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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參酌德奧法制，導入「管轄權移轉」

機制，賦予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或委託其他

行政機關執行之。管轄權一旦經合法移轉予另一行政機關後，原管

轄機關在移轉期間內即喪失執行該行政事務之權限；取而代之，受

權限移轉之行政機關則成為新的管轄機關，享有執行被移轉行政事

務之權限，得以自己名義對外為法律行為。管轄權移轉乃屬管轄權

恆定原則之例外，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其合法性要件應

滿足「授權法規之存在」、「移轉行為之踐行」，以及「正當行政程

序之完備」三項要件，缺一不可。 
管轄權移轉不僅只是行政組織法所探討之客體，對於行政作用

法以及行政爭訟法更富具意義，蓋其將影響行政行為作成機關、訴

願決定機關、行政訴訟被告消極訴訟實施權，以及國家賠償義務機

關之認定。然而，訴願法第七條卻將受託機關所為之對外單方具體

行政行為視為是「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體系上顯與行政程序法

第十五條之設計不相契合。本文認為，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關

於權限委任與權限委託之規定，從體系解釋以及比較法之觀點，應

皆屬於具有「管轄權移轉」效果之權限授與機制，相當於德國法上

之 Delegation。我國行政程序法權限委託之立法說明文詞前後扞

格，不宜作為解釋其法律性質之準據，而誤認為相當於德國法上不

具管轄權移轉之權限代理 (Mandat)。據此，訴願法第七條乃屬不當

之立法，宜予修正，以符管轄權移轉之法理。 
 

關鍵詞：Delegation、Mandat、管轄權移轉、管轄權恆定原則、權

限委託、權限委任、委辦、管轄權外部法效力、訴願管轄

機關、消極訴訟實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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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之提出 

現代國家本於促進行政任務執行之專業性與效率效能等因素考

量，在行政權領域內率皆採取高度精細分工之方式，將特定之行政

任務劃定由某一行政主體或行政機關執行。從而，每一行政主體或

行政機關原則上即享有自己之管轄權，依法擔負起執行特定行政任

務之職責。2001年1月1日生效之行政程序法更特闢「管轄」專節，

就管轄權設定、補充管轄、管轄權競合及爭議之解決，以及管轄權

變更等議題為實體面與程序面之規範。就規範之廣度而言，堪稱充

分；對於管轄權一般規制原則之實證化與統一化，更是有所俾益。 
其中，為符合行政機關業務執行上之需要，行政程序法第十五

條則參酌德奧法制，導入「管轄權移轉」(Zuständigkeitsverlagerung) 
機制，賦予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或委託其他

行政機關執行之。此等規定乃為管轄權恆定原則與行政作業實務間

之調和與妥協結果，具有組織法上之合理性與效率性。此外，訴願

法第七條規定：「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

分，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比照第四條之規

定，向原委託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以及同法第八條

規定：「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依法辦理上級機關委任事件所為之

行政處分，為受委任機關之行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比照第四條

之規定，向受委任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將組織法上

之管轄權變更行為與實體法上之行政處分作成機關及爭訟法上之訴

願管轄機關相互串連，使一向被傳統行政法學視為僅具內部法之行

政組織行為1，產生了外部效力 (Außenwirksamkeit) 2。惟有疑問

                                                         
1  關於德國行政法學之父 Otto Mayer 所建構之傳統行政法學的介紹，及其對行政

組織法之忽視，詳參見黃錦堂，《行政組織法論》，頁 5 以下（2005 年 5 月）。 
2  Vgl. F. E. Schnapp, Dogmatische Überleg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s Organis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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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前揭訴願法之規定，在體系上似與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之規定

不相契合。尤其是在權限委託類型上，一方面訴願法第七條將受託

機關所為之對外單方具體行政行為視為是「委託機關之行政處

分」，理論上乃係以管轄權並未移轉為思考出發點。然另一方面，

觀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之立法目的，又顯然地旨在授權原管轄之

行政機關得將其權限之一部分永久地，或至少是在一段相當之期間

內移轉於其他行政機關行使。易言之，係將權限委託定位為管轄權

移轉之一種次類型無疑。從而，學界屢有指出行政程序法與訴願法

中關於權限移轉設計部分，乃屬體系上自相矛盾之批評3。 
此外，即便吾人從實證法規定之層面觀察，由於權限移轉類型

非僅一種類型，且授權法規用語上又往往晦曖不明，致使諸如管轄

權究係有無移轉、屬於何種類型之管轄權移轉，以及移轉後管轄機

關為何等相關問題，在我國之行政作業及裁判實務上亦屢生疑義，

見解分歧。此觀之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以及年度法律座

談會一再以行政機關權限移轉問題作為討論議題，足資佐證。例如

針對農民健康保險委由勞工保險局辦理一事，最高行政法院2000年
8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以及2004年5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即曾先

後決議就有關農民健康保險事項所為之行政處分，應以保險人「勞

工保險局」為原處分機關。至於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核發，最高行

政法院2005年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則認為其權限移轉情形

與農民健康保險不同，勞工保險局接受不相隸屬機關委託所為之行

政處分，應視為委託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行政處分，故應

以其為被告機關。此外，又如有關於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之原處分

                                                                                                                                
rechts, AöR 105 (1980), S. 270 ff. 

3  例如參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 635（2005 年 8 月增訂 9 版）；以及
同氏著，《行政爭訟法論》，頁 320（2005 年 5 月修訂 3 版）：「但第八條仍明定
為受委任機關之處分；無隸屬關係之委託，受託機關並非委託機關之下級機
關，作成處分時難謂毫無自由形成之餘地，第七條反而明定視為委託機關之行
政處分，可謂自亂章法。」類似批評，另參見吳志光，《行政法》，頁 339
（200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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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認定疑義，各級行政法官94年度行政訴訟法律座談會提案第十

五號法律問題決議以及最高行政法院2005年10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則一致性地認為應以受委任機關「公路總局」為被告，以委

任機關「交通部」為訴願管轄機關。 
在現代行政法釋義學上，管轄權所涉及者不再僅是行政組織內

部事權分配之問題而已，毋寧亦擴及到行政實體決定以及後續權利

救濟提起合法性等行政作用法與行政爭訟法之外部領域。準此，對

於管轄權移轉之法律機制，在我國現行法上雖已有明文規範可資依

循。然如上所述，行政程序法、訴願法，乃至於行政訴訟法間之相

關規範在體系上卻未盡契合。學理與實務上應如何解決因管轄權移

轉所衍生之體系衝突問題，則有進一步探究之實益。準此，以下擬

以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所規定之行政機關權限委任及委託為研究客

體，分析其類型區分上之妥適性以及合法性要件，並且就其對行政

實體決定合法性之影響程度，以及進而因此產生行政爭訟時，其對

訴願決定以及行政法院裁判上有何程序上意義與影響性，進行討

論。至於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所規定「公權力委託」類型之權限移

轉問題，則不在本文探討之列，合先敘明。又有鑑於我國行政程序

法第十五條規定乃參酌德國相關立法例而來，故在方法論上將在適

當範圍內從比較法觀點，介紹德國行政法上權限移轉之相關制度，

並分析其與我國規範間之異同，俾正本清源。 

貳、管轄權移轉之意義與類型 

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二節以「管轄」為標題，就行政機關管轄

權之設定依據與程序、種類、移送、競合與爭議解決，調查原則以

及變更之處置等問題，分設條文規範之。此節中之相關規定，大多

涉及行政機關管轄權在組織法上之一般建制原則，為後文進一步探

究其與行政作用法與行政爭訟法關連性問題之基礎，故有先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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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 

一、管轄權移轉之意義 

（一）管轄權 

行政程序法第十一條以下雖就行政機關管轄權之相關問題為規

定，然其本身卻未就管轄權概念加以定義，毋寧係根植於管轄權概

念之基礎上而為規範。根據學界一般見解，管轄權 (Zuständigkeit)
係指行政機關所得以行使行政任務之範圍4。從而，在行政權範疇

內，凡指稱管轄權者，理論上率皆具「執行管轄權」(Wahrnehmungs-
zuständigkeit) 之意義5。 

雖然現代行政法普遍存在有組織法與作用法交錯重疊之現象，

然德國學者仍以此二元區分架構出發，將管轄權概念進一步區分為

「組織法意義之執行管轄權」(organisationsrechtliche Wahrnehmungs-
zuständigkeit) 以及「實體法意義之執行管轄權」(materiellrechtliche 
Wahrnehmungszuständigkeit) 兩類，而作不同面向之理解6。就前者

而言，乃著重於行政單元彼此間之管轄權劃分問題。從而，組織法

意義之管轄權所涉及者，乃特定之行政任務究應由何一行政主體或

行政機關執行之問題7；亦即建構出將某一行政任務劃歸予某一行

政單元執行之「專屬配對」(ausschließliche Zuordnung) 關係8。在此

意義下，管轄權實意指其相對於其他行政機關而言，享有執行特定

行政任務之「排他性」(Ausschließlichkeit) 特權。根據一般見解，

又可將其區分為土地管轄、事務管轄、層級管轄等數種類型9。至

                                                         
4  參見蔡震榮，〈管轄權之意義〉，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

（上）》，頁 308（2001 年 8 月）。 
5  Vgl. Wolff/Bachof/Stober, Verwaltungsrecht, Bd. 3, 5. Aufl., 2004, § 84, Rn. 5. 
6  Vgl. Wolff/Bachof/Stober,(見註 5), § 84, Rn. 7 f. 
7  參見陳敏，《行政法總論》，頁 899（2004 年 11 月 4 版）。 
8  Vgl. Wolff/Bachof/Stober,(見註 5), § 84, Rn. 5. 
9  惟此等傳統之管轄權分類如何在電子化政府時代續存，恐須面臨重新思考。參

見葉俊榮，《面對行政程序法——轉型台灣的程序建制》，頁 360（200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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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者，則與行政機關之事務內容決定權相連結。從而，實體法意

義之執行管轄權係指行政機關在具體個案中得以採取領導權力

(Leitungsmacht) 或相關一切必要措施之謂，尤其是對人民基本權利

具有重要性之行政行為。我國學者通常慣以將實體法意義之執行管

轄權另以「職權」稱之，而將管轄權限縮於組織法之意義10。尚須

說明者，一行政機關享有組織法意義之管轄權未必同時亦擁有實體

法意義之管轄權11。兩者是否同時兼備，須視法規屬性而定。前者

乃立基於組織法，而後者則須有作用法或行為法之依據12。有鑑於

行政程序法第十一條以下相關規定亦僅就組織法層面對行政機關之

管轄相關問題為統一規定，且本文之探討客體亦限於行政機關間行

政任務執行權之移轉，尚無涉及其是否有干預人民權益之職權，故

以下若無特別指稱者，本文乃依循我國一般見解，僅將管轄權作組

織法意義之理解，合先敘明。 
此外，在概念理解上，現行法規與行政實務常有將「管轄權」

與「權限」(Kompetenz) 作為同義詞而相互使用之現象。例如行政

程序法第十五條即以「權限」作為規範標的，而不同於前後條文仍

                                                                                                                                
月）。 

10  例如我國日前所公布之「警察職權行使法」（2003. 6. 25），即考慮其屬於警察
行政作用法之性質，故變更行政院版草案原先所採用「警察職務執行條例」之
名稱。參見蔡震榮，《警察職權行使法概論》，頁12、96（2004年12月）。 

11  參見 Scholler/Schloer 合著，李震山譯，《德國警察與秩序法原理》，頁59（1995
年11月中譯2版）：「『有任務不能推論為有職權』，但『有職權應可推論為有任
務』。」此處所稱之任務，應予組織意義之管轄權同義。 

12  大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理由書：「警察勤務條例第三條至第十條乃就警察執行
勤務之編組、責任劃分、指揮系統加以規範，第十一條則對執行勤務得採取之
方式予以列舉，除有組織法之性質外，實兼具行為法之功能。查行政機關行使
職權，固不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準，更應以行為法（作用法）之
授權為依據，始符合依法行政之原則……」可資參照。此外，大法官釋字第

570號解釋理由書更明確揭示：「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
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同法第九條第一款規
定，警察有依法發布警察命令之職權，僅具組織法之劃定職權與管轄事務之性
質，欠缺行為法之功能，不足以作為發布限制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警察命令之授
權依據。」關於德國法情形，另可參見 BVerfGE 30, 1 (20); BVerwGE 35, 105; H. 
P. Bull, Die Staatsaufgaben nach dem Grundgesetz, 2. Aufl., 1977, S.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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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管轄權」之用語。此究係有意之區別，抑或文字使用上之不

夠精確，則有探究之餘地。根據學說一般見解，不同於管轄權係從

行政主體或行政機關之「主觀」立場觀察行政任務之劃歸，權限則

是以「客觀」立場說明被行政單元所執行行政任務之標的。易言

之，稱「權限」者，係指行政單元處理某一行政任務之權力與界

限，所著重者為管轄權所及之事項13。從而，管轄權與權限僅係因

觀察點不同所呈現出的著重面相異而已，非謂兩者立於排斥之關

係 14。若以此觀點檢驗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用語之問題，則條文所

稱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或委託予其他行政

機關者，應只是從管轄權之標的角度出發，強調「處理某一行政事

務之權力」由法定原管轄機關移轉至另一機關行使而已，仍不失其

作為組織法規定之特性15。至於權限移轉後是否必然會產生管轄權

變更之情形，理論上應予肯定16。蓋如前所述，權限與管轄權既然

為一體之兩面，作為管轄權標的之權限既已移轉，包涉權限之管轄

權亦理應隨之移轉而發生變動。然而，對此看法在德國與我國法上

並非毫無歧見，容後詳述17。 

（二）管轄權移轉 

一般而言，管轄權移轉係泛指執行特定行政任務之權限由法規

原指定之行政機關變更至另一行政機關之歷程。綜觀行政程序法之

規定，管轄權之移轉可能因行政機關組織上之裁併而產生（§11-
II、III 參照），亦可能因原管轄機關基於業務上之需要而自願為之

                                                         
13  參見蔡茂寅、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合著，《行政程序法實用》，頁35（李建

良執筆）（2001年2版）；陳敏，前揭（註7）書，頁899。 
14  Vgl. R. Stettner, Grundfragen einer Kompetenzlehre, 1983, S. 35 ff. 
15  不同見解者，參見蔡震榮，前揭（註4）文，頁311，氏認為行政程序法第十五

條所稱之權限，「是指具體事項之執行，與職權之行使範圍相同，吾人稱此為
『狹義之權限』。」似將其定位在作用法規定層次。 

16  例如參見蔡茂寅、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合著，前揭（註13）書，頁39（李
建良執筆），在體系上即將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委任與委託劃歸為「法定管轄
權變動」之類型。 

17  參見本文「貳、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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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I、II 參照）。本文所探討之客體僅限縮於後者，亦即行政機關

