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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指某一提交予行政法院審理之行政訴

訟事件，自事件紛爭之發生至法院作成實體判決前，發生事實或法

律狀態有變動時，法院應以何時點下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基礎作成

裁判之謂。此一裁判基準時之判斷問題，涉及我國行政訴訟制度，

在現行憲法之權力分立設計下，應如何妥適達成其制度目的—即

人民權利之保障與行政權之合法行使此一基本問題。 
關於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問題，學說主要有處分時說與判決

時（或言詞辯論終結時）說，二種學說均採「原則／例外」模式，

但因二學說實際上均承認諸多例外情形，因此，二說實際上並無法

提供一明確且具有可操作性之標準。 
對此，本文在重新檢討憲法規定之權力分立要求後，基於有效

權利保護要求、訴訟經濟、紛爭之一次解決必要性、以及妥適調整

分配現行各種訴訟類型與既有相關行政法制間之功能分擔觀點，主

張除個別法律別有規定或現行法制另有設計外，宜逕自以判決時說

為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而不承認其他例外情形。最後，本文並

試圖自「行政法律關係論」之觀點，檢視本文所採標準在理論上之

妥當性。 

 
關鍵詞： 裁判基準時、處分時說、判決時說、具體事件、同一事件、事實與

法律狀態之變動、事實評價、事實評價標準、訴訟資料之蒐集活

動、訴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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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說明 

行政法院之裁判，其性質與民事法院之裁判同，均屬「法之宣

示作用」。亦即，行政法院對於具備實體判決要件之訴訟，除另有

因撤回、訴訟上和解等終結訴訟程序之事由外，行政法院應即進入

實體審理，在原告起訴求為判斷之訴訟標的範圍內（行政訴訟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一八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八八條），

自實體上審查其訴訟上請求有無理由，其認為有理由者，除別有規

定1外，應為原告勝訴之判決，認為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

之訴（本法第一九五條第一項）。此一實體有無理由之審理判斷方

式，係由行政法院於其本案審理事項（訴訟標的）範圍內，經由法

律適用之三段論操作，認定事實與其所應適用之法律，並據以作成

裁判。因此，行政法院因作成裁判究應以「何時點」下之事實或法

律，為其裁判基礎？即構成法院作成裁判前，首須確定之邏輯前

提。此種法院據以認定構成裁判基礎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之基準時

點，一般稱為「裁判基準時」，因此類問題於行政訴訟上有其特殊

性，故亦可稱為「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2。 

                                                   
1 例如：行政訴訟法第198條之情況判決、第202條之捨棄認諾判決、第203條之

增減給付判決。 
2 惟論者亦有使用不同用語者，例如：有稱為「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

裁判基準時」者（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台灣

法學雜誌，125期，頁38-63，2009年4月），有稱為「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

時」（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兼評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

588號判決，載：2005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頁41-73，2006年12月）或「行政

訴訟案件之判斷基準時」（林三欽，行政訴訟案件之判斷基準時——「新舊法

適用原則」與「新舊事實認定原則」之探討，載：行政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

編第4輯，頁455-503，2005年12月）者；亦有針對撤銷訴訟此一訴訟類型之特

殊性，稱為「違法判斷基準時」者（如：陳清秀，行政訴訟上違法判斷基準

時，載：行政訴訟之理論與實務，頁383-421，1994年8月再版；李建良，論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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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判斷，不僅直接影響裁判之內容，因其

設定原告提交法院審理之事件，其事實或法律狀態如因時間之經過

而發生變動時，應以何時點下之事實與法律狀態所構成之「具體事

件」，作為「法院之審判對象及範圍」，故亦同時影響「行政法院

之受理案件範圍」以及「原告基於處分權主義所得設定之訴訟標的

範圍」。簡言之，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應如何判斷之問題，直接影

響法律賦予行政訴訟制度之性質（定位）及其所欲達成之制度功能

（目的）。亦即，於行政訴訟（尤於撤銷訴訟等涉及審查行政第一

次判斷權行為之合法性之訴訟）情形，因其制度目的除人民權利之

保護外，並兼有監督行政權之合法行使之目的，故行政訴訟裁判基

準時之判斷問題，即不同於民事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問題3，而涉及

                                                                                                                        
政處分之違法判斷基準時，載：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下），頁907-934，
2000年12月；許登科，論撤銷訴訟中行政處分之違法判斷基準時，法學叢

刊，48卷2期，頁61-75，2003年4月），或「撤銷訴訟之裁判基準時點」者

（陳淑芳，撤銷訴訟之裁判基準時點，台灣本土法學雜誌，90期，頁54-78，
2007年1月）。此外，學者認為行政機關（包括訴願決定機關）於作成行政處

分時，亦面臨應以何種時點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其決定基礎之問題，故主張

亦應針對「訴願決定基準時」或「行政決定基準時」進行深入討論者（林三

欽，訴願案件之違法判斷基準時，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3期，頁1以下，2001
年6月；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上註，頁48；林三欽，行政訴

訟案件之判斷基準時，同上註，頁459、488以下）。 
3 按作為自力救濟禁止原則代償措施之民事訴訟制度，因通常僅涉及如何在有

限司法資源下，合理解決存於兩造當事人間之私權爭議，因此，原告本於處

分權主義所能設定審判之對象與範圍，通常僅須考量「由法院提供權利保護

或解決兩造紛爭之合理必要範圍為何」即可，除過去法律關係確認之訴及將

來給付之訴外，民事訴訟一般以「現在法律關係」為其審理對象者，其故在

此。因此，在民事訴訟領域，因制度預設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其裁判基

準時，故其理論上雖亦有應如何判斷裁判基準時之問題，但其理論與實踐上

意義並非在於「如何設定裁判基準時」，而係在於前開既定裁判基準時下，

如何妥適劃定「既判力之標準時（基準時）與其主、客觀範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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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權力分立原則下，司法權應如何妥適劃定其與行政權間之職能分

工，進而使「依法行政原則」與「有效權利保護」間所存內在緊張

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平衡（和諧）。 
由於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問題，涉及權力分立、訴訟制度目

的、訴訟救濟形式（訴訟類型）安排、行政處分瑕疵理論及其解決

機制功能、作為裁判規範之行政實體法規（含行政程序法規）之解

釋適用等困難問題，因此，究竟應以何種觀點，判斷行政訴訟之裁

判基準時？往往因學者或實務對上述議題之理解差異與對各種相關

制度安排所持理念（態度）之不同，而呈現複雜多樣的面貌。對

此，本文事實上無法就上述議題作全面檢討，本文首要目的在於如

何釐清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問題之特質，並試圖據此一對行政訴訟

裁判基準時問題性質之初步理解，檢討論者於論述行政訴訟裁判基

準時問題時，其所持觀點之妥當性與問題點。 

貳、若干前提問題之釐清 

討論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問題前，為說明上方便以及為使後

述檢討各種學說見解時，不因論者理解基礎之差異，發生因立論基

礎不同而治絲益棼現象，下列問題有先予說明必要。包括： 

一、具體事件 

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問題，係指一項提交行政法院審理之公

法上爭議，自該爭議之法律關係發生以至法院裁判為止之期間，如

發生事實狀態或法律狀態之變更情形者，法院應以何時點之事實與

法律狀態為裁判基礎。因此，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判斷問題，其

前提必先劃定提交法院審理之「公法上爭議（本法第二條參照）」

之具體範圍如何？其後，在此一初步劃定之公法上爭議（行政訴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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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基礎上，始有討論自訴訟繫屬以至法院為裁判前（通常指言

詞辯論終結前），如發生事實或法律狀態有變更時，應否納入變更

後之事實，以及應否考慮適用變動後之法律狀態之問題。 
簡言之，以涉及行政處分有關事件為例，其事實與法律狀態，

至少可粗略區分為「處分前之事實與法律狀態及其變動」、「處分

後起訴前之事實與法律狀態及其變動」，以及「起訴後判決前（言

詞辯論終結前）之事實與法律狀態及其變動」，而在上開三階段之

過程中，公行政與各事件關係人又各自存有各種事實與證據等資料

蒐集活動。因此，以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採處分時說情形為例，

由於在本案不考慮發生在「處分後起訴前」與「起訴後判決前」之

事實或法律狀態之變動，則上開「處分後之事實與法律狀態之變

動，應如何在他案行政程序或訴訟程序中妥適處理？」以及「公行

政及各利害關係人曾在前開處分後所為各種事證蒐集活動，應如何

妥適分配利用於本案與他案中作為決定（或處分）之基礎資料？」

即面臨如何整合、調整既有各種行政相關制度或既有各種訴訟類型

之功能分擔，以及如何兼顧程序（訴訟）經濟或事件（紛爭）之統

一或有效處理等問題。此點，即使在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採處分時

說以外之其他學說（如判決時說）情形，亦有類似問題。 
因此，為使後述討論裁判基準時問題時，更能清楚明確其問題

點，以下針對整體行政活動過程中，前開關於「公行政與各事件關

係人所各自存有之各種事實與證據等資料蒐集活動」部分，說明不

同階段可能涉及之各種事實群，以為進一步論述之前提。 

各種類型事件之事實群 

基於處分權主義之要求，原告起訴時應以起訴狀記載當事人、

起訴之聲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本法第一○五條第一項），

此為原告起訴時所負「特定訴之三要素」之義務。其中，關於訴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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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及其原因事實之記載，除記載原告對被告之權利主張外，通常

記載一系列造成當事人兩造爭執之事實群（原因事實），至於其記

載之具體化程度，原則以受訴法院及被告「能識別」其所提交法院

審理之「公法上爭議之範圍」即可，並無要求應網羅記載該公法上

爭議所涉及之全部事實。此一原告經由一系列事實群所構成並提交

法院審理之公法上爭議，自行政活動過程以至訴訟終結此一時序發

展觀點，其又可進一步區分各種類型之事實群，此一區分，構成判

斷事實或法律狀態有無發生變更時之基礎事實群。其情形包括： 
行政第一次決定相關事實群：行政事件事實群 

此一部分，包括： 
行政第一次（原始）決定前事實群 
此又包括： 
實際上公行政依職權或依申請擬處理之「具體事件」（包括

「申請事件」）。公行政對此一擬處理具體事件之認識，構成初步

判斷該事件所可能適用法規範之範圍。 
公行政根據其擬適用於上開具體事件之法規規定與解釋（規

範群），依職權調查認定之事實群（包括實體要件事實群、程序要

件事實群）。 
行政第一次（原始）決定事實群 
指在前開調查認定基礎上4，依其擬適用法規所作成或不作成

行政決定或擱置行為（例如：行政處分、行政不作為）所涉及之事

實群，以及（於作成決定情形）形式上表現於該決定中之事實及理

由等事項（包括實體要件事實群、程序要件事實群）。 
此一部分事實群，主要係公行政依其所適用法規構成要件篩檢

                                                   
4 此即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之「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

及經驗法則判斷」所得之事實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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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選擇作為決定基礎之事實群以及其決定之內容。在該決定能直

接對外發生法律效力情形（例如：行政處分），此一事實群，通常

係指該決定之客觀效力所及範圍之事實群5。 
此外，如發生行政不作為情形，此一事實群，則指於作為期限

屆滿時，依其所應適用法規構成要件，可能涵蓋之既存事實群。 
行政第一次決定後聲明不服決定相關事實群（曾經聲明不服程

序情形）：行政聲明不服事件（第二次裁決事件與訴願事件）

事實群 
指前開行政事件事實群中，提交至訴願程序處理之事實群，以

及於該程序進行中所發生之相關事實群。此一部分又可分為： 
聲明不服決定前事實群 
指作成行政決定後（於不作為情形為決定期限屆滿後），於起

訴前對該第一次決定曾經聲明不服程序（如申訴、復查、異議、訴

願等）者，比照前述關於行政第一次決定前事實群之說明，除經提

交於該程序處理之第一次決定相關事實群（行政事件）外，尚包括

於該程序進行中所發生之相關事實群（包括實體要件事實群、程序

要件事實群）。 
於此應注意者，此一聲明不服階段可能出現事實群之種類與範

圍，原則取決於該聲明不服程序之性質與制度功能如何而定。例

如：訴願或相當於訴願決定程序前之申訴、復查或異議程序，因其

管轄機關（如復查機關）與第一次決定管轄機關（如原租稅核課處

分機關）屬同一機關，且該程序屬接續於第一次決定程序之續審

（續行）程序，故於行政第一次決定後，聲明不服決定程序前，發

生事實或法律狀態有變動者，通常均應納入考量。反之，於訴願或

                                                   
5 理論上，此一部分事實群，以行政處分為例，即構成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

所稱「具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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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訴願之程序，以訴願程序為例，於我國現行法制下，其究竟

是否屬接續於行政第一次決定所適用之程序（行政程序）之續審程

序？學界存有爭議6。其主張屬第一次行政決定程序之續審程序

者，除因適用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如訴願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但

書參照）而無法納入考量之事實與法律狀態外，其他於訴願期間發

生事實與法律狀態有變動者，原則均應納入考量。反之，其主張非

接續於行政程序，而屬行政爭訟程序性質者，應否納入考量訴願期

間發生變動之事實與法律狀態，即取決於所謂「訴願決定基準時」

之判斷；亦即，其基準時採行政第一次決定時（處分時）者，原則

即不再納入考量；其採訴願決定時者，原則即應納入考量。以下，

                                                   
6 關於我國現行法制下訴願程序之性質為何？涉及原處分主義下，關於撤銷訴

訟之訴訟對象（或稱「程序標的」）之判斷，以及後述關於主張以「處分時

說」判斷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問題時，所稱「處分時」之認定標準。對

此，論者有認為屬「行政程序」性質者（李建良，同註2，頁915；吳庚，訴

願制度準司法化之探討，載：訴願專論選輯——訴願新制專論系列之七，頁

79、尤其頁89以下，2006年12月；吳庚，行政爭訟法論，頁356，2008年3月
修訂4版，則特別指出：「訴願則自屬於行政程序之一種。與一般行政程序不

同者，在於訴願事件具有爭訟性，而一般行政事件則屬非爭訟性」）；亦有

認為屬「行政爭訟程序」性質者（林三欽，行政訴訟案件之判斷基準時，同

註2，頁462以下；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49以下），

其理由在於：「行政爭訟可以說是事後檢視某一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適當的

機制。基於此一特性吾人可以更進一步指出，行政爭訟程序與行政程序係立

於不同層次的二個程序，其間並無連續性的關係。亦即，行政爭訟程序並非

行政程序的延長；而爭訟決定者原則上也無法取代原處分機關的角色對於行

政案件逕為決定」。對此，本文認為應以該程序擬規範之權力機關屬性，為

其區分標準，即規範行政權職務行為之程序，為行政程序，規範司法權審判

行為之程序，為訴訟程序。因此，訴願程序之性質仍以定位為行政程序性質

為當。惟應注意者，在一般教科書使用「行政爭訟」一語時，又多同時指涉

「訴願程序」與「行政訴訟程序」二者，惟此應係學術理論體系安排方便使

然，尚與訴願程序之性質無涉，還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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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訴願程序屬行政程序性質，並據此作為後述論述基礎，合先

敘明。 
聲明不服決定事實群 
指處理聲明不服事件機關，在上開聲明不服程序所調查認定事

實基礎上，依其擬適用法規所作成用以終結聲明不服程序之決定或

不作為所涉及之事實群，以及（於作成決定情形）形式上表現於該

決定中之事實及理由等事項（包括實體要件事實群、程序要件事實

群）。 
行政決定後起訴前事實群（未經聲明不服程序情形） 

指作成行政第一次決定（於不作為情形為決定期限屆滿後），

或聲明不服決定（或於不作為情形為決定期限屆滿後），起訴前，

所發生之事實群。 
起訴後裁判前事實群：公法上爭議事實群 

指前開～之事實群中，經原告作為公法上爭議提交法院審

理之事實群，以及自訴訟繫屬後以至裁判時（通常指言詞辯論終結

時）為止，於訴訟進行中所發生之相關事實群（包括實體要件事實

群、程序要件事實群）。 

各種類型事件與法規之關聯 

由上開說明可知，一項提交法院審理之公法上爭議，其所涉及

事實群之類型，通常包括：「行政事件事實群」、「行政聲明不服

事件事實群」以及「公法上爭議事實群」三大類型。其中，依各該

事件中是否曾經依法作成審理判斷而論，倣照訴訟法理論關於「行

為規範」與「評價規範」7之區分，亦即將「行政決定基準時」、

                                                   
7 民事訴訟法理論所稱「行為規範」與「評價規範」，主要用以說明民事訴訟

法規（包括法理論）同時具有作為行為規範與評價規範之雙重性質。民事訴

訟法規作為「行為規範」，指在民事訴訟程序開始、進行以迄終結，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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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決定基準時」、「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等，用以判斷各該

