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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台灣是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交會的地區。在日據之前已受到西方

文明的影響，清朝統治台灣時期因為提早受到海洋文化的衝擊，因此

也比大陸地區更早近代化。甲午戰後，清朝鑒於日本學習西方，明治

維新後能打敗俄國及中國，於是大幅度地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向日本學

習，清朝末年派大臣沈家本修律變法，中國法制的現代化，深受日本

影響。台灣地區於甲午戰爭之役割讓予日本，日本統治台灣達 50年，

許多典章制度均由日據殖民政府所建立，雖然在殖民統治之下並無自

治之可能，但在統治末期也隨著日本本土的發展而開放了些許住民自

治的措施，讓台灣人民有參與地方自治事務之機會，但距離真正地方

自治所擁有的住民自治與團體自治理念仍相去甚遠。 

1945 年台灣光復以來，實施戒嚴，主政者侷於時勢採取高度中

央集權統治的措施，所有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政府都是中

央的下屬機關，主政權對於憲法中央與地方均權以及地方自治的保障

規定視而不見。近 50 年期間有意的立法不作為，將台灣的地方制度

保留在以行政命令統治下的訓政階段。其間雖有逐步開放住民自治的

選舉，但所有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制上還是被定位為中央政府的下轄機

關，並無團體自治，自訂法規、自設組織、自有人事之權限。直至

1994 年 7 月 29 日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等自治二法之通過施

行，台灣地區的地方自治才開始法制化，地方自治的實施也才有了最

基本的法律依據。而此距台灣光復已將近 50 年，而距台灣被割讓則

已達一世紀。 

1998 年因配合修憲及精省工作的進行，而以前揭自治二法為基

礎而重新制定了地方制度法強化了地方的自治立法權，將府會權限予

以明確劃分，並調整中央與地方的監督模式，引進由司法解決爭議的

機制。在邁入 21 世紀時，台灣地區終究還是建立起地方自治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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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頭堡。台灣要落實地方自治主權在民的精神，觀念上須擺脫將近

100年來中央集權，官僚統治以及各種舊思維老法規的糾纏，向前則

更須面對全球化，地方空洞化的挑戰；益覺地方自治的法制化是個起

點而不是個句點。人生短短數十寒暑能於黃金時期處於新舊世紀交

替，立於地方自治研究的起點，可謂躬逢其盛，益顯其價值。 

自民國 88年 12月 31日大法官釋字第 498號解釋明白揭示地方

自治制度保障以來，釋字第 527號（90年 6月 15日）說明了地方自

治團體救濟的管道，繼之於釋字第 550號（91年 10月 4日）就健保

費應由中央或地方負擔以及釋字第 553號（91年 12月 30日）里長

延選案，就中央與地方之法規解釋權以及中央行使監督權，撤銷地方

行政決定之措施為行政處分，應由行政訴訟程序審理加以解釋，一連

串的聲請解釋案足以說明，地方與中央的衝突愈來愈激烈，有賴司法

解決的案件愈來愈多，而隨之產生者即為地方自治法規與中央法規是

否衝突的問題，這些爭執也將隨著自治法規逐步被具體化為各種行政

行為，而必須紛紛進入行政爭訟的程序加以解決。這種中央對地方監

督所衍生出的衝突，與地方自治立法權之實施對基本人權之維護，與

國家法體系之完整所發生的紛爭解決，已成為司法所面對的新課題。

司法對於這種高度政治性爭議及涉及中央與地方分權所衍生的法規

衝突與司法審查的密度都很陌生，將來司法的判斷，能否彰顯地方自

治之憲法價值，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對於未來台灣中央與地方關係之

法展影響深遠，因此本文乃試圖透過對我國地方自治監督制度之反

省，提出對我國地方自治監督制度改革之建議，並透過對外國理論與

實務之研究，以供我國實務於未來處理有關地方自治紛爭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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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之範圍研究之範圍研究之範圍研究之範圍 

一、研究之範圍 

    中央與地方之監督，在我國憲法上有來自於五院所為之監督，其

對象涵蓋地方之立法、行政、組織、人事、財政、計劃等各種領域。

本文研究重心乃集中於對地方自治立法權與行政權之監督上，對於地

方之組織權、人事權、課稅權及計劃權均不在討論之列。現行地方之

立法權與行政權都採取事前行政監督的手段，此規定斲喪憲法保障地

方自治的目的，但若對地方自治立法權或行政權均採取事後監督之手

段，則亦有導致地方各行其是的窘境，因此如何藉由司法中介角色介

入而使中央與地方的衝突能獲得適度的解決，乃為本文研究之重點。 

二、研究方法 

    以德日的立法例為比較法之研究。藉由分析德日規定、學說與實

務之見解而作為我國法制檢討改進之借鏡。而研究之方法乃採傳統之

分析、歸納方法，蒐集整理國內相關法規、政府出版品、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及司法實務所生之案例加以分析、歸納。對於外國之資料，

原則以日本之法規、學術著作、期刊論文，以及日本司法實例之判決

為分析、歸納之對象輔以德國法制之推定與論著。藉由資料之分析、

比較，歸納出結論，以作為我國司法審判及修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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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之架構與方法研究之架構與方法研究之架構與方法研究之架構與方法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與基本架構。 

第二章：說明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理論、地方自治之基本理論基本

上有固有權說、授權說、制度保障說及人權保障說，最近德

國又有所謂自治權實效保障理論之提出，本章除介紹傳統理

論之外乃進一步介紹自治權實效保障理論，並以該理論為基

礎對我國地制法自治監督的規定加以檢討。然欲落實地方自

治權之保障整個關鍵問題乃在於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定

位，本章乃介紹有關德國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分類，並介

紹日本 2000 年以後廢止機關委辦事務改採自治事務和法定

受託事務後對制度之影響，並提出我國參考之方向。 

第三章：檢討我國現行地制法對地方自治立法權採取高密度事前行政

監督制度的缺失。並說明地方自治團體對於法規亦應擁有自

主的法規解釋權，否則行政的解釋即可扼殺高度地方自治之

立法權。提出我國對地方自治權事前監督機制應有之調整，

並介紹德國地方自治法規之違法確認訴訟制度，冀使中央不

再對地方自主立法權行使高密度的行政監督，而由中立之司

法預審機制取代，俾以解決執行行政事前高密度監督之缺

失。 

第四章：係針對地方立法權行使時是否牴觸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或

上級地方自治團體之法規加以分析。 

一、首先就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部分之分析：其中包含是

否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牽涉之問題主要是地方自治法規

與罪刑法定原則、表見自由、財產權保障與租稅法定原則之

關係。 

二、是針對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中央法規發生爭議時司法判斷

之標準加以研究： 

1、法律先占論之提出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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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比中央法規設更嚴標準之所謂上乘條例，是否牴觸中央 

法規而無效？ 

3、日本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法令之判別標準。 

4、日本實務之動向。 

5、我國實務之反省。 

第五章：係針對我國地制法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權之監督規定加以檢

討。我國地制法的這種規定係仿德國對鄉鎮市最嚴格的監督

作法，但我國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乃自治法人和德國鄉鎮市

僅是各邦所轄之行政機關不同。因此在法制上實有必要重新

檢討我國地方監督之架構。對於自治事項不應由中央行政機

關為撤銷、廢止、變更或停止之處分亦不應有代行處理之制

度，否則地方自治尚有何保障之可能？因此對於中央對地方

自治事項之監督應只及於非權力性之監督而不可為權力性

之干涉監督。僅有對原屬於中央事務而委由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行政機關處理之機關委辦事項始有為權力性干預及代行

處理之餘地。縱使要代行處理為維護地方自治之本旨，亦應

踐行事前告戒等程序，最後由上級行政機關透過法院提起執

行職務履行命令始得代行處理。 

第六章：本章探討地方自治與現行行政爭訟之問題，本章就人民提出

行政爭訟及地方自治團體受行政監督時提起行政爭訟之情

形，分別就現行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與地方自治保障

不能配合之處，提出檢討及建議。 

第七章：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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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理論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理論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理論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理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我國地方自治法制之繼受過程我國地方自治法制之繼受過程我國地方自治法制之繼受過程我國地方自治法制之繼受過程 

我國法治的近代化，受日本影響重大。在鴉片戰爭後，中國逐

漸展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而日本在這時期也展開了明治維新運

動，當時都向世界最先進的法國、德國學習，而雙方學習成果的檢

證，乃在於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後，中國看見日本明治維新後接連

打敗俄國及中國，深覺應徹底學習西方，而最方便的莫過於向已具

有成效的日本學習，不但有地利、語言的方便，更有他人已經學習

成功的經驗可以參考。因而清末大臣沈家本修律變法展開大規模的

法律繼受過程。眾所週知現行的民法（親屬、繼承除外）刑法、商

法、訴訟法都是委請當時的日本學者為我國所制定，連司法制度、

用語與日本二次大戰前都幾乎相同1，而地方自治的觀念也從這個時

期由日本逐漸引進中國2。而整個繼受自日本的西方法制，就隨著清

朝的覆滅而繼續援用發展，直至民國 38 年(1949)大陸地區陷落，

變更為共產主義法制，整個繼受自日本的西方法制就隨著政權移轉

至台灣地區繼續適用。有趣的是，台灣、澎湖地區在甲午戰爭後之

馬關條約恰好割讓給日本，日本統治至民國 34 年（1945），共五十

年。五十年間台灣雖然為日本的殖民地，但其適用於台灣的基本法

制度並沒有重大的不同，而日本在台灣地區所建立的基本法制，恰

與中國大陸地區所繼受的法制度相同，以致於政權移轉至台灣後能

夠順利的銜接，迅速的上軌道運行，產生了法制繼受的匯流現象。 

但在地方自治的發展上，大陸地區自清末繼受後尚在萌芽，而

台灣又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只是有限度的開放，因此都未受有良

                                           
1  黃源盛著，沈家本法律思想與晚清刑事變遷，台大博士論文第 83 頁以下，262頁。 
2  謝振民編著，張知本校訂，中華民國立法史（中）正中書局印行第 787頁以下：「清季籌備立憲，先後

頒行城鎮鄉府廳州縣及京師各地方自治章程，大都仿效日制，實開吾國近代地方自治之端緒」，清光緒

34 年 12 月 27 日所頒布施行之「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及「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為吾國採用近代地

方自治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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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發展。而政權移轉至台灣地區以後，在特殊敵對的時空背景

下，乃刻意的將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關係及地方自治的部分凍結，

視而不見，以立法不作為的方式，將地方自治的憲法要求予以擱

置。直至民國 80 年以後，隨著憲法增修條文的頒布，始於民國 84

年以省縣自治法草案為藍本，訂定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隨

著精省的實施，而於 88 年 1月 25 日公布地方制度法。而這部法律

的公布施行，使台灣地區的地方自治正式邁向法制化，而這項法制

化距離地方自治法制的開始繼受，已經達一個世紀矣。一個世紀以

來，台灣地區的地方自治，除開放少部分地方民代的選舉之外，其

餘大部分均遭凍結。而作為解凍甦醒後象徵的地方制度法，是否累

積了一世紀以來的反省能量，而足以作為台灣地區面對下一個世紀

的挑戰？對於這部立於歷史分水嶺的地方制度法，加以充分的檢

討，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台灣地區省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及其後之地方制度法制定

公布實施前，並沒有法定的自治立法權。地方所訂的法規，不論有

沒有經過議會，都被視為比中央內部行政規則還要次要的命令，都

以命令的名稱（即細則、規則、準則、規程、辦法、綱要、標準）

為名，而且也都不受保障，整個地方法規也不可以規定罰則，根本

不具實效性。基本上在中央極度極權的體制架構下，地方只是中央

機關的下級機關，毫無自治法人格可言。地方制度法雖承認地方自

治團體具有公法人地位具有法人格，並有自主的立法權，並首度規

定地方自治法可以制定罰則；但關於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權的範圍，

到底是寬還是窄，地制法的規定是進步還是落後，就有必要從繼受

法母國之日本地方自治法制，加以觀察。 

日本是先有市、町村制度，再有府縣制度。明治 21 年（1888），

首先設立市制、町村制，當時就在市制及町村制第十條中規定，關

於市、町村的事務以及住民的權利義務事項，得在法律明文許可的

範圍內，規定條例，而關於其所設置的營造物則可以制定規則。明

治 23 年（1890）公布府縣制度，雖不擁有自主立法權，但「得在

法律有特別規定下，得經議會議決，並經內務大臣之許可由府縣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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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於法律所定的細則中規定二萬元以下罰鍰的罰則，對於罰鍰之處

分及徵收由府縣首長掌理之，不服者得向行政裁判所起訴」（明治

32 年府縣制第 100 條）3。跨過大正時期關於罰鍰數額的提高，直

到昭和 4年（1929）才給府縣完全自主的立法權，不必再由法律授

予，只要在法律未限制的範圍內，就可以制定條例。關於營造物，

府縣本身就可以規定規則或經由條例之授權而制定規則（昭和 4年

第 3 條之 2）。這個規定和以前不同的是，不必再經法律授權的事

項，地方才有立法權，只要是法律未規定的事項，府縣就有自主的

立法權，也不必再經自治大臣的許可。隨後在昭和 18 年，隨著太

平洋戰爭的吃緊，而擴大地方首長的權限，也就是除了關於營造物

的管理規則外，對於府縣市町村財產的取得、管理、處分以及工程

進行之執行等事項也可以訂定規則加以處理4。 

    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在昭和 22 年（1947）4 月 17 日制定公

布地方自治法，受到舊法認為地方自治事項必須在法律授權範圍內

的影響，以及罪刑法定主義的顧慮，日本原來的草案是規定地方公

共團體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關於地方的事務，可以制定條例，地

方的首長在法律的範圍內，就屬於權限事務得制定規則。而關於罰

則部分，是沒有規定刑罰，而只規定地方公共團體除法律別有規定

外，對於違反地方公共團體關於行政事務所制定的條例時，都道府

縣可以科五萬元以下，市町村可以科二仟元以下的罰鍰。除非是原

來屬於國家的事，因為法令的授權而成為都道府縣地方條例時，違

反者才要依法律的規定科處刑罰。但這樣的修正案卻不為聯合國軍

總司令部所同意，而要求日本方面將原來在法律授權範圍內才可以

制定條例的規定，改成只要在不違反憲法或法律範圍內，都可以普

遍地制定地方條例；對於刑罰方面也指示地方自治法規也可以處以

                                           
3  日本明治時期的地方自治制度係仿德國普魯士的中央集權地方自治制度，是由當時內務大臣山縣有朋

（1838－1922）以及其所重用之德國學者，阿貝特摩斯（Albert Mosse，1846－1925）所創設。見室井力、

原野翹編新現代地方自治法入門，法律文化社，2000 年 9 月 20 日初版第 8－9 頁至於日本繼受德國普魯

士的過程，其詳細介紹可參閱齊藤 誠著，条例制定權の歷史的構想－「ァゥトノミー」と「自主法」

（一）（二）（三）（四），自治研究，第 66 卷第 4、5、6、7 號。 
4  成田賴明，地方自治の觀念現代行政法大系 8，地方自治雄川一郎，塩野宏，園部逸夫編，有斐閣，1989

年 8 月 30 日初版，第 18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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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同時要求司法行政要分權化，都道府要設法務部，如果沒辦

法的話也要在府縣設法律顧問。日本方面，對於聯合國軍總司令部

的修正意見，除了司法行政仍屬於國家事務這一點得以堅持貫徹

外，其餘各點都面有難色地接受，而成為現行日本地方制度法第十

四、十五條之內容。 

當時對於要賦予地方條例之刑罰制定權，日本方面表示反對理

由有二。一個是違反憲法的刑罰法定主義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地方

自治團體立法能力，特別是市町村的立法能力，更值得擔憂。當時

的田中二郎就曾在與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的談話中表示：「姑且不論

違反憲法的問題，在日本的地方團體，不要說是市町村，光是在府

縣能夠把條例訂的合法適當都相當困難，對於刑罰的構成要件必須

十分正確，否則就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而是否具有充分的立法

技術能力，實在是沒有辦法令人期待。又縱使不得不訂罰則，那麼

高度的罰則（在日本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立法政策上，也必

須再加考量」。 

這樣的憂慮，隨著日後日本地方公共團體自治立法權的實踐過

程中，逐漸灰飛煙滅，地方公共團體反而具備非常充分自治立法的

能力，甚至於普遍上都還能作比國家更先驅的立法。 

    在日本戰後公布地方自治法迄今約 50 年，其中經歷了 1950．

60 年代為講求高度經濟成長，而吸引工廠興建的地方開發階段；及

1970 年代為處理 1960 年代高度經濟成長所累積的公害，環境都市

及生活福利問題而興起的住民參加運動時期；1980、90 年代前半期

為因應經濟低成長時代，配合國家行政減量，合理化政策所實施的

地方自治責任制，以及地方行政的自立、自助自主時期，而於 1995

（平成 7年）為克服經濟危機所實施引進民間活力的規制緩和（法

規鬆綁），以及活化地方經濟的地方分權主張下，展開了戰後最大

規模的地方分權改革，在同年施行了地方分權推進法，要以 5年的

時間，實現地方分權，組成了跨部會的地方分權推進委員會，提出

了五次建議，內閣並因此而決定了二次地方分權推進計畫，整理了

包含地方自治法在內的 475 種法律。而在 1999 年（平成 11 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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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制定公布了新地方自治法，2000 年（平成 12 年）4月 1日

起施行5。 

    在二十一世紀的開始我國與日本都制定了有關地方自治的法

律，在法制史上形成了有趣的對比，而彼此的互相參照，更可看出

其中差異所在，而能從中獲得幫助。 

                                           
5  地方自治法概說，收於室井力，兼子仁編，基本法コソメソタール，地方自治法 2001年 4 月 15 日第 4

版，第 3－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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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地方自治之基本學說與理論地方自治之基本學說與理論地方自治之基本學說與理論地方自治之基本學說與理論 

    地方自治的目的，乃是以地方之物力財力，經由地方公民之自

行管理，以達到共治、共享之生活狀態。為達此目的，地方自治團

體，則必須具有相當權能，然後才能完成其自治的任務6。實行地方

自治既必需有相當的自治權，而自治權的淵源為何？向來約有固有

權說、承認說（傳來說、授權說）等二種對立理論，以下即分別加

以說明，並對較新之理論發展加以探討。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固有權說固有權說固有權說固有權說 

固有權說認為，地方自治團體的權能係地方自治團體本身所固

有，並非由國家所授與。在國家未形成之前，人民即有地方自治的生

活型態，這是人民順乎自然的需求，無需國家的賦予。如果需要國家

的授權而後地方人民才能自治，則這樣的自治乃是被動的自治，並非

地方人民自然需要的自治，這樣的自治已失卻自治真正的涵義。由

此，乃得出地方自治權乃是地方所固有，而非源於國家讓與的結果，

此就是所謂固有權說7。這種主張是基於哲學或自然法的地方權思想以

及在歷史或社會學立場下所產生的理論8。 

地方權思想這個觀念發達於法國大革命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789年 11月 3日及 9日在革命後憲法制定會議中梭羅（ thouret  ）

關於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的演說，其內容主要是認為： 

地方自治團體的起源比國家的出現更早，在有國家之前，地方自

治團體就己擁有一定權力而各自存在。國家是由地方自治團體結合而

成。國家權力是由全體地方自治團體權力讓與而來。就如同基本人權

一樣，地方自治團體的權力為地方自治團體所固有，並非由國家傳

                                           
6  羅志淵著，地方自治的理論體系，台灣商務印書館，59 年 4 月初版，89 頁。 
7  同前註，90 頁。 
8  時岡弘著，地方行政法，評論社，昭和 63 年版第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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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從而國家必須承認地方權力的存在，並不只是為了政策需要才加

以承認。這種地方權的思想，顯然是當時天賦人權理論的投射，將地

方自治團體與自然人為相同的理解。 

德國亦如同法國一樣，基於中世紀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關係的模

式而主張地方自治團體的權力係自然發生而為其所固有。代表者為羅

德茲克( C.V.Rotteck ) 其主要看法為： 

地方自治團體存在於國家之前，且無需國家的力量即能自然地發

生和存在。各地方自治團體原具有固有獨立的生活和權力，但為了遂

行共同的目的，所以在締結國家契約（Staatsvertrag ）時方拋棄和讓

與部分的權力。所以在解釋上，除為達成國家目的之必要範圍外，在

其固有的生活領域內仍保有一切的獨立和自由，國家權力只限於地方

自治團體不能完全實現時才有存在空間，亦即國家僅是補充地方自治

團體的法人。兩者的關係是：1、地方自治團體本身的事項，原則上

地方自治團體有優先的權力，只有在地方自治團體不能保護其構成員

時，國家才能加以干涉，而這種干涉僅是一種監督而不是一種取代，

故國家不應逾越其協助、補充、地方自治團體的角色界線。2、對屬

於國家利益的事項，國家得對地方自治團體行使權力。因地方團體是

國家的構成員，對有關國家利益的事項，負有遵從國家權力之義務。

3、為國家之目的，國家可以利用地方自治團體，即地方自治團體恰

如國家所設之機關一般，可委任其行使國家權力，以利國家法律、行

政的執行，這是地方自治團體為國家做事的唯一例外。 

這種思想在 1830年至 1849年代極盛一時9。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

憲法的規定。美國憲法對於中央、地方權限的劃分採用中央權限列舉

的方式，即表示中央政府的權力是由各州分出一部分權力所賦予，而

地方的權力本屬固有，故無需再列舉。美國憲法第十條增修條款規定

「凡未由憲法授與聯邦的權力，亦未由憲法禁止賦與各州的權力，應

分別保留予各州，或保留予人民。」，可見其制憲者是認為權力本為

人民、各州所固有，未授與中央者，自應保留於各州10。但自中央集

                                           
9  柳瀨良幹著，地方團體に對する國の權力，日本評論社，昭和 29 年 11 月 15 日發行，第 10～22 頁。 
10  同註 6，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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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思想不斷強化後，固有權說遭到傳來說的強力批判，而於十九世紀

後半期逐漸失其地位。 

在我國制憲的過程中，此說者亦曾極盛一時。從晚清維新運動時

代梁啟超就有主張，在辛亥革命各省通電反對清廷，仿傚聯邦制的思

想，更為顯著。但自臨時政府成立後，為求國內統一的緣故，中央集

權的思想，漸漸把聯邦思想壓倒。直到袁世凱大權獨攬，全國為反對

袁氏主張中國基礎在各省的聯邦論，一時甚囂塵上。但洪憲帝制推翻

後，聯邦論又陷於消沈。國會第二次解散，護法戰爭繼起，加以馮、

段暗鬥，武力中心主義失卻信仰，對中央集權的可能性，也漸漸懷疑。

南北和會無結果，皖直戰爭爆發，南方軍政府瓦解，聯省自治運動此

時才積極地進展。所謂聯治運動含有兩方面的意義： 

第一是容許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一種省憲（或各省自治根

本法），依照省憲自組省政府，統治本省，在省憲範圍內，非但可免

去中央的干涉，便是省與省之間，也可免去互相侵略的紛爭。 

第二是由各省選派代表，組織聯省會議，制定一種聯省憲法，以

完成國家的統一。就是確定中國全部的組織為聯邦制的組織，如此既

可解決南北護法的爭議，又可以將國家事權劃清界限，藉以把軍事權

收歸中央，免去軍閥割據之弊。但當時軍閥割據，能真正認識上述兩

種意義的人不多，所以聯治運動進展很不容易。從民國 9年下半年到

12、3年間，聯治兩字聲浪雖然散播全國，結果只有在省憲運動方面，

在湖南省算是實現了一下，統一的聯治，徒託夢想11。但基於固有權

而主張聯邦制之理論看法在民國 17 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並未因此

而銷聲匿跡，在 19 年之太原中華民國約法草案中仍允許各省制定省

憲，在形式上仍具有極為濃厚的聯邦制色彩。而於 35 年的政治協商

會議中協定憲法草案修改原則八之地方制度其內容為：1、確定省為

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2、省與中央權限之劃分，依照均權主義之規

定；3、省長民選；4、省得制定省憲，但不得與國家憲法牴觸12。此

                                           
11  李劍農著，聯治思想的由來及其運動之進展，收錄於「民國憲政運動」，中國現代史史料選輯，胡春惠

編正中書局編，67 年 11 月台初版，303～307頁。另參見荊知仁著，中國立憲史，78 年 10 月第四次印

行，318～324頁。 
12  荊知仁著，前揭書，4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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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修改原則即修改了五五憲草地方自治，以法律定之單一國家中央集

權制之規定。此項修改原則對五五憲草的主要精神和制度設計，都有

極大的改變。隨後在地方制度方面，國民黨提出省無須制定省憲的原

則，請憲草審議委員會加以考慮，幾經協商終於達成：省憲改為省自

治法13，而省縣權限之劃分，更使省、縣的地位權限提昇為憲法保障，

與五五憲草地方自治事項以法律定之之法律保障規定，不可同日而

語。此項政協草案即是我國現行憲法之稿本，再觀諸我國現行憲法對

地方制度的規定，係將省、縣權力列舉保護，可見此說在我國現行憲

法上之影響。惟此說在我國並不成為支配性的學說14。其理由為： 

傳統歷史的背景：中國自秦漢以降，一直都是大一統的國家，並

沒有聯邦國家那種結合自主各邦，以締造統一政府的政治傳統15。 

國父思想的影響：因國父曾擔心國家分裂而公開反對省憲聯治運

動。在 13年 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內政策第

三條，雖有「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一語，但其後手定之建國大綱，

已無此規定。國父既已反對聯省自治，對聯邦國家各邦之所為自更無

同意之理16。因此，於五五憲草，即將固有權說思想之聯邦制加以排

除，而於 35 年之政協草案中仍極為堅持。因我國憲法前言明言，本

憲法係依據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而制定，故在解釋上傾向於

反對固有權說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主權觀念之拘束：國家之國權、主權、統治權單一不可分的觀念，

可以說是近代公法下一項顛撲不破的真理17。而固有權說則與此項觀

念在理論上產生矛盾。其論點為：主權在民，為憲法第二條所明定「屬

於國民全體」，在理論上，對外係不可分割，如分割則為主權不完整

國家，對內更無分割主權之可言，否則無異國內有獨立國18。 

從實際政治情況觀察：國家確實係立於地方自治團體之上，而有

                                           
13  同前註第 441頁。 
14  羅志淵著，前揭書，92 頁。林紀東著，中華民國憲法釋論，大中國圖書公司，49 年 4 月初版 324～325

頁。孫科著，憲政要義，雲天出版社，59 年 12 月 25 日 98～110。  
15  荊知仁著，前揭書，319頁。 
16  胡春惠編，民國憲政運動收錄於「中國現代史史料選輯」，正中書局，67 年 11 月台初版，1041頁。 
17  主權單一不可分的觀念，可遠溯至十八世紀盧梭之社會契約論，見何兆武譯  社會契約論，唐山出版社

76 年 3 月初版 39～43 頁。 
18  涂懷瑩著，前揭書，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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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得自由決定地方自治團體之產生、消滅或變更其內容，因此各地

方自治團體之所以能擁有其自治之內容，無非是國家權力自我克制的

一種表現，地方自治團體的存在及權能不得不依附國家的意思而存

在，基於這樣的事實，固有權說發展的空間也就相形地萎縮19。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授權說授權說授權說授權說（（（（傳來說傳來說傳來說傳來說、、、、承認說承認說承認說承認說）））） 

此說是十九世紀後半期德國公法學說的主流，係與固有權說相反

的觀念。其主要論點為：（一）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並非地方自治

團體所固有，而係由於國家的恩惠或委任而來。即地方自治團體的法

人格為國家所創設，並不能脫離國家而存在。（二）縱然承認地方自

治團體確實先於國家而存在，但這種存在與各種社團、行會的產生一

樣，都只是一種自然的事實而已。社會生活存在的事實並不能與法律

秩序相提並論，不能謂社會上原來存在的事實在法律上即原有存在。

社會存在的事實在未透過立法行為將之納入於法秩序架構之前，事實

並不能取得法律上的效力。從而地方自治團體之具有法人格和自治權

能，皆是由於國家制度的承認20。（三）國家得創設、消滅或變更地方

自治團體。其主要理由是，無論國家或特定的團體都是個人集合而成

的實體，而構成地方自治團體的個人也都是國家的構成份子，而團體

對其成員都有一定的統制力量方能加以控制，而這種統制的力量一般

就稱為統制力。在個人與地方自治團體全體成員間的關係，及個人與

國家全體成員間之關係的比較上，很顯然地，後者擁有較多的成員，

較強的組織，較大的支配力，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因此，國家的統制

力應該強於地方自治團體之統制力。以新設的地方自治團體為例：本

來並無地方自治團體的存在，從而也沒有固有的成員存在，必須由國

家授與、分配，加以創設才有新的人格和權能產生。由此可知國家統

制力高於地方自治團體之統制力21，才能創設、變更、消滅各種地方

                                           
19  柳賴良幹著，前揭書，75 頁。 
20  時岡弘著，地方行政法，評論社，昭和 63 年版 44 頁。 
21  柳賴良幹著，前揭書，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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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團體的人格和權能，以維繫國家之存立和發展。 

授權說為我國早期的通說22，其主要理由為：我國自古為單一集

權的國家，數千年來都是在中央集權的統一體制下，基於分工的要求

而採行行政分權(administative  decentralization )的制度，與聯邦制國

家是各邦基於統一與分歧的雙重需要而形成的一種政治分權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制度並不相同23。秦漢的郡縣；隋唐的道、

州、縣；元明清的省，都僅是中央在地方的行政機構而已24，並無地

方自治之傳統而採此說之理由，尚有： 

一、地方割據之疑懼 

漢末之州牧、唐末之藩鎮、清末之督撫，都是我國歷史上的傷痛，

而民初的軍閥割據和列強侵略，更使國人在心理上蒙上一層陰影，而

傾向於採取中央集權式的單一國制，以求中國統一強盛，而反對地方

政治分權的聯邦制25。 

二、在政治理論上，地方政治理論的要求 

自治應由國家予以必要的監督，地方自治團體，雖以自己選舉之

機關，管理自己之事務，並得自定規章，自為財政收支。然地方自治

區域終究是國家領土的一部分，自治行政之當否，與國家有密切關

係。故應由國家予以必要之監督，俾以符合自治之本意。故談論地方

自治，宜由整個國家著眼，置重於中央與地方之聯繫，不宜猶存一孔

之見，強調地方之自主性，僅由地方之小利小害著眼26。 

                                           
22  涂懷瑩，著中華民國憲法與民主憲政制度（下），472頁。薩孟武著，中國憲法新論，63 年 9 月初版，

518頁。林紀東著，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四）三民書局，70 年 3 月初版 1 頁以下。楊一峰著，中

國地方自治新論，正中書局，51 年 10 月台初版，13～14 頁。羅志淵著，地方自治的理論體系，台灣

商務印書館，59 年 4 月初版，89 頁。。此於我國立憲後國家動盪不已，冀望國家統一之思潮當有重大

之關係。 
23  荊知仁著，前揭書，319～320頁。 
24  涂懷瑩著，前揭書，475～477頁。425頁。反對聯邦制的思想，見張君邁著聯邦—不可論（一名省制餘

議）收錄於，中國現代史史料選輯。胡春惠編民國憲政運動，正中書局，67 年 11 月台初版，317～318
頁。 

25  五五憲草，採國父均權制，但刪除中央與地方權限一章而僅規定「縣為地方自治單位；凡事務有因地制

宜性質者，劃為地方自治事項，地方自治事項，以法律定之」。照這個規定，所謂均權制的內容，都要

以法律另作規劃。而法律的變更，自然很可以影響中央與地方事權的範圍。荊知仁著，前揭書。 
26  林紀東著，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四），三民書局，70 年 3 月初版，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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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國與聯邦國不同 

在聯邦國，無論立法、行政、司法均由憲法劃分一部分權力給予

地方各邦，而中央與地方各保其分際，遇有爭議，通常由法院解決之。

並各自有一套同樣或類似的三權分立式的政府，故可謂之「三元政

府」。但在單一國，則限於將立法、行政權的一部分，劃歸地方行使，

此一部分，即為地方自治權之範圍。可知自治權源自中央統治權之授

予，並非地方的原始權力，故必須受中央權力之控制，不能與中央權

力對立。即中央與地方之劃權並不是政治權力終局的分割，而是中央

得隨時收回授權，非如聯邦國乃權力之終局分割27272727。 

四、政治經驗之觀察 

在今日，所有地方自治團體的組織和權力都是經由法律（不論憲

法或一般法）的規定而取得。以固有權說發祥地之英國而言，其地方

自治權力的取得，亦係經由國會或政府依法令的授予而取得。美國各

州自治的權能雖在十八世紀末制憲時本著固有權說而受到特別保

障，但州以下之縣市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權則係經由州憲章的規定而

來，縣市的自治權係由州所授予的。從實際政治的觀點來看，我們不

能不肯定，地方自治團體的權力，係來自於法令的規定，淵源於國家

的授予28282828。 

五、地方自治權之起源 

此說認為地方自治權源於國家法令之授權，否定地方自治權固有

之保障；準此，國家可以藉由立法的方式來界定地方自治團體自治權

的範圍，更可以理所當然地指揮監督地方自治團體。循此邏輯推演，

極端之處，地方自治團體將淪為國家之附庸，最後會陷於否定地方自

治之地步29292929。申言之，憲法將地方自治制度如三權分立制度般，明定

為憲法上的制度，若可無視憲法對於地方自治制度之保障，而任由中

                                           
27  涂懷瑩著，前揭書，472～474頁。 
28  羅志淵著，前揭書，92 頁。 
29  許宗力、許志雄、黃世鑫等著，地方自治之研究，業強出版社，1992年 8 月初版，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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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以法律隨時對地方自治之內容加以變更，則憲法所保障的地方自治

制度將被架空，因為若不將地方自治制度視為憲法保障的制度，不容

許以法律加以否定的話，則以法律將地方自治團體廢止，完全改為官

治行政，亦不能認為與憲法有所牴觸30303030。但是，這種將地方自治完全

委由國家立法政策的作法，不但與憲法對地方自治特別加以保障的安

排有違，更違反權力分散的原則，造成中央集權的現象，使承認地方

自治制度，以圖達到權力垂直分立目的完全喪失。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制度保障說制度保障說制度保障說制度保障說 

承認說在德國威瑪憲法時期，為大多數學者所主張。但在自治權

是由國家賦予解釋下，將使地方自治權欠缺保障，憲法對於地方自治

的規定也不具任何實益。以日本在第二次大戰末期之地方自治為例，

一切地方自治團體都被廢止，而地方行政也全部被官方行政所取代，

只要不是憲法上所絕對禁止的事項，以法律加以任意規定就不算是牴

觸憲法。在這種情況下，憲法雖然規定地方自治制度是憲法上的一種

政治制度，應該要實行地方自治，但實質上，縱使以法律將憲法上有

關地方自治的規定都架空，也不能說有任何違憲之處，但是如此作法

實際上已完全悖離憲法規定地方自治的本質31。憲法既然將地方自治

規定為憲法上的一種政治制度，則該制度必定有其一定的本質核心，

國家法律雖有對地方自治加以規定的權利，但亦不能侵及該制度的本

質核心，而使該制度成為一個空殼子，因此遂有制度保障說的提出32。

制度保障說，係德國威瑪憲法後半期，公法學界逐漸興起的理論，在

戰後成為支配性的學說，同時也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例所採用

33。此說主要認為，地方自治的保障並非基於地方自治團體先於國家

                                           
30  杉原泰雄著，地方自治權之本質，收錄於室井力編，日本國憲法１２，地方自治，三省堂，1980年 1

月 10 日，第 2 刷發行，第 70 至 71 頁。 
31  鵜飼信成著，「憲法地方自治本旨」，收錄於都市問題，1953年，第 44 卷第二‧三‧四號 10～11 頁。 
32  成田賴明著，地方自治的保障，收錄於室井力編，日本國憲法文獻選集１２地方自治，三省堂，1980

年 1 月 10 日第 2 刷發行，第 33 至 41 頁。 
33  關於制度保障的理論，並不僅限於地方自治制度的解說，同樣也適用於憲法上的其他規定的解釋上。這

個理論在日本於戰前即已被介紹，在戰後日本新憲法制定後，此說被運用地相當廣泛，於昭和 52 年日

本最高裁判所在津地鎮祭事件明示地加以採用。以下就此說內容大概介紹如下：這個理論的特徵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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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固有權說，而是將所謂地方自治視為憲法上的一個制度（如三

權分立制度）來加以保障。此說係德國學者卡爾．休密斯特，在解釋

威瑪憲法第 127條「市町村與聯合市町村，在法律範圍內有自治行政

之權」之條文時，認為該條文與威瑪憲法人民基本權利的條文規定於

同一章，顯然地方自治制度如同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制度一般，

憲法所特別加以保障之制度，所提出之主張34。 

此說認為威瑪憲法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權能之保障規定，並非在保

障各個地方自治體存在的權利，而在保障地方自治團體自治行政的制

度，不許國家對地方自治體施行地方自治行政之制度加以侵害。因為

既然承認地方自治是憲法上的制度，則任何破壞地方自治制度、或剝

奪其本質的法律都應屬違憲35。這種見解也為戰後多數德國公法學者

在解釋波昂基本法第 28 條關於地方自治的規定時所採用，而居於通

說之地位36。在日本，制度保障說亦為多數學者所支持37。以下即以日

本主張此說之代表學者－成田賴明之見解為基礎，對制度保障說之內

容加以介紹38。 

                                                                                                                         
直接保障的對象並非個人的權利，而係客觀的制度。二、被保障的制度是在傳統上已被確立或既存的制

度而非只是將來的藍圖。三、制度的保障不是在保障既存制度的現狀，而是在保障該制度的本質、核心。

因此對此部分加以改變或廢止的法律為違憲。而對制度的非本質的週邊部分則得以法律變更。其類型有

下列幾種：一、連結型：補充性的保障型：該制度保障的目的係在人民的自由和真正基本權的確保。典

型的有政教分離和大學自治，因信教自由或學問自由都是可以說是精神自由保障的連結或補充性制度。

二、意義變化型：這說也是屬連結型、補充性保障型的一種，主要係針對私有財產制度討論而來。這種

制度的保障，一方面是為對傳統的財產自由加以一層確實的保障，另一方面，在近代則轉為私有財產制

的保障，其目的係為保障人民得擁有維持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需的財產支配權力，以維持其生存的基本權

利。三、團體保障型：這型的典型是地方制度的保障。是基於地方自治制度為國家統治構造的一環，而

使地方公共團體之自治行政成為民主國家基礎的一個制度的認識，而對於擁有歷史、傳統與理念的地方

自治制度的本質內容或核心認為亦不能以立法加以侵害而制定的制度。制度保障理論較大的缺點為：制

度本質、核心的內容和範圍並不明確，在這種情況下對應有之保障可能有逐漸縮小的危險。另外即是對

人權的保障產生反作用效果。見山下健次著，人權制度的保障理論，，有斐閣，昭和 60 年

9 月 25 日發行，第 62 頁以下。 
34  山下健次．小林  武  共著，自治體憲法學，學陽書房，1991年 8 月 20 日初版發行，第 90 頁。 
35  成田賴明，地方自治の本質，憲法の爭點，1985年新版，有斐閣，第 244頁。收錄於憲法爭點（新版）

小嵨和司編，昭和 60 年 9 月 25 日發行。 
36  德國連邦共和國基本法即波昂基本法第 28 條的規定為：一、州、郡（相當於我國的縣）及市町村（相

當於我國縣以下之鄉鎮市區里等）必須有普通、直接、平等、秘密選舉代議機關之權，但於市町村得置

代替代議機關之市町村總會（如我國之鄉鎮市民代表大會）。二、市町村於法律範圍內，對屬於該地區

社會的事務以自己責任自己處理之權利（自律權）必須加以保障（所謂全權性及自己責任原則）。三、

市町村聯合（Gemeindeverband ）（郡、町村組合、一部事務組合等），關於在法定任務的範圍內，在各

法律的內容內有自律權（限制的自治權保障）。見秋田敏文‧田中宗孝著，「地方自治制度」，收錄於地

方自治全集２發行昭和 53 年 8 月 31 日 168頁。 
37  小林直樹，憲法講義下，東大出版社，1968年 766頁以下。俵靜夫，地方自治法法律學全集８，有斐

閣，1965年，12 頁以下。大須賀明憲法‧現代法講義，三省堂，1981年 5 月 3 日第 1 刷 474頁。 
38  成田賴明，地方自治の保障，收錄於室井力編地方自治文獻選集，日本國憲法 12，三省堂，1980年 1

月 10 日第 2 刷發行，33～41 頁。成田賴明，地方自治の本質，收錄於憲法爭點（新版）小嵨和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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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憲法第 92條「地方公共團體之組織運作，基於地方自治本

質,以法律定之」，其所謂地方自治本質之意義只有二方面之功能。一

方面是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時的立法指導性原則；另一方面，則是拘

束立法機關，使其在制定法律時，不得侵害地方自治本質之內容，此

項規定是一種保障地方自治的憲法規範。事實上，這二種意義幾乎是

無法區分；憲法規定的涵意，顯然不是著重在指導功能，而著重在規

範功能，亦即著重在保障地方自治制度之本質內容或核心領域使其得

以不受國家侵害。 

地方自治本質的規範意義和公共福祉的概念一樣，都是不確定的

法律概念。其內涵乃取決於地方自治制度歷史的發展、憲法規範的目

的及國家和地方自治之關係等因素之相互作用。因此，地方自治本質

的保障並不限於憲法第 92 條（地方議會、地方首長、地方議員的直

接選舉）、第 94條（地方公共團體的權能、地方自治法規制定權）等

條文的具體規定，還包括憲法條文所未明示而規定於其他法律或存在

於相關制度中之其他有關地方自治本質之事項，如地方自治法所定地

方自治事項、刑罰權、財政權、人事權等基本權利均是。 

日本憲法第 92 條規範的意義在保障地方自治團體的存在並透過

地方自治行政以達到國家與地方分權制度的確立。從這裡可以導出制

度保障之基本問題點： 

憲法第 92 條既在保障已經成為人類普通制度的地方自治制度的

存在，則任何廢止地方自治團體，使地方自治團體不存在的法律都不

被允許。但憲法雖保障的地方自治團體的存在，可是並不是在保障個

個地方自治團體的存在，而是在保障須有地方自治團體這樣的政治制

度存在。例如：全盤否定都道府縣制度僅採用市町村制度，或廢止市

町村只保留都道府縣，形成只有單層的地方自治團體的結構就可能有

違憲之虞。但是以法律規定對都道府縣或市町村的廢立分合，區域調

整（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6條）就不能說是有違反憲法第 92條的規定。 

憲法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是否要求一定要有都道府縣與市町村這

                                                                                                                         
有斐閣，昭和 60 年 9 月 25 日發行，1985年新版，第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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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雙層結構？關於這點，有二種見解： 

第一種見解為：憲法制定當時就將地方自治團體預想規劃為都道

府縣與市町村上下二層，這樣的結構不許加以改變。從而廢止都道府

縣制度，剝奪都道府縣自治法人的性格，而將之變更為國家行政機關

的作法應不被允許。 

另一種見解則認為：憲法施行時並未要求一定要有地方自治團體

之存在，縱使不再維持都道府縣與市町村二層結構，取消都道府縣地

方自治團體自主法法人的性質而只保留市町村，這也僅僅是立法政策

妥當與否的問題，並不違反憲法地方自治之本質。 

日本現行憲法乃是考慮歷史的沿革，對舊憲法中央集權下官治行

政的現象加以反省後，才將府、縣這種具有基礎性、普遍性、標準性

的地方公共團體使之自治化。因此，都道府縣與市町村的存在應該是

地方自治制度所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自不得以法律加以否定或廢止

而侵及地方自治制度的本質核心。因此前述二說，應以第一說為合

理。又如此的二重結構的保障，在特殊情況下，得承認其例外。例如

將東京都設特別區，乃僅是政策上適當與否的問題，而不生違憲與否

之爭議。 

地方自治所應保障的內涵有： 

一、住民自治的原則 

    憲法第 93 條乃基於住民自治的原則而明文保障地方議會的設立

及地方首長、議員的直接民選制度。故不許以法律對地方自治團體的

基本組織形態為不同的規定，或剝奪地方議會的一切議決權而使議會

僅僅成為行政機關部門諮詢的機關，或將地方首長或議員的直接民選

制度改為中央提名派任的制度。 

二、憲法第 94條和第 92條的規定 

    憲法第 94 條和第 92 條的規定和西德基本法一樣，都是在保障地

方自治團體具有完全的權限或自主的活動空間，因此以法律規定使地

方自治團體變得無法自主處理地方事務，僅能執行國家所委任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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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樣的法律規定，應屬違憲。 

三、組織權 

    依憲法第 92 條、第 93 條規定，地方自治團體的組織權在法律的

範圍內應被保障。因此，以法律對地方自治團體的組織為原則性、大

綱性的規定是被允許的，但否定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組織權，而將之

矮化為國家行政機關，或以國家法令對地方自治團體內部所有細微的

事項都予以制式化，或是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組織的改廢都要經過內政

部長認可後方得為之的作法，都是侵害了地方自治團體組織權的本

質。 

四、人事高權 

    人事高權是為確保地方自治團體能正常運作的必要權利，故應該

加以保障。因此容許在地方自治法或地方公務員法內對有關地方公務

員的人事行政為基準、大綱性的規定，但對於地方公務人員之任用、

罷免、懲戒、薪給決定、勤務評定、勞動關係等細節性人事行政管理

項目，則不許為不當的干涉。 

五、財政高權 

    為達到地方行政自主運作的目的，地方團體必須有自有財源、預

算制度、課稅權、自主財政支配等權利，此種財政高權乃憲法承認地

方自治制度所當然加以保障者。因此，剝奪地方自治團體的課稅權，

強制地方自主財源上繳中央，及地方預算由中央代擬的作法，都是侵

害了財政高權的核心。 

六、自治行政權 

    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律範圍內對地方公共事務有處理之權能，此種

權能乃隨地方自治團體之統制力而來，與地方自治團體之存在密不可

分，故應加以保障。在憲法上成為問題的是：若以法律將原來應屬地

方自治團體之固有事項全部汲取為國家事項或移為其他地方自治團

體之事項時，地方事項完全由國家支配，如此是否違憲，則不無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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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憲法第 92條之規定 

憲法第 92 條之規定應該是保障地方自治團體，得自主處理行政

的權能，但在這個保障下仍受國家的監督。在德國，傳統上國家對地

方自治團體的監督除委辦事務外，都限於合法的監督而不及於合目的

性的監督，而且其監督方法尚須服從比例原則。在日本，因為沒有這

個界限存在，從而在沒有法律的基礎下國家對地方的事項、監督一直

都有使用合目的性監督的情形。例如舉債的許可制，對事務違法不當

處理之閣揆監督權，透過補助金的監督等，這些監督手段，在憲法上

都是有問題。在監督權的範圍內，實在不應容許舊憲法時代對地方自

治之事項亦行使監護人式監督手段的情形再出現。 

    制度保障說著重在說明不得以法律加以侵害的地方自治的本

質，其內容較以往的學說豐富且具體，因此乃能居於通說地位。但學

者間批評者亦不少，其主要批評處有： 

(一) 地方自治之本質，其內容為何？難以確定。 

    因為有關地方自治制度之歷史、傳統、理念均具多樣性和相對性

並呈現融合的狀況。如英美就是具有住民自治傳統，歐洲大陸則具有

團體自治傳統，二者並互取所長而加以融合，而憲法本身又常常未明

示歷史的傳統為何，地方自治制度應擁有哪些內容？因而關於地方自

治本質的內容就非常難以確定39。 

(二) 制度保障說不具充分保障的功能 

    依制度保障說，雖然區分地方自治事務和非地方自治事務，但在

立法機關幾近於萬能之觀點下，對本來應該屬於地方自治團體處理之

事務有可能以法律即將地方自治事務汲取為國家所有，將本來應該屬

於地方之事務全部轉換為國家委辦的事務。成田教授雖然已經意識到

制度保障說有此缺點，但仍認為，縱然此種現象會使地方自治的本質

內容的標準界線往後退縮，但也不能認為違憲。但這樣的觀點無異是

                                           
39  同註 30，杉原泰雄著，地方自治權之本質，收錄於室井力編，日本國憲法１２，地方自治，三省堂，

1980年 1 月 10 日，第 2 刷發行，第 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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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了地方自治被大幅限制的最好藉口40。從日本實務上機關委任事務

不斷地增加，地方自治團體財政呈現窘困的狀況來看，這種制度保障

說是否仍具有充分的制度保障機能，已不無疑問41。 

(三) 制度保障說實現與否委諸於立法的內容 

    制度保障說將地方自治的實現與否委諸於立法的內容，如此則與

地方自治係由人民自主統治的本質相違42。尤其在今日，包含住民參

加之住民自治已被認為時代當然地要求，制度保障說的理論在這方面

並不完備。 

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  新理論的興起 

壹、興起的背景 

一、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 

    1960 年代，日本自戰後的一個戰敗國一躍而成國民生產毛額居

世界第二位之經濟強國後，地方自治團體爭相吸引工廠到各地方設

廠，這種作法雖然使地方政府脫離自主財源貧乏的窘境，但也使地方

的行政和財政，都集中在地方經濟的建設上，而忽略了地方政府為民

服務的天職，大幅壓縮民生福利預算的支出。這種過分追求經濟發展

的結果也造成了自然環境的破壞，生活品質的惡化，和各種公害的發

生，而侵害人民生命、健康、財產的不幸事件也層出不窮，最後終於

導致居民激烈的抗爭運動，而波及全國各地43，甚至連司法也無法加

以處理44。這樣社會、經濟的變化，使學者對於地方自治制度在憲法

上的規範意義，轉向於人權保障的思考層面45。尤其在昭和 50 年即 70

                                           
40  同前註，74 頁。 
41  鴨野幸雄，地方自治の本旨と憲法の基本問題，有斐閣，昭和 63 年 7 月 20 日發行 137頁。  
42  同註 34，97 頁。 
43  和田英夫，現代の地方自治，法律時報第 614號，昭和 53 年 12 月 15 日發行，創刊五十週年紀念臨時

增 
44  田中二郎，地方自治の現代的課題第 622期，1976年 10 月 1 日 20 頁。 
45  針生誠吉，自治體憲法學，學陽書局，昭和 51 年 5 月 15 日初版，42～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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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後半期高度經濟成長顯著地衰退，而回復到低經濟成長的時代，

全國各地方政府的財政又緊迫了起來。透過這樣回到原點的過程，地

方自治團體也必須自我定位，而有自我的主張，以消除以往人民對地

方自治的不信任感。這種改變加重地方對民生福利的建設，保護各地

方之的民，而不再一味追求經濟發展46，同時也促使地方自治理論進

一步地調整。 

二、代議政治的危機 

    在現代國家儘管政黨政治和普通選舉相當普遍，但如盧梭在社會

契約論所言「人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時，才是自由的；議員一經選

出後，人民就又是奴隸了」47。在菁英政治，人民既然是透過選票競

爭的選舉制度選擇其統治者，選出之後人民就已經把政治決定的權力

交予議員，就不應再告訴這些政治菁英該如何如何行動48。議員有權

且有義務在議會做出獨立判斷，不應受到地方、選民利益的拘束。然

議會政治運作的結果，已經是離人民的期望愈來愈遠，人民對這樣的

制度已經產生無力感甚至是挫敗感，這種狀況在廣土眾民的國家可以

說是更為嚴重。況且在議會的有限時間，不能應付無窮的社會新事物

下，行政權的膨脹乃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而形成在政治上以民意政治

為依歸，但在實際上，行政卻不受民意節制的矛盾。這種情況的發展

已悖離民主政治－人民自我管理的本質。從而試圖挽救這種缺失的政

治性自覺－直接民主制的思想也就相對地萌芽。而地方自治團體，一

方面，是地方人民身邊的統治機關，對於現代國家在政治和行政上所

產生的不利益人民，可以藉用地方自治團體，加以抵抗，因此地方自

治團體乃成為國民對抗國家侵害的有效據點；另一方面，現行的地方

自治團體組織也和國家的組織一樣，以代議政治制度為核心，因與當

地民眾密切相關，故能比國家行政對地方的特定利益予以更密切的保

                                           
46  同註 43，156頁。 
47  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第三卷第十五章「論議員或代表」，西潮文庫４，唐山出版社，76 年 3

月初版，147頁。 
48  民主制，安東尼‧阿博拉斯特著，胡建平譯，桂冠新知叢書 36，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4 月

初版，67～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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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而發揮制度的保護功能49。所以強化地方自治之理論架構，一方

面可以化解代議政治的危機，另一方面也能真正強化人權之保護，達

到更接近直接民權的境界。 

三、社會運動的興起 

    因「企業國家」強調經濟發展，造成人民日常生活環境的破壞，

而與人民疏離的議會政治又不能立即反映人民需要，解決人民真正的

問題，因此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也就應運而生。這種人民最原始的呼

聲，是單純出於實際的生存要求，而它最原始的理念在學說上可以說

是出於人民抵抗權的觀念。這種思想是源於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人

民得反抗暴政，及美國獨立宣言所揭示：「人民有廢棄原政府而組織

新政府之權力。」的宣示，這種對政府權力得加以反抗的思想是近代

憲法形成的基本條件。在二次大戰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帶給人類災難

後，抵抗權在戰後的西德成為憲法上明文的權利50。而各種要求改善

生活環境的社會運動探討其發生的背景，在憲法上都能找出其正當

性。這種為維持生存而對國家權力所產生的抵抗運動，都是從社會基

層與人民生活最密切的生活地區所發生，而與此最有直接關聯者無異

就是地方自治團體。因此地方自治的問題已不再是單純國家統治機關

一部分的問題，而是憲法國家權力和人權維護的根本問題51。從而如

何重新定位地方自治制度使其能因應這種人民生活環境自我決定權

的要求，也直接促使了新理論的產生。 

貳、學說 

一、強調憲法綜合判斷的學說 

    此說認為，日本憲法有關地方自治的規定並不是具有一個固定不

變的意義，憲法對於地方自治本旨的規定只是一種原則性的概念，是

從近代國家對地方自治所歸納出的一些基本原則的宣示。雖然如此，

                                           
49  同前註，第 108頁。 
50  同註 45，105頁。 
51  同前註，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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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憲法所宣示的這些原則具有拘束立法者的作用則應予肯定。因此，

法律規定低於團體自治和人民自治之一定程度時，即應被認為違憲而

無效。但如何判斷某項法律違反地方自治的本旨，實際上卻是個困難

的問題。從而對現代國家的地方自治不能不依據憲法的價值來加以判

斷，而這種憲法價值判斷的背後則必須有綜合科學的認識。在這種理

解下，以日本憲法（下同）第九十四條地方自治團體有管理財產、處

理事務、執行行政之權，並得在法律範圍內制定地方條例的規定為

例，地方自治團體應該有充份的行政權和財政權，對於行政事務的分

配則應以地方自治團體優先，關於條例制定權，國家的法律依其性

質，原則上應僅具有補充地方自治條例和促進的地方自治實現的性格

52。 

二、基於人權保障和人權民主原理的學說： 

    此說強調地方自治應以人權保障原理和國民（人民）主權原理加

以理解。前者用以解釋有關地方自治之目的與存在之理由，後者則是

用以說明地方自治權力的來源和其構成的方式53。 

(一) 人權的保障和地方自治： 

1、憲法第 92 條的涵義 

    自美國 1776 年獨立宣言和法國 1789 年人權宣言之後，近代各國

憲法上規定公權力存在的理由都是在求人權的保障。同樣地，憲法上

明文保障的地方自治權與其他各種權力一樣，都是為保障人權的目的

而設，憲法第 92 條「地方自治的本旨」的涵義自應具有如此理念。 

2、保障居民人權的事項 

    就有關保障居民人權的事項，不論有無法律的根據，關於該事

項，地方自治團體應有完全自主的權力，也就是（ａ）與地方具有密

切關係的事務，在法律沒有特別規定時，應該認為係屬於地方自治團

體的事務。因為在人權保障的要求下，如果某地方自治團體的一定活

                                           
52  河合義和，憲法的理念と行政法の現實，憲法行 政法研究叢書三，評論社，1982年 7 月 15 日第二版，

第 48 頁。 
53  室井力，選集日本國憲法 12，地方自治，259～2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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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保障人權所不可或缺的事項時，如果認為無法律的授權委任，地

方自治團體就不能從事該項活動，則可以說是與保障人權為內容的地

方自治本旨相違。（ｂ）在法律沒有特別規定時，地方自治團體是否

得處理在法律上被認為是國家的事務，是否得設較國家法律所定基準

更為嚴格的基準？判斷的基準應該視其是否與人權保障為目的之地

方自治本旨有無違背而定。例如：某法律禁止地方自治團體制定較法

律所定空氣污染防制基準更高標準的地方自主法規，如該地方法規所

訂的較高基準是保障居民生命、健康、生活環境所不可欠缺的手段

時，該禁止的法律應該就可以說是違反了地方自治的本質而違憲54。 

(二) 人民主權和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的本旨包含人民自治和團體自治，而這必須從人民主權

的原則加以理解。從人民自治觀點來看：除了議員是由當地公民直接

選出之外，關於地方法規之制定應該由地方議會制定，對於僅適用於

特定地區之法律須得當地人民同意，以及人民追究議員政治責任的制

度。雖然不是憲法上所要求的制度，但都是從人民主權的原則加以檢

討後，才補充設立的制度。再從團體自治的觀點來看：基於人民主權

是依據人民直接的意思來施政的道理，愈接近人民的事務，人民愈知

道詳情，對於行政也就愈容易要求，而實行的可能性也就愈高。從這

個觀點出發，事務處理的程序，應該以地方自治團體為優先，即愈接

近地方自治團體的事項，自治團體就愈有優先予以處理的權利。 

三、新固有權說 

    自從 1960 年代日本地方自治發生危機以後，到了七０年代，固

有權說呈現興盛的現象。其主要論點為： 

(一) 住民自治權 

    地方自治權的內涵之一是住民自治權，而住民自治的內容則為日

本憲法第九十三條所保障。這種人民自治的權利是一種具有較國家更

                                           
54  同註 52，第 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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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存在的基本人權，這種基本人權可從日本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三項、憲法前言第一項（國民主權原理）和第十三條後段（包括的幸

福追求權）推論出來。  

(二) 團體自治權 

    地方自治權的另一項內涵是團體自治權，而其根據就是憲法第九

十四條所明文保障的「團體自治」權，這樣的制度乃為人民而存在，

故亦為憲法保障基本人權設計的一部份。 

(三) 日本憲法原理 

    包含前述住民自治和團體自治之地方自治權，可以從日本憲法第

九十五條得到證明55。因所謂地方自治特別法的制定，不僅要經過國

會的議決，亦須經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過半數投票同意的規定，這是

日本憲法第一原理─國民主權（基本人權之參政權）制度化的一環，

也是國會立法主義的重大例外和限制。由此觀之，若不是基於地方自

治權是國民主權先於國家而存在的認識，理論上這種公民複決的制度

恐怕就很難成立。 

(四) 地方自治權的本質 

    儘管現在地方自治團體的權能都是由國家法律所規定，那不過是

一種確認的效力而不是一種創設的效力，地方自治權與基本人權同，

並非由法律所創設賦予的。基於上述的理解，地方自治的核心部分即

地方自治固有權部分就不能以立法的方式加以變更，而須以修憲的方

式才能加以更改。而所謂地方自治權的本質就是，以地方的土地和人

民為基礎，自然地形成地方自治團體，該地區的人民對於該地區固有

共通的事務得自主地加以處理。因此該地區的人民必然地會擁有，（1）

地方自治團體的存立權，（2）人民直接民主制的參政權，（3）人民對

地方自治團體機關人員的任免權，（4）為處理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事

                                           
55  杉原泰雄，地方自治權の本質，室井力編，文獻選集日本國憲法 12，地方自治，三省堂，1980年 1 月

10 日，82 頁以下。山下健次‧小林武自治體憲法學，學陽書局，1991年 8 月初版，102～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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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而相對於國家權力的概括性權利（包括組織權、人事權、立法權、

財政權、行政權等權利），（5）處理兼有國家事務和地方事務性質之

地方自治團體協動權，如地方自治團體人民對國家法律之公民複決權

56。新固有權說與固有權說主要的區別，乃在於後者係基於自然法的

觀念，認為地方自治團體如同自然人一般，具有原始的法人權利，是

先於國家成立而存在，具有完全獨立於國家統治權之外的固有統治

權。此說主要是基於歐洲各國在民族國家成立前，各地先有自治都市

或地方自治團體之歷史傳統而來。而前者，則是由人民主權的角度出

發，認為地方自治團體也是國家統治機構的一環，國家的統治權力來

自於人民賦予，地方自治團體既是國家統治機構的一環，則其存在的

權源，亦是來自於人民之賦予，設立地方自治制度的目的，乃如三權

分立之目的一般，旨在保障人民之權利不受侵害。故二者最主要的區

別在於，傳統固有權說係以地方自治團體本身權利的角度加以說明地

方自治之淵源，而新固有權說乃從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角度說明地方

自治制度存在的目的。 

參、新學說的影響57 

一、促使制度保障說之檢討與修正 

    關於地方自治的本旨及地方自治權的性質是從人權保障及人民

主權原理為基礎來加以說明的新學說，其目的乃在因應現行地方政治

和地方人民所面臨的新課題，可以說是時代潮流的產物。新說的提出

促使了向來基於通說地位的制度保障說的調整。制度保障說經過了地

方自治客觀條件的重大變化後，連當初提出該理論的成田賴明教授也

主張對過去部分的基準亦應加以調整，而認為：一、地方自治本旨的

觀念不能再僅以地方自治制度的歷史傳統來加以決定，單純以古老的

                                           
56  日本國憲法第 95 條的規定：「僅適用於一定地方公共團體之特別法，於未得地方公共團體居民依法投票

並得有過半數之同意，國會不得制定該法律」。岩波比較六法（compact ），平成四年（1992年）版，

43 頁。 
57  山下健次、小林武合著，自治體憲法，學陽書房，1991年 8 月 20 日初版發行，第 106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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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為據，勢必有害地方自治制度的進步和發展。因而地方自治核心