透過增修管轄權規定以外之法律手段，將涉及公權力行使之權限移

轉由其他行政機關辦理之「權限移轉」(Kompetenzübertragung) 情
形；至於前者因組織增設、調整或裁併等原因，透過管轄權規定之

增修所產生之管轄權移轉，則不在討論之列。管轄權一旦經合法移

轉予另一行政機關後，原管轄機關在移轉之期間內即喪失執行該行

政事務之權限；取而代之，獲致權限移轉之行政機關則成為新的管

轄機關，享有執行被移轉行政事務之權限。易言之，管轄權移轉必

然會產生同一行政事務之執行權限從一行政機關「挪出」

(abschieben)，並「移入」(zuschieben) 另一行政機關之動態轉換效

果18。 
在概念上，行政法上尚有諸多機制雖亦涉及數行政機關間因合

作或監督關係而有執行非自己權限之情形，然與管轄權移轉尚屬有

間，應予釐清。首先，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意義下之管轄權移轉乃

涉及原管轄機關釋出法定授與自己執行公權力之權限，故與行政機

關在特定要件滿足下逕自代行處理本應由他行政機關自行處理之行

政事務的「自我介入權」(Selbsteintrittsrecht) 顯有不同。易言之，

自我介入權旨在使行政機關享有以自己名義執行「他人權限」

(fremde Kompetenz) 之權，而非釋出自己權限予他機關，由他機關

之名義執行之。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六條所規定上級監督機關對地方

自治團體違反法定作為義務時之代行處理，即為適例19。再者，管

                                                         
18  Vgl. H. Triepel, Delegation und Mandat im öffentlichen Recht, Eine kritische Studie, 

1942, S. 51. 不同見解者，參見 G. Barbey, Rechtsübertragung und Delegation –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Delegationslehre Heinrich Triepels, 1962, S. 48 ff. 
氏認為管轄權本身係不具可移轉性，故所謂的管轄權移轉，應指原管轄機關喪
失執行某行政事務之權限，而另一行政機關新增執行同一行政事務之權限。前
後兩者一滅一生，不具本質上之同一性。此等論述實僅屬一種單純之文字遊戲
而已，蓋其並不因此等理解上之差異而產生有不同之法律效果，故本文不採之。 

19  參見董保城，〈地方自治監督代執行之探討——兼論省縣自治法第五十五條代行
處理〉，《地方自治之監督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頁92以下（1999年1月）；劉
華美，〈德國地方自治代行處理之研究——兼論對臺灣的啟示〉，《台北大學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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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權移轉乃會形成原管轄機關在相當期間內喪失管轄權，而由被移

轉之機關取得新管轄機關地位之法律效果。從而，與不具管轄權移

轉作用之「機關借用」(Organleihe) 或是「職務協助」(Amtshilfe) 
亦有區別。前者係德國法上常用之機制，係指某一行政主體借用原

歸屬於另一行政主體之某行政機關使其在組織法上成為自己之下級

機關，並由其以居於自己行政機關之地位，執行自己之行政事務。

例如中央借用直轄市長以辦理中央選務工作，此時該直轄市長則成

為中央之下級機關，以中央之名辦理中央選務事項20。在此情形

下，雙方面之管轄權皆未有所移轉。所變動者，僅為被借用機關所

歸屬之行政主體而已21。同樣不生管轄權移轉作用者，為行政程序

法第十九條所規定之職務協助，其僅屬於各行政機關「於自己之權

限範圍內」互相協助之一種個案性、臨時性合作機制而已22。 

二、管轄權移轉之類型 

在概念上，管轄權移轉僅說明特定行政事務之執行權限由一行

政主體或機關改由另一行政主體或機關享有而已。至於原管轄機關

與被賦予管轄權之機關間是否應具有特定之關連性，以及原管轄機

關以何種方式、基於何等理由、在何等任務範圍以及期間內移轉其

管轄權等，乃屬類型區分之問題。有鑑於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

                                                                                                                                
論叢》，47期，頁361以下（2000年12月）。 

20  參見許宗力，〈地方立法權相關問題之研究〉，台北市政府法規會編印，《地方
自治法2001》，頁44-45（2001年10月）。 

21  Vgl. H.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4. Aufl., 2002, § 21, Rn. 55. 
22  Vgl. S. Hoffmann, in: K. Obermayer, VwVfG, Kommentar, 3. Aufl., 1999, vor § 4, Rn. 

28. 另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2387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
裁字第747號裁定更進一步明確揭示：「所謂『行政協助』，係指基於行政一體
之機能，一機關於執行本身之職務時，得向其他機關請求提供行政上之協助而
言。若一機關並非執行本身之職務，而係請求他機關依法為特定內容之行為，
因受請求之機關為拒絕之意思表示，自得依行政訴訟法第八條之規定，逕行提
起給付訴訟。」是以，不僅是被請求機關必須是被請求執行其本身之權限，即
便是對請求機關而言，亦必須是「因執行自己職務之需要」而向他機關所提出
之請求，始該當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職務協助之概念。 



2006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200 

之立法說明揭示管轄權移轉制度乃參酌德國立法例形塑而成，故以

下茲就德國以及我國之學理與法制狀況，分別說明管轄權移轉之類

型，並比較兩者之異同。 

（一）德國法上之分類 

德國行政法學說論及管轄權移轉議題者，一般皆將「權限授

與」(Delegation) 與「權限代理」(Mandat) 兩種類型併列討論23。基

此，下文亦以此為基礎，分別說明德國法上此兩種類型之概念內

涵。 
1. 權限授與 (Delegation) 
在德國行政實務上，「權限授與」係屬最富意義之管轄權移轉

類型。藉此手段所欲達成之目的，往往具有多元性。除防堵行政之

集中化與中央化外，尚具有減輕行政機關負擔、增進行政效率、強

化行政專業性等功能。綜此，權限授與之概念並無立法上之定義。

根據德國行政法學者之通說見解，公法學意義下之權限授與係指

「原法定管轄高權主體或行政機關依法規將其管轄權移轉予另一主

體之法律行為」24。基此，吾人可從下列三方面進一步說明權限授

與之概念內涵：第一，權限授與乃屬一種「法律行為」(Rechtsakt)，
亦即因授與行為而產生管轄權移轉之法律效果。從而，被移轉之權

限成為被授權機關 (Delegatar) 之自己權限，應以自己之名義為之。

第二，權限授與必須由原管轄機關所為，若由立法者逕自為之，則

非在權限授與概念之內，蓋立法者並不享有作成行政法律行為或行

                                                         
23  本文所使用之中文用語，主要乃引用陳敏教授之譯文。蓋筆者認為就概念內涵

而言，氏所使用之中譯文最能將德文之原始概念忠實呈現，特此敘明。參見氏
著，前揭（註7）書，頁913-915。關於從國家學角度出發之論述與批評，參見
K. E. Heinz, Delegation und Mandat. Eine rechts- und verfassungstheoretische Unter-
suchung, Der Staat 36 (1997), S. 495 ff. 

24  Vgl. H. Triepel,(見註18), S. 23; Th. Reinhardt, Delegation und Mandat im öf-
fentlichen Recht. Eine Untersuchung zur rechtlichen Zuständigkeit von Kompetenz-
übertragungen, 2006, S. 20 m. 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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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實行為之自己權限25。在此意義下，權限授與即便是由行政機

關所為，但其非授與法規劃歸予己之自己權限，而係下級機關之權

限予另一行政機關者，亦非屬德國法傳統所理解之權限授與概

念 26。第三，權限所授與之對象須為另一主體 (Subjekt)。此處所稱

之主體，係採廣義之理解；具有權利能力之行政主體或是不具權利

能力之行政機關皆屬之。至於在層級化之行政組織架構中其與原管

轄機關間是否存有上下隸屬關係，則在所不問。 
綜上所述，德國學者普遍對權限授與之概念作相當廣義之理

解。為更精確掌握因權限授與所形成之法律關係，故渠等又依不同

指標將權限授與區分為各種類型27。諸如依原管轄機關是否尚具保

有隨時接管被移轉事務之取回權 (Rückholrecht)，則可區分為「不

真正權限授與」(unechte Delegation) 以及「真正權限授與」(echte 
Delegation)。又依權限授與之時機是否限於具體個案，則可區分為

「個案權限授與」(Singulardelegation) 與「一般權限授與」(Gener-
aldelegation) 等類型。 

2. 權限代理 (Mandat) 
德國法所理解之組織法上權限代理，一般係指「管轄權享有機

關 (Mandant) 賦予另一公法上主體 (Mandatar) 代理權，由其以原管

轄機關之名義代理執行權限之法律行為」而言28。據此，德國學者

一般見解認為，公法上之權限代理與民法之代理制度  (Stellver-
tretung) 並無二異，皆屬代理人以本人名義對外為法律行為，而其

效果歸屬於本人之一種法制度29。公法上之權限代理並不生管轄權

                                                         
25  Vgl. K. Obermayer, Die Übertragung von Hoheitsbefugnissen im Bereich der Verwal-

tungsbehörden, JZ 1956, S. 625. 
26  Vgl. Th. Reinhardt,(見註24), S. 23 f. 
27  Vgl. Th. Reinhardt,(見註24), S. 26 f.; C. H. Ule/H.-W. Laubinger, Verwaltungsver-

fahrensrecht, 4. Aufl., 1995, § 10, Rn. 16 f. 
28  Vgl. H. Triepel,(見註18), S. 26; J. Schwabe, Zum organisationsrechtlichen Mandat, 

DVBl. 1974, S. 70. 
29  Vgl. H. Triepel,(見註18), S.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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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之效果，原有之管轄權規定仍獲得維繫。代理機關所執行者並

非自己之權限，毋寧仍屬於被代理機關 (Die mandatierende Behörde)
之權限30。是以，不同於前揭權限授與之情形，原管轄機關透過權

限代理行為，僅賦予代理機關代為執行權限之「代理權」

(Vollmacht) 而已，藉此提供代理機關執行他人管轄權之可能性，而

非將法規劃歸於己之既有管轄權一併移轉之。固然或有學者主張，

在權限代理之情形管轄權規定形式上雖未獲得改變，但事實上 (de 
facto) 行政事務之決定權已由原管轄機關移至代理機關身上31。此

等事實面之觀察固然切合行政實務之運作，然並不影響上述結論，

蓋法學所關切者為應然之規範情形，而非實然之現實運作。 
綜上所述，德國行政組織法上管轄權移轉之手段理論上應僅有

「權限授與」一種類型。至於權限代理，雖經常置於管轄權移轉標

題下討論，然因不涉及管轄權規定之改變，故嚴格言之並非屬於管

轄權移轉之手段。 

（二）我國法上之分類 

有關於管轄權移轉之類型，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明定有「權限委任」以及「權限委託」兩種類型。此外，在

涉及行政主體與行政主體間之團體權限 (Verbandskompetenz) 移轉方

面，則有地方制度法架構下之「委辦」類型。以下茲分別說明之： 
1. 權限委任 
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

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基此，我國行政程序法

意義下之權限委任，係指上級機關將其權限移轉予所屬下級機關執

行之一種法律行為。觀之本條項之立法說明，略謂：「行政機關將

權限之一部分委任其他行政機關以受任機關名義執行者，稱之為權

限之委任 (Delegation)；……因均涉及權限之變更，故皆須法令之

                                                         
30  BVerwGE 63, 258 (260). 
31  Vgl. C. H. Ule/H.-W. Laubinger,(見註27), § 10, R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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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授權，始得為之。」由此，吾人可以導出下列兩項結論：其

一，立法者將權限委任視為是一種「權限移轉」手段；其二，在比

較制度上，權限委任係參酌上述德國法之「權限授與」概念而來。

若吾人再觀察訴願法第八條之規定：「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依法

辦理上級機關委任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為受委任機關之行政處

分，……」則我國之「權限委任」制度基本上與德國法之「權限授

與」制度堪稱概念契合。所不同者，乃德國法之權限授與並不以原

管轄機關與受權限移轉機關間必須存在行政組織層級意義下之「上

下隸屬關係」為必要。即使兩不相隸屬機關間之管轄權移轉，亦包

含在權限授與概念之內，如前所述32。綜此，本文認為行政程序法

第十五條第一項之權限委任概念實較之德國之權限授與為狹，僅屬

其中之一種類型而已33。 
2. 權限委託 
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

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

之。」據此，我國行政程序法之規範結構，顯然係以同一行政主體

之機關間是否存有行政組織層級上之隸屬關係為基準，區分權限委

任與權限委託。針對權限委託部分，本條之立法說明有如下之敘

述：「行政機關將其權限之一部委託其他行政機關以委託機關名義

執行者，稱為權限之委託 (Mandat)；……因均涉及權限之變更，故

皆須法令之特別授權，始得為之。」準此，立法者一方面亦將權限

委託定性為「權限移轉」之一種機制，另一方面則參酌德國法之權

                                                         
32  事實上，若吾人精確比較立法說明與現行條文間之差異，在立法說明中亦不曾

揭示相關機關間之上下隸屬關係，而僅泛稱委任「其他行政機關」而已。 
33  惟黃錦堂教授有不同見解，氏認為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之立法理由說明有

誤。該條第一項之行政委任實與德國行政法所稱 Mandat 相近，乃無涉於管轄
權之移轉。參見氏著，前揭（註1）書，頁459。觀之黃教授前後文之論述，似
著眼於委任機關以及受委任機關間之上下隸屬關係，而導出較似於德國法
Mandat 制度之結論。實則，如前所述，德國法之機關間權限代理並不限於僅得
對所屬下級機關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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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代理概念，建構出我國之權限委託制度。然而，與前揭權限委任

不同者，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權限委託與德國法之權限代

理概念在內涵上仍存有出入。首先，德國法之權限代理不涉及到管

轄權之移轉，且委託機關與受託機關間亦不必然以不具隸屬關係為

前提要件。反之，在行政作業實務上權限代理毋寧較常發生在上下

隸屬機關之間34。然立法說明中卻明文將權限委託視為是一種「權

限移轉」制度，顯然相互矛盾，此其一。再者，訴願法第七條規

定：「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視為委託

機關之行政處分，……」基此，權限委託既被立法者定位為有管轄

權移轉之機制，然卻又如同德國法之權限代理一般，係以委託機關

名義作成行政處分，體系上前後不一，此其二。 
綜上所述，我國權限委託之性質可作下列兩方面之思考：第

一，將權限委託定性為相當於德國法之「權限代理」35。若此，則

訴願法第七條規定雖無不妥，但卻與行政程序法之體系不盡相符。

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以及第十六條之規定，可視為同法第十一條

第五款管轄權恆定原則之例外，旨在承認管轄權移轉之可能性及其

合法性要件。若將第十五條第二項解釋為與管轄權移轉無涉之權限

代理，體系上不免突兀，更難以理解為何立法者在此突然規定與管

轄權移轉不具關連性之權限代理問題。第二，將權限委託定性為具

管轄權移轉效果之無隸屬關係機關間的「權限授與」36。若此，則

                                                         
34  Vgl. W.-R. Schenke, Delegation und Mandat im Öffentlichen Recht, VerwArch. 68 

(1977), S. 149. 
35  參見蔡震榮，前揭（註4）文，頁322；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頁176