決定或裁判基礎之事實與法律狀態之理論，依其作為「行為規範」

或「評價規範」，而區分為「行為規範事件」與「評價規範事

件」。其實際實踐狀況，可說明如下： 
行為規範性質事件 

指於行政決定程序、聲明不服程序或行政訴訟程序中，為作成

終結該程序之決定或裁判行為之準備，經由適用指導各程序關係人

行為之法規範，所蒐集、整理、判斷各種事實、證據，並從事各種

聲明或陳述後，所形塑之事件。包括： 
行為規範性質之行政事件：行政基礎事件 
指前開「行政事件」中，該事件關係人（尤其就該事件有管轄

權之行政機關），在第一次行政決定作成前，往往須依其就該事件

「擬適用之實體與程序法規」之指示，就可能影響將來行政決定之

各種事實、證據，從事各種資料蒐集、整理、判斷行為，並據此作

成各種聲明或陳述。此種於行政第一次決定作成前，事件關係人為

將來作成行政決定之準備，而依其擬適用法規之指示，經由蒐集、

整理、篩選行為所取得事實群，即屬「行為規範性質事件」。在此

一階段，因作成決定所須事實群仍在蒐集整理中，而處於浮動狀

態，故其用以作為指示事件關係人如何行動之法規（即前開「事件

關係人擬適用法規」），亦處於浮動狀態，且隨著事實群逐漸完整

或變化，而隨時調整或變動其擬適用法規。換言之，通常先由各該

事件關係人基於其主觀意願或判斷，就與其目前所能掌握事實群所

                                                                                                                        
訟法可用以指導法院及當事人應採行之各種訴訟行為及其步驟，即用以作為

指導各相關訴訟關係人決定其下一步可採行之訴訟行為為何？故具有「前瞻

性質」；反之，民事訴訟法規作為「評價規範」，並非用以指導各相關訴訟

關係人下一步可採行之訴訟行為，而是於某一訴訟行為完成後，用以事後評

價該行為可能發生之法律效果，而具有「回顧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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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之「當前有效法規中」，決定其擬作為行為規範之法規（包括

實體與程序法規）。亦即，此一階段之事實與法律狀態，存在一種

相互指涉參照之現象，實際上並不發生應如何決定「事實與法律狀

態之判斷基準時」之問題。 
行為規範性質之聲明不服事件：行政續審事件 
在聲明不服事件中，作成聲明不服決定前之事實群與其指涉法

規之關係，與前述基礎事件所指涉事實與法律狀態之關係不同，

因其具有對「第一次（原始）決定（或不作為）」不服之性質，故

在聲明不服事件處理過程中，用以指導事件關係人從事各種事實、

證據之蒐集、整理、判斷，以及各種聲明或陳述行為者，除聲明不

服程序法規（如訴願法）外，主要為據以作成行政第一次決定之根

據法規及其關聯法規，聲明不服關係人（如訴願人）其他據以主張

應適用之法規（主要於主張行政第一次決定有適用法規錯誤或消極

不適用法規情形），以及在此一階段中，因相關事證資料之進一步

完整或變動，而指涉之其他可能適用法規（包括在此一階段發生變

動後之關係法規）。簡言之，其較諸前述基礎事件所涉及法規係

處於浮動狀態者不同，基本上已因行政第一次決定之作成，而呈現

相當程度穩定之狀態。 
行為規範性質之公法上爭議：行政訴訟事件 
類似於上述行為規範性質之聲明不服事件，在行政訴訟事件

中，作成裁判前之事實群與其指涉法規之關係，具有對「第一次決

定（或不作為）」或「聲明不服決定（或不作為）」不服之性質，

故在訴訟審理程序中，用以指導法院與訴訟當事人從事各種事實、

證據之蒐集、整理、判斷，以及各種聲明或陳述行為者，除行政訴

訟法及其相關規定外，主要為據以作成第一次決定之根據法規及其

關聯法規，曾作為指導聲明不服程序關係人蒐集事實證據等資料之

法規，聲明不服決定根據法規及其關聯法規，法院與訴訟當事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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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據以主張應適用之法規，以及在此一階段中，因相關事證資料之

進一步完整或變動，而指涉之其他可能適用法規。 
評價規範性質事件 
此類事件，指管轄機關針對前開「行政基礎事件」、「行政續

審事件」或「行政訴訟事件」，依據一定之標準（即「行政決定基

準時」或「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選定應納入考量之事實與應適

用之法規（評價規範）後，經由法律適用三段論之涵攝過程操作，

據以作成行政決定或裁判後所形塑之事件。此又包括： 
評價規範性質之行政事件：基礎具體事件（行政程序標的）

之行政決定基準時 
對於行政基礎事件，行政機關應如何認定事實與適用法規，由

於屬於第一次之認事用法，除個別法規別有指示（如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十八條、行政罰法第五條）外，原則可適用法源論中關於法規

之時間效力範圍及法規適用原則處理即可；此一據以判斷應納入考

量之事實與法律狀態之基準時點，可稱為「行政決定基準時」。亦

即，事實之範圍，原則以該程序終結時所取得之基礎事件事實為其

範圍；關於該事實所應適用之法規，於不發生法規競合情形，則以

該事實發生當時有效之法規中，其「法規構成要件所抽象指涉之事

實」與「該基礎事件所涉及事實群」最符合者（構成要件該當性程

度），為其所應適用之法規；於發生法規競合或有新舊法規變動情

形，則除各該法規本身另有指示外，通常經由適用「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原則」、「後法優於前法原則」、「法規不溯及既往原則」、

「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等法規適用原則處理即可。 
在此一情形，由於行政事件第一次被公的權威機關，以決定方

式作成正式判斷，所以，原來仍屬不明確或抽象存在的行政法律關

係，至此成為明確或具體存在的行政法律關係。此一情形，在該決

定係以行政處分方式作成情形，該行政處分除具有終結行政程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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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外，亦因其具體化行政法律關係之功能，而使關係人得經由處

分內容，判斷其所指涉之事實範圍與法規（資訊貯藏功能）8，進

而決定其行為效力之主、客觀範圍之作用；此點，在早期因行政處

分扮演判斷人民提交行政法院審理之公法上爭議是否具有爭訟性之

關鍵概念，更導致「處分所在即救濟所在」之現象。由於此種經由

行政決定所形塑之事件，因其第一次明確或具體化行政法律關係，

可稱為「具體事件」，又因此一具體事件原則構成貫穿連結整體行

政過程（包含執行過程）及後續行政救濟過程之基礎事實群，故於

此稱為「基礎具體事件」。 
評價規範性質之聲明不服事件：續審具體事件（先行程序標

的或訴願標的）之行政第二次裁決或訴願決定基準時 
於第一次行政決定作成或發生行政不作為後，人民對該行政決

定（或行政不作為）聲明不服者，此時事件受理機關應依一定標準

（如訴願決定基準時理論），就前開關於「行政續審事件」之說明

所取得事實與法律狀態中，選別應納入考量之事實與法律狀態，並

據此作成行政第二次裁決或訴願決定；此一據以判斷事件所應納入

考量之事實與法律狀態之基準時點，可稱「行政第二次裁決或訴願

決定基準時」。此一情形，關於「行政第二次裁決或訴願決定基準

時」之判斷，除應據以作成行政第一次決定之根據法規別有規定

外，如前所述，原則因論者對處理此一聲明不服事件之程序機制性

質理解之差異，而有不同。亦即： 
聲明不服程序屬於申訴、復查、異議等訴願前之先行程序性

質者，一般認為其係接續於行政第一次決定程序之程序，屬行政程

                                                   
8 關於行政處分作為型式化行政行為之功能，參閱林明鏘，論型式化之行政行

為與未型式化之行政行為，載：當代公法理論——翁岳生六秩誕辰祝壽論文

集，頁347以下，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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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性質，故於行政第一次決定後，發生事實或法律狀態有變動時，

關於其應如何處理之問題，即主張此第二次裁決基準，原則比照前

開「行政決定基準時」判斷即可。 
關於訴願或相當於訴願程序之性質，論者間存有爭議，其主

張屬行政程序性質者，故於行政第一次決定或第二次裁決後，發生

事實或法律狀態有變動時，關於其應如何處理之問題，即主張除各

該訴願法規別有規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外，其「訴願決定基

準時」，仍比照「行政決定基準時」判斷即可；反之，其主張非屬

行政程序性質而屬行政爭訟性質者，其情形則又不同，而發生類似

於本文所述應如何判斷「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難題，即存有所

謂特別之「訴願決定基準時」之判斷9問題。 
評價規範性質之公法上爭議：具體行政訴訟事件（訴訟標

的） 
於第一次決定或聲明不服決定作成或發生行政不作為後，人民

對該決定或不作為提起行政訴訟者，此時，受訴法院應依一定之標

準，就前開關於「行為規範性質之公法上爭議（行政訴訟事件）」

之說明所取得之事實與法律狀態中，選別應納入考量之事實與法律

狀態，並據此作成裁判。此一據以判斷事件所應納入考量之事實與

法律狀態之基準時點，即為本文討論主題之「行政訴訟裁判基準

時」問題。關於此一「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應如何判斷，學說有

不同見解，此留待後述。 
小 結 

綜上所述，上開自行為規範與評價規範觀點對事件所為分類，

                                                   
9 關於「訴願決定基準時」之判斷問題，非本文所擬處理，最近之文獻可參照

李建良，同註2，頁914以下，以及林三欽，訴願案件之違法判斷基準時，同

註2，頁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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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下列特質： 
此種將各種事件所應適用之基準時理論，自其作為指導事件

關係人從事事實與法律狀態等資料蒐集活動時之行為準則（行為規

範），與自其作為指導事件處理（審判）機關作成行政決定或裁判

時，決定就其所蒐集資料中，應將何種事實與法律狀態予以納入斟

酌之準則（評價規範），雖然二者在理論上通常一致，但在實際實

踐上，因事件關係人在最終作成決定（或裁判）前，其利害狀況未

必一致或存有衝突，各事件關係人為影響將來作成決定（或裁判）

之內容，除參考作為評價規範之基準時理論外，往往傾向選擇對其

有利部分，從事各種事實與法律狀態蒐集活動。而使事實與法律狀

態蒐集過程中，所取得事實與法律狀態之種類與範圍，與將來實際

於作成行政決定（或裁判）所納入斟酌之事實與法律狀態，即呈現

不一致現象。 
因此，為避免或減少發生前述不一致現象，如同「客觀舉證

責任理論」影響實際訴訟過程中之事實證據蒐集活動般，理論上，

關於「行政決定或裁判基準時理論」宜儘量簡單明確，使具有預測

可能性及可操作性。如此，始能避免於整體行政過程或訴訟過程

中，出現事實與法律狀態在蒐集階段與適用階段，二者不一致現

象，並能減省程序資源達成程序（訴訟）經濟目的。 

二、事實與法律狀態變動之灰色領域 

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其問題在於行政第一次決定或聲明不服

決定作成（或發生不作為情形）後，至行政訴訟程序終結時（通常

為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其間如發生事實或法律狀態有變更情形

者，究應以「哪一時點下之事實與法律狀態」，作為該事件之其裁

判基準時之問題。因此，此一問題之討論，係以預設「事實」與

「法規」二者能明確區別為前提。對此，於理論上應如何區別事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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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律狀態？涉及法哲學之根本問題，此非本文所欲處理；然於實

踐上，存有若干判斷困難之事實或法律狀態變動之灰色領域。茲說

明如下： 

事實與事實評價 

事實屬於經驗概念，得經由證據方法認知，事實係屬客觀的存

在與否之應然問題；一項已完結之事實，因該事實所形成之事實狀

態，雖可能因其後新事實或法律狀態之發生而改變，但「事實之存

在本身」，並不因時間之經過，而發生改變。反之，事實是否該當

於法律構成要件，則屬評價問題；對同一事實之評價，除可能因人

不同外，亦可能因時間之經過而異，不發生因事實變更所生裁判基

準時之判斷問題。因此，於判斷事實有無變更時，應與事實評價問

題予以區分，對同一事實前後作出不同評價，並非事實有變更。換

言之，處分中對處分時存在之事實所為評價（例如依當時之鑑定意

見所為判斷），縱使其後於行政訴訟裁判中對之作成不同評價（例

如另依不同鑑定意見重為判斷），亦非適用新事實。 
關於上開「事實」與「事實評價」問題之區別，通常並不發生

問題，惟實務上亦非無誤會之例，即認為「商標近似與否為一客觀

之事實狀態，不因時間經過而變成不近似」10。因此，關於「用以

                                                   
10 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157號判決謂：查商標評定案件應適用註冊時之

規定，商標法施行細則第40條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商標圖樣相同或近似於他

人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商標者，不得申請註冊，為系爭商標註冊時商

標法第37條第1項第12款所明定。本件評定係就系爭商標註冊時有無當時商標

法第37條第1項第12款所規定情事為判斷，而法律適用係針對具體事實之有

無，則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是否構成近似，原則上自亦應依註冊當時之

事實來認定。再者，所謂撤銷訴訟裁判基準時，係於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

後，法律或事實發生變動情形下，始有討論之餘地，而商標近似與否為一客

觀之事實狀態，果原來為近似之商標，原則上不會因時間之經過而變成不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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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應適用之法令、認定處分之要件之基準時問題」與「在認定

（處分）要件等問題上，法官為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時所能使用之

判斷材料，即其能納入斟酌法律的、事實的情事之範圍之問題」二

者，即有區別必要11。例如12，僅在使「從前的法意明確之確認

規定」或「明確其基準」等情形，因其並未修正向來規定之內容，

自得依修正後規定判斷修正前之處分之合法性13；在性格評估中

所為追補理由等情形，雖屬處分後之事實，如屬對判斷處分當時之

情事有價值之資料，自得作為認定處分合法性之基準14；即其原則

屬事實評價問題，無關事實與法律狀態變更之基準時問題。 

事實與事實評價標準 

如上所述，雖類似事實評價問題，但因其評價標準非作成決定

當時所能預見，或其評價標準不斷因科學技術進步等因素而改變情

形，似又可能發生「類似裁判基準時問題」之爭議。亦即： 
在涉及高度科學技術性判斷事項，且具有高度政策性、未來風

險管控取向之例如核能訴訟15、生物科技訴訟等現代型訴訟之審理

問題上，主管機關於決定是否給予例如核能設施之設置許可時，為

判斷該設施之安全性（不確定法律概念），通常先自行擬定包括高

度專門工學、技術知識之「行政基準16」，並依該行政基準，經由

                                                                                                                        
似，亦即近似與否之事實本身通常無變動之可能。 

11 多賀谷一照「違法判斷の基準時」『行政判例百選Ⅱ〔第5版〕』別冊ジュリ

スト182號411頁（2006年6月）。 
12 同前註，411頁。 
13 仙台高判昭和27‧5‧12行集3卷4號698頁。 
14 最判昭和35‧12‧20民集14卷14號3103頁。 
15 關於此類訴訟，日本曾大量發生，即所謂「原發訴訟」，相關實務案例之整

理，可參照高橋滋『先端技術の行政法理』146頁以下（1998年）。 
16 此一行政基準，相當於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款之解釋法令、認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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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領域專家組成之委員會或審議會調查審查所得結果之基礎上，認

為該設施符合一定程度之嚴格安全標準並在對未來風險作合理判斷

後，始核發設置許可。對此類訴訟之審理中，與本文討論之行政訴

訟裁判基準時者，日本最高法院於伊方原發訴訟17（附近居民所提

之核能設施設置許可撤銷訴訟）中，關於該核能設施之安全性審查

問題，認為應以「現在之科學技術水準」判斷其安全性；亦即以處

分當時之科學技術水準被認為安全之核能設施，如依其後科學技術

所得知識審查，如認為其所依據之具體審查基準（即前開行政基

準）及其調查審議與判斷過程，存有不合理性，或其調查審議及判

斷過程存有難以忽視之缺失時，原處分即存有違法之瑕疵。對此，

論者有認為本件日本最高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係明確採

判決時說者18，惟論者一般持反對或保留態度19。然應注意者，上

                                                                                                                        
及行使裁量權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關於日本行政基準之概略說明，參

照大橋洋一『行政法』281頁以下、尤其290頁以下（2001年））。 
17 最高裁平成4年10月29日第一小法庭判決（民集46卷7號1174頁）。又有關本

件訴訟之介紹，山下義昭「專門技術的判斷と裁判所の審查」『行政判例百

選Ⅰ〔第5版〕』150頁以下（2006年）。 
18 首藤重幸「もんじゅ原發行政訴訟控訴審判決」法學教室271號47頁以下，尤

其49頁參照（2003年）。類似傾向認為屬裁判基準時問題者，室井力、芝池

義一、浜川清編著『行政事件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第2版〕』361頁（山下

龍一執筆）（2006年）。 
19 多賀谷一照，同註11，頁411；高橋滋，同註15，頁185；高橋滋「科學技術

裁判における無效確認訴訟の意義」原田尚彥先生古稀記念『法治國家と行

政訴訟』329頁（2004年）；但高木光『技術基準と行政手続』23頁以下

（1995年）；高木光「技術基準の策定手続」『行政立法程序』92頁（1998
年）；高木光『行政訴訟論』376頁（2005年），則另主張可自科學技術基準

合理性觀點主張法院仍應予以適度審查（科學裁判）。塩野宏『行政法Ⅱ行

政救濟法〔第4版〕』182頁（2005年），似持保留態度，其認為其雖非事實

變更問題，且與向來討論之違法判斷基準時異其前提，但仍應當作司法審查

過程中客觀條件變動之事例，而有必要予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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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日本學說實務理論係在其修正前之（舊）行政訴訟事件法規定下

所提出，而當時主要訴訟類型為撤銷訴訟與處分無效確認訴訟，通

常不允許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或禁止訴訟（指禁止作成一定內容行政

處分之訴訟）；因此，在其新修正行政訴訟事件法（二○○四年修

正，二○○五年四月一日施行）增列課予義務訴訟與禁止訴訟後，

將來其學說理論如何發展，恐仍有待觀察。惟本文以為，鑑於此類

案件有以下特性，解釋上似乎可認為此類法規容許（主管機關或法

院）將來於一定合理期間內，納入將來科學技術發展所得知識經

驗，對於先前決定應否廢止或變更問題，進行審查： 
就外觀而言，事實或法律狀態均未發生變動20，但就用以解

釋法令及對事實進行評價（即涵攝活動）所依據之行政基準（類似

於從事自由心證活動時所應遵循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發生變

動。 
此一行政基準及公行政據此所為判斷，涉及高度專門與科學

技術性，且帶有將來風險預測性質。多數情形，作成判斷所須專業

科學技術知識與資訊，多存於公行政或其所組成之委員會或審議

會。 
此類事件多涉及對第三人影響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有

重大影響，並往往高度影響經濟發展。 
此類事件除行政相對人外，涉及大量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且

