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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第一節  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定性與正名 

 

    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所規定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

訴訟，在法律性質上實不應如同德國法般而有所爭議。在德國學說以

及實務上，之所以對於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之法

律性質產生爭議，究其緣由乃肇因於條文之體系架構與規範內容之

故。蓋在行政法院法中，一方面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被規定在撤銷

訴訟判決方式之第一一三條第一項之中，另一方面該條規定又明文限

於接續撤銷訴訟。基於以上原因，方才對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

規定之法律性質產生疑慮，進而質疑「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作為

獨立之確認訴訟之法律地位。惟藉由德國學說以及實務之發展，基於

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權利保護確保之要求，對於任何受到國家公權

力侵害之人民，應至少保持「訴訟可能性」之開放
865
，行政法院法第

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之適用範圍，早已不限於接續撤銷訴訟，則違

法性確認既不限於撤銷訴訟，接續性亦已不再成為其特徵，甚至不以

行政處分作為唯一之確認對象。則不應再單純因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

條第一項第四句之體系位置與規範內容，而否定違法確認訴訟之獨立

訴訟類型地位。況且，一如本文所一再強調者，訴之聲明之包含或重

疊關係，根本不能作為訴訟類型歸類之唯一依據。因此，承續本文一

貫之思維與邏輯，縱使是在德國法中，仍應將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

第一項第四句之規定，視為「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法律依據，

且將其定性為獨立之確認訴訟類型。本文認為，「接續撤銷訴訟」僅

為其中一種案件類型而已，或可沿用德國學說與實務之習慣用語，而

將此種案件類型稱為「續行確認訴訟」。換言之，本文認為在德國法

上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為一獨立之法定訴訟類型，且其基本訴訟類

                                                       
865
 Vgl.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6.Aufl., 2004, Rdnr.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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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屬於確認訴訟
866
，並以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作為其

依據，而法文中所明文規定之「續行確認訴訟」，僅為確認行政處分

違法訴訟之一種案件類型而已。德國學界通說仍將整個違法確認訴訟

泛稱續行確認訴訟或擴大的續行確認訴訟，本文認為有所不妥。蓋在

許多案件類型中，原告乃直接獨立向行政法院請求確認違法性，並非

接續任何已進行之初始訴訟程序，則何來「接續」（Fortsetzung）可

言
867
？在德國法上亦為避免解釋與適用之爭議，曾經在「（統一）行

政訴訟法草案」（Entwurf einer Verwaltungsprozessordnung；EVwPO）

中，將違法確認訴訟納入草案第二章之訴訟類型中，並規定在第六十

七條第一項，而與一般確認訴訟並列
868
。由此可見，在德國亦早已意

識到此一問題存在，而欲透過修法之方式，明文確立違法確認訴訟作

為法定獨立確認訴訟類型之地位。實際上，「（統一）行政訴訟法草案」

對於違法確認訴訟之規範模式，即約略等同於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

第一項之規定。因此，相較於現行德國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

第四句，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可謂正好契合於

德國學說以及實務之發展。則我國在解釋與適用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

訟時，實無須人云亦云，將源自德國規範架構不盡理想而生之爭議，

異地移植於我國。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既然將確認行政處

分違法訴訟與一般確認訴訟並列，且亦無限於「接續撤銷訴訟」之明

文，則若單純僅因訴訟標的或訴之聲明之重疊與包含關係，硬是要與

                                                       
866
 關於德國違法確認訴訟之法律性質，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之說明。 

867
 亦有學說同樣認為「續行確認訴訟」（Fortsetzungsfeststellungsklage）與「違法

確認訴訟」（Rechtswidrigkeitsfeststellungsklage）在概念上應有所區分。相關說明，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 
868
 Vgl. Pietzcker, in：Schoch/Schmidt-Aßmann/Pietzn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 

nung, 16.Aufl., 2008, Vorbemerkung § 42 Abs.1 Rdnr.12. 

EVwPO § 67Ⅰ：“Mit der Feststellungsklage kann die Feststellung des Bestehens 

oder Nichtbestehens eines Rechtsverhältnisses oder der Nichtigkeit eines  Ver- 

waltungsaktes begehrt werden. Mit der Feststellungsklage kann ferner die Fest- 

stellung begehrt werden, dass ein Verwaltungsakt, der sich erledigt hat, rechts- 

widrig gewesen ist. Satz 2 gilt entsprechend bei Ablehnung oder Unterlassung 

eines Verwaltungsaktes.＂本條項除將違法確認訴訟與一般確認訴訟並列，且不再限

於接續撤銷訴訟外，更進一步將行政機關對於人民申請之拒絕或不作為之違法性確認，

明確納入違法確認之範疇內。除明白確立違法確認訴訟作為獨立法定確認訴訟之地位，

更清楚界定可得適用之案件類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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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上之爭議攀親帶故，而斷然否定獨立訴訟類型之地位，實在過

於牽強與無理。本文認為，既然德國為了解決爭議，而有透過修法明

確賦予法定獨立訴訟類型地位之念頭，規範方式與德國「（統一）行

政訴訟法草案」第六十七條第一項幾乎完全相同之我國行政訴訟法第

六條第一項，實無須一味的「畫地自限」、「妄自菲薄」，而應順勢地

肯認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法定獨立訴訟類型之地位。 

 

