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問題之提出 

 

    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確認行政處分無效及確認

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或不成立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律

上利益者，不得提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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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條之規定可知，我國行政訴訟法

中之確認訴訟，有以下三種子類型：「確認行政處分無效訴訟」、「確

認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或不成立訴訟」以及「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
1
。 

 

    而上述「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似乎是直接仿自德國聯邦行

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之規定。德國行政法院法此一規定

之內容為：「行政處分已（經行政機關）撤銷或因其他原因已了結者，

法院得依聲請以判決確認行政處分成為違法，但以原告就此一確認有

正當利益為限。」（“Hat sich der Verwaltungsakt vorher durch 

Zurücknahme oder anders erledigt, so spricht das Gericht auf 

Antrag durch Urteil aus, daß der Verwaltungsakt rechtswidrig 

gewesen ist, wenn der Kläger ein berechtigtes Interesse an 

dieser Feststellung hat.＂）但若就德國該條文於行政法院法中之

體系位置加以觀察，第一一三條第一項乃為撤銷訴訟判決主文（判決

方式）之規定。因此，在德國學說以及實務上，多將此稱為“Fortset- 

zungsfeststellungsklage＂，在國內一般均翻譯為「繼續確認訴

訟」、「追加確認訴訟」或「續行確認訴訟」。但相反的，在我國現

行行政訴訟法中，此「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乃規定於第六條第一

                                                       
1
 相同見解，參照陳淑芳，確認訴訟之提起與類型，月旦法學教室，第 78 期，2009 年 4

月，頁 19。行政法院之審判實務，亦有相同見解，如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字第一

零六三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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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條文位置相當於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四十三條，而與其他確認

訴訟之類型並列，則是否會因此使該訴訟在我國之解釋與適用上有所

不同，值得進一步探討。再者，縱使在德國學說以及實務上，對於行

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之法律性質為何
2
、得直接適用或

類推適用之案件類型如何
3
，以及各種案件類型之實體判決要件為

何，都存在著不小的爭議
4
。甚而有認為為了避免此種要件之不確定

或不安定性，而建議將起訴前已了結之情況，適用或類推適用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之一般確認訴訟，至少在實體判決要件上，相對的較為明

確與穩定
5
。由此可見，對於違法確認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目前仍

處於不明確且極富爭議之窘境。 

 

    因此，本論文乃以「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作為研究題目，並

至少嘗試處理以下問題： 

1、 何謂行政處分之「存在」？又何謂行政處分之「了結」或「解決」？

與現行條文中處分之「消滅」有何異同？ 

2、「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法律性質為何？究屬獨立的訴訟類

型，抑或只是撤銷訴訟的一種下位類型（「截肢的撤銷訴訟」

amputierte Anfechtungsklage），而用以補充或接續撤銷訴訟？ 

3、「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可得直接適用或類推適用案件類型為

何？應如何適用？（例如究應『訴訟轉換』抑或『訴之變更』？） 

                                                       
2
 Vgl. Rozek, Grundfälle zur verwaltungsgerichtlichen Fortsetzungsfeststel- 

lungsklage, Jus 1995, 414. 
3
 Vgl. Schenke,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0.Aufl., 2005, § 7 Rdnr.322 ff.. 

4
 德國學說上認為，違法確認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如何，其關鍵往往取決於本訴訟之法

律性質－訴訟類型之歸類。因此，學說與實務上對於訴訟類型歸類之爭議，便會連帶影

響本訴訟實體判決要件之認定。Vgl. Gerhardt, in：Schoch/Schmidt-Aßmann/Pietzn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5.Aufl., 2007, § 113 Rdnr.98.；Hellerbrand, Die 

Fortsetzungsfeststellungsklage, JA 1995, 153（154）. 
5
 “ Eine analoge Anwendung des § 43 VwGO jedenfalls würde eine Vielzahl von 

Rechtsunsicherheiten vermeiden, die mit der entsprechenden Anwendung des § 113

Ⅰ4 VwGO verbunden sind (Vorverfahren, Klagefrist, Klagegegner).＂Vgl. Finger, 

Polizeiliche Standardmaßnahmen und ihre zwangsweise Durchsetzung - Rechtsnatur, 

Rechtsgrundlage und Rechtsschutz am Beispiel der Ingewahrsamnahme, JuS  2005, 

1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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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各種不同的案例類型中，是否各有

不同之「實體判決要件」？其內容為何？  

5、「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實體上有理由之要件為何？其判斷

基準時點為何？ 

6、司法院於九十五年一月送立法院審議之行政訴訟法修正草案（以

下簡稱『修正草案』）中，對於第六條第一項後段有所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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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九六條亦增列第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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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述修正是否會影響或改變「確認行政處分

違法訴訟」之解釋與適用？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在行政實務中，行政機關之各種行政行為，乃以行政處分為最大

宗。在行政法學中，行政處分也一直是研究的重點。行政行為的定性，

與訴訟法的關連在於：行政行為之「救濟途徑導向」，亦即救濟途徑

的擇定，尤其是訴訟類型的選擇，作為爭執對象之行政行為的定性，

往往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
6
。而目前我國行政訴訟法中，以行政處分

作為爭執對象之有名（法定）訴訟類型，計有「撤銷訴訟」、「課與

義務訴訟」、「確認行政處分無效訴訟」以及「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

訟」幾種。而前三種訴訟類型，乃以「客觀上存在之行政處分」或「請

求作成行政處分」為對象，此亦為行政訴訟之典型案件。但最後一種

訴訟類型，卻是以「已了結」、「已不存在」之行政處分為爭執對象，

其情況較為特殊。 

 

                                                       
6
 Vgl. Stern, Verwaltungsprozessuale Probleme in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Arbeit, 8.Aufl., 2000, § 1 Rdnr.17. 