部分亦應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價值觀念的變化而調整。二、地方自治的

內容應該將地方自治的必要性、歷史的背景、國家構造中地方自治的

地位、該時代國民對地方自治的認識和評價、與其他憲法原理間之關

係、國家和地方利益之調和等因素綜合加以比較衡量，然後才能加以

確定。三、地方自治概念的內容和公共福祉的概念一樣很難有固定的

基準，因此不得不重視憲法的價值判斷58。 

二、法律先占論之檢討與地方立法權的新方向 

    關於法律和條例（地方自治法規）的關係。向來都是受法律先占

論的支配，無論在學說或是實務對於「上乘條例」（地方自治法規所

規定者和國家法令所規定者，具有相同的目的且所規定的對象亦相

同，但地方法規所規定者與國家法令所規定者相較，有較國家法令對

人民為更高程度的要求或更為嚴格的限制）和「橫出條例」（雖與國

家法令具有同樣的規範目的，但對國家法令規定外的事項，另行加以

規範的地方自治法規），以往均認為是違反國家法令而不被容許，但

在高度經濟成長，公害糾紛不斷發生的情況下，為對住民的生命、健

康加以保護，地方自治團體制定前述特殊性質的地方自治法規乃是一

項不可避免的課題。新學說的興起可以說是迫使了法律先占論的調整

並開闢了地方自治團體條例制定權的新道路59。 

                                           
58  同上註，第 107頁。 
59  同上註，第 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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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模型與統治主體論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模型與統治主體論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模型與統治主體論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模型與統治主體論
之建立之建立之建立之建立 

一、中央和地方關係之基本模型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雖然在分類上可能有很多種型態，但為單純

起見，可以歸納為下列三種基本模型60： 

第一種類型：支配監督關係，圖示如下： 

 

 

 

 

 

 

 

這種類型，地方自治團體完全在國家支配之下，地方自治團體的

權限，來自於國家的賦予，而其彼此界限並不確定。地方自治團體權

限的大小，得由國家彈性調整，並受國家之合目的性監督，因為權限

及監督界限不確定，故以虛線表示之。 

第二種類型：對等、併存關係 

 

 

 

 

 

 

這種類型，地方自治團體並不是完全受國家支配，有部分的權限

                                           
60  佐藤英善，《分權改革の意義と今後理論的課題》，收錄於佐藤英善編著，新地方自治の思想─分權改革

の法としくみー自治研究叢書 12，敬文堂，2002 年 9 月 20 日，初版，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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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體 

 



第二章  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理論  

33 

為憲法或法律所賦予；這部分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事項，擁有自主

權。地方自治團體的權限雖來自國家的賦予，但彼此之權限必須以法

律加以明定，故以實線表示。如果法律賦予地方自治團體較大的自主

權限，箭頭即向外，反之即向內。 

 

第三種類型：對等、獨立關係 

 

 

 

 

 

 

 

 

這種類型國家和自治體的權限，都明定於憲法，受憲法的保障，

二者是立於對等、獨立的關係。這種類型通常是聯邦制的國家。 

二、我國中央與地方之關係 

    我國憲法就中央與地方關係，包括 1.建立省縣之體制，並承認直

轄市、省轄市。2.明確劃定中央、省縣之事務並賦予地方立法與執行

權（憲法第 107、108、119、110條）。3.權限不明時採均權原則，作

為補充判斷之基準（憲法第 111條）。4.中央得制定省縣自治通則，省、

縣得制定省縣自治法。5.明定地方民選體制，地方議會有立法權（憲

法第 113條第 2項、第 114條第 2項）。6.明定省與中央爭議處理機制

（憲法第 114、115、117條）等制度。但因為憲法之規定，不適合台

灣地區中央與省、縣嚴重重疊之政治實況，乃於民國 81年第 2 次修

憲時，停止適用「省縣自治通則」的規定，而授權立法院，直接制定

適合於台灣地區的地方制度法，並明定省的自治監督機關為行政院，

而將台灣地區之地方自治調整為「單一國」的體制。86 年第 4 次修

憲完成「精省」改革，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67號解釋指出，省不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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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憲法規定的自治事項，不具備自主組織權，自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

的公法人。至此台灣地區為單一國的地方自治體制已無疑義61。 

三、制度保障說理論之繼受 

修憲後關於省縣地方制度，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規定，應包括

省設省政府、諮議會；縣設縣議會，縣議員由縣民選舉，屬於縣之立

法權由縣議會行之，縣設縣政府，縣長民選。中央與省縣之關係，省

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等事項，並以法律定之。此項規定對於

地方制度得以法律定之，但必須包括憲法所明定之前揭事項，因此該

地方制度的法律，即不能逾越憲法的範圍，或對憲法所要求應有的內

涵，置之不論。我國對於地方自治的學說，引進了德國的制度保障理

論。這個理論是 20世紀初，德國憲法學家卡爾‧史密特（Carl Schmidt）

所提出，其目的就是對於人類生活中重要的制度加以保護，使其免受

立法者之任意支配。制度保障說要求國家各權力機關，對於憲法所保

障之制度必須為一定之尊重，對於制度的核心領域不得加以侵害。其

目的一方面在擔保該制度不被完全廢除，另一方面就是對制度最重要

的核心領域，擔保其不受破壞62。 

大法官解釋於釋字第 467號解釋文表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

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設

有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

民依法選舉產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或行使地方立

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

關係。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委辦

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地方自治

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

自應予以尊重。」接著於全民健保費地方負擔爭議的釋字第 550號解

釋文中表示：「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

擔乃涉及財政自主權之事項，固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於不侵害其

                                           
61  黃錦堂，《地方制度法基本問題之研究》，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8 月出版，5~9頁。 
62  同前註，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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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權核心領域之限度內，基於國家整體施政需要，中央依據法律使

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尚非憲法所不許。」。前述所謂核心領域之

侵害，指不得侵害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權之本質內容，致地方自治團體

之制度保障虛有化，諸如中央代替地方編製預算或將與地方政府職掌

全然無關之外交、國防等事務之經費支出，規定由地方負擔等情形而

言。至於在權限劃分上依法互有協力義務，或由地方自治團體分擔經

費符合事物之本質者，尚不能指為侵害財政自主權之核心領域63。綜

上所述，我國地方制度，目前在整個憲法架構上，係採制度保障理論

乃可確定。 

四、制度保障說的缺失 

我國地方自治保障，在憲法及大法官解釋中雖然採制度保障說，

但是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規定，省縣地方制度應包括的內容，以法

律定之，不再受憲法明文的保障。因此在中央與地方的基本關係上，

地方要受到中央法律的控制，但在制度保障理論下，中央的法律不得

侵犯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權的核心領域。制度保障理論的最大缺點，就

是何者是地方自治的核心領域，為國家依法律仍不得侵害的部分，並

沒有明確的標準64。 

我國地方自治在法制化以前，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下設機

關，地方自治團體沒有獨立的立法權，行政權也只不過是在分擔國家

行政的任務。在地方自治綱要時代，地方各縣市、鄉鎮只是官治團體，

地方的首長不過是執行國家行政事務的中央官吏。地方議會所制定的

地方自治法規，成為行政命令級的「法規命令」，而原本應屬地方行

政立法權的行政命令，被貶為「行政規則」。地方制度法是由「台灣

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時代，因法制化的要求而制定。這種由

傳統極度官治，而過渡到地方有獨立的人格，有自主的立法及行政組

織、人事財政權的地方自治型態，雖然具備了基本的外觀，也有法律

                                           
63  關於地方法規在地方制度法各版本草案中，幾乎都是以此種觀點思考，其詳細介紹可參閱，劉文仕，《地

方立法權─體系概念的再造與詮釋》，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47 頁；及同前註 61，黃錦堂

前揭書，167 頁。 
64  制度保障理論的介紹與缺失，見陳樹村，《論地方自治法規》，39~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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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據，但其內容仍具有濃厚官治色彩，其是否與制度保障理論相

符，仍須大幅的檢討。否則地方自治團體全部在國家的支配監督之

下，如果都以有法律為依據，只要不取消憲法增修條文所明定的地方

議會及首長，不論國家對地方施以多大的監督，都有可能還是被解讀

為符合地方自治的制度保障。這種地方自治體沒有固定的權限，完全

在國家的指揮監督之下，地方自治團體根本沒有被保障的核心領域可

言，自不能被解讀為符合地方自治制度保障的精神。因此，如何確立

制度保障的基本模型，以及確立地方自治核心領域，乃為當務之急。 

比較理想的模式，應該是第二類型，中央與地方係對等、併存關

係的互動模式。這個模式，國家和地方是相互併存，地方自治團體相

對於國家，具有基本固有的權限（對等性），但其權限或事務是由國

家法律來加以分配，依其分配而確定地方自治團體自治權的大小。這

種模式，自治體不能和國家分離獨立，而是和國家併存，並具有相當

獨立性而與國家在法律上立於平等地位。第二種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模

式雖然較為理想，但因為地方自治權限也是由國家法律所掌握，可以

控制授權範圍的大小，而且也可以透過國家對地方自治團體監督程度

的深淺使「對等、併存關係」很容易變成「上下、主從關係」65。 

這種現象使得地方自治的保障變成相對性，而這種相對性的保

障，不論在理論上或實務上，都會造成國家侵害地方自治的危機66。

因此必須對這種類型加以調整，而最重要的就是，要將這種國家與地

方對等、併存關係，建立在「統治主體」的對等、併存，而不只是「行

政主體」的對等、併存關係上。因為制度設計如果仍著重於行政主體

的方面，則地方自治的保障理論上將無法開展，在法制度的檢討上也

不會充分，而且不免限於文義解釋，或遷就現實，甚至落回原始官治

                                           
65  這在中央機關大幅地委由地方政府執行委辦事項，甚至制定法律不斷加重或要求地方分擔中央事務時，

就容易把地方自治保障的核心領域侵蝕殆盡。例如委辦事項地方首長不得拒絕，地方議會不得審議，無

形增加地方自治團體財政與人力的負擔使地方行政的組織為執行委辦事項已經組織超載，自然壓縮到地

方自治事項的辦理。又如全民健保費中央以法律規定由地方共同分擔，卻未相對考量地方財源，未給予

地方參與，未思及是否侵及地方自主權，也未考慮負擔的基準與合理性，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如此都可

能使對等併存的關係，淪為上下、主從關係。而這種現象也正是我國從官治過渡到地方自治不完全的表

現。 
66  此從釋字第 498 號就有關省長不到立法院備詢將刪減補助款爭議之解釋及釋字 550 號全民健保費中央與

地方分擔爭議之解釋均在糾正國家對地方自治自主權的未予尊重與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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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窠臼。 

現行地方制度法因為不能建立在統治主體的對等、協力關係上，

而仍建立在行政主體的上下、主從關係上，因此關於自治事項的自治

法規還有經核定、備查、或函告無效（地方制度法第 26條、27條、

30條）；地方議會就自治事項之決議，上級機關可以函告無效（地方

制度法第 43條）；辦理自治事項可以不經司法程序，就逕行撤銷、變

更、廢止或停止執行，以及於不作為時也可以未經司法程序，而逕行

代行處理的規定出現。此外地方制度法所規定委辦事項的內涵不清，

地方制度法的委辦事項，所指的究竟是國家依法律或授權命令，委由

地方自治團體的團體委辦事項，還是由中央機關以職權命令，就可以

委由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或行政機關，單獨加以執行的機關委辦事

項，至今仍無定論。依照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 3項、第 14條、第 43

條的規定，似乎是團體委辦事項，但依同法第 29條第 30條及 75條

似乎又是機關委辦事項，而國內學者對此也未加細分，致使委辦事項

呈現意義分歧的狀態67；而實務上卻都幾乎解為機關委辦事項，各地

方自治團體之首長，甚至所屬機關首長都不敢對中央有所質疑。這在

不經地方首長直接任免的主計、人事、警察、政風（稅捐）領域、該

機關首長在業務上更是幾乎以中央為準，在中央與地方發生權限衝突

時，該機關首長即陷於兩難68。在上下、主從關係下，即使是自治事

項，中央機關的解釋函令或裁量基準，地方自治團體的職員也都唯命

是從，毫不質疑。國家不必透過法律即可以輕易利用法令的解釋權

限，或行政指導驅使地方就各項行政盡入中央的規範中，而使地方自

                                           
67  黃錦堂就我國委辦事項係採團體委辦的見解，因此認為地方自治團體就委辦事項享有立法權，並有命令

發布權，監督時要尊重地方的判斷，見前註 61，黃錦堂前揭書，121 頁以下，所提出「自治事項與委辦

事項之劃分，施行綱要」。蔡茂寅教授亦將我國委辦事項解為團體委辦事項，見蔡茂寅〈地方立法權之

研究-地方制度法下之說明〉，台大法學論叢第 31 卷第 6 期，15、16 頁。而我國實務立法慣例上經常規

定為「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或所屬機關，如教育局）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或所屬機關如環保局），而不是規定地方自治團體本身之直轄市或縣（市）以致在法解釋

上在個別法規上的權限歸屬規定，均不得不解釋為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之權限，而無法解釋為地方

自治團體本身，而近乎日本的機關委辦事項。這種結果在現行個別法規中幾乎被解為全為委辦事項。

見蔡秀卿，《地方自治法理論》，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 6 月，99 頁。 
68  此種例子到處可見，在以前高雄市抗繳營業稅事件，台北市警察局應否核准罷免總統集會遊行核准之事

件中，都可看出此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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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團體無形中變成國家下級行政機關69。這在委辦事項更是嚴重，因

為地方制度法委辦事項要送核定，且不得與中央法令相牴觸，執行委

辦事項與中央法令牴觸時得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執行，所謂中央

法令乃包括中央行政機關的行政規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

第 2款，即包括解釋性函令及裁量基準，益使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

及民選首長的角色，幾乎全部在處理中央機關的委辦事項，而甚少致

力於自治事項的辦理，致使地方自治乃被侵襲一空。 

雖然制度保障理論，可以提供中央與地方應建立在對等、併存的

架構下的理論基礎，並在該架構下建立協力、對等的關係。但現行地

方制度法的規定及實務運作，所呈現者仍屬上下、主從的全面支配監

督關係，國家和地方的關係不過就是中央與地方的行政關係，本質上

仍不脫中央集權之色彩，地方自治的保障無異緣木求魚，雖有制度保

障理論的支持，但仍然難以達到平等、併存的地步。 

五、地方自治團體統治主體論的建立 

我國憲法第 10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乃仿聯邦制度所定，只是

略加調整，賦予地方相當大的權限，其保障屬憲法保留層次，目的在

維護地方分權，防止中央對地方權限之侵害，避免中央集權。憲法中

明文規定就劃分予地方的事務，省縣即有自主的立法與行政權；保障

地方自治團體就其區域內的事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

權。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的安排上，是與中央政府共享權力，並得自

主行使權力之主體，並非只是中央政府下轄的行政主體。 

憲法基於垂直分權、因地制宜的目的，而給予地方自治團體憲法

直接的保障；並於第 11章再設地方制度，明定直轄市、縣與市實行

自治，以實現住民自治理念，賦予地方自治團體得設議會與縣、市長，

分別行使立法及行政權，就其所轄地域之人民得予以規範。這種對一

                                           
69  這在台北市里長延選案的爭執中，內政部及行政院即堅持其對法令有解釋權，而對台北市經議會制定自

治條例通過的里長延選處置予以撤銷，此種作法即是長久以來上下、主從關係未能調整所致，爭議及

解釋結果，與各大法官之意見請參閱釋 553 號解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續編(16)，司法院印行，92 年 12

月，78~1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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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土地範圍內的人民可以支配的權力，實質上就是統治的權力，該權

力來自於該特定區域內人民之賦予，與國民主權的本質並無違背70。 

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只是凍結憲法第 108條第 1項第 1款、第

109條、第 112條至第 115條及第 122條，其餘憲法第 10章中央與地

方之權限，以及縣（市）直轄市的憲法規定並未凍結。憲法保障住民

自治，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的人民依法

選舉、罷免（憲法第 123條、第 124條、第 126條）。地方自治區域

內的人民，對於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憲法第 123

條）。為保障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乃於憲法規定縣（市）議會行

使立法權，縣（市）設縣（市）政府，置縣（市）長 1人辦理自治事

項，並執行中央委辦事項；此項規定乃在明文確保地方自治團體，有

行政與立法機關之自治組織設置及行政與立法權限，是地方自治團體

在憲法保障範圍內，乃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透過憲法制度的規

定，以保障地方自治團體的住民與團體自治，進而確保地方自治團體

自主決定之自治空間。這個自治空間不僅僅是行政方面的自己決定，

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也由地方自治團體自我決定。關於地方自治具

有住民自治與團體自治並為憲法制度保障，於大法官釋字第 498號解

釋文，尤其是解釋理由書中乃詳為說明：「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

制度，憲法於第 10 章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除已列舉事項外，憲

法第 110條明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

屬於中央，有一縣性質者則屬於縣，旨在使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區

域內之事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權。地方自治團體在

特定事務之執行上，即可與中央分權，並與中央在一定事務之執行上

成為相互合作之實體。從而，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享權力行

使之主體，於中央與地方共同協力關係下，垂直分權，以收因地制宜

之效。憲法繼於第 11章第 2 節設「縣」地方制度之專節規定，分別

於憲法第 118條、第 121條、第 128條規定直轄市、縣與市實行自治，

                                           
70  統治權的內涵一般而言須具備 1.對於領土內的人及物具有支配的權力（領土高權）。2.對於所屬成員具

有支配的權利（對人高權）。3.有依自己意思設立各種組織的權限（自主組織權.權限高權）。佐藤幸治，

《憲法》，現代法律學講座 5，青林書院、1989 年，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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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現住民自治之理念，使地方人民對於地方事務及公共政策有直接

參與或形成之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亦係本諸上述意旨而設，地方

制度法並據此而制定公布。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以及中央與地方垂直

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有行政與立法機關之自治組織設置，其首

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罷免之，此分別有憲

法第 123條、第 124條、第 126條，地方制度法第 33條、第 55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 條、第 2 條、第 69條等規定可據。地方自

治團體不僅依法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地方自治

區域內之人民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憲法

第 123條、地方制度法第 14條、第 16條第 2款、第 3章第 2節參照）。

地方立法機關行使其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應將總預算案提

請其立法機關審議。地方立法機關開會時，其行政機關首長應提出施

政報告，民意代表並有向該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行使質詢之權；就特

定事項有明瞭必要時，則得邀請其首長或單位主管列席說明（地方制

度法第 35條至第 37條、第 40條、第 41條、第 48條、第 49條參照）。

此乃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則，地方行政與地方立法機關並有

權責制衡之關係。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

事項、委辦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適當與否或其他

一定之監督（同法第四章參照）。是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

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尊重。」益足以說

明，地方自治團體係與中央共享權力行使之統治主體，並非單純只是

行政主體。從而，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基本架構，應以統治主體間之

關係為核心，而不應以行政主體間之關係來掌握。 

憲法為保障地方自治團體達到增進地方住民福祉的目的，因此賦

予在其所轄地區具有廣泛且自主的行政與立法權限。地方自治，在於

地方住民的自主自治，而不只是中央政策的實施者，否則就有違地方

自治團體作為統治團體之主體性。德國 1994年修正的基本法第 28條

第 2項規定，應保障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律範圍內得就地方上所有事

情，以自己責任加以處理的權利。這項規定的內涵，除了保障鄉鎮與

縣的這種地方制度，不會被根本廢除外，還擔保該地方自治團體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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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事務有全面的管轄權，對地方事務有自由決定的空間。地方自治團

體本身為法人，具有權利能力，享有一定主觀的法律上地位。憲法保

障地方之自治，除消極地在防範國家對地方自治團體自治領域過度的

干涉外；另一方面，則積極地賦予地方自治團體有權請求國家為一定

的作為、不作為，或請求參與國家政策以及請求國家積極協助的權利。 

歐洲地方自治憲章第 4條，對於地方自治規定，就愈有關人民本

身的事項，愈應該優先分配給人民最接近的組織處理。在事務分配時

要考慮事務的範圍、性質、效率及經濟性。這種思想基本上，是來自

對個人及團體自主性的尊重，也就是民主主義的落實。這種以個人及

地方為優先的原則有利於建立個人及團體的核心領域，而成為立法與

行政部門施政的的指導原理，有利於達成住民就近決定的目標，避免

中央集權而導引至地方分權。這樣的原理也可以作為解決中央與地方

衝突時的判斷基準，並減少權限分配的不公平。 

日本在新修正地方自治法第 1條之 2第 1項，就明定地方自治團

體對於管轄區域內的事務，有整體自主的行政與立法權利，在第 2項

又規定國家應尊重地方自治團體的自主決定權。因此除有關國家安全

及該事務有全國統一處理的必要外，基本上事務的分配，都應該分配

給地方住民最為接近的地方自治團體。同時有關於地方自治的制度擬

定及政策實施，也應該要使地方自治團體的自主性與自立性能夠充分

發揮。該條規定是日本有關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角色任務的分擔原

則，這項原則將成為國家於立法及行政時所應遵守的指導原則，也是

中央與地方發生衝突，司法為審查的判斷依據。例如，在判斷中央法

規究竟是最低基準或最高限制時，依本項地方優先的立法原則，該中

央法規就有可能被解釋為最低基準。我國關於地方自治學說上雖然採

用制度保障說，但何謂地方自治的核心領域，在立法上並不明確，目

前實務上透過大法官解釋作部分的詮釋，但地方制度法的規定尚未因

之而調整，仍帶有濃厚官治色彩，整個中央與地方關係仍屬行政主體

間上命下從的關係，難謂與制度保障理論相符，更與我國憲法對地方

自治制度保障的意旨不符。因此，在地方自治的立法上應調整中央與

地方關係的架構，擺脫行政主體間上下隸屬的關係，建立統治主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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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併存的關係，以落實地方自治憲法保障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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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自治權實效保障理論自治權實效保障理論自治權實效保障理論自治權實效保障理論 

憲法保障地方自治權的意義，在於保障地方自治團體有完整的自

治權限，同時具有防禦國家侵害的功能71。在憲法保障的程度內具有

廣泛的立法裁量權，同時又可防禦國家立法或行政行為對地方自治體

的侵害。我國雖然循德、日之學說採制度保障說，認為地方自治的制

度為憲法所保障，但就其保障範圍則委諸具體法律之規定，但不得侵

害地方自治團體之核心領域72，惟何謂核心領域其內容及範圍並不具

體明確，國家立法機關擁有廣泛的立法裁量權，可決定地方自治團體

權限的大小。因此制度保障理論雖不能否定其為通說的地位，但因其

內容抽象，不明確的缺陷，乃是不爭的事實。最近就地方自治權的憲

法保障問題，德國行政法院法官馬克斯、肯特 (Markus Kenntner)提

出了以主觀公權利為出發的「自治權實效保護理論」，以說明德國憲

法對地方自治權保障之意義73。 

一、自治權實效保障理論之介紹 

馬克斯、肯特認為德國對鄉鎮市74的制度保障具體的作法上，只

保障鄉鎮市作為地方自治的這種制度不能廢止，但對於個別鄉鎮市區

域的變更或合併、撤廢都沒有加以保障，因此在制度保障理論下，鄉

鎮市並不能發揮其防止國家侵害的功能，再加上原來有關於鄉鎮市的

權限範圍和事務分配，均由國家立法決定，而無法對抗國家立法的侵

害，整個制度保障理論的不完善非常明顯。因此肯特法官認為關於憲

法對地方自治的保障，應該從地方自治團體的主觀公權利來加以解

釋。 

                                           
71  塩野宏，國と地方公共團體，有斐閣，行政法研究第 4 卷，第 22 頁以下。 
72  關於制度保障說的理論介紹，見室井力 原野翹著，新現代地方自治法入門，第 2 版 法律文化社，2004

年 2 月 20 日第 2 版，第 13 頁。陳樹村 論地方自治法規，政大法研所碩士論文，84 年 6 月，第 39 頁

以下。 
73  白藤博行著 自治權の實效的保護と國，自治體間の紛爭處理のあり方收錄於佐藤英善編著新地方自治

の思想，分權改革の法とレくみ，敬文堂，自治總研叢書 12，2002 年 9 月 20 日，初版，P170 頁以下。 
74  德國為聯邦國家，邦以下即為鄉鎮市，而非像我國單一制中央以下尚有縣市，其下再設鄉鎮市，二者結

構不同，應予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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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為德國基本法第 28條第 2 項前段「各鄉鎮在法定限度內，

自行負責處理地方團體一切事務之權利，應予保障」75，這個規定雖

保障鄉鎮市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但關於自治保障的內容，則必須依

法律來加以形成和具體化。基本法第 28條第 2 項前段另含有法律保

留原則的要求，也就是該規定不僅是在說明地方事務的處理方法，更

在要求立法者對於鄉鎮市的事務，應賦予鄉鎮市就其事務有決定和形

成的裁量空間，不得無法律之依據而加以限制。這種對立法者的限制

和基本法第 14條第 1項所有權保障的規定相近，但是兩者本質不同。

關於所有權的保障，是憲法本身並未詳細規定，而由法律就其內容加

以具體化；但關於地方自治的保障則比財產權更進一步，它的概念和

實體的內容都已經由憲法就重要部分加以規定，其餘部分再由法律加

以補充。基本法第 28條第 1 項前段，就有關地方的事項不僅規定了

空間及社會的要件，同時也授權鄉鎮市就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的事務，

有依自己責任加以規範的權限，也就是說基本法第 28條第 1 項前段

乃在保障鄉鎮市的全權限性和自己責任性，而具有統治主體的意義，

非法律所得任意加以侵害。 

此外，為防止立法權對地方自治權限加以侵害，在憲法上的具體

管制基準，應該就是比例原則。但聯邦憲法法院就這個問題，在解釋

基本法第 28條第 1 項前段的文義時，基於制度保障的理論，認為關

於制度保障的內容既然委諸立法者決定，為尊重立法者的立法裁量，

而放棄了比例原則對立法的管制。聯邦憲法法院，就地方自治部分，

另一個不適用比例原則的理由是，聯邦憲法法院將比例原則適用的領

域侷限在國家與私人間，認為關於行政組織間的權限區分並不適用比

例原則。但比例原則原係法治國的要求，該原則應該不只是適用於人

民基本權的領域，就國家活動的各種領域都應該有該原則的適用。實

際上基於歐盟指令（EGV）第三 b條第三項，歐盟會員的活動都必須

遵守禁止過剩的原則即比例原則，事實上比例原則適用的範圍已經從

基本權領域擴展到組織法領域。比例原則以往被認為只適用於基本權

                                           
75  中文譯文見司法院印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十)附錄，91 年 12 月出版，第 2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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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域而不適用在組織法中，主要的理由是認為在組織法中，因行政

一體，沒有辦法像國家與個人一樣，是兩個獨立主體間之關係。但適

用比例原則的前提，並不是基本權的被侵害而是主觀法律地位的被侵

害，也就是憲法所保障的主觀上法律地位受侵害。立法行為如果要對

憲法所保護的主觀法律地位加以侵害，就必須具有特別的理由及充分

正當的必要性，始得為之。這也是憲法上被保護的法益要被限制時必

須要符合比例原則的理由。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雖然明白表示，比例原

則只適用於個人權利自由的領域，並不適用在聯邦和州的權限爭議

中；但憲法所保障的法律上地位不僅僅是針對個人的生命、自由、財

產，在特定的領域中，例如教會、大學、廣播，憲法也都如同私人般

對於其法律上地位加以保障，對於地方自治也是一樣。地方自治和基

本權一樣，憲法對之加以保障，乃在確保地方自治團體得與國家保持

相當的距離，用以限制國家的權力，免於受國家侵害。這種憲法所保

障的主觀上法律地位，都是在限制立法者的權力，立法時若欲加以侵

害，都應該限於必要且最小的限度內，而有比例原則之適用76。 

二、自治權「憲法直接保障權利」之觀點 

    傳統制度保障說的界限問題，透過制度的法主體保障，客觀的法

制度保障與主觀的法地位保障等學說的開展，以及司法裁判的修正，

制度保障理論的界限問題已逐漸被克服。如前所述，肯特法官為克服

制度保障理論，將自治核心領域的內容委由立法裁量，導致對地方自

治侵害的理論上缺失，而將基本法所賦予鄉鎮市之自治權，解釋為是

「依憲法而直接保障的主觀上法律地位」，意圖透過司法來保護地方

自治團體的自治權不受法律的侵害；也就是以所謂「權利保護的觀點」

來說明憲法保障地方自治規定的目的。其指出憲法所保障的法律上地

位不只是在個人自由領域，在其他領域為特定目的憲法也都給予相同

法律上地位的保障。因為這種自治權限的保護和個人基本權的保護都

具有共通的目的，都在確保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的距離，限制國家的

                                           
76  白藤前揭文，程明修，針對地方自治「內部法律關係」與「外部法律關係」監督措施的行政訴訟，中央

法學學刊第 11 期 113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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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立法者必須尊重地方自治團體這種直接由憲法所保障的法律上

地位，如果對這種憲法所直接保障的地位加以侵害，即屬違憲。在德

國公法學的發展過程中，都是以國家和個人間關係的討論為主軸，並

非以國家組織或機關相互間的關係為重心，這種二分法到現在是否妥

當實在有必要加以檢討。德國基本法第 28條第 1 項前段，不僅在保

障地方自治的範圍，同時就其所擁有的權限，也具有要求司法裁判保

護的防禦功能。得要求行政裁判的主體不只是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

其他的公法人，在遭受國家組織或機關侵害時，也都具有請求裁判的

權利：賦予鄉鎮市的自治權，事實上就是賦予鄉鎮市主觀上的法律權

利。凡有權利必有救濟，實體上被保障的權利，必須有提起訴訟救濟

的程序上權利，這樣權利的保障方屬完整。不同法主體間（國家和地

方自治團體）的關係，應該被定性為「外部法律關係」77得為司法之

救濟，所餘者僅是訴訟類型的選擇而已。 

三、自治權實效保護理論和行政裁判觀的變化與法律關係論之展開 

國家對地方自治團體為行政監督措施，該措施的屬性為何，攸關

地方自治團體司法救濟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向來有二個對立的見解：

第一種見解：是從傳統行政體系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的立場出發。傳

統公法學上都是以公私法，及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為主要結構，而連

帶影響到救濟制度。在行政的內部關係上，受到所謂特別權力關係理

論的影響，原則上只能透過內部的機制解決紛爭，而無訴求司法救濟

的可能，只有外部法律關係才有救濟之途。傳統上地方自治團體和國

家的關係都被視為內部關係，也就是行政主體相互間的法律關係，這

種關係和私人與行政主體間之關係不同，前者屬於行政的內部關係，

後者則屬於外部關係，例外的在行政主體立於與私人相同地位時，二

個行政主體間的糾紛才能提起救濟。現代行政訴訟體系，是為保護私

人受裁判的權利而設計，行政主體並不在保護範圍內。撤銷訴訟是以

保護私人主觀的權利為目的，如果地方自治團體公權力的行使已經侵

害到私人的權利，國家對之為監督行為，如果還可以對這個監督措施

                                           
77  白藤博文前揭文，70 頁以下。 



第二章  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理論  

47 

提起撤銷之訴的話，可能就會造成對私人權利的侵害。況且承認地方

自治團體的抗告訴訟，將使抗告訴訟成為客觀訴訟，和現代行政救濟

基本架構不符，因此認為地方自治團體受國家監督時，並不得對自治

監督提起行政爭訟。第二種見解：國家違法行使監督權時，地方自治

團體以法人地位，認為國家有侵害其自治權時，地方自治團體得對於

國家的監督措施，請求司法救濟。監督措施基本上要符合法律保留的

原則，監督的方法和程度必須都有法律的依據，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律

的範圍才有服從的義務，如果國家監督逾越法律的界限即屬違法，地

方自治團體即得本於其自治權而提起行政訴訟。 

德國傳統上的自治監督，對自治事項只能行合法性監督，對這種

合法性監督措施，地方自治團體得提起行政救濟。就委辦事項則可為

適法性及適當性（專業性）的監督，德國學說上也認為必須保障其司

法救濟的途徑，因為在委辦事項，國家和鄉鎮市的關係，即使被解釋

為行政的內部關係，如果該適當性監督措施，逾越立法者所定監督裁

量的範圍時，就會造成對地方自治團體自治領域的侵害，而被轉化為

外部關係，對於這種違法監督行為，當然有權提起行政爭訟。對於違

法的監督行為承認有司法救濟之可能，而允許鄉鎮市向行政法院起訴

的依據，傳統上乃是基於基本法第 19條第 4 項「自己的權利因公權

力而受侵害時」的規定。近年來，對於地方自治團體得提起行政訴訟

的範圍呈現出擴大的趨勢，其主要觀點為：在行政組織相互的關係

中，其權限是法律所賦予，受到法律的保護，這種權限的保護和人民

基本權，以及國家直接或間接行政的公益有關。這種權限的保護觀

點，不僅在不同的行政主體間有適用，縱使在同一個自治體內部不同

的機關（例如府、會）間所產生的紛爭，也應該有適用78。 

地方自治的監督也和法律關係論的發展有關，因為法律關係論的

發展，使得地方自治權的保護更加周延。國家和自治體間的關係，不

再是行政一體，行政統一性的組織內部關係而已，地方自治體具有垂

直分權，抑制國家權力濫用，防禦國家違法的功能，因此國家和地方

                                           
78  白藤前揭文，同註 73 書第 1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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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團體是各自擁有權力的統治主體，這種各自擁有權力的對等關

係，即屬於外部關係。自治行政不僅是由客觀的法制度加以保障，對

於地方自治團體主觀的權利也應加以保障，以實現其自治行政79。簡

單地說，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的存在和活動給予司法的保護，這是憲法

上的安排，也是為達到權力垂直分立的目的的必然要求。 

四、小結─我國地方自治團體主觀法律權利保護體系之建立 

    我國憲法就地方自治的保障乃偏向聯邦制度80。此就憲法第 10 章

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明白畫分中央、省、縣之權限即可明白，亦即關於

縣自治乃屬憲法保障之層次，中央亦不得立法加以侵害。修憲後憲法

增修條文亦未對憲法第 110 條縣立權限加以變更，而縣市、直轄市之

自治仍為憲法所維持且受憲法之保障。 

    大法官會議自釋字第 498 號解釋揭諸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

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沒有地

方行政與立法機關，由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分別行使行政和立法之

權，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之保障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

位。我國關於地方自治採取制度保障說，而其自治之內涵乃擁有獨立

自主之行政和立法之權，因此在我國地方自治團體，不論是直轄市、

縣市或鄉鎮市都具有獨立法人之人格，此種結構基本上和德國鄉鎮市

是邦所轄，其屬性並非受憲法所保障之公法人不同。在德國邦以下的

地方自治團體是邦的創造物，由邦的法律加以創造和限制，而鄉鎮市

的自治行政是著重在行政，在其組織內部沒有權力分立，鄉鎮市的議

會也不是民意代表(Parlament)所組成的議會，被選出鄉鎮市的代表

不是民意機關也不是立法機關，而是為形成地方團體意思而組成合議

制的行政委員會。此因人民而選出的委員會，只不過是行政的一部

分。鄉鎮市的行政機關是除地方首長外還包括地方住民代表所組成的

委員會，在制定地方法規方面，即使在其權限範圍內制定一般抽象的

法，也只不過是為執行行政所為之意思決定，因此地方法規乃屬第二

                                           
79  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觀法と法關係」，有斐閣 2000 年，第 366 頁以下。 
80  關於憲法有關地方制定過程，見陳樹村著「論地方自治法規」，政大法研所碩士論文，85 年 6 月，第 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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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法源，也就是要有法律授權始得制定，也就是在德國鄉鎮市的活

動乃屬行政活動，並不具有行政與立法分立、獨立自主的組織結構81。 

    我國地方自治團體乃具有獨立自主地位，擁有行政立法權限得對

其所轄區域內人事地物行使統治權限的公法人，具有獨立的人格和權

利，雖為國家統一性而仍須受國家監督，但不能因此喪失其憲法為權

力分立和住民自治所保障的地位。這種憲法上所保障的地位，和德國

就邦以下地方自治團體僅有行政權乃有重大不同。換言之，我國憲法

對地方自治團體的保障，遠高於德國邦以下地方自治團體的保障，而

且我國憲法所賦予地方自治團體的權能也遠非德國地方自治團體所

能比擬。此種結構性的不同乃在為比較法時，所應確立者。但在德國

地方自治團體所受的保障基礎如此薄弱之下，德國仍發展出制度保障

說的理論，對其自治團體之自治權加以保障，而在我國不論憲法保障

或實務運作上地方自治團體都擁有獨立自主之行政、立法權，其保障

之程度在解釋上當然不可能比德國法低， 

    我國訴願法第 1條第 2項規定「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

對上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

者得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法雖未就此為相同之規定，惟若允許地方自

治團體得就上級監督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即無禁止其提起

行政訴訟之理。從而地方自治團體就上級監督機關所為行政處分得提

出行政救濟，乃屬確定。 

    大法官解釋第 527 號，亦表明，地方自治監督機關依地方制度第

75 條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辦理該條第 2、4、6 項之自治事項，

認有違背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而為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之行政處分，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如認該處分行為有損地方自治

團體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情事，其行政機關得代表地方自治團體依

法提起行政訴訟。釋字第 553 號解釋認為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延期

辦理里長選舉之決定，涉及中央法規適用在地方自治事項時具體個案

之事實認定，法律解釋，屬於有法效性之意思表示，係行政處分，台

                                           
81  大橋洋一著，現代行政の行為形式論，行政法研究双書 7，平成 5 年 9 月初版，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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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政府如認行政院之撤銷處分侵害其公法人之自治權或其他公法

上之利益，自得由該地方自治團體，依訴願法第 1條第 2項，行政訴

訟法第 4條提起救濟請求撤銷。 

    地方自治團體得提起行政救濟究竟僅限於其公法人之地位，具有

法律上人格，屬權利義務主體，於國家行為對公法人之權利或利益，

加以侵害時得提起行政救濟，還是包括地方自治團體以行政主體作為

統治組織之一部分時亦得提起行政救濟?也就是對於上及監督機關為

執行法律所下達之職務命令或指令，地方自治團體能否主張損害其權

利而提起行政救濟？例如自治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委辦事

項而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時，地方自治團體得否提起行政救

濟，乃不無爭論82，關於此問題乃留待下文再討論，但地方自治團體

就其本於公法人地位，於自治權遭受侵害，即關於自治事項，上級監

督機關對之為行政處分得提起行政救濟，乃屬確定，而此乃是地方自

治團體權利保障體系全面建立的開端。以下將以前述之理論為基礎分

別就我國地方自治立法權、行政權實施行政監督之體制加以檢討，並

嘗試建立起司法審查之判斷基準。 

                                           
82  吳庚著，行政爭訟法，88 年 5 月修訂版第 2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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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落實保障地方自治權之關鍵落實保障地方自治權之關鍵落實保障地方自治權之關鍵落實保障地方自治權之關鍵－－－－自治事項與自治事項與自治事項與自治事項與
委委委委辦事項之定位辦事項之定位辦事項之定位辦事項之定位 

    我國憲法對地方自治團體所實施之事務。區分為自治事項和委辦

事項。地方制度法第 2條亦加以明文規定，但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如

何區分，尤其是委辦事項其性質為何，中央以法規委由地方自治團體

辦理之團體委辦事項應歸類為自治事項或委辦事項？委辦事項是否

應定位為中央依法律或命令委由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辦理之事項即

機關委辦事項？此種事項定位不清，連帶影響到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

權、行政權、監督制度以及將來之行政爭訟，可謂係貫穿整個地方自

治法制之關鍵問題。憲法所保障之地方自治制度能否落實，雖有各種

學說理論，但在執行面其不得不面對的就是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判

別，因此，如何將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予以定位乃為各項理論能否落

實之關鍵。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德國法之分類德國法之分類德國法之分類德國法之分類 

德國是聯邦國家，邦以下為縣、鄉鎮。德國與歐陸都是小鄉鎮之

體制，鄉鎮之面積不大，人口不多。有關地方組織架構，任務範圍及

權限的法律，原則上是由各邦加以規定。各邦於制定相關法規時，受

到基本法第 28條第 2 項「鄉鎮自治團體在法律範圍內，有權自行負

責支配地方所有事務」之拘束，形成地方自治組織體之制度保障。各

邦所制定的地方組織法通稱為「鄉鎮自治法」，鄉鎮的市民代表會或

議會並非一般的立法機關而係屬於地方行政，而地方行政首長通常並

不是地方人民所直接選出，而係由市民代表會或議會選出83。 

有關於德國地方自治監督的理論，主要是建立在間接國家行政的

                                           
83  董保城譯，《德國地方自治相關法規》，收錄於德法地方自治法規彙編，內政部編印，84 年 4 月，23~26

頁，89 頁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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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上。所謂間接國家行政是由具有獨立法人格的主體來實施國家的

事務。地方自治團體，公營造物都在遂行國家的事務。地方自治團體

一方面有其獨立性，另一方面在擔任執行國家行政的角色。為確保全

國行政的統一性，自治體行政本身也是國家行政的一部分，具有完成

國家行政目的的義務，因此國家必須對之加以監督。這種國家間接行

政的觀念如果加以貫徹，將使制度保障的內容變成空洞化84。 

關於德國之自治監督，原則上是依自治事項及委辦事項，所謂「雙

元模式」〈Das dualistische Modell〉來進行的。自治事項可分為地方自

治團體自願辦理事項，法定自治事項（義務承辦但上級無指令權之事

項），對自治事項原則上只有合法性之監督，上級監督機關之監督，

只能審查地方自治團體機關行為的合法性。委辦事項，本質上為國家

或上層地方自治團體之事務，基於分權、分工的目的而將此類事務委

託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委辦事項，地方自治團體沒有決定的自由，應

受到國家合法性與合目的性（專業監督）的監督。監督機關得制頒令

函，發布指令，縱使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也可以依發布的指令施予監

督，而不會被認為侵犯到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權85。合法性監督的手

段，尚可區分為預防性的監督和抑制性的監督兩類。前者，包括對於

地方自治團體建議權的行使，要求地方自治團體提供資訊，或課予地

方自治團體和監督機關報備之義務，或保留監督機關事前許可核定的

權力。後者，則包括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不當或違法措施的廢棄

權，命令權，代替監督機關履行的措施，指派專員取代地方自治團體

執行部分或全部事務，甚至解散地方民意機關或終止地方首長之職務

86。至於專業監督則是透過監督機關的指令權來行使的。指令權的下

達可以及於地方自治團體裁量權的行使87。得對地方執法的程序加以

規定，並得就裁量訂頒準則。德國各邦就鄉鎮市的自治法對適當性監

                                           
84   塩野宏著，《國と地方公共團體》，有斐閣，99~100 頁。 
85   黃錦堂著，《地方制度法基本問題之研究》，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8 月。 
86   同前註，黃錦堂，前揭書，289 頁以下。 
87   程明修，〈針對地方自治「內部法律關係」與「外部法律關係」監督措施的行政訴訟〉，中正法學集刊

第 11 期、114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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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通常只作大略的規定，細則的部分則委由各專業法律加以規定88。 

對於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的傳統二分法，德國學說上有採「單元

模式」（Das Monistische Modell）就是將原屬國家的委辦事項加以限

縮，絕大部分將之定性為自治事項，即「義務辦理但上級無指令權之

事項」，而將委辦事項只限於專業法律有特別明文規定的部分，也就

是「義務辦理但上級有指令權之事項」，加上地方自治團體原有的自

願辦理的事項，三者都屬於自治事項。只是就上級有指令權之事項必

須要有法律明文的授權，監督機關始得享有指令權而實施監督。雙元

模式和單元模式的區別在於對委辦事項的定性，以及因而所導致自治

監督權限的差異。兩種模式同時存在德國，並由各邦自行決定採用89。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日本法之調整日本法之調整日本法之調整日本法之調整 

日本地方自治團體得處理之事務，向來都區分為自治事務和機關

委任事務兩種。而自治事務又包括地方自治團體存在所必要但不具有

權力管制性質的固有事務（公共事務），依法律或法規命令委由該地

方自治團體辦理之團體委任事務，以及具有權力管制性質之行政事

務。至於機關委任事務則是原屬於國家之事務而委由地方自治團體執

行機關加以執行之事務，基本上仍屬國家之事務，地方自治團體的機

關只是執行機關，應受上級主管機關之指揮監督。 

在日本機關委任事務占都道府縣處理事務的 7、8 成，占鄉鎮市

的 3、4成。但就這類事務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的財源其保障並不充分，

其結果乃導致地方在辦理各項事務時，都必須仰賴上級政府的補助金

始能實施。上級政府乃利用對這類事務之合法性與合目的性監督及財

政的匱乏迫使地方配合中央政策的實施，而這也是日本地方自治被中

央集權化的原因90。 

                                           
88   同前註 3，黃錦堂，前揭書。 
89   同前註 3，黃錦堂，前揭書，46 頁。 
90   室井力˙原野翹編，新現代地方自治法入門，第 2 版，法律文化社，2003 年 4 月第 171～173 頁 



 

54 

    2000年日本地方自治法大幅修正，其最重要者，乃廢止機關委

任事務制度，把地方自治團體得處理之事務區分為自治事務和法定受

託事務兩種，此外即屬國家直接執行之事務。（如下圖） 

 

 

 

                     公共事務 

原來之自治事務       團體委任事務      自治事務 

                     行政事務 

 

                     新修正地方自治 

                     團體之事務        法定受託事務 

                     國家直接執行之事務 

                     已無存續必要廢止 

 

然後將自治事務及法定受託事務分別整理成附表以明確劃分何

者為自治事務，何者為法定受託事務，隨著事務的劃分再對於國家對

地方自治團體之監督體制加以修正，採取法定監督主義，國家和地方

自治體對等原則、監督原則、手段及程序均予明定以求公開、透明、

可預測，並設立第三者機關（紛爭處理委員會）以審查中央與地方之

紛爭，若對之不服則可提起機關訴訟91。 

    以下即分就自治事務與法定受託事務說明如下92： 

一、自治事務 

    對於自治事務，新地方自治法並為積極定義，僅定義為：「地方

公共團體處理之事務中，除去法定受託事務以外之事務」（第 2 條第

8 項）。未積極定義自治事務之理由為自治事務內容包括法定自治事

務及非法定自治事務，亦包括任意自治事務及強制自治事務，過於廣

                                           
91   同室井力˙原野翹前揭書第 299頁以下 
92   蔡秀卿著，地方自治法理論，2003年 6 月，學林，第 88 頁以下 

原來之機關委

任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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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以致無法定義。 

二、法定受託事務 

新地方自治法第 2 條第 9 項規定法定受託事務有兩種：「依法律

或法規命令，都道府縣、市町村或特別區所處理之事務中，屬於國家

本來應該擔當之事務，但考慮國家特別為確保事務之適當處理，而以

法律或法規命令予以規定者。」（稱為第 1 款法定受託事務）及「依

法律或法規命令，市町村或特別區所處理之事務中，屬於都道府縣本

來應該擔當之事務，惟考慮都道府縣特別為確保事務之適當處理，而

以法律或法規命令予以規定者。」（稱為第 2款法定受託事務）。前者

明定於附表一，後者明定於附表二。 

廢除舊制機關委任事務重新整理後，自治事務與法定受託事務之

比率成為：自治事務占 55%，法定受託事務占 45%。由於法定受託事

務之比率仍屬偏高，乃於新地方自治法附則第 250條規定，關於法定

受託事務儘可能不再增加，且仍應繼續適時檢討修正。 

三、法定受託事務之判定指標 

    何種事務其本質應不屬於地方自治之事務，而應歸類為國家事

務，再由國家依法律或法規命令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其判定標準

約可分為： 

(一) 與國家統治有密切關聯之事務。 

(二) 國家所直接執行之事務，重要者如下： 

1、國家設置公物之管理、國家公園之管理、國家公園內指定物等相

關事務；國家公園內輕微之行為、許可等相關事務；國家公園內

特別地區、特別保護區之指定等之相關事務。 

2、涉及跨區域之治山、治水及天然資源之適當管理等相關事務。 

3、以保護環境為目的，對於國家所規定之環境基準及規制基準予以

補充之事務；與環境基準相類似（水質˙交通噪音）之相關事務；

總量管制基準之設定等相關事務；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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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噪音狀況之監視等相關事務。 

4、對於信用秩序有重大影響金融機關監督等相關事務。 

5、醫藥品製造管制等相關事務。 

6、麻藥等取締等相關事務。 

(三) 依全國單一制度或統一基準所為給付金之支給等相關事務 

1、為確保最低標準之生存條件，基於全國統一性、平等性所為給付

金之支給等相關事務。 

2、為全國統一之制度，由國家經營機構所為保險金、給付金之支給

等相關事務。 

3、國家所為補償給付等相關事務。 

(四) 為防止傳染病蔓延、取締醫藥品流通之跨領域事務。 

1、防止法定傳染病蔓延之相關事務。 

2、對公眾衛生有重大影響之醫藥品取締事項，包括醫藥品取締、食

品取締、農藥取締等相關事務。 

(五) 非基於精神障礙者本人同意強制入院措施等相關事務。 

(六) 國家所為災害救助之相關事務。 

(七) 國家直接執行事務之一部分，定由地方公共團體處理無法達成行

政目的者。 

(八) 與國際協定有關，且在近期內已預定制度將改革之事務。 

四、自治事務與法定受託事務之區別實益 

    自治事務與法定受託事務，於法制度設計上，有以下之區別： 

(一) 條例、規則制定權：在不違反法規之限度內，地方自治團體就其

處理之自治事務，得制定條例。法定受託事務與自治事務都被歸

類為地方自治事務，因此在不違反法令之限度內，均得制定條

例。但法定受託事務原則上係依法規而產生，故實際上條例制定



第二章  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基本理論  

57 

權之範圍較小。另外在不違反法令之限度內，地方公共團體之首

長，就其權限內所屬之事務，亦得制定規則。 

(二) 議會之權能 

1、法定受託事務條例之制定，為議會議決之事項（地方自治法第 96

條第 2項），須接受議會之監督。 

2、原來議會監督權限範圍外之事務，依事務重新劃分之結果，成為

法定受託事務者，仍被排除在議會監督權限範圍外；成為自治事

務者，原則上乃在議會監督權限範圍之內。 

3、依地方自治法第 98條規定，不受議會監督之事務，仍不在議會監

督權限範圍內。 

4、關於議會對機關委任事務之說明請求權（地方自治法第 99條第 1

項），配合機關委任事務制度之廢除，刪除之。 

(三) 審查請求 

    對於自治事務之處分，除個有特別規定者外，不得對國家行政機

關提出審查訴願請求；對於法定受託事務，依地方自治法規定，對國

家行政組織法第 5條規定之內閣總理大臣、各省大臣、或都道府縣知

事及其他執行機關，得依行政不服審查法提出審查訴願請求。 

(四) 代執行 

    關於自治事務，國家行政機關或都道府縣知事，不得代為執行；

關於法定受託事務，國家行政機關或都道府縣知事，得代為執行。 

(五) 自治監督之基本方式 

    新地方自治法規定自治干預之基本原則有三：法定主義原則（第

245條之 2）、一般法主義原則（第 245條之 3 －第 245條之 8）、公

正透明原則（第 247條－第 250條之 6）。 

    而自治監督之型態，除了類型化規定：「勸告、資料提出要求、

改善要求、同意、許可、認可、承認、指示、代執行、協議」（第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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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2項）以外，尚有概括性規定（第 245條第 3項）。具體而言，

對自治事務之監督，包括以地方自治法為根據之監督者有「技術性的

勸告」、「資料提出之要求」、「協議」、「改善要求」及處理基準；對於

法定受託事務之監督，則包括勸告、資料提出要求、改善要求、同意、

許可、認可、承認、指示、代執行、協議之所有監督型態，及處理基

準。此亦為自治事務與法定受託事務之最重要區別。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我國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定位我國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定位我國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定位我國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定位 

我國對於委辦事項，留德的學者都以德國的法制來解說我國的委

辦事項，認為委辦事項是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基本上是屬於中央

或上級政府的事務，而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中央或上級政府除得對

之為合法性監督外，亦得為合目的性的專業監督，因為德國之地方自

治，基本上屬於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中的行政權範圍，地方自治乃

國家行政的一環，擔任國家間接行政的角色，地方自治團體的代表會

並非實現直接民意的立法機關，行政首長更是未具民意基礎，不過是

地方代表會選出之行政代表，因此德國地方自治團體雖基本法保障其

自治，但實際上乃是具有中央下級行政機關性質。因此，縱中央或上

級政府將其本身之事務委由地方自治團體的鄉鎮市辦理，也不過是行

政內部事務的分配，並無所謂權限移讓的情形。因此中央或上級行政

機關，當然得對下級行政機關為合法性及合目的性之專業監督。 

但是在日本，因為地方自治團體的都道府縣或市村都採行政與立

法兩機關對抗制衡的結構，地方自治團體為實施住民自治和團體自治

乃具有獨立之人格，且不論立法或行政首長都具有民意基礎。因此，

中央或上級政府若要將其事務委由地方自治團體本身辦理，都必須要

有法律或法律授權的命令為依據。因為人格獨立自應對地方自治團體

予以尊重，於此依法委辦時因為有法律或法規命令之民意基礎，而於

委辦後即成為地方自治團體的事務，而屬於自治事務的一部分，在委

任的範圍內地方得自主立法，並應受議會之審議。但是日本此種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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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委予不同人格之地方自治團體辦理，並非如同德國是委由鄉鎮市

辦理，還是行政範圍內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委任，並非不同人格間

之權限委讓。因而在日本只好發展出將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或其所屬

機關當作中央或上級行政手足的「機關委任事項」其概念即和德國機

關借用相同，這種機關委任事務，因為是上、下級機關間功能的分配，

因此不必有法規的依據，只要行政授權即可，地方議會對之也沒有審

議權限，因此造成機關委任事務膨脹肥大的現象，而於 2000年新地

方自治法中改採法定受託事務。 

我國關於委辦事務在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三款：「委辦事項：指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

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

之事項。」之文義觀察，似乎就是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之事務，應

係採德國之立法例。但依第 3章第 3節之第 29條「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

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

關核定後發布之；其名稱準用自治規則之規定」之規定觀之，此處之

委辦規則應係由地方自治團體之首長訂定並送上級機關核定，顯然是

由中央直接委由地方行政機關辦理不經地方議會，而屬德國機關借用

的情形，亦與日本機關委任事務之情形相似。因此，就我國委辦事項

的概念中乃包括了德國法的團體委辦事項和機關借用，也混雜了日本

法的機關委任事務，不過二者實際上都是屬於行政體系內上下隸屬的

關係，因此中央或上級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執行委辦事項都具有全面

的指揮監督權，除為合法監督外，亦得為適當性及專業性監督。 

目前我國立法實務在立法時，在訂法規之主管機關時常定為本法

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或○○局處〉，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或○○局處〉。這種立法慣例在以前是把地方自

治團體都當成中央之下級行政機關，因此不論自治或委辦事項，事實

上都是在辦理中央或上級政府的事務。在這種觀念下，中央法律在立

法時就從未想到是否有侵害地方自治權限的問題，更何況該法律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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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立法院通過具有民主的正當性，因此地方自治團體就背負了過重的

原屬中央或上級政府的事務。而這種透過立法定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

關為主管機關的作法，是在行對方自治團體的團體委辦事項，還是在

行機關借用？或是日本的機關委任事務？在德國因為地方自治團體

是行政權的一部分，因此絕大部分的委辦事項都是行政權上下的分

工，但在日本與我國地方自治團體都具有獨立的人格，擁有完整的立

法和行政權限，且都具有民主的正當性，在我國更受憲法之保障，因

此團體委辦事項就不能不考慮地方自治團體獨立之立法權和行政權

〈並非中央或上級政府之下屬關係〉，從而我國就依法律而劃分事務

給地方自治團體應屬團體委辦事務。為尊重地方自治團體，此種依法

律授權的事務，即成為地方自治團體有義務辦理但中央或上級政府沒

有指揮監督權的團體委辦事項，亦即成為地方自治事務的內涵，應受

地方議會的審議。透過地方自治團體內部行政與立法分立制衡加以監

督。地方行政機關或所屬機關，其本身在辦理地方自治事務和執行委

辦事務，雖具有二重機關的特性.93，但是就委辦事項而言，中央或上

級政府對地方政府或所屬機關要為機關借用，都應該另外個別以法律

或命令對地方行政機關遂行委任始為正辦，並不應有地方行政機關有

依職權執行中央法規的概念出現，否則即紊亂了委辦事項和自治事項

的區分界限，地方行政機關為地方所屬之機關「依職權」執行中央法

規？這都是因為對於委辦事項在德日的背景掌握不正確所致，這也是

日本要廢除透過行政內部指令就可以將地方行政機關當作中央或上

級行政機關，侵害地方自治權甚大的機關委任事務，而改採法定受託

事務的原因所在。我國對於委辦事務實在有必要參考日本法之修正，

廢止機關委辦事項改採自治事項和法定受託事項之分類，以免現在觀

念的混亂。 

                                           
93黃錦堂前揭書，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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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地方自治立法權行政監督體地方自治立法權行政監督體地方自治立法權行政監督體地方自治立法權行政監督體

制之檢討制之檢討制之檢討制之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概說概說概說概說 

地方自治團體雖享有憲法所保障之地位，並在法律範圍內實施自

治，也就是在國家體制內依憲法或法律劃分出一定範圍，使其自治以

達權力垂直分立，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目的。因此，地方自治本即有

其憲法或法律上界限，為求法秩序的統一，使自治行為不致逾越界

限，便須有地方自治之監督。 

地方自治之監督在廣義上有所謂，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

察之監督，但狹義的僅限於行政監督。是上級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就

地方自治團體所為活動之監督，目的在維持法體系的一致性和增進行

政的效能。而監督有就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或行政行為為對象加以監

督者，通常係分就自治事項或委辦事項加以實施。就監督的手段則可

分為二大類：一類是事前的監督手段，通常是事前同意權的保留，也

就是地方自治團體所為之決定原則上不發生效力，須得到監督機關同

意，始能讓地方自治的立法行為或執行行為生效。 

    另一類則是事後之監督手段，通常是如我國地方制度法第 75、

76 條，之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行為之撤銷權或不作為之代行處理。

而監督的界限，通常是區分地方自治團體所為者，是自治或委辦事項

而定，其應為合法性或合目的性（適當性、專業性）監督1。本文所

欲探討者，乃我國有關地方自治團體行使立法權時，所受到的行政監

督問題。其主要探討的對象，為地方自治立法權行使時所面臨到是否

逾越法律界限的法規解釋權，我國就地方自治條例訂有罰則時的事先

送核定制度，以及自治法規訂立後應送備查，及函告無效之措施之檢

                                           
1  黃錦堂著，《地方制度法基本問題之研究》，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8 月，頁 27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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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以及司法救濟途徑之建立等問題。至於委辦事項，自治團體組織

立法權之行使，以及行政執行權之撤廢變更與代處理均留待另文討論

範圍，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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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地方自治團體之法規解釋權地方自治團體之法規解釋權地方自治團體之法規解釋權地方自治團體之法規解釋權 

一、中央主管機關所為法規之解釋函令對地方自治團體之效力 

自治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權行使行政監督權，在判斷地

方自治法規是否違背上級規範，而決定是否予以核准、備查或函告無

效時，首先碰觸到的問題，便是對法規之解釋權問題。 

地方自治團體受到憲法的制度保障，擁有自治立法權和行政權

2。但地方自治團體在行使立法權時，不得牴觸憲法、法規以及上位

階規範，牴觸時尚有被函告無效的可能（地方制度法第 30條）。地方

自治團體在行使行政權時，依同法第 75 條於違背憲法、法律或上位

階規範時，都有可能被上級監督機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

執行。因此自治監督機關對法規解釋的寬嚴不一，就可能損及地方自

治團體為憲法制度保障的地位。實務上如釋字第 527號解釋，係因內

政部解釋令函表示，副市長在台中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制定公布前

先行任用佈達，尚無違反地方制度法第 62 條之規定，而台中市議會

認為，該函示牴觸地方制度法第 62 條之規定而聲請解釋。又如台北

市依地方制度法第 83條第 1 項後段「如因特殊事故得延期辦理改選

或補選」之規定，辦理里長延期改選，遭內政部函示與地方制度法第

83條第 1、3項規定特殊事故不合，乃報請行政院撤銷台北市延選決

定，所生就「特殊事故」之爭議。該爭議雖經 91年 12月 20日大法

官釋字第 553號加以解釋，但還是留下相當多的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

解決，而其中最核心部分，就是地方自治團體法規解釋權的問題。 

由憲法或地方制度法所賦予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事項，雖然都由

                                           
2  此由憲法第 124條、第 127條規定縣之立法權縣議會行之，縣長辦理縣自治，並執行中央及省委辦事項，

增修條文第 9 條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的規定即可明瞭。88 年 12 月 31 日大法官解釋第 498號：「地

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機關

及立法機關，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產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

務，或行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中央政府

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

之監督。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

揭示我國有關地方自治，乃由憲法所保障，是明白採取制度保障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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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地方自治團體立法並執行，但賦予地方自治團體之法律同時也是