    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既無「接續性」之明文，則若

行政處分在提起撤銷訴訟前即已了結，權利受侵害之人民自得直接提

起本訴訟，而無須先有撤銷訴訟之存在。國內有學者認為，我國行政

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即相當於德國法上所稱之「擴張的

繼續（續行）確認訴訟」，此見解雖已點出我國違法確認訴訟得直接

獨立提起，而不受接續性之限制，但其卻又狹隘地將我國法限縮解釋

為「起訴」之規定。換言之，其認為僅得依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

「提起」訴訟，而無法直接由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轉換」或「變

更」而來
869
。承前所述，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範意

旨，即已明確地將違法確認訴訟列屬獨立之確認訴訟類型，而與一般

確認訴訟相同，為一「訴訟類型」之規定。我國行政訴訟法第四條以

下，均屬於此種訴訟類型之明文規定，但令人費解的是，何以前開見

解僅單純自法定訴訟類型之明文規定，即可得出限於「直接起訴」之

結論！？若依此理，則訴之變更或轉換將成為不可能。因此，本文認

為，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因明文規定限於

用以接續撤銷訴訟，則若欲直接起訴，須以類推適用之方式為之。但

我國法並未有「接續性」之限制，則無論是直接起訴抑或由其他初始

訴訟變更或轉換而來，均可直接適用第六條第一項後段，而無類推適

用之必要。蓋若因聲明之轉換或變更，而致使訴訟類型發生改變者，

例如民事訴訟中，原告自初始之給付訴訟縮減為確認債權存在之訴，

此時亦難以認為屬於確認訴訟之類推適用。則我國法更不應與德國學

                                                       
869
 參照彭鳳至，行政訴訟種類理論與適用問題之研究，台灣行政法學會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2000），2001 年 12 月，頁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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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與實務相同，使用「續行確認訴訟」此一用語，而應正名為「違法

確認訴訟」，蓋其根本無有須接續任何初始訴訟之限制，而為一完全

獨立之法定訴訟類型，其直接適用範圍遠較德國法為廣
870
。但因第六

條第一項後段仍明文規定以「行政處分」作為違法性之確認對象，且

在其他類推適用本規定之案件類型中，亦必須與行政處分或撤銷訴訟

有體系關連性，如行政機關對於申請作成行政處分之拒絕或不作為。

對於事實行為或一般給付請求之拒絕或不作為，雖仍可在了結情事發

生後請求行政法院確認其違法性，但對於此種單純高權行為而欠缺行

政處分特質（Verwaltungsaktsqualität）者，應仍可藉由直接適用

確認法律關係存在或不存在訴訟，來進一步確認其違法性，如此一方

面既可維持體系一致性，另方面仍可確保權利保護之完整性
871
。由此

可知，「違法確認訴訟」之範圍，應可包括有行政處分特質以及無行

政處分特質之行政行為之違法性確認，只不過適用之訴訟類型有所不

同。對於前者，可直接適用或類推適用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

所規定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對於後者則可直接適用「確認

法律關係存在或不存在訴訟」。本文認為，行政行為之類型本來就具

有區分救濟途徑之功能，此並非如同了結之時點一般繫諸偶然，相反

的，此乃實體法與訴訟法上刻意所為有意義之分類
872
。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將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

泛稱為「違法確認訴訟」，似乎仍不夠精確，應再進一步限縮其範圍，

將單純高權行政行為之違法性確認排除其外，而稱為「確認行政處分

違法訴訟」。 

                                                       
870
 相同見解，參照劉淑範，論「續行確認訴訟」（「違法確認訴訟」）之適用範疇：以

德國學說與實務為中心，台北大學法學論叢，2000 年 6 月，第 46 期，頁 167。相關說

明，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三項。 
871
 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五款。 

872
 Vgl. Stern, Verwaltungsprozessuale Probleme in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Arbeit, 8.Aufl., 2000, § 1 Rdnr.17.氏認為在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權利保護確

保」之誡命下，行政行為之定性雖已不具有確定「得否」救濟之功能，但仍具有確定「如

何」救濟之作用，尤其是訴訟類型之擇定。我國行政訴訟法中，關於訴訟類型之規定，

原則上亦係取決於行政行為。參照陳愛娥，以行政行為類型為中心的行政訴訟類型，萬

國法律，第 112 期，2000 年 8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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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適用範圍與方式 

 

    關於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適用範圍，原則上應可與德國學說

與實務見解相同，至少可包含行政處分在撤銷訴訟提起前或進行中了

結、申請在課與義務訴訟提起前或進行中了結、行政處分雖未了結但

廢棄已無可能之案件類型。但一如本文所一再強調，我國行政訴訟法

與德國行政法院法之規範結構與內容迥異，德國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

條第一項第四句之直接適用範圍，乃明文限於撤銷訴訟進行中行政處

分了結之案件類型，其範圍較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狹

隘。因此，在德國法中，對於其他案件類型則必須透過類推適用甚至

是「雙重類推適用」之方式，方能請求違法性確認
873
，例如行政處分

在撤銷訴訟提起前即已了結，或對於行政機關之拒絕或不作為之違法

性確認。但自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範結構與內容觀

之，違法確認本即不限於接續撤銷訴訟。換言之，相較於德國法，我

國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並無「接續性」之限制，則無論是直接提

起抑或由初始訴訟轉換或變更而來，均可認為屬直接適用之範圍。 

 

    若行政處分在撤銷訴訟提起後始發生了結情事，此時撤銷訴訟將

因欠缺權利保護必要性而成為不合法，則原告要如何將已不合法之撤

銷訴訟轉變為續行確認訴訟？德國學說與實務上率皆認為此時原告

可將撤銷訴訟「轉換」為違法確認訴訟，國內學說大多亦從此見。且

進一步認為以「訴訟轉換」之方式，可迴避我國行政訴訟法第二三八

條第二項之限制，使在法律審之上訴程序中仍得為此種轉換。但實際

上，此處德國學說之所以承認訴訟轉換而不認為屬於訴之變更，究其

緣由，乃肇因於行政法院法第一七三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六四條第

二、第三款而來
874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六三條首先規定訴之變更，

再於第二六四條明文規定「非訴之變更」，其中第二款、第三款即聲

明之擴張或縮減，以及聲明與事實狀態之同時變更。德國因有此種「非

                                                       
873
 關於德國法上「雙重類推適用」之案件類型，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第四款。 

874
 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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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變更」之明文，則得藉此與行政法院法第九十一條、第一四二條