所涉及第三人之範圍具有擴散性。 

                                                   
20 關於是否發生法規變動問題，本文持若干保留態度，蓋此類帶有將來風險預

測性質之法規其規定之安全性要件而言，將來法院在審查此一事件時，解釋

上是否可能納入在合理期間內，科學技術發展之知識經驗為其判斷標準，似

乎有待進一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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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與作為要件事實之事實關係21 

個別法律所規定之構成要件事實，可能為單純之經驗事實，亦

可能為經法的評價後所形成之「事實關係」。此一事實關係，可 
能為一單純之法評價（如公告地價、自用住宅、農地、兵役體 
位）22、可能為一法律行為（如行政處分、買賣契約、拍賣行

為）、可能為某一法律關係（如應收帳款、婚姻關係）、或某一具

有特定法律效果之事實（如繼承），此類作為某一法規構成要件事

實之事實關係，因其法規非以該「事實本身」，而係以「該事實所

表現之法律評價」作為其構成要件，因此，如該作為法律構成要件

之法律評價，因事後之事實變更（如嗣後變更公告地價、改變兵役

體位之判定、處分被撤銷、買賣契約自始或因解除而無效、離婚

等），影響其法律評價時，即發生此一事後變更之事實關係，是否

連帶使原作為構成要件事實之事實關係之「存在」變成「不存

在」，並進而影響依據變更前事實關係作成決定（原決定）之法律

效果之問題。以租稅案件為例，關於租稅債務關係（請求權）之成

立，通說23認為因課稅要件實現而成立，不待稽徵機關之核定。因

此，原來因買賣房屋所為房屋稅核課處分，是否因事後發生之買賣

契約無效事由而受影響？又如，A註冊商標因其與B註冊商標近似

而遭主管機關評定撤銷其註冊後，該據以評定之B註冊商標經商標

                                                   
21 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51，稱此種「作

為要件事實之法律關係之變更」為「溯及生效之事實關係變更」（稅法領域）。 
22 此一情形，與前述關於「事實評價」之說明，不易判斷，還請留意。亦即，

以公告地價為例，認為對某筆土地進行評價所得之公告地價有所爭執，屬於

對事實評價之爭執，因該土地前次公告地價已因其後另一公告地價所變更所

生爭執，則屬本項討論之主題。 
23 陳敏，租稅債務關係之成立，政大法學評論，39期，頁369、380以下，1989

年6月；黃茂榮，稅捐的構成要件，經社法制論叢，6期，頁40，199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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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另案處分廢止其商標專用權確定，則原撤銷A註冊商標之

行為，其效力是否因而受影響24？ 
上開作為構成要件事實之事實關係，因事後變更之事實或法律

狀態而影響其法律評價之問題，與單純事實之變動不同。單純事實

之變動，其變動後之事實與原來之事實二者，通常有一明確識別標

準（如均屬個別獨立之完結事實），且該事後變動之事實，通常並

不影響前曾客觀存在之事實；再者，原決定機關於作成決定時，通

常因該據以決定之事實已完結或可明確識別其結束時點，故一般並

不期待（要求）原決定機關於作成決定時，即應考量將來發生變動

之可能性，且其變動通常亦難以預期。反之，於「事實關係」之變

動，則有不同。亦即，變動前之事實關係與變動後之事實關係，通

常具有連續性或二者存有緊密之關聯性；因此，事後變動之事實關

係，往往影響「變動前事實關係」於決定時是否存在之判斷，或將

使該決定事後成為無可維持，且此一事實關係之變動，通常為原決

                                                   
24 2003年12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92年12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謂：行

政訴訟法第4條之撤銷訴訟，旨在撤銷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藉以排除其

對人民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所造成之損害。而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後，

其所根據之事實發生變更，因非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事實認定錯誤，行

政法院不得據此認該處分有違法之瑕疵而予撤銷。本件A註冊商標經商標主管

機關評定無效（註：新法改為評決成立撤銷其註冊）後，在訴訟中，據以評

定之B註冊商標，經商標主管機關另案處分撤銷（註：新法改為廢止）其商標

專用權確定在案。行政法院審理本案時，應以商標主管機關評定A商標註冊時

之事實狀態，為其裁判之基礎，無庸審酌據以評定之B註冊商標之專用權事後

已被撤銷（註：新法改為廢止）之事實。至本院57年判字第95號判例：「商

標核准註冊以前，尚屬準備註冊之程序，必自註冊之日始取得商標專用權。

申請註冊之商標，在註冊程序未終結前，法律或事實有所變更時，主管機關

應依變更後之法律或事實處理」之見解，與本案甲係對於評定之評決不服，

請求撤銷商標主管機關評定A註冊商標無效（註：新法改為評決成立撤銷其註

冊）之處分有別，不生牴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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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機關可能預見，甚至可期待其於決定前即預作考量。 
綜上所述，於檢討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問題時，其中關於事

實之變動問題，因事實關係事後變動，容易影響變動前已作成行政

行為之效力或影響前已成立之法律關係，故此類事實關係變動問

題，在實務處理案件上，究竟應否納入考量，乃成最為棘手之問

題。 

法規與法規解釋問題 

類似於前開法規解釋之問題，我國關於解釋性行政規則（釋

示）之變更問題，是否屬於事實或法律狀態變更問題，曾引發討

論。亦即，於主管機關就法規所為之行政釋示（針對通案之解釋性

行政規則或針對個案之行政函釋）有所變更，導致前後函釋不一

時，司法院大法官針對租稅領域中財政部函釋變更問題，曾作成釋

字第二八七號解釋，謂：「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

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惟在後之釋

示如與在前之釋示不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示

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行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確有違法之

情形外，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應不受後釋示之影響。」依上開

解釋，大法官似認為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釋示之變更，並非法

規變更，僅為法規原意之闡明。因此，系爭案件尚未確定者，自應

適用新釋示，惟案件如已確定者，基於法安定性之考量，仍不受影

響。但吳庚大法官以為其仍屬「法規變更」，而有如下評釋，亦

即：「大法官對於行政釋示變更時之法規適用基準時問題，傾向採

依行政處分是否確定或是否執行完畢為準，目前在稅法領域有其適

用，若擴而大之廣被引用，將取代先前以原處分發布時之法律狀態

為基準的原則，而成為以行政法院判決時（或言詞辯論終結時）之

法律狀態為基準。但應注意者，此類法令變更之結果須對原告（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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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義務人）有利始有適用餘地，蓋行政爭訟禁止不利益變更   
也。25」又本號解釋原係為審查財政部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一項

函釋所作成，而相關問題於一九九六年修正稅捐稽徵法時，已經由

增列第一條之一26之方式，予以立法解決。因此，本號解釋之適用

範圍能否擴張於其他行政領域，似有進一步檢討餘地。 
亦即，本文以為，行政函釋之變更，除前開稅捐稽徵法第一條

之一法律別有規定情形外，應屬主管機關法律見解之正式變更，僅

具有內部效力，通常並無拘束受訴法院或外部人民之效力。至於，

新函釋下達或發布後，應如何處理已依舊釋示作成之行政處分問

題，原則依現行法關於行政處分廢棄相關規定處理即可。蓋依現行

法制，行政處分之廢棄，無論該處分是否合法，其撤銷或廢止均應

考量依法行政原則、法安定性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等一般法律原

則，就具體個案為妥適衡量後始能決定。其中，於行政處分之「職

權廢棄」問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一七條以下規定27，已明定其處

理方式；於已確定行政處分之「申請廢棄或變更」問題，亦有同法

第一二八條規定28可資適用，似無再援用上開大法官解釋之必要。

                                                   
25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212頁以下參照，2005年10月修訂3版。 
26 本條規定：財政部依本法或稅法所發布之解釋函令，對於據以申請之案件發

生效力。但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之。 
27 例如：第117條本文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

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第122條規定：非授

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但廢

止後仍應為同一內容之處分或依法不得廢止者，不在此限。第123條規定：授

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

全部或一部之廢止：一、法規准許廢止者。二、原處分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

廢止權者。三、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者。四、行政處分

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

五、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者。 
28 第128條規定：「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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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關於變更後之行政函釋能否適用於變更前已作成之處分問

題，理論上似宜依上開方式處理，似無必然適用較有利之後釋示之

理。 

參、判斷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考量因素 

學者於論述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考量因素時，無論其主張為

何，通常係因其對下列問題所持態度之差異，而有不同。此類造成

學說見解差異之因素，約可整理如下： 

一、法律明文或可推知立法意旨之尊重 

關於現行法律如有規定「適用該法時其事實與法律狀態之基準

時」，且此一規定同時亦指涉「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者，行政

法院應即依其規定，「確定」其「審理之對象及範圍」。關於此一

問題，論者認為下列現行法之一般原則或其個別規定，得作為判斷

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問題時之考量因素。 

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 

於個別法律無明文規定「適用該法時其事實與法律狀態之基準

時」情形，論者一般認為法源論中涉及法規競合時之選法標準者，

                                                                                                                        
者，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但相對人

或利害關係人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不

在此限：一、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

或利害關係人之變更者。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

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三、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

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三個月內為

之；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

間經過後已逾五年者，不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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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法規不溯及既往原則、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後法優於前法

原則、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等，因其就某一事件之處理，具有指

示應適用何種法律之作用，故就此而論，上開一般原則「似」可作

為判斷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考量因素。我國學者多亦採相同看

法，例如： 
有認為29：「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之提出，係為處理當

某一案件進入「行政爭訟程序後」，相關法令有所變更時，判斷該

案件究應適用新法或舊法的問題。依據該原則，若所變更的法令與

該案件「系爭行政行為合法性」有關（即「實體」規定），原則上

應以行政行為作成時之有效法令為準；反之，若所變更之法令係

「與本案之爭訟程序有關者」（即「程序」規定），原則上應適用

變動後之新法。 
又有認為30：「在撤銷訴訟，行政處分是否合法之判斷，以及

在其他種類之訴訟，原告之公法上請求權是否存在，首先均應依實

體法之特別規定，決定原則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接著 （氏在

「實體從舊、程序從新之原則」項下） 關於實體從舊原則，其認

                                                   
29 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52。 
30 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39。惟應注意

者，氏在同文頁3曾明白指出：「有關（行政訴訟之——此為本文加註）事實

及法律狀態之基準時，與行政法院應適用之法規之基準時不盡相同，應先予

釐清。行政法院裁判上應適用之法規問題，乃是涉及實體法上問題，而非訴

訟法層面之問題。亦即（按以下為陳清秀教授引註陳淑芳，同註2，頁70之論

述為其說明）當行政處分作成之後，其所依據之事實或法規事後發生變更，

此種變更是否會影響到原先所作成之行政處分的合法性，以及為保護當事人

之權益，行政機關是否有廢棄原行政處分之義務，此乃實體法上之問題，且

為實體法上法律適用之問題」。因此，本文此處所引陳清秀教授之說明，究

其真意係在說明「事實及法律狀態之基準時」？抑或「裁判上應適用之法規

之基準時」？本文觀察前後論述，仍未清楚，還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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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實體法律沒有特別規定的情形，一般法律適用原則乃是法律

不溯及既往原則，亦即人民在實體法上之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原

則上應以『行為時』法為準，行為後法律有修正變更者，除法律有

特別規定追溯既往外，應不適用新法規」。其後關於程序從新原

則，則認為「至於行政程序規定，行政機關原則上應適用處理程序

進行時有效之法規，此即程序從新原則」。 
除上開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外，亦有認為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

則亦可適用於作為判斷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問題之實體法上之考量

因素。謂31：行政處分作成後，若其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變更，

而行政處分規制內容的繼續維持與執行對於當事人而言顯然過苛、

不合理、無期待可能性，或違反誠信原則、比例原則，或限制人民

之基本權利過當時，則應認該處分已事後違法，行政機關有廢棄該

處分之義務，此種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的變更，法院在裁判

時應加以考量32。 
關於上開以法源論中涉及法規競合時之選法標準（法律適用之

一般原則），作為判斷裁判基準時之論點，本文以為似有進一步商

榷餘地。亦即，上開學者論述實際上隱藏有一「預設前提」，即其

有意無意已預設以某一時點為其裁判基準時之後，再針對發生於該

時點前之事實或法律狀態變動問題，依據前開選法標準，決定其應

適用之事實與法律。反面而言，如採處分時說為其裁判基準時，則

就發生於處分後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之變動，本無納入考量必要，更

無針對「處分前之事實或法律狀態」與「處分後之事實與法律狀

                                                   
31 陳淑芳，同註2，頁71以下。 
32 陳淑芳，同註2，頁72，並舉下例說明，即：將被驅逐出境的處分相對人，於

被驅逐的前夕得了重病，立即離境顯有生命的危險。……如果警察仍不廢止

原處分，則可認為該處分已事後違法，而得由法院在撤銷訴訟中撤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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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適用前開選法標準之餘地。此點，前開通說論述似有循環論

證，容易造成治絲益棼之困擾。 

個別法律規定之法律適用基準時 

如個別法律對於「適用該法時其事實與法律適用之基準時」，

有明文規定，或「自該法律整體規範意旨或規範對象特質可知其法

適用基準時」者，通說實務咸認可作為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此

類規定頗多，且通常係針對特定行政領域之特質33所設規定，茲舉

例說明如下： 
行政罰領域 

於行政罰領域，基於「處罰法定原則」，行為時法律不予處罰

者，不因嗣後法律變更而成為應予處罰；行為時法律雖有處罰規

定，但行為後法律已不處罰者，除另有特別規定外，因處罰目的已

消滅，原則亦不再處罰34。此類規定，例如： 

                                                   
33 亦即，個別法律因考量其擬規範「行政領域之特質」，即存於各該領域之制

度目的與指導該行政領域之法律原則（如處罰法定原則、租稅法律原則等）

本有差異，故對裁判基準時之影響亦有不同。一般而言，於干涉行政領域，

基於依法行政原則，強調行政干涉行為「自始」應有法律基礎；因此，自應

以行為時或處分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準。此一干涉行為如自始欠缺法律基

礎，原則不因嗣後事實或法律變更而成為合法；反之，如該干涉行為自始合

法，但嗣後因事實或法律變更而無可維持時，亦應予以廢棄。反之，於給付

行政領域情形則有不同，其強調行政對人民生活照料義務之「履行」，因此

自始雖無給付義務，但嗣後因事實或法律狀態發生變更而有給付義務者，即

應提供給付；反之，自始如有給付義務，嗣後雖因事實或法律狀態發生變更

而無給付義務者，雖可終止給付，但已發生之給付義務，並不因而消滅。基

於相同理由，其他例如於社會保險或社會救助法領域、公務員人事法制領

域、教育法領域、醫藥衛生法領域、建築法或都市計畫法領域、環境保護法

領域等，亦可能因其制度目的與所應適用該領域之特殊法律原則之差異，而

影響其裁判基準時之認定，此不再論述。 
34 按行政罰法於立法過程中，其草案原於第5條設有第2項，規定：「法律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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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第四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

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第五條規定：「行為

後」法律或自制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

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

「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三條規定：行為後本法有變更者，適用

「裁處時」之規定。但裁處前之規定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

於行為人之規定。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規定：納稅義務人違反本法或稅

法之規定，適用「裁處時」之法律，但裁處前之法律有利於納稅義

務人者，適用「最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法律35。 

                                                                                                                        
治條例定有施行期間，因期間屆滿而失效者，對於有效施行期間內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之行為，仍適用之」，即採「限時法」設計。惟其後該草案規定於

立法院審查時被刪除，而僅保留同條第1項之從新從輕原則，但因該條立法理

由二、謂：「按法律或自治條例所定之行政罰具有行政作用上之目的，故定

有施行期間之限時法，與一般法律或自治條例之廢止或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

例有變更而不予處罰之情形有別，仍宜為不同之處理」，仍維持草案採限時

法設計之說明。因此，關於現行行政罰法是否仍採「限時法」設計，理論上

遂有爭議（林錫堯，行政罰法，頁71以下，2005年8月，似傾向採肯定見

解）。 
35 例如：臺中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448號判決謂：所謂「適用裁處時之

法律」，指依該法或稅法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

核處時之法律，此法律之變更除罰鍰金額或倍數變更外，尚包括構成要件之

變更，如修正後之規定已不構成違規行為者，即不得處罰，始符從新從輕原

則之真意。又所稱之「裁處」，包括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之決定或判

決。故該法條公布生效時仍在復查、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中，尚未裁罰

確定之案件，均有該條之適用。查臺灣因自87年度起實施兩稅合一制度，故

所得稅法第88條於86年12月30日經公布修正為分配予國內股東之股利免予扣

繳，則公司發放股利予國內股東於上開所得稅法修正後已無扣繳之義務，縱

本件未扣繳之行為係發生於上開所得稅法修正之前，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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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法領域 
於租稅法領域，強調「租稅法律主義」與「租稅公平原則」。

因此，通常情形，應以「租稅事實發生時之法律」，為其應適用之

法律，其後發生之應稅事實或法律變更，無論有利於人民與否，原

則均不予考慮36。例如：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六四六號

判決即謂：撤銷之訴判斷行政處分合法性之基準時，於課稅處分，

原則上（除有例外規定）係以課稅事實發生時之法律或事實狀態為

判斷核課處分合法性之基準。在行政訴訟或訴願中其狀態變更固不

必予以斟酌，即課稅事實發生至原處分或復查決定作成之前，法律

或事實有所變更亦不影響處分或決定之合法性。 
同理，發生於法律生效期間內之應稅事實或免稅等稅捐優惠事

實，其因此所負納稅義務或取得租稅優惠之權利，除法律基於特殊

政策目的另有規定者37外，原則亦不受其後法律變更之影響。例

                                                                                                                        
規定，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既應適用裁處時之法律，而因裁處時扣繳

義務人已無扣繳義務，自不符合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自不能復依該法第114
條第1款規定予以處罰。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303號判決謂：所謂從