各部會所主管。例如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以下，雖明定各地方自治團

體的自治事項，但該地方制度法的主管機關同時也是內政部。內政部

基於該法律主管機關的地位，就其所主管法令而為解釋，對外發布並

下達給地方自治團體。此時內政部就其所主管法規所為解釋函令，對

各地方自治團體是否具有拘束力？再者依地方制度法第 30條、43條

及 75 條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就自治事項所制定之自治條例、自治規

則，或地方議會就自治事項所為之決議，以及辦理自治事項所為之行

政行為，都不得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否則無效，

而上級自治監督機關，亦得函告無效或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

其執行。因此各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當然要受到憲法、法律、

法規命令或上級規範的拘束，但是否要受到內政部解釋令函的拘束，

乃不無爭論。實務上依 80年 12月 13日大法官釋字第 287號解釋，

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應自法規

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解釋函令之行政規則，既在補充法規之涵義，

內政部在行使監督權時，並不會以地方自治團體，違反解釋函令為理

由，自係以地方自治團體，違反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依據。

如此即因解釋函令和法規的結合，而極有可能使中央主管機關假藉地

方自治團體所為立法或行政活動，牴觸法規而宣告無效或行使監督

權。然而我國就地方自治係採制度保障理論，以落實憲法權力垂直分

立，發揮人權保障為主要目的。中央主管機關之解釋函令，乃中央行

政機關本於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

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1 項參照），

其本質屬於行政權之運作。而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事項，乃是憲法或

法律之民意所賦予，地方自治團體就該事項有自主決定之權，即擁有

自主裁量權，從而憲法及法律賦予其有自主立法和執行之權。若謂自

治事項尚須受中央行政機關之拘束，則已違反地方自治制度保障之精

神，而淪為中央主管機關之下級機關，乃屬傳統官治而非地方自治。

因此基於地方自治制度保障的理論，乃導出地方自治團體就自治事項

享有自主解釋權的結論。因為若就自治事項沒有自主的法規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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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受限於中央主管機關對法規的解釋，如此顯非憲法或法律賦予地

方自治團體自治事項的本意。更何況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除

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並不受中央主管機關的指揮監督，各中央主管機

關的解釋函令對各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拘束力，將形成對地方自治團體

具有指揮監督權，亦違反地方自治的本質3。中央主管機關不是對法

規唯一正當的有權解釋者，地方自治團體不應該一味盲從遵守。地方

自治團體為憲法或法律賦予實現地方自治的任務，自應本於法律執行

者的地位，自主適切的解釋法規而辦理地方事務。這種自主法規解釋

的必要性不僅在自治事項領域適用，縱使在委辦事項部分（詳另文）

也應該是一樣。中央各主管機關，就所主管法規所為之解釋，就全國

法規解釋的統一性而言，的確是有必要。因為法規在於全國都能平等

的執行，如果因為地方之不同而作不同解釋，將造成一國多制，所以

為維持法秩序的統一性，中央各主管機關對法律作統一性的解釋，各

地方自治團體就應該加以充分的尊重。但如果一味求得全國統一標準

的解釋，難免就會對各地方的特色及人民的生活加以忽略，中央的解

釋難免和地方實際狀況脫節，不能作出最適當的判斷，而該判斷卻能

拘束全國各不同的地方，如此也相當不合理。 

如前所述，中央主管機關對主管法規所為之解釋，對地方自治團

體沒有拘束力，就地方自治團體而言，這類解釋令函最多只是中央主

管機關居於全國的立場，並本於其行政的專業性，對地方自治團體所

為之行政指導而已4，對地方自治團體並無拘束力。 

二、釋字 553號就法規解釋權之態度 

地方制度法第 83條第 1項、第 2項、第 3項規定：「直轄市議員、

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

市)長及村(里)長任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或補選時，如因特殊事故，得

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市）

長依前項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核准後辦理。

                                           
3  兼子仁著，《自治體法學Ⅲ 自治體の法解釋權》，學陽書房，1988年 6 月，初版，82 頁以下。 
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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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村（里）長依第一項延期辦

理改選或補選，由各該縣（市）政府核准後辦理。」；因此，如遇特

殊事故，直轄市得不經自治監督機關，而延期辦理里長的改選或補

選，和直轄市長、議員不同。台北市政府乃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83條，

決定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認其決定，違背地方制

度法第 83條第 1項規定，而報經行政院依同法第 75條第 2項予以撤

銷。整個事件爭執的重點，乃在於對地方制度法第 83條第 1 項所謂

「特殊事故」的認定。內政部認其本身為地方制度法的主管機關，對

其所主管之中央法規當然即具有解釋權，因此特殊事故之有無自應以

其認定為主。但台北市政府認為：(1)依地方制度法第 83條第 3項規

定之體系，解釋直轄市里長公職人員選舉之規定，其延選或補選由直

轄市政府核准後辦理即可，直轄市對於有關里長之選舉及延期改選事

宜，有法律授權之核准權，既有核准權，當然有認定及解釋所謂特殊

事故之權限。(2)對於地方自治法規之「特殊事故」不確定法律概念

之解釋適用，地方政府享有行政裁量權，中央政府不應干涉。在具體

情形，是否符合地方制度法第 83條第 1項所定，得以延選里長之「特

殊事故」要件，同條第 3項既然已經授權地方政府核准認定，核屬地

方自治事項範圍，自應由地方自治機關本於職權涵攝事實，並解釋此

不確定法律概念，中央不得代替地方政府解釋此「特殊事故」之不確

定法律概念及行使核准權。中央政府僅得為「事後低密度之合法性審

查」，而不得為「事前高密度之合法性乃至合目的性審查」，中央政府

對於法律所定自治事項法規之解釋見解，固可供地方政府參考，但依

法並無強制拘束力5 。 

就這個解釋權的爭議，出具協同意見書的戴東雄大法官認為「故

本件關鍵在於『特殊事故』解釋，究應採地方自治團體之見解，抑或

上級監督機關之見解？依本席見解，因地方制度法為中央立法之法

規，上級監督機關一則就該法之立法意旨知之甚詳，再則其對中央法

規之內容有適法性之監督權，故對特殊事故之法定構成要件之範圍，

                                           
5  雙方爭議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續編(十六)，92 年 12 月，司法院印行，釋字第 553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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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解釋之權限；又地方制度法雖為中央立法之法規，如涉及自治事

項之辦理，地方自治團體於必要時，固得依本身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

為法規解釋。惟上級（中央）監督機關對中央法規內容之解釋，本質

上仍屬適法性監督範圍，縱因此發生與地方自治團體意見之爭執，仍

未逾越至合目的之監督程度。至於上級機關因不確定概念之解釋不當

而有無侵害到地方自治團體有關制度性之保障，乃屬另一問題。如因

此而涉及具體個案之爭議時，應由執司法監督之行政法院加以判斷其

是非。」，並認為「地方制度法第 83條第 2項縣市長及議員延期辦理

改選或補選須經核准應解釋為法定形式要件，而特殊事故乃實質要

件。特殊事故在法條中應屬要件規定，而非授權規定，既為法定構成

要件，自不妨害監督機關對自治團體適用法律時為適法性之監督，亦

不得逕自解為立法者有意授權自治團體自行認定特殊事故。上級機關

對地方自治團體關於特殊事故之認定。因屬法律上要件之解釋，故仍

在適法上監督之範圍，如解釋該第一項之特殊事故為授權規定，則特

殊事故之實質要件將成為贅文，此絕非立法者本意，否則不必規定於

法條，而成為實質要件6」。 

但出具協同意見書的陳計男大法官則認為：「關於地方自治事

項，在地方自治機關行使其自治權時，從行政機關之體系及層級上

言，中央主管機關固為其上級機關，但從自治層級言，中央主管機關

並非立於自治機關之上級機關地位，更非中央主管機關機內部機關。

就職權之行使言，中央法規之解釋，例如地方制度法等，中央主管機

關對其主管之中央法規雖有解釋之權，即通常所謂之釋令或解釋，但

                                           
6  同前註，第 96 頁以下。關於戴東雄大法官之意見，淺見認為若認為特殊事故是實質要件，核准權只是

形式要件，則核准權人是否可以對是否具備「特殊事故」的實質要件加以審查?若可加以審查，而予以

否定，則核准權即不是形式要件而已，因為形式要件並不具備對實質要件的審查權，例如非經登記不生

效力，行政機關對實質要件之是否具備只能為形式上審查，不能為實質審查，但地方制度法第 83 條第 2
項之核准權顯然並非只形式審查，否則基於地方自治之尊重，只要報請備查即可，何須要審核。而這也

是自治監督機關事前監督機制的一環，不能不對是否符合特殊事故的要件予以解釋判斷認定，俾以行使

合法性監督。然本案是對於里長之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並非縣市長或議員故在直轄市即無如同 83 條第

2、3 項規定由各該自治監督機關核准後辦理之規定，也就是里長之因特殊事故之改選或補選，並不須報

經核准，乃完全屬於直轄市本身的權責，即此項事務乃完全屬於自治事項，應由直轄市依第 83 條第 1
項予以認定判斷特殊事故之有無。若採地方制度法第 83 條第 3 項精神認為直轄市里長延期改選應由直

轄市核准的看法(台北市政府所主張)，則辦理權和審核權都在直轄市，中央更是無權置喙餘地，把特殊

事故解為實質要件，核准解為形式要件，恐仍有待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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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內容涉及地方自治機關自治權之職權行使，例如本件延選案，依

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村里長之延選由地方自治政府核

准辦理，而屬地方自治機關決定之具體自治權職權行使。則中央主管

機關對於所涉及之同條第一項規定延選事由「特殊事故」之不確定法

律概念，雖非不可表示其意見或是作成釋示（令），且該意見或釋示

（令）並可拘束其內部機關或其下級機關，為獨立人格之公法人，對

於該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規定，自非不本於其確信，解釋法律而予適

用，除其判斷有恣意、濫用或其他違法情事外，尚不當然應受中央主

管機關見解之拘束7」。 

釋字第 553 號解釋文和解釋理由書內，並未正面回應這個問題，

但仍可由解釋理由書中看出，大法官多數意見對這個問題的基本態

度，即其認為：「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所謂特殊事故得延期

辦理改選或補選之特殊事故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就此不確定法律概

念即係賦予該管行政機關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本件既屬地方自治事

項又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固應尊

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但如其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

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就撤銷或變更之行

為，屬於有法效性之意思表示，係行政處分，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

而判斷此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否合法的審查密度，大法官則揭諸幾項審

查標準供參考：(一)事件之性質影響審查之密度，單純不確定法律概

念之解釋與同時涉及科技、環保、醫藥、能力或學識測驗者，對原判

斷之尊重即有差異。又其判斷若涉及人民基本權之限制，自應採較高

之審查密度。(二)原判斷之決策過程，係由該機官首長單獨為之，抑

由專業及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合議機構作成，均應予以考量。(三)

有無應遵守之法律程序？決策過程是否踐行？(四)法律概念涉及事

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錯誤？(五)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

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六)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漏未斟

酌。 

                                           
7  同前註，第 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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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大法官釋字第 553號解釋理由書中可看出：大法官就直轄

市里長延期改選事項認為是地方自治事項，且地方自治團體有自行辦

理之權。而就自治事項中的不確定法律概念，地方自治團體於辦理該

自治事務時，有認定判斷之權限。上級監督機關雖對地方團體有監督

權，但就地方自治事項只能為合法性監督，於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時

更應尊重，而其得行使合法性監督的界限，在於地方自治團體就該不

確定法律概念之判斷有無恣意或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有爭議時則應

由司法爭訟解決。若地方自治團體對自治事項沒有法規解釋權，即無

由對不確定法律概念有認定判斷之權，從而就此特殊事故之法規解釋

權，乃屬台北市政府乃可確定，原則應加以尊重，其上級監督機關解

釋權之界限，必須主張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違法行為合法性

監督時，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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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對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權事前行政監督機制對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權事前行政監督機制對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權事前行政監督機制對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權事前行政監督機制
之檢討之檢討之檢討之檢討 

一、對地方立法權事前報經核定機制之商榷 

我國地方制度法第 30條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

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自治規則與憲

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

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

無效。第一項及第二項發生牴觸無效者，分別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

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第三項發生牴觸無效者，由委辦機關予以

函告無效。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

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

法院解釋之」。第 26條第 4項「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

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核

定後發布；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

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縣（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

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市、鎮)規約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關

於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乃地方立法權的表現，而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

關若認為牴觸上位階的法規範就可以不予核定或函告無效。 

所謂核定規定，依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 4項「核定：指上級政府

或主管機關，對於下級政府或機關所陳報之事項，加以審查，並作成

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力之謂。」地方自治團體本於其憲法或

法律所賦予之立法及行政權，就自治事項應有其自由形成的裁量空

間，而此即為地方自治為憲法保障制度的核心領域。地方自治團體在

憲法，及法律保障的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

予以尊重8，中央行政機關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本其立法權所訂定違

                                           
8  大法官釋字 498號解釋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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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治條例的罰則規定，應報請上級監督機關核定(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及本於行政權行使所制定的地方自治團體組織自治條例，都要

報請核定(地方制度法第 54 條)。此種核定乃屬事前干預監督，地方

自治團體權限之行使，要受上級監督機關之核定，此種事前監督，實

際上已經侵及地方自治團體最基本立法權與行政權的核心領域。因為

核定擁有全面的審查權，基本上是源於上下級機關的指揮監督權，或

是對特定事務有全面審查管制必要時，所採取的事前監督手段。這種

事前監督手段在上下級機關間的指揮監督仍屬合理，但使用於地方自

治的監督，尤其是地方自治所擁有制度保障核心領域的立法與組織、

人事、財政、計畫等行政高權領域並不妥當。 

以地方訂定罰則為例：地方制度法既然已經在第 26條第 3 項為

骨架式的立法即規定：「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台幣十萬元為限，

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其他行政罰之種類限於勒令停工，停止營業，

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

〈該規定是否妥當姑且不論〉，但中央既然已經骨架立法，在立法上

即已對地方自治立法權劃出一定範圍，在此範圍內即應依憲法保障地

方自治的意旨，由該地方自治團體的內部行政與立法的相互制衡作

用，透過民主程序而定出有關地方自治條例罰則的規定，此種法規乃

是地方為因應各地區不同的情況所為之選擇，屬於憲法保障地方自治

團體地方自治的核心領域，應由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律授權範圍內自主

裁量，地方自治團體本於自治權對此應有自主的裁量權。中央政府不

應在地方自主立法權上再加上事前行政監督的核定手段。 

核定是事前監督的手段，是由上級政府或監督機關行政權的行

使，對於自治條例有關罰則的部分包括構成要件等，都可加以全面的

審查，並作成決定，若未經核定，則未能完成該事項的法定效力。地

方自主立法權是經由有民意基礎的地方首長代表行政權，由內部法制

作業擬具草案，經各縣市市政會議通過，再將該法案提請議會經三讀

程序始能通過，只要不違反法律所容認的範圍，實無須再經上級監督

機關之核定。因為地方自治團體乃具有公法人地位，在憲法或法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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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範圍內具有自主自治權，若在其範圍內，又經民主正當程序而訂

立的自主法規，還要經過未具有民意基礎，甚至是一、二行政科員的

個人主觀意見，或解釋立場之不同，即足以否定地方自治團體的程序

與實體彙集的成果，如此無非是將地方自治團體矮化為中央的下級機

關，對地方自治權的保障產生重大的貶抑效果，這也與中央與地方為

憲法所設平行制度，中央與地方應為各具有法人格，平等夥伴協力之

關係相衝突。這種事前最強烈的行政監督手段，乃與地方自治制度保

障的本質不合，應予廢除。 

尤有甚者，內政部對自治條例定有罰則送請核定之規定表示，「自

治條例定有罰則而報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主管機關為增刪修正核定

後，地方行政機關應於核定文送達 30 日內依核定之條文予以公布，

毋庸再送地方立法機關審議並得(1)敘明理由，退回不予核定。(2)必

要時得逕行增刪修正後核定。在被退回未予核定，而由地方行政機關

修正後重新報核時，即將之視為核定機關的修正意見，無須再送議會

審議。核定機關於核定時應就整體之自治條例為核定，而非僅就有罰

則之部分條文核定，以維自治條例之整體性。又核定後之自治條例，

其後再為修正時，如其修正屬罰則相關之條文〈包括處罰要件、處罰

態樣及處罰效果等均屬之〉，應報各權責機關核定後再行公布；如屬

罰則相關條文以外之修正，應於公布後報請權責機關備查。」 

    內政部解釋就有關罰則的報請核定，如認為牴觸上位規範，依地

方制度法第 30條第 1 項規定無效時，中央主管機關必須予以函告，

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而條文訂為核定時似乎

就完全屬於中央主管機關的權限，究竟核定的標準為何，有無因其對

法規解釋的不同，而侵害地方自治團體的立法權限，都未能受到檢

驗。而其核定竟可以不予核定，而將全案退回，如此地方自治團體經

由憲法或法律所界定之自治事項，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的地方自治制

度保障都可被核定權架空。而內政部的解釋令函在核定時，若為增刪

修改則可由地方行政機關逕行公布，不必再經地方議會，在退回不予

核定時，應顯示該法案全部有關罰則部分都牴觸憲法、法律或法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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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而無效，依法已無法生效，竟解釋為可經由地方行政機關在被退回

時自行修正再報核，而且把修正的部分視為核定機關的修正意見，不

必再送議會審議，如此完全漠視法規成立生效非常重要者即是民主正

當性，這種架空地方議會民主監督的解釋，已經使地方議會成為跛腳

議會，對於我國憲法明定地方立法權由地方議會行使的保障，名存實

亡，此種對核定的解釋，實已侵及地方自治的核心領域，應予廢止。 

二、對於函告無效制度之檢討 

依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上位規範

牴觸而無效時，依同條第四項係由各該主管上位規範之主管機關函告

無效，在自治條例有無牴觸上位規範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大法官解

釋。有關此規定在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27號解釋乃更進一步區分為： 

1. 相關業務有監督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對決議事項或自治

法規，是否牴觸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而未依各

該條第四項逕予函告無效，而得向大法官聲請解釋。此時係各主

管機關認為自治條例，有違反上位規範時不予函告無效，而主動

聲請大法官解釋。 

2. 若各主管機關認為自治法規牴觸上位規範認而函告無效時，如地

方自治團體對函告之內容持不同意見時，應視受函告無效者，為

自治條例抑自治規則，分別由該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或行政

機關，就事件之性質聲請司法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 

釋字第 527號解釋恪於地方制度法第 30條、第 43條第 4項的函

告無效，及第 5項聲請司法院解釋的規定，而為上述的區分，但事實

上並未探究地方制度法第 30條及 43條函告無效規定的合憲性。函告

無效是上級主管機關對地方自治立法權的事前監督，即自治條例有罰

則規定外，均須送備查，而其行使備查權，竟可依行政權，先函告地

方自治法規無效，雖其又容許地方自治團體若有不服，得事後向大法

官聲請解釋以為救濟，但終究是中央行政監督權已先否定地方自主立

法權在先，此時地方自治團體已淪為中央的下級機關，於上級機關先

為處置後，下級機關再本於機關權限之爭議而訴請司法救濟，此種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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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將因中央各主管機關對法規解釋權的不同，而產生對地方立法權重

大的壓抑，而有違地方自治的制度保障。況且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的自

治事項，上級監督機關原則上不應有事前的權力性監督行為，而應採

取事後非權力性的監督，於有爭議時應尋求司法的終局裁決，若有採

取事前權力性監督之必要，也應只侷限於非常少數不得已的情況，始

得為之，並無授權監督機關普遍性，得函告地方自治法規無效之憲法

上正當依據，此種法律規定已經逾越必要的範圍，而有違比例原則。 

這種事前函告無效的制度，於自治監督機關函告無效後，依釋

527號解釋，變成改由地方自治機關必須要向大法官聲請解釋，如此

解釋，將使在中央主管機關與地方自治團體在發生爭議時，促使中央

主管機關對地方自治法規採取函告無效的措施，須由地方自治團體向

大法官聲請解釋。如此便很容易導致如同台北市里長延選案一般，雖

大法官釋字第 527號已解釋，各有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

機關，依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辦理自治事

項認為有違背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未依各該項規

定，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者，得依同條第 8項規定聲

請大法官解釋。但各監督機關卻無論如何也會先為監督手段，讓地方

自治團體再去尋求救濟，要監督機關既有監督手段可以事先行使，卻

要求其先行請求解釋再為監督手段，無異緣木求魚。而地方自治團體

在各監督機關尚未為監督手段前也無法請求解釋。換言之，地方自治

團體也只有被動地遭受監督措施後始能尋求救濟，地方自治團體恆處

於被動受監督的狀態，而無平等對待之地位可言，這實與憲法制度保

障之意旨有違。準此分析，也正足以說明事前行政監督措施的不當，

亟待修正。 

尤有甚者，該號解釋竟然於自治監督機關函告無效時，如果是自

治條例還要經地方立法機關會議決議始得聲請解釋。此種解釋根本就

是宥於向來慣例，認為地方立法機關沒有上級機關，故可以不必經層

轉而可直接聲請解釋，但地方行政機關為下級機關卻不能直接聲請解

釋。此種見解，實有以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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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蓋地方自治團體為公法人，公法人之代表並非地方議會，而係

地方行政首長〈地方制度法第 55 條參照〉。自治條例於我國因

地方採取行政與立法二元制衡，基本結構並非採內閣制而係採

首長制，此從地方首長具有直接民意基礎，有法案提案權，地

方議會並無法規提案權即可明白。因此自治條例之訂定乃地方

行政權與立法權之相互作用而成，地方行政機關也因具有民意

基礎而擁有部分立法權，並非全由地方立法機關獨占，而且訂

完自治條例後應由地方行政機關執行，而於送備查時，遭上級

自治監督機關函告無效乃係對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權之否定，此

時其函告所針對者並非議會的決議事項，而係經立法程序所完

成之自治法規。若自治行政機關對該自治條例之決議，認為有

違法或窒礙難行時，亦得依地方制度法第 39 條規定向地方立

法機關提出覆議。若地方行政機關未提出覆議，則表示地方行

政機關亦認同，此時自治條例依地方制度法第 32 條，地方行

政機關即應公布施行。就此已完成立法程序的自治條例，其送

自治監督機關只不過是備查，並非核定，而自治監督機關對該

法規函告無效，乃係針對整個自治法人立法權之行使予以否

定，此時執行自治條例者，乃法人之代表即地方行政機關之最

高首長，當然得代表地方自治法人，就其本身固有之立法權聲

請大法官解釋，其有無侵害地方自治立法之權限，而不只是地

方議會之決議而已。 

2、 更何況自治條例都已經地方立法機關三讀程序通過，未被覆議

而確定，並經公布施行，自治監督機關對之函告無效，基本上

就是否定地方議會之決議，何需於聲請大法官解釋時，還要再

經地方立法機關重新議決？此時議決是地方行政機關提案還

是議會自行提案，又若議會不為聲請解釋的決議地方行政機關

原先對法規提案、參與、公布、執行之權利豈非都被架空？地

方行政機關只單純淪為議會的執行機關？大法官向來只允許

地方議會聲請解釋，那是在早期地方行政機關都被視為中央的

下級機關，因此受限於機關內部層級問題而不能單獨代表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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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解釋，但現行地方制度法已經將地方自治團體賦予法人資

格，並受制度保障，且於同法第 55 條置地方首長，對外代表

該地方自治團體，綜理事務，由住民依法選舉之。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第 9條，於有關地方自治事項所生之爭議，地方

行政機關已不再是中央的下級機關，其聲請已無再由上級機關

層轉之必要。大法官釋字 527 號解釋，對於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辦理自治事項被認為違反憲法、

法律或上位規範而被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之處分，地方自

治團體之行政機關，於認為上級主管機關之處分行為，已涉及

辦理自治事項所依據之自治法規，因違反上位規範而生效力之

問題，且該自治法規未經上級主管機關函告無效，無從依同法

第 30 條第 5 項聲請解釋時，卻又得單獨聲請解釋，而不必由

地方立法機關會議決議，其本質都是因地方自治法規所生爭

議，為何卻有不同處理？地方行政機關公布自治立法機關所通

過之自治條例，並予以執行事後遭自治監督機關函告無效，難

道不是因自治行政機關辦理自治事項，因自治法規違反上位規

範而生效力問題？為何一經函告無效就要經地方立法機關會

議決議始得聲請解釋，而若就辦理自治事項為撤銷、廢止、變

更或停止即得由地方行政機關聲請解釋，其間並無合理依據，

且與地方自治理論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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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地方自治立法權事前監督機制之調整地方自治立法權事前監督機制之調整地方自治立法權事前監督機制之調整地方自治立法權事前監督機制之調整 

    我國地方制度法就地方立法權事前自治監督機制，已有上述之缺

失，在立法上應予調整。 

一、日本立法例 

就整個監督法制而言：日本在 2000 年以後的新地方自治法對地

方自治的監督機制，採取了下列基本原則9(1)監督法定主義：中央或

上級監督機關若無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時，不得對地方自治

團體事務之處理為監督。(2)比例原則：中央在制定法律或法規命令

時，對地方自治團體的監督應符合比例原則，也就是為達成監督目的

時，要選擇損害最小的手段。(3)應區分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明定

不同的監督方法。(4)不得侵害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性原則。 

日本在有關自治事項之監督，除極少數於法律有明文規定，採取

事前許可、認可、承認之監督措施外，均無權力性之事前監督規定，

甚至於為監督行為後，地方自治團體不遵從都未規定得採取代履行制

度10。至於在委辦事項，在自治監督機關採取權力性的監督手段，命

地方自治團體為改善或履行義務的措施時，都還不能馬上就將地方自

治團體的委辦事項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的措施，而必須依該

國地方自治法第 245 條之 8的規定，先定期命改善或履行，於逾期不

履行時，始能向高等裁判所起訴，請求判決命地方自治團體履行，於

法院判決命定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時，始能由各監督機關代為履

行。這是在取代舊法時代對於機關委辦事務，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首

長拒不履行時之職務執行命令制度，縱使在舊法關於委辦事務都無權

力性之事前監督，亦無可以直接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事務逕予撤銷、

變更、廢止或停止之監督手段，而必須透過司法機關的裁判，始能發

生命地方自治首長履行或由監督機關代為履行。這在有上下級機關關

                                           
9  兼子仁，《自治體法學Ⅲ 自治體の法解釋權》，初版，學陽書房，1988年 6 月，344頁。 

10   蔡秀卿，《地方自治法理論》，三版，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6 月，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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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委辦事務，都不敢採這種事前監督的機制，更何況是對受憲法或

法律保障的自治事項，採取這種與委辦事項無區分的監督機制，已違

比例原則與地方自治保障之憲法要求不符。 

二、法制上之調整 

(一) 縮小事前的行政監督範圍 

事前的行政監督機制不論是對地方自治團體的立法權或行政

權，都會產生嚴重侵害地方自治權限的情形。加上我國對於地方自治

監督並未採取法律保留原則，對於監督的類型也未因應自治事項或委

辦事項加以區分明定，監督的手段也未符合比例原則，乃使得我國地

方自治團體在行政監督體制下，矮化為中央之下級機關，難符憲法對

地方自治制度保障之要求。因此關於自治事項的監督應取消地方制度

法普遍廣泛且不明確的事前監督規定，亦即應將地方制度法第 30、

43條函告無效之規定予以取消，於 75條對自治事項可以逕為撤銷、

變更、廢止與停止之規定均屬事前行政權力性的監督，應予廢除，以

確保地方自治團體之自主性。 

至於事前核定、許可、認可的規定，因對於地方自治權限制甚大，

應限於特殊情形，於法律有明文規定時，始得為之，而法律於為此規

定時也應遵守比例原則，在最不得已的情形下，始得立法授權自治監

督機關，對地方自治事項為核定或許可、認可之決定。而經立法授權

可對地方自治事項為核定、許可、認可之自治監督機關，於審查地方

自治事項尤其是牽涉到立法權、組織權、人事財政計劃等自治高權

時，應充分考慮地方自治團體的自主性，應遵守行政程序法當事人參

與、說明、敘明理由、訂定審查標準、遵守正當法律程序，以避免自

治監督機關之恣意，乃地方制度法所必須立法加以補充者。 

(二) 明定對地方自治團體實施監督時應遵守之程序 

為避免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在為核定時，對法規解釋之過於恣

意，在解釋的過程中，應該要符合行政程序法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

序，才能確保地方自治權的不受侵害，這種程序的要求，具有防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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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治團體遭受侵害的功能。在為法規解釋權時，其應遵守的程序約

有下列幾項： 

1、應給予地方自治團體參與的機會 

    在法規解釋的過程中，其所審核的是地方自治團體，經過非常嚴

謹的行政與立法程序所制定出來的地方自治條例。在一般對人民為行

政處分時，都要給人民程序參與的機會，更何況是要對地方自治團體

就自治條例為審核，擧輕以明重，益見地方自治團體，參加法規解釋

過程的正當性11。 

2、法規解釋的決定過程中資訊應予公開 

    資訊的公開可以使地方自治團體在參與行政的過程中預先獲取

必要的資訊，也可以在未來的行政爭訟程序中，獲得攻擊防禦的必要

資訊。 

3、應以書面並附記理由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95、96 條，關於行政處分要求須以書面為之，

並須記載理由。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249 條，地方自治團體之監督機

關，在要求地方自治團體為改善或相類似的行為時，規定必須以書面

記載要求改善的內容及所依據的理由，並送達給受監督的地方自治團

體，在因情況急迫而來不及送達該改善書面時，必須於情況消失後的

相當期間內補送該改善書面通知12。 

4、應制定許可、認可、核定等之判斷基準，並加以公布周知。 

    法律規定有許可、認可、核可等事項時，主管法令之機關必須就

該核、認、許可之允許或撤銷訂定審查基準，並公布週知，而這些審

查基準必須具體明確，達到可預測其可能性的地步13。 

                                           
11  磯部 力，〈自治體の國政參加〉，收錄於松下圭一、西尾勝、新藤宗幸編，《岩波講座、自治體の構想

2.制度》，第一刷，岩波書店，2002年 2 月 5 日，44 頁以下。 
12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參與權，於釋字第 550 號解釋文中已明示「關於健保費補助比例之規定，於制定過

程中應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與。行政主管機關草擬此類法律，應與地方政府協商，以避免有片面決策

可能造成之不合理情形，並就法案實施所需財源事前妥為規劃，立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律時，應予地

方政府人員列席此類立法程序表示意見之機會。」在台北市里長延選案，釋字第 553 號解釋理由書中

亦謂：「惟地方制度法關於自治監督之制度設計，除該法規定之監督方法外，缺乏自治團體與監督機關

間之溝通協調機制，致影響地方自治功能之發揮。從憲法對地方自治之制度性保障觀點，立法者，應

本憲法意旨，增加適當機制之設計。在這 2 號解釋，已分別明示中央於立法時或對地方為監督時，均

應有適當讓地方自治團體參與之機制，否則即與地方自治制度保障之意旨不符。 
13  日本地方自治法在 2000年 4 月修正後增加了對地方自治團體監督的程序規定，第 246條~250條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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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司法調整的監督機制 

地方自治團體本於憲法或法律所規定，自治事項行使自主立法權

而訂定地方自治法規，權力來源是直接來自於憲法或法律之賦予。如

自治監督機關認為地方自治團體該權限之行使，牴觸上位規範而影響

國家法秩序之完整，則應由自治監督機關，向立於第三者的司法機

關，請求確認地方自治權之行使，是否逾越憲法或法律所劃定之界

限；而不應由自治監督機關先予認定牴觸憲法、法律或上位規範函告

無效，後再由地方自治團體事後救濟，否則即有違中央與地方平等協

力及憲法力垂直分立之制度設計。 

若採取司法調整的監督機制，則自治監督機關即無從再像現行地

方制度法於發生中央與地方爭議時，即採取下手為強的措施先予宣告

無效，而應向司法機關先聲請解釋或請求裁判確認，由司法機關立於

第三者中立立場，就兩造之爭執做出裁決，始符法治主義司法統制及

地方自治保障之意旨。 

                                                                                                                         
足供我國於修法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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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對地方自治立法權實施司法監督之可能途對地方自治立法權實施司法監督之可能途對地方自治立法權實施司法監督之可能途對地方自治立法權實施司法監督之可能途
徑徑徑徑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地方自治法規違法確認訴訟地方自治法規違法確認訴訟地方自治法規違法確認訴訟地方自治法規違法確認訴訟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現行地方制度法，對地方立法權採取事前權力監督手段的核定措

施，以及可以對地方自治團體就自治事項自治立法，所訂之自治條例

或自治規則，以自治監督的行政權函告無效的措施，都逾越了地方自

治制度保障的界限，侵害了地方自治團體的立法權，應被評價為違

憲。而在對立法權的監督上，自治監督機關欲行使其監督權，應透過

立於中央的司法判斷始能確保憲法權力垂直分立的要求。 

釋字第 527號解釋雖然說明了，就相關業務有監督自治團體權限

之各級主管機關，對自治法規或地方立法機關，就自治事項所為決議

事項，是否牴觸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而未依各該條

第四項函告無效時，可向大法官聲請解釋。在地方制度法第 75條，

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辦理自治事項，認有違背憲法、法律或其他

上位規範尚有疑義，而未依各該規定為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

行者，得依同條第 8項規定聲請大法官解釋。這種在行使監督權得聲

請大法官解釋，並非強制，係繫諸於各該監督自治機關的尊重與否，

而證諸實務運作，既不禁止於聲請司法解釋前行使監督手段，各自治

監督機關自然會選擇先行使監督措施，而不會先聲請司法裁決。因此

我國現行地方制度法的事前監督機制，尤其對地方立法權的監督，對

地方自治之發展具有嚴重的壓抑效果，應予大幅調整。 

日本就地方自治事項除法令有特別規定外，對於違反條例規定

者，得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百萬元以下罰金、拘留或沒收之刑或五

萬元以下的罰鍰。地方首長也可以在其所發布的規則中，規定對違反

規則者，科以五萬元以下的罰鍰（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14、15條）。日

本地方自治法賦予地方如此大限制人民權利義務的權力，也並無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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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要先送核定的規定。各地方自治團體只在法律

所規定的範圍內，即擁有自主的立法空間，當然這種各地方自治立

法，可能會造成各地方罰則高低不一的情形，但此種歧異本身即為憲

法採用地方自治，因應各地不同情況自主治理時所能預見，也不致違

反憲法平等原則14，也就是在大架構下仍為一致，但細節部分則容許

有許多變化與創意。儘管如此，但地方條例是否與憲法或法律牴觸的

疑義仍不時的發生，這在日本並無一套機制予以因應，遇此情形不過

由中央以解釋函令通知地方改善，若地方不欲改善，則只有於辦理自

治事項人民提起行政爭訟時，就地方條例之是否違反憲法、法律再附

帶審查。但這種事後由人民爭訟時再附帶審查的機制，都已經是地方

條例施行後個案的救濟，而且其效力也僅及於具體個案，對於法律與

地方條例所發生衝突之事先解決，乃緩不濟急。在日本 2000年的地

方分權改革中，該國就試圖建立地方自治法規的違法審查制度，但因

有人提出如果建立這種機制，反而會強化國家利用這種機制對地方條

例，加以更嚴格限制的質疑15，而暫時將此問題擱置。當時日本所提

的方案是創設中央與地方紛爭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對地方條例之是否

違法先加以審查，最後才透過訴訟裁判。其方案可分為二種。第一種

是：中央和地方自治團體雙方都可以對紛爭處理委員會的決定，提起

撤銷之訴。第二種是：如果紛爭委員會判定地方條例是違法時，內閣

總理大臣可以對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為命其變更、廢止或停止的措

施，對於此項措施，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可以提起撤銷之訴，在該

措施被確定時，在一定條件下內閣總理大臣可以提起確認地方條例違

法的訴訟16。 

德國鄉鎮在區域細部計劃訂定後，必須向監督機關提出申請並獲

                                           
14  昭和 33 年 10、15 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在取締賣春條例判決即表示「既然憲法已經承認各地方公共團

體的條例制定權，則因各地區情況不同所生之差別現象，自是憲法所預期並加以容許的。」見日本《最

高裁判所刑集》，第 12 卷第 14 號，3305頁，《裁判所時報〉，266號，133頁。《日本國憲法判例》譯本，

第 4 輯，初版，司法院秘書處發行，72 年 5 月，158頁。 
15  《地方分權の戰略》，地方自治總合研究所編，第一書林，1996 年，35 至 44 頁，村上順教授的發言。

及同註 1，蔡秀卿著前揭書第 263頁。 
16  大貫裕之〈 と地方公共團體との係爭處理の仕組み。ジュリスト〉1127期  1998、2、1，第 90 頁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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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許可始得實施。鄉鎮就地區的細部計劃、變更、回饋金等事項，訂

定地方自治條例而向監督機關提出申請時，於提出申請後的三個月

內，監督機關可以主張地方自治條例違法，若須獲得許可始能生效

時，若監督機關未於三個月內為准駁即視為同意。17德國在 1976年 8

月 24日修正行政法院法，在該法第 47條規定了高等行政法院，得對

抽象的法規直接審查其效力。這種規範審查訴訟，具有主觀個人權利

保護，及維持客觀法律秩序的雙重功能。這種訴訟有助於防止無效的

法規，被一再適用影響人民權利，破壞法律秩序18。 

（一）高等行政法院於其審判權範圍內，依聲請而審理下列法規之有

效性： 

1、依建築法典規定所發布之規章，以及依建築法典第二四六條第

二項所發布之法規命令 

2、其他規範位階低於邦法律之法規，但以邦法律有明文規定為限。 

（二）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以其權利因法規或適用法規而遭受侵害者，

或將於可預見之未來遭受侵害者；以及各行政機關，得於法規

公布後二年內提出前項聲請。聲請之相對人為公布該法規之團

體、機構或財團法人。高等行政法院對於法規所涉管轄之邦及

其他公法人，得指定期間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凡法律明定法規是否合於邦法專屬於邦憲法法院審查者，高等

行政法院不審查法規是否合於邦法。 

（四）法規有效性之審查程序繫屬於任一憲法法院者，高等行政法院

得於憲法法院程序終結前，裁定停止其審理程序。 

（五）高等行政法院之審理應以判決為之，但如認無舉行言詞辯論之

必要者，得以裁定為之。高等行政法院確信法規不具效力時，

應宣告其為無效；於此情形，裁判具有一般拘束力，聲請之相

對人應以與公布該法規相同之方式，公布判決主文。裁判之效

力準用第一八三條之規定。法規或依建築法典發布之法規命

                                           
17  大橋洋一，《現代行政の行為形式論》，行政法研究双書 7，初版，弘文堂，平成 5 年 9 月，359頁，第

六章條例論の基礎。 
18  陳敏等譯，《德國行政法院法逐條釋義》，司法院印行，91 年 10 月，468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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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經確認之瑕疵，得依建築法典第二一五 a條之所定之補

充程序予以排除者，高等行政法院得宣告該法規或法規命令於

瑕疵排除前不生效力；第二句後段於此準用之。 

（六）為防止重大不利益，或基於其他重要理由緊急所需，法院得依

聲請作成暫時處分。 

此等直接請求法院審查系爭法規之有效性的程序，除可避免就涉

及同一法規之個別爭議案件之反覆起訴而造成程序資源的浪費並有

形成歧異決定或判決的結果外，亦如同通常訴訟類型外，亦具有主觀

權利保護程序之性質，由個人或法人提出聲請時尤然。因此，通說認

為此一原則性規範審查程序兼具客觀性之異議程序 (objektives 

Rechtsbenstandungsverfahren)與 主 觀 權 利 保 護 程 序 (subjektives 

Rechtsschutzverfahren)之雙重性質。 

德國各邦之自治法規原則上即得依此程序聲請高等行政法院審

查。程序聲請權人除權利受到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的自然人、法人

外，行政機關亦可提出。德國實務上亦承認自治監督機關亦得提出規

範審查程序，縱使其前曾為系爭法規之核定。程序之相對人則為訂定

發布系爭法規之公布該法規之團體、機構或財團法人。 

    德國行政法院法第 47條，這種規範審查訴訟制度，在對現代行

政行為的司法統制上實具啟發性，尤其是在地方自治法上更具有解決

紛爭的實效性。如前所示，我國地方制度法對於地方自治條例有罰則

規定部分，是報請自治監督機關核定，此種行政監督管制對地方自治

乃屬嚴重斲傷，至其他無罰則部分的自治條例和自治規則，自治監督

機關也都可以函告無效19，此乃有違地方自治制度保障的要求，若能

採用此種規範審查訴訟，則自治監督機關在核定自治條例罰則規定或

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法律及上位規範發生疑義時，即可向法院提

起此種規範審查訴訟，請求確認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無效，避免現行地

方制度法事前權力性的行政監督，使地方自治立法權能獲得最起碼的

                                           
19  關於對地方自治團體受監督機關所為監督之處分，是否仍應有訴願程序之適用，還是應逕行請求法院

裁判救濟乃有爭論。基本上對於自治事項之辦理監督機關所為之監督處分已不適合再依訴願程序辦

理，因為此時已非上下級機關間法律適用統一性的問題，而已屬地方與中央權限爭議問題應由司法為

終局之判斷。 



第三章  地方自治立法權行政監督體制之檢討  

85 

保障20。雖然依大法官解釋，自治監督機關，可以依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43條第 5項或第 75條第 8項，於採取監督措施前聲請大法官

解釋，與此種訴訟的運用相同，但應不應賦予自治監督機關未經司法

裁判，即得先行對地方自治團體為監督措施，尤其是對地方立法權的

干預才是問題的關鍵。 

又各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如與自治監督機關或中央主管

機關就憲法或法令所為解釋令函見解歧異時，依大法官釋字第 527號

解釋是可以向大法官聲請解釋，但若有規範審查訴訟，則地方自治團

體於認為中央主管機關所為解釋令函，有損害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

限，或有損害之虞時，也可以提起此種訴訟，請求宣告該解釋令函無

效。將來於自治監督體制調整後及司法院組織法通過後，應考慮於行

政訴訟法中，增列此種類型的客觀訴訟，用以取代大法官過重之負擔。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對地方自治法規直接提起行政爭訟之可能性對地方自治法規直接提起行政爭訟之可能性對地方自治法規直接提起行政爭訟之可能性對地方自治法規直接提起行政爭訟之可能性 

一、前言 

    地方自治法規有無牴觸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發生爭議

時，依現行法之規定是由司法院大法官解決。但是否能透過行政訴訟

的手段直接在行政爭訟程序中予以解決，而毋需把解決層次拉高到大

法官會議，這就涉及到行政訴訟程序處理的對象是否擴及抽象法令本

身效力的問題。 

二、外國立法例 

    除前述的德國行政裁判法第 47 條所定高等行政法院的抽象規範

統制訴訟制度外，法國自 1872 年以來明文規定對於行政機關的行政

決定得提起越權訴訟，而越權訴訟的內容，隨著判例的發展，其救濟

的範圍乃逐漸地擴大。自 1907 年為確保鐵道營業秩序和安全而承認

                                           
20  室井力、兼子仁編，《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第四版地方自治法，日本評論社，2001年 4 月 15 日，

324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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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對法律授權的行政命令提起越權訴訟以來，不僅對個別的行政行

為，包括行政立法的法規命令也都確認成為越權訴訟審查的對象21。

在美國於 1946 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第 10 條 C項規定「因行政機關之違

法行為而受侵害或因相關法令而受不利益者，得請求司法審查。」因

此，得請求司法審查的對象乃包括了行政機關的行政立法行為，法院

得對法令本身命令停止或宣告無效。但要提起此類訴訟必須符合爭訟

的成熟性，判例上主要是依（1）有無直接受侵害（2）是否有明白而

立即的危險（3）是否足生難以回復之損害（4）程序上有無瑕疵存在

（5）有無其他救濟手段等要素來加以判斷22。 

三、學說的見解 

能否對於地方自治法規直接提起行政訴訟，學說上可以分為就自

治法規本身能否成為訴訟的對象問題，另一方面，則是針對地方自治

法規公佈行為獨立提起行政訴訟的問題。 

地方自治法規本身得否成為行政訴訟的對象，學說上認為縱使是

法令，但是如果不待行政機關的執行行為就直接對人民的權利義務發

生直接法律上變動的效果時，該法規就可以成為行政訴訟爭訟的對

象，這樣的見解在日本通常並無爭議，有爭議的是，是否包括立法行

為所為之法律或自治條例而已23。第一種見解是認為立法機關如國會

或地方議會立法活動並不能被包含於所謂行政機關公權力行使的範

圍內。因此，縱使有如同行政處分一般有直接會對人民權利義務發生

變動的法律或自治條例存在，也只能在已發生具體法律關係的行政爭

訟中，以前提問題來加以爭執24。第二種見解，則只要具有事件爭訟

性質不管是法律或自治條例都可以成為行政爭訟的對象，因為不論是

法律或自治條例若不待行政機關的執行行為即會對人民的權利義務

發生具體法律關係的變動，這樣的法律或自治條例，實質上就相當於

                                           
21  秋山義昭「法令に對する抗告訴訟」收錄於現代行政法大系第 5 卷，昭和 60 年 12 月 30 日初版 2 刷，

第 60 頁。 
22  轉引自前揭註第 60 頁，高木積夫「行政準立法の效力を爭う訴訟」司法研修所 20 週年紀念論集 2 第

245頁，昭和 42 年。 
23  同註 20，第 63 頁。 
24  轉引自註 20 文，杉本良吉，行政事件訴訟法の解說，第 9、10 頁，昭和 38 年。 



第三章  地方自治立法權行政監督體制之檢討  

87 

行政機關公權力行使的行為而得成為行政爭訟的對象25。 

至於對於法令的公佈行為能否獨立成為行政訴訟的對象，學說上

有主張公佈行為是使地方自治條例發生效力的行為，具有法律上的效

果，而得成為行政爭訟的對象26。否定說則是認為：法規的公佈行為

是法規成立之後表示於外部的行為和法規的制定必須整體觀察始有

意義，如果加以分離，則公佈行為即和行政行為的表示行為一樣，並

不能成為行政爭訟的對象27。 

四、日本的實務 

日本實務上對於這個問題基本上從法院的法規審查權以及具體

爭訟事件的有無出發。在早期的判例，對於提起確認法規本身無效的

訴訟，都以司法權是針對特定具體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的紛爭加以處

理，而不及於立法權行使的部分，對於假設性抽象性法律問題的爭

執，並不成為法院審理的對象，亦即爭執抽象性的法規本身之效力問

題，並不該當於「法律上之爭訟」。因此對於法規本身是否有效的爭

訟，法院原則上都以屬於立法權之範圍，不具具體事件的爭訟性等理

由，予以駁回。 

但如前所述，雖然法院並無脫離具體事件單獨對抽象法令之有效

與否行使審查權的權利，但若因法規的制定而對個人的權利義務發生

直接的影響時，學說上則一致主張得許人民直接提起撤銷訴訟，只是

某法規的具體內容是否直接對個人的權利義務發生影響，其判斷基

準，並不明確。實務上曾經對於縣長對於縣鄉鎮是區域的變更一概以

行政規則的方式加以決定，而認為該行政規則本身，依本身的文義，

和綜合其他情事加以判斷，該法令的內容已不是一般抽象而是具體、

特定，應該屬於發生特定具體法律效果的行政處分，而得成為行政爭

訟之對象28。另有關法規本身其內容並未具體特定，但其施行的結果

                                           
25  同註 21，高木積夫第 260頁。 
26  柳瀨良幹，判評 9 號第 11 頁，昭和 32，轉引自註 20 文，第 64 頁。 
27  山村恆年「抗告訴訟の對象となる處分（八）」，民商 60 卷 1 號 48 頁，昭和 44 年，轉引自註 20 文。 
28  同註 20 文，第 67 頁，最高裁判所 34、6、2，民集 136卷 6 號 6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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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會對特定者乃至於一定範圍的人發生具體的法律效果時，實務上仍

傾向肯定其處分性。 

例如：縣所屬的公務員對於延長法定升遷及給付的縣自治條例提

起無效確認之訴的案件，法院的判決認為，地方自治條例的制定雖然

是立法行為，但因自治條例的施行必然會對特定人的權利義務直接發

生具體的法律上效果，而無須再基於該自治條例而更為行政處分時，

得直接對該條例提起確認無效之訴29。而有關行政立法也常依此觀點

而被認為是行政處分。但實務上也經常以自治條例並未對特定人具體

權利義務發生直接法律關係的變動而得對於自治條例提起行政訴

訟。例如：對於工廠的新設或增設給予一定的獎勵金的獎勵工廠設置

自治條例，如果事後修正該條例廢止獎勵金的發給，此時係對不特定

人發生效力，並未對特定人的權利義務發生具體的影響，而不得對之

提起行政訴訟30，或是依都市計畫法規定所制定賦予興建公共下水道

之人得對公共下水道區域內的工地所有權人徵收工程受益費的自治

條例提起行政訴訟時，認為該自治條例的內容是抽象地對一般的受益

人並不是針對特定人的具體措施，而否定得對該條例提起行政爭訟31。 

在日本實務上對於自治條例之內容以及其施行是否會對外發生

直接的法律效果以及其範圍是否會對「特定人」發生法律上效果，其

判斷基準仍難免不夠明確。例如：對於京都市古都保存協力稅條例提

起確認無效之訴，地方裁判所認為已對特定人的權利義務已發生影響

而准許之，但高等裁判所卻認為該自治條例並未直接對特定人發生權

利義務的變動，也未對特定人法律上的利益發生直接影響尚與行政處

分不合。況且既然事後還有依該條例而對具有協力義務者指定其繳納

協力稅，受指定者，對於基於該自治條例所為之指定處分仍得提起撤

銷之訴請求撤銷，因此對該自治條例提起確認無效之訴乃欠缺訴之利

益，並不合法32。 

                                           
29  盛岡地判昭 31、10、15 行集 7 卷 10 號 2443頁。 
30  釧路地判昭 43、3、19 行集 19 卷 3 號 408頁，上訴審札幌高判昭 44、4、17 行集 20 卷 4 號 459頁。 
31  東京地判昭 51、1、29 行集 27 卷 1 號 158頁。 
32  大阪高裁，昭和 60、11、29 行裁例集 36 卷 11、12 號 1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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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能否對自治條例提起行政爭訟，往往不只是自治條例是否得

成為行政訴訟的對象而已，就當事人提起此類訴訟有無訴之利益，而

以原告是否適格的方式來加以判斷處理。例如，有關鄉鎮市名稱的變

更最高裁判所就表示現在各鄉鎮市住民對於現行鄉鎮市名稱的變更

並沒有法律上應受保障的利益存在，因此而否定原告具有起訴之利益

33。但在有關小學廢校的自治條例認為其雖然只是廢校的準備行為，

但自治條例施行後，教育主管當局就會以該條例為前提作出廢校之決

定，廢校後即發生效力，事後須提起撤銷廢校處分之訴始得回復，但

原學校卻於廢校後已不存在，因該廢校而受影響之特定人其權益已無

從回復，提起撤銷之訴根本無法達到目的，因此認為原告對廢校之自

治條例提起確認無效之訴，應認為合法34。 

五、我國對地方自治法規提起行政爭訟的可能性 

我國訴訟制度抽象的法規審查權係由憲法法院即司法院大法官

所掌理，並不承認行政法院有抽象的規範統制權限。法院所行使的司

法權限於法律上的爭訟，而所謂法律上的爭訟乃是適用法律以解決訟

爭兩造間的權利義務糾紛，與訟爭性乃至於具體事件性無關的抽象法

規本身並非司法審查的對象。通常法令本身都是一般抽象的法規範對

一般人發生效力，並不對特定人的權利義務發生影響，通常必須等到

行政機關根據該法律而對特定人為具體法律行為時，才於行政爭訟過

程中爭執該法令本身之效力，司法於此時才對該法令之效力予以審

查。就法律是否違憲，法院須停止審判，敘明法律違憲之具體理由聲

請大法官會議解釋，至於法律以下之行政命令法院亦僅得拒絕適用，

並不能直接宣告該行政命令無效。這種制度雖是維持三權分立所必

然，但就人權保障的觀點，卻有重大弊端，往往發生行政機關發布法

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後即適用於全國，行政機關據以作成行政處分，人

民不服須透過層層關卡及漫長救濟程序，始能獲得法院就該法規命令

或行政規則拒絕適用，但行政機關對該被法院否定之法規命令或行政

                                           
33  最判昭 48、1、19 民集 27 卷 1 號 1 頁。 
34  大津地裁，平成 4 年，3、30 判決，判例自治 107號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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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往往以司法判決乃屬個案為由，而仍繼續適用。若再加上行政法

院對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怠於審查的結果，往往使人民的權益無從獲

得確保，唯一之機會唯有聲請大法官解釋。行政機關的法規命令尤其

是行政規則可以迅速產生，而人民於受害後卻須透過冗長程序始能獲

得司法救濟，司法對行政的控制顯然過於薄弱，而對人權保障不足，

因此如何加強對行政機關之行政立法加強司法監督與審查是維護人

權刻不容緩的課題。除行政立法之外，地方自主性的自主法規，其是

否如同法律或行政立法一般，僅於事後始受司法之審查，亦屬相同之

問題。 

我國對於地方自治法規之監督採取了對地方自治限制最大的行

政監督手段，自治條例有罰則部分要先送核定，其餘送備查，而自治

法規於發生牴觸上位規範時則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

函告無效。這種行政權事前的介入及函告無效規定，不但架空地方的

自治權且使地方立法權完全屈從於自治監督機關的行政控制之下，與

我國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的規定不符，已如前述。因此，應使中央的行

政權的事前監督改成事後監督，使中央行政權對地方立法權的監督轉

換成司法監督，而對於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上位規範發生爭議時，

能透過司法機關審查，以確定地方自治法規之效力。雖然對於地方自

治法規抽象的法規範審查權於現行制度下，應歸屬於司法院大法官，

但仍不妨仿德國行政裁判法第 47 條賦予高等行政法院就法規命令或

法律下位規範的有效性予以法審查之權，俾以因應人權保障之要求。

但在我國行政訴訟法尚未承認行政法院這種抽象法規範的司法審查

權之前，應不妨透過解釋將現行有關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地方自治

法規之效力納入行政爭訟體系，而得成為行政爭訟的標的，以使人權

能獲得進一步保障。但為使行政權及司法權能獲致適度的分立而不越

權，對於抽象法規要成為行政爭訟的對象，則應符合司法權行使必須

針對具體法律關係即事件爭訟性的要求。因此對於抽象法規範得否成

為行政爭訟的對象，應該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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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令的內容 

    因為法令或自治法規通常都不是以具體的特定人為對象，但如果

法令的內容具有特定性，因該法令或自治法規的發布施行，無須再個

別為行政處分，即直接對特定人發生具體法律上效果時，此時法令或

自治法規本身就是一種「公權力措施」，法令或自治法規的具體法律

效果在法令或自治法規實施時不必即對特定人發生影響，只要因該法

令或自治法規之實施對可得特定之人有明顯侵害其法律上利益之虞

時即為己足35，而且該法令或自治法規不必對權利義務直接發生變

動，只要對特定人發生一定法律上之效果，應該就可以承認其成為行

政訴訟之對象。例如，地方自治條例針對區某特定業者量身制定的自

治條例其雖以自治條例立法的方式為之，若其內容或施行的結果只有

區內特定某家或數家業者始能適用，此時自治條例的公佈施行立即會

對特定人發生具體之法律效果，此時雖有自治條例的形式卻擁有行政

處分之實質，即應該當於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或行政訴訟法第 4 條之

行政處分。甚至也可以利用行政訴訟法第 6條提起確認法律關係不存

在之訴，因為由於該自治條例之制定和實施使特定人因此而負有法律

上特定之義務，此時已具事件之訟爭性，而有提起確認法律關係存在

與否之訴訟利益。 

(二) 救濟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法令或自治法規本身其內容本身是抽象、普遍的，行政

機關依該法令而為個別具體之處分時始對特定人之權利義務或法律

上之利益發生具體的響，在這種情形，在爭執該行政處分之適法與否

時一併主張其所依據法令或自治法規之效力即為己足。但若待後續處

分則會發生實質上救濟的困難時，或原告除直接對該法令或自治法規

加以爭執外，別無其他可以排除權利受侵害之適當法律措施時，從權

利保護必要性的觀點，應認為此時得針對法令或自治法規本身提起行

政爭訟。 

                                           
35  同註 21 高木積夫，第 2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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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德國地方自治團體憲法訴願制度德國地方自治團體憲法訴願制度德國地方自治團體憲法訴願制度德國地方自治團體憲法訴願制度 

德國憲法訴願制度，是使主張基本權受侵害之人都可透過向聯邦

憲法法院提出憲法訴願尋求救濟。這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最吃重的部

分。自 1951年至 2001年 12月 31日共計收案 136623件，此類案件

為 131445件，占全部案件的 96.2%。這樣的發展使人民的基本權不

再是寫在紙上的權利，而是確實可以發揮功效，保障人民權利的制

度，此也讓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獲得「憲法守門人」的美譽36。 

1951年德國基本法規定了鄉鎮市得以聯邦法律違反基本法第 28

條保障鄉鎮市地方自治權為由，提出憲法訴願。1969 年基本法修正

時於第 93 條第 1 項第 4b 款規定鄉鎮市得以聯邦法律牴觸基本法第

28 條對地方自治權之保障為由，提起憲法訴願。但若是遭邦法律所

侵害時，則不得提起。因此鄉鎮市要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願，

必須是各邦憲法法院所不能審查者，聯邦憲法法院才有審查權。 

地方自治團體憲法訴願是主張其受憲法所保障的自治權被侵

害，因此是主張主觀的權利受侵害，而不是維持客觀法秩序的抽象規

範統制，訴訟攻擊的對象是法律，不必有爭執的兩造存在，這是地方

自治團體固有的釋憲聲請權。聲請時要表明如何因該法律而使地方自

治團體的權利受有何種具體且直接之侵害，而且也必須先用盡一切救

濟方法及程序，始得提出37。異議的對象是聯邦的法律，而且必須在

該法律公佈生效之日起一年內為之（聯邦憲法法院第 93條第 2 項規

定），而法律包含法規命令及其他對鄉鎮市具有外部效力之所有法規

範，例如空間規劃計畫等38。法律的草案提起，立法不作為及行政機

關或法院的個別判斷均不得提起39。 

審查的對象是聯邦法律有無侵害地方自治權，因此在審查時不僅

                                           
36  工藤達朗等著，ドイツの憲法裁判，中央大學出版部，2002 年 10 月 25 日初版，第 253 頁以下。 
37  同上註 第 316、317 頁。 
38  蔡茂寅 李建良，中央與地方夥伴關係之研究－權限劃分與爭議協調機制之建立，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

究報告，93 年 1 月，第 170 頁。 
39  同註 35，第 317頁。 



第三章  地方自治立法權行政監督體制之檢討  

93 

會審查聯邦有無立法權限，連同聯邦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是否符合授

權明確性也都在審查之列。審查之程度，1964 年剛開始並不嚴格，

但自 1980年代中期適用比例原則之後，審查就逐漸嚴格。審查時不

僅從形式考量，也對法律之事實或效果為實質評價而作出判斷。連立

法機關之計畫決定或判斷有明顯之瑕疵或違背社會一般通念時，也都

會被加以審查。舉凡聯邦國家原理，禁止恣意，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也都成為審查的基準，審查的基準有逐漸從自治權的保障向一般法律

原理原則擴張的傾向40。 

                                           
4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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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附論附論附論附論────委辦規則與司法審查委辦規則與司法審查委辦規則與司法審查委辦規則與司法審查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概說概說概說概說 

有關地方自治法學問題中，「委辦事項」的法律性質一直是一個

爭議不休的問題。我國現行法制對委辦事項之規定及解釋，主要為憲

法第 127條：「縣長辦理縣自治事項，並執行中央及省委辦事項。」；

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3 款：「委辦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

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

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第 14條：「直轄

市、縣（市）、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依本法辦理自治事項，

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第 29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

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核

定後發布之；其名稱準用自治規則之規定。」第 30條第 3項：「委辦

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第 4項後段「第 3項

發生牴觸無效者，由委辦機關予以函告無效。」第 43 條第 1、2、3

項後段：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機關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律、中央法

令及上位規範牴觸者無效。第 75條第 3、5、7 項各地方行政機關辦

理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令、上位規範或逾越權限者，由

委辦機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又依據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 527 號解釋理由書表示：「...如受函告之法規為委辦事項，依

地方制度法第 29 條之規定，原須上級委辦機關核定後，始生效力，

受函告之地方行政機關應即接受，尚不得聲請本院解釋。」「直轄市、

縣(市)之行政機關執行中央委辦事項，本應接受中央主管機關指揮監

督，如有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見解歧異，其聲請本院

解釋，仍應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9條之程序提出。又地方行

政機關依職權執行中央法規，而未涉及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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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同。」 

地方自治團體執行委辦事項既要受委辦機關指揮監督，委辦規則

不得牴觸中央法令又須經委辦機關核定，地方行政機關辦理委辦事項

違背中央法令或逾越權限，委辦機關即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

止其執行。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2款行政機關為規範機

關內部秩序及運作而訂頒解釋性規定或裁量準之行政規則，或對法規

所為之解釋而對受委辦之地方行政機關為指令時，地方自治團體是否

應受拘束？是否關於委辦事項地方自治團體就完全沒有地方自治的

餘地？這就牽涉到委辦事項和地方自治團體的法令解釋權之相關問

題。民國 83年釋字第 363號解釋：「地方行政機關為執行法律，得依

其職權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補充規定，惟不得與法律牴觸。」承認了法

律執行者基於執行法律時依職權解釋法令，訂立補充規範之權。民國

88年訂立的地方制度法第 29條賦予了地方自治行政機關為辦理委辦

事項得依法定職權或其於法律或中央法規的授權而訂定委辦規則，更

是明白承認了地方自治團體的補充立法權41。 

就現行地方自治的實況而言，委辦事項乃占地方行政機關例行事

務的絕大部分，而其因執行委辦事項而發生卻與地方實際狀況格格不

入的情況卻經常發生，因此如何定位委辦事項與地方自治團體的關

係，乃攸關地方自治之發展是否健全，以下乃就與司法有關之部分，

先予討論。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日本法制之簡介日本法制之簡介日本法制之簡介日本法制之簡介 