之訴之變更相區隔。國內學說一再強調由撤銷聲明或課與義務聲明轉

換為違法確認聲明，僅為聲明之縮減而非訴之變更，如此見解在德國

法之架構下或許有些道理，但若自我國訴訟法之規範結構下觀察，聲

明之縮減無論是在民事訴訟法第二五五條第一項或行政訴訟法第一

一一條第三項之規定中，均明文規定屬於「變更」
875
。換言之，此處

我國法與德國法之適用結果，雖同樣無須被告機關同意，但在我國法

欠缺如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六四條「非訴之變更」之明文，則難以

掙脫「變更」二字的枷鎖。蓋德國學說上之所以認為撤銷與違法確認

間為轉換而非變更，其法律基礎即在於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六四條之

規定，規範架構迥異的我國法，得否直接援用德國「訴訟轉換」之結

論，本文抱持懷疑的態度。目前我國實務上之見解，對於「轉換」抑

或「變更」，仍屬搖擺不定，但縱使有認為屬於「訴訟轉換」者，亦

係直接援用國內學者之論著見解而來，欠缺獨立的思維與判斷
876
，又

或者語焉不詳，一方面稱為「訴訟轉換」，另方面卻又援引行政訴訟

法第一一一條第三項第三款關於訴之變更之規定
877
，可見是號判決對

於轉換與變更間之差異，並未充分掌握。最高行政法院雖曾有「轉換」

用語出現
878
，但對於其法理卻隻字未提，令人不得不懷疑其法律基礎

何在。 

 

    在德國法之架構下，藉由行政訴訟法第一七三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二六四條第二、第三款「非訴之變更」之規定，一方面可迴避行政

訴訟法第九十一條之限制，而無須經被告同意或法院之裁量，另一方

面亦可迴避第一四二條第一項前段之限制，縱使於上訴程序中亦得為

                                                       
875
 相同見解，參照曾華松，行政訴訟法修正草案確認訴訟之研究（上），法令月刊，第

48 卷第 5期，1997 年 5 月，頁 7。 
876
 如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一年度訴字第一○八號判決。 

877
 如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二年度訴字第三九四五號判決。本文認為，縱使是將第一一

一條第一項視為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六三條、行政法院法第九十一條之訴之變更，而將

同條第三項視為民事訴訟法第二六四條之「非訴之變更」，亦未嘗不可能，但仍必須要

有清楚的說理與論證。 
878
 如最高行政法院九十六年度判字第○一二七一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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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但在我國行政訴訟法第一一一條第三項以及民事訴訟法第二五五

條之架構下，因無「非訴之變更」之明文，則縱使轉變為續行確認訴

訟無須被告同意，但卻仍屬「變更」之類型，而難以迴避第二三八條

第二項上訴程序禁止訴之變更之限制。由以上說明可清楚得知，相對

於「變更」，此處若承認「轉換」應較為完善、理想。但在我國訴訟

法之架構下仍將訴之聲明之縮減視為訴之變更類型之情況下，則難與

德國法相同而承認訴訟轉換。法學是一個邏輯與辯證的過程，而不能

僅因有此需要，便直接跳躍地得出結果，否則即難謂「理性」。因此，

訴訟轉換在我國法之架構下，仍須另尋法理根據。如同本文前面所一

再強調，了結之時點往往繫諸偶然，行政處分或人民課與義務申請之

了結，並非原告所得掌握，尤其是拆除處分之何時了結，更是單純地

取決於執行機關之「行政效率」，則不應以了結之時點來決定人民之

訴訟可能性。例如原告受到建管機關之拆除處分，若行政機關之執行

效率低落，於處分相對人提起行政訴訟並且上訴於最高行政法院時，

始執行該拆除處分，並且將執行標的物拆除完畢，拆除處分即因執行

完畢而了結，原撤銷訴訟亦將因欠缺權利保護必要性而成為不合法，

此時若不承認訴訟轉換，而仍認為屬於行政訴訟法第一一一條第三項

之訴之變更，則原告根本不可能再轉而請求最高行政法院續行確認拆

除處分之違法性。若此，則人民之得否獲得救濟，完全繫諸偶然，訴

訟可能性將淪為「宿命論」，而非「法律論」，此必然有違憲法保障人

民訴訟權之精神。縱使認為在最高行政法院拒絕原告之變更，而駁回

其訴訟時，其仍能另訴請求違法確認訴訟，但僅因偶然之了結時點以

及訴訟法制之不完備，即苛求原告自行承擔此程序上之不利益，實難

謂合理。且若再使原告另訴主張違法性確認，亦與訴訟經濟原則以及

續行確認訴訟最初之制度目的，大相逕庭。因此，本文認為承認訴訟

轉換制度確有其必要性，但其法理基礎為何？司法院提出之行政訴訟

法修正草案第一九六條第二項規定：「撤銷訴訟進行中，原處分已執

行而無回復原狀可能或已消滅者，高等行政法院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律上利益時，得依其聲請，確認行政處分為違法。」我國行政

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並無「接續性」之明文，因此既得直接獨



262 
 

立提起亦得接續初始訴訟，此已如前述。但在修正草案第一九六條第

二項，卻模仿較不理想之德國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

甚至再更進一步限於高等行政法院，則是否已「明示其一，排除其

他」，而排除在最高行政法院之上訴程序中之轉換或變更為請求違法

性確認之可能性？若此，本文認為此種修正不但沒有較現行法進步，

甚至更落後於德國法。 

 

    至於修正草案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之規定，是否可作為我國「訴訟

轉換」之依據？自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修正委員會」之發言紀錄觀

察，有將本條項稱為轉換者，亦有稱為變更者
879
。再者，該條項之草

案無論係規範位置或內容，均係仿自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

第一項第四句之規定，然德國法該條文之規定卻無法必然合法化訴訟

轉換，換言之，並非依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之規定請

求確認違法性，其轉換即必然合法。由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轉換

為違法確認請求，仍必須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二六四條之規定，若有逾

越該條第二款或第三款之規定者，則其轉換將成為不合法。且在課與

義務訴訟中，若欲轉換為續行確認訴訟，尚須考慮二者之判斷基礎是

否相同，若有原本在課與義務訴訟中所未出現之觀點，則違法確認訴

訟之轉換應屬不合法，此時便應認為已非轉換，而為訴之變更
880
。由

此可見，並非直接或類推適用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之

規定，即可當然合法化其訴之轉換，換言之，該條項之規定絕非訴之

轉換之法律依據。則我國司法院版本之行政訴訟法修正草案第一九六

條第二項之規定，同樣亦不能作為訴訟轉換之唯一依據。本文認為，

                                                       
879
 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委員會」第七十二次會議記錄，收錄於行政訴訟制度

