    相對於 Ronald A. Heifetz 以美國社會中的各行各業人士為研究對象，

Vinzant 與 Crothers（1998）則以警察、社會福利工作者等與民眾第一線接觸的

基層行政人員進行田野調查發現，當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對裁量結果擁有

權限，轉換型領導為基層行政人員調合衝突的價值觀的最有效、最妥適的行為模

式。

    雖然 Ronald A. Heifetz（1994）、Vinzant 與 Crothers（1998）的研究發

現均指出，轉換型領導的運用對於調合衝突的價值觀具有莫大助益的重要事實，

但由於國內的相關研究中，並沒有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探究行政機關中的基層

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相關文獻探討與經驗性研究。是以，促成本論文以轉換型領

導之觀點，探索將其運用於型塑我國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的可行

性，希冀能對我國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課題有更深入的瞭解，此乃本文的研

究動機之四。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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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以上四項研究動機，本論文欲達到以下的研究目的，謹將其分述如

下：

（一） 整合有關行政裁量之相關文獻，試圖對形成當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

量困境之原因有所瞭解。

（二） 綜合相關文獻確立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內涵，以提

供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價值採擇之規範標準。

（三） 評析當前文獻中已存在之行政裁量行為，是否能有效地解決基層行政

人員行政裁量面臨之困境。

（四） 由相關文獻中，嘗試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建構型塑基層行政人員負

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理論基礎。

（五） 透過深度訪談的方式，以瞭解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我國基層行

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可行性。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流程

一、 研究範圍

    本論文係以我國行政機關的基層行政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基層行政人

員行政裁量困境的原因，確立其之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的內涵，評析當前

文獻中已存在的行政裁量行為，藉由相關理論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建構型

塑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的理論基礎，並經由實證研究以瞭解

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我國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可行

性。

二、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如圖 1-1 所示：首先，說明本論文的研究動機、目的、範圍、

流程、方法及限制，並界定重要的名詞，繼而進行有關行政裁量的相關文

獻的探討。其次，整合相關文獻試圖對形成當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困



境的原因有所瞭解，綜合各種規範性及經驗性研究，確立基層行政人員負

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的內涵，並對當前相關文獻中的行政裁量的行為加以

檢討分析，進而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建構型塑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

政裁量行為的理論基礎 證研究重點，分析以轉換

型領導之觀點，型塑我 行政裁量行為的可行性，

並提出研究發現、建議

                         

                         

                    

     
。最後，確立本論文的實

國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

與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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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論文之重點主要是希望能從國外研究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負責

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以解決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面臨裁量系絡中多

元、衝突的價值觀困境的經驗，以瞭解該模式被運用於我國基層行政人員

的可行性。在研究的過程中，本論文主要採用文獻探討法及深度訪談法，

進行相關資料的蒐集與處理。謹將其說明如下：

（一） 文獻探討法（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為瞭解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研究的概況，本論文係採用圖書

館式之的文獻探討法，從國內外若干論述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

相關論著、論文、期刊等資料，予以蒐集、分析、解釋、歸納，以

作為本論文的基礎，並發展本論文的討論主題與流程。

（二） 深度訪談法（Depth Interview Method）

           本論文採用深度訪談法的理由在於對相同一件行政裁量個

案，不同的基層行政人員的反應，常因其個別的認知的不同，而有

截然不同的看法與行為反應模式。故如不能從訪談中探求受訪者判

斷的參考依據，是無法體會形成其行政裁量困境與其之行為表現的

背後原因。其次，由於國內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基層行政人

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是否可行，尚未有任何相關的研究出現，

一切尚在探索的階段。因此，本論文採取非結構式的深度訪談，以

蒐集更多有關的事實真相，俾使對此問題有更深入的瞭解。

二、研究限制

        本論文在研究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研究限制，主要有下列三項，謹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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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述如下：