壹、舊日本地方自治法時期 

    日本在 2000 年以前地方自治法第 150 條明文規定，地方自治團

體之首長，於處理機關委任事項(相當於我國委辦事項)時，係立於中

央下屬機關的地位，應受中央各主管機關的指揮監督，因此不僅中央

                                           
41

  黃錦堂，地方制度法基本問題之研究，翰蘆圖書公司，2000 年 8 月初版，第 181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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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所訂定的法規命令即使是解釋函令，對地方自治團體的行政首

長，也具有法律的拘束力。變成在委辦事項並沒有地方自治的餘地，

地方自治行政機關要完全遵照中央各主管機關的解釋處理事務。但事

實上日本的法制上並非完全如此，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在日本國家行政組織法第 16條第 1項前段規定： 

    地方自治團體的行政首長如認為中央各主管機關本於其指揮監

督職權所為之命令，函示和指令有違地方自治的本旨時，得向內閣總

理大臣提出申訴。 

二、舊地方自治法第 99條第 1、2項規定： 

    地方議會對於委辦事項可以要求地方行政首長說明或者對委辦

事項陳述意見，就有關地方自治團體的公眾利益事項也可以向各該委

辦機關提出意見書。 

三、舊地方自治第 146條甚至明訂了「職務執行命令」的制度。 

地方自治團體的地方首長拒絕執行委辦事項時經委辦機關限期

命執行而逾期仍不履行時，委辦機關就可以向法院提起命令地方首長

執行職務的訴訟。如果法院認為中央對地方首長所為之職務執行命令

是合憲、適法時，地方首長應即遵從，若還不遵從，則可以由中央代

為執行該事項並且對地方首長提出罷免。地方首長在接到中央命令到

裁判前都可以堅持自己的主張。 

準此，地方首長在處理委辦事項時是可以和中央見解不同的，即

使是國家命令其執行，其都還有向法院尋求裁判的權利，並不是完全

須依中央的命令照單全收。法院就職務執行命令訴訟於審查時，擁有

全面性的適法性審查權。這在昭和 35 年駐日美軍為擴建機場而需徵

收土地，遭到當地町長阻止而發生的「砂川事件」職務執行命令訴訟

中，日本最高裁判所就表示：「在職務執行命令訴訟中，法院就中央

對地方指揮命令內容之是否適當，有實質的審查權」42。 

                                           
42  日本最高裁判所民集 14 卷 8 號 1420 頁，昭和 35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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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制採用職務執行命令訴訟的理由，乃在於處理委辦事項

時，如果對地方首長的指揮監督，就像行政機關內部上命下從的關係

時，將會損及地方自治團體地位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而和地方自治的

本旨相違。因此地方自治團體在處理委辦事項時，只受合憲適法中央

法令的拘束，並非要強制遵守，地方自治團體自主的判斷應該給予保

障。更何況就委辦事項而對人民為行政處分，人民提起行政救濟時，

地方行政機關也有應訴的義務。地方自治行政機關既有法令執行權，

當然即附帶著必會擁有獨自的法規解釋權，否則無從執行法令。因此

中央對法令的解釋函令並不具有優越性，對於法令的解釋權中央與地

方乃處於對等的地位，而不應一味以中央的解釋為依歸43。 

日本在 2000 年進行地方自治法的大規模改革（地方分權推進）44，

於新修正地方自治法第245條之8沿襲舊法職務執行命令的規範精神

規定了代執行的制度，其主要內容為： 

地方首長(都道府縣知事)，對於法定受託事務的管理或執行明顯

違反法令規定或中央主管機關的處分或怠於管理或執行，若採取其他

命其改善的方法仍然無效，而容認該情況繼續存在對公益有顯著危害

時，中央各主管機關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對於地方首長為限期改善的

勸告。地方首長若於期限屆至還拒不履行時，則可限期指示其為一定

之行為。如果地方首長於期限屆至後仍然拒不履行時，中央各主管機

關就可以向高等裁判所起訴請求判命地方行政首長為其應為之一定

行為。 

起訴時必須以書狀將該命其一定行為請求的事由直接通知地方

首長，該通知必須載明時間、地點和場所。而高等裁判所必須於 15

日內定言詞辯論期日，通知雙方當事人出庭。 

高等裁判所如認為中央各主管機關起訴為有理由時，則應對該地

方首長為限期命履行的判決。本項訴訟專屬各地方自治團體所轄的高

等裁判所管轄。若地方首長對高等裁判所的判決，於期限屆至時還不

                                           
43  原田尚彥 著，地方自治の法としくみ，學陽書房，2001 年 4 月 16 日全訂三版，第 157 頁。 
44  有關日本地方分權推進的介紹，可參見吳明孝，地方自治與司法審查之研究—以憲法解釋為中心，國

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月，頁 10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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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該判決時，中央各主管機關即得代地方首長執行該判決所命事

項，此時中央各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代執行的時間、地點和方法。

對於該法院的判決的上訴期間為一星期，上訴並沒有停止執行的效

力。 

地方首長如已依原判決所規定之指示而履行時，但該訴訟最後被

判決確定中央各主管機關之訴為無理由而被駁回時，地方首長得於判

決確定後的三個月內為撤銷之處分或其他回復原狀之措施。 

日本法制實務上關於委辦事項之著名實務見解，係為內閣總理

大臣對於沖繩縣知事(縣長)的職務執行命令訴訟。其案例背景略為當

時內閣總理大臣因沖繩縣長對於中央行政部門基於駐日美軍用地特

別措施法要徵收用地的行為，拒不配合簽名用印，而向法院提起職務

執行命令訴訟欲代替沖繩縣長履行簽名用印之行為。日本最高裁判所

判決之意旨為：「地方首長，是由地方民眾所選出，為地方自治團體

的執行機關，和中央行政機關相較雖然具有獨立自主的地位。但另一

方面，在法律委任處理中央事務時卻又具有中央所屬機關的地位，就

該受委任事任的處理應該要受到中央主管機關的指揮監督。但就此委

辦事項的監督如果像行政機關內部上命下從一樣時，就會侵害地方首

長的獨立自主性，而違背地方自治的本質。因此職務執行命令訴訟這

個制度，就是在調和地方首長獨立自主權和確保委辦事項中央指揮監

督的實效性。法院如認為主管機關對地方首長所發布的職務執行命令

為合法時，即容許主管機關行使代為履行的權力。法院在判斷職務執

行命令是否合法時，不應該認為主管機關的判斷即具有優越性，地方

首長即應受該職務執行命令的拘束，否則就失去了本項訴訟的意義，

因此法院就該命令其要件是否合法充分應該予以客觀的審理判斷。」

4546 

                                           
45  室井力、兼子仁編，地方自治法，基本法ュンメンタール，日本評論社，2001 年第 4 版 335 頁以下。 
46  交告尚史著，職務執行命令訴訟，地方自治判例百選(齊藤誠編第三版)，有斐閣 2003 年 10 月版， 第

202-2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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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日本地方自治法時期 

一、委辦事項處理基準的設置 

日本地方制度法第245條之9為使法定受託事項之處理有一定標

準，乃規定中央各主管機關就基於法規而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行政首長

處理的委辦事項(法定受託事項)，得訂定處理的基準。都道府縣市町

村委辦時亦同，但不得牴觸中央所定的處理基準，而中央於必要時也

可以就都道府縣對市町村所訂的基準為必要的指示。而且明定關於該

基準只必須符合比例原則，在為達成委辦事務目的的範圍內，應該採

取必要及損害最少的方法。 

這種委辦事項處理基準其內容都是有關法令的解釋，許可的審查

基準及調查的方法等事項，而且必須符合比例原則，這最主要都是考

慮到地方自治團體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而這種就委辦事項的解釋函令

或裁量基準，因為其本身並非法規而只是內部效力的行政規則，並未

具有法規拘束力，地方自治團體基本上並沒有完全服從的義務，中央

只有在地方自治團體就法定受託事項之處理違反「處理基準」時委辦

的中央各主管機關或都道府縣市得對受委辦機關基於監督權，以地方

自治團體的首長違反該委辦事項處理的法令為理由，對之為一定的監

督手段，例如對之為改正的指示47，或為改善的要求。依同法第 249

條為改正的指示或要求改善的措施時，應交付記載改善內容、理由的

書面給受監督的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 

二、關於認定、許可基準的設立 

    地方自治團體就某些特定事項必須要向自治監督機關申請許

可、核定、認可、承諾和同意者，必須依法令訂出判斷的基準，而除

有特殊事由外，應將該審查判斷的基準，公布使人民知悉。對於何者

得撤銷許可、認可等，也應訂定必要的基準，並予以公布，而該基準

必須具體而達於可預測的程度。而監督自治機關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的

                                           
47  白藤博行，對地方自治法第 245 條之 9 的說明，參見註 45 前揭書，第 3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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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許可、認可認為不合法而為駁回處分或對於原有得認可或許可予

以撤銷時，必須以書面記載理由以及撤銷的內容並交付予該地方自治

團體48。 

三、違背處理基準或不服核認可基準的處理 

在日本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監督機關所為監督措施，如果是該

當於 1.要求改善，拒絕許可或相類似的行政處分或公權力行使的行

為。2.自治監督不作為或 3.提出與自治監督機關協議而協議不成時，

得向中央和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以自治監督機關為相對人，以書面提

出紛爭處理審查49。 

對於紛爭委員會之處置：1.對委員會之審查結果有不服者 2.對委

員會勸告不服者 3.對依委員會勸告所為處置有不服者。4.不依勸告所

定期間內為一定處置者。5.請求審查後逾 90 日尚未收到審查結果或

勸告通知者。在有上揭情形之一者，得向高等法院提起撤銷之訴，以

及確認不作為為違法之訴訟50。對於自治監督所生之爭議透過司法途

徑予以最終之解決。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我國法制之反省與建議我國法制之反省與建議我國法制之反省與建議我國法制之反省與建議 

壹、我國委辦事項之缺失 

    若參考日本之比較立法，本文認為我國現行法制約有下列主要缺

失，茲分述如下： 

一、基本架構的掌握不確實 

我國憲法於制定之時，為避免中央集權，乃明定地方政府應由民

選產生。憲法第 124條規定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員由縣民選舉之。

                                           
48  參見註 45 前揭書，第 345 頁。 
49  中央與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乃是日本法制上對於地方自治的一種制度保障，其目的在於使自治監督機

關對於自治團體的監督措施能夠慎重合法正確。相關介紹可參見蔡秀卿，地方自治法理論，新學林，

2003 年 6 月初版，第 234 頁以下。 
50  蔡秀卿，註 49 前揭書，第 249-2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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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使之，第 126、127條規定縣設縣政府，

置縣長一人，縣長由縣民選舉之，縣長辦理縣自治，並執行中央及省

委辦事項。第 128條市準用縣之規定。由此規定可以得知我國憲法於

設計縣市自治時，即採議會及地方首長二機構分立的制度，縣議會及

地方首長各由人民選出，各具有民意基礎。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第 1

項第 4、5款仍維持二元分立對抗之制度51。 

議會議員及地方首長都經由地方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二個機構都

是代表選民，具有民意基礎，主要目的是希望徹底達到住民自治，透

過議會和地方首長的對立，使其相互尊重及自律，透過彼此相互牽

制、溝通的活動，以實現民主而有效能的地方自治行政。二個機構都

有獨立的民意基礎和權限範圍，若雙方意見對立而無法達成共識時，

最後則訴諸於民意或司法的裁判來加以解決52。這樣的結構基本上是

採總統制或首長制，只是加上一些內閣制的機制，譬如質詢以及不得

增加預算及覆議制度。許多人未能把握中央與地方所採基本結構不同
53，一味以中央內閣制的觀念來思考地方的府會關係，以致產生議會

最大，議會優越的錯誤觀念。殊不知若參考雙首長制或總統制的有關

理論，在府會雙元分立對抗的體制下，行政首長也是民意的代表，同

樣擁有民意的正當性基礎，所謂國會主權之典型內閣制的理論，於地

方自治應無適用之餘地。內政部於從事地方制度法有關條文之解釋

時，尤其不得以內閣制為理念型54。 

憲法在原始設計時中央的府會結構基本上採內閣制，只是略加修

正，而在地方則採首長制，憲法對中央與地方分採內閣制與首長制其

中蘊含的深意乃在使中央與地方各自適用不同的權力結構，促使權力

垂直分權，並使地方直接民意能夠充分獲得實現，猶如齒輪一般上下

嵌合，俾使國家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得相互制衡，不致因採相同之制

                                           
51  黃錦堂，地方府會法制之研究，收錄於地方政府論叢（祝賀薄慶玖教授榮退論文集），五南，88 年 6 月

初版，第 179、189頁以下。 
52  室井 力、原野翹編，新現代地方自治法入門，法律文化社 2003年 4 月第 2 版，第 221頁。 
53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61 號、第 520 號解釋雖因總統直接民選，但仍對於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之基本

內閣制架構並未改變，只是修正幅度應到達何種程度之爭論而已。 
54  黃錦堂，註 51 前揭文，第 1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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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偏於一側，致使權力結構不穩，制憲者於憲法對中央與地方分採

不同的內閣制與首長制，乃出於憲法權力制衡結構精密的設計，並非

隨意繼受他國憲法。 

台灣之地方自治於 1994 年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訂立以

前，地方自治團體因未能法制化，在「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

要」的時代，地方政府縱使有直接選舉產生的議會及地方首長，性質

上只不過是中央功能性的派出單位，無獨立的人格，根本沒有所謂的

分權，不但國家法律擁有絕對的優越性，中央各機關所發布的法規命

令，甚至內部效力的行政規則都能對地方政府發生箝制作用，地方政

府一切行為完全喪失自主性，各種自治權的保障仍歸空洞化55。 

二、委辦事項的定位不清 

1999年 1月 25日公布施行的地方制度法，基本上仍沿襲憲法採

行政與立法二元分立的基本架構於第四節自治組織中規定地方立法

機關(第 33 條以下)，及地方行政機關(第 55 條以下)，並規定各自的

權限，但因宥於長久以來地方自治團體為中央機關的下級機關，以致

在地方制度法的許多規定上呈現出矛盾的現象，以本文所探討的委辦

事項為例，如依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 3款「委辦事項：指地方自治團

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

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的

定義觀之，此處之委辦事項，乃屬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交付予地

方自治團體的事務，基本上是由上級政府委由下級地方自治團體辦理

的事務，和上級政府將地方首長視為國家的下級機關，而執行上級所

委任事務的情形不同。在前者若委任給地方自治團體本身在日本是將

此團體委任事務歸類於地方自治事務，與地方自治團體存在目的所必

要的非權力事務(公共事務)及權力規範性事務(行政事務)，並列為自

治事務(日本舊地方自治法第 2條第 2、3項參照)。 

至於上級政府把原來應屬於上級政府本身要執行的事務，委由

                                           
55  劉文仕，地方立法權體系概念的再造與詮釋，學林文化，1999 年 4 月初版，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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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級政府的地方首長或地方機關首長執行，把下級政府機關首長當成

下級機關的規定，方稱為機關委辦事項56。我國地方制度法所指的委

辦事項究竟所指為何?影響法規定性及解釋重大，我國學者大都採團

體委辦事項的見解57。是我國關於委辦事項究竟應如何定位，仍有待

深入研究，實則從立法過程觀察，地方制度法的委辦事項，乃係由台

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於 83 年時制定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

自治法二法時始予法制化，後於 88 年 1 月制定地方制度法時仍加以

沿襲至今。當時在自治綱要的威權統治時代，地方自治團體全部都是

中央機關的下級機關，從中央到地方完全是一條鞭，地方自治團體不

過就是行政的分工單位，焉有自治可言。在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二法

時代，以地方自治綱要為基本架構而加以法制化，當時立法者的認知

中，所謂委辦事項根本就是機關委辦事項，沒有團體委辦事項的概念

存在58。 

地方制度法大都沿襲之前自治二法的架構，但在最後立法時在

自治法規部分經台北縣法制室主任等人努力，而奠立地方自治法規較

正確的基本架構59，其中當然還有許多官治的色彩和不合理的立法與

行政監督，將另文探討。但就委辦事項部分，仍然是受長久以來委辦

事項就是機關委辦事項（德國機關借用概念）觀念的限制，而未能擺

脫機關委辦事項的桎梏60，以致在地方制度法關於委辦事項發生許多

                                           
56  2000 年以前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148 條即規定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除管理執行該地方自治團體的事務

外，還要執行原屬於國家，或其他地方自治團體的事務，該事務被整理為當時該法的附表三及附表四。

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日本、韓國地方自治相關法規彙編，82 年 4 月初版，第 45 頁；室

井 力、原野翹 編，註 52 前揭書，第 172 頁。 
57  黃錦堂教授就我國委辦事項，係採團體委辦的見解，因此認為地方自治團體就委辦事項享有立法權，

並有命令發布權，監督時要尊重地方的判斷，參見黃錦堂，註 41 前揭書，第 121 頁以下所提出黃錦堂

版「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劃分、施行綱要」；蔡茂寅教授亦將我國委辦事項解為團體委辦事項，參見

蔡茂寅著，地方立法權之研究—地方制度法下之說明，台大法學論叢，第 31 卷第 6 期，民國 91 年 11

月，第 15、16 頁。而我國實務立法慣例上經常規定為「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或所屬機關如教育局)，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或所屬機關如環保局)，而不是規定地方自治

團體本身之直轄市或縣(市)以致在法解釋上在個別法規上的權限歸屬規定，均不得不解釋為地方自治團

體行政機關之權限，而無法解釋為地方自治團體本身，而近乎日本的機關委辦，這種結果在現行個別

法規中幾乎被解為全為委辦事項。見蔡秀卿：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註 49 前揭書，2003 年 6 月，第 99

頁。 
58  關於地方制度法以前有關委辦事項，學者之見解，實務之分析，立法沿革與批判，可參見陳樹村，論

地方自治法規，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4 年 6 月，第六篇第四章、第五章，以下有詳

細討論。 
59  參見劉文仕，註 55 前揭書，第 79 頁以下。 
60  劉文仕先生對於自治法規的定位，居功厥偉，但其對於委辦事項的基本認知是：「委辦事項，無論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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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法理的規定。因為地方制度法自治法規乙節把委辦事項定位為機

關委辦事項（機關借用），地方行政機關只要一被委辦，就如何成為

中央的行政機關一樣，因此才會於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規定「直轄市

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

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因

為中央的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法訂定前，是可以基於法律授權或中央

法規授權，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條發布職權命令的，地方行政機關

若地位成為中央行政機關一樣，則其將得依職權基於法律、中央法規

之授權，訂定行政命令（委辦規則），在制定地方制度法時就變成是

當然之事。而受委辦的地方行政機關既然是中央授權機關的下級機

關，其所訂的命令要報上級機關核定，始能收行政一體、上下監督之

效果。再加上在 93 年 10 月 22 日以前之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行

注意事項，不論是中央行政命令或省市單行法規，都要報行政院或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發布。也正因為是中央委辦機關的下級

行政機關，因此其所發布的命令不得牴觸中央「法令」，即使係上級

委辦機關不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規則亦不得牴觸。而委辦機

關於核定後竟又可以函告無效，豈非自我矛盾。 

地方制度法第 29 條、第 30 條之規定，明顯與同法第 2 條第 3

項、第 14 條係委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辦理不同，若係委由地方自治

團體辦理，則轉化為地方自治團體本身要執行的事項，才會有地方議

會介入監督的問題，此時同法第 43 條地方議會議決委辦事項才有可

能，否則若是機關委辦事項，地方行政機關一被委辦已經成為中央所

屬的行政機關，地方議會對中央又有何監督之餘地？同樣的問題也發

生在第 75 條對地方的監督規定上，若委辦事項地方行政機關成為中

央機關的下級機關，本於行政一體、上下監督，上級行政機關即得行

使監督權，而下級機關也沒有爭議之餘地，更不屬於地方監督的範

                                                                                                                         
明確指明授權主體，基本上應予授權中央行政機關一樣，受同樣的規範調整，與自治機構由憲法或法

律授權取得自治立法權的情形不同，換言之，被授權的應該是扮演國家行政官署角色的自治行政機關，

而非自治團體行政機關的地位。………依該授權訂定的法規，本質上為適用於特定自治團體區域的行

政命令，而非自治規章，應可以確定。」參見劉文仕，註 55 前揭書，第 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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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也唯有委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地方自治團體本於其自主決定權

而實施致生違反上級規範時，始有生監督之可能。 

三、釋字第 527號解釋的商榷 

釋字第 527號解釋於解釋理由書中表示：「如受函告無效之法規

為委辦規則，依地方制度法第 29條之規定，原須經上級委辦機關核

定後始生效力，受函告無效之地方行政機關應即接受，尚不得聲請本

院解釋。」 

如果地方制度法的委辦事項為團體委辦事項，則就該事項得制定

委辦的自治條例，亦可以訂定委辦規則，此時上級機關之函告無效恐

將侵及地方自治權，仍有聲請大法官解釋之必要，除非是將委辦規則

就定位為機關委辦事項，則此時乃屬上下行政機關之問題，自無聲請

解釋之餘地。但就前述日本雖同屬機關委辦事項，如果上級委辦機關

和被委辦的地方自治團體首長對法令解釋或立場不同時，也不是直接

就要接受委辦機關的見解，雙方的爭議還需要提起職務執行命令訴訟

加以解決，並非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就要完全聽命於委辦機關，毫不

考慮地方自治團體作為一個統治主體發布委辦規則且已實施行政作

為的立場。因為一個地方自治團體對於所發布的委辦規則被宣告無效

而有意聲請解釋，自是與委辦機關相左而有爭訟性，基於中央係與地

方各自擁有權力之統治主體，自應由公正的司法介入裁判，而不應完

全任由中央主掌，否則要委辦就委辦、要核就核、要函告無效就函告

無效，地方自治團體毫無爭執餘地，未免對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決定的

地位傷害過大。 

同號解釋理由書後段又謂：「（三）直轄市……亦同。」依此見解

還是將委辦事項定位為主從、上下級機關的關係，而委辦規則即屬下

級行政機關所發布的行政命令，因此要受上級機關的指揮監督，發生

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見解歧異，仍應由上級機關層轉，

甚至於地方行政機關依職權執行中央法規，而未涉及各該地方自治團

體之自治權限者，也都須經層轉始得聲請。如此見解都把地方自治團

體的統治主體矮化為行政主體，也就是把原來應屬對等、協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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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成上下、主從的關係。 

貳、建議 

向來我國對於何種事項得由國家或上級地方自治團體委由地方

自治團體的首長辦理（機關委辦事項），並無法令之限制，而任由上

級行政機關自主決定，導致委辦事項過分膨脹，占地方自治團體辦理

事務的絕大部分，地方自治團體淪為上級行政機關的下級行政機關，

這種現象侵害地方自治權甚大。因為委辦事項無法律之依據即得為

之，連帶使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對委辦事項之監督，於無任何法律的依

據即得為之，而就其監督之程度又屬專業監督，從而形成對委辦事項

之監督乃屬於行政內部關係，而無任何救濟途徑。因此就委辦事項部

分，應加以改革。改革的方式是明確劃分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對於

委辦事項要求其委辦時，都必須有法規作依據始得為之，不得於無法

律依據下，隨意委辦，否則將侵及憲法或法律所保障的地方自治權61。

委辦事項於有法律依據後，即可將對委辦事項概括的指揮監督法制廢

棄，而要求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的監督必須合乎法律的規定，不

得逾越，也就是將傳統委辦事項改成「法定受託事項」62。如此，則

不論對自治事項或法定受託事項的監督，都必須有法律的依據始得為

之。如果地方自治監督機關沒有法律為依據，而對地方自治團體為監

督措施時，該監督行為即無法發生法律上效力，地方自治團體也無服

從的義務63。 

對於委辦事項自治監督機關對之為撤銷、廢止、變更或停止之處

分時，地方自治團體得否提起行政訴訟，釋字第 553 號並未有何表

示。但當傳統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已被揚棄，而逐漸由法律關係理論

所取代。所謂法律關係指由法規範所形成的兩個或多個主體間的關

                                           
61  國內之努力成果，見見前註 3，黃錦堂著，前揭書，第二章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劃分，81 頁以下。 
62  日本 2000 年新地方自治法最大的改革就是揚棄機關委辦事項（相當於我國委辦事項），廢止概括的指揮

監督權，改以須有法規為依據，始得委託地方自治團體辦理的法定受託事務。詳細介紹見松本英昭著，

《逐條地方自治法》，平成 15 年，第 1 次改訂版，學陽書房，33 頁以下。 
63  室井力、兼子仁編，《基本法コソメソタール地方自治法》，第四版，日本評論社，2001年 4 月 15 日，

323 頁，白藤博行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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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地方自治團體在執行委辦事項時，以往都被視為是中央政府或上

級政府的下級機關，其彼此間的關係也被視為是內部關係，而不能對

其上級機關為行政爭訟。但在法律關係論之下，縱然地方自治團體在

執行委辦事項時，被視為下級行政機關，但其與上級機關間仍是兩個

不同法律關係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而得提起救濟。在德國上級監

督機關所為之專業監督，如果逾越了立法者所定的界限，而侵害了鄉

鎮市在法律上被保障的地位和權利時，即可被認為是行政處分，而得

提起救濟。在日本於法定受託事務，若監督機關所為之監督行為具有

強制性而與行政處分相符時，亦得提起行政爭訟，僅是其訴訟性質在

日本被定性為機關訴訟而已。 

依地方制度法第 29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

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第 30條第 3 項規定：「委辦規則與

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第 4項後段規定：「第三項發

生牴觸無效者，由委辦機關予以函告無效。」對於委辦事項當地方行

政機關訂定委辦規則而函報委辦機關核定，若遭委辦機關不予核定時

此時不予核定若係屬上下機關之監督，則屬內部關係所為之監督措

施，並非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應不得提起行政爭訟64，但

若考量地方行政機關其就委辦事項訂定委辦規則乃地方制度法所明

文賦予，在中央與地方間之關係應屬兩個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間之權

利義務關係，為外部關係，若委辦機關對委辦規則不予核定有違反憲

法、法令或逾越其監督之權限時，自屬對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和權利

有所侵害，而應容許地方自治團體提起行政爭訟，除去違法之行政處

分。 

                                           
64   蔡宗珍著，地方自治監督與自治法規監督，月旦法學雜誌，134 期 2006 年 7 月第 168～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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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地方自治立法權之行使與司地方自治立法權之行使與司地方自治立法權之行使與司地方自治立法權之行使與司

法審查法審查法審查法審查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概說概說概說概說 

地方自治制度是憲法所保障之制度，而直轄市與縣市等地方自治

團體，乃屬憲法所明定之地方統治團體，擁有憲法所保障之自主立法

權和行政權。地方自治團體基於自治立法權所制定的自治條例乃屬地

方自治團體固有的自主法，其本身和國家法律分屬二套不同的體系，

本身並非國家法律之一部分，並不須如同法規命令一樣，必須要有法

律之授權始得制定。自治立法權為憲法所明文保障，此觀諸我國憲法

第 110條、124、128條及增修條文第 9 條 1 項第 4 款規定敘明，其

權限來自憲法的賦予非法律之授權。我國憲法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

垂直分權之功能，於憲法上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分設地方行政與立法機

關，兩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

保障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釋字

第 498號參照）。因此地方自治團體依自主立法權所制定的自治法規

屬固有的自主法乃可確定。 

地方自治立法權行使之界限首先涉及者為與憲法之關係即是否

牴觸憲法之問題。地方自治法規能否限制人民權利，有無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在我國法之理論基礎為何，而就此問題乃進一步以地方自治

法規和罪刑法定主義、表見自由和財產權之限制等問題進一步援引了

日本實務加以探討。 

至於地方自治法規是否與國家法規牴觸，首先當然必須就地方自

治之事務始得行使立法權，而有關自治事務和委辦事務之定位，在第

二章業已事先說明，但在地方自治法規是否與國家法規牴觸之判斷

上，本章先從日本法律先占論及該理論之修正著手，並說明日本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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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法規與國家衝突時其學說及實務判斷之標準，最後檢討我國

法制長久以來欠缺地方自治觀念下普遍之缺失，並提出立法上應有之

正確作法和將來發生衝突時可能參考之審查基準，最後乃對我國司法

實務最新的發展提出建議，以供我國未來處理相關問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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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之判斷基準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之判斷基準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之判斷基準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之判斷基準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法律保留原則與地方自治法規法律保留原則與地方自治法規法律保留原則與地方自治法規法律保留原則與地方自治法規 

壹、地方自治法規能否限制人民權利課予人民義務 

地方自治團體是和國家併存的統治團體，具有獨立自主之地位。

其本身擁有獨立自主之行政權和立法權，其行使此二種權利必定會涉

及人民之權利義務，而地方自治基於住民自治和權力垂直分立之理念

其賦予地方自治團體對人民限制權利課予義務乃為憲法所預見，從而

於憲法設有立法與行政權相互制衡之機制，以確保地方自治團體不致

恣意侵害人民權利。而這種憲法上的安排在地方制度法第 28條明文

加以確認，尤其以該條第 2條「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

之權利義務者，應以自治條例定之。」之規定最為明確。 

論者常以依我國憲法第 23條規定要限制人民權利義務必須以法

律定之，而依憲法第 170條所謂法律係指經立法院通過由總統公佈者

方屬之，認為對於憲法基本權的限制，必須有表彰全國民意之立法院

制定法律為之，自治條例本身尚不得逕為基本權之干預規定。且因自

治條例不得牴觸法律和法規命令，僅擁有地方民意基礎的自治條例不

得越過法律和法規命令而直接成為限制基本權的依據，而且各區域有

不同之自治條例，將使一國之人民其基本權受到差別待遇而違反憲法

平等原則，因而認為自治條例不得作為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依據，而

只有地方制度法本身才能作為對人民憲法基本權行使管制之依據，並

進一步這種依地方制度法授權之執行立法權不應以一般法律授權行

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時所必須具備之授權明確性相繩，若地方制度法

中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或團體權限所為規定無違憲之虞時，即應

推定其對自治法規制定權之授權合憲，基此，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

事項而制定涉及人民基本權限制之自治條例時，應認為此一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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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據地制法而制定，因而合於憲法第 23條基本權干預的法律保留

原則1。 

這種主張係源於地方自治權屬於行政執行權之本質的認知而

來。其認為地方自治權乃依據地方制度法而行使的團體權限，地方立

法權自然屬於執行權之立法性質，執行權立法必須有法律授權作依

據，就自治法規而言，其法律授權依據即在地方制度法。這種看法係

受德國法之影響。 

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可區分為兩種面向，其一是憲法第 23條

所定人民基本權限制的法律保留，其二則是依法行政要求下的法律保

留。前者，涉及的是人民基本權利與國家權力領域的界定是國家為基

本權干預的合憲性要求，後者之重點在於立法權與行政權間權限領域

之界定，凡對人民之權利有所限制或影響重大者，均應獲得民意之同

意，也就是必須依據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始得為之。就第一個

問題地方自治條例能否限制人民基本權利，地方制度法第 28條已有

明文，而其依據乃來自於憲法賦予地方自治團體自治行政與立法權

限，而憲法既賦予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權，則其立法得限制地方自治

團體內人民的基本權利乃不得不然的選擇。而憲法之所以賦予地方自

治團體立法權乃基於憲法權力垂直分立的要求，在分權的要求下，於

國家統一的區域內，賦予各地方自治團體統治的權限，這種安排乃是

經由全民意志所形成憲法規定的預先安排，其目的乃是透過地方自治

團體住民自治和團體自治的架構2，遂行權力分權，以達保障基本人

權之目的。從而地方自治立法得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是來自於憲法對地

方制度基本型態的取捨，和權力之賦予，當憲法賦予地方自治團體立

法權時，立憲者即已對地方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加以考慮，因此憲法

                                           
1   蔡宗珍著，營業自由之保障及其限制－最高行政法院 2005年 11 月 22 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評釋，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第 3 期第 22－25 頁，該文註 29 特別強調。 
 
2  地方自治的原理即是團體自治和住民自治的原理。所謂團體自治係有別於國家，而且有獨立的人格，就

自己的目的和意思以自己的機關處理自己的事務。 而所謂住民自治則是該團體的行政應由該團體構成

員本生身加以決定。團體自治是有別於國家的自由，是自由主義的要求，住民自治則是民主主義的要求。

有倉遼吉，地方自治本旨，室井力編文獻選集日本國憲法 12，地方自治，三省堂第 12 頁。198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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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條之「法律」在解釋上應採取廣義的解釋，包括憲法所明文賦

予地方自治團體透過民主正當程序所制定的地方自治法規3。至於憲

法第 170條所謂法律指立法院通過總統公佈者乃指國家法律，而與之

平行之地方自治法規因程序不同，另行規定於憲法有關地方權限與制

度部分，此觀諸憲法第 116、125條明定省法規或縣單行規章與「國

家」法律牴觸者無效，如果法律是單一定義，則無須於憲法條文中特

別標明國家法律以示區別4。至於地方自治條例違反憲法平等原則這

一點，既然憲法已經承認各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立法權，則因應各地

區情況之差異，而制定有所差別的地方自治條例乃為憲法賦予地方自

主立法權時所預見並加以容認，因此各地方自治團體所訂自治法規之

差異乃為地方實施自主立法權之當然結果5，而無違平等原則之餘

地。國家為避免地方間立法結果產生過大差異，自得於國家法律為骨

架立法，訂定地方自治立法之界限，在該範圍內容許地方自主立法之

差異，以收因地制宜之效，反倒是國家法律未考慮各地方之差異性，

而強以法規就不同之地方自治團體為一致之規定，而未留給地方自治

團體自主立法之裁量空間，該國家法律可能因之牴觸憲法對地方自治

制度保障之要求，而有被評價為無效之可能。 

就第二個法律保留的問題，即立法和行政權限劃分問題，其主要

問題點即在於地方自治條例的制定，是否必須有法律作為依據？而這

個就牽涉到議會（立法）和行政機關的關係。在德國法，因為德國為

聯邦國家，聯邦以下為各州，州以下為鄉鎮市。依法行政下之法律保

留原則行政權須受民意議會立法之節制。因此鄉鎮市議會如果是一般

所理解民意總合所在的議會時，則鄉鎮市行政和立法的關係就適用法

律保留原則；如果鄉鎮市議會（Gemeinderat）也是屬於行政的性質

時，則法律保留原則就是聯邦議會或州議會和鄉鎮市議會

（Gemeinderat）之關係。德國於 1970年代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鄉鎮

                                           
3  學者亦有以憲法賦予省縣高度地方自治權之設計言，似應承認省縣於憲法授權範圍內，因實行地方自治

的必要，得以省法規或縣單行規章，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而其依據為憲法第 109 條及 110 條而非基於

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林紀東著，大法官會議憲法解釋析論，76 年 5 月，五南公司第 62－63 頁。 
4  拙著，論地方自治法規，政大法研所，83 碩士論文，第 126 頁。 
5  同上註第 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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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會是經由民主程序選出代表所組成的議決機關，屬於立法的領

域，但聯邦憲法法院於 1989年改變見解，認為鄉鎮市議會是行政的

一部分6，而這也是德國現在的通說7，鄉鎮市的行政機關包括了鄉鎮

市議會和市長。鄉鎮市議會既然是行政機關，其制定自治條例當然屬

於行政活動，而必須遵守法律保留之原則，也就是必須要有法律之授

權，而法律保留理論前提立法機關之議會僅僅及於聯邦議會和州議

會，並不包括鄉鎮市議會8。 

就侵害保留而言，對於人民自由、財產的侵害地方自治條例必須

要得到法律的授權始得為之，因為制定自治條例本身是地方自治團體

的行政活動，其必須依法行政。而訂立規範的鄉鎮市議會和受規範的

鄉鎮市人民間並沒任何距離存在，個人的自由、財產平等就會受行政

的直接侵害，而基本權的限制必須由立法機關的議會始得為之，因此

只有聯邦議會或州議會始得限制基本權。另有認為有關人民基本權的

地位就其原則上或重要性問題的規範，應該以全國的民意為之，始具

有民主之正當性，鄉鎮市議會的民主程度尚不足以作為限制基本權的

依據。 

在德國地方自治條例要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必須有法律之授權，而

此又可分為二個問題加以討論，也就是是否由各州訂定鄉鎮市法就鄉

鎮市得制定自治條例即算是法律保留意義的授權規定？以及法律對

自治條例的授權是否須符合授權明確性的要求？就第一點州法律明

定地方自治團體得制定自治條例是否即屬授權？德國通說持否定見

解認為只及於地方自治團體的組織規範等內部事項，若要對人民之自

由、財產加以侵害或限制，則必須有個別法律予以授權始得為之9。

關於自治條例是否適用授權明確性原則，也就是對自治條例之授權是

否須其授權之目的、內容範圍應具體而明確，不得逾越母法，增加母

法所無之限制？聯邦憲法法院對此係採否定說，認為受委任者是經由

                                           
6  Vgl，BVerfGE65，283（289）；BVerfGNVwZ1989，Ṡ 46̇  
7  大橋洋一，現代行政の行為形式論，平成 5 年 9 月 15 日初版 1 刷，弘文堂，第 353 頁。 
8  同前註。 
9  駒林良則「西ドイツにすけるの条例論動向」名城法學，40 卷 2 號，1992 年，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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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選舉所產生的合議體－鄉鎮市議會，擁有直接的民主性質，這點

和法規命令受委任者是國家直接所轄的行政機關不同。況且自治行政

為憲法所保障，在鄉鎮市得制定自治條例的範圍僅及於自治事務，因

此該授權法律的規範密度就不須如同法規命令要求須符合授權明確

性原則。 

我國憲法賦予縣市、直轄市獨立自主的法規制定權已如前述。對

於鄉鎮市也賦予相當廣泛的自治法規制定權（地制法第 25條）。而地

方議會是立法機關而不是行政機關，擁有廣泛民主議會的權限（地制

法第 33、36、37條）地方行政首長則要依法執行議會之決議，雖然

地方制度法對地方行政與立法採取首長制之精神，但地方議會乃屬立

法機關，這一點並無爭議，而此和德國鄉鎮市之議會屬於行政機關，

鄉鎮市議會所制定的地方法規，只是行政措施的一種，而必須服從法

律保留原則，真正的議會只及於聯邦或州議會，聯邦或州議會也才能

對基本權加以限制的基本原理不同，並不能直接援引德國之見解來解

釋我國地方自治法規與法律保留原則之關係。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地方自治法規與基本人權地方自治法規與基本人權地方自治法規與基本人權地方自治法規與基本人權 

壹、地方自治法規與罪刑法定主義 

一、問題所在 

    地方自治團體既得依憲法或法律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以限制人

民之自由權利，則其對於違反地方自治法規者，可否加以制裁？即可

否在地方自治法規內附設刑罰規定？此與地方自治之是否落實，關係

重大，理論上亦大有爭議。按罪刑法定原則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基

本條件之一，我國自不例外10。地方自治制度為憲法所保障，地方自

                                           
10  如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第二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刑法第一條基於憲法規定，開宗明義即規定：行為

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有些國家將我國如刑法第一條之文義揭示於憲法，明示

欲處罰人民，剝奪人民自由基本權利時，須有法律明文時方得為之。此為法國大革命以來，民主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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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團體對於地方之事務有其自治權限，基於其自治立法權於自治法規

中為處罰人身自由之規定，是否有違罪刑法定原則？ 

二、日本之見解 

    這個問題在日本亦曾引起爭論。以下即就其法律規定，學說及實

務之見解加以分析說明： 

(一) 日本法之規定 

    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為：「普通地方公共團體，就

第 2 條第 2 項之事務，在不違反法令範圍內，得制定條例。」第 5

項規定：「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除法令別有規定外，得於條例中規定

對於違反其條例者，科以二年以下之有期徒刑、監禁，百萬元以下之

罰金，拘役，小額罰金或沒收之刑或五萬元以下之罰鍰」。該法為使

地方公共團體之首長依職權所發布之命令具有強制性，更於第 15 條

明文授權地方首長得於所發布之命令中，對違反命令者為五萬元以下

之罰鍰之規定。其條文之規定為第 15 條第 1項：「普通地方公共團體

之首長，就屬於其權限之事務，在不違反法令之範圍內，得制定規

則。」；第 2項：「普通地方團體首長，除法令別有規定外，在普通地

方公共團體之規則中，對於違反規則者，得處五萬元以下之罰鍰。」 

(二) 問題所在： 

    日本憲法在第 31 條規定：「非依法律所規定之手續不得剝奪任何

人之生命或自由，或科以其他刑罰。」，第 73 條第 6 款又規定：「內

閣因實施本憲法及法律規定之必要，得制定政令，但政令中除法律有

特別授權者外，不得訂定罰則。」。而關於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權僅

於憲法第 94 條規定：「地方公共團體，有管理財產，處理事務及執行

行政之權能，並得在法律範圍內制定條例」，明文承認地方自治團體

有自主之立法權，但未明示地方自治團體得否為刑罰之規定，但前述

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5項卻有：「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除法令有

                                                                                                                         
國家最基本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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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規定外，得於條例中規定對於違反其條例者，科以二年以下之有

期徒刑、監禁、百萬元以下之罰金、輕罪小額罰金，拘役、沒收之刑

或五萬元以下之罰鍰」之規定，該規定是否違憲？乃成爭議焦點。雖

有認為對於刑罰僅能由國家法律加以規定，地方自治法此項概括、普

通的刑罰委任規定，實有考慮餘地11。但日本通說及實務見解卻認為

並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三) 學說之見解 

1、條例法律說 

    此說認為日本憲法第31條和第37條第6款但書禁止法律對政令

（行政命令）為刑罰概括委任之規定，主要乃在防止行政部門對刑罰

權的濫用，但該二條規定並無禁止法律對地方自治團體為一般的委

任。因地方自治團體的條例，係經由地方人民代表機關之議會議決而

成立與行政機關的行政命令不同。地方自治法規既都是經由民主的立

法程序而制定，實質上可以說是與法律所需之民主程序相同；換言

之，在法律中對條例為罰則之概括委任即與禁止法律對行政機關為概

括委任之憲法第 73 條第 6 款但書規範意旨並不違背。基於條例在制

定程序上所具有民主之性格與法律並不分軒輊，因此條例在實質上可

謂具有準法律之地位，故得為刑罰之規定。此說為日本之通說12。 

2、委任要件充足說 

    此說又稱委任要件緩和說，其主要乃認為，在條例中制定罰則仍

須受憲法第 73 條第 6 款但書委任立法規定之限制。委任任立法雖不

許為普遍性、概括性之委任，但對須經由人民代表機關之地方議會議

決，具有民主基礎立法程序之條例而言，其對條例所要求之委任條

件，即無需如對行政命令委任般那麼具體、特定。而且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5項之規定，乍看下雖為概括性之委任，但細究之，同法第 2

條第 2項已將條例所能規範之事項明白列舉，使地方自治團體僅能於

                                           
11  林紀東著  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四）143 頁 
12  成田賴明  法律と條例  載於室井力所編地方自治 1980年 1 月 10 日第 2 刷發行，三省堂，140頁。兼

子  仁著，條例めぐる法律問題，條例研究叢書１，學陽書房，昭和 57 年 3 月 20 日 4 刷發行，第 107
頁。有倉遼吉，憲法，三省堂，昭和 52 年 1 月 25 日初版發行，3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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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2條第 2項所揭示事項的範圍內方得制定條例，而條例所能規

定之罰則又被限定於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5 項之「科以二年以下之

有期徒刑或勞役、百萬圓以下之罰金、拘留、罰鍰、沒收之刑或五萬

元以下之罰鍰」之範圍內。準此，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5 項雖為一

般授權，但從這罰則範圍與程度的限制規定而言，該授權規定可以說

是相當具體且特定並非概括之委任，因此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5 項

之規定並不違反憲法第 73 條第 6 款但書委任立法，不得為概括、不

確定授權之要求。是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5項之規定，並不違憲13。 

3、憲法直接授權說（法律所定的範圍說） 

    日本憲法第 94 條規定：「地方公共團體在法律所定的範圍內有條

例制定權。」，但為擔保條例之有效性，能否於條例中設罰則的規定，

則委由法律加以自由決定。是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5 項所規定條例

之「科以二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勞役、百萬圓以下之罰金、拘留、罰

鍰、沒收之刑或五萬元以下之罰鍰」之範圍內，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

第 5 項雖為一般授權，但應該被解釋為：是基於憲法第 94 條之直接

授權而對條例制定權範圍加以規範之法律，因而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

第 5項之規定乃成為憲法第 31 條罪刑法定主義之例外14。 

(四) 日本實務之見解 

日本實務上的見解，最具代表性的是昭和 37年 5月 20日最高裁

判所對大阪市之賣春取締條例（昭和 25年制定施行）所設之罰則，

判示地方自治法第 14條第 5項之規定，並不違反憲法第 31條所揭示

之罪刑法定原則。其判決要旨為：「在我國（指日本）憲法下，維持

全國劃一效力的法規範，基本上是法律，但為適應各地方自然之社會

狀態與地方人民自治自律的理想，則委由各地方自治團體自治的政治

方式，乃符合民主主義之要求與目的。這種由各地方自治團體自行規

範的方法與法律規範的方式並沒有什麼差別。憲法（中略）除賦予地

                                           
13  同前註前揭書，104頁。有倉遼吉，前揭書 350頁。 
14  秋田周，條例と規則，現代地方自治全集６，平成元年 9 月 25 日再版發行 138～141頁。園部逸夫‧

田中館照橘共著セミナ－地方自治法，平成元年 8 月 20 日第三版，ぎょうせい發行，第 132～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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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共團體有處理事務、執行行政等權能外，同時也揭示得於法律範

圍內制定條例之旨（日本憲法第 94條）（中略）。而此賦予地方公共

團體得制定條例之權，乃憲法基於地方自治為民主主義所不可或缺之

政治組織，而對於地方自治之本質（第 92條）加以保障之具體表現。

憲法第 94條不外是在法律範圍內，承認地方自治團體有自治立法之

權能，從而，逾越法律所承認之範圍即不能承認其有制定條例的權

能，亦惟有在法律範圍內，條例方有其效力」。「論者雖有主張，地方

自治法第 14條第 1 項、第 5 項之除法令別有規定外，得在條例中對

違反條例者設科處刑罰之規定，其授權的範圍並不具體、特定，這種

概括、抽象之規定實有違憲法第 31條罪刑法定主義之要求」。「但憲

法第 31條罪刑法定主義之規定並非謂刑罰均須以法律為規定，其主

要目的僅在限制法律為不特定、普遍性的空白委任而已，若委任之範

圍具體、特定於有法律之授權時亦得以行政命令為刑罰之規定，此觀

諸憲法第 73條第 6 款但書規定自明。因此，在地方自治法第 2 條規

定的事項內，與本件（在大阪市街道上對引誘賣春行為取締條例的違

反事件）有關的是第 2 條第 3 項第 7 款以及第 1 款所舉之事項15，這

些事項的內容可以說是相當的具體，足以限定罰則的範圍。再者，縱

使條例是法律以下的法規範，但其產生係經由人民公選議員組成地方

議會所議決制定，性質上，和行政部門所制定的命令完全不同，而與

經全國人民選出議員所組成國會所議決之法律相類似。從而，若法律

的授權相當地具體，且制定罰則之範圍固定時，如此，在條例中為刑

罰之規定即不得謂非正當。由此觀之，地方自治法第 2條第 3項第 7

款及第 1 款所規定事項的內容相當具體，而在同法第 14條第 5 項又

將條例所得規定之刑罰限定於二年以下之有期徒刑、監禁，百萬圓以

下之罰金，拘役，輕罪小額罰金，或沒收之刑之範圍內，準此，以條

                                           
15  日本地方自治法第二條第三項第七款及第一款規定地方公共團體所處理之事務為，七、「清潔、消毒、

美化、防止噪音、限制有影響清潔或噪音之行為或其他有關處理保健衛生、善良風俗之事項。」；一、

「維持地方公共秩序，保持居民及居留者安全、健康及福利事項。」。國內日本地方自治法之翻譯見張

炳楠、葉信重著，日本地方自治制度一書之附錄，臺灣省民政廳出版，62 年 9 月初版，第 185 頁以下。

日本地方自治法第二條係將地方與中央事務分別明示，地方事務列有 22 項，中央事務列有 8 項，並定

其處理事務之基本原則，與地方不得違反法令處理事務，下級地方自治團體不得違反上級地方自治團

體之條例以處理事務之原則，本條可謂係該法最重要之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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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規定刑罰，實無違反憲法第 31條罪刑法定主義可言。故基於地方

自治法第 14條第 5 項合憲之規定，本件大阪取締賣春條例中設有罰

則的各項規定並不違憲16。」此判例基本上係採委任要件充足說與條

例準法律說綜合之見解。其餘之實務見解尚有： 

1、採與上述相同見解者 

(1) 昭和 48年 4 月 4 日東京高等裁判所對東京都公安條例第 5 條刑

罰之規定，認為並不違憲。其判決主要意旨為：「刑罰原則上應以

法律加以規定，此乃憲法（日本）第 31條（即罪刑法定主義之規

定）所明定，但如經法律授權，亦得以其他法令為刑罰之規定，

地方自治法第 14條第 5項即係將此罰則之制定，授權予地方公共

團體所制定之條例中為之。東京都公安條例第 5 條乃基於該條項

之規定，在其授權範圍內所設之刑罰規定。惟即使得依法律為刑

罰規定之授權，但亦不得為無條件之空白委任；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5 項之規定，雖其授權在一定程度內確有概括性授權之情

形，但該條規範之對象，明示於同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3 項（同法

第 14條第 1 項參照），而其所能制定之法定刑範圍，亦限於較輕

之情形，尤有甚者，再慮及條例係經由公選議員所組成地方議會

之決議所制定，與行政命令並不經由民意代表所組成議會之議

決，二者畢竟不同，因此此項程度之授權即與憲法之規定無違。」

17。 

(2) 昭和37年 7月27日東京地方裁判所對東京都公安條例第5條刑

罰之規定，認為：「憲法第 31 條雖明文規定：任何人，非依法律

所規定之程序，不得被科以刑罰。但條例既為憲法所承認之法律

形式之一，在法律範圍內，得自由制定；且條例與行政命令性質

不同，其乃係由地方議會所制定之民主立法，故為保障其實效性，

以法律概括授權條例為罰則之制定，亦不違反憲法第 31 條之精

神。從而，概括委任在條例中附加罰則之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5

項及在該條委任之範圍內所制定之本案東京都條例第五條均不違

                                           
16   山內一夫  條例おける罰則と委任，ヅコリスト別冊，地方自治判例百選，第 71 卷 1981 年 1 月，

有斐閣 32 頁～33 頁。時岡弘，地方自治法，3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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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憲法第 31 條。」18。 

2、憲法直接授權說： 

(1) 昭和31年5月14日東京高等裁判所對橫須賀市取締賣春條例中

有關罰則之規定，認為並不違憲。判決意旨為：「憲法第 94 條直

接承認地方自治團體得制定條例，條例除在法律範圍內具有效力

外，其加以規範之事項，在憲法上並無特別之限制，而將之委由

法律加以規定，因此，依法律於條例中設罰則之規定，乃為憲法

所不禁止。依地方自治法第 2 條就「維持地方公共秩序，保持居

民及居留者安全、健康及福利事項。」及「清潔、消毒、美化、

防止噪音、限制有影響清潔或噪音之行為或其他有關處理保健衛

生、善良風俗之事項。」均屬普通地方自治團體即都道府縣及市、

町、村之事務，而同法第 14 條又規定就該事務，普通地方自治團

體得制定條例，並於條例中得設罰則。因此橫須賀市為維護善良

風俗，健全社會秩序為目的，而經該市議會之議決所制定之取締

賣春條例，其於第 4 條禁止賣春，並對賣春者或相對人處以六月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萬元以下之罰金之規定，及第 7 條對明

知有賣春之情形而提供或媒介場所者，處一年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之罰金之規定，均與憲法第 94 條、地方自

治法第 2條、第 14 條第 5項無違，亦不牴觸憲法第 31 條之規定。」

19。 

(2) 昭和35年1月16日福岡地方裁判所對福岡縣風紀取締條例中有

關罰則之規定，認為：「本案福岡縣風紀取締條例，係根據憲法第

92 條、第 94 條、地方自治法第 2條、第 14 條規定所制定之條例。

憲法就第 94 條規定，條例於法律之範圍內有其效力，除此之外，

對於其所規定之事項並未加以特別之限制，而完全委由法律加以

規定。從而，地方自治法第 2 條乃規定地方自治團體所得處理之

事項，並於同法第 14 條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就前開事項得制定條

                                                                                                                         
17  見日本國憲法判例譯本第八輯，第 401至第 402頁，司法院秘書處發行，73 年 6 月出版。 
18  見日本國憲法判例譯本第五輯，第 59 頁，司法院秘書處發行，72 年 6 月出版。 
19  見日本國憲法判例譯本第四輯，第 154頁，司法院秘書處發行，72 年 5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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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並規定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罰則。依據此法律規定，地方自

治團體所制定之條例縱然為罰則，尤其是有期徒刑之規定，亦不

違反憲法第 31 條。誠然，憲法第 73 條第 6 款但書規定禁止在命

令中對刑罰予以概括之授權，惟其本旨乃在防止因行政權之恣意

而濫用刑罰權，而條例乃係由各該地方居民之代表機關－地方議

會之決議所制定，並為保障條例之實效性而為刑罰之規定，條例

本身乃直接由憲法所承認保障之立法方式。」，自無違憲可言。20。 

(五) 小結 

    綜而言之，日本認為其地方自治法規得設罰則之理由，不外是下

列各點21： 

1、條例是由民意代表機關之地方議會所制定。 

2、條例並非行政權之行政命令，兩者性質有異。 

3、條例刑罰規定的程度較為和緩。 

4、條例制定的事項僅限於地方自治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事務。 

5、最低限度的罰則是擔保條例實行所不可或缺之條件，有其事實上

之需要。 

三、我國之見解 

    地方法規可否設罰則？這個問題在我國亦有爭論。以下即就正反

二說之理由分別臚列分析如下： 

(一) 否定說 

採否定說者其理由為： 

1、人民自由係法律保留之核心 

    依我國憲法第八條規定：「人民之身體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

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

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

                                           
20  見日本國憲法判例譯本第五輯，第 57 頁，司法院秘書處發行，72 年 6 月出版。 
21  時岡  弘著，地方自治法，第 324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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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其維護人身自由之至意，溢於言表。

既規定僅得依法律方得限制，自不得由省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為處

罰人身自由之規定22。 

2、刑事法律立法權專屬中央 

    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三款規定：刑事法律，為應由中央立法並執

行之事項，地方自治法規自無設制裁規定之權23。 

3、地方自治法規，並非法律 

    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以上各款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所

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其拘束立法院非常嚴格，凡憲法條

文有「以法律定之」，「依法律有．．．」，「非依法律不得．．．」的

字句，此種條文皆所以拘束立法院，不許立法院放棄權責，而授權給

其他機關以政府命令、省法規、縣單行規章定之24。又依憲法第一０

七條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

律定之者，應以法律定之。地方自治法規，顯非法律，自不得訂定。 

4、地方自治法規科以秩序罰為憲法之所許，刑罰則為法所不許 

    行政罰係行政官署或法院基於國家之一般統治權，對於違反行政

法上之義務者，所科之制裁，以維持行政上之秩序，而達成行政之目

的。因此行政罰係以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為前提，其科處之理由，為

達成行政上目的之必要，故行政罰之科處，原則上由行政官署為之。

行政罰分為行政刑罰與行政上之秩序罰二種。行政刑罰，雖其科處之

原因，與刑罰不同，但其為刑事上制裁則屬同一，準諸憲法第一百零

七條之規定，地方自治法規，對於違反其規定者，自不得科以行政刑

罰之制裁，惟科以秩序罰之制裁，而不牴觸國家法律者，則宜解為憲

法之所許25。 

                                           
22  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第四冊，73 年 3 月初版，三民書局，144頁。涂懷瑩，中華民國憲法

與民主憲政制度（下）77 年 4 月初版，著者發行，556頁。 
23  林紀東，同前揭書，144頁。 
24  薩孟武，中國憲法新論，63 年九 9 月初版，三民書局，524頁。 
25  林紀東，前揭書，144～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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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肯定說 

採肯定說之理由為： 

1、就憲法架構言 

    外國憲法就關於刑罰之立法權限並非中央專屬；美國聯邦憲法固

毋庸論，影響我國憲法頗深之德國威瑪憲法第 7條第 2款雖規定刑法

為國家之立法權事項，然非專屬於國家之立法事項，就某事項若國家

尚未為制裁之規定者，各邦亦得規定刑罰之處罰規定（第 12條）。奧

國 1920年憲法第 10條第 6款雖亦規定刑法為聯邦專屬立法權事項，

但屬於各邦立法範圍內之事項，各邦得設行政罰及行政處罰程序之規

定，其行政罰包括處刑在內26。日本憲法之規定及實務見解已如前述。

我國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劃分係按各種事項之性質究屬為全

國性或地方性，而將其分為中央立法中央執行，省立法省執行，縣立

法縣執行；及中央立法，省縣執行，及省立法縣執行種種，明定於憲

法條文中，係採加拿大憲法對地方與中央權限分別列舉之模式，其規

定較之美國聯邦憲法對州權之保障規定，更為周密，是憲法重視地方

分權，極為明顯。將憲法第 107條、第 109條及第 110條綜合觀之，

可知憲法規定目的乃在使中央政府僅於第 107條所規定之範圍內，行

使其權力，省縣則在憲法保障下，不受中央權力之侵犯。日本係一典

型的單一國家，在憲法上僅揭示地方自治的幾項原則，其地方自治事

項及權限均委諸法律規定，不若我國憲法保障如此週到，然其亦在相

當程度內承認地方自治法規得設刑罰之規定，使其地方自治法規不致

成為虛殼。以我國制憲時，幅員之廣大，民情之繁複，若有限制地方

自治法規不得制定罰則之意，則無賦予省、縣充分自主權限之理；蓋

若不得於地方自治法規中為罰則之規定，則地方自治法規不具強制

性，地方自主立法權即如無彈之槍，地方行政事務如何推動？又如何

因地制宜，達到地方自治之目的？ 

                                           
26  奧國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款，見城仲模著，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之譯文，80 年 10 月增訂初版，三民書

局 5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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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民主正當性而言 

    地方自治法規得否訂定罰則，應可從民主正當性觀察，地方自治

係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其活動範圍已受憲法或法律之保障及限制，因

此憲法或法律若賦予其得在自治範圍內限制人民權利，此時之授權乃

經由人民選舉產生之民意代表，經由制憲或立法之程序所產生，該授

權或限制乃具充分之民主正當性，而其授權或劃分權限又具有一定之

範圍，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發生牴觸時尚有司法機關得對之加以審

查，而不致逸脫憲法或法律之控制，而無自治即自決之可能。 

    況且在憲法或法律所保障的自治範圍內，憲法對地方組織又設有

二個具有民意基礎的機關即地方首長和地方議會，而採首長制地方自

治條例的通過必須由地方首長向地方議會提出法案，地方議會並無法

案之提案權27，此時地方行政機關之提案，已具有民意之基礎，於送

至議會後尚須經三讀之立法程序，經由地方議會民意之檢証，始能通

過，因此地方自治條例在地方乃經由雙重民意之同意，始得產生，這

種結構和中央、行政院並不具備直接民意，原則採內閣制的基本架構

不同。地方自治法規於垂直上下28）之間已受中央民意機關依法限制

於前，於地方機關平行關係上又受雙重民意之考驗，其所受之限制遠

超中央法律或行政命令受民主節制之程度，而其雙重之民主程序性，

作為限制人民權利乃更具正當性。 

 

3、就文義言 

    在文義上：憲法第 108條、第 109條、第 110條、第 116條、第

117條及第 125條，均稱法律為國家法律，而在其他條文均僅稱法律，

而未冠以國家二字。察其用意，顯係表示法律與省法規及縣單行規章

有別時，則稱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為國家法律，在未與省縣等

地方自治法規區別時，則統稱法律，而不於其上冠以國家字樣。憲法

                                           
27  地方制度法第 35－37 及 39 條第 13 項規定，議決地方法規為一會之職權，地方議會雖可議決地方議員

之提案事項，地方政府對地方法規之議決案認為窒礙難行時必須依法提出覆議，但對於地方議員提案

之決議若認為執行有困難，則只要敘明理由函覆直轄市議會即可，因為地方係採首長制而非內閣制，

法案之提案權原則上在地方行政機關而非地方議會。 
28  大法官釋字第 52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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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條文，其中有法律一辭者共計四十六條，而有「以法律定之」之

辭者計二十五次，這些法律的意義並非完全一致，亦非所有法律均係

憲法第 170條之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之涵義。此從憲法第

80 條：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依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38 號：「所謂