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下冊），司法院，2006 年 8 月，頁 1995 以下。且自該會議記錄中黃

綠星委員之發言內容觀之，其亦明白反對於上訴審中之訴訟轉換。 
880
 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三款之說明。德國實務上亦認為（BVerwGE 59, 148），

若判斷基準時點有所變更，則屬於訴訟原因之變更（Veränderung des Klagegrundes），

因已逾越民事訴訟法第二六四條之範圍，而屬於訴之變更。因此，在課與義務訴訟轉換

為續行確認訴訟或違法確認訴訟之時，不能同時引起判斷基準時點之變更，否則轉換即

屬於不合法。Vgl. Rennert, in：Eyermann/ Fröhl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1.Aufl., 2000, § 91 Rdn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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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我國訴訟法架構下，仍然將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二六四條第二款、第三款之情形，列屬於訴之變更之類型之一。在欠

缺如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六四條「非訴之變更」規定之情況下，我

國法上實難迴避「變更」之相關限制。縱使在德國學說上，一般仍認

為民事訴訟法第二六四條第二款以及第三款之規定，本質上屬於訴之

變更，只不過在體系安排上，特別設立所謂「非訴之變更」，以使此

二款之情況得以避難。換言之，並不因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六四條第

二款以及第三款之規定，即模糊了此二款之性質，學說上仍認為此二

款本質上屬於訴之變更
881
。但我國民事訴訟法以及行政訴訟法中，均

未如同德國立法例，而有「非訴之變更」之明文。則縱使僅屬於聲明

之限縮，當然仍需回歸訴之變更之規定而為適用，要無疑問。德國法

上之所以認為由撤銷或課與義務聲明縮減成違法確認聲明，屬於「非

訴之變更」，而為「訴之轉換」，此有其法制背景。在法制背景完全不

同之我國，當無法斷然援用「訴之轉換」制度，否則即與我國民事訴

訟法第二五五條與行政訴訟第一一一條所規定之訴之變更，產生明顯

之矛盾與衝突。 

 

本文認為，雖最高行政法院作為法律審，並不審查案件事實，但

若在德國法訴訟轉換之前提下，訴訟之基礎原因事實（訴因）並不發

生改變
882
，則縱使在法律審中將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轉換為違法

確認訴訟，亦應無不可，上級審仍係以下級審已確定之案件事實為審

判範圍。且本文認為，根本不應以偶然之了結時點，作為訴訟可能性

之決定關鍵，處分或申請究竟係在事實審或法律審中發生了結情事，

並非原告所能掌控。但要如何在我國訴訟法上脫離訴之變更，而進一

步承認或創造訴訟轉換制度，則仍有待修法解決。修法方向，或可參

考德國行政法院法以及民事訴訟法之立法例
883
，將須被告同意或法院

                                                       
881
 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之說明。 

882
 ZPO § 264：“ Als eine Anderung der Klage ist es nicht anzusehen, wenn ohne 

Anderung des Klagegrundes ... ...＂Vgl. Schilken, Zivilprozessrecht, 5.Aufl., 

2006, § 20 Rdnr.747. 
883
 ZPO § 263：“Nach dem Eintritt der Rechtshängigkeit ist eine Änderung der K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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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量者，規定屬於訴之變更；將聲明之擴張或縮減、伴隨情事變更之

聲明變更等，明文規定屬於「非訴之變更」。亦或者可在法律審變更

禁止之規定中，為目的性限縮或創設除外條款，此均為可思考的方

向。至於「預備合併」之訴訟手段，雖可能可作為個案之解決途徑，

但仍無法在制度上作全面的處理，相反的，只是更加凸顯了制度上之

闕漏與不合理。 

 

第三節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二一三號與第五四三號解釋 

  之評析 

 

第一項 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撤銷訴訟之「可回復之法律  

上利益」 

 

    我國司法院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主文第三段乃謂：「行政法院二

十七年判字第二十八號及三十年判字第十六號判例，係因撤銷行政處

分為目的之訴訟，乃以行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如在起訴時或訴訟進

行中，該處分事實上已不存在時，自無提起或續行訴訟之必要；首開

判例，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自無牴觸。惟行

政處分因期間之經過或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如當事人因該處分之撤銷

而有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時，仍應許其提起或續行訴訟，前開判例於

此情形，應不再援用。」 

 

撤銷訴訟乃以行政處分仍存在且有效為前提，蓋撤銷之目的乃在

溯及的消滅行政處分之效力，若行政處分已了結而不再繼續發生法律

效果，則根本無撤銷之可能性與必要性。此時，撤銷訴願與訴訟將因

欠缺權利保護必要性而成為不合法，訴願機關應為不受理決定、行政

                                                                                                                                                           
zulässig, wenn der Beklagte einwilligt oder das Gericht sie für sachdienlich 

erachtet.＂ 

VwGO § 91：“Eine Änderung der Klage ist zulässig, wenn die übrigen Beteiligten 

einwilligen oder das Gericht die Änderung für sachdienlich hä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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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訴，本文第二章第五節已有詳述。惟若原告對於