新從輕原則，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3規定，應僅適用於罰鍰金額或其他行政

罰之重新核定，而不適用以重新核課遺產稅稅額，此觀該條明定「納稅義務

人違反本法或稅法之規定」（租稅負擔之核定，無此問題），作為適用該法

條之前提要件，以及立法理由敘明：「……行政法上的『實體從舊』原則，

其目的是要確定法律關係，……所以納稅義務人對於租稅負擔，不能用『從

新從輕』原則」自能明瞭。 
36 同旨，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43以下參

照。對此，氏於同文（頁43）更基於租稅實體法領域之此一特質，進一步認

為：「因此，關於上述裁判基準時之問題，僅例外的產生問題。換言之，根

據稅捐『實體法』，一般仍以課稅要件已經被實現之期間或時點之事實上及

法律上狀態為基準。因此，於此情形，在訴訟法觀點下所生裁判基準時之問

題，通常並不存在」。 
37 例如：1989年5月26日大法官釋字第241號解釋理由書謂：國家因興辦公共事

業之需要，得依法徵收私有土地，惟對於為公益而犧牲其權利之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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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五號解釋理由書謂：憲

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固係指人民有依據法律

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

義務之意，然課人民以繳納租稅之法律，於適用時，該法律所定之

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聯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

衡，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38。……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

                                                                                                                        
人，除給予地價補償及其他補償費外，並斟酌情形給予相當之租稅優惠，以

符公平原則。土地稅法第39條第1項及平均地權條例第42條第1項均規定：

「被徵收之土地，其土地增值稅一律減徵百分之四十。但在……1973年9月6
日都市計畫法修正公布前，經編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並已規定地價，且在

該次都市計畫法修正公布後未曾移轉者，其土地增值稅減百分之七十」，即

係本於上述意旨。土地被徵收者，其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通常係以被徵

收時之公告土地現值，減去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準，其經過繼承之

土地，則以繼承開始時之公告土地現值作為前次移轉現值。又依上開法條規

定，被徵收土地之土地增值稅，一般減徵率為40%，其在……1973年9月6日都

市計畫法修正公布後，未曾移轉者，因經過時間較久，徵收時之公告土地現

值與原規定地價相差較大，特給予減徵70%之優惠；其在前開日期以後，有繼

承開始之事實者，屬於因繼承而移轉，依法已免徵土地增值稅，而徵收時之

公告土地現值與前次移轉現值，在一般情形相差較小，其稅負已獲減輕，故

應依一般減徵率計算土地增值稅，不適用減徵70%之規定。否則，反失其平。

財政部1977年7月25日臺財稅字第34819號函，認為繼承亦屬土地移轉方式之

一種，與財產權主體變更即為權利移轉之概念相符，其所稱：「在1973年9月
6日都市計畫法修正公布前經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並已規定地價；但在該法

修正公布後曾發生繼承移轉者，於被徵收時，不適用平均地權條例第42條第1
項但書規定」，即係基於前述旨趣，符合首揭法條之立法意旨，於租稅法律

主義及公平原則無違，並不牴觸憲法。 
38 本號解釋所謂「於適用時，該法律所定之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聯者，本於法

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衡，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依蘇俊雄大法

官於本號解釋所提協同意見書，謂：系爭之獎勵投資條例第89條明定施行期

間，其規範效力的存續，受有明確的期間限制，是典型的限時法。惟在獎勵

投資條例有效期間內經核准享有一定年限優惠之企業，而其年限於該法廢止

時未滿者，若依前述一般法律之效力原則認為該法將因法定有效期間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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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核准獎勵之外國公司，依同條例第十六條

第三項規定，其所設分公司之所得，於繳納營利事業所得後，將其

稅後盈餘給付總公司時，應按其給付額扣繳百分之二十所得稅，立

法意旨係因外國公司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既享受租稅減免之優惠，

則其稅後盈餘欲給付總公司時，自應負擔上述所得稅扣繳義務，否

則，外國公司即得以成立分公司之方式規避我國稅負。故二者係相

互關聯之規定，要不得割裂適用。茲前述獎勵投資條例雖於一九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施行期間屆滿而失效，惟在該條例施行期間內

核准之案件（五年或四年免稅），就該個案言，尚不因該條例施行

期間屆滿而失效，仍繼續適用該條例予以獎勵，俾保障投資人之權

益。是經核准獎勵投資之外國公司於獎勵投資條例適行期間屆滿

後，既仍得享受免稅優惠，其與此相關聯之總公司稅負，自應併依

同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扣繳所得稅，方符原立法意旨。 
智慧財產案件領域 

例如： 
（舊）商標法（以下同）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前項第十

二款、第十四款至第十六款及第十八款規定39之情形，以申請時為

                                                                                                                        
而失效，則立法者未能有效及時對此作出因應時，勢將產生一種法律真空的

狀態，亦即無有效的法律來界定相關的權義關係，並因此無法充分保障當事

人的既得權益。因此，基於上述法治國家信賴保護原則之考量，獎勵投資條

例雖已廢止，但於上述情形，仍有後續的規範效力，而為有效之法源。行政

院79經字第30463號函頒訂之獎勵投資條例實施期滿注意事項第6條規定，宣

示此述意旨，可資贊同。又獎勵投資條例之發生後續力，既係為避免法律真

空，以維繫特定案件中稅捐優惠制度的權利義務關係，自是法規整體均有發

生此項規範效力，而不得再割裂論斷。獎勵投資條例第16條第3項關於扣繳所

得稅之規定，亦是獎勵投資條例之稅捐優惠制度的構成部分，當然與該條例

之其他部分一併發生此項規範效力；解釋文所指的法規適用之整體性，應可

作此理解。 
39 本條第1項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註冊：……一二、相同或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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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論者即認為本項規定目的在於「將五種涉及第三人權益而不應

准予註冊的情形，其事實之認定基準設定在申請時」40或在「明定

商標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之判斷基準時」41。此外，關於評定商標註

冊應否撤銷之案件（評定案件） 42，依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原

則以「註冊公告時」為準，但雖依註冊公告時判斷，認為商標之註

冊有違法事由，但依同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於評決時其情形已不存

在者，經斟酌公益及當事人利益後，得為不成立之評決。因此，商

標法關於評定案件，似乎兼採「評決時」之事實狀態為準。惟關於

本法修正前已提出申請或提請評定，尚未評決之案件，同法第九十

一條另有過渡規定，除明定評定程序從新原則外，須依新舊法規定

均屬違法事由情形，始得撤銷其註冊。 
於專利案件情形，關於因舉發而撤銷發明專利權之審定案

件，依（舊）專利法（以下同）第六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舉發人補

提理由及證據，在舉發審定前提出者，專利專責機關仍應審酌之。

因此，學者對此類舉發案件，認為43「似應以舉發人於舉發審定時

                                                                                                                        
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

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

不在此限。……一四、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

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

他人商標存在者。但得該他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一五、有他人之

肖像或著名之姓名、藝名、筆名、字號者。但得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

限。一六、有著名之法人、商號或其他團體之名稱，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

之虞者。……一八、相同或近似於我國或與我國有相互承認保護商標之國家

或地區之酒類地理標示，而指定使用於酒類商品者。 
40 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53。 
41 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40。 
42 以下，整理自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

40以下。 
43 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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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已經提出之事實證據為準，即以舉發審定之行政處分時之事實狀

態為準」。實務亦採類似見解44，然於適用最近（二○○七年三月

二十八日）制定公布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之案件，因該法第三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

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提出之

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故至少關於提出新證據部

分，實務已改變其見解45，還請留意。 
人民聲請許可案件：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 
於個別法律並無規定情形，關於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

件」，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規定46，採「從新從優原則」。

本條所稱「處理程序」，行政法院判例向來認為係「主管機關處  
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之程序而言，並不包括行政救濟之程序在 

                                                   
44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888號判決謂：系爭專利是否有違反核准當時專利

法之情事而應撤銷其發明專利權，依法應由舉發人附具證據證明之，倘其證

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有違當時專利法之規定，自應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

是以逾舉發階段始行提出之證據，而又與原舉發證據無直接關聯者，即非法

院所得審究，此與行政訴訟法兼採職權調查主義之規定無關。另外，最高行

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927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250號判決，亦

同旨趣。 
45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專訴字第87號判決謂：按關於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

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理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

院仍應審酌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行

政訴訟階段所提之EXPRESS CARD規格書，既係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且

為關於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中，就同一撤銷理由提出之新證據，本院自應

審酌，合先敘明。 
46 本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

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

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向者，適用舊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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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47。亦即，係指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前之處理程序而言，包括

復查、異議、申訴等原處分機關內部自省程序。對於本條規定，論

者多認屬裁判基準時之規定48，但亦有持較模糊態度者49。然嚴格

                                                   
47 例如：行政法院62年判字第507號判例：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所稱「處

理程序」係指主管機關處理事件之程序而言，並不包括行政救濟之程序在

內，故主管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其處理程序終結之後，在行政救濟

程序進行中法規有變更者，仍應適用舊法。（本件案例事實：本件原告申請

「三友牌」商標之註冊，初次為被告官署核駁之日期為1972年3月6日，旋經

經濟部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命被告官署另為處分後，該官署再度核駁之日期

為1973年2月10日，而商標法施行細則係於1973年6月13日經經濟部修正公

布，時在被告官署處理本案終結之後，自應適用舊商標法施行細則之規

定）。行政法院72年判字第1651號判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所稱：

「處理程序」，係指主管機關處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之程序而言，並不包括

行政救濟之程序在內。故主管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其處理程序終結

後，在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法規有變更者，仍應適用實體從舊程序從新之原

則處理。（本件案例事實及判決理由：本件再審原告未經申請核准，擅自在

臺中港特定區之保護區內，興建鐵架房屋，作寺廟使用，經龍井鄉公所於

1979年4月14日及1979年12月6日二次通知補辦申請建築執照，皆逾期未辦，

再審原告雖曾二次申請補照，但係以工寮、倉庫名義為之而未獲准發照，再

審被告機關以其申請不合規定及逾期未補照，乃於1980年11月20日及1982年7
月26日適用行為時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第5條第2項之規定先後通知拆

除隊拆除，揆之首開說明，其適用法規顯無錯誤可言，亦不因行為後行政救

濟程序進行中其據以處理之行政法規亦即違章建築處理辦法有所修正而有不

同）。 
48 例如：吳庚，行政爭訟法論，同註6，頁266，惟其係在論述「形成判決基準

時」討論本條規定，還請留意。又陳敏，行政法總論，頁1479，2004年11月4
版，於論述「課予義務訴訟」之裁判基準時問題上，雖主張採「言詞辯論終

結時」為裁判基準時情形，因此主張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所謂「處理程

序」，應包括「訴訟程序」在內；惟其後氏在同書（頁1480）所舉案例中，

復又認為如依該條規定之從新從輕原則處理，又非合理。 
49 例如：林三欽，行政訴訟案件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463；林三欽，論行政

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49，均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置於

「『行政爭訟程序』與『行政程序』之區別」項下說明，而非置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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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本文以為，本條規定原係為「行政機關處理人民聲請案件」

而設，與「法院裁判基準時」問題並無直接關聯，然本條有助於法

院判斷受理機關對人民聲請案件所為處分，於「處理程序終結時」

之處分合法性判斷問題，故仍有留意必要。至於「處理程序終結

後」之處分合法性或人民系爭聲請許可案件應否准許問題，似非本

條所能處理。亦即，於判斷行政訴訟（尤其撤銷訴訟）裁判之基準

時問題上，如預設採「處分時說」者，則於系爭人民依法聲請案件

涉及法規變更問題時，即原則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規定之

「處理程序終結前之新法規或最有利法規」為其裁判基準時50。反

之，如預設採「言詞辯論終結時」說者，本條僅為判斷「處理程序

終結時之處分合法性」問題，於「訴訟程序終結前」之處分合法性

問題，以及原告有無請求撤銷或命被告作成系爭處分之權利，則屬

另一事，非本條適用範圍51。 

個別法律構成要件之時間因素 

個別法律於規定其構成要件事實時，如已自行規定或經由解釋

方式，可知係指某一時點或期間之構成要件事實者，關於該法規所

定構成要件事實有無變更之判斷，自以該時點或期間內所發生之事

實為準52。例如：申請期間、行政作業標準處理期間、行政調查或

                                                                                                                        
基準時』判定之基礎原則」項下說明。另於陳淑芳，同註2文中，則又似根本

未討論本條規定之性質，此是否因該文係在討論撤銷訴訟之裁判基準時所

致，則不得而知。 
50 同旨，林騰鷂，行政訴訟法，頁379參照，2005年10月修訂2版。另同註47所

引判例參照。 
51 另同註48關於陳敏教授之說明參照。 
52 以下主要參考，長屋文裕「違法判斷の基準時」『新‧裁判實務大系25卷行

政爭訟』254-273頁之說明（2004年）。惟同文256頁，謂：「法律未明確規定

其時的要素情形，通常行政處分係在認定判斷處分時之處分要件之具備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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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協力義務履行期間或失權期間53、居住期間、所得稅（週期

稅）發生期間、遺產稅或贈與稅之繼承事實發生時或贈與時、租稅

客體之使用或認定期間（如未作農業使用、自用住宅之認定、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指定）、核課期間54、經濟能力（如中低收入戶）判

斷基準時等，屬之。由於此類法規構成要件本身已預設其要件事 
實發生期間，故在該時點或期間外所生之事實變動，自不能納入考

慮55。 
其次，於行政處分之形式合法要件，涉及該處分是否由有管轄

權機關依一定程序所作成，故其程序合法要件是否具備，取決於該

程序終結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原則不受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

態之影響。亦即，在程序終結時存有程序瑕疵之行政決定（或處

分），除法律准許「補正」情形（行政程序法第一一四條）外，因 

                                                                                                                        
具備後所作成，因此，符合處分要件之事實，通常應限定在處分時前已發生

之事實。……因此，處分後發生之事實，即不應納入考慮。」上開說明，顯

然係立於處分時觀點所為結論，或僅為一種對實務現象之觀察結果，於論證

處分違法判斷基準時問題上，前開長屋文似有循環論證之嫌疑，還請留意。 
53 2009年5月22日大法官釋字第660號解釋關於營業人之進項稅額准予扣抵或退

還之期限，認為應以已申報者為前提（請留意本號解釋有一件協同意見書與

二件不同意見書），亦即本號解釋理由書謂：「……營業人之進項稅額准予

扣抵或退還，應以已申報者為前提，故營業人違反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第一

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據以處罰之案件，營業人如於經查獲後始提出合法進

項憑證者，稽徵機關於計算其漏稅額時尚不宜准其扣抵銷項稅額。」依此函

釋，准予扣抵之進項稅額，以納稅義務人已依同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

報者為限，納稅義務人於查獲短報或漏報銷售額後始提出之合法進項稅額憑

證，不得依同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

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作為扣抵之依據，而應依所查

得之銷項資料及已申報之進項稅額計算應納稅額。 
54 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22條參照。 
55 例如：所得年度中已發生之現金收入，不因該現金於所得年度過後遺失，而

影響該年度之所得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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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排除事後補正瑕疵56之機會，無考慮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

態之可能57。 
附帶一提，於行政訴訟設有審級制度情形，即使以言詞辯論終

結時（判決時）為其裁判基準時，因法律審原則僅能在事實審言詞

辯論時之前所生事實為其裁判基礎，故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新生之事

實，即不在考量範圍之內，至於該時點後發生法律狀況有變更者，

通說認為應考量新法規作成裁判58，併請注意。 
最後，上開在判斷個別法律規定構成要件事實之時間因素時，

通常係指在該時點或期間已發生或存在之事實而言，此種已發生或

存在之事實本身，係「客觀的存在」，通常並不因事後該事實之變

動而使之成為「客觀不存在」。但在若干情形，如不納入考量事後

發生之事實變動因素，將造成法律適用之不公平或反而違背該法律

規範目的者，基於衡平考量，宜設相應調整解決機制（合法決定後

所生違法狀態之結果排除機制）。其中： 
基於法律適用之公平而納入考量事後變動之事實者：例如：

在基於稽徵技術原因而採權責發生制之所得稅制，以「應收帳款」

為租稅客體核課稅額後，該應收帳款嗣後成為「呆帳」之情形。此

一情形，因其嗣後成為呆帳之事實，雖未直接導致原以應收帳款核

課租稅之決定之合法性，但仍如不予以調整更正，仍將導致原核課

稅額之正確性（反之，如經斟酌可使相對人受較有利之決定），而

                                                   
56 關於程序瑕疵之補正，不同於處分理由之追補，於後者係指處分理由存有實

質（說理）瑕疵情形，於一定條件下（不影響處分之同一性、於原告人民訴

訟權利無重大影響或延滯訴訟程序），允許經由事後追補處分時已存在之事

實理由之情形，還請留意。 
57 同旨，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63以下；陳淑芳，同註

2，頁72。 
58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同註6，頁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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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律適用之公平。此時，其可供調整之方式，因該決定是否已