4 
 

    但在行政實務上，行政處分於提起撤銷訴訟前或訴訟中了結之情

況卻普遍存在，尤其是在秩序行政中相關的警察措施，往往在處分作

成後因立即執行而隨即消滅。例如警察對於集會遊行群眾之「解散命

令」，該解散命令在執行強制驅離（unmittelbarer Zwang zur Durch- 

setzung eines Platzverweises）或群眾解散後隨即了結
7
。警察臨

檢或搜索措施，亦有相同情況。此時，對於已了結之行政處分似乎已

無法提起或繼續撤銷訴訟，則人民應如何救濟，將生疑問。「確認行

政處分違法訴訟」即成為可能的，甚至唯一的訴訟類型。總之，因為

行政處分可能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其效力即已完全展現、竭盡，而致

使處分了結
8
，並使其「客觀上失其存在」。此時，處分相對人或利

害關係人縱已提起撤銷訴願，訴願機關亦將依訴願法第七十七條第六

款「行政處分已不存在者」之規定，對於訴願為「不受理決定」；行

政法院則應以欠缺權利保護必要性為由，以裁定駁回原告之撤銷訴

訟。但處分之「是否了結」或「何時了結」，往往不可歸責於原告，

則如何提起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及其實體判決要件之設計，對於人

民權利保護的完整性至關重要。 

 

    惟「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在國內文獻中卻

鮮少受到注意與討論。其原因可能在於一般多將此訴訟類型與「一般

確認訴訟」等同視之，才會認為不需另外特別探討「確認行政處分違

法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但實際上，縱使將此種訴訟類型定性為一

種確認訴訟之亞型，其實體判決要件亦未必完全等同於「一般確認訴

訟」。例如「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在德國相關文獻上，雖理由各

有不同，但卻多有認為於此時違法確認訴訟須受有「起訴期間」之限

制
9
，甚至有認為提起違法確認訴訟前須經訴願程序之見解

10
。德國聯

                                                       
7
 Vgl. Heckmann, Der praktische Fall-Öffentliches Recht：Versammlungsrecht und 

Überlassungsverbot, JuS 2001, 675（676）. 
8
 Vgl. Rozek, Grundfälle zur verwaltungsgerichtlichen Fortsetzungsfeststel- 

lungsklage, Jus 1995, 414（418）. 
9
 Vgl. Schmidt, in：Eyermann/Fröhl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1.Aufl., 

2000, § 113 Rdnr.72.；Ipsen,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2.Aufl., 2001,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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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行政法院雖有不同見解，但透過學理與實務上不斷辯證的過程，我

們至少可以得知，相對於一般確認訴訟，「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

的確具有一定程度之特殊性。 

 

    又國內大多數文獻在探討此一訴訟類型時，大多脫離不了德國聯

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之框架，而欠缺本土化之思考。甚而

有認為因係完全繼受自德國法，因此我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

之適用，亦僅能接續撤銷訴訟進行中處分了結之情況
11
。如此思考，

將使「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實益與功能大為降低。蓋本訴訟最

重要實益，即在於具有超出撤銷訴訟的「應用可能性」（Einsatzmög- 

lichkeit）
12
。例如前述之警察措施，其可能在處分一作成後隨即了

結，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根本沒有任何機會提起撤銷訴願以及訴訟。

基於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以及我國憲法第十六條關於人民訴

訟權之保障，行政處分究竟是否了結以及何時了結，往往繫諸偶然，

實不應作為救濟可能性之關鍵
13
。 

 

    現行之行政訴訟法以及修正草案第六條第一項後段，均明文規定

以行政處分作為違法確認訴訟之對象。若人民向行政機關申請作成某

                                                                                                                                                           
Rdnr.1137.；Würtenberger, Verwaltungsprozeßrecht, 1.Aufl., 1998, S.290 Rdnr. 

658.；R. P. Schenke, Die Neujustierung der Fortsetzungsfeststellungsklage, JuS 

2007, 697（700） 
10
 Vgl. Kopp/Schenke,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2.Aufl., 2000, § 68 Rdnr. 

34.；Schenke, Die Fortsetzungsfeststellungsklage, in：Festschrift für Christian- 

Friedrich Menger zum 70.Geburtstag, 1985, S.461（467）.；Dreier, Fortsetzungs- 

feststellungswiderspruch und Kostenentscheidung bei Erledigung des Verwal- 

tungsakts im Vorverfahren, NVwZ 1987, 474（477）. 
11
 例如：蔡志芳，迎接行政救濟新紀元，認識訴訟制度舊核心，萬國法律，第 112 期，

頁 9。是項見解乃將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適用，限於已提起撤銷訴訟者。

換言之，其將我國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適用範圍，限縮於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

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直接適用」之案件類型。關於德國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

項第四句之直接適用，可參照 Schenke,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0.Aufl., 2005, § 