處分之撤銷，仍具有「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則仍應提起或續行撤

銷訴訟。令人疑惑的是，既然行政處分已經消滅，為何仍可提起撤銷

訴訟？若本號解釋所稱之「消滅」，即等同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消

滅」，而與「了結」同義，則消滅之前提，必以撤銷訴訟已不可能或

無意義為前提
884
。若仍可提起或續行撤銷訴訟，作為訴訟對象之行政

處分必然仍存在且繼續發生法律上效力，換言之，行政處分之「撤銷」

與「消滅」或「了結」，乃完全相互排斥之概念。本文認為，由此基

本邏輯可知，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所稱之消滅，絕非等同於行政訴訟

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消滅，亦非與學理上所稱之了結同義。國內學

說有認為，本號解釋主文第三段所稱之「有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

乃撤銷訴訟中可能伴隨之回復原狀請求權之設計，換言之，此所謂法

律上利益，即回復原狀之請求，而與確認訴訟中之確認利益無關，更

與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無涉。亦有學者認為，本號解釋所稱之消滅

並非了結，無論如何，均應提起或續行撤銷訴訟。是項見解同樣將本

號解釋文所稱之「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理解為撤銷訴訟之訴訟利

益，而與違法性確認無涉
885
。 

 

    關於本號解釋主文第三段於審判實務上之應用，國內較早期之論

著中，曾有認為若行政處分於起訴前即已了結者，方適用第六條第一

項後段；若在起訴後方發生了結情事，則應直接適用釋字第二一三號

解釋，應提起或續行撤銷訴訟，並同時主張第一九六條之回復原狀
                                                       
884
 國內學者亦有認為，撤銷訴訟與違法確認訴訟間之分水嶺，即在於行政處分是否已經

了結（或有稱『解決』）。換言之，已經了結者，必無法提起撤銷訴訟，至多僅得請求確

認其違法性而已。若仍得提起或續行撤銷訴訟，則該行政處分必然仍未了結。參照劉淑

範，論確認訴訟之備位功能：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三項之意義與本質，人文及社會科學

集刊，第 15 卷第 1期，2003 年 3 月，頁 103。 

德國學說則於了結之定義中，加入撤銷訴訟已不可能此一要素。換言之，無論了結之原

因為何，均必須撤銷訴訟已無意義或不可能。Vgl. Schenke, Die Fortsetzungsfeststel- 

lungsklage, in：Festschrift für Christian-Friedrich Menger zum 70. Geburtstag, 

1985, S.461（462 f.）.關於行政處分了結之定義，參照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一項第一

款之說明。 
885
 關於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與行政處分了結間之關係，以及本號解釋原因案件之說明，

參照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一項第二款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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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
。惟本文認為，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其直接

適用範圍，並不因作為獨立訴訟類型之規定，便僅限於起訴而已。則

在起訴後方了結之案件類型中，仍可為本條項所涵蓋，既無需類推適

用，更無需適用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再者，如同本文前述，釋字第

二一三號解釋所稱之消滅，並非等同於了結。否則，若行政處分既已

了結，根本無提起或續行撤銷訴訟之可能與必要
887
。上開見解所稱直

接適用釋字二一三號解釋之案件類型，根本無法與第六條第一項後段

之適用相對稱，蓋前者行政處分仍未了結，後者則限於以已了結之處

分為確認對象。將了結之時點區分為起訴前或後，並分別適用第六條

第一項後段與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顯係誤解了結之意義，並「低估」

了第六條第一項後段本可發揮之權利保護之制度功能與應用可能性。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主文第三段，與確認行

政處分違法訴訟無涉，至多僅具有闡明撤銷訴訟適用範圍之作用
888
。

即在仍有回復原狀可能性時，不應否認原告提起或續行撤銷訴訟之權

利保護必要性。但無論如何，此處所稱之「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

與違法確認所應具備之確認利益並無關聯，本號解釋亦不可能分擔違

法確認訴訟中某些案件類型之權利保護需求
889
。 

 

第二項  釋字第五四六號解釋－「分離的撤銷訴訟」與確認

行政處分違法之訴 

 
                                                       
886
 參照吳庚，行政訴訟中各類訴訟之關係，法令月刊，第 49 卷第 11 期，1998 年 11 月，

頁 4。 
887
 關於結果除去請求權與行政處分了結之關係，參照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七款第

四目之說明。 
888
 同樣有認為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所涉及者乃撤銷訴訟中所必須具備之「可補救性」

（可回復），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第 5版，2007 年 10 月，頁 1378。 
889
 惟仍有學者認為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可充為理解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時之

參考。參照蔡志方，論行政訴訟上確認訴訟，全國律師，第 3 卷第 1 期，1999 年 1 月，

頁 51。學說上亦多有將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與違法確認訴訟作連結者。例如曾華松，

行政訴訟法修正草案確認訴訟之研究（上），法令月刊，第 48 卷第 5 期，頁 7。此種見

解似可歸咎於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之語焉不詳，自解釋文觀之，的確易使人與違法確認

訴訟作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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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司法院釋字第五四六號解釋乃謂：「本院院字第二八一○號

解釋：「依考試法舉行之考試，對於應考資格體格試驗，或檢覈經決

定不及格者，此項決定，自屬行政處分。其處分違法或不當者，依訴

願法第一條之規定，應考人得提起訴願。惟為訴願決定時，已屬無法

補救者，其訴願為無實益，應不受理，依訴願法第七條應予駁回。」

旨在闡釋提起行政爭訟，須其爭訟有權利保護必要，即具有爭訟之利

益為前提，倘對於當事人被侵害之權利或法律上利益，縱經審議或審

判之結果，亦無從補救，或無法回復其法律上之地位或其他利益者，

即無進行爭訟而為實質審查之實益。惟所謂被侵害之權利或利益，經

審議或審判結果，無從補救或無法回復者，並不包括依國家制度設

計，性質上屬於重複發生之權利或法律上利益，人民因參與或分享，

得反覆行使之情形。是人民申請為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時，因主管機

關認其資格與規定不合，而予以核駁，申請人不服提起行政爭訟，雖

選舉已辦理完畢，但人民之被選舉權，既為憲法所保障，且性質上得

反覆行使，若該項選舉制度繼續存在，則審議或審判結果對其參與另

次選舉成為候選人資格之權利仍具實益者，並非無權利保護必要者可

比，此類訴訟相關法院自應予以受理，本院上開解釋，應予補充。」 

 