（一） 在資料取材方面，由於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探討基層行政人員行

政裁量課題的論著與研究甚少，故主要以英文書刊為主。受限於筆

者的學識、語文能力、時間等因素的限制，對於相關文獻的蒐集、

探索、轉譯引介與分析整理上，恐有疏漏未能竟全之處。

（二） 在研究性質方面，亦由於國內類似的研究相當少，致本研究有濃厚

的探索性質。尤其，本論文的研究對象僅針對任職於行政機關的稅

務、戶政、電信監理、警員、公立幼稚園教師兼園主任、社工人員

及環保稽查人員等基層行政人員進行深度訪談，再加上本論文的實

證調查的取樣與資料分析係以橫斷面（Cross-Sectional）為主，

並非屬於長時間（Longitudinal）的觀察或分析。因此，本論文研

究結果的推論僅限於研究樣本，是否能推論到樣本以外的其他不同

類型的基層行政人員，則有待以後更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三） 由於本論文的實證有時涉及基層行政人員與主管、服務機關及同事

間的敏感性問題，易使受訪者產生防衛保守的態度而不易配合。

第四節 重要名詞之界定

    為確立本論文的研究範圍，故必須對本論文的研究主題--「基層行政人員」

與「行政裁量」此二項名詞，進行意義上的釐清與說明。

一、 基層行政人員

    本論文所謂「基層行政人員」係指負責執行政策並與服務對象直接接

觸的人員。例如警察人員、社會工作人員、地政人員、戶政人員、鄉鎮區

公所服務人員、環保人員、汽車監理人員及違章建築拆除人員（吳定，1998：

246）等。其分佈於政府部門中的總統府、五院（行政院、立法院、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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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監察院）暨所屬機關在內的各級公務機關。在本論文中，由於時

間、資源有限及為避免研究對象過於龐雜而失其研究焦點，故本論文的研

究對象，主要是以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且任職於行政機關的公務人員

為主要調查對象。因此，具體而言，本論文所指的基層行政人員，係限定

於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施行細則」第二條所規定：「本法所稱之公務人員，

係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官及民選人員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

文職人員。、、、」者為限。

二、 行政裁量

     所謂「裁量」（Ermessen）原係指作成決定的自由，無論立法、行政或

司法皆須作成決定，在一定程度內亦皆有決定的自由，而有立法裁量、行

政裁量及司法裁量等。「立法裁量」及「司法裁量」並非「行政裁量」固不

待言（翁岳生，1999：40；陳敏，1999：157），在行政裁量中，何謂行政

裁量？學者們的定義甚多，對「行政裁量」的理解也有所差別，且彼此指

涉的內容並非相互對應的。故謹將較著名學者對行政裁量的定義分述如

下：

（一）各家學者對行政裁量之定義

          美國行政法大師 K. C. Davis說：「行政裁量（Discretion）乃

是公務人員在其權力的有效範疇下，就作為與不作為的諸種可能途

徑上，作一自由的選擇。」（Davis，1971：4）

           根據 D. Bull 及 D. Donnison 的看法，「行政裁量（Discretion）

乃是在法規之規範之下，賦予一個人在特定的場所中作出其認為適

當的選擇之一種責任。」（林鐘沂，1999：311）

          司法院院長翁岳生認為：「行政裁量（Ermessens）乃行政機關在

法律積極明示之授權或消極的默許範圍內，基於行政目的，自由斟

酌，選擇自己認為正確之行為，而不受法院審查者。」（翁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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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42）