7 Rdnr.321. 
12
 Vgl. Hufen,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5.Aufl., 2003, § 18  Rdnr.54. 

13
 Vgl. Schenke,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0.Aufl., 2005, §  7 Rdnr.325.；

Tettinger/Wahrendorf, Verwaltungsprozeßrecht, 3.Aufl., 2005, § 20 Rdnr. 8.；

Renck, Verwaltungsakt und Feststellungsklage-BVerwGE 26, 161., Jus 197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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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行政處分，而為行政機關所拒絕，該拒絕雖屬於行政處分，但卻非

此處了結之對象。又若行政機關對於人民之申請，並未作成拒絕之表

示，而僅單純之不作為，此時客觀上並無行政處分之存在，則是否得

以該「單純不作為」，作為違法確認之對象？無論是行政機關拒絕或

單純不作為，申請人本應提起課與義務訴願或訴訟，方為最直接且有

效之權利救濟途徑。則於何種情況下，方允許申請人提起確認違法訴

訟？相對於撤銷訴訟而言，違法確認訴訟乃以客觀上失其存在之處分

為對象。但對於課與義務訴訟而言，該失其存在或了結之對象為何？

而此種案件類型中，違法確認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為何？行政法院應

為如何之判決？此皆有討論之必要。例如依九十七年一月十六日修正

公布之商業登記法，其中第五條新增第四款「民宿經營」者，免辦理

商業登記。設若於九十六年中，有民宿經營者向經濟部申請為商業登

記，但經濟部遲未准許登記，致使業者無法如期開業而蒙受損失，因

此業者乃向行政法院提起課與義務訴訟。但至九十七年二月法院欲為

判決時，商業登記法已有所修正，規定其無須再為商業登記，而以判

決駁回業者之訴訟。此時，業者得否請求行政法院確認經濟部之不為

登記為違法？又或者業者在提起課欲義務訴訟前，新商業登記法已施

行，則是否可直接提起違法確認訴訟？此在在皆涉及「確認行政處分

違法訴訟」可得適用案件類型之問題。 

 

    在我國釋憲實務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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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解釋理由書第三段中再

次說明：「惟行政處分因期間之經過或其他事由而失效，其失效前所

形成之法律效果，如非隨原處分之失效而當然消滅者，當事人因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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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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號解釋乃於民國七十六年三月二

十日作成，是時行政訴訟法仍僅有撤銷訴訟此一法定訴訟類型。因

此，一般認為該號解釋乃為擴大人民提起救濟之可能性，而認為處分

雖已失效而消滅，但在有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之前提下，仍應許人民

提起或續行撤銷訴訟
14
。此號解釋之結論固然值得贊同，但在實務界

普遍認為行政處分本身即為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之情況下，處分既已

失效，訴訟標的已然消滅，則何能進行無訴訟標的之訴訟？又在此一

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中，所爭執者乃專利權核准處分。但有疑問的

是，對於專利權之侵害人而言，專利期間之經過是否真能使該初始之

專利核准處分失效，而致使其了結？該號解釋文中所謂「可回復之法

律上利益」，是否可以認為行政處分實質上仍未了結
15
？此在在均生

疑問。縱使認為該處分確已了結，但在民國八十九年新行政訴訟法施

行之後
16
，當事人所應提起或續行之訴訟類型，是否會隨著訴訟類型

之增列而有所不同？此亦有探討空間。 

 

    在民國九十一年五月三十一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又作成釋字第

五四六號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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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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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年 5 月，頁 7。 
15
 本文此處主要係針對侵害專利權之人而言。蓋對於侵權人，縱使專利期間已經過，但

對其仍繼續存在其他有害之法律上之「懲罰措施」（Sanktionsmaßnahmen），此時處分之

廢棄既然仍有意義，則難謂該行政處分已經了結。詳細說明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

一項第二款、第六章第三節第一項。 
16
 中華民國 88 年 7 月 8日司法院（八八）院台廳行一字第一七七一二號令，定自 89 年

7 月 1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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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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解釋雖然沒有在解釋文中

說明，當事人在具有其所論證之權利保護必要性後，應提起何種訴訟

類型，但在解釋理由書第二段最後，卻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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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行政訴訟法中各種訴訟類型已燦然備齊，

但大法官卻仍認為此時仍應提起撤銷訴願與訴訟，本文認為有檢討之

必要。大法官所稱之撤銷訴訟是否即「分離的撤銷訴訟」？若是，則

與違法確認訴訟之關連性為何？本文認為均有討論的空間存在。 

 

    最後，行政訴訟法修正草案第六條一項乃修正為：「確認行政處

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或不成立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律上利益者，不得提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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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法該條項最後一段之規定：「其確認已執行完畢或因其它事由而消

滅之行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修正草案是否將影響「確認行

政處分違法訴訟」之解釋與適用，尤其是行政處分「消滅」與否之認

定？此亦有探討之必要。 

 

    而本文之研究目的，即在於界定「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可能

之案件類型以及其適用方式，蓋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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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四句，與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範結構與內容迥

異，縱使是相同之案件類型，其適用方式亦可能有所不同。又在接續

其他初始訴訟之案件類型中（「續行」確認訴訟），德國學說與實務

上所稱之「訴訟轉換」
17
，在我國訴訟法制架構下得否直接援用，亦

不無疑問。再者，針對各種不同之案件類型，其實體判決要件為何，

亦有探討之必要。基於我國行政訴訟法與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之違法

確認訴訟間，兩者於條文架構與體系上之不同，建構出我國本土化之

類型與內涵。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本論文主要之研究方法，乃文獻及理論分析，欲藉由德國與國內