    本號解釋之原因案件，係課與義務訴訟提起前申請了結之案件類

型。國內學說率皆認為，在本案件事實中原告所應提起之訴訟類型，

乃為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
890
，由此顯見我國學說上關於作成處分申

請了結之類推適用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已有普遍之共識。本號解

釋雖於民國九十一年五月作成，是時行政訴訟法新制早已實行近二寒

暑，各種訴訟類型早已燦然齊備，而不再僅有撤銷訴訟而已。惟本號

解釋在解釋主文中，不僅對於訴訟類型之擇定隻字未提，而僅曰「此

類訴訟相關法院自應予以受理」，甚至在解釋理由書中進一步表示：

                                                       
890
 例如程明修，大法官釋字第五四六號解釋中的行政訴訟類型選擇，法學講座，第 7

期，2002 年 7 月，頁 49 以下；林三欽，試論「行政爭訟實益」之欠缺（下）－兼評大

法官釋字第五四六號解釋，台灣本土法學，第 43 期，2003 年 2 月，頁 15 以下；李建良，

行政處分的「解決」與行政救濟途徑的擇定，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0 期，2002 年 12

月，頁 11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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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理爭訟之該管機關或法院，仍應為實質審查，若原處分對申請人

參選資格認定有違法或不當情事，應撤銷原處分或訴願決定，俾其後

申請為同類選舉時，不致再遭核駁處分。」而認為在此種原告之申請

發生了結情事之案件類型，應提起撤銷訴願以及訴訟，而非確認行政

處分違法訴訟。本文認為，在本號解釋中，大法官並未充分考量到行

政訴訟新制下各訴訟類型之制度功能，而仍依循舊制之邏輯與脈絡，

直覺地肯定撤銷訴願以及訴訟之擇定。在此種案件類型中，雖然對於

行政機關之拒絕提起撤銷訴願或訴訟，可回復原告重新再次向行政機

關申請之「開放性」。對於行政機關之拒絕提起撤銷訴訟，學說上一

般多稱為「分離的撤銷訴訟」（isolierte Anfechtungsklage）
891
。「分

離的撤銷訴訟」無論係在學說討論抑或審判實務上，對於「權利保護

必要性」之具備與否，往往較具有爭議性。但一般仍認為，若原告請

求作成行政處分之申請發生了結情事，且所申請之行政處分之作成，

於將來仍具有利益，則可肯定「分離的撤銷訴訟」之權利保護必要性
892
。本文認為，此種「分離的撤銷訴訟」，之所以僅對於行政機關之

拒絕提起撤銷訴訟，其目的不外乎保持未來獲得允許之開放性與可能

性
893
，在此種案件類型中，其制度功能與違法確認訴訟有高度之重疊

性。蓋對於行政機關之拒絕或不作為確認其違法性，同樣在於避免將

來再次申請時，遭受行政機關之不利決定，此時其確認利益即「避免

重覆危險」
894
。本號解釋主文中所稱之「訴訟實益」，即在於使另次

選舉中成為候選人之資格具有開放性，縱使在解釋理由書中表示應使

用撤銷訴訟作為權利救濟途徑，但仍無法否認其訴訟目的與違法性確
                                                       
891
 Vgl. Kopp/Schenke,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2.Aufl., 2000, § 42 Rdnr. 

30.；Tschira/Glaeser,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7.Aufl., 1985, § 2 S.67.；BVerwG, 

NJW 1971, 2004. 

惟亦有將單獨對於行政處分附款之撤銷，稱為「分離的撤銷訴訟」者。Vgl. OVG Berlin, 

NVwZ 1997, 1005. 
892
 Vgl. Kuhla/Hüttenbrink/Endler, Der Verwaltungsprozess, 3.Aufl., 2002, Rdnr. 

144. 
893
 釋字第五四六號解釋理由書第二段：「... ...受理爭訟之該管機關或法院，仍應為實

質審查，若原處分對申請人參選資格認定有違法或不當情事，應撤銷原處分或訴願決

定，俾其後申請為同類選舉時，不致再遭核駁處分。」 
894
 關於「預防重覆危險」之確認利益類型，參照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七項第二款第一目

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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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間具有高度重疊性。尤其是分離的撤銷訴訟的提起，學界一般通說

見解乃認為，必須當原告之申請已失去意義或實益之時
895
。實際上，

此情況即可謂原告當初向行政機關之申請已經了結。 

 

    綜上所述，雖然司法院大法官在本號解釋中並未完全依循行政訴

訟法新制，而在解釋理由書中仍認為應提起撤銷訴訟。學者有認為本

號解釋原因案件之發生，雖係在行政訴訟舊制時期，但大法官欲對於

本案作成憲法解釋之時，新制早已實行近二年，因此實應依新制而適

用違法確認訴訟，方屬正鵠
896
。本文認為，雖然大法官在本號解釋中，

對於訴訟類型之擇定，有為德不卒之憾。但卻明白的肯定「未來重覆

危險之避免」，得以證立行政訴訟上之「權利保護必要性」。單就此點

而言，對於確認違法訴訟所必須具備之特別確認利益，多少亦具有指

引的作用。且若本號解釋所稱之「撤銷訴訟」，其真意果真係指「分

離的撤銷訴訟」，以及自其所欲達到「俾其後申請為同類選舉時，不

致再遭核駁處分」之目的加以觀察，實際上違法確認訴訟似乎也早已

呼之欲出。 

 

第四節  對現行行政訴訟法及其修正草案之分析與建議 

 

    我國現行行政訴訟法中關於違法確認訴訟之規定，僅第六條第一

項後段而已：「其確認已執行完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之行政處分為

違法之訴訟，亦同。」在體系上，違法確認訴訟乃與一般確認訴訟並

列，而為一獨立訴訟類型之規定。雖本質上屬於訴訟類型之規定，但

得直接適用之案件類型並不限於直接獨立起訴，在合法變更或轉換之

前提下，亦得以本訴訟接續其他初始訴訟，此時即德國法上所稱之「續

行確認訴訟」。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並不限於

接續處分已了結之撤銷訴訟，且條文位置亦與其他訴訟類型並列，本

                                                       
895
 Vgl. Happ, in：Eyermann/Fröhl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1.Aufl., 2000, 

§ 42 Rdnr.19. 
896
 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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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認為如此之規範架構與內容，整體來說乃優於德國行政法院法第一