（2005年9月修訂8版）；李建良、陳愛娥、陳春生、林三欽、林合民、黃啟
禛，《行政法入門》，頁185（陳愛娥執筆）（2006年1月3版）；蔡志方，《訴願法
與訴願程序解說》，頁104（2001年9月）。 

36  參見黃錦堂，前揭（註1）書，頁456：「筆者認為，委託約與德國法 Delegation
一詞相當。」；林錫堯，《行政法要義》，頁96-97（2006年9月3版）；李震山，
《行政法導論》，頁101-102（2006年5月修訂6版）：「前者（委託）大都以受託
者本身名義行之」。此外，雖未明文定性，但體系上將權限委託劃歸管轄權移
轉類型之一者，參見陳慈陽，《行政法總論——基本原理、行政程序及行政行
為》，頁311、314（2005年10月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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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與行政程序法旨在規範管轄權移轉作為管轄權恆定原則例外之體

系相符，然訴願法第七條之規定則轉而有商榷之餘地。蓋權限委託

既然仍屬管轄權移轉之一種態樣，受託機關理應依原管轄機關之委

託行為而獲得法定權限之新增。其執行自己之權限理應以自己之名

義為之，而非立於代理人之地位以委託機關名義執行委託機關之權

限37。 
上述第一種見解雖為我國多數學者以及行政實務所採，然本文

認為，綜合考量德國法權限授與與權限代理之概念內涵，以及我國

行政程序法管轄權篇章之規範目的與體系，以採後說為妥。易言

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權限委託與第一項之權限委任乃

同為管轄權移轉之手段，皆相當於德國法權限授與之概念；只是前

者係涉及「無隸屬關係機關間」之權限移轉，而後者則以「有上下

隸屬關係機關間」之權限移轉為規範標的38。至於德國法之權限代

理機制，本文認為我國行政程序法立法者根本無意置喙39。在此意

義下，訴願法第七條規定：「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

之行政處分，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在行政法理上即有欠妥

當，將來宜修法更正之40。在未修法之現階段，對於現行訴願法第

七條違反管轄權移轉理論之規定應如何適用之問題，有學者從該條

立法說明出發，建議將其僅單純視為是「認定訴願管轄機關」之一

種程序上特別規定，而不改變該行政處分在實質上仍為受委託機關

                                                         
37  參見張自強、郭介恆合著，《訴願法釋義與實務》，頁34以下（2002年2月）。氏

更明確指出，訴願法立法者之所以為如此規定，乃是混淆民法上委任契約與公
法上權限移轉兩者間本質所致，將公法上權限移轉比照民法上委任契約設計，
將受託人所為之法律行為視為是委託人所自為，並將法律效果直接歸屬於委託
人。 

38  另類區分方式，例如參見李惠宗，《行政法要義》，頁272（2002年10月增訂2
版）。氏認為權限委任與權限委託雖皆屬管轄權恆定原則之例外，然前者乃屬
制度性之委託，非個案化之承攬，而後者係個案上的委託，故須以委託人的名
義為之。 

39  至於機關內部首長職務之代理或代行問題，公文程式條例第四條雖有規範，但
卻非此處所稱「機關間」之權限代理問題，應予釐清。 

40  參見吳庚，前揭（註3）書（行政爭訟法論），頁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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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政處分的本質41。此項解釋方法可在行政法學之管轄權移轉理

論以及實證法條文文義間取得妥適之調和，應可支持。 
3. 委辦 
管轄權之移轉除發生在同一行政主體下各機關間之外，亦不排

除有一行政主體將其法定之團體權限移轉予另一行政主體之情形。

我國地方制度法所規定之上級政府將其原屬自己之法定事務委由地

方自治團體執行之「委辦」，即屬之。黃錦堂教授將此等管轄權移

轉態樣稱之為來自於立法所為之「執掌——任務分配」42，以凸顯

出其相當於德國法「任務授與」(Aufgabendelegation) 類型之特性。

委辦既屬管轄權移轉之一種類型，地方自治團體在執行委辦事項

時，雖受委辦機關之高密度監督，但然仍須自負執行責任；因辦理

委辦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則為受委辦機關之行政處分（訴願法§9
參照）。我國偶有學者與行政實務未正確釐清委辦作為不同行政主

體間任務授與之特性，而援引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之權限委託處理

委辦關係，致生在行政處分原處分機關之認定上屢有違誤，甚是遺

憾43！ 

                                                         
41  參見林錫堯，前揭（註36）書，頁97。氏將本條解讀為乃立法者有意以「原委

託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為訴願受理機關，俾較能有效對人民權益予以救
濟。不同意見者，參見蔡志方，〈訴願制度〉，翁岳生編，《行政法（下）》，頁

300-301（2006年10月3版）。氏一方面認為訴願法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規定，均在
於確立「孰為處分機關」而已。惟另一方面又認為，受託機關作成之行政處分
唯有以「委託機關」之名義為之時，始有訴願法第七條之適用；若以自己名義
為之，宜認係其自身之處分。 

42  參見黃錦堂，前揭（註1）書，頁451。 
43  例如內政部2001年5月24日台內營字第9083738號函即以權限委託處理直轄市審

議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之事件。李建良教授認為此乃法規
授權由受委託機關以自己名義作成處分之「特別規定」，恐待商榷。參見蔡茂寅、
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合著，前揭（註13）書，頁41。關於正確之見解，法
務部2003年2月19日法律字第0920003923號函：「……分別係指行政機關依據法
律、法律具體授權或概念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將涉及公權力行使之權限移轉
所屬下級機關或『同一行政主體』不相隸屬之其他機關而言。……因嘉南三縣
市非  貴部之下級機關，亦非同一行政主體之不相隸屬機關，故非為上開行政
程序法第十五條權限『委任』或『委託』。」可資參照；另可參見江嘉琪，〈委
任、委託、委辦與訴願機關〉，《月旦法學教室》，53期，頁24-25（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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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結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之權限委任與權

限委託，以及地方制度法意義下之委辦，皆屬持續性、非個案性

「管轄權移轉」之機制，為管轄權恆定原則之例外，相當於德國法

之「權限授與」(Delegation)。前兩者限於同一行政主體下機關之間

的權限移轉，後者則涉及不同行政主體間之權限移轉44。至於德國

法之權限代理 (Mandat) 制度，並非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之規

範標的。在此理解下，被授與權限之高權主體或機關既因原管轄機

關之授權法律行為而增添了「自己權限」，於執行該被授與之自己

權限時理應以自己名義為之，始屬理論一貫。訴願法第七條混淆權

限委託之管轄權移轉體系，建議宜修法更正之。 

參、管轄權移轉之合法性要求 

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本身並非賦予原管轄機關得移轉其管轄權

之直接授權規定，毋寧僅屬管轄權移轉之「要件與程序規定」。易

言之，管轄權得否移轉，應視其他組織法規或行政法規而定。然

而，一旦原管轄機關取得得移轉其法定管轄權之法規授權依據後，

則尚須符合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所規定之要件與程序要求，管轄權

之移轉始屬合法性。不具合法性之管轄權移轉行為，並不生效力，

管轄權不因之而變更。 
綜觀行政程序法十五條之規定，管轄權移轉必須具備三項合法

性要件，缺一不可：其一，必須有法規之授權依據；其二，原管轄

機關須有權限移轉之法律行為；最後，必須踐行公告與刊登政府公

報或新聞紙之正當行政程序45。以下茲分別說明之： 
                                                         
44  同此見解者，參見陳敏，前揭（註7）書，頁913。 
45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4040號判決略以：「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機關

之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擅自設定或變更，然行政機關亦非不得將其權限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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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授權之必要性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權限委任及

權限委託皆須「依法規」始得為之。此乃維護法治國家「法律優越

原則」(Grundsatz des Vorrangs des Gesetzes) 之必然結果，蓋管轄權

依法規設定後，非經法規之明文授權，行政機關不得擅自以行政行

為變更法規制定者之意志。 

（一）管轄權法定與恆定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行政機關之管轄，依其組

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同條第五項復規定：「管轄權非依

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此乃管轄權法定原則與管轄權恆定原則之

具體化規定。按管轄權之設定與變更須有法規之明定，主要可從下

列三方面加以思考：第一，管轄權旨在設官分職，使各行政機關擁

有特定行政事務執行之自我權限，既可避免與其他機關競合或衝

突，亦可促進行政任務執行之專業化與效率。管轄權透過法規明

定，可防堵同一行政事務由數機關重複執行或是相互推諉情事之發

生，符合法安定性與明確性之要求。再者，管轄權之劃定乃屬組織

權行使之一環。依現今學界一般見解，組織權基本上係由立法與行

政依不同程度分享，而不再是君主立憲時期通說所主張之「行政保

留」事項。從而，在管轄權劃定事項上亦應有制度性法律保留原則

適用之餘地46，受有民意基礎之立法機關支配。最後，管轄權如何

劃定其雖非直接涉及人民之基本權利，但卻會產生影響行政作用法

之外部效力，涉及行政實體決定之合法性。是以，從人民權益保障

                                                                                                                                
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惟須遵守『依法規』、『將委任之事項及法規依據公
告』及『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等三程序要件。」嚴格言之，僅有第三項始
屬程序要件；至於管轄權移轉之行政法律行為，則隱含在公告之標的，即「委
任之事項」內。 

46  Vgl. G. C. Burmeister, Herkunft, Inhalt und Stellung des institutionellen Gesetzes-
vorbehalts.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Dogmatik des Verwaltungsorganisationsrecht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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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以觀，宜以法規明定為妥，俾使人民得以知悉對其自身權益具

重要性之行政決定是否由法定管轄機關所為，並判斷其合法性有無

瑕疵，進而決定是否採取可能之權利救濟途徑47。 
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得作為設定管轄權之法

規範基礎者，為「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就組織法規部

分，管轄權之劃定本屬組織權之內涵；立法者透過組織法規設定行

政機關管轄權，在體系上既無矛盾之處，更為我國立法實務向來慣

採之方式，固無疑義。縱然如此，對於行政機關應執行之行政任務

的抽象劃歸，規範體系上並不以置於組織法為限。立法者基本上享

有立法自由形成空間，亦得決定是否將其放置於各該行政專法之

中。易言之，所謂管轄權劃歸屬於「組織法之規定」，係以「個別

條款」規制內容之屬性為斷，而非以整部法典作形式上之認定。 
至於行政程序法第十一條所稱之「法規」究係何指，則有進一

步說明之必要。首先，就中央法規而言，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

條第三款之規定，僅以形式意義之法律為限。惟1997年修憲時，憲

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

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已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

三款之高密度制度性法律保留規定予以鬆綁，容許行政機關在法律

框架內亦得享有組織形成權。從而，2000年3月13日法務部「行政

程序法諮詢小組」第四次會議之決議則認為該條第一項所稱之法

規，適用於中央層級係指「法律與法律具體、概括授權之法規命

令」48。至於職權命令以及行政規則，從會議紀錄中可明確得知並

不包括在內。本於憲法增修條文對於立法權與行政權在組織權領域

之重分配以及上述支撐管轄權法定原則之原因，本文認為法務部行

                                                         
47  縱然如此，管轄權規定本身仍非屬於干預人民基本權利之公權力措施，故其設

定雖須有法律之依據，然並非具干預保留之性質。Vgl. Th. Reinhardt,(見註24), 
S. 56 ff. 

48  參見法務部印，《行政程序法解釋及諮詢小組會議紀錄彙編》，頁233-234（2001
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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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程序法諮詢小組之見解應可贊同。2004年6月23日公布之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四條回應上揭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授權行政

院四級機關之組織以命令定之。該處所規定用以規範四級機關組織

之命令，應可解為「法律概括授權之命令」49。至於行政程序法第

一五九條第二項第一款意義下之無庸法律授權的組織性行政規則，

則僅能規定涉及「機關內部」之事務分配、業務處理，以及人事管

理等事項，尚不得作為劃定「機關之間」管轄權之準據法50。故縱

有函之類的公文式「表象依據」，但因其非屬於管轄權設定之合法

法規類型，故仍不得作為設定管轄權之法規依據。 
由管轄權法定原則吾人可進一步導出管轄權恆定原則，亦即管

轄權一旦依法規設定後，即不容許行政機關自己片面或是與當事人

協議予以變更。須釐清者，「管轄權恆定原則」本身並非為妥適之

用語，蓋其極易讓人誤解為係指管轄權永遠不得變動之意。實則，

此處所稱之「恆定」僅是一種相對概念。易言之，其所規範者僅是

禁止行政機關自己片面或是由當事人依協議予以形成或變動而已。

倘因管轄權規定本身修正或是明文授權得變更管轄權者，則並不生

違反管轄權恆定原則之問題，不可不辨。準此，管轄權移轉既屬於

管轄權變更之一種類型，故須有法規之授權始得為之。行政程序法

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揭示行政機關須「依法規」始得為權限之

委任或委託，意即在此。 
本於管轄權法定與恆定原則，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與第

二項意義下之「法規」應與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法規」

作一致性之理解，亦即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皆屬之。揆諸最高

                                                         
49  參見法務部印，前揭（註48）書，頁234處關於學者林錫堯之發言。綜此，有

學者則憂心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乃採「空白授權」，欠缺明確性，日後恐
使四級機關脫離法律管制。在涉及人民權益之組織行為方面，立法者即難以掌
控。參見李震山，前揭（註36）書，頁89-90。 

50  不同見解者，參見陳新民，前揭（註35）書，頁165：「至於（行政程序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所稱之其他行政法規，最主要是指以『內部法規』來作細節的權
限劃分。」 



論行政機關管轄權之移轉 

 

211

行政法院歷來之裁判實務，對於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所定「法規」意義之認知，見解並不一貫。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2
年度判字第323號判決：「由發展觀光條例第十八條之規定：『經營

觀光旅館業者，應先向中央觀光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依法辦理公

司登記後，發給觀光旅館業執照及專用標識，始得開業。』及同條

例第三條之規定：『觀光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觀

之，觀光旅館業執照之發給乃交通部之職權，則該項執照之撤銷亦

應為交通部之職權，而非該部所屬觀光局之職權。至交通部與該部

所屬觀光局間雖就觀光旅館業之處罰事務（含觀光旅館業執照之撤

銷）定有授權由觀光局核定之規定，惟此之核定僅係內部之事務分

工，對外仍應以交通部名義作成處分，難認交通部觀光局憑此即得

以自己之名義為撤銷觀光旅館業執照之處分。」認為交通部觀光局

雖受交通部授權處理觀光旅館業執照撤銷業務，然並無涉於具外部

法效力之管轄權移轉問題。反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2072
號判決在關於交通部公路總局是否享有廢止民營汽車駕訓班立案權