文獻的閱讀、各種不同學理與實務見解的整理，逐一釐清「確認行政

處分違法訴訟」所可能適用的案件類型及其實體判決要件。而我國行

政訴訟實務上，實際提起或轉換、變更為「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

之案件相對屬於少數，似乎尚未能形成固定、有力的司法實務見解，

尤其是在究竟屬於訴之變更抑或轉換，不但見解歧異，甚至於同一判

決中出現自我矛盾之誤謬
18
。但相反的，在德國訴訟實務上，此一違

法確認訴訟的實際案件早已累積相當可觀的數量，各法院間或許有不

同之見解與立場，但至少可從相互間辯證，以及與學理間的互動中，

大致分析出可能的立場與所持理由。因此，本論文之研究方法中，比

較分析亦屬不可或缺。蓋如前所述，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

段基本上乃繼受自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又

                                                       
17
 德國聯邦行政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所規定之「續行確認訴訟」，之所以被認

為屬訴之轉換而非訴之變更，其原因在於準用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六四條。Vgl. Kuntze, 

in：Bader/Funke-Kaiser/Kuntze/von Albedyll,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 

Aufl., 1999, § 91 Rdnr.15.；Wolff, in：Posser/Wolff, Verwaltungsgerichts- ordnung, 

6.Aufl., 2008, § 91 Rdnr.9 ff..；Gerhardt, in：Schoch/Schmidt-Aßmann/ Pietzn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5.Aufl., 2007, § 113 Rdnr.79. 

但德國法上對於訴之變更之規範架構與我國法制迥異，則在我國訴訟制度上是否以及如

何援用德國法上所謂「訴訟轉換」或「非訴之變更」，則有疑問。 
18
 例如一方面稱「訴訟轉換」，但另方面卻以行政訴訟法第一一一條作為其依據。詳細

說明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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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第一九六條之規定，亦繼受自德國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二

句。因此，與德國行政救濟體系間之比較分析，從立法理由乃至運作

結果，均為我國法解釋與適用的一個值得參考且無法忽略的重要依

據。   

 

    本論文之研究範圍，主要乃在於行政處分或至少具有行政處分特

質（Verwaltungsaktsqualität）之行政行為之違法確認訴訟，而不

包含其他法律關係之違法確認。例如人民向行政機關申請作成行政處

分，此時行政機關若拒絕或不作為，此時此種拒絕或不作為，並非了

結之對象，且行政機關之單純不作為，亦非屬於行政處分。惟行政機

關係對於處分作成之拒絕或不作為，仍與行政處分間具有體系關聯

性，且課與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均以行政處分為對象之特別訴訟類

型，而具有同質型
19
。本文所稱「至少具有行政處分特質」者，即指

此種案件類型。另外，本文討論內容亦僅限於行政法院之違法確認訴

訟，而不包括其他法院或行政機關之確認
20
。 

 

第四節  國內文獻回顧 

 

第一項  期刊、專文 

 

    在民國八十七年新行政訴訟法修正通過前後，曾有為數可觀的期

刊文獻，試圖探討新法中增列之各種訴訟類型，雖然篇幅較小，但「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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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期，2000 年 6 月，頁 118。 
20
 目前法規中並無單獨直接規定行政機關對於行政處分之違法性確認，而僅有規定無效

性之確認，例如行政程序法第一一三條以及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二項。惟若人民依行政

程序法第一一七條之規定，請求原處分機關撤銷違法之行政處分，或人民依訴願法第一

條之規定提起撤銷訴願，此時行政處分之違法性即成為無可避免之前提問題，則原處分

機關或訴願機關在作成撤銷決定前，勢必須先確認該行政處分之違法性。至於普通法院

對於行政處分之違法性確認，可能出現在對於行政處分有審判權之情況，例如審查行政

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或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所作成之裁決等情況，又或者是國家賠

償訴訟中，普通法院對於作為訴訟對象之行政處分之審查。但仍必須澄清，此處所例示

說明之其他法院或機關之確認，在本質上處分之違法性確認乃屬先決問題，而與行政法

院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係以處分之違法性作為主要問題，二者間仍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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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亦在討論範圍之中。或許是當時國內對於此一

訴訟類型仍未有充分之研究，因此多僅將我國條文規定之適用可能，

形式的、機械的等同於德國行政法院法之條文規定。此時期的文獻

如：曾華松，行政訴訟法修正草案確認訴訟之研究(上)、(下)，法令

月刊，第四十八卷第五期、第六期；蔡志方，論行政訴訟上確認之訴，

全國律師，八十八年一月號；蔡志方，迎接行政救濟新紀元，認識訴

訟制舊核心，萬國法律，第一一二期。惟亦有對於「確認行政處分違

法訴訟」隻字未提者，如：陳愛娥，以行政行為類型為中心的行政訴

訟類型，萬國法律，第一一二期。此時期之相關文獻中，雖仍有認識

到我國新行政訴訟法與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有著根本上的不同，但對

於撤銷訴訟提起後，處分始了結之情況，卻認為應循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二一三號解釋，續行撤銷訴訟。如：吳庚，行政訴訟中各類訴訟

之關係，法令月刊，第四十九卷第十一期。本文認為，如此可能將忽

略「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本可發揮之制度功能，並且混淆行政處

分「了結」之內涵。蓋在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中，若處分之撤銷，對

於原告仍具有「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本即應提起撤銷訴訟。此時

應將處分理解為「尚未了結」，則根本與「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

無關。在了結之定義中，無論了結事由為何，均必須對於行政處分之

廢棄已不可能且無意義。了結與撤銷乃完全互斥之概念，絕無競合或

重疊之空間存在。因此，絕對不可能有了結後提起或續行撤銷訴訟之

可能。因此，關於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在行政訴訟法中之應用，尤其

是訴訟類型之擇定，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至於較近期的文章，有僅以極短之篇幅，簡略說明於行政處分了