依據法律者，係以法律為審判之主要依據，並非除法律以外，與憲法

或法律不相抵觸之有效規章，均行排斥而不用…」。另釋字第 137號

亦謂：「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示之

行政命令，固不可逕行排斥而不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其合法適當

之見解」。由此可知，憲法上法律一詞應採廣義的。憲法第 170條之

規定，應係指國家法律，不包含地方自治規章或命令。但地方自治規

章與行政命令應係屬廣義的法律。否則若憲法內法律一辭如均係指立

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當然係指國家法律時，則憲法第 108

條、第 109條、第 110條等條文，僅適用法律二字已足，何以再冠以

國家二字29，以示區別？故以地方自治法規並非法律，而否定地方自

治法規得為刑罰之規定者，並無充分之理由。 

4、就刑事犯與行政犯之區分言： 

    憲法第 107條所定：「刑事的法律」，應解釋為對刑事犯處罰之法

律，不包括行政犯處罰在內。外國憲法通常亦規定刑事法律或刑事程

序為中央立法事權，但其仍允許地方自治團體為刑罰之制裁規定，如

奧國憲法將行政罰法除外，日本地方自治法允許地方自治團體就其立

法權限內事項得設處刑之規定，皆係指行政犯之處罰。我國向例以刑

法為普通刑事法，其他各法律所設處刑之規定，為刑事特別法。其實

處刑者，不一定為刑事犯之處罰，違反行政法上之作為或不作為義

務，亦得處刑，此不可不辨。行政主體為貫徹其行政上之目的，有時

不得不為處刑之規定，不過此時處刑僅為達成其目的之手段而已。刑

事犯侵害法益之行為，具有反社會之惡性，亦稱自然犯；行政犯以違

反行政上命令或禁止行為為前提，不必具有惡性，亦稱形式犯。故在

刑事犯受處罰者，為行為人；在行政犯受處罰者為義務人。是以憲法

                                           
29  田炯錦，憲法內法律一辭的分析，憲法論集，51 年 8 月台初版，正中書局，第 207～2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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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7條所定「刑事之法律」，應解釋為對於刑事犯之處罰法律，即

專指刑法法典及其他處罰刑事犯之特別法（例如懲治貪汙條例、懲治

判亂條例）或散在各法之特別規定而言。至於為貫徹行政上目的而處

罰行政犯之事項，不包括在內30。況否定說者亦有主張，地方法規不

得制定行政刑罰，但在地方法規制定行政秩序罰，則為憲法所許31。

同為行政罰，均屬對違反行政法規者之制裁，拘役與拘留、罰金與罰

鍰均對人民自由財產有所限制，何以如此區別，實乏堅強之理由。 

5、就理論上言 

    地方自治法規為如有刑罰之制裁規定，從理論上探討，應具正當

合理性。如前所述，地方自治法規係由代表人民之地方議會，經由法

定程序所制定，符合主權在民之民主原理。其議會人民代表性與對該

地方人民之權利義務加以限制之正當性，並不遜於同是經由人民代表

組成之國會及其所通過的法律。況既承認得依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以行

政命令，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制之委任立法制度，則依憲法或法

律授權所制定之地方自治法規，自無不得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理（況

地方自治法規尚經地方議會決議之民主程序）32。另憲法既於第 109

條、第 110條、就憲法所列舉之事項賦予省及縣之立法權（其範圍遠

較日本憲法第 94條明確），則就省、縣而言，其基於憲法之直接授權，

而制定刑罰之規定，自無不當之處33。 

6、就實際需求言 

    從實際需求來看，凡有法規之性質者，皆有一定之制裁。無制裁

之法規，則等於無靈魂之虛殼，徒有法規之名而無法規之實。憲法雖

賦予省、縣高度之自主立法權，茍就其立法權限內之事項，不能為有

效制裁之規定，則其政令之推行，必多窒礙，地方自治立法權乃有名

                                           
30  史尚寬著，論中央地方立法權之劃分與法之制裁規定，民國 40 年 2 月，中國內政第 1 卷第 2 期，收錄

於其所著，憲法論叢，62 年 6 月台北初版，第 10 頁以下。以史尚寬先生曾參與憲法之制定工作，其此

種見解益具參考價值，殊值重視。 
31  林紀東，前揭書，144～145 頁。 
32  釋字第三十八號後段揭示：有憲法或法律之授權，地方法規即得為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規定。 
33  關於省、縣所制定之地方法規得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或制定罰則，此均有憲法第一百零九條及第一百

十條之直接授權為依據。但直轄市所定之地方法規並無憲法之直接依據可據以制定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或

制定罰則；因此，應有法律明文授權直轄市，方得為憲人民自由權利或制定罰則。二者依據不同，解釋

上應加區別，故本處所討論者係以有憲法明文之省、縣為對象，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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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實，地方之行政亦難期效果。此在釋字第 38號宜蘭縣議會代電請

釋示關於縣立法之規章可否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暨為法官審判之依

據一案中即有明白的表示；即「縣議會立法之規章，倘不能對於縣民

之自由權利，加以必要之限制，．．．．，則恐減低該項規章之效力，

難期獲得應有效果。」34。地方法規不具刑罰之規定，則將使地方議

會所通過與地方人民息息相關，最迫切需要之法規毫無效力，中央法

規又無能為力，形成社會規範之漏洞，對於違法者無法立即制裁，使

違法成為普遍之現象，而行政者束手無策，社會正義無法立即得到維

護，人民之自由權利反受侵害。 

7、就地方議會立法能力言 

    雖有質疑地方議會之立法能力，而認不應將對人民自由有切身關

連之罰則制定權交予地方議會者。然此基本上乃選民自我否定之看

法，並不足採。儘管地方議會因議員素質、立法人材、資訊貧乏及派

系對立等因素，確實普遍存有立法能力不足的問題。但這也是長久以

來，地方議會沒有被賦予充分立法權，凡事中央作主，議會功能喪失，

議會存在可有可無，地方人民對地方議員人選不加重視的結果。今後

若能賦予更大的自主空間，基於地方人民權責相當之要求，地方議會

派系和專業素養不足的問題方能快速改善，若以地方議會立法能力不

足為否定的理由，無異是因噎廢食的態度。再者，現代立法的發動主

導權在行政，賦予地方議會制定罰則的權力，經由人民對議會的關

切，帶動議會法規審查的能力，也才能間接督促地方行政，保障人民

權利。況若中央法律就地方議會所能制定罰則之範圍，如能仿日本地

方自治法第 14條第 5 項為一定程度之限制，則地方議會僅得在法律

所規範之範圍程度內為刑罰之規定，其影響程度有限。地方法規又經

議會之議決通過，亦不致草率，加以尚有上級政府之監督；刑之宣告

或決定仍歸由國家之法院管轄，亦無濫用之虞35。如此方能使地方法

規發揮其真正之效用，真正保障人民之權利。 

                                           
34  見林紀東著，大法官會議憲法解釋析論，五南公司，76 年 5 月再版，第 57 頁，宜蘭縣議會代電。 
35  同註 28，史尚寬文，第 10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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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就有無違反有無違背平等原則言 

    各地方自治法規若在一定限度內得制定罰則，則如對相同事物各

地方為不同規定時，恐會引起平等權的爭議，尤其以台灣目前幅員如

此狹小，此種衝擊將更為深刻，而予人有一國多制的批評。但是憲法

既然保障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限，而地方自治也是為因應各地方之

特殊性而存在，則各地方自治團體依其實際情況加以規定，本身不但

合目的性，而且因地域不同所產生的差異更是憲法本身所預期和容

忍。再者，因其限於一定限度內，在此限度內的差異應被視為是合理

的差異，而無違平等原則之虞。 

四、我國實務之現況與檢討 

    我國地方制度法第 28 條第 2 款規定「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

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得以自治條例定之；第 26 條第 2、3 項

又規定「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義務

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其為罰鍰之處罰，逾期不繳納者，得依相關法律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

其他行政罰之種類限於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

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因此地方自治法規可以

限制人民權利義務乃屬確定。惟本條之規定尚有許多問題亟待檢討： 

(一) 鄉鎮市能否訂定罰則之問題： 

    地方制度法於立法時係基於鄉鎮市長官的前提而為立法裁量，有

意不賦予鄉鎮市自治條例得制定罰則。但立法的裁量也不能牴觸憲法

的原則，否則亦有違憲之虞。地方制度法既賦予鄉鎮市自治法人之地

位，並擁有自主立法權，卻剝奪其制定罰則之權，則使鄉鎮市之自治

條例欠缺時效性，根本無從實施，其結果如同架空鄉鎮市之自主立法

權，而其是否仍是具有法人格之地方「自治」團體，誠不無疑問。況

且各鄉鎮市其人口、轄區、都市的發展程度及人民生命、財產所面臨

問題的嚴重性，都迫切需要鄉鎮市發揮地方自治予以解決。例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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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縣所轄之板橋市、三重、中永和市，台中縣之豐原市、高雄縣之鳳

山市、大寮鄉等，其人口、轄區及因都市化、工業化所面臨的問題，

都遠比台東、花蓮、澎湖、嘉義市等縣級層次來得嚴重。 

    從比較法的觀點而言，以鄉鎮市立法能力不足而否定其罰則訂定

權並不具備正當理由，而日本鄉鎮市得制定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規

定，豈非令人不可置信？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只賦予直轄市和縣市得

制定行政秩序罰之權，但鄉（鎮、市）固然不是憲法上之地方自治團

體，但其結構亦分別擁有民意基礎之議會及行政首長，其產生乃經由

人民選舉產生，地方制度法既賦予其一定之自治事務，並立法保障其

住民自治與團體自治，與縣（市）並無不同，既賦予鄉鎮市自治事項

有立法之權卻不賦予其處罰之權，則鄉鎮市之立法永遠欠缺罰則，形

成未具實效性之地方自治法規，除非將鄉鎮市改為縣市所轄之行政機

關，否則既賦予鄉鎮市自治法人之地位，卻又剝奪其就違反自治法規

者予以處罰之權，豈符自治之理。立法上未能呼應人民之需要，而儘

以所謂地方層級而為是否賦予立法權之考量，而將鄉鎮市縣市為如此

差別之待遇並不具合理性，乃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應儘速修法予以

改正36。 

(二) 地方自治團體是否可以制定行政刑罰？ 

    我國因受限於憲法第107條第3款刑事法律為中央立法並執行事

項之規定，乃否定地方自治團體刑事處罰之立法權，但憲法第 107

條第 3款所指應係指有關自然犯之刑事法律，至於有關行政犯部分，

以地方自治團體乃屬統治主體之地位，對於違反地方管制事項之人施

以行政刑罰，亦屬統治主體本質權限之內，不能謂凡有關刑事法律問

題皆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地方不得置喙。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得對於違反地方條例者處以 2 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100萬日圓以下罰金、拘留、罰款或沒收之刑、

或處以 5萬日圓以下之罰緩，依前述地方自治團體應得制定罰則之理

                                           
36  蔡秀卿著，地方自治團體之處罰權，發表於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公法研究中心第 4 屆公法研討會，2007

年 6 月 9 日亦認為鄉鎮市議會既然有立法權，得制定條例，對於違反條例者，亦應有行政秩序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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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國地方制度法限制地方自治條例不得制定行政之刑事處罰，並

不具正當性。 

就行政秩序罰部分，我國行政罰法第 1、2條規定行政罰之種類

除罰緩、沒入外尚有四種裁罰性之不利益處分，地方自治團體於制定

自治條例時得否制定該四種不利益之處分，若依地方制度法第 26條

第 2、3項規定似乎不得為行政罰法第 2條第 1項剝奪性之不利益處

分，但學者有主張地方議會既有自治條例制定權，為使行政秩序罰擔

保行政義務履行更具有實效性，宜依各種規範意旨設計不同之處罰種

類，不必受限於地方制度法第 26條第 2、3項之規定37。惟地方制度

法第 26條第 2、3項制定時即在限制地方自治條例處罰的種類，避免

過度侵害人民權利，若認地方自治條例於制定行政秩序罰時得逕行適

用行政罰法而置地方制度法第 26條的限制於不顧，亦將架空地方制

度法第 26條的規定，此種已逾越法律解釋的界限，根本解決之道，

乃在於修正地方制度法的 26條，配合行政罰法之規定，放寬自治條

例得裁罰之範圍。 

地方制度法第 26條第 2、3項乃係對於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

義務者，予以裁罰，因此其所為之不利益處分乃與行政罰法第 2條之

裁罰性不利益處分一致。因此，若非裁罰性不利益處分，例如向地方

自治團體取得許可，但事後於符合某構成要件時要被撤銷許可，此種

情形乃出於行政管制並非另為裁罰，故不屬地方制度法第 26條所訂

行政罰之範疇38。 

貳、地方自治法規與表現自由 

一、表現自由之內容與特性 

我國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日本憲法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集會、結社及言論、出版和其他一切的表

                                           
37  蔡秀卿著，前揭文第 31 頁。 
38  內政部 89 年 7 月 13 日，台（89）內民字第 8906101號函屏東縣教育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

例有關撤銷許可之規定，並非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所定行政罰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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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由都加以保障」，此均明示集會、結社自由在憲法上之保障。在

近代民主國家，國民常透過選舉，行使人民主權，而選舉係以政治、

思想意見之存在為前提。表現自由乃是促進思想意見形成，發揮選舉

本來目的之必要條件，從而表現自由乃為民主社會之基礎，可謂憲法

所保障一切自由之根本。民主社會中，人民不僅應享有講話之自由，

關於人民聽之自由、知之自由、反對之自由亦應加以保障。然而現代

社會，對大部分民眾而言，印刷（報紙、雜誌等）、電波（電視、收

音機頻道）等大規模有效率之思想傳達工具，在實際上，幾乎無法加

以接近和利用。因此，對於無法利用媒體之社會大眾而言，集會、遊

行、示威活動乃成為思想發表最直接之方式，並且扮演了極為重要之

角色；另外，在代議政治下，為使代議政治能正常運作，做為思想發

表手段之集會、遊行、示威等活動，尚有彌補選舉權之不足，實具有

參政權之功能，故此等集會、遊行、示威之活動正係憲法所保障表現

自由之一種形態39。 

惟表現自由，亦非絕對無限制，自由本身即蘊涵著節制，殊屬明

顯。且表現自由，本質上具有社會性，涉及他人自由之處頗多，自不

能免於與其他權利之衝突與調整，尤其是前述集會、遊行、示威等集

團性之活動，對公眾福祉之影響較諸言論、出版自由更具有不確定性

之威脅，是亦不得不承認二者應為不同之規範。惟如前述，表現自由

為構成民主社會之基礎，係憲法所保障基本人權中，最為重要者，縱

加以限制，亦僅在必要、不得已且最小限度之範為內方得為之40404040。 

二、問題所在 

    表現自由既具有如此特性，則得否依地方法規對之加以限制？若

得加以限制則又應限於何種程度？在我國因以往實施地方自治之依

據僅為中央政府所頒布之行政命令，地方各自治團體所制定之地方法

                                           
39  昭和 42 年 2 月 23 日京京地院判決。見日本國憲法判例譯本第六輯，73 年 2 月出版，司法院秘書處發

行，第 398頁。 
40  我國集會遊行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集會遊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

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此即將比

例原則明文化，此亦足徵表現自由之重要，且對之限制時，應限於必要、不得已且最小限度範圍之特

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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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僅與行政命令同視，是尚無就有關人民集會、結社之行為加以規範

之地方自發性法規出現。而解嚴前集會、結社活動均受國家嚴密管

制，集會、結社活動亦不活潑，解嚴後有關集會、結社活動亦由屬於

國家法律之集會、遊行法（七十七年一月二十日公佈施行）加以規範？

是以，此問題在我國實務上並無重大爭議。但因省縣自治法已通過，

地方法規之效力，已非昔日可比，將來各地方自治團體，在不牴觸集

會、遊行法之規定下，亦可因應其地區特性對集會、結社、遊行之自

由加以規範。是此問題之探討，非僅有理論上之趣味，亦有其實務上

之價值。以下即介紹日本之情形，以供參考，對國內部分即不贅述，

先予敘明。 

三、日本對有關集會、結社、遊行及群眾示威條例之見解 

    在日本有關集會、結社行為之規範，乃由地方法規加以擔任，是

以日本地方法規對集會、結社自由之規定是否有違反憲法對集會、結

社保障之規定，在日本實務上乃發生重大之爭議。在日本地方自治法

規與集會、結社自由最具關連性者，厥為規範地方集會、遊行及示威

等集團行動之各地方公安條例41。 

(一) 法制上之意見： 

    就公安條例而言，在日本法制上，最初是認為對集會、遊行等活

動不應採用許可制，其後則認為：有關集會、遊行活動，在現在一般

治安情勢下很少有對集會、結社活動不加限制的。故有關集會、結社

活動亦得採用許可制，只是應講究立法上之安排，其不許可之原因應

僅限於必要且最小的限度內，以防止許可權的濫用。復明白表示，對

集會、遊行和集團示威運動直接採許可制，並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一條

集會結社自由保障之規定。42 

                                           
41  在日本各都、道、府、縣及各市均有規範集會、遊行、示威活動之公安條例，其內容大致一致，與我

國係由中央之集會遊行法加以統一規範之情形不同。 
42  秋田 周著，條例與規則，平成元年 9 月 25 日再版發行，發行者ぎょうせい，第 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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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公安條例之主要規範內容43 

1、在公共場所集會、遊行或舉行集體性的示威活動均應向各地之公

安委員會申請，除如學生體育、旅行或通常婚喪喜慶之集會外，

均應經公安委員會之許可，方得舉行。 

2、於活動舉行之四十八或七十二小時前，主辦者或負責人應填具申

請書，經由當地警察機關向公安委員會為許可之申請。 

3、公安委員會於接受申請時，除該活動之實施對公眾安寧有直接且

明顯之危險外，均應予以許可，並例示直接且明顯危險之情形。 

4、公安委員會於受理前述申請後，於無特別事由時，至遲應於活動

前二十四小時為核准與否之決定。該核准可附帶決定，於活動對

公眾安寧有緊急且明顯危害時，得緊急取消該核准之條件。公安

委員會於為前述之不許可處分或取消核准之處分時，應詳列理由

以書面向議會報告。 

5、對於所舉行之集體活動，有未經許可，違反許可內容或或違反該

條例所定之規定時，警察主管機關為維持公共秩序，對於參加之

人得予以警告、制止或命改善等處分。 

6、對違反公安條例者，得科以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數萬元以下罰

金之刑罰。 

(三) 得否以地方自治團體所制定之公安條例對表現自由加以限制？ 

    此問題在日本實務上曾於爭執各地公安條例規定是否違憲時，多

次被附帶提及。其主要質疑係對於基本人權加以某種程度之限制，縱

與憲法之規定並不違背，但是否得不依法律規定，而由地方自治團體

所制定之條例為之？關於此問題於理論上及實務之見解乃屬一致。 

1、理論上之見解 

    日本有力學說以地方所制定之條例，係經由住民代表機關之地方

議會所制定，在實質上與國家所制定之法律乃立於相同之基礎，具有

                                           
43  以下分析以昭和 25 年 7 月 3 日公布，日本首善地區東京都之關於集會、集體遊行及集團示威運動條例

為主要對象。該條例全文見兼子 仁著，條例めぐる法律問題一書中之附錄，昭和 57 年 3 月 20 日 4
刷發行，學陽書局，第 195至 196頁。其內容大致與我國集會遊行法之規定相同，可相互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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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法律之性質。因認條例亦得為人民基本自由權利之限制，已詳如前

述。是認地方自治團體制定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公安條例乃屬合憲。 

2、實務上 

    認為：「條例乃憲法第九十四條所直接承認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

形式，依憲法第九十四條，除規定在法律範圍內得制定條例外，並無

再規定何種事項應依條例規定，而將得由條例規範之事務完全委由法

律加以規定。是條例制定權之具體範圍與界限均由地方自治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條第二、三項予以規定。依此規定，茍某規範對象、

內容屬於地方自治法所定地方自治團體條例制定權之範圍時，則不問

該條例之內容是否限制基本人權，只要地方依其實況認為有必要時，

即得以條例加以規範，尚無非依法律不得對基本人權加以限制之成文

法上依據。公安條例所為對集團活動之限制，係有關地方自治法第二

條第三項第一款所定之「維護地方公共秩序，確保住民及居留者之安

全、健康及福祉」之事務，就此事務，不依法律形式，而依條例加以

規範，亦不得指為違憲44。」或認為：「關於東京都條例所規定遊行等

事項，法令別無規定，而此對遊行事項之規範亦不能認為屬於國家之

固有事務，因而府縣等地方自治團體為維持地方公共秩序，於必要時

基於憲法第九十四條、地方自治法第十四條規定，就上述事項即擁有

制定條例之權限。」45，因而地方自治團體對之制定條例，並規定罰

則，自與憲法無違。 

(四) 日本實務上對公安條例內容是否違憲之見解 

    在日本，地方自治團體得以條例對集會、遊行等基本權利加以限

制，已如上述。但公安條例之內容是否合乎憲法之要求，在裁判上發

生爭執的事件頗多。以下即以日本最高裁判所之見解為主要依據加以

論述： 

                                           
44昭和 42 年 7 月 28 日東京地院判決。見日本國憲法判例譯本第六輯，73 年 2 月出版，司法院秘書處發行，

第 325頁。 
45  昭和 33 年 8 月 29 日東京地方裁判所判決。見日本國憲法判例譯本第四輯，72 年 5 月出版，司法院秘

書處發行，第 154頁。第一輯，第 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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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高裁判所對新瀉縣公安條例的見解： 

    遊行或集團示威活動，自其為國民本來之自由權觀之，在條例中

若對這類行動採用一般性的許可制，則因係對集會、遊行採用事前限

制的原則，大都會被認為是違反憲法的本旨而不被允許。但在維護公

共秩序或防止對公共福祉為明顯的侵害時，就特定的場所或方法，在

合理且明確的基準下受到預先的許可，則不能認為係對憲法所保障之

人民自由有不當限制。關於本案條例（指新瀉縣公安條例）的這種規

定（指對有關集會遊行活動，應事先申請之規定），並非對集會遊行

等活動為一般性的限制，只不過是承認關於集會、遊行活動得就相關

之特定場所或方法加以限制。而此限制應僅限於得預見該活動將對公

共安全造成明白且急迫的危險時方得為之，在這種情況下的不許可或

加以禁止的規定，應認為對憲法所直接保障之國民自由並無不當的限

制。基於上述的基準，最高裁判所的見解是：「就該條例的規定意旨

加以全面、綜合性的考量，本件條例雖採用“許可”的用語，然並未

對該類活動產生許可制所產生之普遍性限制作用，而僅係對該類活動

之某些特定場所或方法加以限制，這樣的規定不能說已逾越必要之程

度。因此該縣的條例並不違憲。」46。 

2、最高裁判所對東京都條例之見解： 

    最高裁判所更在東京都條例表示（廣島縣公安條例也是為同樣的

判決意旨）：「集團行動通常都是訴諸於一般社會大眾，其內容包括了

對政治、經濟、勞動、世界觀等各種不同的思想、主張及感情的表達。

在這點上，集團行動在本質上就存有應為憲法所保障表現自由之要

素；但這樣依集團行動的思想表達方式，基本上和單純的依言論、出

版的方式不同，它具有多數人集合體的力量，一種潛在物理性的力

量。這種潛在的力量，具有容易被刺激、挑動的特質，即使是平穩靜

肅的群眾團體，亦容易捲入興奮、激昂的漩渦中，甚至在瞬間就會由

良民轉變成為暴徒，盲目地受當時狀況的感染而導致場面失控，而產

生對法律和秩序的蹂躪。即使群眾的指揮者，自備有維持秩序的警察

                                           
46  秋田 周著，條例與規則，平成元年 9 月 25 日再版發行，發行者ぎょうせい第 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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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該群眾集合體仍蓄有無法控制的危險性，此徵諸群眾心理的法則

和現實的經驗乃屬明確。從而，此和日本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禁止

對如演講、出版等表現自由加以事前的限制和檢查之規定不同。地方

自治團體以所謂的「公安條例」，於有集團示威活動時，對地方的情

況和其他的事務加以充分地考慮，於事前對之為必要且最小程度的限

制，以防備不測的事態發生，維持法律與社會秩序，則是現實上所不

得不然。再者，何種程度的措施才是被允許之必要且最小限度？這個

問題不能單純從該公安條例對群眾活動要求的條件其用語是「許可」

或「申請」等字面上的概念加以判斷，也不可拘泥於其立法技術上的

缺陷，而應從條例全體的精神加以實質上的判斷。從而，就東京都公

安條例而言，其關於群眾的活動要求必須得到公安委員會的許可（第

一條），但公安委員會對於群眾集體行動的實施，除其對公共安寧的

維護有立即直接且明白的危險情況外，都必須予以許可（第二條），

亦即採用許可義務制而對不許可的情況加以嚴格地限制。因此，雖本

條例的規定在字面上是採許可制，但其實質上和申請制並無不同，對

群眾集團活動的條件，不論採許可制或申請制，只要不對表現自由予

以不當的限制，就沒有什麼差別可言。當然關於許可或不許可的處

分，即該當禁止的情況或事項是否存在的認定是屬於公安委員會的裁

量範圍，而其應對各種情況予以具體的檢討、衡以判斷是否屬於該性

質的事項，乃屬必然。其次，是關於群眾活動場所的限制規定，既然

群眾活動有以法律規範的必要，則關於得行群眾活動和程度，就不能

不問場所如何都予以容許，因此，就某些特定場所限制示威活動之舉

行，就無何不妥。 

    綜而言之，這種條例規範對象的集團行動，尤其是集體的示威活

動，其本質上容易由靜變亂，並往往有向暴力發展之危險性存在，從

而關於這類活動予以某程度的法律規範不能說是沒有必要。國家和社

會固然必須對表現自由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但並非對此有破壞社會

秩序之虞的活動都不必有事前的了解；或對有發生突發事件之虞的示

威活動也不必準備，亦無須為適當的安排，甚而認為不得加以限制而

容認危險之發生。就本條例而言，因裁量之權利在各地之公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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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依其實際運用的情形不能說完全無侵害日本憲法第二十一條表現

自由之危險。故應對該公安委員會以維護公共安寧為藉口，而對於和

平秩序的群眾活動加以壓抑之濫用權限的情形，保持高度的警覺；但

也不能因其有濫用權力之虞，就完全否定本條例之規定，而認為違

憲。這個判決以社會心理學的觀察方法出發而積極地主張公安條例是

合憲的。這個判決可以說是具有指導性的案例。此後，有關這類問題

的爭論就從條例本身是否違憲為中心而移到條例運用是否違憲為中

心47。 

3、最高裁判所對德島市公安條例之見解： 

    昭和五十年九月十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對於德島市公安條例的

判決，則是另一個關於這類表現自由重要的判決。其判決認為：為表

達思想的群眾遊行，是多數人藉由遊行及其他一致的行動以表達其等

共通的主張、要求或觀念以使一般社會大眾對其有強烈的印象並獲得

迴響。故以一致的行動來表達意見是這類群眾遊行運動的本質意義與

價值所在。但是，這類活動不能和平有秩序地進行而節外生枝地威脅

到地方公眾的安寧和秩序時，就已不符合這類活動的要求，同時也喪

失了群眾遊行是為表現思想、觀念的本質意義，而對此有威脅地方公

眾安寧與秩序之活動加以限制，就不能說是對憲法上所保障表現自由

的不當限制。是該條例（指德島市公安條例）第三條第三款維護交通

秩序之要求，係為確保在道路舉行群眾遊行，應和平有秩序且平穩地

進行，若已達到妨害交通秩序的程度，甚者有某些特別妨害交通秩序

的行為時，即應命其停止。這些如：蛇行、結成人牆進行、坐在馬路

上或者軍隊閱兵式之示威等特別妨害交通秩序的行為均非群眾遊行

表達思想、觀念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從而對這類行為加以禁止，即不

能說是對國民憲法上權利正當行使的限制。此外，特殊妨害交通秩序

的行為通常都是很難加以判斷，從而不得不考慮由國家或地方自治團

體的機關自由地判斷運用，並依現場當時之狀況隨時加以應變處理。

本案德島縣公安條例第三條第三號的規定，的確是太過於抽象，但其

                                           
47  同前註，第 124 至 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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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群眾遊行活動要求須遵守道路交通秩序之規定依然可看出其基

準，不能因為規定較抽象即謂該條例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內容欠缺

明確性而違憲48。 

4、小結： 

    準上所述，日本實務上肯定得以地方所制定之公安條例對人民集

會、遊行及示威等表現自由加以規範限制；並認地方公安條例規定其

用語雖採用〞許可〞二字，其限制之標準並非十分明確，然均認公安

條例之規定應視其實際之運用，是否會對人民集會、遊行及示威權利

造成普遍性的限制，以決定該條例是否違憲。而經司法審查的結果，

認為各地之公安條例之規定均屬合憲，其所採之立場則相當一貫。 

參、地方自治法規與營業權之保障 

一、問題所在 

    我國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

保障。」，明文對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加以保障。工作權

最基本之意義，係指人民有選擇工作，從事某種工作之自由，政府不

得加以侵害，即所謂職業自由之權利49。所謂財產權係指：人民對於

其所有之財產，有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之權利，即得主張其財產上利益

之法律上權利，國家機關不得加以侵害之權利50。對此職業自由及財

產使用收益處分之自由，依憲法第 23 條規定應於符合憲法所明示四

項條件且有必要時，方得依法律加以限制，是則得否依地方法規對之

加以限制，即成為問題。以下即介紹日本國之見解進而對我國現行地

方法規對職業自由及財產權限制之情形加以檢討。 

二、日本對職業自由與地方法規之見解 

    日本憲法第 22 條第 1項規定：「人民於不違反公共福祉下，有（居

住、遷徙及）職業選擇之自由。」，職業選擇自由之內容應包括「選

                                           
48  同前註，第一 123 頁。 
49  林紀東著，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三民書局，71 年 2 月修訂初版，第 220 頁。 
50  同註 44，第 2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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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職業之自由及「從事」職業之自由；就選擇之自由而言，除得自

由選擇從事何種職業外，尚包含得選擇受雇於何種行業之自由。職業

選擇自由之保障並包含不得以公權力妨害「選擇」及「從事」之自由。

職業選擇自由之意義並包含得自主從事營利目的活動之「營業自由」

51。在日本，地方自治法規得對人民之基本自由權利加以限制，是地

方法規自得對職業自由加以規範限制，乃無疑義。在日本地方法規與

職業自由保障間曾發生數起憲法上爭議，茲簡述如下： 

(一) 認係合憲者： 

1、昭和 30年 1 月 26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就福岡縣條例有關公眾浴

場設置場所的基準所為的判決。 

    最高裁判所在這個判決裡認為：「公眾浴場，是多數國民日常生

活所不可欠缺的公共性衛生設施。若任由業者自由設立，則不免產生

隨處濫行設立及過於集中分配不均的情形，公共浴室設置地區的過於

集中將會使多數國民在日常生活中對公共浴場之利用造成不便。而放

任其濫行設立，則難保不會產生浴場經營之惡性競爭，造成經營成本

的提高而使浴場衛生設備品質低落。故就其公共浴場之設立就有必要

加以限制以避免上述情形之出現。鑑於上述公共浴場的性質，就維護

國民衛生保健之立場言，對之加以限制和管理乃為一般社會大眾所期

望。從而，公共浴場之設置過度集中或濫行設立時，已是違反公共福

祉。基於這個理由即得對公共浴場之設立經營加以限制或不予許可，

這樣限制或不予許可之規定，應認為並不違反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之

職業自由。」52。 

2、昭和 32 年 4 月 3 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就關於廣島縣的金屬屑業

（廢五金）條例有關營業自由所為之判決。 

    判決理由略以：綜觀昭和 26年 8月 10日廣島縣「金屬屑業條例」

各條規定，該條例是廣島縣為防止金屬類竊盜或相關犯罪或為使這類

犯罪容易被檢舉起見而制定的條例。該條例第 10 條、第 20 條、第

                                           
51  佐藤幸治著，憲法，現代法律學講座５，青林書院，昭和 56 年 3 月 30 日初版第一刷發行，378 頁。 
52  秋田 周著，現代地方自治全集６，條例與規則，ぎょうせい，平成元年 9 月 25 日再版發行，第 1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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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和其他規定相配合乃為維護公共福祉所必要之措施53。即使右述

各條如批評者所言是對營業自由的限制，但也是為維持公共福祉所必

要且是萬不得已的措施，因此，該條例第 10條、第 20條、第 23條

對營業自由之限制應認不違反憲法第 22條第 1項之職業自由54。 

(二) 認為違憲者： 

    日本最高裁判所在昭和50年4月30日對在地方條例中就藥局之

開設須與其他藥局有一定距離之限制規定，認為係違憲。該判決認

為：在藥事法對藥局採許可制是為增進公共福祉之目的所設之規定，

應屬必要且合理之措施。但關於藥局設置位置的規定，則認為：「藥

事法主要是為防止藥物對國民之生命、健康造成危險所設之規範，防

止藥局間的過度競爭及經營的不安定性，應不屬藥事法規範之目的，

從而對藥局開設距離之限制，至多僅能承認係為防止不良藥品供給的

手段而已。如各地方對開設藥局所設之地區性設置基準，其目的係在

防止不良藥品之供應與流通，則問題是，右述限制之必要性和合理性

是否真正的存在？最高裁判所認為：若對藥局設置場所加以限制的理

由是為防止藥局設置的過度集中，避免藥局間因競爭激烈，造成藥局

經營不安定，產生藥局販賣不良藥品、助長不良藥品流通濫用的話，

則這些理由並不足肯定其所設規範之必要性與合理性。因若僅為消弭

有些地方藥局過多，有些地方沒有藥局存在的情形，而全面對藥局開

設場所之距離加以地區性的限制，其目的和手段顯然失衡，此對職業

自由之限制不能認為具有合理性。本件為使藥局在地方上分布均衡的

規定，就整體言尚難肯定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立法機關的判斷已經超

出了合理的裁量範圍。故對藥局設置地點加以限制的藥事法第 6條第

2項、第 4項（第 26 條準用）規定，既不能認係必要且合理的規範，

                                           
53  日本地方有關金屬屑業條例之內容主要為：從事該行業者須經許可，無許者不得營業。對因犯竊盜、

贓物等罪執行完畢未滿一定期間、申請營業許可前一年曾因無照營業或贓物罪被處罰金以上之刑者、

無一定住居所者、未成年及禁治產者等情形均不得申請營業許可，對所交易之物有來路不明之嫌疑時，

應向警察機關報告、並應制表接受警察機關隨時之查詢，對於違反條例之規定者，處以一定之有期徒

刑，罰金、拘役或罰鍰。見手塚和男著，金屬屑類の回收業に關ける條例，新條例百選ヅコリスト，

1992 年 4 月 10 日發行，第 184 頁。 
54  同註 47，第 130、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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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認係違反憲法第 22 條第 1項而無效。」55；從而，基於藥事法授

權對藥局設置地點加以規範之地方藥局設置基準條例亦屬無效56。基

於這個判決，隨後日本在第 75 屆國會，即對藥事法加以修正，對此

有問題的條文予以刪除。 

肆、日本對財產權保障與地方法規之見解日本對財產權保障與地方法規之見解日本對財產權保障與地方法規之見解日本對財產權保障與地方法規之見解 

    日本憲法第 29 條係有關財產權的規定，在這條規定中與條例關

係最密切的是第 2 項：「財產權之內容，須合於公共福祉，以法律規

定之」，該規定乃明示財產權法定主義，則得否以條例對財產權加以

限制，乃成為爭議所在。關於此問題，該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如下： 

一、學說見解： 

(一) 僅得依法律加以規範說： 

    此說認為：即使符合公共福祉之要求，有必要對財產權加以限

制，若無法律個別之委任時，亦不得以地方所制定之條例，而應以國

家所制定之法律方得為之。其主要論據係以憲法第 29 條第 2 項「…

應以法律為之」規定之文義或以財產權多係有關全國性之交易對象，

為求其統一性，其內容及行使之限制都應以全國統一性之法律加以規

定57。 

(二) 得以條例限制說： 

    此說認為人民之財產權亦得以地方自治團體所制定之條例加以

限制，此說為通說。其理由主要有58： 

1、為實施地方自治，憲法既明文賦予地方自治團體條例制定權，而

此則為憲法對「國會為唯一立法機關」規定所設之例外規定。本

此規定，地方自治團體除為地方公共利益得對人民之自由加以限

                                           
55  同前註，第 131 至 132 頁。 
56  綿貫芳源 著，註解地方自治法１公務職員研修協會，昭和 52 年 6 月 1 日發行，第 90 頁。 
57  山下健次 小林 武 共著，自治體憲法，學陽書局，1991 年 8 月 20 日初版發行，第 192 頁。 
58  同上註，第 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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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外，解釋上亦係地方自治團體對財產權加以規範的地方高權。

準此，地方自治團體在不違反法令的範圍內，為適應地方的特殊

情況，得以條例對財產權加以限制應是憲法上所賦予之權能。 

2、條例是由民意所在之地方議會所制定，實質上和法律之基礎並無

二致。 

3、若謂不得依條例對財產權加以限制，則除過於拘泥於憲法文義之

解釋外，對於最基本之人身自由權既得以條例加以限制，對社會

性較高之財產權，反不得以條例加以規範，豈不自相矛盾。 

4、財產權法定主義之意義，乃在明示財產權應以人民代表之議會所

議決制定之法律加以規範，不得以行政命令為之。條例乃經地方

議會議決所制定，以條例對財產權加以限制，並無違反法律保留

之原則。 

二、實務之見解： 

日本最高裁判所對此問題最典型的判決是，昭和 38 年 6 月 26

日有關奈良縣貯水池保全條例之見解。在日本各地方為灌溉及引水等

目的，開挖有各大大小小之水塘、水庫，為維護此大大小小之水塘、

水庫之安全，妨止其破損、潰決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侵害，乃

因應各地方情形，定有各種保護該水塘、水庫之條例。在奈良縣之貯

水池保全條例，即本此目的，而規定：凡堤高三米以上或受益農田面

積在一定範圍以上者，無論何人均不得有阻礙水流、在貯水池之堤岸

上栽種農作物、設置其他工作物，或為其他會造成貯水池破損潰決之

行為。對於違反規定者，得處以三萬元以下之罰金。 

茲有一農人在一名為唐古池之貯水池堤塘種植各種應節作物而

被起訴。第一審法院以：「所謂堤塘本就非供耕作之用，縱該堤塘係

屬私人所有，則在堤塘上為耕作，亦屬所有權之濫用，系爭條例禁止

在堤塘上栽種各種作物的規定，並不違反憲法第 29條第 1 項財產權

保護之規定，對在法律實施前已在該處耕作者，禁止其往後之耕作權

利或命其回復堤塘原狀，而未予補償亦不違反憲法第 29條第 3 項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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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補償之規定59。」。 

第二審法院則撤銷原判改判該被告無罪，其理由略以：「依憲法

第 29條第 1 項規定，私有財產權之規範須依法律方得為之，故對於

私人所有之貯水池堤塘，其使用收益不得僅以地方之條例加以規範。

從而系爭之奈良縣貯水池保護條例，應僅限於公有地或私有地有設定

使用權時方有適用，況且若私有財產供公眾用途時，亦應有正當之補

償，此為憲法第 29條第 3 項所要求；又基於地方自治法第 2 條第 3

項第 19 款規定，地方自治團體欲使用或徵收私人之動產或不動產

時，應依法律之規定．方得為之，依土地改良法及土地徵收法於徵收

私人之土地或將私人之土地用以供公眾使用時，應予適當之補償，系

爭條例，對該私人之所有權加以限制，又未規定應予損失補償，顯與

法律之規定有違，該條例自不能對被告生效。」60。 

檢察官不服上訴至第三審，最高裁判所之判決意旨則認為：「依

系爭條例第一條所定防災之目的，而對於有權使用貯水池堤岸（堤塘）

之人，幾乎為全面性之禁止，此乃為防止災害發生而不得已之必要行

為，為了公共福祉，有財產權致貯水堤岸的破損、潰決，那它就不再

是憲法、法律所保障適法財產權之行使，應不在憲法、民法所保障財

產權行使之內，從而條例對這類行為加以禁止和處罰即不得謂抵觸憲

法或法律，從而該條例刑罰之規定即不得謂違反憲法第 31條罪刑法

定主義之規定。又依事務性質之不同，某些事務由國家以法律予以劃

一之規定並非妥適，但由地方自治團體以條例加以規定，反較易處理

並且更為適當；關於各地貯水池之保護問題，以地方之條例加以規範

即是該當此情形。故本條例所定情形並不違反憲法第 29條所定不得

以條例加以規範之事項內。又本條例雖對有權使用貯水池堤塘之人，

加以顯著之限制，但此乃為維護公共福祉所不得不然之限制措施，貯

水池堤岸（堤塘）之所有人或使用人當然有忍受之義務，準此即無再

                                           
59  秋田 周著，現代地方自治全集６，條例與規則，平成元年 9 月 25 日再版發行，第 134 頁。 
60  園部逸夫、田中館照橘 共著，地方自治法，平成元年 8 月 20 日 3 版發行發行，第 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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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憲法第 29條第 3項損失補償規定之適用。」61 

本判決有少數意見認為：「本條例對於所有權之行使為全面之禁

止，其效果實質上與所有權之剝奪無異，適用該條例規定之結果會對

被告私有財產權之本質內容造成侵害，而竟無何補償之規定，實不能

認為符合憲法第 29條第三項之規定62。 

上述的判決，尚有採肯定說但加入補充意見者，認為：「就本條

例而言，依其制定之目的，本條例第四條禁止堤岸所有權人為妨害貯

水池安全行為之規定，應是適法，並非違憲無效，但該條例欠缺補償

之規定。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應可依據憲法第 29條第 3 項損失補

償之規定請求適當的補償，或許有人認為在法律或條例未設有補償的

規定時，即不得為補償之請求。但鄙見認為在憲法上有補償之必要

時，以法律或條例加以訂定固是當然的要求，若未以法律或條例加以

訂定時，尚非不得直接依憲法第 29條第 3 項請求補償。法院在審理

時，自應對是否為正當的補償加以審理、判斷。這樣解釋實較符合憲

法所定保障基本人權的精神。」這個理論在其後的最高裁判所判決中

正式被採用，昭和 43年 11月 27日之大法廷判決，關於河川附近地

區管制辦法，認為該辦法第 4條 2號對於河川附近地之使用加以限制

雖未設有補償之規定，但該規定解釋上不應被認為係全盤否定一切損

失補償之請求，被告尚可具體舉證，利用其他途徑，如以憲法第 29

條第 3項為根據請求損失之補償。故雖無補償之規定並非即謂不得依

其他規定請求，從而，並不得以無損失補償之規定，即謂對私有財產

權加以限制或剝奪之法律或條例即為違憲；但此問題在立法時，實應

對之事先加以考慮63。由上可知，日本國對以地方法規對財產權加以

限制問題，無論係理論或實務均係採肯定之見解。 

                                           
61  同上註，第 103 頁。 
62  同上註，第 107 頁。橫田正俊及河村大助裁判官少數意見。 
63  秋田 周著，現代地方自治全集６，條例與規則，平成元年 9 月 25 日再版發行，第 136至 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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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日本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法規之判斷基日本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法規之判斷基日本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法規之判斷基日本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法規之判斷基
準準準準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日本之法制日本之法制日本之法制日本之法制 

日本有關地方自治之憲法規定，僅有第 92 至 95 條等 4 條規定。

第 92 條規定「有關地方自治團體之組織與運作，本於地方自治之本

旨，由法律定之。」，第 93 條規定：「一、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規定，

設議事機關之議會。二、地方自治團體之首長、議會之議員及法律所

特定之官員由地方之住民直接選舉之。」，第 94 條：「地方自治團體

有管理財產、處理事務、執行行政之權能，在法律所定之範圍內得制

定條例。」，第 95 條：「依法律之規定，而產生僅適用於某一特定地

方自治團體之特別法規定時，在未得該地方自治團體住民投票之過半

數同意前，國會不得予以制定。」64。 

該國憲法並不若我國憲法對地方自治團體之規定多達 22 條，對

地方自治團體之組織、人民之權利、法規之效力均有詳細之規定，同

時於第十章規定中央、省、縣之權限，明文保障省、縣地方自治團體

之自治事項。該國憲法僅明定地方自治之原則，其餘則均委由國家法

律之規定。我國憲法於增修後關於省縣自治雖可不受憲法第 108 條第

1項第款省縣自治通則、第 112 條至第 115 條及第 122 條省、縣民代

表大會、省自治法、縣自治法等程序之限制，而更接近單一國制，此

確較符合目前我國實際法效所及之範圍。 

但關於憲法第十章中央與地方事權之劃分，對省、縣自治事權予

以憲法保障之聯邦制架構仍然存在，因此於解釋我國中央與地方之相

關問題時，仍不得一味屈就現狀，而無視憲法之明文。以地方法規之

效力言，我國省縣之自治事項為憲法及法律所明文保障，與日本僅受

法律之保障不同。法規規範的對象為法規之主要內容，因此某事項是

                                           
64 . 岩波判例基本六法，平成四年版，第 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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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屬於地方得制定法規予以規範之事項，乃成為該地方法規得否制定

之前題，換言之，地方法規應係針對地方之事項方得加以制定；從而，

地方之事務乃成為地方法規之內在界限。此外，地方法規規範之對象

係屬憲法、法律所保障之自治事項，或係由法律、省法規、縣規章所

賦予之事項，對地方法規之效力即有不同之結果。欲判斷地方法規與

中央法律、省法規、縣規章之效力，首應審究者，乃其規範之事項係

屬憲法、法律、省法規或縣規章所保障，其次再探究與法律、省法規、

縣規章有無衝突，此種地方事項受何層次之法規保障乃構成地方法規

之外在界限。在探討中央法規與地方法規之衝突時，不能不加以注意

此種地方事項之歸屬定性與憲法上對自治事項保障規定之差異，此於

介紹日本地方法規與中央法規間之關係時，首應先予敘明者。 

依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普通地方自治團體，除

處理該團體之公共事項或依法律或基於法律之命令而屬於地方公共

團體之事項外，並得處理該區域內不屬於中央事權之其他行政事項。」

65，依此規定地方自治團體之事權，可區分為三種：第一、公共事項；

第二、依法律或基於法律之命令而屬於地方自治團體之事項，即委任

事項；第三、該地方自治團體區域內，不屬於中央事權之其他行政事

項，即行政事項於 2000 年地方自治法修法後改成自治事務和法定受

託事務。依同條第 15 項規定:「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事項不得違反

法令。又市町村及特別區，處理事項不得違反該都道府縣條例。」；

第 16 項規定：「地方自治團體違反前項規定者，無效。」，依此規定，

日本地方自治團體之法規非但不得違反國家之法律且不得違反國家

之命令。同法第 14 條第 1項：「普通地方自治團體，就有關第 2條第

2 項之事項，於不違反法令之範圍內，得制定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普通地方自治團體之首長，於不違反法令之範圍內，得就屬於

其權限之事項，訂定規則。」。 

準上所述，日本地方自治團體之法規不得牴觸國家之法令，違反

                                           
65  所謂依法律之命令在日本地方自治法稱為政令，其所指乃由內閣（相當於我國行政院）基於委任立法

所發布之行政命令，不包括各省（各部會）所發布之命令。見張炳楠、蔡信重  著，日本地方自治制

度，臺灣省民政廳，62 年 9 月初版，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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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效。都道府縣條例與市町村條例處於平等地位，並無優劣之別，

但有關行政事項，則以都道府縣為優先。都道府縣條例，對於市町村

行政事項，得創設必要之規定以統一市町村就行政事項之規定，市町

村條例違反該統制條例者，無效66。其地方法規規範事項有來自法令

之委任，其條例又規定不得牴觸國家法令，關於行政事項次級之市町

村地方自治團體所定之條例又不得牴觸上級之都道府縣統制條例，層

層節制不得逾越，落實法律優位原則。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法律先占論法律先占論法律先占論法律先占論 

    日本地方自治團體所定之條例，不得違反國家之法令，已如前

述。但該國之學者乃就地方之條例與國家法令規範內容之不同，區分

出地方之條例，違反與不違反法令二大類，以下即分別加以論述67： 

壹、認為不違反法令之情形 

    認為不違反法令者，雖有各種情形，惟典型者則有如下列所舉各

項： 

一、對於並無任何國家法令加以規定之事項所訂定之條例 

某一事項並無任何國家法令加以規範，地方之條例對這種在國家

法令上完全空白之事項加以規範時，該條例應即無違反法令可言。在

日本實務上關於此種條例有防止腳踏車失竊條例、青少年保護育成條

例等。在判斷地方之條例是否屬於此種情形時，不能只以國家法令並

無任何規定，即認為就是國家法令空白的狀態，還須特別注意，該事

項之性質是否屬於地方自治團體之事項，若該事項之性質屬於中央之

事項，而無特別之法令委由地方處理時，雖該事項國家法令是完全空

白之狀況，地方自治團體亦不得加以規定。 

                                           
66.  同上註第 67 頁。 
67  以下之分類以日本成田賴明教授之分類為主要基礎，見成田賴明著，法律與條例，收錄於室

井力編，地方自治，三省堂，1980 年 1 月 10 日，第二刷發行，第 110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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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地方雖在國家法令處於空白之狀況下訂定適法之條例，但

其後，關於該事務因法令的制定或修改而使該事項成為國家事務或國

家法令對該事項為特別之規定時，究應如何處理？此乃產生條例是否

應予改廢的問題。典型的事例乃有關於規範公害而制定的各種地方條

例，因中央公害法令的逐漸完備而生該類條例是否應加以改廢之問

題？ 

如日本在空氣污染防治法制定前，東京都即制定有廢煙防治條

例，空氣汙染防治法制定後，該條例與該空氣污染防治法之關係為

何，乃時常被加以討論。日本學者基於某地區之地方自治團體，對該

地區的實際狀況最為了解之原則，而主張國家基於國家全體之觀點訂

定法令時，應對地方自治法規之規定加以尊重68。 

    此外，關於某事項法令上是否空白時，未必就與該事務的性質完

全一致。通常某事務有國家法令規範時，其事務大多為國家之事務，

但屬於地方自治團體的事務卻受國家法令規範的情形也不少，不得誤

解為所有國家法令加以規定的事務就是國家的事務。 

二、某條例所規範的事項雖與國家法令規範的事項一致，但該條例與

國家法令卻有不同之目的時，該條例亦被認為不違反國家法令。 

    典型的事例是有關日本各地方所制定的家犬取締條例，這類條例

就其規範客體是狗來說，與狂犬病預防法是相同的；但狂犬病預防法

是為了預防狂犬病的發生、蔓延及撲滅該項疾病的目的而制定，但家

犬取締條例，則是為了防止犬隻對人畜直接產生危害之公益上的目

的，所課予人民之義務。在解釋上這種條例因與國家法令有不同的目

的，故雖其規範客體物相同，亦不認為條例違反國家法令而無效。 

三、某條例雖與國家的法令有相同之規範目的，但在相同的目的下，

地方之條例對國家法令規範範圍外之事項加以規定時，並不被認

為違反法令。（橫出條例） 

國家法令雖對某事項為一定範圍之規範，但在該法令規範並非十

                                           
68  秋田周著，條例與規則，現代地方自治全集六，平成元年 9 月 25 日再版發行，第 1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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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完備之情形下，可否由條例為較國家法令更為嚴格之規定，可能有

不同之看法。但某地區有無另外以條例加以規定之必要，應以該地方

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能為最適當之判斷，因此，沒有理由不對地方

自治團體條例制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加以承認。故基本上對地方自治

團體條例制定權之範圍應採較寬容之解釋態度69。 

在日本之例子有：冷凍水果販賣業之取締條例（對不屬於食品衛

生法所公告之特殊食品由地方為特別之規定）、金屬屑業條例（對不

屬於古物範圍之廢五金，有關其營業與交易之地方特別規定）等。最

近則是有關公害防治方面的法律與條例最為常見。向來關於條例和法

令間的關係，對於依條例對法令為更嚴格的規範或對已有國家法令規

範的事項再為更深入的規定，都採取較消極的態度；但在公害問題方

面，則採較積極之態度。在國家相關之公害法令中賦予了地方得以條

例為更嚴格規定（所謂上乘條例），或對法令規範外之事項為規定（所

謂橫出條例）的空間70，此種改變乃在期待地方自治團體能積極發揮

其自主自治的態度，解決共同面臨之公害問題。 

即使國家法令有這類的規定，但在解釋上仍有爭議。例如得否依

地方條例對於廢煙排放基準規定每家工廠所容許的限度，對硫璜酸化

物之排放標準，規定較空氣污染防治法之燃料使用基準為更嚴格的規

定？或會產生廢煙的機器設備，空氣污染防治法原採申請制即可，但

得否以條例規定改採許可制？部分學說以公害行政的沿革，公害行政

之地方特殊性等理由，認為條例係為維持住民生命、健康所不可或缺

的工具，而主張允許這類更嚴格條例的存在71。 

                                           
69  成田賴明著，法律と條例，收錄於室井力編，地方自治，三省堂，1980 年 1 月 10 日，第二刷發行，第

110 頁。 
70  同註 62，第 152 頁。我國有關公害之法令亦有如此之規定，授權省、縣得制定較嚴格之標準，如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即是。有關上乘及橫出條例規定之探討，詳見後述。 
71 . 室井力  著，現代行政法の原理，1981 年 3 月 20 日第 5 刷發行，勁草書房，第 193 至 219 頁，對公

害方面之有關法律與條例問題有詳細討論，因非本文探討範圍，茲不贅述。 



 

150 

四、就國家法令所授權之事項，在不超出國家法令授權之範圍內所制

定之條例。 

    如前所述，條例之中除依法律授權所制定之施行條例，或基於法

令所定基準而訂定之條例外，尚有基於法律個別授權而對一定的事項

加以規定之條例。這類條例於不超出法律之授權範圍內，其規定當然

被認為是合法的72。 

貳、認為條例違反法令之情形： 

    被認為違反法令者，約有下列幾種情形： 

一、條例的規定和法令的規定積極牴觸時： 

對此，更可細分如下73： 

(一) 條例的規定和法令的規定明顯牴觸： 

    最顯著的事例就是日本修正前地方自治法第 2 條第 10 項所明示

的國家事務是國家所專屬，地方自治團體不能加以處理的事務，這類

事務自不得以條例加以規範（我國憲法第 107 條各款所定事項亦

同）。如有關司法之事項即為最明顯的一項事例。此項標準理論上雖

很明確，但有時對某一事項究竟應該認為係國家事務，或地方事務，

在實際判斷上並不是很容易，而無法明確判別條例是否與法令牴觸。 

(二) 在國家法令已對某一事項設有一定之標準加以規範時，地方條

例乃對同一事項在同一目的下，設有較國家法令更嚴格的標準： 

    關於這一點，地方條例與國家法令是否為同一目的，在具體的案

例中並不是很容易判斷。其中一例為74： 

依日本食品衛生法第七條第一項的規定，衛生部對食品添加物之製造

方法等基於法律之授權得設一定之標準，而地方自治團體得否以條例

                                           
72  同註 62，第 153 頁。 
73  同註 62，採用成田賴明之分類。 
74 . 同註 63，第 1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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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較衛生部更為嚴格之標準或對衛生部標準所未列入之食品添加

物自行設定一定之基準？在日本法制上之意見，認為前者不得為之，

而後者則可。其理由為：依地方自治法第 2條第 3項第 7號規定：關

於保健衛生事項雖是地方自治團體得處理事項之一，國家法令基於公

眾衛生的立場對一定的食品添加物及食品營業等事項加以規範並不

能說有何不妥。 

惟地方自治團體為配合該地方的特殊性就同樣食品添加物一事

加以特別的規定，在解釋上也不能說應加以禁止。但這樣一來，就有

必要將條例與食品衛生法及其附屬法規間之關係加以各別具體地檢

討。食品衛生法第七條第一項賦予厚生大臣得對食品或添加物之製

造、加工、調理或保存設定某一基準。該基準不過是針對乳製品、飲

料等一部分之食品或添加物加以規定而已，因此凡不在該公告範圍內

的食品或添加物理論上即不能被認為對公共衛生有所妨害。國家法令

設此食品及添加物之基準乃在使全國都有一定標準之規範，在解釋上

就不得制定較該基準更為嚴格之規定，否則即失卻統一標準之目的，

亦即地方自治團體對該公告的食品或添加物若設有較食品衛生法較

嚴格之基準時，應即被認為違反食品衛生法第七條。但就厚生省所未

公告的食品，國家於公眾衛生上對該食品或添加物並無訂定全國性的

標準，則在解釋上，即不得禁止地方公共團體依其地方的需求對特別

的食品或添加物設定一定之基準；尤其是有關地方的特產品，地方自

治團體加以限制或禁止販賣，即是符合公眾衛生的要求。從而，在國

家法令是空白狀態時，不能單純地即謂可直接制定條例，而必須注意

考量事務之本質，法令規定之目的等情況，以定其條例之效力。 

(三) 就某事項國家法令已為一定的規範，而在與國家法令相同之目的

下，設有較國家法令所定更強態樣之規範時：如國家法令規定是

申請制，而條例卻對相同的事項改採許可制此時應屬牴觸。但若

和國家法令有不同之規範目的時，則應認為合法75。 

(四) 條例是基於法律的特別授權，而該條例卻超越了法令授權之界

                                           
75 . 同註 62，第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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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如公共浴室法施行條例，特殊營業取締法施行條例等所謂委

任條例或其他基於法律特別授權的條例，不得逾越其制定根據之

各個法令授權的界限，這是這類條例本質上所必然，一但逾越母

法即應無效76。 

二、條例之規定表面上與國家法令並未牴觸但實質上發生牴觸前若

從國家法令之立法目的，法令體系全體的觀點加以分析，地方條

例所規定之事項係屬於法令先占領域者 77777777，依法律先占論之觀

點：「國家法令雖無明確之規範，但依法令全體之立法意旨與結

構某事項可認為是法令先占的領域時，即不得以條例加以規

範」、或「縱無法令特別之規定時，若依法令之意旨，某事項應

被解釋為屬於國家法令所專屬管轄之事項時，即不得以條例加以

規定」78。 

依照這種解釋之結果，關於某事項，雖無國家法令直接規定，但如與

其他國家法令有較大之牽連時，該事項即可能被認為是國家法令默示

先占的事項，此種觀點可以說是「法律先占論」的擴張解釋，將會造

成大多數事項會被認為是法令默示先占事項。然而此種見解不一定妥

適，為實現地方自治的本旨自應給予地方自治團體充分的條例制定

權，國家不宜獨攬過多之事項，將法令默示之部份均解為國家法令所

默示先占，地方自治團體不得制定條例，實有斲喪地方自治之虞。因

此，在相關法令默示時，要限制地方自治團體條例之制定時，必須該

事務之性質確有全國一致之必要時，其限制之理由方屬充分79。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法律先占論之修正法律先占論之修正法律先占論之修正法律先占論之修正 

    之前所述為日本地方自治團體之條例與國家法令關係之通說80。

                                           
76 . 同註 63，秋田周  著，條例與規則，第 159 頁。 
77 . 同上註。 
78  兼子  仁著，條例めぐる法律問題，學陽書局，昭和 57 年 3 月 20 日 4 刷發行，第 45 頁。 
79  同上註，第 46 頁。 
80  成田賴明著，法律と條例，收錄於室井力編，地方自治，三省堂，1980年 1 月 10 日，第二刷發行，第

110頁以下。兼子  仁，關哲夫編著，自治體行政法事典，北樹出版  昭和 62 年 6 月 25 日初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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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隨著公害問題的日漸嚴重，日本利用地方條例來解決公害問題的結

果，連帶牽動地方條例與國家法令間關係之檢討，並促使地方自治理

論之進一步發展81。 

壹、上乘條例之提出 

    所謂法律先占論係指由國家法律先占加以規定之事項，若無法律

的明示委任時，地方自治團體即不得對該事項再加以規範，而制定條

例。基此，即使在該事項並無法律直接規定時，由相關法令之立法意

旨觀之，若係屬於國家法令所默示的先占事項，條例亦不得再加以規

定，若有加以規定而與國家法令牴觸時，則屬無效82。 

    關於法律規定的事項不得以條例為相異的規定，是一看便知的原

則，但從今日的觀點來看，這樣的法律先占論亦和一般的法律優先主

義一樣並非是絕對的，必須加以嚴格之檢證。如83： 

一、法令規定的內容是多樣性的 

    法令規定的內容是多樣性的，不能一概都斷定所有有法令規定之

事項當然不許條例為不同的規定。因此於發生爭議時，即有必要對該

法令與條例所規定的事項加以檢討。 

二、地方條例與國家法令間仍可能有併存的空間 

    縱使地方條例對國家法令所規範之事項為更嚴格的限制規定，該

地方條例與國家法令間仍可能有併存的空間，未必就是互相排斥，不

能相容。 

三、從憲法上觀察 

地方自治係憲法所保障的制度，在現行法制上，地方自治條例與

                                                                                                                         
217頁。 

81  河合義和著，憲法の理念と行政法の現實，憲法行政法研究叢書三，評論社 1982年第 2 版，第 93 頁

以下。 
82  兼子  仁著，條例 めぐる法律問題，學陽書局，昭和 57 年 3 月 20 日四刷發行，第 67 頁以下。 
83  同上註，第 67 至 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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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法令間，其合理的界限，應是國家法令不得妨害地方自治團體，

為實現地方自治本旨所制定之地方條例，方可謂符合憲法保障地方自

治之解釋。 

尤其是在公害方面，公害對地方的影響不僅是破壞地方的環境，

更進而威脅到人民的生存權，當環境權、生存權與企業經營之財產

權，發生衝突時，在價值判斷上應以生存權為優先84。故當國家所訂

定保護產業之法令或為維護環境所訂定最基本的公害防制法令與某

一地區人民之生存權發生衝突或不足以維護該地區人民之生存環境

時，地方制定較國家法令嚴格之條例以保障該地區人民之生存權時，

在憲法上即具正當性。縱與國家法令牴觸亦非必然應將之解釋為無

效。 

尤其許多公害法令，為求全國一致適用之標準，故所定往往都是

最低的基準，在公害嚴重的地區往往不足以維持「最基本之國民生活

水準」85，此時再強調法律先占論，不許地方因應各該地方之實情制

定地方條例以維護其生存所依之環境，恐怕只是迫使人民採用自力救

濟之方式以求自保86。從而，在日本就有所謂「上乘條例」、「橫出條

例」之產生，並區分全國最高規範之法令或全國最低基準之法令以判

別地方自治團體所制定與國家法令不同基準之條件是否違反法律先

占論，有無與國家法令牴觸。這樣法律先占論的檢討，顯示地方自治

之保障理論已從法律傳來說之理論中脫離，尤其在 1970 年代日本公

法學說的進展，批判並克服法律先占論乃是件必然之事87。 

依以往通說之見解，關於某事項，只要形式上有國家法令加以規

定，即認為不得再以條例加以規定。即在法令先占事項或先占領域，

                                           
84. 河合義和  著，憲法の理念と行政法の現實，憲法行政法研究叢書三，評論社 1982年第二版，

第 166頁以下。 
85  兼子  仁，關哲夫編著，自治體行政法事典，北樹出版  昭和 62 年 6 月 25 日初版，第 217頁。 
86  我國於民國 70 年起大量出現之公害糾紛，大都採用自力救濟之方式，此不但是國家法令不備之後果，