限之爭議事件中，則認為廢止駕訓班立案事務權限之公路主管機關

交通部既業以「函」將相關事務授權公路總局辦理，且該局事實上

亦以自己名義為處分，即該當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以及訴願

法第八條所定權限委任之情形。職是，認定原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年度訴字第3523號判決未察已有權限之委任，遽認交通部公路總

局無事務權限作成廢止立案之原處分，自有未洽51。按本案之主要

                                                         
51  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2072號判決略以：「按『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依

法辦理上級機關委任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為受委任機關之行政處分，其訴願
之管轄，比照第4條之規定，向受委任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訴
願法第8條定有明文。次按有關縣市之民營汽車駕訓班之廢止立案等相關業
務，固應以交通部為主管機關，惟為符合行政革新要求，並提昇公文處理時
效，有關台灣省地區駕訓班依『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規定之異
動、廢止立案、收費標準、督導考核與獎懲及大型車派督考核定等相關業務，
交通部業以89年7月18日交路89字第007324號函授權公路總局辦理，有該函附
原審卷可稽。是本件被上訴人未經核准擅自增建班舍及未領有建築執照等違反
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35條第6款規定之廢止立案等相關業務，既經交通部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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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乃在於交通部將廢止民間駕訓班立案之業務權限委任所屬公

路總局辦理，是否具備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合法性要件？

尤其是否具有此處所討論之「授權法規」？揆諸公路法第六十二條

之一第二項雖就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之設立程序、設備基準、

組織、師資、課程、收費、督導考核，或廢止其立案證書之條件等

事項之管理辦法，授權由交通部會同教育部定之。然而，其本身卻

未言明相關權限移轉之可否。在依此授權所訂定之「民營汽車駕駛

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以及其他相關法規中，亦未見有相關權限得

委任予交通部公路總局之授權規定。是以，本文認為，交通部以

「函」委任公路總局辦理廢止民營駕訓班立案之權限，應僅屬於下

文所討論「權限移轉行為」之定性而已，本身尚不屬於行政程序法

第十五條第二項所稱之「授權法規」。前者須有後者之依據，始得

為之。兩者在管轄權移轉之合法要件上，層次尚屬有間，最高行政

法院94年度判字第2072號判決對此似有混淆之虞52！ 
至於在地方法規方面，得作為管轄權設定依據之法規係指自治

條例、依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訂定之自治規則，以及依法律或中央

法規授權訂定之委辦規則53。 

（二）授權法規位階相當性 

本於管轄權法定以及恆定原則，行政機關欲移轉其權限之一部

於其他機關者，須有法規之授權始得為之，如前所述。然有疑問

                                                                                                                                
上訴人辦理，事實上亦以上訴人名義為處分，參照本院94年10月份庭長法官聯
席會議決議上訴人為行政處分機關，交通部為訴願管轄機關，原審未經詳察，
遽認上訴人並無事務權限而作成廢止被上訴人立案之原處分，訴願決定未予糾
正，亦有未洽，因併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自有可議，上訴意旨據以指
摘，求為廢棄原判決，為有理由。」 

52  在此意義下，本文認為原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3523號判決之見解
應較可採。此外，最高行政法院在判決理由中又舉其2005年10月份庭長法官聯
席會議決議作為參照素材。實則，該會議決議乃涉及汽車燃料使用費委任徵收
之問題，法規規制情況與本案有別，自難比附援引。對此，下文「參、一、
（二）、2.」處有較詳盡之論述，可資參照。 

53  參見2001年3月14日法務部90律字第757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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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僅明言「依法規」，但卻

未揭示授權法規與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管轄權設立法規間應立於

何等之位階關係。析言之，行政機關是否得以下位法規作為授權基

礎，以移轉其經由上位法規所賦予之權限？根據德國學界一般見

解，原則上授權行政機關移轉管轄權之法規「在法規範位階上」至

少應與賦予原管轄機關管轄權之法規相當，始符合法治國家法律優

位原則之要求54。基此，行政機關若依據較劃定其管轄權之法規位

階更低之法規移轉其權限予其他機關者，則該管轄權之移轉將不具

合法性。 
在我國行政實務上，關於管轄權移轉之授權法規位階是否充分

問題存有不少爭議，誠有待釐清。以下茲分別探究之： 
1. 以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作為權限委任之法規依據 
在我國行政實務上，常見地方自治團體在中央法令所定中央與

地方團體管轄權劃分之基礎上，透過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組織自

治條例，概括授權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得將權限委任予所屬

下級行政機關之情形。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台北市政府2001年8月23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九

十年九月一日起生效。依據：一、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二、臺北

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55。公告事項：六、本府將下列

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十三）傳染病防治

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此等權限委任之模式，亦見諸於其他地

方自治團體。以高雄市為例，私立學校法第四條規定：「本法所稱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為教育部；其他私立學

校，為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但私立高級中等學

                                                         
54  Vgl. W.-R. Schenke,(見註34), S. 123; Th. Reinhardt,(見註24), S. 95. 
55  台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中央法令規定市政府為主管機

關者，市政府得將其權限委任所屬下級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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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2004年8月17日高市府

教秘字第0930043298號公告略以：「主旨：私立學校法有關本府權

限部分，委任本府教育局執行，並自公告日起生效。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二

項 56。」對於直轄市以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作為市政府得為權限委

任之概括授權法規的合法性，行政法院歷來判決並不曾質疑57。然

而，此等管轄權移轉模式，其授權法規在位階上乃低於原管轄權規

定，是否與前述授權法規位階相當性原則相契合，恐有疑義。 
按中央法律中慣用之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劃定規定，從地方自

治團體之角度以觀，有可能涉及自治事項，亦有可能屬於委辦事

項 58。基於兩種事項本質上之差異性，本文認為在探究地方政府權

限委任之法規授權依據時，應斟酌此差異而區分思考。首先，若中

央法律之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規定涉及自治事項者，則地方自治團

體本於地方自治之制度性保障，本對該事項享有立法與執行高權。

尤其透過自主組織權之行使，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

有共同形塑該事項之管轄權應如何分配之自由。在此意義下，自治

事項之管轄機關究係為何，首應以相關之地方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

為據。地方自治法規可自行劃歸由某一級機關作為原管轄機關，而

非必須與中央法律所定之「直轄市政府」或是「縣（市）政府」相

一致。若地方行政機關欲變更此等管轄權劃定規定者，則應取得同

具地方法規屬性之組織法或行政專法作為授權依據，始符行政程序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與第二項之規定。易言之，在自治事項方面，中

央法律之主管機關規定應僅視為是「自治事項之賦予或確認」而

已，而非屬地方原管轄機關之指定。真正作為「首次」設定地方自

                                                         
56  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中央法令及本市自治條例規定

本府為主管機關者，本府得將其權限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 
57  以前例而言，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簡字第192號判決；以後例而言，

參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4年訴字第972號判決。 
58  參見許宗力，前揭（註20）文，頁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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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團體行政機關管轄權之規定者，亦即行政程序法第十一條意義下

之管轄權法規，應屬相關之地方自治法規。職是之故，若原管轄之

地方行政機關欲移轉其管轄權於其他地方行政機關者，則作為管轄

權移轉之授權法規應屬同位階之地方自治法規。反之，若涉及委辦

事項者，則中央法律之主管機關劃分規定性質上即屬委辦規定。若

屬團體委辦，則受委辦之地方自治團體尚存有團體內權限分配之形

塑空間，得依其機關組織架構與分工屬性，分配由某所屬機關辦理

該委辦事項。在此範圍內，地方自治團體以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

例或縣（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為權限委任之概括授權依據，應尚

可勉為接受59。若屬機關委辦，則中央法規既以明確指定特定之地

方行政機關，則除非本身訂有容許地方政府「轉委辦」之明文，否

則理論上地方自治團體應受該中央委辦法規之拘束，不得自行再將

受委辦機關之管轄權移轉予其他機關60。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現行地方行政實務上以直轄市政府組織自

治條例或縣（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作為權限委任之概括授權依

據，應僅適用於團體委辦之情形。在行政法院之裁判實務上，雖偶

見有對系爭權限究屬自治事項抑或委辦事項，以及權限移轉有無法

規授權之問題分別予以探究之例，然卻始終未將兩者相連結而併同

思考，誠屬遺憾。例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4040號判決

一方面肯定商業登記事項係屬委辦事項，另一方面則否定台北市政

府所發布之「台北市政府商業行政委任辦法」為行政程序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之「授權依據」，故認為台北市政府以發布自治規則

之方式將辦理委辦事項之權限委任其下級機關，於法尚有未合。本

件判決後經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334號判決廢棄，主要理由

                                                         
59  認為仍應以專業之地方自治法規為宜者，參見黃錦堂，〈權限委託、委任與國

家賠償責任〉，《國家賠償理論與實務2004》，頁316（2004年12月）。 
60  有鑑於尊重地方自治團體立法行政間水平權力分立以及內部事權分工之權限，

故地方自治理論一般認為中央政府不宜採取機關委辦。Vgl. H. Vietmeier, Die 
Rechtstellung der Kommunen im Übertragenen Wirkungskreis, DVBl. 1993, S. 19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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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最高行政法院一方面認為商業登記事項係屬自治事項，另一方面

認為台北市政府商業管理處業已經台北市政府依台北市政府商業行

政委任辦法，受移轉處理商業登記事務之權限。高等行政法院與最

高行政法院對於商業登記事項之定性見解不同，自會影響到對於有

無權限委任以及授權法規之判斷。若姑且不論商業登記事務之定

性，而分別以各行政法院原持立場出發，則依本文見解，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以委辦事項為立基，尚應進一步探究商業登記法係屬團體

委辦抑或機關委辦，以判斷有無進一步權限委任之空間。反之，縱

最高行政法院以自治事項為基礎，則尚應探究台北市之相關專業自

治法規，究將「工商輔導及管理」之權限「原始」劃歸於何機關管

轄，而後再尋覓是否該原管轄權規定或其他自治法規有授權原管轄

機關得移轉其商業登記事務權限之明文，以作為「台北市政府商業

行政委任辦法」之制定法源依據。 
2. 以概括授權之法規命令作為權限移轉之法規依據 
倘若上位法規明文授權下位法規得就權限移轉與否予以自由形

成者，則以授權法規作為管轄權移轉之法規依據，則原則上可認為

授權法規之位階尚屬相當。以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之權限移轉為

例，交通部作為汽車燃料使用費之主管機關係根據公路法第三條及

第二十七條規定而來。從而，交通部欲將汽車燃料使用費之徵收權

限移轉予其他機關者，理應有形式意義之法律作為授權依據。然揆

諸現行法制，授權交通部得委任公路總局或委託直轄市政府及其他

指定之機關代徵汽車燃料使用費之直接法源依據者，卻是公路法第

二十七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

三條第一項。據此，「汽車燃料使用費按附表（一）及附表（二）

之各型汽車每月耗油量及費額，由交通部委任公路總局或委託直轄

市政府及其他指定之機關分別代徵之，……」此處以法規命令作為

交通部得移轉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權限之授權依據是否符合前揭之

位階相當性原則，端視「徵收權限之移轉」是否亦包含在公路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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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條第二項授權之列而定61。對此，大法官釋字第593號解釋

已就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加以確

認。雖然本號解釋之審查標的在於徵收之「目的、對象及費率」等

涉及人民財產權之部分，而未涉及「徵收機關」之管轄權問題。然

本文認為，既然與人民基本權相關之部分已通過授權明確性原則之

檢驗，則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理，則與人民基本權無直接關連

性之徵收權限移轉問題，似可認為業已概括授權而涵蓋在「汽車燃

料使用費之徵收」意涵之中。綜上所述，關於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

權限設定以及授權移轉之法規在形式上雖位階不同，然因作為徵收

權限移轉授權基礎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尚有公路法之

概括授權，故在位階上應無疑義62。 

二、權限移轉行為 

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之權限移轉機制作為管轄權恆定原則之例

外，乃呈現在權限之移轉並非直接透過管轄權規定之修正或明文，

毋寧係在不變動原管轄權規定之前提下，透過同一或其他法規之授

權，由原管轄機關作成權限移轉之法律行為 (Delegationsakt) 而產

生。有疑問者，倘若管轄權規定未賦予原管轄機關享有是否以及向

何機關授與權限之裁量權，而係逕自指定受移轉之行政機關——例

如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領及核發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本津貼

之核發及溢領催繳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 
——，則此時是否仍須有權限移轉行為之介入，始生管轄權移轉之

效果？對此問題，德國早期之學界及實務通說皆採否定見解，認為

法律既已明文指定受權限移轉之行政機關，則原管轄機關之介入因

                                                         
61  公路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汽車燃料使用費之徵收及分配辦法，由交通

部會商財政部定之；其有關市區道路部分之分配比例，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辦
理之。」 

62  另參見最高行政法院2005年10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5年
度簡字第224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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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創設效力，故屬多餘63。然而，此傳統見解在晚近卻受到質疑

而逐漸被揚棄64。諸如 Wolf-Rüdiger Schenke 教授即提出強烈批評，

認為此等所謂的「潛在管轄權」(potentielle Zuständigkeit) 在功能上

實與權限授與無異，皆是將管轄權由某一行政機關移轉至另一行政

機關的一種歷程，且同樣會產生管轄權移轉之法律效果。「潛在的

管轄權擁有者」(potentieller Zuständigkeitsinhaber) 並非依法律本

身，即足以使自己轉變為「當前之管轄權擁有者」 (aktueller 
Zuständigkeitsinhaber)，毋寧尚有待於原管轄權機關移轉行為之啟

動65。本文認為，法律自己指定移轉機關固壓縮了原管轄機關在設

官分職上的形成空間，然立法者在組織權範疇內，本有一定程度之

參與權限，非謂應全部容任行政保留。況且，立法者不採直接劃定

管轄權之立法例，而迂迴地用「委託」方式規範兩特定機關間之管

轄權關係，應是考量「行政彈性」以及「行政專業」兩因素後的一

種妥協與調和結果。基此，立法者一方面授權原管轄機關得因業務

需要而移轉權限，另一方面又指定受移轉之機關，以防止原管轄機

關恣意將權限移轉予全然不具執行該行政事務之能力或專業性的其

他機關。以上述老農津貼業務為例，勞工保險局因本屬辦理社會保

險業務之主管單位，由其處理性質相似之老農津貼核發及溢領催繳

業務，應是功能最適之解決方案。是以，法條逕行指定受委託機關

不應被解讀為「法定委託」，毋寧僅屬一種「限制受委託機關範

圍」之規定而已；立法者應無意跳躍原管轄機關之移轉行為，逕行

為「立法之委託」。據此，就上例而言，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核發

及溢領催繳業務欲產生管轄權移轉之效果者，仍須有中央主管機關

將該權限移轉予勞工保險局之行政行為介入。 
                                                         
63  Vgl. K. Obermayer, Die Übertragung von Hoheitsbefugnissen im Bereich der Verwal-

tungsbehörden, JZ 1956, S. 627. 
64  例如德國知名之 Wolff/Bachof 合著的行政法教科書，在1976年之第二冊第四版