結後，尚有撤銷訴訟以外之其他救濟途徑可資選擇，但論述重點多僅

在於行政處分「了結」之核心概念。如：洪家殷，行政處分之消滅，

月旦法學雜誌，第八十四期；李震山，已執行完畢之行政處分及其救

濟，月旦法學雜誌，第八十一期。又或者僅簡短的勾勒出行政處分了

結之情況，以及與國家賠償訴訟間之關係者，如：吳志光，確認行政

處分違法訴訟之性質與第一次權利保護優先原則，法學講座，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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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吳志光，以行政處分違法或無效為先決問題之國家賠償訴訟，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八十七期。亦有僅簡短說明在處分了結後，權

利受侵害之人應先訴請行政法院確認處分之違法性，方可再向普通法

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者。如：陳淑芳，確認訴訟之提起與類型，月旦

法學教室，第七十八期。亦有已明確指出行政處分之「執行完畢」，

未必當然導致了結情事發生。如：吳信華，退學處分的合法性－行政

訴訟撤銷之訴的思惟步驟，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二期；李建良，違

規車輛拖吊及保管之法律問題－兼論行政強制執行基本體系之再構

成及其相關問題，政大法學評論，第五十三期；劉建宏，已執行完畢

行政處分之效力及其救濟途徑，月旦法學教室，第三十二期。惟前者

似乎仍未將撤銷訴訟之「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與確認訴訟之「確

認利益」作明確之區隔。此外，已有文獻開始探討「確認行政處分違

法訴訟」本身，惟其雖有涉及此一訴訟類型之案件類型，但焦點仍集

中於行政處分之了結，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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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期；李旭銘，確認行政

處分違法之訴(上)、(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四十六期、第四十

七期；蕭文生，執行完畢與已消滅行政處分之救濟，行政訴訟論文彙

編(二)，司法院；程明修，針對學生退學處分之行政訴訟選擇—兼評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八十九年度訴字第一八三三號判決，月旦法學雜

誌，第八十二期；林三欽，違建拆除案與卡車沒入案—訴願案件行政

處分是否「已不存在」之判斷，法學講座，第二十六期。又雖有肯定

「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為獨立訴訟類型之見解，但仍囿於我國條

文結構，而將此訴訟類型限於「直接提起」之方式，並認為若接續「已

開始」的撤銷訴訟，將可能涉及類推適用與訴之變更的問題。如：彭

鳳至，行政訴訟種類理論與適用問題之研究，收錄於台灣行政法學會

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0）：行政命令、行政處罰及行政爭訟之比較

研究。惟本文認為，在各訴訟種類有效類型化之前提下，並且自訴訟

標的理論觀察，不論係「直接提起」抑或「繼續進行」，均本為「確

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所得承載之範圍。行政訴訟法中各訴訟類型之

規定，並非僅限於「直接提起」訴訟。且與其他文獻相同的是，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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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在於論述各訴訟類型間之適用關係，但較少對於實體判決要件有

所探究。另外，亦有文獻深入研究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

一項第四句在德國學說以及實務上之適用案件類型，但亦僅以德國法

為研究對象，欠缺對我國行政訴訟法規定之比較對照與詳細說明，並

且其重心僅在於案件類型，對於實體判決要件之探討，則付之闕如。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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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六期。另外，

有學者在簡短之期刊文獻中表示，若撤銷訴訟進行中處分了結，此時

續行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應屬於「法定訴之種類轉換」，

而非「訴之變更」。參照張文郁，權利保護必要和續行確認訴訟，月

旦法學教室，第十四期。至於其轉換之法律基礎與法理依據何在，則

未見進一步之說明。 

 

    另有對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五四六號解釋提出評析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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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林三欽，試論「行政爭訟實益之欠缺」(上)、(下)，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四十二、四十三期。此二篇文獻均認為該號解

釋所稱應續行之訴訟類型，應為「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且二者

均將此號解釋與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相互比較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二者均認為在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中所稱之「有可回復之法律上利

益」，乃撤銷訴訟之訴訟實益問題，與「確認利益」毫無關係。並且，

無論於該案中適用新法或舊法，在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中當事人所應

提起或續行的，均為撤銷訴訟。相反的，釋字第五四六號解釋，該案

件中當事人所應提起或續行的，則為「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由

此可知，行政處分究竟「了結」與否之認定，對於訴訟類型之選擇，

至關重要。 

 

第二項  教科書、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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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主要之行政法或行政爭訟法的教科書中，對於「確認行政處

分違法訴訟」，大多僅概略式的勾勒出其架構與適用案件類型。如：

黃錦堂，確認訴訟，收錄於翁岳生主編，行政訴訟法逐條釋義，五南

出版社。其中有認為此種訴訟類型並非獨立之特別確認訴訟，而為撤

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之下位類型。因此，其實體判決要件率皆取決

於撤銷訴訟。如：蔡志方，行政救濟法新論，元照出版社。惟本文之

基本立場認為，縱使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之訴之聲明或判決，可

以涵蓋違法確認訴訟，但並不因此一重疊性，即可當然否認作為獨立

訴訟類型之地位。且確認違法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雖某種程度取決

於撤銷訴訟，但其實際原因，乃一方面其可用以接續撤銷訴訟，另一

方面則係基於其相對於撤銷訴訟之補充性或一般權利保護必要性之

要求而來。而亦有教科書已明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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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限於「後續/追加確認訴訟」，