亦是地方法規喪失功能之另一證明。而國家法令所訂定之標準為一體適用於全國各地，工業縣之高雄

縣與農業縣之南投縣一律適用，欲訂定這樣能適用於各不同地區之標準，自是採用低標準，但此對公

害問題嚴重之地區根本毫無保障，不能解決問題，抗爭之情事自是層出不窮。現在我國環保法律已賦

予地方調整之空間，但尚未見地方自治團體加以運用，如何促使地方發揮其功能，實為處理公害問題

之一大課題。 
87 . 兼子  仁著，條例めぐる法律問題，學陽書局，昭和 57 年 3 月 20 日四刷發行，第 68 頁。 



第四章  地方自治立法權之行使與司法審查  

155 

地方為因應該地方特殊情況而以條例加以特別規定時，一般都認為該

條例違反法令而無效。但在新理論提出之後，前述之見解已逐漸被修

改。尤其是關於自治事項，因自治事項，是地方行政所不可或缺之事

項，屬於地方自治之核心領域，若對該事項不許以條例加以規定，地

方人民即無法得到充分的滿足，國家的法令可以說是不當地介入地方

之自治事務，侵害了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否定了憲法保障地方自

治制度之目的。從這個觀點來看，國家法令的先占領域應該為限縮之

解釋，在法令對某事項並無規定之狀況下，若無明顯地牴觸法令時，

應解為地方自治團體得制定條例，如此方符地方自治之本旨88。 

貳、上乘條例之界限與判別標準 

一、上乘條例之意義89： 

    所謂上乘條例，係指地方自治團體所訂定較國家法令更為嚴格規

範之條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對於國家公害防制法令所規範的同一

對象給予更嚴格限制的公害防制條例90。關於該公害事項本來有國家

之有關法令加以規範，但地方自治團體卻對相同之事項與國家法令為

不同的特別規定。這樣和法律為相異規定的「特別條例」，當然免不

了令人產生其規範是否「在法律的範圍內」或「不違反法令」的疑問。

關於這一點如前所述，乃對於「法律先占論」之理論加以檢討，而後，

本於人權保障之觀點，而肯認地方自治團體得訂定與國家法令相異之

條例。當地方條例與國家法令相違時，不能不探討其規範之對象是否

屬於地方自治之固有事項，亦不能不區別國家法令之性質，即憑條例

形式上規定與國家法令不同，即謂與國家法令牴觸。 

二、肯認上乘條例之理由91： 

最初明白表示肯定之學說的見解是：「在生存權與財產權之對抗

                                           
88 . 同上註，第 69 頁。 
89  同上註，第 65 頁。 
90  室井力  著，現代行政法の原理，勁草書房，1981年 3 月 20 日第五刷 199頁以下。 
91  同註 77，第 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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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上，生存權為憲法最基本的價值，應較為優先。在公害行政上，

地方自治團體應該是站在第一線上的主體，國家法律所訂的限制基

準，毋寧是顯示了最低的基準，地方自治團體為因應各公害地區的特

質，應允許其制定高於國家法令所定水準以上之基準。又關於地方自

治固有的行政領域，國家的法律不能任意侵害。從這點來看，在地方

自治團體所管之領域內，儘管有法律規定的存在，但在承認地方自治

之要求下，應允許地方自治團體制定上乘或橫出等條例。此外，國家

法令和地方自治團體之條例二者並非對立，而係在同一法秩序中扮演

不同的角色。國家法令是為全國一致性所訂定之一般規範，而條例則

是為適應各地方的特性，所訂定個別、具體之基準規範，兩者都是為

達到法秩序完整之目的而存在。於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共存時，即極

自然地隨之存在，兩者均有其規範空間，並非互相排斥，互不相容。 

    準上所述，判斷條例是否違反國家的法令，不僅應將兩者規範的

對象和規定的文義互相對照，也要將其立法意旨、目的、內容、效果

相互比較，以決定兩者間是否有矛盾牴觸。關於某特定事項於國家法

令和條例均對之有所規定，條例有異於國家法令之特別目的，而其適

用之結果不致妨害國家法令規定之效果，且該國家法令並不在使全國

均應為統一處理時，即使條例與國家法令是出於同一目的，亦應允許

各個地方自治團體，為適應其地方的特殊情況，而予以特別的規定。

此時國家法令和條例間即無矛盾牴觸，也不生條例違反國家法令的問

題。 

三、最高限制法律和最低基準法律與上乘條例之關係92929292： 

(一) 最高限制法律和最低基準法律之區別： 

    依現行有關地方自治國家法律之規定予以分類，約可分為二大

類，而這二大類法律之規定，對於地方條例之效力卻有截然不同之影

響。 

                                           
92  同上註，第 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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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高限制之法律」 

    即該法律對於規範之對象予以最高度之限制，即對人權已為最大

限度的限制，在這種法律範圍內，人民充分自由，如果地方條例逾越

了法律所規定的限制界線而予以更高限制的話，那麼就是對人權的過

度侵害，該地方條例的規定，即是違反法律而無效。前述較國家法律

更為嚴格規定之「上乘條例」與此種法律牴觸時，即屬無效。 

2、「最低基準法律」： 

    即該法律就某事項規定了全國應有之最低標準，即該法律所訂者

是全國最基本的標準，是法律最基本的要求，在法律所定的基準之

上，容許為超越標準之作法。因此，各地方自治團體為配合行政的需

要，自得就該法律所規定之事項加以更高標準的規定。遇此最低基準

之法律時，即可為更高標準「上乘條例」之制定。如勞動基準法其所

定勞動條件的基準是最低的，勞動關係之當事人，不得有比這個基準

更差之勞動條件，只能為較該基準為佳之勞動條件約定，即為最明顯

之例證。 

(二) 實際之運用93： 

    前述「最高限制法律」和「最低基準法律」，在實際上是否很多？

此涉及地方條例訂定空間之大小。在以往採用法律先占論之理論下，

「上乘條例」大都不被認可，但既然該條例規定之內容是有關地方自

治事務之規定，為促進地方自治之發達，實現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目

的，有必要對該類條例為合憲性的解釋。相對於此，對於國家法律應

解釋為，只有在保障個人自由權和有全國為統一規範之必要時，才能

依法律為最大限度的規範，此種法律也才是最高限制之法律。如此解

釋之結果，該當最高限制之法律的情形將非常有限，除規定罰則之法

律外，大概只有道路交通等之取締法律方屬之。反之，依法令規定之

內容而被視為全國最低基準法律之情況將會很多，無形中「上乘條例」

之空間乃隨之擴大。    

                                           
93  同上註，第 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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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判別的標準 

對於公害行政領域，為確保生存權優於財產權的價值，乃於公害

領域肯定地方自治條例得制定比法律更嚴格的標準，即中央法律乃是

最低基準的法律，地方自治條例得制定比其更嚴格的規定。而這樣對

法律先占論的修正是否能運用於其他行政領域，乃有爭論，但學者提

出三個判斷標準即（1）該行政領域因為具有地區的特殊性，從憲法

上尊重地方自治的觀點加以觀察，而有以加嚴條例加以規範之必要。

（2）該行政領域，從人權相互間的價值序列加以比較，結果具有優

先性。例如生存權優於營業權之保障，而有以人權條例加以保護之必

要。（3）該行政領域是否負有積極的行政義務，如果是肯定的話，就

可以考慮適用加嚴條例。對於以上這三個標準加以衡量的結果，如果

符合的話，在解釋上就可以將中央法規解釋為「最低基準法律」而容

許上乘條例之制定94。 

例如有關地方的消費者保護條例，因為消費者的權利是憲法上之

人權，具有生存權的性質，地方自治團體因應地方行政的需要，對於

地區內的消費者加以保護，此種地方自治團體的消費者保護行政必須

由地方積極地作為，始能達到消費者權利保障的目的。因此基於地方

特色而對地方企業加以更嚴格的規範，即具有正當性95。 

五、程序上上乘條例之問題 

向來上乘條例合法的見解都是就有關實體規範的問題加以討

論，但最近在廢棄物清理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環保法律中引進住民

參加等程序規定，而發展的結果，地方自治條例所制定的程序往往和

中央法律所制定的程序發生重複或牴觸，此種純粹是程序上附加的自

治條例其效力如何？及可能的範圍為何？乃有爭論。 

關於這個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二方面來考慮： 

                                           
94  室井力、兼子仁編，基本法コソメンタール地方自治法第 4 版 2001年，第 55 頁，市橋克哉執筆。 
95  兼子仁 条例をめぐる法律問題，昭和 57 年，學陽書局，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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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律為一致的規定而言 

    以法律就全國為一致的規定，並不能因應各地區環境的不同，這

種全國一致性的法律，原則上並不適當，從保護各地區環境的觀點來

看，原則上應承認各地方得以自治條例制定獨自的制度以因應各地方

環境的不同，因此中央所定的法規，原則上都是屬於最低基準的法規。 

(二) 法律就以環境影響評估法為例，評估的項目或適用的行業如果是

法律規定以外的，此時是可以認為中央法規是最低基準的法規，

但純粹是關於程序的規定，就應該認為是全國統一的規定，用以

確保程序的統一性。 

這個問題如果考慮環境影響評估是對地方的環境會產生重大的

影響，而且有地方行政的需要，同時是對地方人民生存權的保障其價

值應優先於企業經營者財產權之保障，原則上對於純粹程序上附加的

自治條例仍應採肯定的看法。但是其範圍不能不有所限制，也就是不

能妨害法律上所定程序的進行，就同一目的，同一事業，企業除應遵

守中央所定的程序外，如果還要遵照地方自治條例所定的程序，除增

加不必要之程序及費用外，如果又造成中央法規所定程序之阻礙時，

應即認為該地方自治條例違反中央法規之規定96。此時若違反自治條

例上附加之程序規定，例如召開聽證會而未召開，但卻符合中央法規

所定之程序時，則應只構成自治條例之瑕疵並不構成法律上之瑕疵。

在實際的運作上，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意見形成過程中要求召開說明

會、公聽會等程序，此時並沒有妨害法律所定程序的進行或另課予業

者較大程序的負擔，應該可以在自治條例中加以規定。但是就（1）

人民對環評提出意見的法定期間以自治條例加以延長；（2）以自治條

例變更公開閱覽的主體；（3）除法定的準備書之外，另要求業者提出

法律所無之公佈週知計畫書、見解書、聽取意見概要書、方法書等，

此種程序上的要求乃課予法律上所無且較法律更大的負擔，在解釋上

                                           
96  大塚直  環境影響評價法と環境影響評價條例とのにっいこ關係。見政策實現と行政法成田

賴明先生古稀紀念，有斐閣，平成 10 年 1 月 20 日初版，第 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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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認為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97。 

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  日本實務之動向日本實務之動向日本實務之動向日本實務之動向 

    關於地方自治條例是否牴觸法令，在日本有不少的實務見解，以

下即加以整理，以了解實務上關於此問題發展的動向。 

壹、德島市公安條例事件98  

案情是昭和 43年 12月 10日，被告參加了由德島市反戰青年委

員所主辦的集團示威遊行活動，參與的青年、學生約 300人。活動中

（1）遊行時先頭隊伍中數十名成員脫隊自行行動。（2）而且在隊伍

外吹哨子，鼓勵參與遊行者勾肩搭臂前進，煽動遊行者從事違反交通

秩序之行為。對於脫隊自行行動的行為檢察官以違反道路交通法第

77 條第 3 項違反使用道路許可條件加以起訴，而對於煽動不遵守遊

行秩序的行為，則以違反德島市公安條例第 3條第 3款予以起訴。 

第一審德島地方裁判所雖然認為被告違反道路交通法第 77條第

3 項，但認為德島市公安條例第 3 條第 3 款犯罪構成要件欠缺明確

性，違反憲法第 31條罪刑法定主義而判決無罪。第二審維持原判，

檢察官不服上訴，最高裁判所於昭和 50年 9月 10日組成大法庭判決

廢棄原判而自行判決。判決的要旨主要有三： 

一、條例是否違反國家法令，並不只是比較兩者規範的對象和文

義，而是要比較二者的立法意旨、規範目的、內容以及效果，始能決

定普通地方公共團體所制定的條例，雖然於牴觸國家法令時為無效，

但條例是否違反國家法令並不只是比較兩者規範的對象和文義，而是

要比較二者的立法意旨、規範目的、內容以及效果，始能決定二者間

是否矛盾牴觸。例如，某事項雖然國家法令並沒有明文加以規定，但

從法令全部規範觀之，其未加以規定是立法者就該事項有意省略或排

                                           
97  同前註第 127頁。 
98  最高裁昭和 50 年 9 月 10 日大法庭判決刑集 29 卷 8 號第 489頁，判時 787號第 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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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時，若條例就該事項又加以規定，此時即違反國家法令。反之，就

特定事項國家法令和條例二者都有加以規定時，而條例和國家法令的

立法目的不同，而條例適用的結果也不會妨害國家法令的立法意旨和

立法目的時，或二者均出於同一目的，但國家法令的規定未必就是要

使全國一律都適用同一內容的規範，而有因應地方實際情況，而容許

地方自治團體得就該事項為特別規定的意思時，都不能認為條例與國

家法令矛盾牴觸而發生所謂條例違反法令的問題。 

二、道路交通法和本條例之主要目的不同，道路交通法主要目的在維

持道路交通秩序，而本條例不僅在維持交通秩序也在維持地方公共的

安寧和秩序其範圍比較廣而且有綜合的目的，和道路交通法比較，二

者的規範目的未必全部相同。地方公共安寧和秩序維持的概念比較

廣，包含了道路交通法維持道路秩序交通秩序的目的。 

三、道路交通法並無排斥以地方條例對該行為再加規範之意思 

依道路交通法第 77條第 1項第 4款要對道路作特別使用時，應獲得

警察局長的許可，而該許可又須經各地方的公安委員會就各地方的道

路或交通狀況予以裁量決定，這種規定乃在避免全國一致性的規定以

致無法因應各地方實際的需要，依此推論，地方依條例為地方公共安

寧和維持秩序而對道路的特別使用行為予以規範，即屬道路交通法維

持道路秩序的一環，道路交通法並無排斥再以地方條例對該行為再加

以規範之意思。因此，即使道路交通法和條例對於在道路上集體行進

為維持道路交通秩序二者都有規定，如果條例的重複規定本身具有特

別的意義和效果時，同時也能肯定其合理性時二者即不能認為牴觸。

準此，道路交通法的規定並沒有否定該條例的規定，也沒有排除該條

例適用的意思，道路交通法的規定只有在條例所未規範的範圍內始有

適用之餘地，因此，該條例並不違反道路交通法。 

本案判決提供了日本在處理中央法規與地方自治法規衝突時的

判斷標準，是最經典的案例。其所揭示國家法令為因應地方實際情況

而容許地方作特別的規定時，法令和條例間即無矛盾牴觸，並提供了

避免衝突的方法。這種必須因應地方實際狀況來決定條例制定權範圍

的見解排除了單純的法律先占論，而提示了地方強化條例是否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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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基準。再者，其由道路交通法規定必須委由地方公安委員會裁量

決定是否對於道路特別使用應予許可，進而推論出該法律並沒有必須

全國一律作同一規定之意思，而容許地方自治團體就其地方需要作特

別規定的見解，則開啟了容許地方以自治條例對法律作重複並且予以

強化、加嚴規定之契機99。 

貳、普通河川管理條例100 

一、本件事實概要： 

    X 居住在流幅約 2m的小河川邊，並占有寬約 0.6m，長 21m的

工地。因為住家附近設立超級市場，而通行該工地的人增多，為避免

來往行人窺視其住處，乃於該土地兩側設立木椿以阻止來往行人通

行。昭和 49年 12月 27日，高知市市長以未得許可擅自設立河川管

理設施（護岸）違反高知市普通河川等管理條例而命令其拆除。X 不

服而提出確認除去命令無效的訴訟。第一審以本件土地為河川管理的

必要應受公法上之限制，本件土地又是河川的護岸即河川的管理設

施，即使是民有地，不論是否有得到護岸設置者的同意，凡是護岸都

屬於是該河川的區域，因而判決除去命令合法，駁回原告之訴。X 不

服提起上訴。 

二、判決要旨： 

對於河川的管理有一般規定的河川法存在，但普通河川在河川法

中並沒有適用或準用同法的規定。就普通河川如果有如同河川法所定

河川之管理需要時，則應於河川法中為適用或準用之規定，河川法並

沒有就普通河川容許比河川法所規定適用或準用的河川可以設立更

強、更嚴格河川管理措施的意思，因此雖然地方自治團體可以就普通

河川的管理定條例，但仍不得作比河川法更嚴格的河川管理規定。本

件自治條例係違反河川法而不被允許。 

                                           
99  山下  淳，德島市公安條例と道路交通法，磯部力，小幡純子，齋藤 誠編地方自治判例百選  第 3 版，

ジユリスト第 168期 2003年 10 月第 59 頁。 
100  最高裁昭和 53 年 12 月 21 日第 1 小法廷民集第 32 卷 9 號第 1723頁，判時 918號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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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河川法第 3條河川管理對象的河川是包含堤防、護岸等河川管

理設施，若河川管理者以外之人所設置之設施必須是基於河川管理者

所同意設置的設施才屬於河川管理設施，若非屬此種情形，則只是設

立者的權利應否受限制的問題，此時則屬財產權保障之問題。參酌河

川法規定意旨，地方自治團體對普通河川管理者以外之人所設置的堤

防、護岸等設施，不問其有無基於河川管理者的同意而規定須遵守河

川管理權，該條例乃違反河川法而不應被准許。 

本件是日本新地方自治法以前之事件，在平成 11 年地方分權推

進法時已修改河川法。故本件判決未必能再維持，當時河川法所指定

的一級和二級河川都是國家事務而委由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管理執

行，屬於機關委任事務。河川法以外之河川在河川法中並沒有適用或

準用的規定，因此對於普通河川之管理應屬於鄉鎮市之事務。依本判

決意旨認為非屬國家河川法規範範圍即認為屬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

事務而得以條例加以規定。但問題的爭執點在於地方自治條例的界限

問題，依前述（1）條例規定的事項在國家法令上是空白，而沒有加

以規範而且並不是有意省略時，應認為條例不牴觸國家法令；（2）國

家法令規定的事項雖然與地方自治條例相同，但如果二者目的不同

時，則應認為不牴觸法令；（3）國家法令和條例規範的目的相同，但

條例所規範的對象不同，是在國家法令規範外的事務時，（橫出條例）

此時應認為不牴觸國家法令。 

而認為牴觸者為：（1）國家法令設有一定規範基準，但條例就同

一對象、同一目的設有較法令更高的基準，或設有更強、更嚴格的規

範（上乘條例）；（2）於法律有特別委任時，地方的自治條例逾越授

權範圍時。 

但在公害領域，有關法令為因應各地方的需要和保障人民生存權

及實現地方行政保護人民積極行政的義務而發展出區分最低基準法

律及最大限制法律來判別地方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法律的見解。而本件

判決是繼前述德島公安條例之後，日本最高法院所做出有關條例制定

權界限的判決，本件訟爭對象乃是河川法規定以外的普通河川，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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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應屬於前述之橫出條例，應被認為不牴觸法律才對，但本判決卻認

為非河川法適用或準用之河川，若無河川法中為適用或準用的規定不

但不能適用或準用河川法，也不能以自治條例設有比河川法更強的管

制規定，而認定自治條例牴觸河川法而無效。其主要理由是認為：縱

使承認地方自治條例可以就國家法令所未規範的事項予以規範，但若

要以公益上的理由對其限制，則必須以國家法規為之，若未經國家法

規授權則不能以自治條例設比國家法規更嚴格的規定，即地方自治團

體雖然得就國家法律規定以外的事項為規定，但若要對之為更嚴格的

規定，則必須有法律的明文授權始得為之。而且認為地方自治條例涉

及人民的財產權對於管理者的權限應予限制，若無法律之授權則不許

制定比國家法律（河川法）更嚴格的限制，否則會形成地方的普通河

川卻受到比一、二級河川更嚴格的管制，而有輕重失衡，違反比例原

則之情形。 

此項判決日本學界並不贊成，其主要理由是認為： 

1、本判決適用的結果將對人民財產權限制的河川法，解釋為「最高

限制的法律」，而前揭德島市公安條例對表見自由限制的道路交

通法解釋為「最低基準的法律」，在人權的次序上，價值顛倒101。 

2、像本件這種地區性的小河川，在其週邊都設有各種未經管理雜亂

無章的設施，將對於地方居民的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發生危害，因

此對於這些加以河川管理，對這些設施所有權人的財產權加以限

制，乃具正當性，即住民權利的存在優於設置者的財產權102。 

3、不論就形式或實質而言，河川法所規範者僅及於一、二級河川，

並不及於本件之普通河川，而這種地區性的小河川既然為國家法

律所未規範即屬於地方之自治事項，應由地方因應地方不同情況

而加以規範，因此本件條例不論是形式上或實質上都是屬於法律

規定事項外的地方自治事務，而為「橫出條例」103。 

4、人民對於維持河川正常的功能，預防災害的發生，有正常的期待，

                                           
101  山下健次 小林武著，自治體憲法學，第 207頁。 
102  市橋克哉，普通河川管理條例，同註 1，地方自治判例百選，第 59 頁。 
103  阿部泰隆，「條例制定權の界限 最近の事例をめぐつて」都市問題 75 卷 1 號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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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希望政府採取積極的作為，此時地方自治團體有積極管理河川

的行政義務存在，尤其在日本地方自治新法修定後，關於法令的

解釋權應該朝著促進地方自治的方向前進。即使是財產權的限

制，為地方施政的公共性和必要性應容許地方自治團體本身為適

當之判斷，明確賦予地方自治團體較大的決定權限。從這個觀點

出發這個最高法院的判決已不能再維持104。 

參、規定比旅館業法更嚴的自治條例─長崎縣某町旅館建築管制條

例105 

一、事實概要，該條例規定要經營旅館業的業主在申請建築

前必須獲得町長的同意。而關於（1）住宅區（2）教

育、文化設施附近（3）公務機關、醫院及相類似設

施附近（4）兒童福利設施附近（5）公園綠地附近（6）
其他町長認為不適當的處所，則不予同意。 

某甲於 1978年 11月 9日預定在町內蓋旅館，基於該條例請求同

意建築。但町長以（1）其旅館之預定地附近鄰近教育文化設施也就

是有兒童或學生上下學必經的道路（實際上是直線距離幼稚園約

600m，離中學約 700m的距離）。（2）類似汽車旅館的這種旅館設施

將會破壞町內的社會善良風俗，會對青少年造成不好的影響。（3）地

方住民反對設立等理由，而為不同意決定。 

某甲不服而請求判決撤銷，其主張理由之一為本件條例設立了比

旅館業法第 3條第 3項「在學校、兒童福利設施、社會教育設施周圍

100m的區域內，不予許可」更多的限制和更嚴的標準，也就是加了

住宅區，行政機關、醫院等相類似設施及公園綠地與町長所認為不適

當場所的附近，都不能同意的限制，這種比法律規定更嚴格的條例，

應認為牴觸法律而無效，基於該條例所為的否准處分亦屬違法。 

                                           
104  亘理格「新制度のもとで自治體の立法權はどうなるか」小早川光郎編，分權型社會を創

る（4）地方分權と自治體法務その知惠とカしぎょうせい 2000年第 75 頁。 
105  福岡高裁昭和 58 年 3 月 7 日判決行集 34 卷 3 號 394頁，判時 1083號 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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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要旨 

    第一審以：「旅館業法是對職業選擇自由的限制，其已對場所和

距離加以限制，不許以地方自治條例，在與旅館業法為同一目的下，

對於法律所定的限制以條例對之再為更高的營業限制。」。町長不服

提起上訴，福岡高等裁判所則駁回上訴，其理由為： 

雖然旅館業法是以公共衛生及維護善良風俗為立法目的，屬於應全國

一律施行的最高限制規定，但若由地方自治團體為當地行政之需要，

為維護善良風俗，保護地方生活環境，重視地方特性等方面來考慮的

話，各地方自治團體以自治條例訂定比旅館業法更嚴格的規定，要解

釋為旅館業法所直接排斥而不能制定還是有困難。旅館業法對於旅館

業的限制只止於前述確保公共衛生及維護善良風俗的程序，但如果從

憲法第 22 條保障職業選擇自由，職業活動自由等立場來看，以條例

規定比旅館業法更嚴格之規定必須具備有相當之合理性，也就是必須

有必要性存在，而且規定的手段和其必要性必須符合比例原則，才能

謂為合法。如果不能符合前述必要性和手段與目的之比例性，則屬違

反比例原則而和旅館業法的目的牴觸，應屬無效。 

三、判決評析 

本件自治條例不只就所謂類似汽車旅館；連其他的旅館，其設置

場所都要經由町長判斷其是否有害公序良俗或妨害生活環境，雖然町

長還要經過所謂之旅館建築審查會的審查，但不論其裁量如何，最後

都會變成在町內全部以旅館業為目的的建築都不可能獲得同意的結

果時，斟酌全部的資料實在看不出有要設這麼強規定的必要性，而且

就其目的和對旅館業的規範手段也看不出其相當性。本件條例第 3

條各款的規定乃違反比例原則而與旅館業法之目的相違。 

第 1審判決認為條例不能制定比法律更嚴格的規定，但本判決認

為在重視地方特性下，很難直接否定地方自治團體以條例制定比法律

更嚴格之規定。本件自治條例採用町長之同意制，對於未得同意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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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制裁之規定，關於這一點有可能被解釋為行政指導條例106。本件

條例雖然並沒有強制之規定，但實際運用結果卻是未經同意即不可能

建築，實質上與許可制並無不同，都應給予權利救濟。比例原則是憲

法之原則不但拘束行政活動，也拘束立法行為，因此要對職業活動自

由或職業選擇自由加以限制，則在立法目的與達成目的之手段間必須

具備合理性。例如在日本藥局設立的距離限制事件中，即要求規範的

必要性和合理性，要求其採取比較緩和的手段來加以規範107。這種比

例原則當然也適用於自治團體的自主立法。從比例原則要求規範最小

化的觀點來看本件條例，條文中有所謂其他町長認為不適當的場所也

成為不同意的要件，這種規定是賦予町長概括的裁量；關於距離之限

制，又規定為「……附近」，而類似汽車旅館的旅館業其對象也過於

寬泛，整件自治條例看不出有要朝規範最小化的努力的意思，因此其

比法律更嚴格的規定乃被評價為違反比例原則而無效。 

本件判決引用了比例原則作為法律和條例是否牴觸時的判斷標

準。判決結論雖然是認為自治條例違反法律的立法目的而無效，實際

上是自治條例違反了比例原則才會和旅館業法的立法意旨相違背。也

就是旅館業法在立法時就受到比例原則的拘束，本自治條例所採取的

多餘管制是旅館業法在制定時依照比例原則已經是被排除在外而不

採納，因此自治條例再加以規定，即屬違背旅館業法之立法意旨。本

判決不直接對條例以違憲為由直接宣告無效，而藉用了法律為中介，

而以違反法律為由而宣告條例無效。 

第五目第五目第五目第五目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日本地方條例是否適法的日本地方條例是否適法的日本地方條例是否適法的日本地方條例是否適法的審查基準審查基準審查基準審查基準 

    綜合日本地方自治條例是否牴觸其上位規範，約可整理獲致下列

之審查基準108 

                                           
106  大橋洋一，旅館業法ょリ強い規制を定めた條例，磯部力，小幡純子，齋藤誠編地方自治判例百選（第

三版），別冊，ジユリスト第 168期，2003年 10 月，有斐閣 第 62－63 頁。 
107  同上註。 
108  北村喜宣，分權改革と條例，第 69～74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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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否為條例規範之對象 

    地方自治團體必須要對地方自治事項始得制定條例，而日本地方

之事務區分為自治事項和法定受託事項，此二種均屬地方自治之事

項，均得制定條例，其餘法未明文之事項是否屬於地方，依該國地方

自治法第 2 條第 2 項：「普通地方公共團體，得處理其區域內之事務

或基於法律或法規命令而屬於地方公共團體之事務」之規定，在解釋

上只要是在地方公共團體的管轄區域內原則上即屬於地方公共團體

之自治事務，而得制定條例。但仍有許多事務是專屬於中央而非地方

公共團體條例制定的對象，若對之制定條例，則逾越地方自治立法權

之範圍，而牴觸憲法或法律而無效。 

(一) 中央專屬之事項 

    該事項有全國統一之必要時，即非地方條例規範之對象。如該國

地方自治法第 1條之 2第 2項規定，國家存在所必須的事項，有全國

統一必要之事項，其規模應以全國為範圍者，均屬中央專屬事項。例

如，賦予法人人格等有關私法秩序之事項，自然犯之構成要件，計量

單位之決定等都是專屬於中央之事項而不能由地方制定條例加以規

範。 

(二) 專屬於中央執行之事項 

    這是隨著日本機關委辦事項的廢止，而專屬於中央執行之事項，

此時地方自不得以之為對象而制定條例，例如：自然公園法第 17條

在國立自然公園內設置工作物之許可事務，即屬中央專屬執行之事

項，地方不得以之制定條例。 

二、條例是否違反法規之判斷 

(一) 條例之目的 

    法律和條例所規範之對象一樣，但如果二者規範之主旨和目的不

同時，即不能謂地方條例牴觸法律而無效。 



第四章  地方自治立法權之行使與司法審查  

169 

(二) 下游事項 

    法律是針對一定規模或一定標準以上的事務加以規範，地方條例

雖然是與法律出於相同之目的，但就未達法律所規範標準之事務加以

規定，如果法律未有明文限制時，應該認為不牴觸法律。但縱使法律

有明文禁止，如果地方條例所為之措施不違反國家和地方之功能分擔

原則，而對法律所規範以下之事務若不加以管理，則不能解決地方之

問題，維護地方人民之公共利益時，此時亦得以條例加以規範，而有

無牴觸發生爭議時，則應依比例原則加以檢討判定。 

(三) 橫出條例 

    即就法律規範對象外之事項加以規範之條例，或是追加法律規範

對象或擴大規定對象範圍之條例，這種條例也不被認為牴觸法律，因

其規範對象係在法律規範範圍之外。 

(四) 上乘條例 

    解釋法律之立法意旨或目的，如果該法律之性質是屬於是國家最

低基準之法律時，而地方有對該事務獨自規範之必要性且規範之內容

具合理性時，此時即得以地方條例對之予以更嚴格之規定。 

(五) 基準之詳細化、具體化 

    法令規定許可的基準並不十分具體，在不妨害法規意旨和規範目

的下，為因應地方自治團體實際之狀況，在合理之範圍內，得以條例

對該法規所定標準為更詳細、更具體之規定。 

(六) 基準之緩和 

    對法律所定之基準，如果以地方條例作較為緩和之規定，將產生

法律和條例積極的牴觸而無效。但關於地方自治法立法之原則，除了

性質上必須以全國一致之標準加以規範之情形，不得以條例加以規範

外，其餘情形地方自治團體應該都可以因應該地方之特性，由法律或

法規命令委由地方以條例加以規定，或者以地方條例對全國一致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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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予以附加，緩和或訂定複數之基準。因此除非該國家法律所定之基

準就其規範人民利益之內容、程度、範圍屬於絕對不可變更之情形，

而不能以地方條例予以較緩和之規範。若國家法規之規範並不禁止地

方自治條例作較緩和之規範，而不為國家法規那麼嚴之規範也不致影

響公共利益時，則地方以條例為較緩和之規定，亦不能謂與法律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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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我國法制之檢討我國法制之檢討我國法制之檢討我國法制之檢討 

    中央法規原則上應為骨架之立法，對於有關地方之事務，應於法

律中為明文之規定，確認或授權予地方自治團體訂定自治條例，以作

為中央法律與地方自治法規之連接。本節即在探討我國中央法規與地

方自治法規之連接規定，進而區分有無中央法規為依據之自治法規發

生牴觸時之不同判斷標準，並進而分析我國實務之動向。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中央法規和自治法規之連接方式中央法規和自治法規之連接方式中央法規和自治法規之連接方式中央法規和自治法規之連接方式 

壹、日本法之規定 

    日本為避免地方自治條例與中央法規牴觸，在立法上通常會於法

規上對地方得制定自治條例的情形加以規定，其規定之方式有： 

一、在法規上明文規定：「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關於…事項得以條例

為必要之規定。」 

二、如果自治條例和中央規定是針對同一事項時，則通常會於法規上

規定為：「為因應各該地區自然、社會之條件，而有特別之情狀

時，得以條例為必要之規定。」 

三、在中央法規之立法目的範圍內，規定對於法規規範對象外之事

項，得以條例為必要之規定。 

四、就中央法規規定之事項，規定得以條例對法規所為之標準為更加

嚴格的規定（例如訂定比中央法規更嚴之標準或可以對該基準再

附加限制）。也有規定得以條例對法規所定之標準為更緩和之規

定（例如：對於法規所定標準為比較緩和或除外的規定）。也可

規定得以條例為其他之變更即與法規為不同之規定。 

    近年來也有許多中央法規並沒有特別在法規中針對條例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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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加以明定，但有時會於法規中提示地方自治團體針對某事項為

因應地方的需要得為必要之措施，或於立法時即於立法理由中明示該

法律不是最高限制法律，不妨以條例為更嚴格之規範109。 

貳、我國之規定 

    我國就中央法規與地方法規之規定，亦不乏如日本之規定。例如： 

1、都市計畫法第 39條：「對於都市計畫各使用區及特定專用區內土

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積

率、基地內前後側院之深度及寬度、停車場及建築物之高度，以

及有關交通、景觀或防火等事項，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得依據地

方實際情況，於本法施行細則中作必要之規定。」 

2、建築法第 46 條：「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依照前二條規

定，並視當地實際情形，訂定畸零地使用規則，報經內政部核定

後發布實施。」，第 50 條：「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基於

維護交通安全、景致觀瞻或其他需要，對於道路交叉口及面臨河

湖、廣場等地帶之申請建築，得訂定退讓辦法令其退讓。前項退

讓辦法，應報請內政部核定。」，第 99條之 1：「左列各款經直轄

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許可者，得不適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規

定：一  紀念性之建築物。」第 101條、第 120條之 1。 

3、環保法規之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0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

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前項排放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依特定業別、設施、污染物項目或區域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因特殊需要，擬訂個別較嚴之排放標準，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之。」，水污染防治法第 6、

7條：「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水體特質及其所在地之情況，劃定水區，

訂定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前項之水區劃定、水體分類及水質標

準，中央主管機關得交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劃定水區應

由主管機關會商水體用途相關單位訂定之。事業、污水下水道系

                                           
109  松本英昭，逐條地方自治法，平成 15 年 4 月 30 日第 1 次改訂版，學陽書局，第 142 頁－1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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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

流水標準。前項放流水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其內容應包括適用範圍、管制方式、項目、濃度

或總量限值、研訂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得視轄區內環境特殊或需特予保護之水體，就排放總量或

濃度、管制項目或方式，增訂或加嚴轄內之放流水標準，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之。」噪音管制法

第 5條第 1項：「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境內噪音狀況

劃定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並應定期檢討，重新劃定公告之。」 

我國個別之法律，雖然亦有於法律條文中規定為因應地方特殊需

要得制定配合地方實況法規之規定但因各該專業法規係制定於地方

制度法之前，制定當時尚無地方自治條例、自治規則等自治法之概

念。再加上地方自治於法制化以前，近 100年來在中央集權官僚統治

的制度下，中央與地方乃行政上下層級之隸屬關係，直轄市、縣市政

府均為中央之下級機關，毫無自治法人之概念。因此個別法律在制定

時，均將直轄市、各縣市政府列為下級行政機關，而以之為該法律之

地方主管機關。實際上又就一部法律而言，主管機關應該只有一個，

而無中央與地方之分，中央若要地方擔任該法律之部分事務，即應於

法律中明文委任予地方自治團體成為團體委辦事項或法定受託事

項，使地方能因應其地方需要訂立法規予以執行，對該部分受法律委

辦之事務本其自治團體之權能予以判斷裁量而實施。若中央不願如此

授權而欲保有中央專屬執行之權，則最多只能為機關借用將地方自治

團體之行政機關視為中央機關而由地方機關以中央主管機關的名義

而對外執行，此時並無自行立法之權。 

我國立法例上可謂毫無地方自治的觀念，其既將地方政府視為該

法令之地方主管機關，則其於各別法律中再明文規定「地方主管機關」

得因地方特殊需要而制定施行細則，使用規則或較嚴之排放標準，也

就不足為奇。此種現象於地方制度法於 88年制定公布實施以來，立

法上均尚未獲改善，中央於立法時根本無視地方自治法之存在。這種

現象也可以看出我國立法上各行其事及欠缺統合的機制。現行法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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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規定既是為因應地方的環境和需要，所制定之施行細則，使用規則

或加嚴標準又適用於各該地區，若未經地方民意之監督，經由法律正

當程序之節制則變成中央適用於各地方之行政命令，則由各該行政機

關所訂定之施行細則，使用規則或標準其屬性究竟是中央之行政命

令，還是地方之自治規則即有爭議110。為根本解決此項爭議，仍宜參

照日本立法例及 94 年最高行政法院 11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決

議，對於為因應地方需求而容許地方就地方現況予以立法規範者，均

應規定定由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市）以自治條例加以規定，作

為中央法規與地方實況之連接，而以往規定得由地方主管機關（甚至

直轄市、縣市各局處）制定施行細則，使用規則或加嚴標準因其架空

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無視地方自治住民及團體自治民主正當性之

要求，而逕將地方政府視為下級行政機關，其規定方式已與地方自治

制度保障之要求相違，此種立法乃屬違憲應屬無效，應早日廢止，儘

速將不合規定之立法一次予以包裹修正，始為正途。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我國地方自治法規是否與中央法規牴觸之問題我國地方自治法規是否與中央法規牴觸之問題我國地方自治法規是否與中央法規牴觸之問題我國地方自治法規是否與中央法規牴觸之問題 

壹、我國地方自治法規之制定依據 

我國地方制度法第 2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

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自

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第

27條第 1項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就其自治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自治條例之授權，訂定

自治規則。」，而第 29條第 1項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110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 10 月 3 日 95 訴更字第 7 號就電子遊戲場設置違反高雄市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

規定即認該施行細則屬自治規則，不能限制人民權利。原告高雄市政府則認為該都市計畫施行細則乃

都市計畫法第 85 條授權之法規命令，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自得限制人民權利，而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11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內容則以限制人民權利應以自治條例為之，若未以自治條例加以限

制即與地方制度法第 28 條第 2 款規定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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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

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第 30條第 1、2、3項規

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

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

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委

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地方自治團體得

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地方自治法

規依此規定，其制定的根據即可分為是來自於憲法或法律所劃定自治

事項內之自主立法或是因法律或上級法規授權而制定的自治法規。前

者是無須再有個別法律的具體規定為依據，本於其自治權限對其自治

事項即可自主立法，但後者乃是須有中央法規或上級法規特別的授權

或依據而加以制定者。未有個別上級法規為依據而制定的自治法規，

除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之自治事項得自主立法外，在上級法規所未明文

的領域，亦得制定自治法規，因為只要是在地方自治團體的領域就是

地方自治團體事務的範圍，在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競合事務的領域，

若無法律的規定，其事務即應由地方自治團體所承擔111。 

地方自治法規既可分為自治事項內之自主立法或因上級法規之

授權而制定者，以下即分就有無個別法規授權之情形加以論述： 

一、未有個別法規授權之情形 

我國憲法第 110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18至 20條分別明定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之自治事項，這種憲法或地方制度法所畫予地方自治團

體的事項，並不需其他個別法律再加以授權，地方自治團體即得在該

自治事項範圍內制定自治條例，訂定自治規則，應不致與中央法規發

生衝突。但在實際的案例中，其判斷基準可參考日本的見解，以下三

種情形即認為沒有牴觸，1、該事項並無中央法規加以定，而屬於中

央立法空白的情形。2、中央法規對某事項或某對象已有規定，雖然

地方自治條例再加以規定，如果自治條例規範的目的和中央法規不

                                           
111  北村喜宣，分權改革と條例，弘文堂，平成 16 年（2004）3 月 15 日初版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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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3、地方自治條例其立法目的，雖然是和中央法規相同，但其規

範對象並不在中央法規的規範範圍內，也不能認為與中央法規牴觸

112。因此有關自治條例所定罰則，如較法律為更高度之規定，是否即

屬牴觸法律，尚不可一概而論，應視相關法律規範事項之性質及立法

之目的，為整體考量。例如台北縣管制道路挖掘自治條例中所訂罰鍰

雖較市區道路條例第 33條所定罰鍰金額為高，但該自治條例所定處

罰之要件與市區道路條例第 33條所定之要件似不相同，實務上認應

尚無牴觸市區道路條例113。 

至於中央法規已設有一定基準，而地方自治法規基於相同目的，

相同對象而制定比中央法規更高或更嚴的標準時，在傳統法律先占論

的觀點下，應屬牴觸中央法規而無效。但為保障人民生存權，憲法將

第一次保障人權的責任和權限保留給地方自治團體，地方自治團體固

有的自治事項即在遂行此項保障人民生存、自由等基本權利114，此時

中央法規的規定即應被解釋為國家最小限制的規定。因此中央法規規

範的事項和人權保障相互對照的結果，如果中央法規已對人權作最大

的限制時，地方自治條例再作比該規定更嚴格的規定，就是牴觸中央

法規。如果該中央法規只是在作最低基準的規範時，則容許地方自治

條例比中央法規作更嚴格的規範115。而在判斷中央法規是否為最低基

準的規定時，可以衡量：1、基於地方之特殊性是否有作更嚴規定之

必要。2、在人權價值的比較性，地方自治條例要保護的人權價值是

否有優於中央法規所欲保護之人權價值，而且有必要以地方自治條例

特別加以保護。3、就該行政領域，地方自治團體是否有積極行政的

義務，若屬確定，始可制定較中央法規更嚴格之規定116。 

儘管在理論上，地方自治法規在特殊情況可以制定比中央更嚴格

的管制標準，但宥於長期以來官僚行政的陰影，地方自治團體若無法

                                           
112  成田賴明，法律と条例，憲法講座（4），第 214－216 頁。 
113  內政部 90 年 10 月 31 日，台（90）內營字第 9067014 號函，收錄於內政部 91 年 6 月印，地方制度法及

解釋彙編第 37 頁。  
114  原田尚彥，地方自治の法としくみ，全訂 2 版，第 170 頁。 
115  兼子仁，自治體法學，第 69 頁。 
116  市橋克哉，收錄於室井力˙兼子仁編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地方自治法第 4 版日本評論社，2001 年

4 月，第 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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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明文的授權，是不可能制定較中央法規加嚴的自治法規，這在日本

也一樣。在日本地方自治團體常常以行政指導，或制定指導要綱等非

權力性手段來迴避地方自治法規與上級法規牴觸問題117，亦有不從實

體上制定比中央法規更嚴之規範，而從行政程序上下手制定較行政程

序法或個別法律如環境影響評估法所定程序更為嚴格，或增加法律所

無程序之規定。日本官方對這種程序上加嚴或增加法定程序以外程序

之地方自治條例乃採否定見解。學說上則視該地方自治法規所定之程

序有無妨害法律上程序之進行而定其效力。只有在不妨害法律上程序

進行之範圍內，始認為有效118。 

二、有個別法律為依據之自治法規 

    此種情形又可分為有個別法律明文委任及未有法律明文委任之

情形 

(一) 有個別法律明文委任之情形 

    就各種事務可分為本來是中央之事務，或原本就是地方自治之事

務二種。這種事務的劃分是由立憲或立法時之政策取捨加以決定。國

家事項之實施可選擇三種方式實施：1、由中央政府直接擔任。2、將

該中央事項委由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實施，即以機關委辦事項之方式

實施。3、將該中央事項委由地方自治團體實施，即以團體委辦之方

式辦理。自治法規之制定若係有個別法律明文委任時，即屬第 3種情

形，此時於法律委任範圍內即屬基於法律或法規命令而屬於地方自治

團體之事務，關於該事務之施行，則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自行決定，由

地方議會以制定自治條例之方式選擇其實施之方式，此種自治條例，

即屬委任條例。個別法律委任予自治法規其委任之內容可分為： 

1、代替行政命令 

日本水質污染防止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關於污水排放標準由行政

                                           
117  室井力˙原野翹編，新現代地方自治法入門，法律文化社，2004 年 2 月 20 日第 2 版，第 218 頁，主要

判斷點在於行政指導所加諸人民的負擔是否出於任意性，若非出於任意性則屬違法。 
118  大塚直，環境影響評價法と環境影響評價條例との係について，收錄於成田賴明先生古稀紀念，政策

實現と行政法，有斐閣 平成 10 年（1998）1 月 20 日，第 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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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定之」因此關於排放標準法律是規定由中央行政命令加以規定，其

標準是全國一致；但同法第 3條第 3項則規定都道府縣得依中央行政

命令所定之基準以條例制定較適合該地區之排放標準，依這樣法律的

授權此項事項即成為該地方自治團體本身之事務，即為團體委任之事

務。其依法律授權而以自治條例制定比中央法規更嚴格的排放標準，

乃出於法律將變更中央主管機關法規命令之權限賦予於地方自治團

體，此時條例取代中央法規之排放標準，人民或事業機構只要一違反

基準，監督處分、實施檢查等有關水質污染防止法之相關規定都將啟

動。這和地方自訂加嚴條例之情形不同，地方自訂加嚴條例時必須對

提出申請的要件，監督措施和行政檢查等事項分別予以規定，不若前

者只是在取代行政命令。 

2、相當於法規命令之制定 

    法規命令在補充法律之不足，此時若將法規命令應補充者，規定

由地方自治團體制定條例補充，如果地方不制定條例，可能導致法律

所規定之事務無法實施，此時條例之制定是法律所課予之義務，通常

都規定為「關於…..，都道府縣應以條例定之。」例如，公眾浴場法，

對於營業人所應履行有關衛生，風俗秩序的相關措施及具體的基準係

規定「由都道府縣以條例定之」，這樣的規定地方自治團體所定之自

治條例其性質即與法規命令相當。此時若未制定條例，則人民所應負

之義務就無從具體化，隨後之撤銷許可、停止營業等處分，在事實上

都不可能進行。 

3、法律之事項 

    這是法律將其有關構成要件的部分，委由地方自治條例加以規

定，即法律就其規定有關內容細節部分由地方自治團體以條例訂之。

例如：日本都市計畫法第 8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了景觀區域，關於區

域內建築用地，構造設施等有關保持該地區景觀的事項，規定為「由

地方公共團體之條例定之」。 

4、委任的界限和條例 

    條例制定的依據既然由法律委任而來，則條例之規定自不得逾越

委任之範圍，乃屬當然，只是逾越部分是否當然無效？在解釋上就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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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部分並不解釋為當然無效，而認為係屬自主條例。例如有關基準之

設定超過委任範圍所制定之條例，就超過的部分並非法律，而應屬自

主條例119。 

(二) 有法律為依據之條例 

    法律並沒有明文將某事項委任由條例定之，而僅於法律中規定某

事項為地方自治團體之事項，這和前述有法律明文委任者不同，前者

之事務原則屬於國家之事務而委由地方自治團體以條例定之，而成為

團體委任事務，但後者則是由法律或透過解釋而被認定屬於地方自治

團體原有之事務，地方得為自主之立法。 

三、我國有關法律授權地方訂定法規之實況 

(一) 得取代中央法規命令之情形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0 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

物，應符合排放標準。前項排放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依特定業別、

設施、污染物項目或區域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因特殊需要，擬訂個別較嚴之排放標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有關機關核定之。」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條：「事業、污水下水道系

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 (污) 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

流水標準。前項放流水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其內容應包括適用範圍、管制方式、項目、濃度或總量限

值、研訂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視

轄區內環境特殊或需特予保護之體，就排放總量或濃度、管制項目或

方式，增訂或加嚴轄內之放流水標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之。」 

有關於空氣污染排放標準或放流水標準依法應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但在法律中明文授權得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因轄區內環

境特殊需要，而擬定個別較嚴之排放標準或放流水標準，報請中央主

                                           
119   同註 1。北村喜宣，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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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核定。此項規定約有下列問題： 

1、地方主管機關訂定較嚴之標準，是否應以地方自治條例為之？ 

法律原授權由中央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但為因應地方特殊環境的

需要，得由地方訂定更加嚴格的標準，此時若將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當成環保署之下級機關，則在組織法上豈有下級組織可以訂定較上

級組織更加嚴格標準之理，如此，亦有違行政一體。再者地方設有更

加嚴格之標準，乃涉及到地方人民基本權利較他地方人民受有更嚴之

限制，若得由地方行政機關為之，乃欠缺民主正當性，並違反地方制

度法第 28條對地方人民權利之限制應以自治條例為之之規定。此種

規定乃係我國地方制度法制定前之規定，其既係為因應各地方環境之

特殊需要而適用於該轄區，且限制人民基本權利，因此該更加嚴格的

標準地方之行政機關並非即可因法律授權而本於職權訂定更嚴標

準。因此，此種更加嚴格之標準，自應以自治條例為之。 

2、又制定更加嚴格之標準，能否由主管機關自行訂定？ 

如前所述，該更加嚴格的標準既應以自治條例為之，則該法律之授權

乃原本是中央之事務而委由地方自治團體為之，即屬團體委任事務而

成為地方自治團體之受託事項，此時並非委由地方行政機關首長，不

屬於機關委辦事項。而要制定自治條例即必須由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

機關，即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案，送請議會經三讀程序議決通過始得

為之，不能由地方主管機關依職權自行訂定。因此我國前揭有關加嚴

標準之規定乃有重大瑕疵，應予改正120。 

                                           
120   我國向來經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視為中央之下級機關，欠缺直轄市或縣市為地方自治法人之觀念，

因此自地方制度法公布施行前，向來於法律條文上即都以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部（署），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導致於中央法律授權地方因應地方環境訂定更嚴或補充法律

之構成要件時，即被誤認得由主管機關訂定命令為之。這是我國長久以來地方自治法制不發達所遺留

之法制上錯誤，迄今仍未被反省、調整。該法律既為中央法，其主管機關自只有中央一個專管機關而

不生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會變成中央法律主管機關之餘地，若中央欲授權予地方自治團體，則應

於法律條文中為個別授權，而不得將地方自治團體矮化為中央之下級機關。又縱現行的規定一時之間

尚未能於法制上予以糾正，則在解讀法律主管機關的條文時，不應將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的規定，解釋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中央之下級機關，而應將之解釋為係法律授權予地方

自治團體本身，為團體委任事項，只是由地方行政機關之政府為代表。至於立法上有將主管機關訂為

在直轄市環保局（如水污染防治法），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局之規定，更是逕將地方自治團體行政

機關下所屬之機關逕為中央以下轄機關，其毫不尊重地方自治，紊亂行政一體，違背組織法之規定，

於將來法制作業上應嚴加把關，予以禁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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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文規定方式應予變更 

    既是由中央法律委由地方自治團體因應地方特殊環境而設加嚴

標準，其因要再經地方行政與立法双重民意之考驗，及立法三讀程序

之節制，不但受中央立法民意於授權時之節制，在地方自治時又受有

地方民意實質與程序之節制，其民主正當性乃充分而完備。因此中央

法律之授權明確性之要求即可不必像法規命令授權予行政機關未受

民意節制那般嚴格。因而其授權不應如現行條文授權給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而應授權予直轄市或縣市以條例訂定更加嚴格的標準，不

得以自治規則，更無以行政規則而訂定標準之餘地。 

4、授權予地方自治團體訂定加嚴標準，是否尚須送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 

    基本上這種中央法律授權地方自治團體訂定加嚴標準係在取代

中央行政機關原訂之法規命令，其權限係來自法律授權，地方自治團

體並非中央之下級機關，且以地方自治條例加以規定，乃屬於地方之

自主立法，此時地方所受之節制乃來自於法律之授權，並非行政機關

之委任，是否有必要將該自治條例再送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乃大有

疑問，此種再送核定之監督機關乃與地方自治之本質不合。 

(二) 相當於法規命令之自治條例 

如水污染防治法第 6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水體特質及其所在

地之情況，劃定水區，訂定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前項之水區劃定、

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中央主管機關得交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為之。劃定水區應由主管機關會商水體用途相關單位訂定之。」。 

噪音管制法第 5條：「直轄市及縣 (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境內噪音

狀況劃定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並應定期檢討，重新劃定公告之。前

項管制區涉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或有特殊需要者，由中央主管機

關劃定並公告之。」。 

此類規定，若地方不為水區劃分、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或噪音管

制區若地方自治團體不加以制定時，則整部法律即無法進行申請、取

締、裁罰的各項行政措施，因此，這種由中央法律授權給地方制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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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劃分、分類或標準，地方所制定者即相當於法律授權給中央主管機

關以行政命令作為法律之補充，此處只不過法律是授權予地方自治團

體為法律之補充。如前所述，此時法律授權，地方對法律規範予以補

充，因該規定影響法律之實施，且對人民權益影響重大，例如噪音管

制區之劃分與公告即會對地方人民之權益發生影響，而後整部法律始

能運作施行，此時法律之授權絕不能授權予未具民主正當性之下級機

關以其職權逕行為之。從而，關於此水區劃定，水質標準或噪音管制

區之劃分之劃定與公告，自應以地方自治條例為之，而不應由地方行

政機關逕行依職權為之。 

(三) 法規空白之補充 

都市計劃法第 39條：「對於都市計劃各使用區及特定專用區內土

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積率、

基地內前後側院之深度及寬度、停車場及建築物之高度，以及有關交

通、景觀或防火等事項，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實際情況，

於本法施行細則中作必要之規定。」。 

有關於使用分區或特定專業區內之管制法律授權地方依據實際

情況於本法施行細則中作必要之規定，該地方就各項管制定出管制標

準時即再補充該條使各使用分區或特定專業區內之管制得予完整。不

過本條此種授權要與都市計劃法第 85條合併觀察，即該法第 85條規

定本法施行細則，由省（市）政府依當地情形訂定，送內政部核轉備

案。此種將中央法規之施行細則完全歸由地方訂定，而該法對中央行

政機關完全未授權訂定施行細則之情形乃相當特殊，究竟因為本法是

骨架立法，無再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法規命令必要，而委諸地方主

管機關代替中央主管機關就本法之施行訂定施行細則？還是授權地

方自治團體得就地方實際狀況訂定自主的地方法規，以為都市計劃法

之補充？依條文規定的文義：「由省市政府依當地情形訂定……」，立

法者應係授權由地方依當地情形制定法規予以補充。 

既言要因應當地情形而制定法規以為中央法律之補充，則所制定

之地方法規自必對人民之權利義務有所限制，而依地方制度法第 28



第四章  地方自治立法權之行使與司法審查  

183 

條應以地方自治條例為之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取得民主正當性。但

我國長久以來卻認為此時省市政府即可制定都市計畫施行細則，乃係

依法授權在補充中央法規之實施，而認為不須經議會立法及三讀之程

序，而均由地方行政機關即省（市）政府自行以職權命令發布，發布

後即成為中央法律之施行細則，而用以限制地方人民之權利義務。更

嚴重者，該法只授權省（市）政府，並未授權縣市政府，以致縣市政

府對有關其地方特殊需要而必須施予管制之情形，並無法成為都市計

劃法之施行細則，而不得作為限制人民權利之依據。 

最高行政法院 94年 11月 22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即指出：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9條第 1項規定：「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

場所，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 50公尺以上。」上

開規定之立法目的，乃鑑於電子遊戲場對於社會安寧會造成一定之影

響，故明定其營業場所應距離對於環境安寧有著極高要求之學校、醫

院 50公尺以上。因其限制對於營業人營業自由之影響尚屬輕微，所

定 50公尺之限制，應解為係對電子遊戲營業場所設置之最低限制。

又關於縣（市）工商輔導及管理，乃屬地方制度法第 19條第 7 款第

3 目規定之縣（市）自治事項，依同法第 25 條之規定，縣（市）本

得就其自治事項，於不牴觸中央法律之前提下，自行制訂符合地域需

要之自治法規，故縣（市）依其地方環境之需要，以自治法規另定較

高之限制標準，難謂與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9條第 1項之規定牴

觸。惟關於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應以自

治條例定之，為地方制度法第 28條第 2 款所明定。縣（市）政府依

都市計劃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7條第 9 款之規定逕以公告限制申請

設立電子遊戲場業者，須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 1000

公尺以上，自係對於人民營業權之限制，其未以自治條例為之，即與

地方制度法第 28條第 2 款之規定不合，其公告要非合法。至以自治

條例規定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

醫院若干公尺以上之限制，關係居民之營業權，須符合比例原則，乃

屬當然，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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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我國實務之發展我國實務之發展我國實務之發展我國實務之發展 

一、中央法律之授權與地方自治法規之轉換 

我國實務就地方法規與中央法規是否牴觸最具代表性之案例

為：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89年 2月 3日）第 9條第 1項規定：「電

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五

十公尺以上。」但地方自治團體則藉用都市計劃法施行細則直轄市依

都市計劃法第 85條訂定台北市或高雄市都市計劃法施行細則相關規

定時，限制電子遊戲場業須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

1000公尺以上。縣市政府則依都市計劃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17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公告縣市於商業區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申請設

立電子遊戲場時，營業場所應距離國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

1000 公尺以上。」形成了法規競合有無牴觸的爭議。此項爭議乃是

地方政府有意造成的，其目的乃在限制電子遊戲場業在各地方轄區之

營業，而主要問題來自於不論都市計劃施行細則或是縣市政府依台灣

省都市計劃施行細則所為之公告，其法源依據施行細則都是來自中央

法律都市計劃法第 85條之授權，或是依都市計劃法第 85條所訂台灣

省都市計劃施行細則第 17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之訂定施行細則之立

法目的乃在賦予地方立法權限落實都市計劃法第 6 條「直轄市及縣

（市）（局）政府對於都市計劃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

礙都市計劃之使用。」及第 39條「對於都市計劃各使用區及特定……

之規定。」而要限制地方人民為妨礙都市計劃之使用，或限制人民對

土地之使用，此均與地方人民之權利義務密不可分，若謂施行細則只

要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即得作為限制人民權利之依據，則都市計畫法

大可將都市計畫法之施行細則授權予內政部訂定，何需要授權給直轄

市，省政府訂定施行細則，而把中央法律之施行細則授權予地方行政

機關訂定，豈非與中央主管法律之內政部脫節。若認直轄市或省政府

是內政部的下級機關，則將法律之施行細則授權予主管機關之下級機

關，豈非怪事？整個立法目的無非就是都市計劃法本身為大綱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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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就地方之實況鉅細靡遺地加以規範，而有必要就其細節部分授權

予地方配合當地需求制定更詳盡之規範予以補充，並非如一般法律將

施行細則授權予行政機關訂定之涵義。論者，雖有以都市計劃法已明

定直轄市或省為地方主管機關，此時地方主管機關即成為中央主管機

關之下級機關地方主管機關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指揮監督，地方政府所

為之行政處分，亦由中央主管機關受理訴願，類似機關借用之態樣，

該等事項已非自治事項，非地方自治權行使範疇，無從以自治條例或

自治法規加以規範121。 

然中央立法既預見地方情況之差異而有意授權予地方就其地方

特色及需要訂定規範，限制地方人民之權利，則若再將此類對地方之

授權再解釋為屬於中央之事務，顯與授權之立法目的相違，況且此類

授權若確屬施行細則亦不應授予地方而應授與中央主管機關，而這類

授權就其得限制人民權利之程度，其授權之目的、內容、範圍亦難謂

具體而明確而能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之要求。因此，此類授權應屬將

國家事務有關地方之部分，授權予地方自治團體，而成為地方自治團

體之事務，在不逾越都市計劃法之範圍內，得由地方自治團體經由地

方行政與立法機關之相互制衡及立法之正當程序保障，發揮保障人民

基本權利之功能，如此之授權始不逸脫法律保留原則。若謂係直接授

權予地方行政機關而成為機關委辦事項，地方行政機關即屬中央之下

級行政機關，則關於地方特殊規範必要之事務，即可逕由地方行政機

關予以決定，而不必受到民意之節制，如此所有事務即被汲取為中央

事務，如何防範地方行政機關之恣意，而任令地方人民之基本權利即

受行政機關命令之限制與剝奪？因此，此類中央為因應地方需要而授

權之事務應屬團體委辦即具有法定義務而應執行之地方事務，在分類

上屬於地方之自治事務，地方自治團體即得行使其行政與立法之權，

而其規範方式因涉及地方人民之自由權利自應以自治條例為之。 

至於立法上長久以來將中央主管機關在中央為○○部在直轄市

                                           
121   蔡宗珍著，營業自由之保障及其限制，最高行政法院 2005 年 11 月 22 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評釋，

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第 3 期第 26－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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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之立法方式，乃是中央集權官僚體