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蓋一方面既可迴避法律性質之爭議，另一方面

又可適度擴大本訴訟類型之直接適用範圍，較符合人民權利保護之實

際需求。德國「（統一）行政訴訟法草案」第六十七條第一項，在架

構與內容上，即與我國現行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相去

不遠。尤其是對於即刻執行並瞬間了結之行政處分，例如對於集會遊

行之解散或驅逐命令等，該處分在作後必然立刻執行，且一經執行因

無回復可能而隨即了結，本質上處分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根本不可能

在了結前及時提起撤銷訴訟，此時權利受侵害之人民自可依據第六條

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在具備確認利益之前提下，直接獨立提起違法確

認訴訟。本文認為，此種案件類型乃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最大之實

益所在，透過本訴訟類型對於撤銷訴訟之補強，人民對於國家公權力

侵害之權利救濟體系方能堪稱完整，以符合憲法中對於訴訟權保障之

要求。惟法文仍限於行政處分違法性之確認，則若係行政機關對於人

民申請之拒絕或不作為，則無法直接適用本訴訟類型，而僅得透過類

推適用之方式直接獨立提起或接續已提起之課與義務訴訟。蓋行政機

關之單純不作為並非行政處分，其理至明，至於行政機關之拒絕，雖

仍可認定屬於行政處分，但此處所了結者為人民之「申請」，並非該

拒絕處分本身，因此仍無法直接適用本訴訟類型
897
。惟縱使須要透過

類推適用之方式主張違法性之確認，但仍不會如同德國法般出現「雙

重類推適用」（doppelte Analogie）之情況，蓋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

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本即無「接續性」之限制，直接獨立起訴仍屬

本條項直接適用之範圍。 

 

    綜上所述，現行法將違法確認訴訟規定在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且

與其他訴訟類型並列，本文認為在體系解釋上，將本訴訟列屬獨立之

確認訴訟類型，應屬合理。無論在體系架構上，抑或是條文規範內容，

均較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之規定為完善。 

                                                       
897
 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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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司法院於九十五年一月送付至立法院審議之行政訴訟法草

案，其中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修正為：「其確認已執行而無回復原狀可

能之行政處分或已消滅之行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相對於現

行法，修正草案在條文內容上，將已執行完畢之行政處分增加「無回

復原狀可能」之限制，如此是否會改變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解釋

與適用？本文認為，修正草案第六條第一項後段所增加之「無回復原

狀可能」用語，至多僅具有概念性、定義性之作用，實質上並不會影

響本條之適用。自「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委員會」第七十一次會議

記錄
898
可知，「無回復原狀可能」僅在於補充已執行完畢之行政處分，

蓋如同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七款關於了結概念之說明，行政處

分之執行完畢並不當然導致處分之了結，必也該執行所創造之不利益

事實狀態已無回復原狀之可能，此時方可認為處分已因執行完畢而了

結。若處分雖已執行完畢，但該執行結果仍有除去或回復之可能時，

則處分尚未了結，權利受侵害之人民應提起撤銷訴訟，並同時主張第

一九六條之執行結果除去。換言之，必也行政處分之執行已造成一個

不可回復之事實狀態（durch Vollzugsakte irreparable Tatsachen 

geschaffen werden），其已無法藉由結果除去而回復原狀時，處分方

為了結
899
。而違法確認訴訟，本即在於確認已了結行政處分之違法

性，若處分尚未了結，而仍繼續發生法律效果，此時原告應提起撤銷

訴訟，以溯及的消滅行政處分之效力，若僅單純的主張違法性確認，

其訴應屬欠缺權利保護必要性，且亦不符合條文關於訴訟對象之規定

而為不合法。由此可知，撤銷訴訟與違法確認訴訟之分水嶺，即行政

處分之「了結」。原告若欲提起違法確認訴訟，必以處分已了結為前

提。則現行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範內容，應解釋為「已

執行完畢而消滅」之行政處分與「因其他事由而消滅」之行政處分。

意即無論係執行完畢或其他事由，均必須導致該處分了結，方能提起

違法確認訴訟，此已於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七款第一目中有所

                                                       
898
 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委員會」第七十一次會議記錄，收錄於行政訴訟制度

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下冊），司法院，2006 年 8 月，頁 1969 以下。 
899
 參照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七款第四目之說明。 



272 
 

詳述。在了結之定義中，必須該執行完畢之行政處分所肇致之事實狀

態已無從回復原狀，方可謂處分已因執行完畢而了結。修正草案所添

加之文句，至多僅係了結之定義性說明而已，並不影響違法確認訴訟

之解釋與適用。「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委員會」第七十一次會議記

錄中彭鳳至委員之發言，亦認為將條文修正為：「其確認已消滅之行

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即可。「無回復原狀可能」此一文句，

僅在於定義因執行完畢而消滅之行政處分，重點仍在於是否消滅一

事。此種學理上之定義性說明，實無須蛇足的以立法方式加入法條內

容之中，僅需在立法理由或實務見解中，明白確立行政處分了結或消

滅之定義或範圍即可。 

 

    司法院提出之修正草案中，另於第一九六條增列第二項之規定：

「撤銷訴訟進行中，原處分已執行而無回復原狀可能或已消滅者，高

等行政法院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律上利益時，得依其聲請，確

認行政處分為違法。」本條同樣亦涉及對於已了結行政處分之違法性

確認，只不過僅限於「接續」撤銷訴訟之續行確認訴訟，依條文文義，

直接獨立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並不在直接適用之範圍內。在研究修正

委員會中，有認為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乃適用於起訴前行政處

分已不存在之情形，而草案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之規定，則適用於起訴

後了結之狀況，二者間之適用案件類型有所不同
900
。然本文認為草案

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之規定，實際上乃畫蛇添足之立法，「猶屋下架屋，

床上施床」，既無實益，又無必要。蓋第六條第一項後段雖屬於訴訟

類型之規定，但該條文仍可承載自其他初始訴訟類型轉換或變更而來

之案件類型，而為「續行確認訴訟」。訴訟類型之規定，並非僅限於

起訴，自其他訴訟類型轉換或變更而來，亦無不可。否則訴之變更將

毫無適用餘地，尤其是若承認訴訟轉換制度，原告當可將已成為不合

法之撤銷聲明轉換為違法確認聲明
901
。自草案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之體

                                                       
900
 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委員會」第七十二次會議記錄，陳敏委員發言，收錄