但對於其他可適用之案件類型，則未多作說明。如：陳敏，行政法總

論，自版。另有教科書在列舉各種不同訴訟類型之實體判決要件時，

將確認處分違法訴訟置於確認無效訴訟之下，並僅說明前者乃針對現

已不存在之處分，後者則針對現仍存在但無效之處分。如：吳庚，行

政爭訟法論，自版。 

 

    其中亦有針對「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與大法官釋字第二一三

號解釋間之關係，加以說明者。如：劉宗德、彭鳳至，行政訴訟制度，

收錄於翁岳生主編，行政法（下），翰蘆出版公司。但該文首先認為，

若處分已執行完畢，但對於當事人仍有「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時，

仍應提起或續行撤銷訴訟。但在其後注釋中，卻又認為前述「可回復

之法律上利益」，即「確認利益」之一種。相同見解如：李建良、林

合民、陳愛娥、林三欽、陳春生、黃啟禎，行政法入門，元照出版社。

本文認為，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所謂之「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乃

撤銷訴訟之權利保護必要性內涵，在該案中對於侵害專利權人而言，

該專利核准處分並不必然因專利期間經過而消滅，蓋法律上之有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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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或懲罰措施（Sanktionsmaßnahmen）仍繼續存在
21
。因此，無論適

用八十九年前之舊法或八十九年施行之新法，本案之原告均應提起撤

銷訴訟。因此，該解釋文所謂之「可回復之法律上利益」，與釋字五

四六號解釋情況不同，更與違法確認訴訟之確認利益無關。又該文所

稱之撤銷訴訟「轉換」為違法確認訴訟，其法理為何，則未見說明。

亦即，該文對於違法確認訴訟之適用案件類型及其法理，並未深究。

最後，該文參考日本法，而認為違法確認訴訟仍應受有起訴期間之限

制，其中包括「行政處分確定後，該處分效力始消滅者，原則不得提

起。」惟本文認為，此本質上並非「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本身特

別起訴期間之限制，而係基於確認訴訟之補充性或一般權利保護必要

性所得之當然結果。 

 

    國內亦有專書認為，雖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範

模式，難以認為與德國之「繼續確認訴訟」相同，但仍可以逐步類推

適用之方式，建立「繼續確認訴訟」之體系。換言之，其認為在我國

行政訴訟法之規定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僅得以直接提起之

方式為之，若需接續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則須以類推適用方式

為之。如：林石猛，行政訴訟類型之理論與實務，學林出版社。但本

文認為，此處關鍵在於，我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定性以及

其適用範圍究竟為何。若將本訴訟定性為獨立之特殊確認訴訟，則自

訴訟標的以及訴訟法理上，即可基於原告之處分權以訴之變更或轉換

之方式為之，則何來類推適用之必要？換言之，本文認為因德國行政

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句所規定之「續行確認訴訟」，乃明文

用以「接續」撤銷訴訟，而若需直接依據該規定起訴請求確認違法，

必須以類推適用方式為之，學說一般稱為「擴張的續行確認訴訟」。

但我國行政訴訟法之規範架構既與德國不同，若將「確認行政處分違

法訴訟」定性為獨立訴訟類型後，本即可由其他訴訟類型進行中而為

                                                       
21
 Vgl. Kopp/Schenke,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2.Aufl., 2000, § 113 Rdnr. 

102.基本的法律邏輯是：若行政處分之有害的法律效果仍繼續存在，則對於該處分之廢

棄必然非全然無意義。處分之廢棄既然仍有意義，則其必然仍未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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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或變更，並無類推適用問題。且初始訴訟提起時，處分仍未了結，

則亦無訴訟對象不合條文規定之問題。又該文之主要重心乃在於界定

撤銷訴訟與違法確認訴訟之分野，但卻缺乏對於實體判決要件之探

究。 

 

    亦有學者自警察臨檢行為出發，探討該臨檢措施所可能之行政救

濟途徑。如：林明昕，警察臨檢與行政救濟，收錄於氏著，公法學的

開拓線－理論、實務與體系之建構，元照出版社。該文之重心主要在

於警察臨檢措施之行政行為之定性，以及行政事實行為得否類推適用

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而提起違法確認訴訟。本為以為，關

於已了結行政事實行為之違法性確認，究應直接適用一般確認訴訟，

抑或類推適用違法確認訴訟，其重點在於是否存在違反立法計畫之不

完整性（planwidrige Unvollständigkeit）
22
，而有需填補之法律漏

洞（Regelungslüke）。亦即，若一般確認訴訟足資擔當事實行為之

違法確認，則既無法律漏洞存在，何來類推適用之必要。但該文卻對

於一般確認訴訟之適用範圍，未有所著墨。則何以直接認定法律漏洞

之存在，進而認為有以類推適用加以填補之必要？此值得再商榷。本

文以為，若在解釋上有直接適用之可能性時，實在無須迂迴的類推適

用，否則並不合乎法學方法與邏輯。因此，本文認為關於已了結之事

實行為之違法性確認，仍存有進一步檢討的空間。 

 