           陳敏教授之定義為：「行政裁量（Ermessens）係指行政經法律

之授權，於法律之構成要件實現時，得決定是否使有關之法律效果

發生，或選擇發生何種法律效果。」（陳敏，1999：156）

          吳定教授則認為：「行政裁量（Discretion）係指行政機關和行

政人員在相關法令規章所賦予的權限範圍內，於處理各種行政事務

時，可以本諸自由心證的原則，作某種的行政決定。」（吳定，1998：

4）

              由以上諸位學者的定義可知，對行政裁量的看法可謂人言言殊，

難有定論，究其癥結乃因中外學者們對行政裁量指涉的範圍不同，

皆嘗試從各種不同的角度界定其意義，並且似乎都言之成理。職是

之故，本論文有必要就上述各學者所指涉的範圍加以分析。

（二）各家學者所指涉之行政裁量之範圍

              以司法院院長翁岳生對行政裁量的定義觀之，行政機關對行政裁

量的行使，係基於法律明確授權或默示授權而來，而行政裁量權的

發動，固有賴法律明示的授權，若法令未積極明示裁量的授權，於

不發生法律效果的行政行為，以及不具干預性質的給付行為，在法

律優位原則支配之下，亦認為有裁量權的存在。至於干預權的行使，

若未被授權行使裁量權，則非屬裁量權行使範圍。除此之外，介於

法律「明示」及「未規定」間，尚可從法條的涵意或各該法律的立

法意旨探求，法律「消極默許」裁量權的存在者，亦認為有行使裁

量權的空間（李震山，1999：73-74）。由此可知，翁岳生院長所指

涉的行政裁量範圍，包括除法律有明文授權規定之外，在不適用法

律保留的範圍，於遵守法律優位原則之下，行政機關亦得依本身的

創意而行動，亦即仍須受到「依法行政」原則的拘束。

              其次，陳敏教授及吳定教授所指涉行政裁量的範圍，由其對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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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量之定義字面上的解釋，即知係指須經法律明文授權，如無法律

之授權規定，即無裁量之可言，且亦須服膺「依法行政」原則的拘

束。

          最後，由美國行政法大師 K. C. Davis、D. Bull 及 D. Donnison

的界說，吾人可知 K. C. Davis 採取較廣泛的觀點，認為行政人員

擁有採取或不採取某一行動方案的選擇自由，而未強調裁量權之行

使是否應在法律的規範之下。相對於此，D. Bull 及 D. Donnison

則採取較為限制的看法，認為行政機關行政裁量的行使，應在法律

的規範之下，以達成適當法律或行政目的為前提（林鐘沂，1999：

311-312）。

           綜上所述，本論文認為依「行政裁量是否須法律明文授權」及

「行政裁量之行使是否應受「依法行政」原則之拘束」此二構面觀

之，美國行政法大師 K. C. Davis 所指涉的行政裁量範圍最寬廣，

認為行政機關之行政裁量除不須法律明文授權外，裁量權之行使亦

不強調須於法律的規範之下。司法院院長翁岳生、D. Bull 及 D.

Donnison 所指涉的裁量範圍居中，認為行政機關行政裁量之行使，

雖不須法律之明文規定，惟仍須受到「依法行政」原則之拘束。陳

敏教授及吳定教授所指涉行政裁量的範圍則最狹窄，認為行政機關

之行政裁量除須有法律之明文規定之外，尚須服膺「依法行政」原

則之拘束（請見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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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各家學者指涉行政裁量之範圍摘要表

依據

「法律有無規

定」分類

次分類 項目 各家學者指涉範圍

之

比較

一般裁量明示

裁量萎縮至零

法律內容考量

法律

有

規定 默示

事實考量

陳敏

及

吳定

干預性

（不容許裁量）

發生法律

效果行為

授益性

（容許裁量，惟仍應遵守法

律優位原則）

法律

未規定

不發生法

律效果行

為

容許裁量，惟仍應遵守法律

優位原則

Bull

及

Donnison

、

翁岳生

裁量

裁量權之行使不強調須於法律的規範之下，

以達成適當法律或行政目的為前提

Davis

結論：各家學者指涉行政裁量之範圍，Davis 最寬廣，Bull、Donnison 及翁岳生居

中，陳敏及吳定最狹窄。

資料來源：參考自李震山，1999：74

    （三）各家學者對於行政裁量種類之分類

          對於行政裁量種類的分類，由於學者們所強調的重點不同，故

分類方法頗為歧異。謹將各學者的分類說明如下：

        陳敏教授認為依照法律授權內容之不同，裁量可區分為「決定裁

量」及「選擇裁量」。「決定裁量」（Entschlieβungsermessen）係

指當法律構成要件成立，行政機關得自行決定究竟是否採取措施。

「選擇裁量」（Auswahlermessen）係指當法律構成要件成立，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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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得在數個皆為法律所許可的措施中，決定採用何一措施，或由