中尚採當時之通說見解 (§ 72 IV b, S. 24 f.)，然在2004年之第三冊第五版中則已
遭作者刪除。 

65  Vgl. W.-R. Schenke,(見註34), S. 14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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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情形亦見諸最高行政法院2004年5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其曾就農民健康保險由法律自行規定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是否

仍屬於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意義下之權限委託，有激烈之論戰。會

議決議之基本立場乃認為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所稱在中

央社會保險局未設立前，業務暫「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之規定，

乃「法律已明定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農民健康保險業務，將相關權

限交由勞工保險局決定執行，而非僅將農民健康保險一部分權限委

託勞工保險局執行。」故與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及訴願法第

七條所指委託之情形不同，並進而認定復議意見書所主張行政程序

法第十五條亦包含「法律規定之委託」之見解不可採66。按最高行

政法院2004年5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似立基於上述德國早期

通說所代表之「潛在管轄權」理論，而排除權限委託之適用。惟基

於本文上述見解，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應仍屬行

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意義下之權限委託授權法規。從而，中央

主管機關內政部理論上仍須踐行權限移轉行為，始生管轄權移轉與

勞工保險局之法律效果67。農保業務經合法移轉予勞工保險局後，

勞工保險局執行該受委託業務所為之行政處分，則為自己之行政處

分。是以，復議意見書提出「法律規定之委託」亦屬行政程序法第

十五條權限委託之見解固較可採，然結論上卻受制於訴願法第七條

                                                         
66  相較於此，針對同一法律問題曾作成相同決議之最高行政法院2000年8月份庭

長法官聯席會議以及最高行政法院2000年9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在
論理上則顯然薄弱甚多。前者僅述結論，吾人無法知悉其理由；後者雖有理
由，但卻是立基於勞工保險局之「同意」。此等同意在法律評價上是否為判斷
被告機關必要之點，則有商榷之餘地。 

67  相同見解者，參見郭介恆，〈撤銷訴訟之被告適格——以最高行政法院2004年5
月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為中心——〉，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編，《行政訴訟制
度相關論文彙編》，第四輯，頁288以下（2005年12月）：「本條第二句，既經明
定『業務暫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足證本項業務並非勞工保險局之固有事務
管轄權限，仍須經由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法委託……」惟氏在同文稍後
（頁293）又建議依勞工保險局辦理社會保險業務屬性，宜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十六條，將勞工保險局視為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而非行政程序法第十
五條之權限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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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合理規定，難以跳脫。反之，最高行政法院2004年5月份庭長

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結論上認為勞工保險局為原處分機關雖可支

持，但其認為係基於法律之明定，非屬權限委託之看法，恐有誤解

法條旨趣之虞，且更規避管轄權移轉時行政機關移轉行為之介入，

實有商榷之餘地。 
至於原管轄機關究應以何等形式之法律行為將其權限之一部分

移轉予其他行政機關，法條本身並未明文。首先，毫無疑義者，原

管轄機關得以單方行為之行政規則，抑或雙方行為之行政契約與另

一行政機關形塑具體之權限移轉關係。在地方自治團體層級，地方

行政機關得以具行政規則屬性之自治規則，或是對等之行政契約建

構權限移轉關係。根據我國學者之一般見解，在權限委任方面，因

存有上下隸屬關係，受委任機關不得拒絕接受權限之委任，故率皆

以行政規則方式為主。反之，在權限委託方面，受委託機關基本上

擁有是否接受權限委託之決定權，故以締結行政契約之方式為妥。 
此外，原管轄機關得否透過針對具體事件之內部職務指令或協

調會議決議68，甚或具外部規制效力之行政處分方式，以移轉其管

轄權，則有探討之空間。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十三次會議

在針對權限移轉未踐行公告程序之效力進行討論時，其中之折衷說

提出如下觀點：「倘行政機關以行政契約或行政處分之方式為委任

或委託者，未踐行公告程序，屬程序瑕疵；惟倘行政機關間以內部

                                                         
68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2106號判決略以：「本件台北市交八（中正二

十四）交通廣場私地部分及廣場旁道路用地簡易綠化工程用地範圍內地上、下
物之拆遷公告雖由台北市政府為之，……，惟其地上物拆遷補償及土地徵收事
宜，依八十五年四月一日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奉前陳副市長召集謝副秘書長、工
務局長、發展局長、交通局長、公園處長研商之結論，委由台北市政府捷運工
程局辦理，復經台北市政府歐副市長於八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主持會議裁示：
『…至於執行面拆遷業務部分，請捷運局繼續辦理。……』，此有被告於本院
審理時提出之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簽呈，並為被告自承其為本件補償機關，因此
本件系爭建物之拆遷補償辦理機關為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即被告，其為適格之當
事人。」似認為協調會議結果亦可作為權限移轉之一種行為方式。本件後經最
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356號判決支持，認原判決尚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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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或協商之方式為委任或委託者，公告為權限移轉之生效要件，

未踐行公告程序，不生權限移轉之效力69。」據此，似肯定針對行

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之權限移轉部分，行政機關亦可以「行政處

分」、「內部指令」或「協商」之方式為委任或委託。惟本文認為，

就行政處分而言，一方面該次諮詢小組係以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以

及第十六條併同作為討論標的，而未依其性質加以區分。是以，其

中所稱之行政處分，應僅適用於行政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授

與私人行使公權力之情形而言，而不及於依同法第十五條對其他行

政機關所為之權限授與行為。另一方面，雖德國學者亦有贊成權限

授與得以行政處分為之的類似主張，然其立論背景應是德國法上之

權限授與概念係採極度廣義之理解，亦即擴及於對私人以及個案性

之權限授與70。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對權限委託與委任概念並

未作如此擴張之認知，故應無德國學者所稱亦得以行政處分方式授

與權限之適用餘地。至於就內部指令或協商而言，行政程序法第十

五條之權限移轉應僅限於在相當期間內之繼續性委任或委託，而不

包括具體個案之臨時性權限移轉，故應無以內部指令方式移轉之空

間。甚且，權限委任或委託因生管轄權移轉效果，亦無由僅以協商

方式為之。協商之後，其結果尚應於法律行為中呈現之，故似應排

除以行政事實行為移轉權限之可能性。 

三、正當行政程序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行政機關移轉權限時，

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立法者之所以要求此等管轄權移轉之正當行政程序，旨在考慮

管轄權移轉亦會形成一定程序之外部法效力，對人民權益仍有產生

一度程序影響之可能性，故透過公告與刊登程序，俾使眾人周知。 

                                                         
69  參見法務部印，前揭（註48）書，頁291。 
70  Vgl. Th. Reinhardt,(見註24), S. 109, 17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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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問者，倘行政機關移轉權限而未踐行此等程序要件者，其

效力應如何認定？依前揭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十三次會議

之討論，約略有程序瑕疵說、生效要件說，以及折衷說三種不同見

解。本爭點雖後經第十六次會議再行排入議程討論，惟最後仍未有

定見，僅決議併列意見供各機關參考而已71。本文認為，管轄權之

移轉本屬行政機關在法規授權範圍內所得行使之組織權內涵。故原

則上只要符合立法與行政在組織權範圍內之分際，原管轄機關一旦

作成相關之法律行為，管轄權理應即產生移轉之效力。然而，有鑑

於管轄權之設定與變更將對人民權益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管轄權

之設定因有法規之依據，人民經由法規公告得以知悉孰為管轄機

關。倘管轄權移轉僅有行政機關所為之移轉法律行為，而未有公告

者，人民將無從知悉管轄權已移轉至另一行政機關之事實，在認知

上法定管轄權仍保留在管轄權法規所劃歸之行政機關身上。為使管

轄權之設定與變動產生外觀與實質之一致性，應以「生效要件說」

為妥，使未踐行公告及刊登程序之權限委任及委託不生效力。從

而，若管轄權未受移轉之所謂的「受委託機關」或「受委任機關」

對人民作成行政處分者，該處分將因原處分機關欠缺管轄權而形式

上有瑕疵，可能構成無效或得撤銷之。 

四、小結 

綜上所述，本於管轄權法定及法律優位原則之操作，行政機關

管轄權之移轉須有與管轄權劃定規定位階相當之法規作為授權依

據，並且權限移轉行為未逾法規授權範圍，以及踐行公告與刊登政

府公報或新聞紙之正當行政程序，始為合法。管轄權移轉不具備合

法性要件者，則不生移轉之效力，管轄權仍維持在法規原劃歸之行

政主體或機關身上。 

                                                         
71  參見法務部印，前揭（註48）書，頁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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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管轄權移轉之外部法效力 

在傳統行政法中，管轄權之設定與變更雖然向來皆被劃歸為行

政組織權內涵之一72，然在行政法總論之釋義學上，管轄權之遵守

卻非僅具行政組織內部之意義而已，毋寧對外部法亦具有一定程度

之影響性，學界或有將此稱之為管轄權之外部法效力，如前所述。

在行政作用法上，管轄權更是行政行為一般合法要件之一73。在此

意義下，吳庚大法官更明確指出：「在法律上強制遵守機關之權限

劃分，其主要理由：一係貫徹憲法上之權力分立原則以及設置部會

之制度；一係維護人民審級救濟之利益，蓋行政機關一旦違反管轄

之劃分，則行政爭訟之審級救濟必陷於紊亂74。」若從第二個觀點

出發，正契合德國行政法學上向來所承認人民有「管轄機關請求

權」(Anspruch auf die zuständige Behörde) 之命題75。易言之，人民

有權要求對自己權益造成侵害之行政措施的作成機關，必須是有法

定管轄權之行政機關。從而，若行政機關無管轄權卻作成具外部效

力之行政行為者，該行為將不具有合法性。 

                                                         
72  所謂行政組織權 (Organisationsgewalt)，係指設置、變更或裁撤行政主體及行政

機關之權限。而其中關於機關之設置，並非僅作創設一新的行政主體或行政機
關之狹義理解而已，更包括該主體或機關之組織上一切必要之形塑措施，諸如
管轄權分配、員額編制、職務分工等。參見 H.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
tungsrecht, 14. Aufl., 2002, § 21, Rn. 58; K.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
lik Deutschland, Bd. II, 1980, S. 793 f.; 陳淑芳，〈機關組織權與依法行政原則——
論政府再造在立法與行政間之權限劃分問題〉，《民主與法治：公法論文集》，
頁364（2004年11月）。 

73  Vgl. Foerster, Die örtliche Zuständigkeit der Verwaltungsbehörde, SKV 1976, S. 162; 
K. Obermayer, Die Regelung der örtlichen Zuständigkeit durch § 3 VwVfG, RiA 
1976, S. 226. 

74  吳庚，前揭（註3）書（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385。 
75  Vgl. F. E. Schnapp,(見註2), S. 272 m. w. N. 不同見解者，參見 R. Mußgnug, Das 

Recht auf den gesetzlichen Verwaltungsbeamten?,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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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國現行行政法制與學理觀察，管轄權是否以及如何移轉所

衍生出之管轄權認定問題，至少對下列行政行為之效力具有密不可

分之關連性： 

一、行政處分 

行政機關對外作成行政處分時若因權限授與欠缺有效之法規依

據，抑或其他合法性要件而無管轄權者，將足致該行政處分因合法

要件不完備而產生瑕疵；且無論對非授益處分或授益處分、羈束處

分或裁量處分，皆然。根據我國現行行政程序法對行政處分效力之

規範體系，行政處分隨所欠缺之管轄權種類不同，其效力將受不同

程度之影響。其中最嚴重者，乃行政程序法第一一一條第六款規

定，行政處分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

「事務權限」者，無效。前者情形，我國學者參酌德國聯邦行政程

序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三款之立法例，認為應指違反「土地專屬

管轄」而言76；而後者之事務權限在理解上須與同條第七款併同觀

察，必達「重大明顯瑕疵」之程度者始足當之。依德國法院之一貫

性見解，此乃指行政機關在任何情形下，皆無法想像其享有作成該

行政處分權限之「絕對無管轄權」(absolute Unzuständigkeit) 情形，

例如行政機關欠缺團體管轄權或是部會管轄權 (Ressortzuständigkeit)
者，乃屬適例77。 

相對於無效而言，管轄權欠缺對行政處分效力影響最為輕微

者，則屬行政程序法第一一五條所規定之「無須撤銷」情形。亦即

行政機關欠缺土地管轄權而作成行政處分時，除依上述同法第一一

一條第六款規定而無效者外，有管轄權之機關如就該事件仍應為相

同之處分時，原處分則無須撤銷78。 

                                                         
76  吳庚大法官對於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一一一條第六款條文用字不甚嚴謹，更是提

出強列之批評。參見氏著，前揭（註3）書（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401。 
77  Vgl. C. H. Ule/H.-W. Laubinger,(見註27), § 10, Rn. 43 m. w. N. 
78  相關要件與規範內涵，詳參見蔡志方，〈論違反土地管轄行政處分所衍生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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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行政機關若因權限授與欠缺合法要件而無管轄權，且無

上述無效及無須撤銷之情形時，則其所作成之行政處分將因一般合

法要件不備而有瑕疵，得撤銷之79。 

二、行政契約 

在行政實務上，管轄權對於締結行政契約之重要性雖遠不及於

行政處分之情形80，然在規範面上卻並非全然不具意義。原則上，

行政程序法第一三五條雖一般性地承認行政契約得作為達成行政目

的手段之一，然作為契約當事人一方之行政機關亦唯有當契約標的

係屬於其依法規所管轄之行政事務範圍時，始得以行使該行政行為

形式選擇之自由。蓋管轄權作為行政機關得行使行政任務之依據與

界限，在法律無特別規定之情形下，原則上應一體適用於為達成該

行政任務所可能採行之所有行政行為形式。職是之故，無管轄權之

行政機關所締結之行政契約，合法性將遭受到質疑，但並非即為無

效；蓋行政程序法對於行政契約之無效有窮盡式之列舉規定。 
就代替行政處分之行政契約而言，行政程序法第一四二條規定

有特別之無效事由。其中第一款規定：「與其內容相同之行政處分

為無效者。」從而，將本款與同法第一一一條第六款相連結即可導

出如下之結論：隸屬關係契約之締約行政機關若未經授權而違背法

規有關土地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而達重大明顯程度者，

其所締結之行政契約無效。例如台北市政府與建地座落於高雄市境

內，但起造人卻居住於台北市之甲簽訂建築法第一○二條之一意義

                                                                                                                                
律問題——以德國法及學說為借鏡〉，《成大法學》，5期，頁1以下（2003年6
月）。 

79  參見林錫堯，前揭（註36）書，頁290；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3523
號判決。 