    最後，亦有專書對於德國行政法院法之各種訴訟類型與相互間之

適用關係，作較全面之說明，如：彭鳳至，德國行政訴訟制度及訴訟

實務之研究，行政法院。該書基本上將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

第四句之直接適用，稱為「繼續確認訴訟」，而將該規定之類推適用，

稱為「擴張繼續確認訴訟」。惟其僅將此種可能的適用案件類型作一

簡單說明，仍未就實體判決要件作深入探討。再者，對於此違法確認

訴訟之法律性質，亦未有所著墨。且「擴張繼續確認」一詞，本身即

                                                       
22
 Vgl. Gersdorf,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Aufl., 2000, S.52 Rdnr.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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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矛盾。蓋此處之典型案件類型乃起訴前了結之情況，則原告既係

直接提起違法確認訴訟，而無任何初始訴訟存在，則何來「繼續」之

有
23
？另亦有專書僅針對德國聯邦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

句之規定，所得直接適用之「續行確認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作說明，

但對於得類推適用於其他案件類型之「違法確認訴訟」，則僅以極短

篇幅簡略帶過，而未作深入分析。如：葉百修、吳綺雲，德日行政確

認訴訟之研究，司法院。 

 

第三項  學位論文 

 

    國內針對「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學位論文，寥寥無幾。少

數專門針對此一訴訟類型者，僅程明修，論對已終結行政處分之行政

訴訟－兼論其違法性判斷作為國家賠償訴訟之先決問題訴訟，國立中

興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八十三年六月。雖該文對於行政

處分之了結有較為深入之研究，惟是時行政訴訟法仍處於僅有撤銷訴

訟之舊法時代，其主要探討者多在於撤銷訴訟之應用可能性，以及以

國家賠償之先決問題作為行政訴訟訴訟利益之問題。因此，該論文對

於「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法律性質、適用案件類型以及實體判

決要件，討論極少。又最近期之碩士論文，而涉及此一訴訟類型者，

如：羅海銘，論行政訴訟法上之確認訴訟，輔仁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民國九十五年十月。該論文雖已掌握我國行政訴訟法與德國

行政法院法間，其規範結構於根本上之差異。但對於其實體判決要

件，仍未多作說明，並且對於我國「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可能

適用類型，亦未有所探討。因此，本文認為仍有繼續討論之空間。 

 

第五節  論文架構 

 

                                                       
23
 Vgl. Fechner, Die Rechtswidrigkeitsfeststellungsklage-Sachentscheidungs- 

voraussetzungen verwaltungsgerichtlichen Rechtsschutzes gegen Verwaltungsakt, 

die sich vor Klageerhebung erledigt haben, NVwZ 2000, 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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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之架構如下： 

 

第一章－緒論 

 

    首先於第一章提出本論文之研究重點，並基於我國行政訴訟法與

德國行政法院法規範結構與內容之不同，說明在我國行政訴訟法中有

獨立研究「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並加以本土化之必要。 

 

第二章－行政處分之「了結」 

 

    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與德國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

條第一項第四句，均明文規定以行政處分作為違法性確認對象。因

此，本論文第二章首先即簡短的說明行政處分之定義與範圍，並且強

調若干警察法措施，如對於違法集會遊行之強制驅離，仍屬於行政處

分而非事實行為，自可作為本訴訟之確認對象。又違法確認訴訟乃以

曾經存在但現已了結之行政處分為對象，而處分是否發生存續力，也

涉及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因此，本論文第二章同時一併扼要的說

明行政處分之存在與存續。 

 

    在行政訴訟權利救濟體系中，對於行政處分之救濟，其基本架構

為：對現仍存在並有效之行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對已了結或消滅之

行政處分提起違法確認訴訟；對自始無效之行政處分，提起確認無效

訴訟。由此可知，撤銷訴訟與違法確認訴訟間之分野，即在於作為訴

訟客體之行政處分是否客觀上仍存在。行政處分已了結而不存在，乃

違法確認訴訟之前提。因此，本論文第二章之重心，乃在於討論行政

處分之了結。亦即，如何之情況方可謂行政處分已失其存在，了結之

事由及要件為何。現行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究應解

釋為「『已執行完畢之行政處分』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之行政處

分』」，抑或「『已執行完畢而消滅之行政處分』或『因其他事由而

消滅之行政處分』」？又行政處分之執行完畢，行政訴訟法第一九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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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乃規定：「行政處分已執行完畢，行政法院為撤銷行政處分判決時，

經原告聲請，並認為適當者，得於判決中命行政機關為回復原狀之必

要處置。」由此可見，行政處分之執行完畢，未必導致行政處分之了

結
24
。蓋撤銷訴訟乃以現仍存在並有效之處分為對象。因此，已執行

完畢之處分是否可提起違法確認訴訟，關鍵即在於其執行所創造之事

實狀態是否具有「可回復性」（reversibel）。是故，本論文第二章

亦欲藉由對行政訴訟法第一九六條規定之討論，來界定違法確認訴訟

之適用範圍。 

 

    若違法確認訴訟僅為確認訴訟之一種，則其判決效力僅在於釐清

某一法律關係，而無法創設或改變法律關係之內容。因此，相對於撤

銷訴訟，確認訴訟之實益較為薄弱。基於有效、直接之權利保護原則，

若能提起撤銷訴訟，便不應允許人民提起確認訴訟，此即一般權利保

護必要性以及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之要求。是故，在討論違法確

認訴訟之前，當然必須先討論是否有提起撤銷訴訟之可能，體系與邏

輯方能完整。本章乃欲由不同角度說明，尤其是「訴訟標的」、「權

利保護必要性」，加以檢討行政處分發生了結情事時，撤銷訴願以及

訴訟之可能性。 

 