於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下冊），司法院，2006 年 8 月，頁 2018。 
901
 研究修正委員會中，其中鄭忠仁庭長亦認為草案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之規定，即屬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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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位置與規範內容觀察，本條項之立法實係完全仿自德國聯邦行政法

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之規定，然我國行政訴訟法已有第六條

第一項後後段關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明文，實無須於一九六條中增列第

二項再為重覆規定
902
。應該思考與努力的，應是藉由立法或修法說

明，抑或審判實務之落實，透過第六條第一項後段關於確認行政處分

違法訴訟之訴訟類型之規定，確切實現各種不同案件類型中原告之權

利保護需求。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

之規定，明顯優越於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之

規定，因此實無需再畫蛇添足的一味地模仿德國法之規定，而又再於

第一九六條增列第二項之規定。本文認為，在充分落實第六條第一項

後段規定之情況下，草案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之適用必遭架空。第六條

第一項後段與草案第一九六條第二項間，適用於起訴前或起訴後案件

類型之區別，根本只是為了合理化後者之存在所硬強加之分類，實際

上根本不符合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本得發揮之「應用可能性」

（Einsatzmöglichkeit）。綜上，本文認為，既然草案第一九六條第

二項所欲適用之案件類型，已可為第六條第一項後段所涵蓋，且該條

關於違法確認訴訟之規定，無論係體系位置抑或規範內容，均較德國

                                                                                                                                                           
更之明文。參照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委員會」第七十二次會議記錄，鄭忠仁

委員發言，收錄於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下冊），司法院，2006 年 8 月，頁

2018。本文認為，既然本質上屬訴之變更，則原告透過行政訴訟法第一一一條之規定，

將訴訟標的變更為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違法確認聲明即可，何須再「疊床架屋」，而於

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作無謂之「說明」或「提示」！？ 
902
 必須特別加以說明的是，若認為處分在撤銷訴訟進行中始發生了結之案件類型，不屬

於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直接適用範圍，則草案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之規定，自得作為「續

行確認訴訟」之依據。然本文之所以認為草案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係屬蛇足之立法，乃肇

因於本文一貫的邏輯與立場，而認為無論處分究係於起訴前或起訴後了結，均可直接適

用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雖然條文明確規定須以已了結之處分作為訴訟

對象，惟在接續撤銷訴訟之案件類型中，起訴時處分根本尚未發生了結，國內學說便因

此認為無法直接適用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但本文認為，此種案件類型中，絕無訴

訟對象不合條文規定之情況發生。蓋此時原告「起訴時」係提起撤銷訴訟，嗣後了結情

況發生時，方才轉換或變更為確認處分違法訴訟。換言之，在轉換或變更為確認處分違

法訴訟之時，處分已然了結，雖起訴時處分尚未了結，但此時原告根本非係提起違法確

認訴訟，此時何來訴訟對象不合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直接規定，而有類推適用之必要

性？況且，正如同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之規定，法理上並非屬

於「訴訟轉換」之法律依據，則將該條文異地移植之我國行政訴訟法草案第一九六條第

二項之規定，亦難以作為我國訴訟法制上「轉換」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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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優越，實無須再將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

之規定，異地移植於我國行政訴訟法第一九六條之中，否則在第六條

第一項後段已有規定之情況下，只是更顯突兀與蛇足而已。這種「德

國有，我國也要有」之心態，本文認為仍有再商榷之餘地。況且，草

案第一九六條第二項明文限於高等行政法院，與德國法以「轉換」迴

避行政法院法第一四二條第一項之作法相比較，實難謂進步。如此，

將使原告之訴訟可能性繫諸偶然之了結時點，本文認為與訴訟權保障

以及權利保護確保之精神難謂契合。而前述德國（統一）行政訴訟法

草案第六十七條第一項末句，甚至將行政處分之拒絕或不作為之違法

性確認，明文準用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此種準用條款，一方面既

符合學說以及實務之發展趨勢，另方面又可收適用明確之效，似可為

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將來修正之參考與借鏡。 

 

    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較

少受到國內學者之關注，在相關論著中對於本訴訟類型之說明，不是

隻字未提，就是僅鳳毛麟爪、驚鴻一瞥。在實務上，相對於其他訴訟

類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案例更顯稀少。尤其是原告若欲自撤

銷聲明或課與義務聲明變換至違法確認聲明，究竟是訴訟變更抑或訴

訟轉換？應具備之要件為何？於實務上，在在均是一團混亂。本文認

為，雖然違法確認訴訟最初乃濫觴於德國，但我國行政訴訟法與德國

行政法院法關於本訴訟類型之規定，無論係體系架構或內容，均可謂

大異其趣。在我國法架構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乃作為獨立之訴

訟類型，實無庸置疑。而德國學說以及實務上所發展出相關得適用之

案件類型，雖均可為我國法解釋之參考或依據，蓋無論係德國基本法

第十九條第四項抑或我國憲法第十六條之規定，對於人民權利保護無

漏洞之要求，應屬相同。但適用方式如何，仍應考量到彼此間規範架

構於本質上之差異，而有不同之結果。再者，基於對此一根本上差異

性之理解，行政訴訟法草案中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之增定，更屬無稽。

欲充分且完善的確保人民之權利保護途徑，應思考與努力的應是透過

對於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解釋與適用，明白確立各種可得適用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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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如何適用以及實體判決要件內容，方屬正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