行政機關在多數的相對人中，決定對何人採取措施。惟有時法律會

同時授權行政機關為「決定裁量」及「選擇裁量」（陳敏，1999：158）。

         李震山教授針對法律效果（Rechtsfolg）部分所為之分類區分

為：是否（Ob）採取處分，稱為「決定裁量」（Entschlieβ

ungsermessen）及如何（Wie）採取處分，稱為「選擇裁量」

（Auswahlermessen）。「選擇裁量」依內容又可分為：行為之選擇與

程序之選擇，前者係指多種法定法律效果及方法中，選擇其中最適

當者為之。後者係依法定程序中，擇其適當者為之，惟皆須合於行

政目的，除此之外，程序的選擇尚包括措施對象的選擇、先後順序

及時間的選擇等。然而，在「決定裁量」與「選擇裁量」的程序上，

李震山教授認為「決定裁量」為「選擇裁量」的先行程序，但是並

非絕對（李震山，1999：74-75）。

         陳春生教授於「行政法之學理與體系（一）-行政行為形式論」

一書中，於討論行政裁量之課題時，曾提及「手續裁量」及「時間

選擇之導入」二名詞。「手續（程序）裁量」（Verfahrensermessen）

係指在行政過程中，如法規無特別規定者，行政機關對行政程序的

履行與形成，具有裁量權限，惟行政程序的實行，應力求簡單、迅

速、經濟、效率，並合乎目的的要求。「時間選擇之導入」乃將時間

的因素導入裁量的概念中，意指行政機關為行政決定時期的裁量問

題（陳春生，1996：163-168；陳清秀，2000：204）。

         湯德宗教授則於「行政程序法論」一書中，論及我國的行政程

序法為維持行政效能，故授與行政機關「程序裁量權」。例如關於事

實及證據的調查，得自行決定「是否調查」及調查的「方式」與「範

圍」。此外，除法律規定應為「聽證」外，行政機關得「依職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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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結及重開「聽證」或「陳述意見」（湯德宗，2001：70）。

         Vinzant 與 Crothers 於「第一線領導-基層公共服務中之裁量

權與正當性」一書中，亦曾指出由對基層基層行政人員行動的直接

觀察發現，基層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種類，可分為「結果裁量」

及「過程裁量」。「結果裁量」（Outcome Discretion）係指基層行政

人員行使行政裁量時，必須決定採取追求何種目標或結果。「過程裁

量」（Process Discretion）則係指基層基層行政人員在許多行政裁

量的個案中，當所追求的目標或結果已經確定，則其所能作的就是

決定如何達成目標（Vinzant and Crothers，1998：38）。有時，基

層基層行政人員在相同的情境中，可同時或單獨運用「結果裁量」

及「過程裁量」。

        綜合上述，本論文得出之心得為：首先，各家學者的分類有相同

之處。李震山教授之「程序之選擇」中之「先後順序之選擇」、「時

間之選擇」與陳春生教授之「時間選擇之導入」相同；陳春生教授

之「手續裁量」與湯德宗教授所定義之「程序裁量權」相同。其次，

就行政裁量活動之分類依據而言，陳敏及李震山教授依行政裁量決

策之類型，分類為「選擇裁量」及「決定裁量」。Vinzant 及 Crothers

則依基層基層行政人員在行政裁量的結果與過程中，是否擁有決定

的權限分為「結果裁量」及「過程裁量」。兩派學者之分類皆各有所

長。最後，各家學者對行政裁量種類的先後順序的探討方面，陳敏

教授認為有時法律會同時授權行政機關為「決定裁量」及「選擇裁

量」。李震山教授則指出「決定裁量」為「選擇裁量」之先行程序，

但並非絕對，並認為「決定裁量」為「行為之選擇」及「程序之選

擇」的先行程序。Vinzant 及 Crothers 則認為「結果裁量」及「過

程裁量」在相同的情境中，可同時或單獨被運用。其他學者則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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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題未加以探討（請見表 1-2）。