第三章－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法律性質（Rechtsnatur）與適用

範圍 

 

    本章首先欲討論「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法律性質。國內早

期文獻，多將此一類型認定為撤銷訴訟之一種下位概念，而不承認其

作為獨立之訴訟類型，並將此稱為「續行（追加）確認訴訟」，僅單

純的視為撤銷訴訟之「接續」而已。本文認為，其大多是受到德國行

                                                       
24
 德國行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二句亦有撤銷訴訟合併主張回復原狀之規定，學

說上多藉此說明行政處分之執行未必導致了結。Vgl. Deckenbrock/Dötsch, Die Erledi- 

gung in der Hauptsache im Verwaltungsprozess, JuS 2004, 489.；Wolff/Bachof/ 

Stober, Verwaltungsrecht, Band Ⅱ, 6.Aufl., 2000, § 52 Rdn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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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院法規定的影響。我國行政訴訟法之規定與德國迥異，應可避免

德國學說上關於其法律性質之爭議。而確定此一訴訟類型之法律性

質，除為了本論文體系之完整性外，並且具有確定其實體判決要件之

實益。如德國大多數之見解，均認為違法確認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

因撤銷訴訟而受限制，如處分在了結之時點已具有不可爭力（形式存

續力），則此時既不可能提起撤銷訴訟，其下位類型之違法確認訴訟

更無可能。甚且有認為處分於撤銷訴訟提起前即了結之情況下，人民

所直接提起之違法確認訴訟，其實體判決要件如何，率皆取決於此訴

訟類型之法律性質。例如對於違法確認訴訟之直接提起，是否仍需經

訴願以及受到起訴期間之限制，學說上亦多認為此問題乃取決於訴訟

類型之歸類。 

 

    本章並欲進一步討論違法確認訴訟可得適用之案件類型，包括直

接適用與類推適用，甚至是雙重的類推適用（doppelte Analogie）
25
，

其中包括行政機關對於人民申請之不作為之違法性確認。但如前所

述，我國關於「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規範架構與內容，乃迥異

於德國。因此在相關的案例類型中，其適用方式即可能有所不同。另

外，本訴訟各種不同案件類型之適用方式中，本章重點尤其在於德國

學說上所稱之「訴訟轉換」，在我國訴訟法制中之適用可能性。 

 

第四章－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 

 

    在前章已論述我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之可能適用類

型，則在第四章即欲接續討論各種不同案件類型中，其應具備之實體

判決要件為何。尤其是在行政訴訟提起前，行政處分或人民之申請已

了結之情況下，原告乃「直接提起」違法確認訴訟，此時其要件為何

                                                       
25
 Vgl. Ipsen,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2.Aufl., 2001, § 18 Rdnr.1140.； 

Gersdorf,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Aufl., 2000, S.53 Rdnr.109.；Rozek, Grund- 

fälle zur verwaltungsgerichtlichen Fortsetzungsfeststellungsklage, Jus 1995, 

4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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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最大，如是否必須踐行訴願程序、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等。

另外，「確認利益」之是否具備及其類型為何，亦往往成為學說與實

務爭執之重點。 

 

第五章－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之有理由性要件 

 

    雖然「確認行政處分違法訴訟」，其訴訟目的乃在於藉由法院之

判決，宣告該處分為違法。但畢竟此訴訟類型並非「客觀訴訟」或「公

益訴訟」，因此法院在判決原告之訴有無理由時，其所考量者應非僅

處分之客觀違法性而已。則原告「自己的權利受侵害」此一要件，除

在實體判決要件外，於有理由性要件中亦應扮演一定之角色。 

 

    另外有疑問的是，行政法院應以哪一個時點之事實與法律狀態，

來判斷行政處分之合法性？雖有德國學者認為，違法確認訴訟乃撤銷

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之接續，因此其違法判斷基準時，應與撤銷訴訟

以及課與義務訴訟相同。但課與義務訴訟之違法判斷基準時點，一般

認為乃在於法院判決時。而在確認違法訴訟中，原告所請求者，乃確

認行政機關「過去之拒絕或不作為」為違法。況且，原告先前之「申

請」已了結，本即為違法確認訴訟之前提，若嗣後事實或法律狀態並

未發生不利原告之變更，並致使其請求權消滅或請求已無實益，則其

正確之訴訟類型本應為課與義務訴訟，而非確認違法訴訟。因此，確

認違法訴訟之違法判斷基準時點，仍存有若干討論空間。而課與義務

訴訟中所應判斷之「本案成熟度」，是否亦為確認行政機關之拒絕或

不作為為違法所應考量？此亦有討論餘地。 

 

第六章－結論 

 

    最後，綜合以上各章之說明，來評析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二一三

號及第五四六號解釋、司法院版本之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以

及第一九六條第二項之修正草案，並且再與德國一九八二年聯邦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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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曾一讀通過之（統一）行政訴訟法草案（Entwurf einer Verwal- 

tungsprozessordnung）相互比較、分析
26
，以作為本論文最後之結論。 

 

 

 

 

 

 

 

 

 

 

 

 

 

 

 

 

 

 

 

 

 

 

 

 

 

 

                                                       
26
 vom 13.7.1982, BT-Drucks. 9/1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