制之餘毒，毫無地方自治之尊重，此種規定架空地方自治權，已違反

憲法對地方自治之制度保障，乃屬違憲之規定，應予改正，已如前述。 

從而，最高行政法院就此問題於 2005年 11月 22日庭長法官聯

席會議決議中：「關於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

務，應以自治條例定之，為地方制度法第 28條第 2款所明定。縣（市）

政府依都市計劃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7條第 9 款之規定逕以公告限

制申請設立電子遊戲場業者，須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

院 1000公尺以上，自係對於人民營業權之限制，其未以自治條例為

之，即與地方制度法第 28條第 2款之規定不合，其公告要非合法。」

之見解顯係要求雖基於都市計畫法第 85條授權而制定之台灣省都市

計劃施行細則，仍應配合地方制度法第 28條之規定以自治條例始得

限制人民權利課予義務，不得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從而即使是直轄市

所訂之施行細則，例如高雄市都市計劃施行細則雖係基於都市計劃法

第 85條之直接授權，亦不得逕以訂定之施行細則為限制人民權利之

依據，此項決議係將長久被忽略的中央法律與地方制度法作出適當的

聯結，而要求中央法規於授權予地方訂定有關人民權利義務之規範

時，必須轉換為地方自治法規始能謂為合法。 

二、法律先占論的突破 

上揭最高行政法院之決議前段：「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9 條

第 1項規定：「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

中、職校、醫院 50公尺以上。」上開規定之立法目的，乃鑑於電子

遊藝場對於社會安寧會造成一定之影響，故明定其營業場所應距離對

於環境安寧有著極高要求之學校、醫院 50公尺以上。因其限制對於

營業人營業自由之影響尚屬輕微，所定 50公尺之限制，應解為係對

電子遊戲營業場所設置之最低限制。又關於縣（市）工商輔導及管理，

乃屬地方制度法第 19條第 7 款第 3 目規定之縣（市）自治事項，依

同法第 25條之規定，縣（市）本得就其自治事項，於不牴觸中央法

律之前提下，自行制訂符合地域需要之自治法規，故縣（市）依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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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環境之需要，以自治法規另定較高之限制標準，難謂與電子遊戲場

業管理條例第 9條第 1項之規定牴觸。」地方依前述限制人民權利應

以自治法規為之，但制定之自治法規是否與中央法規牴觸，其判斷基

準為何？ 

此項決議不採中央法規有明文規定，地方自治法規即不得與之牴

觸之傳統法律先占論之見解，而採用了法律先占論之修正見解，即不

以法規形式為判斷基準，反以實質上地方自治法規是否與中央法規牴

觸而無效為判斷基準，本決議乃我國司法實務上首先明白揭示了法律

先占論的修正見解，可謂是我國司法實務上對中央與地方法規衝突解

決基準之里程碑。但是該決議認為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學

校醫院 50公尺以上，此 50公尺之限制，應係對電子遊戲營業場所設

置之最低限制，其認定為最低基準而非最高限制乃係以「其限制對於

營業人營業自由之影響尚屬輕微」為由，依此即認為 50公尺之限制

為最低的限制，其論證不免過於薄弱122。要判斷法律所規定之基準是

否為最低基準，1、除要審酌法律制定時之立法意旨外，更要衡量在

該行政領域，是否具有地方的特殊性在考量尊重地方自治的觀點下，

有制定更嚴限制的地方自治條例之必要性。2、要衡量該行政領域，

人權價值的序列，因有更高的人權需要保障時，始得制定比法律更高

的限制。3、在該行政領域，是否負有積極行政的義務，如果是肯定

的話，才能考慮制定較法律更嚴的標準。法律先占論的突破在日本是

在環境保護，公害防制的行政領域中最先發展出來，雖然事後的發展

已不限於公害環保的領域，其他領域亦能適用，但畢竟於適用時應特

別謹慎並注意前揭三項指標之檢驗，否則易流於恣意之認定，而有紊

亂法體系之虞。本件若立法時並未有將 50公尺定為最低標準而容許

地方得為更遠距離限制之意思時，究竟地方有何特殊性要設比 50公

尺更遠的距離限制？而在營業自由和土地建築管理上，究竟土地或建

築有何比營業自由更高的基本權利需要優先保護，而有制定更嚴標準

                                           
122   蔡宗珍著前揭文第 18－21 即認為凡限制基本權之法律，本質上都是最大限制而非最低限制，提高法

律所定設置距離的結果，便是增加法律所無之對營業自由之限制，50 公尺應解為距離限制的上限規

定，絕非下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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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再者，在人民營業自由之限制，究竟地方有何積極行政之義

務也都未能加以衡量。從而，本決議雖然開啟了司法實務容許地方法

規作較中央法規更嚴標準規定之途徑，但在理論上的構成上過於粗

略，不足作為司法審判上之判別標準。 

三、其他司法審查之基準 

(一) 比例原則 

    前揭最高行政法院決議最後揭示：「至以自治條例規定電子遊戲

場業營業場所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若干公尺以上

之限制，關係居民之營業權，須符合比例原則，乃屬當然，併此指明。」 

此決議指明縱使地方自治條例得限制人民權利，甚至得制定比中央法

規更嚴格的標準，但還是要符合比例原則。雖然該決議未進一步加以

闡述，但此項比例原則之審查基準於將來都市計劃施行細則都轉換成

自治條例，而且能通過前揭三項指標而制定較中央法規更嚴格之標

準，但其加嚴程序也不是毫無限制，仍應受比例原則之拘束。例如將

原來 1000公尺經自治條例改制定為 900公尺，而此雖以自治條例為

規定，但其規範實施之結果，在該地方自治團體所屬之區域內幾乎沒

有電子遊戲場之營業所可以在轄區內設置，顯然規定的手段和管理之

目的乃欠缺相當性，而且規範手段看不出有要使地方自治條例規範最

小化之努力，其違反比例原則乃屬明確。 

(二) 地方法規是否在妨害法律目的之實現 

    地方自治法規如果和中央法規具有不同之規範目的時，通常在解

釋上會被認為規範目的不同而不生牴觸問題。但若地方法規其目的雖

與法律不同，但地方自治法規實施的結果卻妨害了法律目的之實現

時，仍然應被認定為牴觸法律，除非具有地方的特殊性，且為避免明

顯而急迫的危險以維護地方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才例外地承認地方

自治法規雖妨害了法律之目的仍屬有效123。本件地方自治團體若以自

                                           
123   福岡地判，平成 6 年 3 月 18 日，判例自治 122號 29 頁，阿部泰隆，「市町村の產廢處理監督條例」

ジコリスと 1055 號第 22 頁。 



第四章  地方自治立法權之行使與司法審查  

189 

治條例作比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 50公尺更大的距離限制，其目的

縱使在維護地方安寧，保護地方青少年，但若其背後所隱藏的目的或

實施的結果，根本就是不願接受電子遊戲場業在轄區內之設置營業場

所，或不能在轄區內設置營業場所，這種自治條例顯然在否定法律已

經取捨的價值，妨害法律目的的實現，而應被評價為牴觸法律而無

效。本件決議雖肯定地方自治法規可訂定較法律最低限制更高更嚴之

標準，但此種審查基準除比例原則之外，亦可揭示以供將來司法實務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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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地方自治行政權監督體制地方自治行政權監督體制地方自治行政權監督體制地方自治行政權監督體制之檢之檢之檢之檢

討討討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

能，地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與立法機關，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

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產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並行使

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與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

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依法

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

府共享權力行使之主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

位，國家機關自應尊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之行為，依法律應受到國家的

監督，以確保中央與地方在垂直分權下仍能維持法秩序的統一，並使上級

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的監督不逾越其監督的界限，以確保地方自治權的完

整。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的監督，最廣義的監督須受到行政、立法、司法、

考試、監察等五個國家權力機關的制約。狹義的地方自治監督則限於行政

監督，由上級監督機關就地方自治團體機關所作成的各種行為加以監督。

地方自治團體所為之行為，可分為立法權與行政權之實施。對於地方自治

團體行政權之監督，可分為二個層面。一個是中央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

理自治事項或委辦事項，依法對該辦理行為予以直接之監督措施。另一方

面，則是因地方自治團體為各種行政行為，地方住民經由訴願、行政訴訟

等行政救濟途徑，而針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之行政行為，以及所依據之自

治條例、自治規則提起爭訟。二者目的不同，前者在維護國內法秩序之統

一，後者則在保護人民權利，須人民主觀的權益受有侵害時始得提起。本

章所探討者，為國家對地方自治團體施予監督措施部分。 

地方制度法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權之監督，主要規定於地方制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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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條及 76 條。第 75 條規定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有違背憲法、

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者，上級監督機關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

止其執行，而就有無違反上位規範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在司

法院解釋前，不得為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之行為。地方自治團

體辦理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令或逾越權限者，上級監督機關

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同法第 76 條規定自治監督機關

對地方自治團體的不作為得限期命履行，逾期不履行得代行處理，而就代

行處理之處分，如認為有違法時，依行政救濟程序辦理之。 

地方制度法對於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權所為之行政監督規定是否合

理？有無侵害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在救濟途徑的設計上是否合理，都

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擬從德國、日本地方自治監督的規定，對我國現行地

方制度法第 75 條及 76 條所架構的地方自治監督體系加以檢討，並提出如

何重建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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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德日之立法例德日之立法例德日之立法例德日之立法例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德國是聯邦國家，邦以下為縣、鄉鎮。德國與歐陸都是小鄉鎮之體制，

鄉鎮之面積不大，人口不多。有關地方組織架構，任務範圍及權限的法律，

原則上是由各邦加以規定。各邦於制定相關法規時，受到基本法第 28條

第 2項「鄉鎮自治團體在法律範圍內，有權自行負責支配地方所有事務」

之拘束，形成地方自治組織體之制度保障。各邦所制定的地方組織法通稱

為「鄉鎮自治法」，鄉鎮的市民代表會或議會並非一般的立法機關而係屬

於地方行政，而地方行政首長通常並不是地方人民所直接選出，而係由市

民代表會或議會選出1。 

有關於德國地方自治監督的理論，主要是建立在間接國家行政的觀點

上。所謂間接國家行政是由具有獨立法人格的主體來實施國家的事務。地

方自治團體，公營造物都在遂行國家的事務。地方自治團體一方面有其獨

立性，另一方面在擔任執行國家行政的角色。為確保全國行政的統一性，

自治體行政本身也是國家行政的一部分，具有完成國家行政目的的義務，

因此國家必須對之加以監督。這種國家間接行政的觀念如果加以貫徹，將

使制度保障的內容變成空洞化2。 

關於德國之自治監督，原則上是依自治事項及委辦事項，所謂「雙元

模式」〈Das dualistische Modell〉來進行的。自治事項可分為地方自治

團體自願辦理事項，法定自治事項（義務承辦但上級無指令權之事項），

對自治事項原則上只有合法性之監督，上級監督機關之監督，只能審查地

方自治團體機關行為的合法性。委辦事項，本質上為國家或上層地方自治

團體之事務，基於分權、分工的目的而將此類事務委託地方自治團體辦

                                           
1  董保城譯，《德國地方自治相關法規》，收錄於德法地方自治法規彙編，內政部編印，84 年 4 月，23~26 頁，89

頁附圖三。 
2  塩野宏著，《國と地方公共團體》，有斐閣，99~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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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辦事項，地方自治團體沒有決定的自由，應受到國家合法性與合目

的性（專業監督）的監督。監督機關得制頒令函，發布指令，縱使沒有法

律明文規定，也可以依發布的指令施予監督，而不會被認為侵犯到地方自

治團體的自治權3。合法性監督的手段，尚可區分為預防性的監督和抑制

性的監督兩類。前者，包括對於地方自治團體建議權的行使，要求地方自

治團體提供資訊，或課予地方自治團體和監督機關報備之義務，或保留監

督機關事前許可核定的權力。後者，則包括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不當

或違法措施的廢棄權，命令權，代替監督機關履行的措施，指派專員取代

地方自治團體執行部分或全部事務，甚至解散地方民意機關或終止地方首

長之職務4。至於專業監督則是透過監督機關的指令權來行使的。指令權

的下達可以及於地方自治團體裁量權的行使5。得對地方執法的程序加以

規定，並得就裁量訂頒準則。德國各邦就鄉鎮市的自治法對適當性監督通

常只作大略的規定，細則的部分則委由各專業法律加以規定6。 

對於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的傳統二分法，德國學說上有採「單元模式」

（Das Monistische Modell）就是將原屬國家的委辦事項加以限縮，絕大

部分將之定性為自治事項，即「義務辦理但上級無指令權之事項」，而將

委辦事項只限於專業法律有特別明文規定的部分，也就是「義務辦理但上

級有指令權之事項」，加上地方自治團體原有的自願辦理的事項，三者都

屬於自治事項。只是就上級有指令權之事項必須要有法律明文的授權，監

督機關始得享有指令權而實施監督。雙元模式和單元模式的區別在於對委

辦事項的定性，以及因而所導致自治監督權限的差異。兩種模式同時存在

德國，並由各邦自行決定採用7。 

                                           
3  黃錦堂著，《地方制度法基本問題之研究》，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8 月。 
4  同前註，黃錦堂，前揭書，289 頁以下。 
5  程明修，〈針對地方自治「內部法律關係」與「外部法律關係」監督措施的行政訴訟〉，中正法學集刊第 11 期、

114 頁以下。 
6  同前註 3，黃錦堂，前揭書。 
7  同前註 3，黃錦堂，前揭書，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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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日本對自治監督的立法例日本對自治監督的立法例日本對自治監督的立法例日本對自治監督的立法例 

日本的地方自治監督機制，基本上是建立在地方自治團體和中央對等

協力的關係上，而不是建立在上下隸屬的關係上。日本在 2000年新地方

自治法修正以前，有所謂機關委任事務。中央或上級主管機關的行政首

長，對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具有全面性的指揮監督權，職務執行命令權撤

銷、廢止權。即使在自治事務，雖然舊地方自治法規定只能為建議、勸告、

要求地方提供資料，內閣總理大臣得要求一定措施（舊法第 245 條第 1

項、第 246條之 2）；但在個別法律卻常常設有特別的監督規定，往往都

是模糊地規定：「有必要時得加以監督」這種不確定的用語，使得監督變

成不特定，而妨害了地方自治團體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2000 年日本新地方自治法對於地方自治監督機制加以修正。修正的

方向是儘量把自治監督的範圍縮小，甚至把一些監督方式廢止，另外把監

督的方式用法律明定其類型，並規定實施監督時，所應遵守的程序。監督

機關為監督行為都要有法律或法規命令為依據。監督行為若是具有強制

力，而相當於公權力的行使時，或不作為或對於義務的履行協議不成時，

都可以向紛爭處理委員會提出訴願，不服該委員會決定時，得向法院提起

訴訟8。 

日本新地方自治法對於自治監督採取了法定主義，也就是適用法律保

留原則。該國地方自治法第 245 條之 2 規定：地方自治團體，非依法律

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無接受國家或都道府縣監督之必要。而且對於地方自

治監督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也就是對於自治監督，須以達成其監督目的所

必要，而且必須在最小的範圍內為之（第 245條之 3第 1項）。監督必須

遵守尊重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性及獨立性的原則（第 245條之 3第 1項）。

此外，對於自治事項和法定受託事項，分別規定了各種不同的監督手段，

而且實施該監督手段時，必須遵照法律所規定的方式為之。對於自治事項

只能為（1）建議或勸告（2）請地方自治團體提出資料（3）要求改善。

                                           
8  成田賴明監修，《地方自治法改正のポイント─地方分權に向けた地方自治法拔本改正》，第一法規出版，川崎

政司編集，1999 年 8 月，初版，39~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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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法定受託事項的監督手段則為（１）建議或勸告（２）請求地方自治

團體提出資料（３）要求改善（４）協議（５）同意（６）許可、認可或

承認（７）指示（８）代執行9。 

上級監督機關為監督時必須遵守下列正當法律程序：（１）書面原則：

監督機關為監督時應以書面為之，受監督者亦得請求提出書面（第 247

至 249條）。（２）當地方自治團體向上級政府請求協議時，彼此應秉持誠

信原則，在相當期間內致力於協議，地方自治團體並有權請求監督機關提

出書面之意見（第 250條）。（３）監督機關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的申請或協

議事項，應訂定許、認可基準及撤銷許、認可等行為之基準，並公告之，

並且要訂立標準處理期間，並公告之（第 250條之 3）（４）以及監督機

關對地方自治團體所申請之許可、認可為撤銷或拒絕許可、認可時，應交

付記載理由及內容的書面（第 250條之 4）。 

對於自治監督所發生的爭議，日本創設了二階段的爭議處理制度。第

一階段，在中央與地方方面，創設了行政內部的中立機關處理制度，即國

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都道府縣和市町村之間，則設有自治紛爭處理委

員會。這個自治紛爭處理制度，基本上還是屬於行政內部的機關，相當於

訴願的準司法機關地位。對於紛爭委員會的決定如果有爭議，而其決定具

備行政處分的要件，或不作為或協議不成等特定事由時，則得向法院提起

撤銷之訴或確認違法之訴。此種訴訟在日本被定位為機關訴訟10。 

綜而言之，日本廢止機關委辦事務，改為法定受託事項，而法定受託

自治事項也被納入自治事項範圍。這種修法顯然是揚棄了自治與委辦事項

雙元模式而改採單元模式，並基於中央與地方協力對等之關係，建立監督

體制。對地方的監督採監督法定主義，分就自治事項與法定受託事項規定

不同的監督手段及方式，並要求自治監督機關於監督時應遵守一定的正當

法律程序。於自治監督發生爭議時，先由行政內部之自治紛爭委員會為建

議或裁決，若有不服則最後由司法機關予以裁判，以明中央與地方權限之

分際。 

                                           
9   蔡秀卿，《地方自治法理論》，三版，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6 月，初版。 
10  同前註，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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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我國地方自治監督之基本架構與檢討我國地方自治監督之基本架構與檢討我國地方自治監督之基本架構與檢討我國地方自治監督之基本架構與檢討 

地方制度法對地方自治團體執行行政權力之監督11，於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規定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有違背憲法、法律，或法律授權

之法規者，上級監督機關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而就有

無違反上位規範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在司法院解釋前，不得

為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之行為(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第 8 項)。

在同法第 76條則規定自治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的不作為得限期命履

行，逾期不履行得代行處理，而就代行處理之處分，如認為有違法時，依

行政救濟程序辦理之(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第 5 項)。則地方自治監督機關

對地方自治團體行使行政監督權時，地方自治團體之救濟途徑為何，關係

地方自治團體自治權之保障甚大。 

對於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權之監督，可分為二個層面，一個是中央政府

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或委辦事項依法對該辦理行為予以直接之

監督措施，另一方面則是因地方自治團體為各種行政行為，地方住民經由

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途徑，而針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之行政行為，

以及所依據之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提起爭訟。二者目的不同，前者在維護

國內法秩序之統一，後者則在保護人民權利，須人民主觀的權益受有侵害

時始得提起。本文所探討者，為國家對地方自治團體施予監督措施部分，

至於人民對地方自治團體提起爭訟部分及對地方立法權之行政監督問題

均不在討論之列。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地地地地方制度法第方制度法第方制度法第方制度法第 75757575 條規定之溯源條規定之溯源條規定之溯源條規定之溯源 

本條條文規定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不論是自治事

項或委辦事項都可以對之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唯一不同者，乃自治

                                           
11  學者將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權行使之權利稱為地方執行權，見黃錦堂前揭書，第 3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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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是合法性監督，委辦事項乃合法性及適當性之監督。這項規定，並不

見於早期之省縣自治通則草案，以及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12。

而就此條文的前身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立法當時之草案即已規定

如同現行條文的架構也就是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分別就自治事項於違背中

央或省法規，或委辦事項於違背上級法令，逾越權限或有其他不當情形

時，得由監督機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行為。這項立法於草案

說明中，未能指出其繼受何國立法例13，日本亦無如此強烈之立法例14，但

溯源此規定係與德國黑森邦之鄉鎮邦轄市自治法第 7章第 138條。「行政

機關得就鄉鎮市議會，委員會，村里委員會所為之違法的決議或處置，在

其作成後的六個月內予以撤銷。」的規定相似15。但就整個基本架構而言，

德國的鄉鎮邦轄市都是小鄉小鎮，人口常在萬人左右，和我國鄉鎮、縣轄

市之人口動輒百萬以上，事務繁雜之程度不能相比，更遑論和我國的縣

市、直轄市相比。更重要的是，德國的鄉鎮市在德國法中，原則上並不具

有獨立的法人格，而僅是邦以下之行政機關，鄉鎮市的議會並非一般所謂

民意機關的議會，而是屬於行政機關的性質，因此地方自治只是屬於行政

權的範圍16。也正因為在德國的鄉鎮市僅是邦所轄行政機關的性質，從而

其對鄉鎮市的監督猶如行政機關內部，上級機關自得對下級行政機關之行

為逕予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只是就鄉鎮市之自治事項因受制

度之保障，有其核心領域，僅能為合法性監督，而就委辦事項得為專業性

(適當性)監督，就其監督之界限受有限制，而對於監督手段並未區別。 

                                           
12  省縣自治通則草案及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見楊一峯著，中國地方自治新論，正中書局 65 年 3 月

台 5 版，附錄一、二第 181 頁以下。 
13  省縣自治法案，立法院公報，法律案專輯，第 171 輯(上)(中)(下)，直轄市自治法案，立法院公報法

律案專輯第 173 輯(上)(下)。 
14  日本修正前地方自治法第 11 章中央與普通公共團體之關係及普通公共團體相互間之關係並無如同

我國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如此強烈的監督措施。有如此強烈的監護性監督措施只有在昭和 22 年地

方自治法修正前才有採取如同我國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般強烈的監護性監督，在地方公共團體的行

政運作顯然違法或不當時，自治監督機關也僅得對各該地方自治團體或其首長，糾正其事務處理

或管理及執行之違失或要求其採取改善之必要措施。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245 條─246 條之 2。見日

本地方自治法暨地方財政法，內政部，82 年 12 月出版，第 244 頁以下。日本新地方自治法更乏如

此強烈的直接干預手段，見蔡秀卿著，地方自治法理論，學林公司，2003 年 6 月，第 193 頁以下。 
15  黃錦堂著，地方制度法基本問題之研究，翰蘆公司，2000 年 8 月，第 284 頁。 
16  大橋洋一著，現代行政の行為形式論，第 6 章条例論の基礎，平成 5 年 9 月初版，弘文堂，第 3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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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國鄉鎮市的地位和我國縣市直轄市為獨立法人且為國家體系

內的統治團體，本身除具有行政權外，還有立法權，其應受保護的地位，

係受憲法的保障， 

若得容許自治監督機關對於自治事項或委辦事項均得逕予撤銷、變

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則無異以行政權即可侵害地方自治團體所擁有之

立法及行政權，此不但與民主原則相違，亦與地方自治團體縣市及直轄市

受憲法保障之規定有違。從而就制度保障的內容而言，並不能一昧抄襲或

繼受德國制度保障的理論。 

再者，就權力分立的結構分析，地方自治團體只服從於司法權和立法

權，即使依立法而侵害，仍有制度保障作為其界限，但對於行政權，並非

行政權的下級機關，不當然具備有權力服從之關係。在憲法權力垂直分立

的結構下，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應該是立於對等、並存的關係，而不是上

命下從的附屬關係，這和德國鄉鎮市只是邦行政的下轄機關，並非並存、

對等關係的結構，因此將德國的自治監督關係套用在我國並不恰當，所謂

地方行政為國家間接行政的理論，在我國憲法下並不適用。但為維持國家

法律體系的統一性，以及在並存對等關係下雙方互負協力義務，在一定程

度上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仍應加以監督，並賦予監督機關法律上較優越的地

位，只是其監督關係必須以我國憲法、國家和地方自治在憲法上的地位為

前提來加以設計監督機制，而不是一昧繼受不同憲法架構下的他國立法

例，更何況只是德國其中一個邦的規定，如此繼受方式，難怪會和我國憲

法架構格格不入。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地方自治監督應有之基本原則地方自治監督應有之基本原則地方自治監督應有之基本原則地方自治監督應有之基本原則 

    我國地方制度法第 75、76條對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監督，只確立了

合法性監督和適當性(專業)監督，就監督行為只有代執行和最強烈的撤

銷、廢止、變更或停止，但就自治監督機關其監督權的發動是否有所限制?

除前揭二種方式的監督手段外，是否還有其他較和緩的監督手段可以運

用，而對於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其監督的手段以及介入的程序是否應有區



 

199 

別？諸如此類，我國地方制度法都未有明文規定，對於我國地方自治與監

督體系的完整，仍有相當差距。以下乃分別就監督體系應具備的幾項條件

加以說明： 

壹、自治監督的法定主義 

自治監督是否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在我國，就委辦事項，向來認

為是國家的事務，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委辦事項時，自治監督機關對之擁

有概括的指揮監督權限，可行合法性及適當性的監督。就自治事項，自治

監督機關也無須有任何法律的依據，常常就可在無法律規定或法律授權規

定下，依職權命令就實施監督措施。這種對地方自治團體全面性的干預，

不能和憲法保障地方自治賦予地方自治團體立法及行政自主權的意旨相

符，對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權有重大侵害之虞。整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國

家與地方自治團體間的關係，究竟是外部法律關係或內部法律關係(特別

權力關係)，如果是外部法律關係，那在依法行政原理的要求下，對於地

方自治團體法律賦予其法人格，並擁有其自主決定的權利，若自治監督機

關對之為監督行為，即構成對地方自治團體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的侵害，此

時若無法律為依據即不得為之。但若認為是內部關係，則基於行政一體，

乃屬組織內部統一之問題，自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其對下級行政機關

為監督行為，自無須獲法律授權之必要，而得逕依職權自行判斷裁量。 

基於以下理由，就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的關係，應認為是外部關係。 

一、自治權限受憲法高度的保障 

    對縣市、直轄市的保障，係明定於憲法，也就是其自治權限受憲法高

度的保障，並非僅只於法律保障層次，而此種保障乃在達到憲法上權力垂

直分立的目的，若將國家與縣市直轄市之關係定位為行政內部的關係，完

全受中央機關左右，即與憲法保障其自治權之目的相違。 

二、地方自治團體具有獨立的法人格 

    地方自治團體和國家是處於對等、並存協力之關係，並受憲法制度之

保障，而具有獨立的法人格具有權利能力，得對外為行為，而且是該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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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國家所承認的統治團體，若再認為地方自治團體與國家的關係只是行政

內部關係，應受行政一體原則節制，則其為統治團體及獨立人格，以及憲

法保障其地位所賦予之防禦權，即失其意義。 

三、就民主的統制機制而言 

    地方自治團體所為行為，係經由民主程序選出之代表經由法定程序決

定後始行辦理(自治事項)，地方自治監督機關雖法律賦予其組織有監督之

權能，但畢竟僅是有組織法上之依據，就作用法方面若未有人民之所訂立

法規之授權，則形成只依內部組織法即可否定憲法或法律所保障地方自治

團體經由民主程序自主形成的意思表示，此顯然與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的意

旨相違。 

四、地方自治團體為獨立之法人 

    其所為之行為乃由團體自主決定後對外發生效力，若認為其與國家是

位於行政內部關係，而得由國家任意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則將

使地方自治對外之自主權限，喪失殆盡，對於法秩序的安定性也有重大的

影响，例如地方自治團體業依地方自治法規對外為行政處分，但自治監督

機關卻事後予以否定，則將使地方自治團體對外之行為，溯及失效，將使

人民喪失對地方自治行為的信賴。 

五、在憲法上國家對人民權利之侵害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雖然地方自治團體與私人不同，而其行政行為立於與私人相同之地位

時亦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保護，應無疑問，但地方自治團體本於其受憲法

上保護之地位而遭受國家監督機關之行使監督措施而對其憲法所保障的

自治權有所侵害時，若認其沒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則形成地方自治團

體為行政行為時，其須受地方制度法第 28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而監

督措施卻無此原則適用之情形，再探究地方自治團體之存亡其目的無非在

使權力分立，防止行政侵害人民，保障基本人權，促進人民福利，從而對

私人之干預須受法律保留原則拘束，對於地區人民自主的組織體的干預，

何以即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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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團體與國家的關係既立於對等協力地位，則自治監督機關對

地方自治團體所為監督措施，應屬外部法律關係，而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

用。因此在我國地方制度法第四章中央與地方及地方間之關係，中應仿日

本 2000 年 4月 1日施行的新地方自治法第 245 條之 2的規定，採取監督

法定主義，明定地方自治團體就其事務之處理，非基於法律或法規命令，

不受國家或自治監督機關之監督17。此種監督法定主義即是監督措施須符

合法律保留原則，因此監督機關為監督行為必須有法律或法規命令為依

據，不能再以行政規則為依監督之依據。而有疑問的是若縣市訂定自治條

例，作為監督鄉鎮市的依據時，是否符合監督法定主義，有認為不得以條

例作為監督依據者18，但吾人認為以自治條例之民主正當性而言應採肯定

見解。 

另就有關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的監督是否都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

用？就自治事項係憲法或法律所賦予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決定辦理之事務

受法律之保障，因此對之為監督時，須有法律之依據始得謂為正當。但就

委辦事項之監督，是否有法律保留之適用?這個問題牽涉到我國委辦事項

的性質。向來我國對於何種事項得由國家或上級地方自治團體委由地方自

治團體之首長辦理（機關委辦事項），並無法令之限制，而任由上級行政

機關自主決定，導致委辦事項過分膨脹，占地方自治團體辦理事務的絕大

部分，導致地方自治團體淪為上級行政機關的下級行政機關，這種現象侵

害地方自治權甚大，也正因為委辦事項無法律之依據即得為之，連帶使地

方自治監督機關對委辦事項之監督亦無任何法律依據之必要，而就其監督

之程序又屬專業監督，從而形成對委辦事項之監督乃屬於行政內部關係，

而無任何救濟之途。因此就委辦事項部分，應加以限制，也就是明確劃分

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19，對於委辦事項必須於其委辦時，都應有法規作依

據，不得於無法規依據下，隨意委辦，否則將侵及憲法或法律所保障的地

方自治權，於有法律依據後，即可將對委辦事項概括的指揮監督法制廢

                                           
17  我國之介紹，見蔡秀卿著，地方自治法理論，學林公司，2003 年 6 月，第 209 頁。 
18  室井力、兼子仁編 地方自治法，基本法コソメソタール，第四版，日本評論社，第 323 頁，白藤

博行執筆。 
19  國內之努力成果，見黃錦堂 地方制度法基本問題之研究，第二章: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劃分，翰

蘆公司，2000 年 8 月初版，第 81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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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而要求其監督必須合乎法規之規定，亦即將傳統委辦事項改成「法定

受託事項」20。如此，則不論自治事項或法定受託事項，均有法規為依據，

則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對之為監督行為即必須有法律為依據始得為之。若地

方自治監督機關未有法律或法規命令為依據而對地方自治團體為監督措

施時，該監督行為即無法發生法律上效果，地方自治團體也無服從之義務

21。 

貳、監督的基本原則 

一、比例原則 

國家或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處理事務的監督，必須是為

達到監督目的所必要，而且必須在損害最小的範圍內始得為之。比例原則

是否得適用於地方自治團體與國家的關係中，德國在因立法而對地方自治

團體侵害所發生的訴訟中，該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基本法第 28 條第 2

項前段在解釋上縱使是採制度保障理論，但仍重視立法者的形成餘地（立

法裁量），認為不可能因立法行為而對地方自治團體發生侵害，也就是放

棄比例原則的審查。另一個不適用比例原則的理由是比例原則只適用於國

家和人民間之法律關係，就行政組織間有關權限劃分所生之爭議並不適用

比例原則22。但從法治國的原理觀察，不僅是基本權領域，只要是在國家

活動領域，都應該要受到法律的節制，而有比例原則之適用。將比例原則

限制於基本權範圍，排除於國家組織權領域之外，並無任何依據。況且比

例原則並非在防護基本權的不受侵害，而是在防止主觀的法律地位受侵

害，也就是憲法所保障的是主觀的法律地位不受立法者恣意的侵害，除非

有特別的理由，而且為正當必要時才能對憲法所保障的法益予以限制。地

方自治團體的權限也是憲法所保障，其目的在確保國家和地方保持一定的

距離用以限制國家的權力，就這種憲法上被保護的地位，立法者對其侵害

                                           
20  日本 2000 年新地方自治法最大的改革就是揚棄機關委辦事項(相當於我國委辦事項)，廢止概括的指揮監督權，

改以須有法規為依據，始得委託地方自治團體辦理的法定受託事務。詳細介紹見松本英昭著，逐條地方自治

法，平成 15 年第 1 次改訂版，學陽書房，第 33 頁以下。 
21  同註 22，第 323 頁。 
22  白藤博行著，「自治權」の實效的保護と國，自治體間の紛爭處理のすり方，收錄於佐藤英善編著，新地方自

治の思想─分權改草の法としくみ─敬文堂，2002 年 9 月初版，第 1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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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應被限縮在最小限度而且必要的範圍內23。而在實施監督措施時則

除應符合比例原則外，必須尊重地方自治團體的自主性與自立性(日本新

地方自治法第 245條之 3第 1項)。 

二、對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監督手段應予區別的原則 

我國就地方自治的監督採德國之立法例即區分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

並抽象地以所謂合法性監督和適當性(專業監督)為抽象的規定，以作為監

督機關行使監督權時的制約。但就自治監督的手段，是否適合適用於自治

事項或委辦事項，並未加以區分，這在德國地方自治機關和自治監督機關

乃立於行政內部上下機關之關係下，或許僅以合法性和合目的性監督作為

監督時之制約即為己足，但是在我國對地方自治團體的保障遠非德國法對

鄉鎮市之保障所可比擬，尤其是自治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事項

得直接施予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無異以中央之行政權，否定地方之

自治權，難謂與地方自治憲法保障之意旨相符，因此在立法上應該將二者

監督手段加以區分，並明定監督機關介入之要件，以及其裁量之界限分別

加以規定，始符合地方自治權之保障。日本於 2000 年新地方自治法，即

分就自治與法定受託事項，分別定立原則性的監督方法。即對自治事項之

監督（干預）只能為:(1)建議或勸告。(2)請求其提出資料。(3)要求改善。

至於協議、同意、許可、認可或承認、指示及代執行等監督行為原則上都

不得對地方自治團體予以實施。至於對法定受託事項其監督手段則有:(1)

建議或勸告。(2)請求提出資料。(3)要求改善。(4)協議。(5)同意。(6)

許可、認可或承認。(7)指示。(8)代執行24。因為就自治事項而言，地方

自治團體係與國家立於平等、協力之關係而非上下隸屬關係，因此並無再

受監督機關同意、許可、認可或承認以及指示及代執行之餘地，此項分就

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規定監督手段的立法對於自治團體之自治權保障跳

脫出合法性和適當性判別的不確定性，以及對地方自治事項的過分壓抑，

對於我國地方自治監督制度之健全，足堪借鏡。 

我國地方制度法第 76 條就地方自治團體依法應作為而不作為者，地

                                           
23  同前揭著，第 172 頁，黃錦堂著，前揭書 第 291 頁。 
24  蔡秀卿著，前揭書，第 221 頁，松本英昭著，前揭書，第 936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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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治監督機關得命於一定期限內作為，逾期不作為得代行處理。此項制

度係仿德國對鄉鎮市的自治監督而來25，其代行處理的對象並未限制只及

於委辦事項並擴及自治事項26。然而我國地方自治團體，尤其是縣市、直

轄市所受之保障及憲法所賦予之權能，以及整個人口、地域背景的不同，

再加上德國鄉鎮市僅係邦的下級行政機關的地位，並不具備自主的立法權

限，我國地方制度法加以繼受，恐未能通過我國憲法的檢驗。尤其是代行

處理制度，若適用於自治事項，則地方自治團體因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保障

的自治權能，將可由自治監督機關以行政權加以剝奪。雖謂代行處理之發

動須合乎一定的要件，但我國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民意基礎所形成的立法與

行政自主權限，使得地方自治團體具有獨立的人格，為地方之統治團體，

受憲法保障之法律地位，其本於自主立法，行政權能經由正當法律程序所

為作為或不作為之決定，應由地方透過自主的民意機制(選舉、罷免、創

制、複決)加以解決，豈能由自治監督機關予以代行處理，如此地方自治

團體乃淪為自治監督機關之下級行政機關。日本 2000 年新地方自治法明

定僅就法定受託事項始得為代執行（相當於代行處理），就自治事項之處

理，完全否定代執行之制度，國會在制定法律時原則上就自治事項不得制

定代執行之規定，內閣在作成法律案或發布命令時，亦不得規定對自治事

項得予代執行。但日本特別法中規定有代執行的規定，也必須配合著新地

方自治法對自治事項不得代執行的規定予以修正27，而代執行之實施，縱

使限於法定事項，也不像德國或我國由自治監督機關自行就構成要件予以

認定判斷，於告戒後即可逕行發動行政權予以代行處理。在日本之代執行

之對象是地方自治團體就法定受託事務的管理或執行:(1)違反法規或各

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時，或(2)怠於履行該法定受託事務，(3)用盡其他方

法都失效時，(4)若不代行處理明顯妨害公益時。始得由自治監督機關以

                                           
25  黃錦堂著，前揭書，巴登─符騰堡邦鄉鎮邦轄市自治法第 123 條，即有代行處理之規定，其範圍不限於地方

自治團體的違法不作為，更包括地方自治團體已為一定作為但該作為違法於受到告誡後仍不自行矯正的情

形，而且該代行處理適用於自治和委辦事項。黑森邦鄉鎮邦轄市自治法第 139、140 條亦有如同我國地方制度

法第 76 條的規定。 
26  學者甚至進一步認為地方制度法第 76 條所稱地方「依法應作為而不作為」應包括地方之立法，執行之不作為，

始能彌補地制法第 26 條以下只針對積極立法部份所留下的缺失，後又認為就地方之違法不作為所引發之代行

處理，仍以區分為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作不同的規定，自治事項的立法行為，原則上不適於代行處理，除非

係極端例外而且已經對地方居民之生活造成重大的損害或危害之情形。黃錦堂著，前揭書，第 297、301 頁。 
27  室井力、兼子仁編 地方自治法，前揭書，第 3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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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敘明理由，予以告戒並限期命令改善，逾期不改善應再以書面限期

命履行，逾期再不履行時，各自治監督機關始得向高等法院請求判決命地

方自治團體履行，法院應就自治監督機關所發布職務執行命令之適法性予

以實質審查，不能以該事項係法定受託事項本質為上級監督機關所屬事項

即認為有優越性而為不利於地方自治團體之認定。法院實質審查結果，如

認為自治監督機關請求有理由時應為限期命地方自治團體履行的判決，若

地方自治團體在拒不履行時，得於確認該不履行之事實後，經由法定之程

序替地方自治團體代行處理28。此項制度的目的旨在調和對地方自治團體

首長自主獨立地位的尊重和確保國家對委任事務指揮監督權的有效性29。 

參、自治監督時應遵守的程序 

    自治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行使監督權限，其本質也是行政行為的

一環，對於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之原則亦應遵守30。行政程序法的目的在行

政行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

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行政程序法第一條)。行政

程序法的內涵至少要包括(1)告知和陳述意見與聽證。(2)閱覽卷宗。(3)

附記理由。(4)設置和公布判斷與裁量基準31。在監督的措施上應遵守之程

序，應有下列各項: 

一、地方自治團體要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在對自治團體為不利益處分前，應先依職權調查證據，並必須通知地

方自治團體陳述意見，讓地方自治團體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甚至就重大或

有爭議之事項，尚應依法舉行聽證(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43 條，第

102─109 條)。 

                                           
28  松本英昭著，前揭書，第 972 頁以下就新地方自治法第 245 條之 8 代執行之解說。 
29  依法國法的規定，地方自治的上級監督機關也不得直接撤銷地方自治團體的決定或逕行代行處理，而須經該

國行政法院之審查後，始得為之。其介紹見黃錦堂前揭書，第 292、323 至 329 頁對法國之介紹。 
30  日本行政程序法第 38 條課予地方自治團體應努力使其行政程序完善的義務，並非一體適用中央所頒布之行政

程序法，因此各地方自治團體乃紛紛制定地方行政程序自治條例作為地方行政程序之依據，但大部分地方之

行政程序自治條例，大都照抄中央之規定，見木多滝夫著，行政手續法と地方自治─行政法の立場から─收

錄於行政手續法と地方自治，日本地方自治學會編，地方自治叢書 9，敬文堂 1996 年 11 月初版，第 33 頁。 
31  塩野宏，行政法Ⅰ，第 2 版，有斐閣，1994 年第 2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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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面主義原則 

    監督機關為監督行為時，應以書面為之，並敘明監督之目的、事實、

理由及法令之依據並教示救濟(行政程序法第 95、96 條、167 條行政指導

原則採書面主義)。以書面作為監督措施能使監督機關於判斷有無監督事

由時能夠慎重，並避免監督機關之恣意。 

三、必須訂定審查基準並加以公布 

    為促使行政程序公開透明，對於許可、認可、同意之監督，必須訂定

審查基準，並加以公布(第 159 條第 2項第 2款，第 160 條)，使自治監督

機關於監督時就法令之適用能確保其平等公正，避免行政機關之恣意，或

人為判斷之偏失，並使許可與否能有相當預測可能性。 

四、對於申請案件之許可、認可，應訂立標準的處理時間，並公告之(行

政程序法第 51條)。 

五、不服從行政指導之不利益處置禁止原則 

    當地方自治團體明示不服從自治監督之行政指導時，自治監督機關，

應即停止，並不得據此對相對人為不利之處置(行政程序法第 166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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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我國地方制度法規定之商榷與我國地方制度法規定之商榷與我國地方制度法規定之商榷與我國地方制度法規定之商榷與實務運作之檢討實務運作之檢討實務運作之檢討實務運作之檢討 

    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發生有無違反上位

規範之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在司法院解釋前，不得為撤銷、變更、

廢止或停止，這個條文表面上對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權保障甚大，但在實

際運作下，乃發生甚多疑義。例如：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

理自治事項的監督手段是否可以施行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如此劇烈

的干預手段？又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在依法行政要求下，通常背後

都先訂有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而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30 條規定，有罰則部分要先送自治監督機關核定其餘要送備查。

而自治監督機關於發現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有牴觸上位規範時，由自治監

督機關函告無效，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若地方自

治法規通過立法權之事前監督而經核定或未必函告無效，則該自治法規的

合法性業經確立，何以其依自治法規辦理自治事項時，會再發生牴觸上位

規範之情形？自治監督機關何以對同一自治事項行二次行政監督？又該

條文只規定自治事項有無違背上位規範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之，但到底是欲行自治監督權之自治監督機關應先聲請解釋，在司法院解

釋前，不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還是在地方自治團體在

自治監督機關欲行使行政監督權之前，即可預先提出聲請司法院解釋？又

若自治監督機關不先聲請解釋而逕予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地方自治團

體執行之措施時，地方自治團體的救濟途徑為何？是可以再聲請解釋，還

是只能提起行政爭訟？另對於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委辦事項的撤銷、變更、

廢止或停止其執行的措施時，地方自治團體能否提出救濟？其救濟途徑為

何，都是本條文所面對而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以下乃分別加以探討。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關於監督手段方面關於監督手段方面關於監督手段方面關於監督手段方面 

    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不區分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性質之不同，都賦予

自治監督機關相同之監督手段得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執行，只是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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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不同，對自治事項限於合法性監督，對委辦事項則可為適當性合目

的性的專業監督。但這種監督手段對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行政權與立法權

的本質相符，從而在立法上應分就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規定不同的監督手

段。日本 2000 年新地方自治法明定對自治事項只能為(1)建議、勸告(2)

請求其提出資料(3)要求改善。對於委辦事項始能為同意、許可、承認、

指示或代執行之行政監督行為，已如前所述。如此明定監督方法始能避開

所謂合法性與合目的性的爭議。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33 號台北市里長延期

改選案中，大法官雖揭示中央之監督對自治事項僅能就適法性為之，其情

形與行政訴訟中之法院行使審查權相似（參照訴願法第 79 條第 3項）；對

委辦事項除適法性之外，亦得就行政作業之合目的性實施全面監督32。但

所謂合法性或合目的性之判斷，仍在發動監督權者手上，雖最後須經司法

機關為終局裁定，但就地方自治團體自治權之保障已發生保護的缺口，而

且該手段之實施無異由中央的行政權，將地方的立法權、行政權一概否

定，難謂與憲法對地方自治團體為「制度性保障」的本質相符。因此在立

法性不應再將此種對地方自治團體的監督寄託於抽象「適法性」、「合目的

性」的不確定法律概念上，而若在監督手段上加以明確區分，則將使中央

與地方關係明確， 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保障得以進一步落實。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地方自治團體執行權與立法權為行政監督之設計不當地方自治團體執行權與立法權為行政監督之設計不當地方自治團體執行權與立法權為行政監督之設計不當地方自治團體執行權與立法權為行政監督之設計不當 

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通常本於本身自有之自治權，但在依法行

政要求之下，辦理自治事項通常都要有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為依據，而此

自治規則通常都須經具有民意基礎的地方議會或行政首長，經由法定程序

始得加以訂定，而這過程在自治條例包括地方自治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相互

制衡，已受地方自治團體本身制度和程序的監督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訂定

後有罰則要送自治監督機關核定，沒有罰則要送備查(地方制度法第 26、

30條)，若自治法規有牴觸上位規範則除不予核定外，還可以函告無效，

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若地方自治法規通得過自治

                                           
32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續編(十六)92 年 12 月 司法院印行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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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機關的事前監督而予以核定或未函告地方法規無效，則地方自治法規

得合法性業經確立，則地方自治團體依該自治法規辦理自治事項時，即不

應再有牴觸上位規範，而有自治監督機關對再為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

執行之餘地。因此，若維持現有對地方立法權之事前行政監督機制的話，

則地方制度法第 75條對自治事項之監督規定，即於理論上矛盾，而無成

立之可能。除非自治監督機關在對地方立法權行使事前監督機制時，未依

該事前監督機制不予核定或函告無效的漏網之魚的可能，才有可能適用第

75條的可能，而此事前立法權的監督也難辭其咎。 

這種規定在實務上也很容易令人忽略辦理自治事項的依據是經過合

法性審查的地方自治法規，而逕依地方制度法第 75條直接實施行政監督

權。當然也有部分情形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並無地方自治法規為依

據，而係本於其地方自治團體本身的權能而加以辦理，此時才有可能發生

是否與上位規範牴觸的問題而有地方制度法第 75條適用之可能。例如台

北市里長延期改選，乃起源於 90年 4月 3日台北市政府經台北市議會三

讀通過「台北市行政區劃及里鄰編組自治條例」於翌日公布實施。因里鄰

區域重新調整結果將使被合併的里長失去權利，大里分割為數里，新里應

補選里長，勢必產生爭議，而為避免選舉後調整里區域影響里長權益及里

民選舉民主權，乃決定里長於里區域調整後再行改選。因此台北市政府乃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83條第 1項及第 3項，以特殊事故為由核准里長延後

選舉。內政部認為台北市政府為辦理里編組調整，而將該市第 8屆里長任

期依事實需要延長半年至 1年，與上開特殊事故之立法意旨不合，而違反

地方制度法第 83條第 1項而提請行政院於通知限期改正之情形下，於 91

年 5 月 2 日撤銷台北市政府之延選決定33。台北市里長之延選雖係依地方

制度法第 83條第 1項之特殊事故規定辦理，但其前提發生乃是因「台北

市行政區劃及里鄰編組自治條例」的通過，於執行該自治條例發生困難時

所生，雖里長延選並不是在執行該自治條例，但終究是因該自治條例而

起，而於行使自治監督權時，就該自治條例之合法性審查問題往往被忽

略，而直接進入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而自治監督機關得直接依第

                                           
33  見前揭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續編(十六)第 126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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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條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執行的強烈干預手段，這對地方自治

權的侵害過大。因此，若不改變監督手段也應該如同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553號理由書所揭示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地方自治團體的執行前，依

照正當的法律程序遵守事前溝通協調，給予地方自治團體表示意見或舉行

聽證會的機會。事先限期命改善，逾期不改善時，透過司法權的介入裁決

確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確係違法，並命其遵從，於地方自治團體

仍不遵從時始為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執行的決定，不宜逕由自治監督

機關對自治事項得於未遵守正常程序，亦未有司法權介入之情形下逕為撤

銷、變更、廢止或停止之處分，此乃有違憲法對地方自治團體自治權之制

度性保障。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聲請司法院解釋的問題聲請司法院解釋的問題聲請司法院解釋的問題聲請司法院解釋的問題 

壹、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第 8項規定之由來 

地方制度法第 75條第 8項規定地方政府辦理自治事項有無違反上位

規範發生疑義，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在司法院解釋前，中央主管機關或

上級監督機關不得行使處分行為。此項條文彙整自原「省縣自治法」第

54條及原「直轄市自治法」第 54條規定。但原地方自治二法，行政院草

案並未有發生疑義得聲請司法院解釋的規定，該規定是在三讀會時，經由

朝野協商所訂定。但協商前是甲、乙兩案併呈討論，甲案：僅就各級地方

政府分別辦理自治或委辦事項於違背法規或違背法規及逾越權限時自治

監督機關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加以規定，並無聲請司法

院解釋之規定。乙案：為黃爾璇委員的提案，認為委辦事項有違反法律時，

由自治監督機關訂定期限，以書面命令修正，而在規定期間未履行者，得

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之。有關自治事項之命令或處分被認為違反中央

或法律或地方自治條例時，由自治監督機關通知其修正、變更，地方自治

團體如仍有異議，則自收到通知其修正、變更之日起 15日內得呈請再議，

或向司法院大法官申請解釋。而其於立法院會之發言為：「本席以為，承

辦上級機關委辦業務之地方自治團體，被認為有違背法律情事而須遭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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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者，仍須經正當程序後，方得進行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之處分。其

次，有關自治事項方面則須更加謹慎處理，因為自治事項乃地方自治團體

原本應有之權利，所以上級監督機關不可隨意干涉，更不得以命令或其他

處分方式，勒令地方自治團體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自治事項，而應

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裁定後，才能決定地方自治團體所辦理之自治事項，

是否真有違背上級行政單位法令的情形。」而當時發言之立委劉炳華發

言：「在黃委員所提的第四十七條的乙案中，曾提及行政命令與行政處分

是否違背法規的問題，第二十六條亦有『第一項至第三項議決事項與法

規、規章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的規定，但第四十七條

甲案則未提及此問題，本席認為此項規定相當重要。倘使自治團體所為之

自治事項，可由其監督機關單方面認定違法或無效的話，顯然無法徹底保

障自治團體之自治權限。因此，本席除主張第四十七條按甲案通過外，尚

須給甲案中增訂第七項『第一項至第六項所規定之委辦事項及自治事項有

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希望各位能按此作綜合考量」。 

林濁水委員：「第四十七條乃是規範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委辦事項及自

治事項，與上級法令衝突時的問題，目前有甲、乙兩案併呈，大家應可明

顯地看出，乙案的衝突解決程序規範較為詳盡嚴謹，且文字較為簡潔，因

此應當予以採用。何況乙案還兼顧了地方自治的精神，換句話說，有關自

治事項若與上級命令衝突時，才以大法官解釋的方式加以解決，此種精神

乃是與第二十六條相銜接的。基於法律前後一貫的原則，本席支持採用乙

案，否則將造成第二十六條與第四十七條立法精神不一的現象」。 

隨後在朝野協商下增訂第 7 項就自治事項有無違背中央或地方法

令，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而三讀通過，並於通過後經劉炳華、姚

嘉文、蔡同榮、盧修一委員提出復議案，增訂第八項「前項情形在司法院

解釋前，中央主管機關或自治監督機關，不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

止其執行。」34 

本條有關自治監督經司法院解釋之規定，在當時所有地方自治二法的

                                           
34  省縣自治法草案 立法院公報 法律專輯第 171 輯(下) 內政(77)  立法院秘書處編印第 11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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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各種版本中只有黃爾璇版有此規定，最後審查會兩案併呈，經朝野協

商乃融入黃爾璇版之意見始為定案，因此當時的草案精神乃足供於解釋該

條文時參考。該草案之精神乃行自治監督時須經正當程序，自治監督機關

必須以書面限期命改正或變更，於有爭議時，地方自治團體可以在監督機

關通知後處分前申請大法官解釋。 

直轄市自治法有關地方自治法規之效力及地方議會議決事項與法規

牴觸時之效力條文有相當關連。此從前揭林濁水委員的發言即可看出其關

連性，因為當時「省縣自治法」訂定時，省尚未被修憲凍結，因此發生若

省法規與中央法令衝突時應如何解決之問題，而依憲法第 117條「省法規

與國家法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之規定，將之規定於

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中，有關地方法規效力與地方議會議決事項與

上級規範牴觸之解決途徑中，當時行政院所提出之草案版本，並無此項有

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之規定，但各立法委員所提出之

各草案版本幾乎都有此項規定，因此於審查會時即已將該聲請司法院解釋

的規定納入，其聲請解釋之範圍自省法規擴及直轄市及鄉鎮市自治法規與

民意機關就自治事項之議決事項，超出憲法第 117條只限於省法規與國家

法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始得由司法院解釋之」制憲者設計的本意而使司

法院過分承載，此種立法是否符合司法院的「制度保障」乃不無疑問35。 

地方自治二法有關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對地方立法權與執行權行使行

政監督發生是否牴觸上位規範疑義，而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立法於地方制

度法立法時被照單全收，但立法當時省已遭凍結，此項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得規定並未被加以檢討。 

該聲請釋憲的規定；早先之省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繼受「省縣自

治通則」草案，該草案又繼受自憲法本文第 117條。但修憲後已經凍結省

高度自治之保障，而可留待立法者自由形成36。立法者實應考量省已遭凍

結，憲法第 117條被停止適用，而地方自治監督體制更應加以調整，只要

透過適度的程序控制和行政爭訟的開放，即可將地方自治監都發生法規適

                                           
35  關於地方自治法規效力與各級民意機關議決自治事項之效力條文，各版本之草案總說明，其中最明顯者乃立

委林壽山之提案，前揭書第 171 輯(上) 第 136 頁參照 
36  黃錦堂 前揭書第 70~75 頁、第 335~338 頁。 



 

213 

用疑義所生爭議的案件控制在穩定的情況下，而不必再賦予司法院大法官

過重的負擔。尤其像鄉鎮市自治事項與上位規範發生法規牴觸疑義時，也

可以聲請大法官解釋，恐有使大法官釋憲機關過分承載之虞。但若為糾正

長久以來地方自治觀念之落伍，以及對地方自治保障之嚴重不足，立法者

在階段上賦予大法官會議此項健全我國地方自治的重任，也不能謂為不

妥。 

貳、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27 號解釋廣開聲請解釋之門 

一、大法官會議接受地方自治團體聲請之向例： 

    在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第 7項第 8項未修改之前提下，以往大法官會

議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於聲請司法院解釋都採嚴格的態度，仍將地方自治團

體視為中央之下級機關，就其所生爭議仍認為是內部關係，而有下列幾種

基本的態度：(1)在聲請人方面，排除代表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行政機關

得聲請解釋，亦否定地方以自治法人之地位聲請解釋，而以地方議會並無

上級機關為由，只接受地方議會之聲請解釋。(2)將聲請解釋的依據壓縮

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審理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統一解釋法令層

次，地方自治團體的行政機關若要代表地方自治法人提出釋憲聲請，必須

依同法第 9 條認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有上級機關而應由上級機關

層轉提出聲請，因為聲請統一解釋，依同法第 7條第 1項第 1款但書「但

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見解之拘束或變更其見解者，不在此

限」。大法官審理案件向來都將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當作是下級機

關，因此聲請解釋都以應受上級機關見解拘束而未經上級機關層轉為由而

駁回37。大法官會議對於地方自治團體.聲請解釋的基本態度遭受到批評，

因為在地方二法及事後的地方制度法施行後，地方自治團體早已是具備公

法人資格，具備有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地方自治團體不再是行政機關內部

的組織，既與國家都屬獨立的法人，何須要他人層轉始得聲請？又往往中

央與地方發生權限或法規衝突，爭執的一方往往就是代表國家行使行政監

                                           
37  前揭書第 71 頁、第 351 頁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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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當事人，如何期待當事人予以層轉，況且層轉常涉及到中央與地方執

政者隸屬不同政黨間之立場，故就爭議還須層轉似對地方自治權之保障明

顯不足。 

二、釋字第 527號解釋之正式突破 

    大法官會議利用台中市議會及雲林縣林內鄉公所聲請解釋的機會，對

地方自治團體得聲請大法官解釋的相關問題，試圖作一次釐清，此號解釋

針對地方自治團體對立法權與行政權地方制度法之聲請司法院解釋及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審理案件法的關係加以釐清，可謂是對地方自治團體長久

以來被封閉的釋憲途徑打開大門，而具有地方自治保障里程碑的地位。就

地方自治監督聲請釋憲的部分，釋字第 527 號解釋區分為四種情形： 

(一) 有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

條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即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

所)辦理該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六項之自治事項，認有違背憲法、

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未依各該項規定予以撤銷、變更、廢

止或停止其執行者，得依同條第八項規定聲請本院解釋。 

(二) 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對上開主管機關所為處分行為，認為已涉

及辦理自治事項所依據之自治法規因違反上位規範而生之效力問

題，且該自治法規未經上級主管機關函告無效，無從依同法第三十條

第五項聲請解釋，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亦得依同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

逕向本院聲請解釋。 

(三) 其因處分行為而構成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疑義或爭議時，則另得直接聲請解釋憲法。 

(四) 如上述處分行為有損害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情事，其

行政機關得代表地方自治團體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於窮盡訴訟之審級

救濟後，若仍發生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違憲疑義，而合於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亦非不得聲請本院解釋。

至若無關地方自治團體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效力問題，亦不屬前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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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行政訴訟之事項，而純為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或上下級地方自

治團體間之權限爭議，則應循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解決之，尚

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 

這樣的解釋透露大法官想要兼顧中央與地方雙方的聲請釋憲權利的

意圖，同時開放給中央及地方都可以聲請解釋的機會，但是這樣的好意，

是否可以達到其目的? 

首先，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就不會領情，因為其既握有先為撤銷、變更、

廢止或停止之行政監督權，法律又未要求其必須遵守法定程序，書面通知

地方自治團體改善，在未盡正當程序前不得行使監督權，則於其認為地方

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有違反憲法法律或上位規範時，無將行政監督權擺

著不用，而先聲請大法官解釋之理，其只要為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的

處分，就完全變成地方自治團體本身的問題，不論是要聲請釋憲，或提出

行政訴訟，自治監督機關都以逸待勞，如此以行政監督權為優先之解釋，

難謂與地方自治制度保障目的相符。 

又本解釋並未考慮到地方制度法第 75條第 8項後段「在司法院解釋

前，不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的規定。因為如果許可自

治監督機關在認有牴觸上位規範而欲行使自治監督權之前，可以不先聲請

大法官解釋，則會誘使監督機關先下手為強，只要監督機關為監督處分，

該處分即對外發生效力，待地方自治團體聲請釋憲，及大法官釋憲出爐

前，該處分都持續發生效力，地方自治團體並無使其暫時停止執行的可

能，如此該規定即成具文，除非是地方自治團體在接到監督機關事前書面

通知，限期命改善或履行前，在期限內提出釋憲聲請，如此因在釋憲中，

才有可能「在司法院解釋前，不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因此整個條文在結構上，除非事先有給地方自治團體聲請解釋的機會，而

由地方自治團體提出釋憲聲請，否則應要求自治監督機關認為有違反上位

規範要行使監督權之前，必須獲得司法機關之審查同意始得為之，亦即要

先獲得司法機關確認該辦理自治事項的行為牴觸上位規範後，始得撤銷、

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這種司法事前介入的機制遠勝於事後救濟的功

能，而這與一般就具體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不同，因為其本質乃是地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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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權是否與國家法秩序相符所生之衝突，基本上如同法規之衝突一樣，大

法官所為者乃抽象的規範審查，確認法規範是否因牴觸上位規範而無效

38，又自治監督機關認為地方辦理自治事項牴觸上位規範而無效，自應由

主張無效之人提起確認無效之訴，而原認有效之人雖遭否定但不須去提確

認有效之訴，因而從憲法訴訟的二造對抗觀點，亦無由地方自治團體聲請

解釋確認無效之餘地。該號解釋的第一種狀況「得」依同條第八項規定聲

請解釋以改為「應」依同條第八項規定聲請解釋為當。 

又大法官會議雖為釋憲而非裁判機關，但其對於衝突所為之解釋，原

即具有裁判之本質，既為裁判必有判斷取捨，不可能兩邊討好，討好兩邊

之結果，往往造成對另一方不公平。因此該號解釋的前述第 2種情形，認

為自治監督機關已為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之處分後，地方自治團體認

為已涉及辦理自治事項所依據的自治法規因違反上位規範而生之效力問

題，且該自治法規未經上級主管機關函告無效，無從依第 30條第 5項聲

請解釋，地方自治機關也可以依第 75條第 8項聲請解釋。此項解釋有待

檢討者有: 

1、主管機關既已為撤銷等處分 

    此處分依釋字第 553 號解釋認為涉及具體個案之事實認定法律解

釋，屬於有法效性之意思表示，係行政處分，地方自治團體對其處分不服

者，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而此號所謂之處分，只要涉及所依據之地方

自治法規即得聲請解釋，則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第 8項所定之聲請司法院

解釋，是否即如釋字第 553 號解釋少數意見之一曾華松、劉鐵錚大法官所

言，該解釋屬於「解釋訴訟事件」性質，而非行政爭訟之行政處分，不涉

及地方自治團體其本身主觀之權利有無受侵害，否則何以同樣是行政處

分，只要是有地方自治法規為依據的就可以聲請解釋，沒有地方法規為依

據者就要循行政處分行政爭訟的途徑解決?兩者為不同待遇之依據何在?