表 1-2：各家學者對行政裁量之種類分類比較表

學者 行政裁量之種類 對行政裁量種類之先後順序之探討

陳敏 1. 選擇裁量

2. 決定裁量

有時法律會同時授權行政機關為

「決定裁量」及「選擇裁量」。

李震山 1. 決定裁量

2. 選擇裁量

（1） 行為之選擇

（2） 程序之選擇

A. 措施對象

之選擇

B. 先後順序

之選擇

C. 時間之

   選擇

1. 「決定裁量」為「選擇裁量」之先行程序，

但並非絕對。

2. 「決定裁量」為「行為之選擇」、「程序之

選擇」之先行程序。

   

陳春生 1. 手續裁量

2. 時間選擇之導入

未探討

湯德宗 程序裁量權 未探討

Vinzant

 及 Crothers

1. 結果裁量

2. 過程裁量

「結果裁量」及「過程裁量」在相同的情境

中，可同時或單獨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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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據此，本論文綜合上述各學者的分類，轉換至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

的系絡，認為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種類可分為下列六種：

1. 「結果裁量」：

    係指當法律構成要件成立，基層行政人員對於行政裁量之結

果具有決定權。

2. 「過程裁量」：

    乃指當法律構成要件成立，基層行政人員對於行政裁量之結

果雖未擁有決定權，但對於如何達成行政裁量結果之過程則擁有

決定權。

3. 「決定裁量」：

乃指當法律構成要件成立，法律授權基層行政人員得自行決

定採取措施與否。

4. 「選擇裁量」：

    乃指當法律構成要件成立，法律授權基層行政人員得就數個

不同的合法處置或措施中，決定採用何一措施，或由行政機關在

多數之相對人中，決定對何人採取措施。

5. 「程序裁量」：

    係指在行政過程中，如法規無特別規定者，基層行政人員對

行政程序之履行與形成，具有裁量權限。

6. 「時間裁量」：

                乃指在行政過程中，基層行政人員關於措施對象先後順序以及

時間之選擇，具有裁量權限。

         在行政裁量種類之先後順序方面，上述各種類皆可能單獨被運用或同

時存在。當其彼此間同時存在時，其之先後順序大體言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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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決定裁量」與「選擇裁量」可同時被運用。「決定裁量」為「選擇裁

量」之先行程序，但並非絕對。

      2.「結果裁量」及「過程裁量」可同時或單獨被運用。「結果裁量」為「過

程裁量」之先行程序，但並非絕對。

      3. 「結果裁量」及「過程裁量」為「決定裁量」、「選擇裁量」之先行程

序，而「決定裁量」、「選擇裁量」為「程序裁量」及「時間裁量」

之先行程序，但並非絕對。

 （四）本論文之看法

       有關各家學者對行政裁量之意義、範圍及種類的界定，本論文立於

本研究係以與民眾直接接觸的基層行政人員為研究對象。復以，一般民

眾對於基層行政人員於「無法律即無行政」的認知與態度，已經越來越

無法忍受，並且期待基層行政人員能有所積極作為的殷切期盼下，以及

著名的基層官僚研究學者 M. Lipsky 亦指出基層行政人員的工作情境極

為複雜，難以巨細靡遺規範所有細節，而被認為有從事「政策制定」的

功能（Lipsky，1980：13-16）等因素。故本論文認為基層行政人員行

政裁量的行使範圍，除法律有明文授權規定之外，在不適用法律保留的

範圍，於遵守法律優位原則之下，基層行政人員亦應積極有所作為以實

踐個案正義。

           其次，考量到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系絡環境之實際現象為如同

Barth，T.指出：「、、、，民主系絡中公共利益之要求，不僅止於政府

之所作所為，尚包括政府如何作為。」（Barth，1992：289）且「結果

裁量」及「過程裁量」在各種行政裁量的分類中，其之涵蓋範圍最廣，

可同時包括「決定裁量」、「選擇裁量」、「程序裁量」及「時間裁量」等

行政裁量種類。故本論文將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種類分為「結果裁

量」及「過程裁量」，「結果裁量」及「過程裁量」在相同的情境中可同

時或單獨被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