有形式確定力，在立法政策上存有各種可能設計。例如：允許申請

復查、申請更正、申請復驗（檢）、申請退稅59、允許列為下次費

用或支出、允許與既有或將來租稅債務抵銷、針對免職或退學處分

允許申請復職或復學等屬之。其中： 
法制上既設有事後調整解決機制，且依該機制即可達成相對

人之救濟目的者，如其仍堅持依行政程序法或行政訴訟之規定，請

求廢止原先合法作成之決定者，通常可認為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而不

合法60。 
但在個別法律未設有因應調整解決機制情形，基於依法行政

原則，原屬合法之系爭決定既已因事後之事實變動而無可維持，公

行政自該違法狀態發生時起，應即負有排除該違法狀態之責任。例

如：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二二條、第一二三條規定，依職權為全部或

一部之廢止，或於發生形式確定力時，依同法第一二八條規定依職

權或依申請廢止。如公行政違反其上開廢止義務，自得起訴請求救

濟，即應許其於訴訟中主張；惟於此一情形，其訴訟救濟方式如何

（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其他訴訟類型？），學說存有爭

議，此容待後述。 
為免發生違反法律規範目的而納入考量事後變動之事實者：

此一情形主要發生於前述「作為構成要件事實之事實關係」發生變

動情形，此類能影響先前決定之構成要件事實存否之判斷者，通常

係因該「作為構成要件事實之事實關係」發生「事後溯及既往失效 

                                                   
59 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參照。但請留意者，本文所舉嗣後變成呆帳案例，是

否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之退稅要件，仍有疑問。 
60 另外，例如對合法之歸化許可，如因事後之事實或法律狀態變動，而無可維

持時，學者認為亦無以廢止方式處理之餘地（塩野宏『行政法Ⅰ行政法總論

〔第4版〕』159頁（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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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所致。例如：基於「有效的先行行為」所作成之後行   
為61，該先行行為效力嗣後發生撤銷等溯及既往失效事由；基於

合法土地使用權而申請建築執照經駁回後，該使用權嗣後溯及既往

喪失；據以評定商標，事後經撤銷而溯及既往喪失其商標專用 
權62；本於拍賣、買賣取得土地，嗣後該拍賣或買賣無效。由上

可知，上開原決定之構成要件事實，因事後發生溯及既往失效事由

者，其主要問題點在於，此一情形，應否納入考量該事後發生之溯

及既往失效事由，而認為原決定因「構成要件事實自始不存在」而

違法63？通常情形，因立法者如能預見上開可能發生之溯及既往失

效事由時，一般將事先設有相關調整解決機制，此一情形，其處理

模式可比照前開「基於法律適用之公平而納入考量事後變動之事

實」之說明處理即可。因此，如立法者因未能預見致未預設相關調

整解決機制情形，因此一發生溯及既往失效事由之事實，可認為其

將使原決定發生違反法律規範目的，已無可維持，故仍應予以調整

解決。因此，其真正問題在於應如何解決，亦即此一事後發生之溯

及既往失效事由，究應認為構成原決定之自始瑕疵事由而應以撤銷

方式處理？抑或其僅為事後瑕疵以廢止方式處理即可。對此，本文

以為仍應回歸各該行政領域之特質及該個別法律規定之體系解釋，

                                                   
61 例如：本於租稅核課處分作成滯納處分、本於公告地價及土地登記面積作成

地價稅核課處分等屬之。另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

時，同註2，頁52，稱此項事由為「基礎處分之變更」，但其所舉案例中，似

認為「營業稅核課處分」構成「營利事業所得稅核課處分」之基礎處分，對

此，本文持保留態度，還請留意。 
62 應注意者，如據以評定商標之商標專用權，因廢止而事後失其效力者，因其

並未溯及影響原先決定之構成要件事實之存在，即非屬此一情形。 
63 於此一情形，其法律狀況不同於前開「基於法律適用之公平而納入考量之事後

變動事實」，蓋於後者情形，在觀念上或邏輯上，無論從事前或事後觀點，其

事後變動之事實均未影響原先合法作成決定時所為要件事實存否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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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可能獲致合理解決64。惟無論如何，此類事件一旦提交行政法院

審理，法院均應納入考量此一事後溯及生效事由，至於應提起何種

訴訟類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以及應如何主張此一事由，

則為另一問題65。 

二、權力分立觀點 

憲法上之權力分立理念，要求各憲法權力間須維持分離與平衡

之關係，禁止各權力間逾越其分際侵害他權力。此一理念，鑑於各

國憲法制度設計、公法（尤其行政法）理論之特質66與其實踐上各

權力所持態度（行政風格、司法積極或消極主義）等因素之差異，

而形成各自獨特之憲政權力結構。 
就行政權與司法權間之關係而論，以日本為例，即衍生有司法

權界限論、行政第一次判斷權尊重論（行政處分之公定力理論）、

抗告（撤銷）訴訟中心主義（包括的抗告訴訟論）、撤銷訴訟之排

他性（課予義務訴訟、禁止訴訟等無名抗告訴訟之補充性）等制度

                                                   
64 長屋文裕，同註52，264頁以下，認為基於對行政第一次判斷權之尊重，於此

一情形，宜保留先由行政機關處理，故通常不允許以撤銷訴訟方式請求（因

牴觸撤銷訴訟之事後審查性格）。 
65 類似見解，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51，

則認為原告此時起訴目的並非要求判斷過去所為行政處分之合法性，而在於

判斷該處分於裁判時是否仍然合法而應被維持，且在稅法上，發生嗣後溯及

生效之變更時，亦即裁判前新發生事實上或法律上狀況，而依法足以發生溯

及生效之變更時，基於訴訟經濟之考慮及稅捐正義（正確合法課稅）之追

求，行政法院亦得加以斟酌。 
66 以日本為例，其自行政國家體制（明治憲法）向司法國家體制（現行日本國

憲法）轉換過程中，其行政法理論亦因而逐步發展變化，而逐漸在比較法制

上形成有別於其繼受母國（德、法、美）之行政法理論。關於國內對此一議

題之檢討，劉宗德，日本行政法學之現狀分析，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創

刊號，頁15-60，1996年3月，載：行政法基本原理，1998年乙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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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爭67。此種自權力分立觀點要求司法權於行使其審判權時，應適

度尊重行政權之觀點，與源自基本人權之保障與訴訟權要求之有效

權利保護間，存有相當程度緊張矛盾現象。 
簡言之，自抽象的權力分立論所導出強調尊重行政第一次判斷

權（司法自制）68之觀點，即認為司法權應維持其事後審查之地

                                                   
67 此類論述之日文文獻頗多，一般性介紹，可參照戶松秀典「裁判權の限界」

『現代行政法大系4』169頁以下（1983年）；宮崎良夫「行政事件と裁判權

の範圍〔新版〕」『行政法の爭点』198頁（1990年）；晴山一穗「司法權の

限界」『行政救濟法1』22頁以下（1990年）；岡村周一「行政事件と司法權

の範圍」『行政法の爭点〔第3版〕』106頁以下（2004年）。另外，值得注

意者，日本新行政事件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後，因排除撤銷訴訟中心主義、明

定課予義務訴訟與禁止訴訟之結果（塩野宏「行政事件訴訟法改正と行政法

學——訴訟類型論から見た」民商法雜誌 130卷 4、 5號 599頁以下（ 2004
年）），彼學者即已針對其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關係，應如何隨之作適度變化

調整問題，提出討論（塩野宏「司法の行政に対するチェック機能のあり方

について」『法治主義の諸相』328頁以下（2001年）；小早川光郎「行政訴

訟改革の基本的考え方」ジュリスト1220號62頁以下（2002年）；周作彩

「法の支配と行政訴訟制度改革」原田尚彥先生古稀記念『法治國家と行政

訴訟』83頁以下（2004年）；三浦大介「行政判斷と司法審查」『行政法の

新構想Ⅲ行政救濟法』103頁以下（2008年）。 
68 所謂行政第一次判斷權，在日本主要係由田中二郎教授與雄川一郎教授所建

立，其內容指：「普通法院就行政事件有裁判權者，並非意謂否定三權分立

原則，使普通法院對行政權有一般監督權，或成為自行行使行政權之行政機

關——作為司法機關之普通法院，在保障法的具體適用上僅扮演限定的、消極

的功能，是否具體作成處分，應由有權限之行政機關，於考慮該處分時之各

具體條件後決定之問題，自三權分立精神而言，其應專屬行政權之判斷。」

（田中二郎「行政事件に関する司法裁判所の權限」『行政爭訟の法理』143
頁以下（1954年））。因此，「抗告訴訟之目的，在於排除以行政機關第一

次判斷權為媒介所生違法狀態，此正為司法之使命。如在行政機關下第一次

判斷前，司法權即代之作判斷（禁止為處分或其他事前之抑制原則被不容

許），或取代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而由司法權自為判斷（司法權自為處分

或命應為特定行政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不被允許），即屬司法權對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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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應於行政權未就事實與法律狀態作成判斷前即介入69。亦

即：「某一行政上法律關係，行政機關有以行政處分進行規制之權

限者，一般指此種行政上法律關係，不應先以法院之判斷對之為形

成或確認，而應首先由行政機關以行政處分為之——此可稱行政機

關之第一次權限原則，然後再由法院審查該行政處分之合法性，此

即行政權與司法權間應有合理的權限分配。而且，也可說行政機關

擁有適合為上述積極的、意欲的活動之組織與程序，而法院擁有適

合為上述消極的、判斷的作用之組織與程序。此即為法院之事後審

查原則」70。 
在此種抽象的權力分立論下，所架構之消極、事後審查性質之

司法權觀念，影響行政訴訟之定位與性質。亦即，如就行政機關與

行政法院間之關係而論71，上開權力分立論或行政第一次判斷權理

                                                                                                                        
第一次判斷權之侵犯。作為司法權，應以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為前提，僅

於其發生違法時，加以排除。」（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上卷〔全訂第2
版〕』300頁（1974年））。對於上開行政第一次判斷權與司法權之關係，雄

川一郎『行政爭訟法』95-107頁（1957年），有更詳盡之論述。 
69 關於行政第一次判斷權理論，對行政訴訟制度之影響，請參照小早川光郎

「行政庁の第一次的判斷權‧覚え書き」原田尚彥先生古稀記念『法治國家

と行政訴訟』217頁以下（2004年）；高木光「義務付け訴訟と差止訴訟」

『行政法の新構想Ⅲ行政救濟法』47頁以下（2008年）。 
70 雄川一郎『行政爭訟理論』157頁以下（1986年）。 
71 以下之說明，主要參考小早川光郎，同註67，頁62以下之說明。亦即，氏關

於憲法權力分立理念下之行政機關與行政法院之關係，自「行政機關之案件

處理過程」與「法院之訴訟過程」觀點，分為「分離=分立型」、「分離=司
法優位型」以及「連續=合作（協同）型」。亦即：在分離=分立型，行政

案件處理過程與法院訴訟過程二者各自獨立分離，在有保護關係人權利必要

之具體事件，法院雖得介入審查，但其審查範圍應侷限於不違反權力分立原

理之限度內始得為之。在分離=司法優位型，雖仍維持行政案件處理過程與

法院訴訟過程二者之區分，但在行政機關與法院之關係上，職掌案件處理任

務之行政機關，並不因權力分立原理而享有特殊之地位，純粹為訴訟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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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僅影響司法權之界限，即使在屬司法權核心領域內之事項

（涉及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具體事件／具有法律上爭訟性質之

事件），上開理論，亦影響訴訟類型之性質與其彼此關係72，以及

法院之審理方式或技術73。 
鑑於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具有決定行政法院審判之對象與

範圍之作用，此一基本時之判斷，往往代表行政法院（司法權）介

入行政權之可能時點。即於行政機關「未能」或「不能」作成判斷

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如亦納入行政訴訟中法院得加以斟酌之事項，

將使法院以審酌「未經先前行政決定（處分）判斷之新事實或新法

律狀態」方式，介入審理該行政決定之合法性，而侵害行政第一次

判斷權。事實上，如上所述，此種基於抽象的權力分立論，認為行

政權與司法權間應有合理權限分配觀點，自行政訴訟制度建立伊

始，即深刻影響行政訴訟制度之立法設計、理論發展及司法實   

                                                                                                                        
方當事人，而服從法院之審判權。在連續=合作（協同）型，則認為行政案

件處理過程與法院訴訟過程間存有密切的連續關聯性，均屬在法之下，以妥

適實現法律規定之意旨為其任務，而此二種過程中二者存有連續性，故應將

二者予以統一理解。亦即，自行政機關與法院二者所扮演之角色任務而論，

權力分立並非意旨二者間存有對立關係，亦非僅止於行政審判權之人與服從

審判權之人間之關係，而係在達成法律規定意旨此一共通目的下，各自扮演

分擔一定角色任務之合作（協同）關係。 
72 即訴訟類型以撤銷訴訟為主要訴訟類型（撤銷訴訟中心主義），在各種訴訟

類型之關係而論，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等以審查行政行為之合法性為其

主要內容之訴訟類型，設有嚴格的特別實體判決要件（限制司法審查之時點

與範圍），且相對於以審理法律關係為主要內容之一般給付訴訟等訴訟類

型，撤銷訴訟等審查行政行為合法性為內容之訴訟，應優先於一般給付訴訟

等訴訟類型（抗告訴訟中心主義）。 
73 例如：關於行政裁量或判斷餘地領域之司法審查自制傾向，以及並非針對系

爭公法上爭議之所有法律關係加以審理（全面審理），而僅審查行政行為之

合法性（部分審理）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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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74；反觀「司法權核心領域之有效權利保護要求」，在行政訴訟

領域受到關注，卻為最近之發展情事者75，二者形成強烈對比。以下

關於判斷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考量因素之論述，實際上多亦深受此

種本於權力分立之行政第一次判斷權尊重論之影響，而難以拂拭。 

三、行政訴訟制度目的與既有各種訴訟類型之設計 

行政訴訟制度目的 

各國設置行政訴訟制度之目的，發展至今，已少有差異，主要

兼有權利保護與適法性維持二種目的，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一條，亦

明定我行政訴訟制度兼具此二目的。惟此二項行政訴訟之制度目

的，在歷史發展沿革上，並非完全處在互相融合無矛盾狀態。理論

上，行政訴訟此二項制度目的，應如何妥適安排定位其彼此關係，

                                                   
74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84年度判字第443號判決謂：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判斷

行政處分之是否違法，應以處分時之法規範為準據，倘處分所依據之法規範

事後縱有變更，除新法另有特別規定者外，依法規不溯及既往原則，似仍應

以處分時之法規範資為判斷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依據。最高行政法院92年
度判字第1331號判決謂：撤銷之訴之訴訟標的，為原告主張行政機關之處分

違法並損害其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行政法院之任務在於審查行政處分是

否以其發布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據，進而判斷有無違法及損害原告權益，

並決定其撤銷與否。在行政處分發布後事實或法律狀態變更，既非原處分機

關作成時所能斟酌，自不能以其後（從原處分發布至行政法院言詞辯論終結

之間）出現之事實或法律狀態而認定原處分為違法。故撤銷訴訟判斷行政處

分合法性之基準時，為原處分發布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此與課予義務之訴

或給付之訴，係以事實審行政法院言詞辯論終結之際為法律及事實狀態之基

準時不同。 
75 此類因納入有效權利保護要求觀點，而逐步修正行政訴訟制度、理論與實務

發展情形，例如：行政訴訟制度目的論爭、抗告訴訟外之當事人訴訟類型之

承認、課予義務訴訟之承認、訴訟類型劃分回歸典型三分論（給付、確認、

形成訴訟）、舉證責任論之發展、行政訴訟事案解明義務或行政說明義務之

發展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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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應如何落實人民憲法所保障訴訟權（有權利即有救濟、有效權

利保護），就本文觀察，理論上約有以下三種可能性： 
目的中立論（理念的法治主義觀點）：亦即，在保障基本人

權之實質法治主義觀點，理論上，如能確實貫徹依法行政，人民權

利自然受到保護；反之，如能充分保護人民權利，通常亦表示依法

行政獲得貫徹76。因此，行政訴訟制度此二項目的，僅為法治國家

理念之反映，實為一體之兩面。因此，立法技術上如何設計或實踐

上如何解釋運用行政訴訟制度，此二種制度目的並未宣示特定價值

偏好，而保留予學說理論及實務，配合該國法治國家理念之發展，

為妥適運用77。 
適法性維持優先論（實踐的權力分立論觀點）：此自權力分

立觀點，認為行政權之組織與程序，不同於司法權之組織與程序，

主張司法權應維持在事後審查之性格。因此，行政訴訟制度在立法

技術上或實踐上，即傾向規定使行政法院關於公法上爭議之審查重

心，幾乎完全側重於行政活動適法性之審查，至於權利保護要求此

一目的之作用，主要在於進一步限定上開法院之審查對象與範圍

（行政訴訟受案範圍之隱藏的、限於特定訴訟類型的列舉主義）。

而此種限制法院審理範圍之制度設計，最主要表現於各種訴訟類型

                                                   
76 翁岳生編，行政法（下冊），頁354以下（劉宗德執筆），2006年10月3版。 
77 於日本，立於此一觀點，於其新修正行政事件訴訟法施行前後，即主張不應

再嚴格區別主觀訴訟與客觀訴訟，而主張應強化主觀訴訟（如撤銷訴訟）之

行政適法性維持目的，進而擴大行政訴訟之功能（適用範圍）者，例如：芝

池義一「行政訴訟制度改革に関する覚え書」『民營化と公共性の確保』69
頁以下、尤其73頁（2003年）；曾和俊文「行政訴訟制度の憲法的基礎」ジ

ュリスト1219號64頁以下（2003年）；中川丈久「行政事件訴訟法の改正  : 
その前提となる公法学的営為」公法研究63卷124頁以下、尤其135頁（2001
年）；亘理格「法律上の爭訟と司法權の範圍」『行政法の新構想Ⅲ行政救

濟法』16頁以下、19頁以下（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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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及其特別實體判決要件（行政訴訟之訴訟類型論）中78。例