難道有撤銷的自治事項有地方法規為依據，即不是該地方自治主觀之權利

受侵害?本號解釋雖然放寬，但釋字第 553 號解釋的結果，又將地方自治

                                           
38  德國行政法院法第 47 條參照，陳敏等譯，德國行政法院法逐條釋義，司法院印行，91 年 10 月，第 468 頁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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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聲請解釋的門關小，而將中央與地方有關行政監督的爭議，壓縮在行

政爭訟的層次，也就是適用釋字第 527 號解釋，於窮盡訴訟之審級救濟

後，始得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要件聲請解

釋，若情況發展至此將嚴重侵害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保障，而有必要引

進規範審查訴訟，在上級機關尚未為處分之前，即應容許地方自治團體起

訴請求法院審查自治法規是否牴觸上位規範。 

2、若原辦理自治事項所依據的自治法規沒有被依第 30 條函告無效，則其

合法性可謂已經經過法規事前審查確認，地方自治團體據以辦理自治

事項，自治監督豈可未經司法審查程序，即逕認為與上級規範牴觸而

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如此中央主管機關豈非出爾反爾而嚴

重破壞法律的安定性。 

    本號解釋就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第 8項得聲請司法院解釋創造出四種

聲請解釋的情形。若再加上釋字第 553 號地方政府依據中央法規辦理自治

事項，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對於中央法規之適用發生爭議也可以依該條聲請

解釋，共計有五種形，這也益足以證明對該條之解釋恐已治絲益棼矣。蓋

若能回歸到當時立法原意，在中央欲對地方自治團體為處分前應書面通知

地方自治團體限期改善，地方自治團體於受通知後 15 日內得聲請解釋，

或對於自治監督機關欲為處分前認有疑義時即應先聲請解釋，而不應任令

監督機關未經司法審查即可對自治事項為監督措施，否則合法性無從確

保。且為處分後再讓地方自治團體聲請釋憲或行政爭訟，則原已實施之自

治事項必須停止待救濟後才能決定存廢時效上也緩不濟急，地方自治權根

本毫不受尊重。當然更正本清源的作法就是仿日本立法例，終局地取消對

自治事項權力性監督措施，不應容許對地方自治團體為撤銷、變更、廢止

或停止處分。 

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  委辦事項聲請釋憲問題委辦事項聲請釋憲問題委辦事項聲請釋憲問題委辦事項聲請釋憲問題 

我國對於委辦事項的概念並不明確。在德國因為地方自治團體的行政

乃是間接國家行政的觀念，地方自治事實上是以國家的地方行政來加以理

解，因此邦對於鄉鎮市的委辦事項，不過就是行政內部事務的委任，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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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屬於國家的事務或地方自治團體，有義務承辦而且上級有指令權的事

項，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是以地方自治團體本身為對象，而不是以地

方自治團體的機關〈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為對象39。這和德國地方自

治的基本結構有關，德國鄉鎮市的地方自治，雖然受到德國基本法的保

障，但是鄉鎮市的自治是被納入憲法三權分立中的行政權範圍內，因此地

方自治，實質上乃是地方自治「行政」的意義。在鄉鎮市並沒有權力分立

的架構，鄉鎮市的議會並不是一般具有代表民意而為立法機關的議會，權

力分立的原則在地方的自治中並不存在。鄉鎮市的代表並不是一般的議會

也不是立法機關，其地方主要意思的形成主要是合議制的行政委員會。地

方所訂立的法規，地方自治團體在既有的行政固有領域中，雖然也訂立了

一般抽象的法規範，該立法活動也不過是為實現行政執行權力所為的意思

決定而已。因為制定該地方法規的機關並不是依照普通、直接、自由、平

等、秘密投票，所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組成立法機關來加以決定的。該制

定地方法規的機關，欠缺民主的正當性。德國連邦憲法法院在 1983 年 11

月 22 日也決定「鄉鎮市因自治所為之各項活動都屬於行政領域的行為」。

也就是德國的行政分為國家行政和自治行政二種，地方自治必須以地方自

治的「行政」來加以掌握，是屬於中央三權分立下行政權的範圍，因此要

受到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制約，除適用法律保留和法律優位原則外，還應受

司法審查與裁判。因為地方自治團體不過就是國家行政的一部分，係國家

行政的分擔者，其地方議會並不是一般具有民意基礎得獨立行使主權的議

會40。地方的行政機關大都是由議會選出市長，或組成委員會來擔任行政

工作，未具有直接民意基礎。因此在德國所為委辦事項雖然是將中央或上

級事項委由地方自治團體本身辦理，但其本質亦是屬上級行政機關將事務

委由下級機關辦理。若要直接委由地方自治團體所屬之行政機關辦理，德

國法以「機關外借」的觀念來說明，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不過上級政府的

外派機關，為上級政府手足之延伸欠缺任何自主性與地方自治團體無涉。

這種案型在德國並不常見。 

                                           
39  黃錦堂著《地方制度法基本問題之研究》，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 8 月，初版，48 頁。 
40  大橋洋一著《現代行政の行為形式論》，行政法研究双書 7，平成 5 年 9 月 15 日初版，弘文堂，261 ~2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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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 2000 年修法以前，地方自治團體之事務區分為自治事務和機

關委辦事項。自治事務包括地方自治團體關於其組織營運的事務，非權力

性的公共事務，以及依法令而委由地方自治團體以維持地方公共秩序和安

全具有權力性的團體委辦事項。至於機關委辦事項則是中央或上級政府之

事務委由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或所屬行政機關執行的事務，地方首長或所

屬行政機關成為下級行政機關，受中央或上級政府機關首長的指揮監督。

但日本 2000 年地方自治法修正後採德國單元理論，將機關委任事務制度

廢止，改採法定受託事務的觀念，對於委由地方處理之事務均須有法律或

法規命令明定，法定受託事項也成為地方自治團體處理之事務，而連帶影

響到地方條例制定權的範圍，不僅以自治事務為對象也及於法定受託事

務。地方議會議決的範圍此後也及於決定受託事務。至於對決定受託事項

的監督機制已如前述。 

我國對於委辦事項，留德的學者都以德國的法制來解說我國的委辦事

項，認為委辦事項是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基本上是屬於中央或上級政

府的事務，而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中央或上級政府除得對之為合法性監

督外，亦得為合目的性的專業監督，因為德國之地方自治，基本上屬於立

法、司法、行政三權中的行政權範圍，地方自治乃國家行政的一環，擔任

國家間接行政的角色，地方自治團體的代表會並非實現直接民意的立法機

關，行政首長更是未具民意基礎，不過是地方代表會選出之行政代表，因

此德國地方自治團體雖有基本法保障其自治，但實際上乃是具有中央下級

行政機關性質。因此，縱中央或上級政府將其本身之事務委由地方自治團

體的鄉鎮市辦理，也不過是行政內部事務的分配，並無所謂權限移讓的情

形。因此中央或上級行政機關，當然得對下級行政機關為合法性及合目的

性的專業監督。 

但是在日本，因為地方自治團體的都道府縣或市村都採行政與立法兩

機關對抗制衡的結構，地方自治團體為實施住民自治和團體自治乃具有獨

立之人格，且不論立法或行政首長都具有民意基礎。因此，中央或上級政

府若要將其事務委由地方自治團體本身辦理，都必須要有法律或法律授權

的命令為依據。因為人格獨立自應對地方自治團體予以尊重，於此依法委

辦時因為有法律或法規命令之民意基礎，而於委辦後即成為地方自治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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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務，而屬於自治事務的一部分，在委任的範圍內地方得自主立法，並

應受議會之審議。但是日本此種委辦乃是委予不同人格之地方自治團體辦

理，並非如同德國是委由鄉鎮市辦理，還是行政範圍內上級機關對下級機

關之委任，並非不同人格間之權限委讓。因而在日本只好發展出將地方自

治團體的首長或其所屬機關當作中央或上級行政手足的「機關委任事項」

其概念即和德國機關借用相同，這種機關委任事務，因為是上、下級機關

間功能的分配，因此不必有法規的依據，只要行政授權即可，地方議會對

之也沒有審議權限，因此造成機關委任事務膨脹肥大的現象，而於 2000

年新地方自治法中改採法定受託事務。 

我國關於委辦事務在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三款：「委辦事項：指地方

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

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之文

義觀察，似乎就是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之事務，應係採德國之立法例。

但依第 3章第 3節之第 29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

權，訂定委辦規則。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之；其名稱準用

自治規則之規定」之規定觀之，此處之委辦規則應係由地方自治團體之首

長訂定並送上級機關核定，顯然是由中央直接委由地方行政機關辦理不經

地方議會，而屬德國機關借用的情形，亦與日本機關委任事務之情形相

似。因此，就我國委辦事項的概念中乃包括了德國法的團體委辦事項和機

關借用，也混雜了日本法的機關委任事務，不過二者實際上都是屬於行政

體系內上下隸屬的關係，因此中央或上級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執行委辦事

項都具有全面的指揮監督權，除為合法監督外，亦得為適當性及專業性監

督。從而大法官釋字第 527號解釋認為，依地方制度法第 29條的規定，

如受函告的法規是委辦規則，則受函告無效的地方行政機關應即接受，尚

不得聲請司法院解釋。直轄市、縣市之行政機關執行中央委辦事項本應接

受中央主管機關指揮監督，如有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見解

岐異，其聲請大法官解釋必須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9條之程序，

即聲請解釋機關有上級機關者，其聲請應經由上級機關層轉，上級機關對

於不合規定者，不得為之層轉，其應依職權予以解決者，亦同。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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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號解釋基本上乃認為委辦事項乃屬行政機關上下隸屬關係乃可確

定，故就委辦聲請解釋，必須循內部體系解決後始能聲請大法官解釋。這

種對委辦事項的基本見解是以機關借用即日本機關委任事務為前提。 

但釋字第 527號解釋就委辦事項的聲請解釋在理由書的最後表示「又

地方行政機關依職權執行中央法規，而未涉及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

限者亦同。」此處之見解乃值得深入探討，目前我國立法實務在立法時，

在訂法規之主管機關時常定為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或○○局處〉，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或○○局處〉。這種立

法慣例在以前是把地方自治團體都當成中央之下級行政機關，因此不論自

治或委辦事項，事實上都是在辦理中央或上級政府的事務。在這種觀念

下，中央法律在立法時就從未想到是否有侵害地方自治權限的問題，更何

況該法律係經由立法院通過具有民主的正當性，因此地方自治團體就背負

了過重的原屬中央或上級政府的事務。而這種透過立法定地方自治團體行

政機關為主管機關的作法，是在行對方自治團體的團體委辦事項，還是在

行機關借用？或是日本的機關委任事務？在德國因為地方自治團體是行

政權的一部分，因此絕大部分的委辦事項都是行政權上下的分工，但在日

本與我國地方自治團體都具有獨立的人格，擁有完整的立法和行政權限，

且都具有民主的正當性，在我國更受憲法之保障，因此團體委辦事項就不

能不考慮地方自治團體獨立之立法權和行政權〈並非中央或上級政府之下

屬關係〉，從而我國就依法律而劃分事務給地方自治團體應屬團體委辦事

務。為尊重地方自治團體，此種依法律授權的事務，即成為地方自治團體

有義務辦理但中央或上級政府沒有指揮監督權的團體委辦事項，亦即成為

地方自治事務的內涵，應受地方議會的審議。透過地方自治團體內部行政

與立法分立制衡加以監督。地方行政機關或所屬機關，其本身在辦理地方

自治事務和執行委辦事務，雖具有二重機關的特性.41，但是就委辦事項而

言，中央或上級政府對地方政府或所屬機關要為機關借用，都應該另外個

別以法律或命令對地方行政機關遂行委任始為正辦，並不應有地方行政機

關依職權執行中央法規的概念出現，否則即紊亂了委辦事項和自治事項的

                                           
41  黃錦堂前揭書，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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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界限，地方行政機關為地方所屬之機關「依職權」執行中央法規？這

都是因為對於委辦事項在德日的背景掌握不正確所致，這也是日本要廢除

透過行政內部指令就可以將地方行政機關當作中央或上級行政機關，侵害

地方自治權甚大的機關委任事務，而改採法定受託事務的原因所在。我國

對於委辦事務實在有必要重新釐清，以免現在觀念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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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我國對地方自治的保障，是採高規格的憲法保障。但自行憲以來，地

方自治都被有意的忽略，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基本上還是上下隸屬關係，中

央對地方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力，憲法規定與實際實踐有極大落差。1990

年代地方自治雖然開始法制化，但不論是以前的省縣與直轄市自治二法或

現行的地方制度法，仍然帶有濃厚的官治色彩，地方自治受到中央嚴格的

監督，地方自治被矮化為中央地方行政。近年來我國繼受了德日的通說，

採取了制度保障說，認為地方自治制度為憲法所保障，但其內容委由法律

決定，法律的規定不能侵害地方自治制度的核心，問題是何謂地方自治的

核心領域並不明確，以致中央與地方所應該的「對等、並存關係」很容易

淪為上下級機關間的「上下、主從關係」。 

德國地方自治監督的理論，主要是建立在間接國家行政的觀點上。所

謂間接國家行政是由具有獨立法人格的主體來實施邦的事務，地方自治團

體旨在遂行中央的事務，地方自治團體原則只是邦以下的行政機關，其與

中央乃係立於上下隸屬的關係。德國法的地方自治結構和我國不同，在繼

受時該國法制時應嚴予區別。日本的地方自治監督機制，基本上是建立在

地方自治團體和中央對等協力的關係上，而不是建立在上下隸屬的關係

上。2000 年新地方自治法把自治監督的範圍縮小，把監督的方式用法律

明定其類型，並規定實施監督時，所應遵守的程序，監督機關為監督行為

都要有法律或法規命令為依據。監督行為若是具有強制力而相當於公權力

的行使時可以向紛爭處理委員會提出訴願，不服該委員會決定時，得向法

院提起行政救濟。 

地方自治團體若立於統治主體之地位，則地方自治團體於其權利受侵

害時，即屬其主觀權利受侵害，其與中央之關係乃兩個不同法主體間之關

係，而屬於「外部關係」，並非行政一體，上下隸屬的「內部關係」，地方

自治團體自得循行政爭訟程序尋求救濟。我國現行地方制度法雖賦予地方

自治團體的立法權與行政權，但中央卻施予非常嚴格的監督，基本上仍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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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政主體上下隸屬的架構，這種規定難謂與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的意旨相

符。因此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權的監督方面，則應採監督法定主義，使中

央對地方的監督行為都應該有法律的依據，若無法律的依據即不得為之，

區分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規定不同的監督方法，賦予不同的法律效果，並

明定行使監督權時所應遵守的程序，對於代行處理的規定應引進司法審查

制度，監督機關必須經司法審查後始得為代行處理。對於中央為行政監督

時，若欲維持目前得聲請大法官解釋的規定，則應課予自治監督機關有先

聲請大法官解釋後再為撤銷、廢止、變更或停止等監督措施之義務，以免

自治監督機關未經司法審查即遽予否定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權，或於為監

督措施前必須遵守告戒程序，使地方自治團體得於告戒期間得聲請大法官

解釋，避免自治監督機關先下手為強，恣意實施行政監督手段。地方自治

團體對於自治監督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而損害其權利或利益時，不論是自

治事項或委辦事項，地方自治團體都應能以其主觀上法律的權利受侵害為

由提起行政爭訟加以救濟。現行地方制度法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權行使的

監督，應調整如上所述，始能謂與我國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的本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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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地方自治行政權之行使與司地方自治行政權之行使與司地方自治行政權之行使與司地方自治行政權之行使與司

法審查法審查法審查法審查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地方自治二法在 83 年 7月 29 日公布施行以來，關於地方自治的

監督，雖有法律的相關規定，但是中央與地方的衝突卻仍然層出不

窮。隨著精省業務的進行，地方自治二法也隨之修改成地方制度法，

於 88 年 1月 25 日公布施行。在此同時，攸關人民救濟權利的訴願法

與行政訴訟法，經過多年的努力也在 87 年 10 月 28 日修正公布，以

往將地方自治團體視為下級行政機關所設計的行政救濟制度，是否足

以因應不斷昇高的地方自治意識？新的行政救濟制度是否足以充分

發揮效能？整個地方自治監督制度與行政救濟制度如何配合，乃成重

要問題。地方自治監督的方式，約可分為立法、行政、司法、考試、

監察等五類。本文只以運用最廣的行政監督為對象，除檢討地方自治

監督與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之關係外，並分析對現行行政監督手段地

方自治團體是否可以提起行政爭訟，最後指出我國自治監督體制可能

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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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概念的界定概念的界定概念的界定概念的界定 

我國地方自治監督體制，依地方制度法是以其對象為自治事項或

委辦事項為區分標準。而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的區分，向來就是地方

自治法制上的難題，加以現行各種法律規定的不妥當，無法讓人從條

文規定判斷究竟是地方的自治或委辦事項。基本上關於自治事項，本

質是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劃分，以憲法或法律劃分之後即成為該團體之

自治事項；委辦事項則不屬於權限劃分的範疇，只是工作或職務的分

工。前者依法得自定規章，自行執行並自負責任而不必聽從上級的指

示；後者，則須受上級指示之拘束。對於前者只能為適法性之監督，

對於後者除適法性監督之外尚可進一步審查其是否適當，即所謂適當

性監督。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 2款對自治事項加以定義，所謂自治事

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

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該法將基於法律規定為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受託性職責（即日本法所謂

委託予地方自治團體之團體委辦事項），亦列為自治事項1。而該法所

謂委辦事項即得相當於德國法之機關借用、日本法之機關委辦之事

項，原則上都是授權予地方自治團體之首長，並非授權予該地方自治

團體之本身2。這是在探討地方自治監督之前，首應確立的概念。 

                                           
1  吳庚著，行政爭訟法論，88 年 3 月初版，第 341頁。 
2  關於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德日比較與我國實務之詳細區分，見陳樹村著，論地方自治法規，政大 85

年 6 月碩士論文，第六篇地方自治法規與地方事項，第 341頁至 4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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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從地方自治的觀點反省行政爭訟法制從地方自治的觀點反省行政爭訟法制從地方自治的觀點反省行政爭訟法制從地方自治的觀點反省行政爭訟法制－－－－由由由由
人民提出行政爭訟之情形人民提出行政爭訟之情形人民提出行政爭訟之情形人民提出行政爭訟之情形 

    行政爭訟制度基本上有二個目的，就是為維持法規統一性及保障

人民權益。因此該制度之設計是以保障人權為主，以法規維持為輔。

從而，得提起訴願之人亦以人民為主，以地方自治團體或機關為輔。

以下，就從地方自治的觀點，對新修正之行政爭訟制度加以反省檢

討。首先針對人民提出行政爭訟之情形加以分析。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對訴願法規定之檢討對訴願法規定之檢討對訴願法規定之檢討對訴願法規定之檢討 

壹、訴願管轄部分： 

依訴願法第 4條第 1、3、7款之規定，不服鄉（鎮、市）公所之

行政處分向縣（市）政府；不服縣（市）政府之行政處分向省政府；

不服直轄市政府之行政處分向中央主管部、會、行、處、局、署提起

訴願3。中央、直轄市、縣（市）、鄉（鎮、市）都是法人，各級政府

相互間，並非上下機關之行政隸屬關係。本條之規定顯係依地方自治

監督之關係定其訴願管轄。又各該自治團體所為之處分不問是自治或

委辦事項，一律向上一級政府訴願。然而依地方制度法第 75條第 2、

4、6 項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直轄市辦理委辦

事項時亦同）有違法時，是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行政院；鄉鎮市公

所是由縣政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有權撤銷、變

更、廢止、或停止之機關為行政院、縣政府；足見直轄市、縣市及鄉

鎮市公所的自治監督機關分別為行政院及縣政府。訴願法卻將不分自

治或委辦事項之性質，而逕將地方自治團體擬制成行政機關之下級機

關，顯然違背地方自治的精神。日本關於地方自治團體所為之處分，

                                           
3  精省後省已非公法人，欠缺住民自治與團體自治之要素，並非地方自治團體，故不予列入，請參照釋字

四六七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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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地方自治法中通常都對聲明異議及訴願作管轄權的特別規定，以

該地方的首長或自治監督機關為受理訴願的對象4，即較符地方自治監

督的精神。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訴願法第 9條的規定上，關於直轄市、縣

市或其所屬機關及鄉鎮公所依法辦理上級政府或其所屬機關委辦事

項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法第 9條規定為受委辦機關之行政處分，其

訴願之管轄比照第 4條之規定，向受委辦之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所謂委辦事項，依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 3款之規定，乃是無上下隸屬

關係之中央與地方機關間之事務委託（機關借用），本質上是屬於委

託機關之事務，故理應如訴願法第 7條之規定，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

處分，比照第 4條之規定定其訴願管轄。訴願法第 9條卻將其擬制為

受委辦機關之行政處分，此時之訴願管轄機關是直接上級機關，未必

就是委辦機關，例如縣市政府受行政院或中央部會署委辦執行某事務

為行政處分，卻要由與該事項無關之省政府為訴願之管轄。這種訴願

管轄機關與委辦機關分離之現象，訴願管轄機關未掌理該事項，又將

如何去行使適法尤其是適當的監督？相對於訴願法第 9條的規定，地

方制度法第 75條第 5 及第 7 項委辦機關才有權撤銷、變更、廢止或

停止違法或不當委辦事項的規定，就與法理較為相符5。 

貳、訴願機關之審查範圍與決定權限 

國家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本身的自治事項，僅能作適法性

的監督，不應擴及適當性監督，否則即有侵害地方自治權之虞。訴願

程序也是中央對地方監督的機制之一，對於地方自治事項得監督，應

只適合作適法性的監督。因此，訴願法第 79 條第 3項即規定：「訴願

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務者，其受理訴願之上級機關僅

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決定」。此項規定，在對於受理訴願

                                           
4  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75 條第 3 項、第 206、229、238 之 7、243 之 2 第 6 項、第 244 之 4、第 255 之 2 條參

照。 
5  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第 3 項關於直轄市辦理委辦事項亦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行政院撤銷、變更、廢止

或停止其執行的規定，將之與自治事項為相同之監督管轄規定，也有如前述訴願法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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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審查地方自治事務之權力加以限制，有回復地方自治監督法理之

作用。本條所謂受理訴願之上級機關，專指非隸屬同依地方自治團體

之上級機關，如縣市政府之於鄉鎮公所，或直轄市之於中央各部會或

行政院。不包括有隸屬關係之機關，如直轄市與其所屬各機關之情

形，此乃理之必然。惟本條之適用尚有下列問題： 

一、所謂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決定 

    解釋上自應排除適當性或合目的性之審查，只能審查其是否違

法，有如行政法院對行政處分之審查一樣。如果認為違法時，對該處

分僅有撤銷之權，撤銷後如有重為處分之必要時，亦只能發回由原地

方自治團體之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而不得自行變更。然而訴

願機關為合法性之審查究係依何法令加以審查？是依地方自治團體

所訂之自治條例、自治規則，還是依訴願機關所訂之法令，或是中央

之法令？而且法令之解釋權，是否應完全歸諸於訴願機關？由訴願機

關掌控法令解釋權，是否會產生侵害地方自治之情形？此均不得不加

以深思。如果再觀諸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更會發現問題的嚴

重性，即直轄市、縣市或鄉鎮辦理自治事項時，限於違背憲法、法律

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自治監督機關才能行使撤銷、變更、廢止或

停止其執行之監督手段（第七十五條第二、四、六項）。若只違背中

央法令，即職權命令或行政規則（含解釋函令），尚不得對之施以前

述之監督手段6。訴願機關在對自治事項作合法性監督時，其界限應只

能審查該地方自治團體行政處分所依據之地方自治法規有無違反憲

法、法律或法律授權的法規，而為撤銷與否之決定，對於違反中央職

權命令（行政規則）之情形，尚不得認該處分為違法而為撤銷。又依

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規定，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律、

中央法規、縣規章，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在司法院解

釋前，不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在自治事項，行政

院或縣政府要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若發生是否牴觸上位

                                           
6  參見省縣自治法第 54 條立法過程，立法院編法律案專輯，第 171 輯（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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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之疑義時，於聲請司法院解釋前，都還不能行使前揭監督手段，

但訴願機關卻可以不受此約束，可謂輕重失衡。綜上所述，訴願法雖

然有第七十九條第三項訴願機關對自治事項之行政處分，只能就合法

性進行審查決定之規定，但與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地方自治法規監

督的規定發生牴觸，而地方制度法所定的監督方式又是基於地方自治

監督之需要而定，顯係一般行政爭訟程序的特別程序，應予優先適

用，訴願法如何與地方制度法配合乃成課題。因此，如何在人權保障、

法規維持及地方自治法中獲得三者平衡？實有必要在訴願救濟程序

中，對涉及地方自治事項部分，重新思考定位。 

二、我國目前自治事項予委辦事項的區分並不明確 

    若人民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依訴願法第五

十八條及五十九條之規定，不論是向原處分機關或向訴願受理機關提

起訴願，原處分之機關不依訴願人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者，

應儘速附具答辯書及必要關係文件，送於訴願管轄機關。此時，原處

分機關若認為原處分是屬於地方自治事項所為之行政處分，在答辯書

自應予以具體表明，俾供訴願受理機關注意審查。訴願受理機關對於

訴願事件，本即應依職權為全面性之審查，不因地方原處分機關有無

為自治事項之答辯而有不同。關於是否係對自治事項所為之行政處

分，屬於實體審查部分，審查時應注意訴願法第七十九第三項之限

制，只能為合法性不能為合目的性審查決定。認訴願有理時，只能為

撤銷原處分，或撤銷原處分發回原機關處分之決定，不得自為變更之

決定，否則即有就對地方自治事項代替地方自治團體決定，侵害地方

自治權之違法。對於自治事項應作為而不作為，違反作為義務者，提

起訴願之情形，訴願機關基於保障人權之立場，應可指定相當期間，

命地方自治團體自為准駁之處分，不得命其在指定期間內為一定內容

之行政處分，亦不應自為決定，否則都有逾越合法性監督之違法。訴

願機關就自治事項只能為合法性審查，其訴願決定無自為決定之餘

地，故亦無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又地方自

治團體提出附有自治事項爭執之答辯書時，是否可依地方制度法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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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條之規定，認為發生牴觸法規之疑義，而聲請大法官解釋？此時

因為訴願機關尚未為訴願決定，且行政爭訟救濟程序尚未終結，法律

關係尚未獲得最終確認，自無發生疑義可言，從而不得聲請大法官解

釋。然訴願機關可否依訴願法第八十六條規定，於發生地方法規是否

牴觸上位規範發生疑義時，停止訴願程序之進行，於該法律關係確定

後，始為訴願決定？因該條規定限於他法律關係在訴訟或行政救濟程

序進行中，始得停止進行，若不符合此要件，亦無停止程序之理。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對行政訴訟程序之檢討對行政訴訟程序之檢討對行政訴訟程序之檢討對行政訴訟程序之檢討 

壹、法人、中央及地方機關均有當事人能力 

    若訴願機關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涉及自治事項之行政處分所為之

訴願決定，認為自治權受侵害，例如就自治事項為合目的性之監督而

撤銷原處分自為變更決定時，得否以該訴願決定為標的，向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此種情形，日本最高裁判所是採否定之見解，理由是

認為：「就爭訟為一次判斷的下級審，認為第二次判斷的上級審判斷

不當，而向裁判所起訴，根本就是違反爭訟制度的結構」7。實務見解

雖然如此，然該國學者對此項判決並非沒有持反對立場的8。在我國，

為維持爭訟制度上下服從關係，恐怕也要與日本實務界採相同的看

法。但是無可諱言地，這種設計對地方自治權的保障，無疑是項重大

的打擊。當思考行政爭訟制度要保障人權之同時，也不能不對地方自

治權之保障給予關愛的眼神。因為地方自治的維護其終極目的也在人

權的保障，當地方自治權無法獲得充分保障時，人民基本人權的保障

也將大打折扣。因此，為擔保地方自治權能獲有保障，在行政爭訟制

度上讓私人負有某種程度的不利益，應該是有其合理性9。 

                                           
7  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 24 年 5 月 17 日，民判選集三卷六號第 188頁，轉引自鹽野宏著，國と地方公共團

體，有斐閣，行政法研究第四卷第 93 頁。 
8  高柳信一著，判例民事法，昭和 24 年度（1962）第 66 頁。田中二郎著，「行政爭訟の法理」，第 76 頁，

以上皆見前註書第 93 頁。 
9  塩野宏著，地方公共團體に對する國家關與の法律問題，室井力編，地方自治日本國文獻選集，三省堂，

1980 年，第 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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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治事項之行政處分被訴願機關撤銷時 

依行政訴訟法 24條第 2 款規定，為撤銷之機關即成為行政訴訟

之被告。然地方自治團體與國家相同，都是公法人，乃屬不同權利主

體，今不分事件之性質究為自治或委辦事項，一律以訴願決定機關為

被告機關，將造成中央機關替地方自治團體擔任被告之虞，並發生權

利義務歸屬之混淆10。如處分撤銷對訴願人有利，此時能不服訴願決

定者應該只有因訴願決定致權利受損害之第三人（訴願人尚不能以訴

願機關未自為決定為由表示不服）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三項參照。依

吾人淺見，既能容許權利受損之第三人就訴願決定直接提起行政訴

訟，自無不容許同為權利受損之地方自治團體成為當事人之理。 

地方自治團體在訴願法上，此時被定位為下級行政機關，其所為

處分既已遭有權機關撤銷而不存在，於理自不能如行政訴訟法第二十

四條第一款規定，再以原處分之地方自治團體為被告，並妨害權利受

損第三人之訴訟權（因其只對訴願決定不服，未對原處分不服）。但

畢竟地方自治團體就其自治事項所為行政處分，乃係基於固有權限內

所為之處分，受到憲法之保障，若以上下機關視之，恐怕無法在憲法

上站得住腳。故此時不宜再將訴願機關定位為行政組織體系中之上級

行政機關，而應將其定位在純粹第三者審查機關的角色上。地方自治

團體對該機關所為決定不服時，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仍以訴願機

關為被告而以其訴願決定為標的。此時行政法院所受理者乃包含機關

權限爭議之機關訴訟及撤銷訴訟二項標的之訴之主觀及客觀合併11。

否則地方自治團體就其自治事項之處分遭訴願機關違法撤銷，既不得

為被告而毫無爭執之餘地，而訴願機關為被告機關乃係為人作嫁，亦

難期了解地方自治事務而盡心爭執。行政法院對於該訴願決定是否有

遵守合法性監督之界限，若只聽被告機關陳述，期待被告機關承認越

權違法決定，顯然自我矛盾，在此情形下，地方自治團體的聲音根本

                                           
10  吳庚前註書，第 49 頁。 
11  民事訴訟法第 248 條訴之客觀合併規定，依行政訴訟法第 115 條亦在準用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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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被聽見的機會，更談不上在訴訟程序中爭執，這對於地方自治之

發展，無疑是一項重大的制度箝制。此制度操作的結果，因行政法院

之判決依行政訴訟法第 216 條規定及釋字第 368 號所示，撤銷或變更

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全國各關係機關之效力，若行

政法院未及時對訴願機關就侵害地方自治權之決定加以糾正，只要行

政訴訟判決一經確定，即發生拘束全國各機關之效力，各地方自治團

體的自治權限無形中就被剝奪殆盡。而且因地方自治團體並非是該行

政訴訟之當事人，故也無法就該確定判決聲請大法官解釋，制度的運

作將使地方自治團體毫無救濟之途，其影響十分深遠，令人不得不加

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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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從地方自治的觀點反省行政爭訟法制從地方自治的觀點反省行政爭訟法制從地方自治的觀點反省行政爭訟法制從地方自治的觀點反省行政爭訟法制────由由由由
地方自治團體提起行政爭訟之情形地方自治團體提起行政爭訟之情形地方自治團體提起行政爭訟之情形地方自治團體提起行政爭訟之情形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訴願之主體訴願之主體訴願之主體訴願之主體 

    依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

上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至損害其權利或利益

者，亦得提起訴願。因地方自治團體係公法人，為權利義務主體。故

地方自治團體以行政主體之地位，作為統治組織之一部分時，固無訴

願之權能，但若自治監督機關之處分損害其公法人權利或利益時，即

無不准其訴願之理12。通說認為此項規定是將縣及鄉鎮立於與人民同

一地位而受處分得提起行政爭訟之向來實務見解予以明文化。不過若

僅止於此，則透過對該條第一項對「人民」之擴張解釋，即得加以處

理，似無另訂一項之必要。而且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時，並非

立於與人民同一之地位而受自治監督，自無從提起行政爭訟。因此訴

願法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顯係對自治監督機關行政處分性質之監督

方法，開啟行政爭訟之法律途徑，在地方自治法體系中應有其特殊的

地位；即該條應係針對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或公法人監督手段的

救濟而設。其對象限於自治監督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又在自治監督

上只有監督機關之設計，並沒有行政體系上下級機關的觀念，因此所

謂「上級」監督機關二字應屬贅文。在地方自治監督法制中，為確保

受監督者之自治權，乃採嚴格立場的主張，也就是自治監督的機關及

手段，應該都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亦即須有法律之依據始得對地

方自治團體為監督之行為13，也就是必須在法律範圍內並就其監督目

的採取必要的監督手段14，因此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應只限於監督機

關對地方自治團體之監督處分，對於非地方自治監督機關所為之處

                                           
12  吳庚著前揭書第 288 頁。 
13  塩野宏著前揭書，第 75 頁以下。 
1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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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自治監督機關並非出於監督目的，而將自治團體立於與私人同

一之地位而為之處分之情形，應均歸於第一項，而不應引用該條第二

項作為依據。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訴願之審理與決定訴願之審理與決定訴願之審理與決定訴願之審理與決定 

壹、管轄 

    就地方自治監督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其管轄機關依地

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之自治監督機關為行政院

（省為行政院派出機關監督縣市自治，故仍屬行政院），鄉鎮市為縣

政府，因此提起訴願只能分別向行政院及省政府提出15。即應依訴願

法第五條規定定其管轄，而不應依訴願法第四條定其管轄。 

貳、審理與決定 

    對地方自治的監督，就其團體本身之自治事項，只能做適法監

督，否則就有侵害地方自治權之虞，依地方制度法第 75條第 2、4、

6項規定，限於有違反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縣規章）

時，始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如有疑義，還要先聲

請司法院解釋之程序，始得為該處分。從而，訴願機關就此類行政處

分加以審查，亦僅能及於合法性的部分。其決定亦僅能為駁回或撤銷

原處分，由原地方自治團體重為處分之處置。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地方自治團體得否成為行政訴訟之主體地方自治團體得否成為行政訴訟之主體地方自治團體得否成為行政訴訟之主體地方自治團體得否成為行政訴訟之主體？？？？ 

國家對地方自治團體為行政監督措施，該措施的屬性為何，攸關

地方自治團體司法救濟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向來有二個對立的見解： 

                                           
15  省府精簡後為行政院派出機關，其所為是承行政院之命而來，是否應繼續作為訴願管轄機關，乃有待商

榷。見吳庚著前揭書，第 399 頁。 
 



第六章  地方自治行政權之行使與司法審查 

236 

第一種見解：是從傳統行政體系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的立場出

發。傳統公法學上都是以公私法及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為主要結構，

而連帶影響救濟制度也有分歧。在行政的內部關係上受到所謂特別權

力關係理論的影響，原則上透過內部的機制解決紛爭，而無訴求司法

救濟的可能，只有外部法律關係才有救濟之途。而傳統上地方自治團

體和國家的關係都被視為內部關係，也就是行政主體相互間的法律關

係和私人與行政主體間之關係不同，前者屬於行政的內部關係，後者

則屬於外部關係，例外的在行政主體立於與私人相同地位時，在二個

行政主體間才能提起救濟。又現代行政訴訟體系，是為保護私人受裁

判的權利而設計，行政主體並不在保護範圍內。撤銷訴訟是為保護私

人主觀的權利為目的，故若地方自治團體公權力的行使已經侵害私人

的權利，國家對之為監督行為，如果可以承認對這個監督措施可以提

起撤銷之訴時，可能會造成私人權利的侵害。況且承認地方自治團體

的抗告訴訟，將使抗告訴訟有客觀訴訟的意義，這基本上是和現代行

政救濟基本架構是違背的16。 

第二種見解：國家違法行使監督權時，地方自治團體以法人地

位，對於國家有侵害其自治權時，基於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團體的要

求，地方自治團體對於國家的監督措施得請求法院救濟。又監督措施

基本上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即監督的根據和態樣必須都有法律作依

據，地方自治團體只在這個範圍才有服從的義務，國家監督逾越了這

個界限即屬違法，地方自治團體得本於其自治權而提起行政訴訟17。 

關於這二種見解的爭執其實隨著現代行政法理論的發展已經慢

慢地被調整傳統特別權力關係的理論已被揚棄而所謂基礎關係與經

營關係的折衷理論也已被挑戰而漸向法律關係論靠攏所謂法律關係

是指由法規範所行成的兩個或多個主體之間的關係18。傳統關係委辦

事項，地方自治團體被視為國家的下級機關，其所產生的關係被視為

                                           
16  藤田宙靖著，行政法の基礎理論，下卷，有斐閣 2000 年 10 月 10 日初版，第 75-98 頁。 
17  塩野宏著 國と地方公共團體，有斐閣行政法研究 第 4 卷、第 119 頁以下。 
18  程明修：針對地方自治「內部法律關係」與「外部法律關係」監督措施的行政訴訟中正法學集刊第 11

期、第 122 頁以下。賴恆盈：行政法律關係之研究-行政法學方法論評析，政大法律系博士論文 200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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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關係。而不能對於其上級機關為訴訟救濟。但在法律關係論下，

縱使地方自治團體在執行委辦事項時被當成是下級機關，其與上級機

關間之關係，仍屬一個法律關係，既然是法律關係，就是涉及兩個不

同法律關係主體的權利和義務，而得提起救濟19。 

從訴訟法的角度觀察行政主體間的紛爭是否相當於法律上的爭

訟，傳統上都因為被認為是行政內部的關係當然不得提起訴訟，但是

若該紛爭符合：1.具體的對立性。2.有法律保護的利益被侵害的情形

存在。3.因法律的適用而紛爭有被解決的可能性存在。4.可由判決終

局解決等要件時。就滿足了事件的爭訟性而得起訴透過訴訟來解決紛

爭20。 

行政訴訟法之訴訟類型，除以往撤銷訴訟外，又增列給付訴訟與

確認訴訟之類型。確認之訴只要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即得提

起，法人依行政訴訟第二十二條規定，有當事人能力，因此地方自治

團體只要有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即得依行政訴訟法第六條規定，

提起確認之訴。一般給付之訴，只要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

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給付之請求權，即得提起一

般給付之訴，地方自治團體為公法人，若依法對中央有請求權時，自

得依法提起給付之訴21。至於要經訴願先行程序之撤銷與課予義務之

訴，地方自治團體得否為原告，雖亦有與本文相同之肯定見解22，然

依現行行政訴訟法，未與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作同樣規定，無明文承

認地方自治團體亦得提起撤銷或課予義務之訴；且依同法第 24 條第

1、2 款規定，不論訴願結果是駁回或撤銷原處分，地方自治團體均

無成為行政訴訟當事人之機會。此種設計完全沒有考慮地方自治權維

護的問題，有架空地方自治之虞。除非能將此時的訴願決定定位為純

粹第三者機關，就此種監督所產生的權限爭議，容許地方自治團體起

訴，賦予其訴訟權能，始有可能成為原告當事人，已如前述。若不能

採前述看法，肯定地方自治團體在經訴願決定後取得訴訟實施權，就

                                           
19  同前註，程明修 文第 124 頁。 
20  曾和俊文「地方公共團體の訴訟」杉村敏正編，「行政救濟法二」，有斐閣 1991年，296、305頁以下。 
21  吳庚亦持肯定看法，惟其認為應本於第二條規定之意旨，類推適用第八條之規定，而非直接肯定。 
22  蔡立文著，初探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訴訟權能，律師雜誌，88 年 4 月 15 日出版，第 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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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將因地方自治監督所產生的權限爭議解決方式，完全排除於訴願

程序之外，而另設符合自治監督救濟的制度，也就是完全以行政訴訟

法第 1條第 2項為依據，就自治監督這種行政主體間所產生爭執，允

許其直接提起撤銷或確認之訴，而不再受限於既有的訴願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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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現行地方自治行政監督手段與行政救濟之現行地方自治行政監督手段與行政救濟之現行地方自治行政監督手段與行政救濟之現行地方自治行政監督手段與行政救濟之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現行對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監督手段，以其監督手段是否具有強

制力，大致可以分為權力性與非權力性監督二大類23。以下即就其分

類探討其行政救濟之可能性。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權力性之監督權力性之監督權力性之監督權力性之監督 

壹、財務監視權與酌減補助權： 

自治監督自治機關對地方之財務依法有視察、命其提供資料、報

告、檢查文書帳簿之權。地方自治團體有依法律得徵收之財源而未徵

收時，其上級政府得酌減補助款；又不依行政院所訂中央暨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辦理者，亦得酌減補助款（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第二

項、第七十一條第二項）。 

地方補助款制度依地方制度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為地方

財源之一。其補助或酌減依法均有一定要件，既須符合充分性使地方

能發揮自治之功能，又須符合公平性使人民生活水平均能平等，亦須

受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則之拘束，並非完全委由補助機關加以裁量決定

24。從而地方自治團體依法令之規定即取得一定之法律上利益，甚至

是可得確定之權利。當中央或縣市不依法補助或酌減時，即產生公法

上之爭議，而有承認地方自治團體提起行政訴訟之必要25。 

                                           
23  國內學者將監督手段分為事前與事後監督二大類，見許宗力著 論國家對地方的自治監督。收錄於法與

國家權利一書。月旦出版社，1993 年 4 月 2 版，第 252 頁。 
24  黃錦堂著，地方自治法制化問題之研究，1995 年 3 月，月旦出版，第 272 頁以下。 
25  如前行政院於北、高二市預算通過後始片面決定要酌減北、高二市之補助款，即為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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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同意許可權： 

就特定事務，自治監督機關就地方自治團體所為行政措施，保留

事前之同意權。目的是透過監督機關之事前參與，以避免地方自治團

體為錯誤之行政措施。這種監督方式雖有其優點，但也有容易使監督

流於取代，架空地方自治自主決定權之缺失。這種監督基本上是對地

方自治權的一種限制，因此必須要有法律之明文依據，始得為之。同

意許可權在性質上還可再分為：１、監督許可及２、監督機關參與之

許可二類。前者只在對是否會損及地方自治團體本身之利益為預防性

之審查，其同意或許可只是一種避免疑義之證明，原則上只能以法律

上原因作為拒絕許可之理由。除非法律另訂有許可之授予標準，否則

監督機關只能以適法性作為是否給予許可之唯一條件26。後者同意許

可行為本身，可謂係對地方自治團體意思形成之參與，地方自治團體

無完全自主的決定權，監督機關除對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利益外，尚須

考量其他利益，其同意許可與否有裁量之權，因此可為合目的性之考

量27，除非其裁量違法否則不能謂其拒絕同意許可為違法。因許可為

效力要件，監督機關若不予同意許可，應不生效力。但若監督機關依

法應許可而拒絕許可，此時應有向行政法院提起課予義務之訴，請求

監督機關予以同意許可的必要28。實例上公益彩券之發行主管機關財

政部是否可以不具理由地不許同意核准，若不予核准，擁有發行權之

直轄市得否提起行政訴訟或聲請大法官解釋即為著例。 

參、撤銷、廢止、變更、停止權： 

這是自治監督機關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的違法或不當行為所為之

糾正權，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定有明文。本條仍存有濃厚的上對下

                                           
26  蔡碧真著，地方自治監督之研究，輔大法研所碩士論文，1993 年 6 月，第 110 頁以下。 
27  同前註，第 112 頁。 
28  同前註第 111 頁。陳敏，行政法總論 87 年 5 月初版第 797 頁亦同見解，惟依行政訴訟法第 5 條及第 24

條之規定，要提起該條課予義務之訴須先訴願程序，但一經訴願程序地方自治團體即無成為訴訟當事人

之機會。我國行政爭訟法制就此部分規定不完備，應修法改正：或是認此為機關間權限之爭議，應允許

提起機關訴訟，而不必依第五條程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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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色彩，既為不同主體，各有法定權限，立法例上少有如此強烈之

監督手段規定29，本條恐係行憲前省府組織法第三條：省政府對於所

屬各機關及縣、市政府之命令與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逾越權限，

或其不當情形時，得停止或撤銷之。及各部會組織法第三條各部會就

主管事務，得對各地方最高及行政長官之命令或處分，於認為違法或

逾越權限時，得提經行政院會議決議後，停止或撤銷之等規定之化

身，立法例上只有韓國地方自治第一百五十七條有較相近之規定。惟

韓國該規定於行使該撤銷停止權之前，尚應定期以書面命其改正，如

有不從，才能撤銷或停止，程序保障尚較我國規定為嚴格30。自治監

督機關若行使監督權與地方自治團體發生權限爭議時，原則上最後均

應由中立之第三者之司法加以處理31，此與一般行政救濟程序係在解

決機關與人民間權利義務關係不同，因為此時地方自治團體乃係處理

其自治事項，為公權力之行使，監督機關就其施政行為加以糾正，絕

非所謂立於與人民同一之地位。因此縱有認為對監督機關所為行政處

分有訴願權者，亦認於訴願被駁回後，還可向行政法院對駁回之處分

提起行政訴訟32。強以我國行政訴訟法之規定為否定地方自治團體就

權限爭議部分提起行政訴訟之看法，顯與法理不符33。 

肆、代行處理（代履行）： 

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六條對地方自治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設有代

行處理之規定。基本上該代行處理也是針對自治事項所為，本質上也

是權限之爭議。該法第二項即賦予地方自治團體與限期改正前有向該

處分機關申訴的權利，第五項又規定對於代行處理之處分如認為有違

法時，可依行政救濟程序辦理。所謂依行政救濟程序辦理，基本上代

                                           
29  日本、韓國地方自治相關法規彙編，行政院研考會 82 年 4 月出版，第 205 頁。 
30  同前註。 
31  同理地方制度法第 77 條中央與直轄市及縣市，或縣與鄉鎮市之權限爭議分別由立法院及內政部解決之

設計，也與法理不符，早見學者批評，茲不贅述。同前註，該國規定於地方自治團體有爭議時，可向大

法院提起訴訟。 
32  董保城譯德國地方自治相關法規，內政部編印，德法地方自治法規彙編，84 年 4 月，第 72 頁。 
33  同理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七條中央與直轄市及縣市，或縣與鄉鎮市之權限爭議分別由立法院及內政部解決

之設計，也與法理不符，早見學者批評，茲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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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處理之處分，將使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發生轉讓之現象，其原有之

權限受有限制，故對該自治團體言，乃是一項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

一條第二項之規定得對該處分提起訴願，並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代

行處理之訴34。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非權力性監督非權力性監督非權力性監督非權力性監督 

關於非權力性之監督行為，大約有請地方自治團體報告或提出文

件之查詢權，對地方自治團體之行為為一定法律上或技術上建議之建

議權，要求地方自治團體改善施政措施之措施改善要求權35、為解決

地方自治機關間爭議所為之爭議協商權（地制法第三十八條、七十七

條第二項）及地方自治團體於為應定行為或措施之前或之後必須向自

治監督機關報告使其知悉之備案或備查保留權（地制法第二條第五

款、第二十六條第四項、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等）等均屬非權力性之監

督手段。但若不予備查會因此發生一定法律上之效果時，應屬權力性

監督手段，故應由其法律效果作區分標準，不應以名詞為唯一區分標

準。至於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條第四項、第四十三條第四項對地方法規

及地方議會議決事項函告無效之監督措施因各該法條第四項均有規

定與上位規範發生牴觸時（限於自治事項），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且

若地方行政機關不認為自治條例或議會議決之自治事項有違法，而事

先送請監督機關函告無效，則都是經地方自治團體發布後，始送監督

機關備查時，監督機關通常均於事後始能知悉再本職權予以函告無

效。該項函告乃針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確認性質之觀念通知，並不具

法效意思，應該亦屬於非權力性之監督手段，既不具強制性，應不屬

於行政處分，自不得對之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36。 

 

                                           
34  見董保城譯，前揭著，第 70 及 83 頁。 
35  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245、246 條參照。 
36  惟陳敏認為：地方自治團體為公法人，如就其自治事項受監督機關作為監督措施，該措施即屬以公權力

對外為之。在法理上，各種監督措施，除查詢外，皆為可以對之為爭訟之行政處分。地方自治團體得提

訴願即撤銷訴訟，請求予以撤銷。見氏著前揭書第 7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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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新架構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新架構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新架構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新架構 

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正面臨空前緊張的關係，一套公平合理的地方

監督法制，將使中央與地方均蒙其利，終使人民獲得最大的福利。要

建立如此的監督體制，首先中央要揚棄以往上下隸屬關係之監護型的

地方自治，改以對等、協力關係之分權型的地方自治來處理中央與地

方之關係。地方分權可以分為二個方面，一個就是將權力、財源、人

員…等資源由國家往地方自治團體移讓；另一方面就是擴大地方自治

團體的自主性，也就是要減少國家對地方的掣肘、干預。前者可謂是

量方面的分權，而後者乃屬質方面的分權。未來地方之分權應循此二

條軸線推進、深化。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自治監督法體系的建立自治監督法體系的建立自治監督法體系的建立自治監督法體系的建立 

壹、自治監督適用法律保留原則的建立 

對於地方自治監督應該如同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一樣，應該有

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除為達成監督目的所必要，且是最後不得已，

在最小限度內，始得行使監督手段外，還必須考慮到地方自治團體的

自主性及自立性。同時應該排除以行政規則（含解釋令函）對地方自

治團體加以監督之方式。除權力性之監督手段須有法律明文作依據之

外，對於非權力性之監督手段，因其可能會發生行政指導常附隨之不

利效果，因此也應該有法律為依據始得為之。 

貳、監督基本類型的明定 

對於自治事項只能為建議、要求提出資料、要求為改正措施及協

議。對於法定受託事項，則除前述自治事項之監督手段外，更可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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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認可、同意、指示及代行處理等手段。對自治事項除法有特別規

定外，不得為同意、認可、許可、指示等監督手段。 

參、監督程序的確立 

    應該借用行政程序法的相關規定，用以規範自治監督的程序。其

中可作為程序統制的原則有： 

一、書面原則： 

    即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所為之監督手段，不論是建議、要求改正或

協議之意見，或是不予同意、許可之理由，都應由以書面附理由加以

說明。 

二、審查基準之設定和公佈： 

    對於同意或許可、認可之基準，或許認可之取消基準都應該加以

設定並且公開，使地方自治團體能得知監督機關之審查標準。 

三、標準處理期間之設定： 

    監督機關常故意用拖延的方式，來阻止地方自治團體就某事項的

申請，為防止這種弊端，自應規定一定的標準處理期間，以免藉故拖

延。 

四、禁止對於拒絕遵守監督機關建議或指示者，施予不利益之處分。 

五、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之國政參加權應予確保 

對於會影響地方自治團體權益之國家施政應讓地方自治團體有

陳述意見的機會，而監督機關也負有於一定期間內為自治監督機關說

明並回答疑問之義務。 

肆、權限爭議之解決機制 

關於地方自治監督所產生之紛爭，往往涉及複雜的政治因素，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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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手段種類甚多，監督的數量也非少數，將這類的紛爭完全歸給司

法，恐非司法所能負擔，同時也不符經濟效益（我國將之歸給司法院

解決，更缺乏合理性），因此成立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處理委員會的

建議，不失其合理性，當有研究之必要。至於在行政爭訟部分，應確

立自治事項由地方自治團體自我審查之原則，儘量減少來自於監督機

關之審查決定，避免造成對自治權之侵害。若要將地方自治事務納入

行政爭訟之一般救濟途徑，亦應對訴願法有關管轄部分加以修正，使

訴願機關能與監督機關一致；對訴願機關合法性審查之界限應配合地

方制度法的規定加以適度地限縮；修正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

規定，使地方自治團體亦有成為行政訴訟原告之資格，或透過解釋放

寬機關訴訟之成立，使自治監督能由傳統之行政監督模式轉移至公正

第三者之司法監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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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論文主要在研究地方自治團體行使立法權與行政權時所受之行政

監督及司法審查問題。研究之結果乃獲致：「地方自治立法權與行政

權之監督體制，應由行政監督體制調整為司法監督體制」之結論。 

以下即就獲致本結論之理由及未來我國地方自治監督體制應有之修

法方向提出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之發現研究之發現研究之發現研究之發現 

一、我國憲法明文保障地方自治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

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與立法機關，由地方首長

及民意代表分別行使行政和立法之權。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

律保障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我國憲法對於地方自治

之保障程度，遠高於日本，更甚於德國。德國是聯邦體制，邦以

下為鄉鎮市，鄉鎮市為邦以下之行政機關，不具有獨立法人格，

未如同我國之地方自治團體享有自主之立法權和行政權。在此基

本結構下所建構之監督體系若套用於不同體制的我國，將通不過

憲法之檢証，我國地方制度法對地方立法權和行政權之監督逕行

繼受德國鄉鎮市監督之法制將地方自治團體視為下級機關，難謂

合憲。 

二、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應該是兩個統治主體間之關係，而非兩個上下

隸屬行政主體間之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若建立在兩個併行獨立

之統治主體關係上，則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始能建立「對等、

協力之關係」，若是建立在相互隸屬的行政主體上，則中央與地

方自治團體間即會變成「上下、主從之關係」。德國之鄉鎮市本

質上因屬邦以下之行政機關，但基本法又明文須保障鄉鎮市之自

治，於是乃發展出制度保障理論或保障自治團體行政爭訟主觀權

利之自治權實效保障理論，以克服鄉鎮市乃屬行政主體不具統治

主體，未具法人人格之缺失。 

在統治主體之架構下，中央與地方間之關係乃屬外部關係，若在上下

行政主體的關係下，則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原則乃屬內部關係而不得救

濟。日本及我國在繼受德國法之過程中，因兩者均屬單一國，且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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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均為極度中央集權官僚統治，在這樣的土壤下，中央與地方關係

被定位為行政上下隸屬關係之德國法當然很容易生根，但畢竟與整個

憲法架構和地方自治精神相違，而不得不改弦更張。 

三、日本於 2000年以後即揚棄了傳統上下隸屬關係下之機關委任事

務而改以統治主體論來架構現代的地方自治。因此有關自治事務

除原屬於地方者外，中央若要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即不能依上

下機關間之指定為之，而必須以法律或授權命令為之，即成為法

定受託事務。就此事務地方本其統治權限，只要不牴觸法律或法

規命令，即得依民主及法治原則制定自治法規。中央就地方原有

之自治事務並無任何權力性之監督措施，對於法定受託事務始得

有部分之權力性監督措施，而對於權力性監督措施，因二者係立

於併存之統治主體關係上，故屬於外部關係，在救濟途徑上即設

有獨立之第三者機構－紛爭處理委員會作為司法救濟之前置程

序，若對該委員會之紛爭決定不服，則進入司法程序，由公正之

第三者為最後之裁決。日本與我國均屬單一國，地方自治團體的

組織結構與我國相同，日本 2000年對地方自治法的修正，實值

我國借鏡。 

四、我國對於地方自主立法權於地方制度法上規定了事前核定及函

告無效的事前監督機制。這種全面性的事前行政監督體制，完全

無視地方自治團體自主立法權的存在，將地方自治團體貶抑為下

級行政機關，與地方自治之本質不合。德國雖有對地方事前監督

之規定，但並非全面性的監督，僅於特別法特殊之情形始有事前

行政監督之措施。至於日本地方自治團體之自主立法，除少數特

別法外，原則上亦無事前行政監督之制度，當法規是否發生牴觸

時，只有透過司法審查予以糾正。我國對地方自主立法權之事前

行政監督體制對地方自治權傷害過大，立法上應予廢止。而關於

法規之監督則應引進司法裁判機制，始為正當。 

五、地方自治法規牴觸憲法、法律或法規命令而無效。基本上地方自

治條例本身即得限制人民權利已獲立法實現而無異議，主要之問

題乃來自於地方自治法規是否與法律或法規命令牴觸。日本從傳

統法律先占論出發，在公害領域基於人權保障而逐步修正法律先

占論，並獲得實務上之支持，近年來更發展出程序上與法規為不

同規定之程序條例。本文介紹了日本實務及學說上對法規之審查

基準。我國近年來實務，亦面臨地方制定自治法規與中央法規是

否牴觸之爭議；本文藉由司法決議之分析，說明未來實務發展之

方向。 



第七章  結論 

248 

六、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權的監督方面，則應採監督法定主義，使中

央對地方的監督行為都應該有法律的依據，若無法律的依據即不

得為之，區分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規定不同的監督方法，賦予不

同的法律效果，並明定行使監督權時所應遵守的程序，對於代行

處理的規定應引進司法審查制度，監督機關必須經司法審查後始

得為代行處理。對於中央為行政監督時，若欲維持目前得聲請大

法官解釋的規定，則應課予自治監督機關有先聲請大法官解釋後

再為撤銷、廢止、變更或停止等監督措施之義務，以免自治監督

機關未經司法審查即遽予否定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權，或於為監

督措施前必須遵守告戒程序，使地方自治團體得於告戒期間得聲

請大法官解釋，避免自治監督機關先下手為強，恣意實施行政監

督手段。 

七、關於地方自治監督所產生之紛爭，往往涉及複雜的政治因素，監

督的手段種類甚多，監督的數量也非少數，將這類的紛爭完全歸

給司法，恐非司法所能負擔，同時也不符經濟效益（我國將之歸

給司法院解決，更缺乏合理性），因此成立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

處理委員會的建議，不失其合理性，當有研究之必要。至於在行

政爭訟部分，應確立自治事項由地方自治團體自我審查之原則，

儘量減少來自於監督機關之審查決定，避免造成對自治權之侵

害。若要將地方自治事務納入行政爭訟之一般救濟途徑，亦應對

訴願法有關管轄部分加以修正，使訴願機關能與監督機關一致；

對訴願機關合法性審查之界限應配合地方制度法的規定加以適

度地限縮；修正行政訴訟法第 24條第 2款規定，使地方自治團

體亦有成為行政訴訟原告之資格，或透過解釋放寬機關訴訟之成

立，使自治監督能由傳統之行政監督模式轉移至公正第三者之司

法監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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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我國修法之建議我國修法之建議我國修法之建議我國修法之建議 

一、地方制度法本身 

1、關於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部分： 

我國地制法第 2條第 3項之委辦事項乃屬機關委辦事項，但機關委辦

事項將地方自治團體矮化為下級行政機關，違背地方自治原理，掏空

地方財源，架空地方自治，應仿日本立法例予以廢止，憲法雖明定有

委辦事項，但未對委辦事項加以定義，若將委辦事項解為依法律或法

規命令地方自治團體辦理之事項即採日本法定受託之事項，即無涉修

憲問題，而只要將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 3款重新定義為「依法律或法

規命令，將國家或上級地方自治團體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之事務。」

若將委辦事項之定義為法定受託事項，則地制法第 29條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政府訂定委辦規則及函報上級機關核定。及第 32條報請

核定日期之規定即可刪除。同法第 43條有關地方議會議決委辦事項

之規定，若依原第 2條第 3款委辦事項為機關委辦事項之定義，則該

事項原即屬上級機關之事項，根本不屬於地方自治團體之事項，地方

議會並無置喙之餘地，原條文規定地方議會得議決委辦事項原即屬錯

誤立法而應予刪除，地方議會議決之對象無論是固有之自治事項或法

定受託事項均屬自治事項而不得牴觸憲法、法律或法規命令則屬同

一。 

在自治監督部分則應可仿日本法就自治和委辦事項規定不同之監督

方法，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對於代行處理之規定，也應明定僅限於

委辦事項而不及於固有之自治事項。 

2、關於自治立法權之監督規定方面 

地方自治團體行使自主的立法權，除極少數例外情形須事先報請核

定、許可外，不應受中央或上級政府事前之行政監督。我國地制法第

26條有關罰則應事先送核定及第 30條函告無效之規定應予刪除。至

於所擔心地方制定自治法規後與上級規範牴觸之問題，基於憲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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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其既經地方民主正當性之檢証即應為適法之推定，若發生有

牴觸疑義時，則應由地方人民透過行政爭訟由司法機關予以審查，此

時和法規命令並無不同，若慮及自治法規各地施行後因牴觸法律或法

規命令對人民權利造成侵害而有審查其合法性必要時，則可考慮引進

抽象規範之訴訟審查制度，以維持法體系之完整。 

3、在行政權行使之監督方面 

應對地制法第 75、76條重新予以調整，對於監督應採法定主義，中

央對地方之監督應以法律為依據，不得由監督機關自由裁量。應區分

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規定不同之監督方法，並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

對於自治事項不應為權力性之監督措施，監督時應遵守一定的程序，

對於代行處理應引進司法審查制度，監督機關必須經司法審查始得代

行處理。 

4、就行政爭訟方面 

我國目前對地方自治之監督，訴願法第 2項規定得提起訴願，實務上

只限於對自治事項之監督處分時方屬之，不包括對委辦事項之監督處

分。但對自治事項原則上不得施予權力性監督，否則即與地方自治之

原理不合，因此將委辦事項定位為法定受託事項，此時因係立於統治

主體而非上下行政主體之關係，而得提起行政爭訟。 

二、其他相關法律之修正 

1、我國法制實務長久以來並無地方自治之觀念，都把地方自治團體

視為下級行政機關，因此在現行各領域的法律結構莫不在各法律

之主管機關部分規定為「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OO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局處），在縣市為縣市政府。」這種立法例

逕把地方自治機關當成中央之下級機關，完全架空地方自治團體

之自主立法和行政權，此種立法方式顯有悖於憲法保障地方自治

之意旨，乃屬違憲，應予廢止。國家事務有必要委由地方自治團

體辦理時應另以法律明文或法規命令授權為之始符對等、協力之

要求。 

2、中央法規若有授權地方依其地域特性和需求自訂法規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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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應定為本法之施行細則由地方主管機關，或直轄市政府訂

定之（如都市計畫法第 85條），而應明確為授權之規定，例如為：

「關於 OO事項，得由地方自治團體以自治條例定之。」冀免地

方自治法規與行政命令混淆，以達落實地方自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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