80  蓋無論德國抑或我國，在以行政處分為核心之傳統行政救濟制度中，自然以行
政處分為行政法學關切之焦點。至於對行政契約及其瑕疵之探討，相對上則是
晚近之事。從而，對管轄權議題之研究密度，自然與其所依附行政行為受重視
之程度具有相互消長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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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停車場代金契約，則該行政契約因台北市政府欠缺土地專屬管

轄權，應屬無效。 
此外，就所有類型之行政契約——亦即對等關係契約以及隸屬

關係契約而言，行政程序法第一四一條第一項規定有一般之無效事

由，亦即行政契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果為無效者，無效。根據德國

多數學者見解，由於管轄權之欠缺非屬民法上之無效事由，故無管

轄機關所締結之行政契約並非無效81。縱然如此，民法第七十一條

之規定尚屬可考慮之準用條款。該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

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故準用後之結果，原則上將導出行政契約

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之結論。基於管轄權法定原則之旨

趣，行政機關管轄權規定在性質上應屬於「強制規定」(zwingende 
Vorschrift) 無疑82。然而，行政機關違反管轄權強制規定所締結之

行政契約，是否即屬無效，在學界尚容有爭議83。蓋根據學者之一

般見解，為避免使行政契約之適用可能性受到過度排擠，故將行政

契約準用民法第七十一條無效之情形應僅限縮於「嚴重」之違

法 84。本文認為，斟酌行政程序法第十七條與第十八條規定意旨，

行政機關無管轄權者尚容許有「移送」之補正可能性85，故似可認

定違反管轄權規定所簽訂之行政契約尚未達嚴重違法之程度，從而

雖屬違法，但仍有效。抑有進者，因我國行政契約法制未有承認得

                                                         
81  Vgl. Wolff/Bachof/Stober,(見註5), § 84, Rn. 32; C. H. Ule/H.-W. Laubinger,(見註27), 

§ 10, Rn. 47. 
82  Vgl. F. O. Kopp/U. Ramsauer, VwVfG, 7. Aufl., 2000, § 3, Rn. 12. 
83  Vgl. Wolff/Bachof/Stober,(見註5), § 84, Rn. 32. 書中僅提及管轄權欠缺非屬德國

民法無效事由，然至於是否可透過準用民法第一三四條（相當於我國民法第七
十一條）使行政契約無效，則並未提及。其究係單純未加慮及，抑或根本上即
予否定而認為無庸贅言，吾人實無從探知！ 

84  至於何謂「嚴重違法」，學界見解則極為分歧，參見陳敏，前揭（註7）書，頁
598。 

85  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雖無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七、十八條之相關規定，然彼邦
學界普遍認為可準用行政法院法第八十三條或法院組織法第十七 a 條第二項關
於移送管轄法院之規定，而同樣達到行政程序中移送有管轄權機關之效果。
Vgl. F. O. Kopp/U. Ramsauer,(見註82), § 3, R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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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之效力類型，故亦無撤銷問題。 

三、行政事實行為 

為使行政任務有效達成，現代行政法提供行政機關多元之行政

手段。除法律行為外，非以產生法律效果為目的之行政事實行為

(Verwaltungsrealakte) 原則上亦在考慮之列。欠缺管轄權之行政機關

所為之行政事實行為，亦構成違法86，例如環保主管機關對於其不

具有管轄權之傳染疾病的流行向民眾提出公開警告。從而，行政事

實行為因欠缺管轄權而違法者，權利受損害之人民得視個案情形而

享有「公法上之結果除去請求權」(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 87抑

或國家賠償請求權。 
綜上所述，行政機關管轄權之劃定雖屬行政組織法之規制範

疇，然一旦劃定後，管轄權卻成為行政機關為任何類型行政行為之

合法性要件。行政機關欠缺管轄權所作成之行政行為究係無效、得

撤銷，抑或得予忽略，雖尚須取決於行為之態樣，但管轄權對於行

政作用法及後續權利救濟之重要性，則是不容否認。 

伍、涉及管轄權移轉之行政爭訟問題 

管轄權移轉合法與否，乃直接影響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行為之合

法性。從而，行政機關管轄權移轉對於行政行為相對人之人民而

言，乃具有權利保護面向之重要意義。其中就訴願法而言，乃涉及

到原處分機關以及訴願管轄機關之認定。無訴願管轄權機關作成訴

願決定者，該決定乃屬違法，訴願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法院提

起訴訟，請求法院撤銷。而就行政訴訟法而言，主要乃影響到人民

                                                         
86  參見陳敏，前揭（註7）書，頁623、626。 
87  參見林三欽，〈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之研究〉，《當代公法新論（下）》，

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頁235以下（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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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對抗之特定行政機關是否具有消極訴訟實施權之判斷，進而使原

告所提起之行政訴訟不致於因程序上不合法而遭駁回。此外，在第

二次權利救濟層面之國家賠償訴訟方面，管轄權是否以及如何移

轉，對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之認定亦具有關鍵性之影響。凡此等因管

轄權移轉所衍生之行政爭訟問題，以下茲分別探究之。 

一、管轄權移轉行為本身之可爭訟性 

管轄權移轉須原管轄機關在法規授權之下為權限移轉之法律行

為始得當之，已如前述88。惟從行政爭訟之角度以觀，人民得否對

原管轄機關之「管轄權移轉行為」本身 (als solche) 不服，進而以此

為爭訟標的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撤銷原管轄機關移轉管轄權

之行為？欲解決此問題，主要乃取決於人民是否享有「管轄權維持

請求權」(Recht auf Wahrung der Behördenzuständigkeit) 之主觀公法

上權利而定。按管轄權如何劃定雖具有影響行政機關行政行為合法

性之外部法效力，然設定或變更管轄權之行為本身卻仍維持在組織

行為之性質，旨僅在使行政組織整體能妥適分工，促進行政事務之

執行更具專業性、效率性，並切合實際業務需要。除此等行政組織

法意義下之公益目的外，尚難謂其兼含有考量人民權益之因素在

內。準此，人民雖有知悉管轄機關為何之事實上利益，然並不享有

維持原法規所劃定管轄權之主觀公法上權利。行政機關基於業務需

要，依法定程序將管轄權授與其他行政機關者，人民即無從主張管

轄權移轉行為之本身侵害到其法律地位，進而利用行政爭訟途徑以

尋求權利救濟89。毋寧，其僅得當行政機關對其作成行政處分抑或

為其他類型之行政行為，且不服該行政行為而提起行政爭訟時，以

                                                         
88  參見本文「參、二」處。 
89  Vgl. Th. Reinhardt,(見註24), S. 168. 不同見解者，參見 W.-R. Schenke,(見註34), S. 

164 f. 氏認為在具有外部效力之一般權限授與以及權限代理情形，人民得以行
政機關為移轉管轄權所制頒的行政規章為訴訟標的，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
法院法第四十七條(§47 VwGO)所規定之「法規審查訴訟」(Normenkontroll-
verfahren)，以主張其維持管轄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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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處分機關欠缺管轄權作為質疑其所為行政行為合法性之事由。易

言之，因管轄權移轉所生之行政爭訟問題，應仍以「管轄權移轉後

行政機關所為之具有外部效力的行政行為 (außenwirksame Verwal-
tungshandeln)」為準90。在此意義下，訴願審議機關或是行政法院

審查系爭行政處分或是其他類型行政行為之合法性時，原處分機關

是否因管轄權移轉而成為有管轄權機關將成為必要之前提審查要

件。 

二、訴願管轄機關之認定 

根據訴願法第一條及第二條規定，人民不服行政機關所作成之

行政處分，抑或受理人民申請作成行政處分之機關於法定期間應作

為而不作為，或是拒絕人民申請者，得提起訴願。在學理上，通常

將前者稱為「撤銷訴願」，而後者稱之為「課予義務訴願」；兩者皆

屬行政訴訟提起之先行程序91。因管轄權移轉所生之訴願管轄機關

認定問題，將隨不同訴願類型而有不同之觀察面向，以下茲分述

之： 

（一）撤銷訴願 

人民若因行政機關基於管轄權變動所作成之行政處分不服欲提

起訴願者，因原處分機關已生變動，故連帶地亦將涉及到訴願管轄

機關之重新認定問題。關於訴願管轄機關應如何認定，訴願法第七

條至第九條分別就權限委託、權限委任，以及委辦之情形訂有明

文。惟如上所述，訴願法第七條規定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

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向原委託機關或

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乃屬與管轄權移轉體系相謬誤之立法。

我國目前行政實務雖仍依循實證法規定操作，例如老年農民福利津

                                                         
90  Vgl. K. Obermayer, Die Übertragung von Hoheitsbefugnissen im Bereich der Verwal-

tungsbehörden, JZ 1956, S. 629. 
91  行政訴訟法第四條及第五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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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之核發及溢領催繳業務，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領及核發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不相隸屬之

勞工保險局辦理，實務見解則普遍認為此時若勞工保險局在受託業

務範圍內為行政處分者，應視為是行政院農委會之行政處分，以行

政院為訴願管轄機關92。縱然如此，仍宜儘速修法更正之，始屬治

本之計93。 
相反地，前文所述及之農民健康保險業務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

一案，最高行政法院2004年5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結論

上」雖正確認定原處分機關，但訴願管轄機關之認定卻又不無商榷

之餘地。蓋其一方面既否定有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權限委託

關係之存在，但另一方面卻又以「農民健康保險之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而非以「勞工保險局之直接上級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為訴願機關，論理上似又以訴願法第七條為據，體系上不無相互矛

盾之處。實則，若依本文一貫見解，勞工保險局受託辦理農保業務

應仍屬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權限委託類型無誤。本於訴願

法第七條規定旨僅在「改變訴願管轄層級」，而非規範原處分機關

為何，故原處分機關雖仍為受託機關勞工保險局，然訴願管轄機關

則改變為原委託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而非受託機關之直接上級

機關。是以，農民健康保險業務之訴願管轄機關應為原委託機關內

政部之直接上級機關「行政院」（訴願法§4-7參照），始為正確94。

揆諸最高行政法院爾來之相關判決，因受上述最高行政法院2004年
5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影響，率皆統一認定以「內政部」

                                                         
92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2005年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93  參見本文「貳、二、（二）、2.」處。 
94  或有學者建議參酌訴願法第十條之立法例，將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件

所為之行政處分，僅以「原委託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參見郭介恆，前揭
（註67）文，頁293。惟若依現行訴願法第七條規定，得以原委託機關為訴願
管轄機關者，應僅限於「行政院」委託其他無隸屬關係機關之情形而已。若是
行政院各部會所為之權限委託，則比照同法第四條之結果，應以其上一級之行
政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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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農保事件之訴願管轄機關；並且對於行政院誤為訴願決定之情

形，認為「固有未當，惟行政院為內政部之上級機關，本有監督下

級機關之權，其自為訴願決定，與由內政部為訴願決定效力應相

同，基於程序經濟原則，無庸將行政院之訴願決定撤銷，交由內政

部再為訴願決定95。」此見解不僅未能使管轄權移轉理論與訴願管

轄判斷基準獲得體系上之一致性，更因鬆動了訴願管轄規定之強制

性質，不無有與管轄權作為所有行政決定（包含訴願決定）合法要

件基本命題相扞格之疑義。 

（二）課予義務訴願 

在課予義務訴願方面，原則上係以有管轄權受理人民申請，

「應作為而不作為」或是「駁回人民申請」之機關的直接上級機關

為訴願管轄機關。縱然如此，在課予義務訴願之法律關係上，由於

行政機關管轄權之移轉有可能在「行政機關受理申請」、「逾期未為

處分抑或拒絕處分」，以及「提起訴願」三個時點之前後發生，故

乃形成錯綜複雜之訴願法律關係。理論上，人民向原管轄機關提出

申請後發生管轄權移轉情事者，原管轄權機關理應依據行政程序法

第十八條規定，立即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申請人。

若受管轄權移轉機關接獲原管轄機關所移送之案件後，拒絕人民之

申請，抑或逾期不為處分時，則訴願管轄機關應以受權限移轉之機

關為基準，視管轄權移轉之類型，依訴願法第七條至第九條規定決

之96。 

                                                         
95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426號判決；相同判決亦見諸最高行政法院94

年度判字第886號判決以及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160號判決。 
96  不同意見者，參見蔡志方，〈論無管轄權機關受理申請案逾期未處分之訴願實

體決定與行政訴訟判決〉，《萬國法律》，124期，頁78（2002年8月）。氏認為在
此情形下，既不得以原管轄機關，亦不得以受移轉管轄之機關為訴願相對機
關。蓋原管轄機關將案件移送時，其應作成處分之義務尚未逾期，而受移送之
機關亦不承受已經過之期間，而累計其處理期間。申請人唯一之計，乃依行政
程序法第十八條但書請求有管轄權機關之同意，由原管轄機關繼續處理該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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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倘原管轄機關受理人民申請後因管轄權移轉而喪失作成

行政處分之權限，且又未將案件移送新的管轄機關或是未即時移

送，致屆期尚未處分者，則此時申請人應以「受領申請之原管轄機

關」或「受管轄權移轉之機關」為訴願相對人，進而決定訴願管轄

機關，則生疑義。對此問題，蔡志方教授從實體決定之角度出發，

認為若申請人以原管轄權機關為訴願相對機關，且當所有程序與實

體要件具備，行政機關亦負有作為之義務時，應認為訴願有理由。

反之，若申請人於原管轄機關移轉管轄後，以受移轉機關為訴願相

對機關提起訴願者，則除非其受移轉後亦已逾期未為處分，否則應

認為無理由97。準此，氏似認為在程序上，以原管轄機關抑或受管

轄權移轉之機關為訴願相對機關皆無不可，只是在實體決定上結果

不同而已。本文認為，此等情形應比照訴願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以

「受管轄權移轉之機關」為訴願相對機關，並據而認定訴願管轄機

關為宜。蓋訴願提起時原管轄機關已喪失管轄權，自不再有以自己

名義，應訴願管轄機關實體決定之要求，作成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

資格。易言之，原管轄機關並不具有訴願相對人之適格。若原告所

提起之訴願仍以原管轄機關為訴願相對人者，則在現行制度下應有

兩種可能性可資解套：其一，由訴願管轄機關行使闡明權，命訴願

人補正改以受管轄權移轉之機關為訴願相對機關。此時，若訴願有

理由時，則受管轄權移轉之機關當然為訴願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所

稱之「應作為之機關」。若訴願受理機關本身因原應作為機關之改

變而隨之喪失訴願管轄機關地位者，亦應將訴願案件移送於有訴願

管轄權之他機關審議。其二，由訴願人依照行政程序法第十八條但

書規定徵求受管轄權移轉機關之同意，由原管轄機關繼續處理該案

件98。此時，既無庸變更訴願相對機關，亦無庸將訴願案件移送新

                                                         
97  參見蔡志方，前揭（註96）文，頁77。 
98  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雖亦有類似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八條但書之

規定，但卻不盡全然一致。主要差異有二：其一，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三條
第三項僅限於行政程序中之管轄權變更，而不適用、準用與類推適用於行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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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訴願管轄機關。倘訴願決定機關依訴願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作成

訴願有理由決定時，原管轄機關則應依訴願決定意旨作成一定之行

政處分。若基於程序經濟之考量，似以後者之解決方式為佳。 

三、行政訴訟消極訴訟實施權 

管轄權是否合法以及以何等方式移轉，在實體法上乃涉及到究

係何行政機關享有執行特定行政事務之權限，以及何行政機關應為

行政行為作成機關之認定，如前所述。此反映到行政訴訟法上，則

首要關涉到原告所列被告是否有訴訟實施權。所謂「訴訟實施權」

(Prozessführungsbefugnis)，係指在具體訴訟事件中得以自己之名義

為原告或被告，而適法受本案判決之資格而言99。就行政訴訟而

言，訴訟實施權乃指對於訴訟標的之特定行政法律關係，得以原告

或被告之名義實施訴訟，並請求行政法院作成本案判決之資格。此

與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二條所規定之得為訴訟上法律效果歸屬主體之

一般、抽象權能的「當事人能力」有別100。在我國司法實務上，通

常慣於將訴訟當事人之訴訟實施權稱之為「當事人適格」，旨在排

除原告為無關於己之他人權益或公共利益而濫訴，或是避免被告被

迫應訟之訟累情形發生101。依當事人究係在具體訴訟中得否為正當

                                                                                                                                
序終結後之管轄權移轉情形，而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八條但書則未明文限制
僅適用於狹義之行政程序中。綜此，德國通說認為可適用於訴願程序。其
二，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僅針對「土地管轄」變更為規定，我
國行政程序法第十八條但書則不限縮管轄權變更之類型。Vgl. F. O. Kopp/U. 
Ramsauer, (見註82), § 3, Rn. 49; Stelkens/Bonk/Sach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
setz, Kommentar, 6. Aufl., § 3, Rn. 35 ff. 