如：撤銷訴訟僅能審查「處分時」處分之合法性（事前瑕疵），如

涉及「處分後」因事實或法律狀態變更所生之違法狀態之排除，即

非撤銷訴訟所能處理，僅能另外經由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

等其他訴訟尋求救濟；另外，在撤銷訴訟中系爭處分因事後行政機

關作成另一新處分予以變更或替換（更正處分）情形，則涉及事後

是否喪失權利保護必要或能否為訴之合併、追加或變更問題79。 
權利保護優先論（有效權利保護觀點）：即立於人民訴訟權

所要求之有效權利保護觀點，認為行政訴訟制度之目的應首在人民

權利之保護，且因多數情形公行政較諸人民具有高度優勢地位，故

此一有效權利保護要求不同於民事訴訟領域，係要求在涉及人民因

公權力行為受侵害之案件（行政訴訟與國家賠償訴訟），應於民事

訴訟制度所規定之法律上聽審請求權、公正審判請求權外，予以

                                                   
78 其他情形，例如：僅限於與人民權利有關部分進行審查、限制人民之處分違

法主張範圍等。另同註72、73之說明參照。 
79 此一部分同時涉及實體法與訴訟法上之重要問題，以租稅處分為例，於第一

次租稅核課處分之訴訟中，被告機關就同一課稅事項，另又作成第二次、第

三次等租稅核課處分（可能為增額處分或減額處分）時，原來針對第一次租

稅核課處分之撤銷訴訟，法院應如何處理？此一問題，於日本引發學理與實

務之大量討論，相關文獻可參照金子宏『租稅法〔第7版〕』553頁以下、682
頁以下（1999年）；木村弘之亮、後藤正幸「更正の請求に対する一部減額

更正処分と再更正処分」松沢智先生古稀記念『租稅行政と納稅者の救済』

23頁以下、29頁以下（1997年）；加藤幸嗣「更正‧再更正の法構造につい

て」金子宏先生古稀祝賀『公法學の法と政策，下卷』 23頁以下（ 2000
年）。就與本文討論主題之裁判基準時有關者（主要涉及撤銷訴訟之訴訟標

的）而論，可參照南博方「租稅訴訟の訴訟物」『租稅爭訟の理論と實際

〔增補版〕』117頁以下、尤其129頁以下關於田中二郎教授見解之說明，

（1980年）。另外，倣照上開租稅領域，於核能訴訟領域檢討處分更正問題

者，高木光「取消訴訟係屬中の處分の變更」金子宏先生古稀祝賀『公法學

の法と政策（下卷）』403頁以下參照（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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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權利保護」或「必要的有效保護」80。因此，行政活動之

適法性審查僅為人民權利保護手段之一種，不能限縮法院所能審查

之「公法上爭議」之範圍，且在應以何種訴訟類型尋求救濟問題

上，「處分後」因事實或法律狀態變更所生之違法狀態之排除，並

非不能逕自以撤銷訴訟處理（廢止訴訟）；而在撤銷訴訟中系爭處

分因事後行政機關作成另一新處分予以變更或替換（更正處分）情

形，如未變更其請求之基礎，基於紛爭之一次解決與有效權利保護

之要求，自應一併納入審理81。 
就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目的之關係而言，在理念上，論者雖多認

為權利保護為主要目的，適法性維持為次要目的，但在法制技術規

定或司法實踐上，卻似正好相反，以適法性維持為主、權利保護為

輔82。惟應注意者，此一部分之爭論，除抽象的行政訴訟目的論爭

外，尚包括現行行政訴訟制度設計應如何作合理解釋運用，並與實

體法上既有爭議解決機制如何協調等問題，其涉及議題極為廣泛，

以下僅就訴訟類型觀點，稍作說明，還請留意。 

                                                   
80 類似觀點，劉宗德，憲法解釋與訴訟權之保障，載：制度設計型行政法學，

頁378以下，2009年；松井茂記，『裁判を受ける權利』174頁以下、176頁以

下（1993年）。於德國關於其基本法第19條第4項規定性質之解釋，亦有類似

之說明，笹田榮司『實效的基本權保障論』153頁以下、329頁（1993年）。 
81 此時，雖亦可能發生是否為「訴訟類型之轉換」或「訴之變更（本法第111條

第3項第2款）」問題，但基本上已排除其他法制之限制，例如：不須經訴願

前置（本法第111條第4項），或在承認違法性繼承（後行為繼承前行為之違

法性）情形，不受起訴期間之限制。 
82 少數強調權利保護優先，並在現行制度解釋上，傾向貫徹以判決時（言詞辯

論終結時）為裁判依準時者，許登科，同註2，頁61以下；陳淑芳，同註2，
頁56以下、頁62以下、頁6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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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各種訴訟類型之設計 

行政訴訟類型論之特質 
我國行政訴訟類型，除倣照德國行政法院法與民事訴訟之典型

訴訟類型分類（形成、確認與給付訴訟三分論），區分為撤銷訴

訟、確認訴訟與給付訴訟（本法第三條參照）之外，另外同時參考

德國與日本法制，明定撤銷訴訟（第四條）、課予義務訴訟（第五

條）、處分無效、處分違法與公法上法律關係確認訴訟（第六

條），以及一般給付訴訟（第八條）等各種具體的主觀訴訟類型。

其中，在強調與民事訴訟訴訟類型之性質差異上，進一步於撤銷訴

訟、課予義務訴訟、處分無效確認訴訟、處分違法確認訴訟等訴訟

類型規定中，各自明定其特別實體判決要件。 
簡言之，現行行政訴訟法規定之主觀訴訟類型，除公法上法律

關係存否確認訴訟與一般給付訴訟，因倣照民事訴訟設計，並未就

該訴訟類型設有「特別的實體判決要件」與「本案勝訴要件」83

外，其他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等法定訴訟類型，則進一步明定

其「特別實體判決要件」與「本案勝訴要件」84，而使此類訴訟類

型，帶有濃厚實體法與訴訟法未明確區別而具有「actio性質」85之

訴訟結構，亦即因行政實體法未如民事實體法般建立用以連結實體

法與訴訟法之請求權（形成權）體系，導致「有權利即有救濟原

則」之貫徹，在相當程度上須取決於原告是否存有「訴訟權能

（Klagebefugnis）」，亦即形成一種「有（訴訟法上）訴訟權能則

                                                   
83 關於民事訴訟訴訟類型之特質，山本弘「民事訴訟法学の見地からみた行政

事件訴訟法改正」民商法雜誌130卷6號1026、1030頁（2004年）。 
84 例如：本法第4條～第6條、第106條、第200條參照。 
85 關於兼具實體法與訴訟法性質之羅馬法上actio概念，參照兼子一『實體法と訴

訟法』20頁以下（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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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體法上請求權」之現象86。 
例如：關於訴訟權能之特質，論者主張「須具備個人權益遭受

公權力主體作為或不作為侵害之法律上處境，亦即應兼具有對抗權

利侵害及涉及本身二項要素」87者，或通說關於訴訟權能存否之判

斷，採保護規範理論（「客觀法規範之主觀化（ Die Subjek-
tivierung von Rechtsvorschriften）」）情形，甚至最近為落實一般

給付訴訟之功能，而強調確立行政實體法上各種請求權體系之發展

者88，實際上均表現出行政訴訟之actio特質。上述特質，正反映通

說關於撤銷訴訟等訴訟類型性質之理解，且此亦影響論者關於行政

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判斷。茲以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為例，稍作

說明。 
以現行法制上明定特別實體判決要件及本案勝訴要件之撤銷訴

訟為例，因其制度目的主要在於經由撤銷系爭處分之效力，以回復

既有（舊）法律狀態，其訴訟結構適合現行以行為合法性控制為中

心所建構之行政實體法理論（行政行為形式論），且亦基本上適合

解決傳統在雙面關係、干涉行政領域所生爭訟89；因此，於撤銷訴

                                                   
86 有關行政訴訟制度此種actio特質之分析與批判，小早川光郎『行政訴訟の構造

分析』51頁以下、尤其52頁註120參照（1983年）。 
87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同註6，頁61。 
88 例如：吳庚，行政爭訟法論，同註6，頁187以下，即以相當篇幅論述行政實

體法上請求權之發展。又日本於其最近行政事件訴訟法修正後，鑑於該法明

文規定課予義務訴訟（請求為一定處分之訴）與禁止訴訟（請求不為一定處

分之訴），彼邦學者即呼籲在理論上與實務上，應逐漸以建立行政法律關係

或行政實體權利之救濟體系方向發展。相關論述頗多，一般性說明可參照塩

野宏，同註19，214頁以下、216頁以下；塩野宏，同註67，607頁；山本隆司

「訴訟類型・行政行為・法関係」民商法雜誌130卷4．5號663頁以下（2004
年）；橋本博之『解說改正行政事件訴訟法』59頁以下（2004年）；高木

光，同註69，54頁以下。 
89 芝池義一「抗告訴訟と法律關係訴訟」『行政法の新構想Ⅲ行政救濟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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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其用以設定法院審查對象及範圍之裁判基準時，宜限定在「處

分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但於主要適用領域為給付行政領域之課

予義務訴訟，或系爭行政法律關係涉及第三人權益（三面關係）或

具有高度公共性（如劃定土地使用分區等涉及行政計畫或一般處分

之行為）之情形，即有考慮是否採取其他方式予以救濟之必要90。 
反之，在制度預設以實體法上請求權為前提或其容易與實體法

上請求權發生連結之訴訟類型（如一般給付訴訟），或其制度預設

應考量事後變更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之訴訟類型（課予義務訴訟），

其裁判基準時通常即倣照民事訴給付訴訟之裁判基準時，即包括事

後變更之事實或法律狀態。 
以課予義務訴訟為例，原告起訴請求之目的在於請求被告機關

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依我國法制，主要有第

五條第一項之怠為處分之訴與同條第二項之拒絕申請之訴二種類

                                                                                                                        
頁以下參照（2008年）。甚至在請求締結行政契約或第三人起訴爭執行政契

約效力情形，芝池義一『行政救濟法總論講義〔第4版補訂版〕』35頁以下

（2006年），進一步認為因其難以經由當事者訴訟（相當於一般給付訴訟）

救濟，而有考量比照撤銷訴訟方式，直接審查該契約行為合法性之必要。 
90 此時宜注意者，其並非認為仍可以撤銷訴訟處理，而係主張撤銷訴訟制度功

能有其界限。亦即，於此情形，芝池義一「抗告訴訟と法律關係訴訟」同前

註，39、43頁以下，雖未明確指明是否應審查處分後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但

就其提出以「課予撤銷義務訴訟」或「違法確認訴訟」方式處理而言，似認

為宜考慮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其中，氏所以主張以「課予撤銷義務

訴訟」處理，原因在於因此類涉及第三人或具有高度公共性質之紛爭，因此

類紛爭在系爭處分被撤銷後，基於公益或第三人權益之保護理由，往往仍有

「即時」重新作成新處分之必要，而新處分之重新作成往往又須耗費時日，

因此，如以撤銷訴訟處理，則系爭行為一旦被撤銷後，即立即並溯及的回復

舊有法律關係（即處分前之法律狀態），在新處分作成前，自第三人權益保

護或公益觀點，將形成一種法律秩序真空狀況，而不利於紛爭之解決。因

此，如能以「課予撤銷義務訴訟」或「違法確認訴訟」方式處理，即能使公

行政取得調整法律秩序所須之時間，更能彈性與靈活解決系爭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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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其中： 
在怠為處分之訴，因行政不作為屬於一種繼續的法律狀態，

因此，於判斷行政不作為之合法性時，並無將法院審查之範圍侷限

於「應作為之法定期間內」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之必要。 
在拒絕申請之訴，如認為拒絕行為性質為行政處分，而該拒

絕行為依處分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判斷係屬合法，但依訴訟繫屬後

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屬違法者，因理論上無法經由職權或爭訟廢止合

法的拒絕處分方式，回復前所為之申請程序或取得申請內容之法律

關係91或通常無廢止必要92，此時，如不允許原告藉由課予義務訴

訟方式主張93，其勢必僅能以變動後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由，重新

提出申請。就其要求重新提出申請而論，自程序經濟或訴訟經濟觀

點，其通常僅對原告造成程序之不便與繁複，且如此處理在實體上

幾乎欠缺任何實益；因此，可認為仍應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為宜，

且其審理範圍並應納入拒絕後之事實或法律狀態。 
附帶一提，除上述自既有各種訴訟類型之制度目的與制度功能

觀點，作為判斷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之考量因素外，亦有從現行

法之若干規定，可間接得知其裁判基準時者。例如： 

                                                   
91 因合法拒絕處分之廢止，通常僅自廢止時起發生廢止效力，故無法恢復已終

結之行政程序，且因拒絕處分事實上並未發生使行政實體法律關係變動之效

力（因處分相對人未取得申請之內容），廢止拒絕處分亦不能使處分相對人

取得其申請內容之法律關係。類似說明，長屋文裕，同註52，206頁，註13參
照（筆者按：該文認為主張申請拒絕處分無廢止觀念之適用者，為塩野宏教

授之見解，但經查似非如此）。 
92 按即使認為廢止而使申請程序恢復，通常亦無法使申請人取得程序利益，蓋

申請人之申請，仍須待事後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發生變更時起，始可能被認為

其申請為有理由。 
93 此時，如認為程序上欠缺申請，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於

訴訟中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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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一九八條規定：「行政法院受理撤銷訴訟，發現原處

分或決定雖屬違法，但其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損害，經斟酌原

告所受損害、賠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事，認原處分或決

定之撤銷或變更顯與公益相違背時，得駁回原告之訴。」「前項情

形，應於判決主文中諭知原處分或決定違法。」因此，行政法院欲

依本條規定作成情況判決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決定是否顯與公

益違背之處分後事實或法律狀態，顯然應納入考量。基於相同理

由，於依本法第二○三條規定作成情事變更判決時，亦同。 
再者，關於暫時的權利保護制度（執行停止及保全程序），其

制度目的在於確保當事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不因裁判確定前之

時間經過而受影響，故行政法院於受理當事人之暫時權利保護聲請

時，關於其是否具備應予暫時權利保護要件94之審理，亦應納入考

量事後變更之事實或法律狀態。 
最後，本法如同民事訴訟法，亦採處分權主義。因此，在不違

背行政訴訟性質下，當事人之處分權主義下之行為，亦可能影響法

院之裁判基準時。例如：本於聲明之拘束性原則（本法第二一八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八八條），原告自得設定特定時點之事實或法

律狀態，為法院審判之對象及範圍95。例如：原告請求確認過去法

律關係時，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法院自僅能以該時點

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其裁判基準時。 
行政訴訟與關聯制度功能間之合理調整分擔 

判斷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如同前述個別法律有明文規定之

                                                   
94 例如：本法第116條、第118條、第293條、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3條及

第530條、第298條、第303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36條。 
95 此一觀點，亦成為後述判斷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學說理論中，主張訴訟上

請求說（或當事人訴之聲明說）之立論根據之一。 

54 



一○○年六月 論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  

−277− 

情形，如個別法律就事後變更之事實或法律狀態，設有特別之解決

機制者，基於尊重立法者為特別設計之目的，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

時亦應作相應調整。反之，如現行個別法律關於事後變更之事實或

法律狀態未設特別之解決機制，而基於有效權利保護要求，須以現

行行政訴訟制度予以填補其闕漏者，自宜納入考量事後變更之事實

或法律狀態。 
例如：前述關於「作為構成要件事實之事實關係」事後發生變

動問題，立法者已自行設有相關調解解決機制者，原則並無於針對

原決定有關之訴訟中，主張該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之必要

（因通常情形此類主張事後瑕疵之訴訟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但於

立法者未設有此類事後調整解決機制或該預設機制並未排斥經由爭

執原決定之方式解決者，即有考慮經由訴訟方式調整解決之必要。 
此時，就我國現行制度而論，論者有自行政程序法關於行政處

分之廢棄設計，主張行政訴訟（尤其撤銷訴訟）之裁判基準時，原

則採判決時說者。亦即主張96：在行政程序法上行政處分之合法與

                                                   
96 以下，整理自陳淑芳，同註2，頁62以下、頁65以下之說明。然為免誤解，仍

將其原文節錄整理如下：行政程序法上行政處分「合法」（行政程序法第122
條、第123條第1項）及「違法」（行政程序法第117條第1項）之判斷基準

時，不同於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合法」及「違法」（行政訴訟法第4條
第1項）之判斷基準時。行政程序法上行政處分是否合法的判斷基準時為行政

處分作成時，行政處分若於處分作成時合法，則其事後違法之廢棄，屬合法

行政處分廢止之問題。然在行政訴訟，其所謂「違法」行政處分，解釋上應

包括事後違法之行政處分，蓋若不作如此解釋，則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
項之但書規定，對於在行政處分具有形式確定力前已變成違法之行政處分，

當事人將完全無請求廢棄之可能性。雖然在行政處分具有形式確定力前事實

及法規作有利於當事人之變更，另一種可能的救濟管道是當事人請求行政機

關廢止原處分，於行政機關不自行廢止時，當事人再向行政法院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廢止行政處分之行政處分，惟此種救濟管道太過

迂迴，且同樣屬於請求廢棄原處分之原處分原始違法之撤銷，既可直接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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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概念，不同於行政訴訟法上之合法與違法概念。行政程序法之