99  參見陳啟垂，〈訴訟實施權與訴訟擔當〉，《月旦法學教室》，3期，頁38（2003
年1月）；陳清秀，《行政訴訟法》，頁73-74（2001年2月2版）；D. Ehlers, Der 
Beklagte im Verwaltungsprozess, in: H.-U. Erichsen (Hrsg.), Festschrift für Chr.-F. 
Menger, 1985, S. 379 ff. 

100  參見蔡茂寅，〈行政機關之爭訟當事人能力〉，《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期，頁
108（1999年10月）；林騰鷂，《行政訴訟法》，頁182（2004年6月）。 

101  參見吳庚，前揭（註3）書（行政爭訟法論），頁57；此外，郭介恆教授更進
一步認為當事人適格理論至少應具有保障人民訴訟程序權、避免司法資源之
濫用、落實當事人聽審權，以及有助法院真實發現等四大功能，參見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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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告或被告，訴訟實施權又可區分為積極訴訟實施權 (aktive Pro-
zessführungsbefugnis)（或稱之為原告適格），以及消極訴訟實施權

(passive Prozessführungsbefugnis)（或稱之為被告適格）兩種類型。

有鑑於本文主要乃探討行政機關管轄權移轉之相關問題，且行政訴

訟又泰半係以行政機關為被告，故以下乃聚焦於消極訴訟實施權部

分之探究；至於積極訴訟實施權方面，則僅於必要時附帶討論，合

先敘明102。 

（一）消極訴訟實施權於各行政訴訟類型之判斷 

當事人訴訟實施權作為行政訴訟之一般實體裁判要件103，對於

各種訴訟類型皆有適用之餘地。惟在個別之訴訟類型中，當事人訴

訟實施權有無之判斷，則應審酌系爭之具體實體法律關係而定，故

事實上仍存有若干之差異。首先，就撤銷訴訟以及課予義務訴訟而

言，在以行政機關為被告之正常情形下104，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經訴願程序之行政訴訟，其被告為左列機關：一、駁回訴

願時之原處分機關。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決定時，為最後撤銷

或變更之機關。」準此，在具體訴訟中具有消極訴訟實施權者，取

決於該系爭事件先行訴願決定之結果。若遭駁回者，則消極訴訟實

施權應歸於原處分機關。若管轄權移轉於訴訟繫屬中終止者，則應

由法定原管轄機關或是新取得管轄權移轉之行政機關承受訴訟，取

                                                                                                                                
前揭（註67）文，頁294以下。 

102  關於行政訴訟法上訴訟實施權之一般性討論，詳參見郭介恆，〈行政訴訟之當
事人適格——兼論訴訟（願）無實益〉，《當代公法新論（下）》，翁岳生教授七
秩誕辰祝壽論文集，頁29以下（2002年7月）。此外，關於「原告適格」與
「訴訟權能」間概念區分爭議，參見劉宗德、彭鳳至，〈行政訴訟制度〉，翁
岳生編，《行政法（下）》，頁382以下及其文獻指引（2006年10月3版）。 

103  傳統上，亦有稱之為「訴訟合法要件」者。關於概念內涵之釐清，詳見林明
昕，〈淺論行政訴訟法上之實體裁判要件〉，《公法學的開拓線——理論、實務
與體系之建構》，頁319以下（2006年9月）。 

104  易言之，此處所討論者乃排除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
人或團體」，以及同法第二十六條「承受裁撤或改組前被告機關業務之行政機
關」為被告之情形，特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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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消極訴訟實施權105。若遭撤銷或變更者，有鑑於我國訴願法第八

十一條第一項但書所規定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故在具體訴

訟中得以最後撤銷或變更之機關為被告者，實際上應僅有因撤銷或

變更原處分致「首次」造成權益遭受侵害之第三人106。從比較法之

角度出發，類似規定亦見諸於德國行政法院法第七十八條107。其中

第二項更明文揭示訴願管轄機關作成之訴願決定，若對原告構成

「第一次」(erstmalig) 之不利益者（第六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句第二

款），則以訴願管轄機關為被告。對於本條規定之定性，德國學界

與實務雖非一致，然較中肯之見解應屬消極訴訟實施權之規範，而

非涉及孰在實體法上確負有義務之消極的本案適格 (passive Sachle-
gitimation) 問題108。前者為訴訟合法要件，而後者乃屬訴訟有無理

由之範疇。關於原告所指陳之被告是否具有消極訴訟實施權，係屬

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項109。 
若吾人回歸行政機關因管轄權移轉所生之行政爭訟問題面向

                                                         
105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644號判決：「93年1月20日起至95年8月

間止，台北市政府將主管建築管理業務委託所屬工務局辦理，而本件訴訟程
序進行中，自95年8月1日起，改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建築管理業事
項，……，茲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 

106  參見翁岳生主編，《行政訴訟法逐條釋義》，第二十四條，頁206-207（陳春生
執筆）（2002年11月）。 

107  德國行政法院法第七十八條規定：「（第一項）起訴應對下列被告為之：1. 作
成得撤銷之行政處分，或受申請卻怠為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所歸屬之聯邦、
邦，或是公法人；對於被告之指陳，以表明其行政機關為已足。2. 作成得撤
銷之行政處分，或受申請卻怠為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本身。但以邦法有規定
者為限。（第二項）訴願管轄機關作成之訴願決定，構成第一次之不利益者
（第六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句第二款），以訴願管轄機關為第一項所稱之行政機
關。」 

108  Vgl. W.-R. Schenke,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7. Aufl., 2000, S. 169, Rn. 545 f.; 
Kopp/Schenke, VwGO, 11. Aufl., 1998, § 78, Rn. 1; 不同意見者，參見 Th. Würten-
berger,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998, S. 264 f., Rn. 599 ff. 

109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565號判決：「惟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本院應依
職權調查事項……」；另參見吳東都，〈行政訴訟之職權調查主義——兼論新行
政訴訟法關於職權調查主義之規定〉，《行政訴訟與行政執行之課題》，頁73以
下（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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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則人民不服行政機關對其所為之行政處分，抑或行政機關怠為

或駁回其所申請之行政處分，經訴願未果進而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

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時，其所主張之被告即必須是「原處分機關」

或「原受理申請之機關」，行政訴訟一般實體裁判要件中之消極訴

訟實施權始獲滿足。此處所稱之原處分機關，究係指依法有執行特

定行政事務之權限並實際作成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抑或行政處分

在法律規制面上應歸屬之行政機關，在我國行政程序法以及訴願法

對管轄權移轉之現行錯綜複雜規範架構下並非毫無疑義。理論上，

某行政機關在組織法上享有執行某特定行政事務之管轄權，並且在

作用法上亦取得得為涉及人民權益行政行為之職權時，其本於主管

機關之身分即得以自己名義作成行政處分，取得「原處分機關」之

地位。在此意義下，「主管機關」與「原處分機關」原則上應具有

一致性。然而，由於我國訴願法第七條將行政機關因權限委託所作

成之行政處分，規定「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從而，在涉及

權限委託之具體行政訴訟事件中，將導致「委託機關」始享有消極

訴訟實施權，而非受託機關之結論110。以上述勞工保險局依農民健

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受託辦理農民健康保險業務為例，若依本

文之見解，其既為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意義下之權限委託，

即相當於德國法上不相隸屬機關間有管轄權移轉效果之權限授與，

故受託機關勞工保險局應得以自己名義作成行政處分，而具有消極

訴訟實施權，始符管轄權移轉之本質。至於訴願法第七條規定「視

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不應解讀為目的在於規定原處分機關究係

為孰，而是應僅在於變更訴願管轄機關而已，前已論述，不再贅

言。縱然最高行政法院2004年5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另闢蹊徑，

認為本案乃法律直接委託，但在結論上仍以勞工保險局為原處分機

關，以其為被告，始符被告適格。在此基礎上，行政法院在該會議

                                                         
110  參見黃綠星，〈修正後行政訴訟法與既有行政訴訟實務之關係〉，台灣行政法

學會主編，《行政救濟、行政處罰、地方立法，台灣行政法學會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1999）》，頁162（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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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之後凡涉及農保事件相關判決中，原告非以勞工保險局為被告

所提起之行政訴訟，率皆認定「被告適格」欠缺。例如最高行政法

院94年度判字第1565號判決略以：「是本件上訴人之父即被保險人

因申請農保殘廢給付，被保險人死亡後，經勞工保險局對上訴人函

催應予退還，則本件行政訴訟自應以勞工保險局為被告，當事人之

適格方無欠缺……111。」 
再者，就確認訴訟而言，原告所提起若為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

訴者，則本於上述說明，應以「法定之原處分機關」為被告112。於

續行確認訴訟之情形，亦同。若為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存在與否之

訴者，則具有消極訴訟實施權者，應屬作為該系爭法律關係一方當

事人之行政機關113，抑或該系爭法律關係形成或確認原因之促成機

關114。對此，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251號判決有詳盡之說

明：「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若係由所確認之

公法上法律關係之一方提起者，應以他方為被告，當事人始有適

格；若由對公法上法律關係有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之第三人提

起者，應以形成或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之行政機關為被告，當事人

方為適格。…本件上訴人並非系爭供役地所有權人，其亦非行政機

關，此為原審所已認定之事實，則上訴人顯非系爭公用地役關係之

一方。縱認上訴人係就系爭公用地役法律關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之第三人，其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亦應以形成或確認系爭

                                                         
111  相同見解亦見於諸如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160號判決；94年度判字第

886號判決；94年度判字第835號判決；94年度判字第831號判決；94年度判字
第830號判決；94年度判字第787號判決；94年度判字第659號判決；94年度判
字第565號判決；94年度判字第563號判決；94年度判字第459號判決；94年度
判字第426號判決；94年度判字第407號判決；94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等。 

112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5339號判決：「原告逕以非徵收核准機關
之台北縣政府以及需地機關台北縣板橋市公所為被告，未經徵收核准機關就
該徵收處分失效與否加以確答，逕行提起本件之訴，被告適格自有欠缺，且
亦不合乎確認訴訟之訴訟要件。」 

113  Vgl. W.-R. Schenke,(見註108), S. 171, Rn. 554. 
114  參見蔡志方，《行政救濟法新論》，頁187（2001年8月全新修訂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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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地役法律關係之行政機關即雲林縣政府為被告，其當事人始為

適格。上訴人以被上訴人為系爭道路之所有權人，就系爭道路是否

存有公用地役關係，進而謂本件被上訴人為適格之被告云云，並非

可採。」 
最後，就一般給付訴訟而言，一般見解認為以被原告主張為給

付義務人者，具有被告適格。應說明者，給付訴訟消極訴訟實施權

之認定，不應誤解為僅單純以原告所指稱之機關為據。毋寧，被原

告所主張之給付義務人必須是依管轄權規定，確實對系爭之金錢或

財產給付負有「法定給付義務」之行政機關，始足當之。易言之，

所謂之給付義務人，係指對於原告所主張之給付負有義務之「法定

管轄機關」而言。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565號判決針對

拆遷補償事件即明白指出：「被上訴人（桃園市公所）並非徵收補

償機關，以之為被告，難謂被告適格：查『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

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徵

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

該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發之』，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第2
項、第2條、第14條、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因而有關系爭土地改

良物之徵收核准機關應為內政部，補償機關應為桃園縣政府，被上

訴人僅係需用土地人之法律地位而已。…從而被上訴人既非徵收機

關，亦非補償機關，則上訴人於徵收處分作成前，逕以需地機關之

桃園市公所為被告，對之提起本件之訴，被告適格自有欠缺115。」 

（二）消極訴訟實施權欠缺之處置 

消極訴訟實施權之有無，應由法院本於職權調查，無待於當事

人之主張116。原告在具體訴訟案件中，因行政機關管轄權業移轉致

                                                         
115  相同見解另亦可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2383號判決。 
116  參見姚瑞光，《民事訴訟法論》，頁96（2000年11月修正版）；楊建華，《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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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消極訴訟實施權之被告機關認定錯誤時，將導致所提起之訴訟

實體裁判要件不備，法院應以訴訟不合法為由駁回原告之訴，不得

為有無理由之實體判決117。有疑問者，消極訴訟實施權之欠缺是否

屬於訴訟程序上可補正之事由？又若不得補正抑或得補正而不補正

時，法院應以何種裁判方式駁回原告之訴？諸此問題，在行政訴訟

理論與實務上未有一致見解，故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 
首先，就消極訴訟實施權欠缺之訴訟上效果而言，觀諸我國行

政法院之裁判實務，原告所提撤銷訴訟中所主張之被告欠缺訴訟實

施權者，法院一般認為係屬行政訴訟法第一○七條第二項所規定

「原告於訴狀誤列被告機關」之情形。職是之故，準用同條第一項

之結果，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原告補正118。最高行政法院2001年6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曾有如下之決議：「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七

條第一項各款係屬廣義之訴的利益要件，……。至於欠缺當事人適

格……，屬於狹義的『訴的利益』之欠缺……。行政訴訟法第一百

零七條第二項規定：『撤銷訴訟，原告於訴訟誤列被告機關者，準

用第一項之規定。』係法律就特殊情形所作之例外規定，由此可知

同條第一項第十款所定『不備其他要件』並非當然包含當事人適

格、權益保護必要之欠缺……」似亦採相同之見解，認為行政訴訟

法第一○七條第二項所稱之「訴狀誤列被告機關」乃包括「被告適

格欠缺」之情形。或有學者對此見解提出批評，認為其與行政訴訟

法第一○七條第二項之文義尚有所間119，然本文認為從人民權利保

                                                                                                                                
訴訟法（二）》，頁7以下（1985年9月）。 

117  在民事訴訟實務上，早期有以具體訴權說為基礎，將當事人適格與訴訟標的
法律關係要件、權利保護之必要並列為訴權存在之三要件。從而，當事人適
格有所欠缺時，法院則認定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要件，以實體無理由判決
駁回之。參見最高法院1942年11月19日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90年台上
字第1322號判決。另參見吳庚，前揭（註3）書（行政爭訟法論），頁55。氏
亦認為當事人適格之欠缺乃訴有無理由之問題。 

118  例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3496號裁定可資參照。 
119  參見郭介恆，前揭（註67）文，頁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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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角度以觀，該實務作法應屬允當120。蓋一方面因消極訴訟實施權

亦屬於一般實體裁判要件，納入行政訴訟法第一○七條併同思考與

該條旨在處理一般實體裁判要件不備時法律效果之規範目的並無明

顯扞格。另一方面，藉由被告適格之補正，又有助於提升原告所提

撤銷訴訟之合法性，進而獲得更多促使法院為實體有無理由判決之

機會。行政訴訟法第一○七條第二項之立法理由亦明白揭示：「如

原告未於訴狀表明被告機關時，其起訴即不合程式，應依本條第一

項第十款處理。如原告誤列其他機關為被告機關時，原屬當事人不

適格之問題，但因行政訴訟特殊，撤銷訴訟不僅有起訴期間之限

制，且被告機關須依法律之規定，非原告所得任意選擇。……。苟

原告誤列被告機關，即以其訴為當事人不適格而予駁回，而對正當

被告之起訴，又因已逾法定起訴期間，不能再行起訴，殊非保護原

告權利之道，爰於第二項特設準用之規定，俾予原告補正之機會，

以示與一般起訴之合法要件有別。」可資佐證。職是之故，以前揭

關於農保事件被告機關之爭議為例，最高行政法院在諸多判決中，

皆以原審判決未查以內政部作為被告乃被告適格有所欠缺為由廢棄

原判決，發回原審法院重新審理，並同時揭示原審法院應向原告闡

明補正正當之被告為勞工保險局之旨。 
其次，倘若被告適格欠缺經審判長限期命原告補正而不補正

者，法院究應以裁定或是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在行政法院裁判實務

上作法未盡一致。前揭最高行政法院2001年6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略以：「至於欠缺當事人適格、權益保護必要之要件，屬於

狹義的『訴的利益』之欠缺，此等要件是否欠缺，常須審酌當事人

之實體上法律關係始能判斷，自以判決方式為之，較能對當事人之

訴訟程序權為周全之保障。」縱然如此，由於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一

○七條第二項已有準用第一項之明文規定，故行政法院對於被告適

                                                         
120  採贊同見解者，尚可參見劉宗德、彭鳳至，前揭（註102）文，頁3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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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未獲補正之情形者，在現行法上仍應以「裁定」駁回121，而不同

於德日相關立法例，原告若未因管轄權移轉而就被告方面為「依法

之當事人更換」(Parteiwechsel kraft Gesetzes) 者122，則以「訴訟判

決」(Prozessurteil) 方式駁回原告之訴123。揆諸行政法院晚近有關原

告未在期限內補正被告適格欠缺問題之裁判，已回歸行政訴訟法第

一○七條第二項準用第一項之實證規定，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124。

同理，在課予義務訴訟類型上，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一款亦規

定：「原告之訴不合法者，應以裁定駁回。」準此，原告之訴因行

政機關管轄權移轉致所主張之被告欠缺訴訟實施權者，法院亦應以

起訴不合法，裁定駁回之。本於相同法理，在確認訴訟以及一般給

付訴訟類型上，原告之訴欠缺消極訴訟實施權而未獲補正時，法院

應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四、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之認定 

在國家賠償法領域，行政機關因管轄權之移轉將可能影響到賠

                                                         
121  參見劉宗德、彭鳳至，前揭（註102）文，頁385。論者或有批評行政訴訟法

第一○七條對於不能或未獲補正之實體裁判要件欠缺採取裁定駁回之立法
例，乃是仿效民事訴訟法第二四九條之積非成是的作法，屬於「不當之立
法」。參見陳啟垂，〈論不合法起訴的裁定駁回——「裁定」駁回欠缺訴訟要件
或有訴訟障礙的訴訟的不合理規定〉，《銘傳大學法學論叢》，2期，頁35以下
（2004年6月）。 

122  關於德國法上管轄權移轉與行政訴訟上「主觀訴之變更」(subjektive Klageän-
derung) 及「法定當事人更換」間之關連性，參見 K. Redeker, Behördlicher 
Zuständigkeitswechsel während anhängigen Verwaltungsprozesses, NVwZ 2000, S. 
1223 (1224 f.). 

123  德國行政訴訟法意義下之「訴訟判決」，係以訴訟不合法為標的，與其相對概
念者乃為「實體判決」(Sachurteil)，乃針對訴訟標的之實體法律關係為審斷。
Vgl. BVerwG DVBl. 1993, 562; W.-R. Schenke,(見註108), Rn. 50, 62. 

124  例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3496號裁定經限期命原告提出補正書狀
以「勞工保險局」為被告，經原告向法院表示仍以「內政部」為被告後，法
院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一○七條第二項準用第一項規定，以起訴狀所列被告當
事人於法未合，據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該裁定後經原告向最高行政法
院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裁字第2083號裁定經核並無不合，乃駁回
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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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義務機關之認定。質言之，若受管轄權移轉之行政機關公務員執

行受移轉之公權力行為抑或在設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設施時，不法侵

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則損害賠償請求權人應以原管轄權機關抑或

以受管轄權移轉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在國賠請求之協議與訴訟

程序上即具有「消極協議實施權」以及「消極訴訟實施權」之重要

性125。 

（一）因不法行使公權力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依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

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是以，原則上係以

實際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有疑

問者，此處所稱之「公務員所屬機關」究係何指？在德國法上，向

來有任務說 (Funktionstheorie)、任用說 (Anstellungstheorie)，以及託

付說 (Anvertrauenstheorie) 之爭議126。而我國學界與實務之一般見

解，則以行政建制體系為基準。易言之，即任用、組織上編制歸

屬，以及支付俸給或薪資予該公務員之機關127。蓋一般而言，任用

機關即是託付其所屬公務員執行公權力之機關。若任用機關與託付

職務之機關不相一致時，則以託付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128。至於所

託付之公權力行為，究屬託付機關自己之任務，抑或其他機關之任

務，則在所不問。綜上，在管轄權移轉之情形，無論公務員所行使

之受移轉公權力行為為行政處分或是其他單純高權行為，由於皆屬

                                                         
125  國家賠償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

義務機關請求之。」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
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
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但已依行政訴訟法規定，附帶請
求損害賠償者，就同一原因事實，不得更行起訴。」 

126  Vgl. F. Ossenbühl, Staatshaftungsrecht, 5. Aufl., 1998, S. 112. 
127  參見廖義男，《國家賠償法》，頁83（1998年9月增訂2版）；董保城、湛中樂，

《國家責任法》，頁196（2005年8月）；行政院1981年10月16日台70法字第
14868號函。 

128  參見廖義男，前揭（註127）書，頁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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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該公務員之受委任、受委託129，或是受委辦之機關所託付，故

應以其為賠償義務機關。 

（二）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欠缺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依第三條第一項請求損害賠

償者，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所謂管

理機關，實務上乃指「法律所定之管理機關」或「依法律代為管理

之機關」而言130。故而，行政實務與普通法院裁判之一貫見解皆認

為，縱使縣政府將鄉道公路委由鄉（鎮、市）公所養護與修建，應

屬行政官署內部權責委任事項。依公路法第六條第三項、台灣省鄉

道公路工程管理辦法第六條，以及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第六條之

規定，縣（市）仍為法定管理機關，自應以其為賠償義務機關，俾

符合國家賠償法第九條之立法精神131。此等實務見解固使請求權人

易於明瞭求償對象，較能實現國家賠償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旨趣與落

實法治國家法明確性原則。然而，委辦既屬依法規而移轉管轄權類

型之一，受委辦機關因而取得委辦事項之執行權限，並且依地方制

度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須負行政執行責任。是以，本於權責相符之

旨趣，似以受委辦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為妥132。同理，亦適用於行

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權限委任及權限委託情形，應

以受委任機關及受委託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至於行政實務所考量

之求償機關明確性問題，應可透過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三項所規

定管轄權移轉須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之正當行政程序，而達到相當

之公示效果，尚不致於使請求權人無所遵循。況且，國家賠償法第

九條第四項尚規定有得請求其上級機關確認賠償義務機關之備位機

                                                         
129  相同見解者，參見黃錦堂，前揭（註59）文，頁321。 
130  參見法務部1997年5月14日法86律字第13599號函；法務部2002年7月25日法91

律字第0910028678 號函。 
131  參見法務部1988年8月5日法77律決字第12991號函；另參見葉百修，〈國家賠

償法〉，翁岳生編，《行政法（下）》，頁628（2006年10月3版）。 
132  相同見解者，參見董保城、湛中樂，前揭（註127）書，頁196-197，以及註

287處之相關文獻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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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發揮保障人民損害賠償請求權無礙行使之

功能。 

陸、結論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關於權限委任與權限委託之規定，從

體系解釋以及比較法之觀點，應皆屬具有「管轄權移轉」效果之權

限授與機制，相當於德國法上之 Delegation。權限委託之立法說明

文義前後扞格，不宜作為解釋其法律性質之準據，而誤認為相當於

德國法上不具管轄權移轉之權限代理 (Mandat) 制度。在此基礎

上，無論係權限委任、權限委託，抑或委辦，由於皆具有管轄權移

轉之效果，故受移轉之行政機關取得執行該移轉事務之自己管轄

權，應以自己名義對外為行政行為，始符管轄權移轉理論。訴願法

第七條將受權限委託之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視為是委託機關之

行政處分，乃屬不當之立法，建議予以修正。在未修法前，宜將其

解讀為僅屬「變更訴願管轄機關」之規定，而無涉於原處分機關之

指定。 
管轄權欲合法移轉，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應滿足授

權法規之存在、移轉行為之踐行，以及正當行政程序之完備三項要

件，缺一不可。授權法規不僅不得以「函」等公文型態替代之，原

則上更應與原設定管轄權之法規位階相當。在實務上，直轄市慣以

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作為權限委任之授權依據，應僅限於「團

體委辦」之情形始有適用之餘地。而在管轄權設定規定為法律，但

管轄權移轉卻以法規命令為據之情形，若可認定管轄權移轉亦包含

在法律具體或概括授權範圍之內者，則亦不失為合法之授權法規。

此外，即便法令直接指定得受管轄權移轉之特定行政機關，其亦應

視為目的僅在於「限制受移轉機關範圍」而已，尚不得以「法律直

接授權」抑或「立法委託」為脫詞，規避原管轄機關之管轄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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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管轄權作為行政機關任何外部行政行為之一般合法性要件，不

僅具有行政組織之內部法意義，尚兼具有外部法效力。故行政機關

基於業務需要移轉管轄權於他機關者，受權限移轉之機關取得新的

管轄權，應以自己名義對外作成行政處分、締結行政契約，抑或為

其他類型之行政事實行為，該行政行為始具合法性；否則，依行政

程序法之規範體系，將分別有導致行政行為無效抑或得撤銷之結

果。抑有進者，當行政行為相對人對行政機關行政行為合法性有所

爭執而提起行政爭訟時，管轄權移轉之議題亦將對行政爭訟程序產

生合法性之影響。人民固然不具有「管轄權維持請求權」，以阻擋

立法者授權行政機關得移轉管轄權，或是抵抗原管轄機關所為之具

體管轄權移轉行為。然而，當人民不服具體之行政行為而提起行政

爭訟時，則管轄權移轉在訴願程序中將影響原處分機關以及訴願管

轄機關之認定，而可能產生將訴願案件移送新的訴願管轄機關，抑

或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十八條但書之情形下由原訴願管轄機關繼續

受理之程序結果。在行政訴訟程序中，將涉及原告所主張被告是否

具有消極訴訟實施權，亦即所謂的「被告適格」問題。消極訴訟實

施權作為一般實體裁判要件，原告若因管轄權移轉而誤列被告機關

者，依我國行政訴訟法制，首應依行政訴訟法第一○七條第二項準

用同條第一項規定，由審判長定期先命原告「補正」。原告不補正

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最後，在國家賠償程序

中，管轄權移轉則影響到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之認定。在人之責任方

面，因管轄權業已移轉於其他機關，不管在判斷國賠法第九條第一

項「公務員所屬機關」概念時係採任用說抑或託付說，皆可導出以

受委任、受委託，以及受委辦機關為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之結論。在

物的責任方面，實務上向來所採之「法定管理機關說」在管轄權移

轉時將遭受到權責不符之窘境。本於管轄權移轉理論之一貫性，仍

宜由取得新管轄權之受委任、受委託，以及受委辦機關作為國家賠

償義務機關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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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risdiction Transfer among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With Focus on Its Influences on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hen-Jung Chan＊ 

Abstract 

The 15th paragraph of our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which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aw syste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pre-
scribes the Administration to delegate part of its Competence to another 
Administration.  As soon as the original Administration delegates its 
Competence to another Administration, it forfeits its Authority and the 
forfeited one has now the full Authority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legal 
act on its own behalf.  The Transfer of Competence is an excep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ermanent Authority.  According to the 15th paragraph 
of our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the condition of legitimacy must 
have three components, namely: “the enabling act”,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ransfer” and “the complet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he Transfer of Competence is not only meaningful for Admi-
nistrative Organization law, but also for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ct, because it suborns the judgment of the 
Authority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the Authority of Administrative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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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l Decisions, the Standing and Mootnes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
tion and the Authority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However the 7th Para-
graph of Administrative Appeal Act is clear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15th 
Paragraph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ccording to this Arti-
cle the 15th Paragraph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includes the 
content of Transfer of Assignment of Competence.  In another words, 
this Paragraph is same as the concept “Delegation” in German law.  
The reason for placing Legislation in the 15th Paragraph of Ad-
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misunderstands the Assignment of Compe-
tence as the concept “Mandat” in German law.  The 7th Paragraph of 
Administrative Appeal Act is not suitable and should be modified. 

 
KEYWORDS: Transfer of Competence, Principle of Permanent Authority, 

Assignment of Competence, Delegation, Authority of Ad-
ministrative Appeal Decisions, Standing and Mootnes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2.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2.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2.0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