合法與違法概念係以處分時為其判斷基準時（行政決定基準時），

且在行政程序法中已自行規定其處理方式；亦即，處分時違法之行

政處分之依職權撤銷或因重開行政程序而撤銷，在處分時合法但因

事後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之變更而無可維持之行政處分，則可職權廢

止或因重開行政程序而廢止，其調整解決機制原則並無闕漏。但在

行政訴訟法情形則有不同，處分時違法之行政處分得依撤銷訴訟予

以撤銷，處分時合法但已經無可維持之處分，因無法依行政程序法

第一二八條第一項97規定申請重開行政程序，如仍堅持不能以撤銷

訴訟請求廢止該處分，將僅能以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廢止。然而，以

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廢止，不僅過於迂迴（即使勝訴仍須待被告機關

作成廢止處分後原處分效力始消滅），且在事件已因撤銷訴訟而繫

屬行政法院，而於訴訟繫屬中因事實與法律狀態變更而使處分無可

                                                                                                                        
撤銷訴訟，則於因事後違法之請求廢止，卻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且有時當

事人針對後者所提起之撤銷訴訟已繫屬在法院，就有效保護人民權益之觀

點，並不盡合理（在決定撤銷訴訟之裁判準時點，另一個經常被提及的，是

訴訟經濟觀點。從此觀點，亦以此之見解較符合訴訟經濟的要求）。……關

於行政處分廢止的效力係規定在行政程序法第125條，即行政處分原則上自廢

止時起失其效力。而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在行政處分尚

未具有形式確定力前之事後違法行政處分之廢棄，既然須在救濟程序中主張

之，則表示受理此種訴訟的行政法院也可以根據合法行政處分廢止之法理，

自裁判時起廢棄原處分。……從而在撤銷訴訟中，……行政處分自哪一個時

點起違法，法院即應自該時點起撤銷原處分。……惟若原告針對事後違法之

行政處分請求溯及至處分作成時撤銷原處分時，則法院此時可作成訴訟部分

無理由之判決。 
97 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其間經過後，具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

之。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張

其事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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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情形，如仍要求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不僅與有效權利保護要

求不符，亦有悖於訴訟經濟之要求。故於此一情形，宜逕自以撤銷

訴訟撤銷（廢止）該事後已無可維持之合法處分，此時，其撤銷判

決之效力，通常不具溯及效力，宜倣照行政處分廢止效力之法理，

自判決時或發生廢止事由時起，判決撤銷該處分之效力。 
行政訴訟事件之性質 

規範事件性質之一次性與持續性 
一項持續受規範之事件，因制度通常預設其須持續維持其合

法性，因此通常須考量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反之，一項

受一次性規範即終結之事件，因法規僅對其作一次評價，因此，

除該事件規範效力所造成之後續狀態（結果），事後違反正義衡

平要求而無可維持之特殊例外（此一情形，基於法律保留原則，

通常須有合憲的具有溯及效力之規範為依據），通常不因事後事

實或法律狀態之變動而受影響。茲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次性行政處分與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98 
例如：營業許可、停止營業、強制收容、交通禁止標誌（線）

等，行政處分之規律內容，在於建立一個持續存在之公法關係者，

亦即其目的在於規制其效力存續期間（未來）之法律秩序，且其所

建立之公法關係須持續受到合法性監控者，為有持續性效力之行政

處分。因此類行政處分所預設之法律關係，須持續受合法性監控。

因此，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如導致該原屬合法之行政處分

已無可維持時，應即予以廢止，此項主張並得在撤銷訴訟中主張 
之99（該事實變動時起廢棄原處分之效力）。 

                                                   
98 有關一次性行政處分或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之概念說明，林三欽，論行政

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60以下；陳淑芳，同註2，頁60以下、頁72以
下；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53以下。 

99 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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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在一次性行政處分，例如：罰鍰處分、課稅處分、吊銷

執照處分、拆除處分等，其規律內容之效力，在於對已終結或過去

某一時點所發生之事實設定其法律效果（給予一次性法的評價），

並非建立一個具有未來指向性之法律秩序；因此，其規律內容「因

一次之遵守、執行或法律形成而完結」100。由於此類處分主要以

處分時存在之事實為其規範對象，因此，原則並不因事後變動之事

實或法律狀態而受影響，亦即於訴訟中通常無考慮事後變動之事實

或法律狀態之必要。 
尚未執行完畢之行政處分 
在一次性行政處分情形，其行政處分效力所規範之事件，通常

隨同處分之作成而完結。然於受該處分規律對象之事件，仍須以後

續措施確保其實現者（通常發生於下命處分其強制執行未終結情

形），在處分內容完全實現前發生事實或法律狀態有變更時，致其

實現已非法所許或違反原處分根據法規之規範目的或精神者，即發

生類似持續效力行政處分情形，而有必要考慮是否應繼續該措施。

此類因尚未執行而有考慮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之情形，多數

導因於前開所稱「作為構成要件事實之事實關係發生變動」之情

形，例如：拆除處分執行前系爭房屋已非實質違建、對外國人驅逐

出境處分於執行前該外國人已因歸化而取得本國籍，因事後變動之

事實或法律狀態，可構成原執行基礎（即執行名義）之法律上障

礙，因此，對於此類為實現處分規律內容所採取之措施，即須隨時

檢討有無繼續之必要。因此，法院得在針對該尚未執行行政處分之

訴訟中，納入考量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並在該執行措施已

無可繼續之時點，廢棄該處分作為執行基礎之效力。 

                                                   
100 陳敏，同註48，頁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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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事件之反覆規律 
例如：第一次處分、第二次裁決、第三次裁決等，行政機關針

對同一事實與法律狀態，先後作成規律內容不同或相同之行政處分

情形，亦發生類似規範之持續狀態。例如：針對同一租稅事件，稽

徵機關於第一次租稅核課處分後，又再先後作成更正處分（復查決

定）、再更正處分（再復查決定）等情形，例如： 
A.其反覆作成之行政處分均發生在起訴前者，涉及在原處分主

義101下，作為訴訟對象之原處分應如何認定之問題。對此，學說

雖多主張我國係採原處分主義但其主張未盡一致102，我國實務似

未有統一見解103。又如其反覆作成係在法院針對第一次處分作成

                                                   
101 按所謂「原處分處主義」，指人民提起撤銷訴訟，原則應以原處分為撤銷訴

訟之對象，例外僅於訴願決定使第三人第一次蒙受不利益、對於原處分附加

獨立之不利益以及違反重大之程序規定等情形時，始能單獨就訴願決定提起

撤銷訴訟。各國關於撤銷訴訟之對象，一般多採原處分主義，我國行政訴訟

法究採原處分主義抑或裁決主義（原則以訴願決定為撤銷訴訟之對象）未有

明文規定，惟就第4條、第24條等規定觀之，應認係採原處分主義。又我國實

務關於撤銷訴訟之訴訟對象，亦採原處分主義，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

判字第1559號判決謂：按撤銷訴訟原則上以經訴願決定所維持之原處分為訴

訟對象，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甚明。訴願決定如依訴願人之聲明而撤

銷或變更原處分時，除有同法第4條第3項之情形外，被撤銷或變更之原處分

已不存在，訴願人即不得對於已經訴願決定撤銷或變更之原處分提起撤銷訴

訟，行政法院亦無從以不存在之行政處分，作為撤銷訴訟之審理對象。另關

於德國法制下之原處分主義之概念，盛子龍，行政訴訟程序中行政處分理由

追補之研究，中原財經法學，9期，頁10參照，2002年12月。 
102 陳清秀，行政訴訟法，頁311-316，1999年6月；翁岳生編，同註76，頁478

（彭鳳至執筆）；林騰鷂，同註50，頁387參照。 
103 例如：2002年7月9日各級行政法院91年度行政訴訟法律座談會法律問題第

16則，即曾提出下列法律問題：稅捐爭訟案件，由於提起訴願前依稅捐稽徵

法第35條多一道「復查」之前置程序，但復查之決定仍由原處分（被告）機

關為之，故復查決定成為原處分機關之終極處分。惟在行政訴訟之判決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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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終局判決後所為，則發生第二次以後之處分是否為既判力（或

拘束力）所及之問題104。 
B.如其發生在針對第一次裁決之訴訟繫屬中者，即有應否將事

                                                                                                                        
常為：「再訴願決定，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或「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復查決定）均撤銷」，則判決所撤銷者究僅為「原處分」或包含「復查決

定」致常生爭議，影響人民之權益及權義之不確定性。財政部1993年7月21日
臺財稅字第821491819號函謂：「行政救濟撤銷重核，其所撤銷者，係指撤銷

復查決定之處分，故原處分仍然存在。」若原處分仍存在，則行政救濟之效

果大打折扣，甚至失去意義。尤其在新行政訴訟法第197條規定有關金錢給付

之撤銷訴訟，行政法院得以確定不同金額之給付或確認代替之，此一規定在

稅捐事件，當係指行政法院根據自己所調查認定之事實，自行確定應補稅

額，變更原課稅處分所核定之應納稅額而言，從而，倘原課稅處分未納入爭

訟程序標的，而未予法院裁判，則如何變更原課稅處分核定之應納稅額之判

決？另根據法安定性原則而論，訴訟理論制度之建立，首重法的明確性與安

定性，在復查決定被撤銷變更時，原處分之命運如何？明顯有疑問，令人民

難以預測，而如認為僅回復至申請復查程序，則將經常造成反覆爭訟之不安

狀態，稅捐法律關係遲遲無法確定，其妨害法的安定性至鉅，甚為明顯。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351號判決謂：納稅義務人不服稅捐稽徵機關初查

核定處分，申請復查，稅捐稽徵機關之復查決定係對其原核定為第二次處

分，受處分人如仍不服，可循序對之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如認稅捐稽徵

機關之第二次處分（復查決定）為違法，予以撤銷，應可進而審查稅捐稽徵

機關之第一次處分（初查核定處分）是否違法，如違法且已確定違法核課之

稅額者，亦可就該違法核課部分之稅額併予撤銷。如第一次處分雖亦違法，

但尚未確定其違法核課之稅額，為免重行核課之核課期間爭議，不併予撤

銷，著由稅捐稽徵機關重行查明違法核課之稅額，重為復查決定，尚難認該

判決違背法令。本件上訴人之租賃所得，被上訴人按經財政部核備之當地一

般租金標準予以設算核定，並減除土地之當地一般租金標準後之餘額計算，

原判決認於法不合，認應撤銷復查決定，由被上訴人另為適法處分，而未併

撤銷初查核定。查本件該租賃所得部分經撤銷後，上訴人應納稅額若干，尚

須稅捐稽徵機關核算，原判決未併予撤銷，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

仍應認上訴人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104 相關討論，請參照賴恆盈，行政訴訟裁判拘束力之研究，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103期，頁130-164，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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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生之第二次裁決納入考量之問題。於此一情形，應如何處理，

於日本學界生有重大爭議105。整體而論，基於此前後反覆作成之

行政處分，因均係針對「同一事件106」所為，且其彼此間具有密

切牽連關係，而有使其納入同一訴訟程序中，予以統一處理必要；

亦即，此時仍有於訴訟中納入考量之必要，至於其處理模式約可整

理如下107： 
a.如第二次以後之處分構成第一次處分之替換或變更，即同時

消滅前處分全部之效力者108，對於前處分所提訴訟，因嗣後權利

保護對象欠缺而不合法，惟如原告對新處分仍有訴訟利益者，應准

許原告為訴之變更。 
b.如無法清楚判斷第二次以後之處分是否同時消滅前處分之全

部效力者，又有下列三種可能處理模式： 
其一，為吸收說（消滅說、逆吸收說），認為第一次之處分規

                                                   
105 同註79參照。 
106 所謂「事件之同一性」之概念，不同於「處分之同一性」，事件之同一性類

似「訴訟法上之同一事件」（事件之同一性），取決於構成處分機關、處分

當事人、處分之主要內容是否同一（相反、包括）之判斷（山本隆司，同註

88，656頁以下參照）；處分之同一性問題，主要涉及處分理由之追補，指在

處分存有實質說理瑕疵情形，在不變更處分主文之前提下，追加、補充或更

換處分作成時即已存在之理由，以維持處分之效力（盛子龍，同註101，頁

5、10以下參照）。另有關行政處分之替換、變更、行政處分之轉換、行政處

分理由之追補等概念之區別之簡單說明與區別，盛子龍，行政處分轉換與行

政爭訟——兼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3480號判決暨最高行政法院94
年度判字第257號判決，載：2006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頁53以下，2007年10
月。 

107 以下主要整理參考自金子宏，同註79，553頁以下，682頁以下；加藤幸嗣，

同註79，23頁以下；南博方，同註79，117頁以下；高木光，同註79，403頁
以下。 

108 通常情形，先作成撤銷第一次處分之撤銷處分後，再作成第二次之新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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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內容已為第二次處分吸收而失其效力，僅就第二次之處分加以審

酌即可，此時應許原告為訴之變更。另外，亦有主張逆吸收關係

者，即第二次處分之內容為原第一次處分所吸收而無獨立存在必

要，故僅就逆吸收後之第一次處分加以審酌即可，此時不發生訴之

變更或追加問題。 
其二，為併存說（獨立說、追加說），認為第二次處分，與第

一次處分均屬各別、獨立之處分而併存，僅第一次處分之內容，因

第二次處分而受有限制或追加。此時，如第二次處分對當事人為不

利者，法院允許就第二次處分為訴之追加109。 
c.如第二次以降之處分，其規律範圍已超過同一事件之情形，

除依前述b.情形處理外，關於該超出部分如對相對人不利益者，亦

得請求一併撤銷。 
規範事件性質之裁量與判斷餘地 
如行政機關對規範事件之決定（處分）依法有裁量空間或判斷

餘地者，論者110認為除裁量縮收至零或已無判斷餘地情形外，基

於尊重行政第一次判斷權、給予當事人獲得較諸法院更廣泛之審查

機會或法律授予行政機關有裁量空間或判斷餘地通常預設以一定期

間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基準時111等因素之考量，主張原則應以行

                                                   
109 此亦為日本國稅通則法之基本處理模式，其第29條規定內容約可整理如下：

增額更正或再更正處分，不影響已確定應納稅額部分之國稅之納稅義務；

減額之更正或再更正處分，不影響因該處分所減少稅額部分以外部分之國

稅之納稅義務。更正（含再更正）或決定之撤銷處分或判決，不影響因此

減少稅額部分以外之部分之國稅之納稅義務。另外，於租稅領域以外，主張

此一處理模式作為一般理論者，大貫裕之「行政訴訟の審判の對象と判決の

效力」『行政法の新構想Ⅲ行政救濟法』136頁以下參照（2008年）。 
110 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46、頁56以下參

照。 
111 例如：公務員或軍人之勤務判斷、考試決定、招收限額學生之研究科目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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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決定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基準時。對此一結論，除最後一項法

規構成要件之時的因素考量外，本文以為仍有斟酌餘地，蓋： 
此類事件之判斷，首先仍應視其規律事件是否有前述一次性

或持續性質而定。 
在簡單之裁量或判斷餘地事件，通常情形，固然無考慮事後

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之必要；然如前所述，其構成要件或裁量基

準，涉及「事實關係」之變動情形，或法規授予裁量空間或判斷餘

地之目的，在於要求其對高度政策判斷或對將來不確定風險之預

測，且其評價標準可預期即將發生變動，或其決定（處分）涉及廣

泛第三人生命、身體、健康等重大基本權利等情形，仍有納入考量

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之必要。 
紛爭解決之合理要求 

除前述考量因素外，基於因訴訟資料共通等訴訟經濟理由及紛

爭之一次或統一解決之必要，訴訟繫屬中發生事實或法律狀態之變

動，亦有考慮應否納入考量之必要。例如： 
前述關於決定（處分）後發生之事後瑕疵，如不納入已繫屬

之訴訟事件一併處理（廢止訴訟），顯然將發生無益之程序浪費

者，亦有納入考量事後變動之事實與法律狀態之必要。 
三面或多面行政法律關係下，在涉及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

或其決定之事件，論者有認為112，除「隱性的課予義務訴訟113」

外，在對第三人施加負擔之授益處分之訴訟，為避免受不利益影響

                                                                                                                        
可、為防止危險所為已經完結的處置（如示威遊行的禁止、核能發電所的認

可）以及一般在計畫確認處分及其他類似行政處分，均屬之（陳清秀，行政訴

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57）。 
112 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68。 
113 其適例為商標權人於其商標經訴願決定撤銷原核准註冊商標後，所提起之訴願 

決定撤銷之訴（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68以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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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方任意起訴而影響他方權益，原則均不考慮事後變動之事實或

法律狀態，應以處分時為法規基準時。亦有認為114在受有不利益

之第三人提起訴訟之情形（指建築法上之事件），基於保護處分相

對人已取得之法律上地位，或該第三人訴求保護者僅為私益，不能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二三條規定第四款規定115請求廢止，故不應考

慮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但於有利於處分相對人之事後變

更，即應考慮事後變更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上開學者主張，本文基

本贊同，惟應注意下列情形： 
上開情形僅適用於利害關係單純的三方（相對人、第三人、

公行政）關係，而不涉及廣泛多數人之利害調整問題，且原則限於

第三人對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起訴之情形，始能依上述說明處理。

於受不利益之相對人起訴情形，因通常其起訴目的非單純請求撤銷

該不利處分而在取得授益，自宜考慮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 
於涉及廣泛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調整之事件，如核能設置許可

案件、開發許可案件等，除需考量有無前述規範性質之裁量或判斷

餘地性質外，如前開事件於事前行政處理程序已充分保障利害關係

人程序參加權者，因其通常已預設以程序終結時存在之事實或法律

狀態為裁判基準時，故原則可不考量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   
態116；但於其他情形，因仍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二三條規定第四

款規定請求廢止之可能，故仍宜納入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

                                                   
114 陳淑芳，同註2，頁76以下。 
115 本條款規定：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

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四、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

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 
116 例外於發生可預期之評價標準之變動，或其曾於事前程序表示不同意見且該

決定影響人民生命、身體、健康等重大基本權利情形，仍有考慮事後變動之

事實或法律狀態之必要。 

64 



一○○年六月 論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  

−287− 

惟於此時，其訴訟處理模式，宜分別情形處理： 
A.在發生具備情況判決要件，且能一次解決紛爭（防止紛爭再

燃）時，可考慮以情況判決方式處理。 
B.基於撤銷訴訟對於紛爭解決欠缺彈性之問題，於涉及第三人

或具有高度公共性質而有彈性靈活處理必要之紛爭，因此類紛爭如

依撤銷訴訟處理，則在系爭處分被撤銷後，基於公益或第三人權益

之保護理由，往往仍有「即時」重新作成新處分之必要，而新處分

之重新作成往往又須耗費時日。此時，如以撤銷訴訟處理，則系爭

行為一旦被撤銷後，即立即並溯及的回復舊有法律關係（即處分前

之法律狀態），則在新處分作成前，自第三人權益保護或公益觀

點，將形成一種法律秩序真空狀態，而不利於紛爭之統一解決（此

時通常無法以情況判決方式處理）。因此，似能考慮例如以「課 
予撤銷義務訴訟」或「違法確認訴訟」等較彈性方式，使公行政 
取得調整法律秩序所需之時間，或將更能有效與靈活解決該紛   
爭117、118。 

肆、主要訴訟類型之裁判基準時 

除上開判斷裁判基準時之考量因素外，學者討論此一問題時，

                                                   
117 同註90及該處本文說明參照。 
118 原則不涉及裁判基準時問題，但其訴訟有必要考慮彈性靈活處理之事件，我

國實務最近曾發生之類似案例，即中科環評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

30號判決），由於最高行政法院撤銷環保署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決定之結

果，如認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4條及第22條規定，將使開發單位國科會中

科管理局取得之開發許可導致無效，導致應否停止後續開發行為與中科園區

應否停止運作之重大爭議。此一情形，因仍須重新啟動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而無法以情況判決方式處理。因此，如前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能自行或將案

件發回高等行政法院，以更彈性方式處理（如以課予環保署修正或更正環評

審查程序義務判決），或能避免發生類似法律秩序之真空狀態。 

65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二一期 

−288− 

主要集中在各種行政訴訟類型（尤其撤銷訴訟）之裁判基準時問

題；對此，學說至今少有一致見解，但整體而論，除少數主張應採

統一標準119與主張應個案判斷者外，幾乎集中於判決時說（言詞

辯論終結時）與處分時說之論爭120。因此，以下本文關於學說之

整理，僅就處分時說與判決時說之主張，為整理論述，還請留意。 

一、撤銷訴訟之裁判基準時 

法院關於撤銷訴訟之裁判，究應以何種時點之事實與法律狀態

為準，除均主張應考量現行實體法之規定外，學說上主要因其對

「行政第一次判斷權之尊重（權力分立）」、「行政訴訟目的（權

利保護或法規維持）之強調」、「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審查處分

有無於處分時違法侵害人民權益或同時審查處分結果所生違法狀態

有無侵害人民權益）」、「訴訟經濟或紛爭一次解決」等因素所持

態度之差異，而有不同。 

判決時說 

判決時說，強調行政訴訟之權利保護目的，並認為撤銷訴訟審

                                                   
119 例如：陳淑芳，同註2（尤其頁64以下說明），雖主要在討論撤銷訴訟之裁判

基準時，但整體行政訴訟類型之基準時問題，似乎傾向採統一的標準，即判

決時說。 
120 除前引國內文獻外，日文文獻可參考塩野宏，同註19，181頁以下；可部恒雄

「違法判斷の基準時」『實務民事訴訟講座（8卷）行政訴訟Ⅰ』239頁以下

（1970年）；新山一雄「処分取消訴訟における判決時説の意義と行政事件

の解決」成城法學11號63頁以下（1982年）；鈴木庸夫「違法判斷の基準

時」『行政法の爭点〔新版〕』218頁以下（1990年）；多賀谷一照，同註

11，410頁以下；長屋文裕，同註52，245頁以下；宮田三郎『行政訴訟法』

216頁以下（1998年）；宮田三郎「違法判斷の基準時」法學教室263號39頁
（2002年）；司法研修所編『改訂行政事件訴訟の一般的問題に關する實務

的研究』182頁（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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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之範圍，除處分是否有違法瑕疵外，亦應審查處分結果所生違法

狀態，有無侵害人民權益。因此，其主張原則應以言詞辯論終結前

之事實或法律狀態，作為裁判基準時；但例外於一次性處分、形成

或確認處分、程序瑕疵等情形，始以處分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基

準時。 

處分時說 

處分時說，多強調對行政第一次判斷權之尊重與行政訴訟之適

法性維持目的，主張撤銷訴訟係因行政處分違法侵害人民權利而提

起，故應以行政處分發布時之事實與法律狀態為裁判基準時，在行

政處分發布後事實或法律狀態有變更者，即非原處分機關作成處分

時所能斟酌，自不能以其後（自原處分發布至行政法院言詞辯論終

結前）出現之事實或法律狀態而認定系爭處分為違法。因此，原處

分發布時合法者，不因嗣後事實或法律狀態之變更而成為違法；反

之，發布時為違法者，亦不因嗣後事實或法律狀態之變更，使其瑕

疵獲得修補、治療，而轉為合法121。 
此時，如處分後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發生變動，致原處分已無可

維持時，當事人應先向行政機關請求廢棄原處分，原處分機關廢棄

原處分者，前經提起撤銷訴訟之事件為終結（闡明原告撤回起訴或

以嗣後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而駁回其訴），如行政機關拒絕主動依職

權廢棄，原告得合併於原撤銷訴訟提起課予義務訴訟122。 
惟採此此一見解者，多承認於下列例外情形，應以言詞辯論終

結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處分違法判斷基準時123： 

                                                   
121 林騰鷂，同註50，頁379參照。 
122 陳敏，同註48，頁1477參照。 
123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同註6，頁265以下；林騰鷂，同註50，頁380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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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發布具有溯及既往效力之法規者，自應適用該嗣後變更

之法規。 
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或尚未執行完畢之處分，因嗣後情事

變遷而無可維持者。 
於附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有平衡該第三人權益之必要

者。 

二、其他訴訟類型之裁判基準時 

於撤銷訴訟以外之其他訴訟，論者關於其裁判基準時之判斷，

多主張除處分無效確認訴訟性質上以處分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基

準時，以及繼續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原則比照其前所接續之撤銷訴

訟或課予義務訴訟處理124外，其他於課予義務訴訟、公法上法律

關係存否確認之訴、一般給付之訴，原則均主張應以判決時（言詞

辯論終結時）為裁判基準時。茲整理如下： 

課予義務訴訟 

論者多數主張原則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其裁判基準時，但於有

下列情形時，因個別法律別有規定、涉及裁量或判斷餘地或依法律

不溯及既往等法律適用原則之指示，則屬例外125：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規定，對於人民聲請許可案  

件（如申請建築執照），應以行政處理程序終結時之事實與法律狀

態為準。 
根據法律之規定，行政法院僅審查行政處分之理由根據時

                                                   
124 司法研修所編『ドイツにおける行政裁判制度の研究』184頁以下（2000

年）；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70。 
125 林騰鷂，同註50，頁380以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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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行政機關有裁量空間或判斷餘地情形），應以行政機關或

受理訴願機關之行政決定時點為準。例如：請求判決命行政機關重

新為有利於原告之考試評分或勤務考績評定、請求作成免除公課處

分或請求為公務員之任命。又於外國人請求發給居留許可之情形，

如其決定屬於行政機關之裁量範圍時，亦應以最後行政決定時點為

準。 
新的法律規定，依其明示或立法意旨或合憲性解釋，原則不

影響已發生之舊的請求權之情形。例如：於所謂限時法或類似限時

法規定之情形（如請求許可入學），以及在有關社會救助給付、年

金給付及教育補助等課予義務之訴，應以要求給付時之事實與法律

狀態為準，而不適用判決時之原則。 
新的法律，根據真正或不真正的溯及生效之原則，就該事件

侵犯到申請者重要的法律地位，尤其是憲法上基本權利所保護之法

律地位時，則在有疑義之情形，應推定新的法律依合憲性解釋，並

不適用於系爭申請事件，而仍維持適用舊的法律，處理申請事件。 

確認訴訟 

通說126均認為原則視原告訴訟上請求確認之對象，是否限於

特定時點而定。此一見解，本文基本贊同。亦即： 
於處分無效確認之訴，因其訴訟對象以有自始無效瑕疵之處分

為限，自以處分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其裁判基準時。就此點而

言，因其確認對象之「無效的行政處分」，依通說認為所稱無效，

係指當然、自始、確定無效，一個存在無效瑕疵之行政處分，原則

並不因事後事實或法律狀態之變更而使之成為有效，因此，雖理論

                                                   
126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同註6，269頁以下；林騰鷂，同註50，頁381以下；陳

清秀，同註102，頁476以下；陳敏，同註48，頁1478以下。 

69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二一期 

−292− 

上應以處分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其裁判基準時，然實際運用上，

於此類訴訟討論裁判基準時並無太大實益127。 
於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因係由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所轉換

而來，因此，其裁判基準時，原則可比照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

處理。惟在有持續性效力之行政處分或已執行完畢之行政處分等須

考慮事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情形，因其制度目的已轉換為保護

該處分效力消滅後所仍殘留之法律上利益，故原則以該處分效力消

滅時點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其裁判基準時128。 
於公法上法律關係存否確認之訴情形，原則以言詞辯論終結前

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其裁判基準時；惟如原告提起過去公法上法律

關係存否確認之訴時，則以請求確認之過去特定時點之事實與法律

狀態為其裁判基準時，自不待言。 

一般給付訴訟 

原告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係主張對被告有給付請求權或受給地

位，而請求判命被告為給付。因此，限於言詞辯論終結時，原告 
對被告能有效主張給付請求權或受給地位者，其請求始能被允   
許129。 

三、對通說之簡評 

關於前述學說有關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論述，本文以為有以

下特徵： 
關於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問題，多認為屬實體法上問題，

                                                   
127 同旨，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62。 
128 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同註2，頁70參照。 
129 陳清秀，行政訴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61以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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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於個別情形，亦不乏兼考慮訴訟法上因素者。 
除少數試圖採統一的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學者外，多數學

說多分別個別行政領域之特質與各種訴訟類型，說明其裁判基準

時，且主要集中於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之論述。其中，關於撤

銷訴訟之裁判基準時，通說採處分時說；關於課予義務訴訟之裁判

基準時，通說採判決時說；且處分時說或判決時說，均以「原則／

例外」方式說明個案處理方式。 
於撤銷訴訟之裁判基準時，無論其係採處分時說抑或判決時

說，均提出諸多例外，其實際運用結果，導致二說並無太大差異。

此一情形，加上學說於其他訴訟之裁判基準時，意見多屬一致而

論，可認為自結論上而言，學說關於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問題，

幾乎雷同。 
除個案處理係採判決時說情形外，學說針對具體個案處理

時，如其裁判基準時主張處分時或判決時以外之其他時點者，無論

該個案屬於何種具體訴訟類型，對於基準時（如處分時）以後所生

爭議（如因存有事後瑕疵而主張廢止處分），如屬行政訴訟法第二

條規定之公法上爭議，均未排斥當事人得另案獨立起訴或於本案訴

訟繫屬中，以訴訟類型之轉換或訴之合併、變更或追加方式，一併

處理。 
承前開之說明，如自整體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而言，關

於個案之處理，無論係採處分時說抑或判決時說，實際上並無太大

差異。亦即，其採處分時說者，基於訴訟經濟或紛爭之統一或一次

解決要求，可能因訴訟類型之轉換或訴之合併、變更或追加，而納

入基準時後之紛爭於本案訴訟中；其採言詞辯論中終結時者，亦可

直接於本案訴訟程序檢討是否為訴訟類型之轉換或訴之合併、變更

或追加。 
承前開之說明，其結果，採處分時說或判決時說之真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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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在於以下情形： 
以撤銷訴訟為例，就判斷系爭處分是否違法之基準時點而

言，處分時說以處分時為其判斷基準時，不須考慮事後變動之事實

或法律狀態，即可據此判決撤銷該處分。 
反之，判決時說則區分究係因存有自始瑕疵而違法抑或因事

後變動之事實或法律狀態而無可維持，而作不同處理。 
如屬自始違法情形，與處分時說之情形同，即可撤銷原處

分；此時，即使考量變動後之事實或法律狀態，該處分事後應予維

持其效力者，除作成情況判決外，因違法處分無法因事後變動之事

由而以裁判方式使其成為合法並維持其效力，僅能由行政機關於訴

外以撤銷原處分並作成新處分取代，或以行政處分轉換方式維持其

規範效力，故法院仍應撤銷系爭處分。 
如原屬合法但事後已無可維持情形，法院得經由闡明方式，

使被告機關於訴外職權廢止該處分，或使原告轉換其訴訟類型或許

為訴之變更（如認可以撤銷判決廢止處分問題者除外），以判決廢

棄該處分之效力（通常無溯及效力）。 
無論採處分時說或判決時說，其最終訴訟之處理，均可能發

生是否允許訴訟類型之轉換或為訴之合併、變更或追加問題。亦

即： 
其採處分時說者，因尊重行政第一次判斷權之影響，將發生

轉換後之新訴或合併、變更或追加之新訴，應否具備如訴願前置、

遵守起訴期間等轉換後訴訟類型所應具備之特別實體判決要件問

題。此點，處分時說較不利於人民權利之保護；但因其純就統一訴

訟標的觀點，即不自整體觀點討論訴訟類型之轉換或訴之合併、變

更或追加問題，而分別觀察撤銷訴訟或廢止訴訟，故處分時說較容

易適用現行法規與行政法學理論。 
其採判決時說者，因強調人民權利之保護或紛爭之一次或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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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決必要，且因前後二訴係爭執同一處分所規律之同一事件，或

其請求之基礎同一，而多認原則無再遵守訴願前置或起訴期間之必

要。此一方式，較容易達成人民權利之保護與紛爭一次解決目的；

但因其仍係自統一訴訟標的觀點，分別觀察撤銷訴訟與廢止訴訟，

故判決時說實際於處理個別具體訴訟類型（尤其撤銷訴訟）之裁判

基準時問題上，難免存有無法明確說明之處，且在適用現行法規與

行政法學理上，較為困難與複雜。 
承前述之說明，截至目前為止，多數學說於討論行政訴訟

之裁判基準時問題時，少有自訴訟標的理論檢討此一問題，而多將

訴訟標的理論視為判斷裁判基準時後之必然結果，或始須討論之問

題。考其原因，或許因我國行政訴訟法學理關於行政訴訟之訴訟標

的，多數130係採「統一的訴訟標的理論」131，以原告依本法各該

條文規定提起訴訟時之行政行為違法侵害原告權利之主張（或同時

考量原告對法院請求提供之救濟形式），為其訴訟標的。此點，容

易使整體訴訟過程之進行，較無彈性，此亦容易連帶使行政訴訟裁

判基準時之判斷與訴訟上處理，趨於僵化。 
反之，承前述之說明，如能改採「相對的訴訟標的理 

論」132，本文以為或能更符合實際訴訟現況且更能達成行政訴訟

                                                   
130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同註6，頁84以下；林騰鷂，同註50，頁308以下。關

於日文文獻，可參照南博方、高橋滋編『条解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版〕』

193頁以下（人見剛執筆）（2006年）。 
131 所謂「統一的訴訟標的理論」，係以單一標準判斷訴訟標的，亦即自起訴、

審理、裁判確定（訴訟終結）為止，自始至終其訴訟標的之判斷標準，均固

定不變，以單一標準適用於全部訴訟過程。 
132 所謂「相對的訴訟標的理論」，係基於紛爭一次或統一解決觀點，自行為規

範與評價規範觀點，說明分別判斷訴訟標的之範圍。亦即，自起訴、訴訟參

加、訴之合併、變更或追加、言詞辯論前之準備、言詞辯論、以迄裁判確

定，分別檢討各該階段之制度目的與功能，適用不同之訴訟標的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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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進一步而言： 
如本文文首關於「各種類型事件之事實群」與「各種類型事

件與法規之關聯」之討論，實際訴訟進行過程中，因當事人主張而

呈現於訴訟中之各種事實與法律狀態，通常並不因理論上或實務上

關於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為何，而受有影響。換言之，行政訴訟

裁判基準時理論，通常並不會因此減省法院審判之勞費，僅有指導

法院於職權調查或指揮言詞辯論時，劃定其妥適範圍之功能。基於

當事人程序聽審請求權之保障，法院劃定上開範圍時，通常又須對

當事人闡明或聽取其意見，以免發生促進訴訟與裁判之突襲，或使

當事人（包括參加人），尤其原告承受因裁判基準時判斷標準欠缺

預見可能性，所生之制度風險133（如本訴敗訴又無法另行提起新

訴）。 
因此，真正能發揮減省勞費之訴訟經濟功能者，還有待言詞

辯論前之爭點之整理、簡化與協議程序。因此，如能經由此一爭點

整理、簡化與協議程序，基於紛爭之統一或一次解決要求，藉由事

實134與法律關係135之闡明方式，納入存於裁判基準時（指採判決

時之其他學說情形）前後之牽連關係事件（尤其在其請求基礎同一

或事件具有同一性情形），並明確其可能之訴訟類型組合或使其為

訴訟類型之轉換，或使其適度為訴之合併、變更或追加，同時明確

                                                                                                                        
簡言之，訴訟標的理論在整體訴訟過程之各階段，分別扮演不同之功能與角

色。例如：在裁判確定前階段，基於紛爭之一次或統一解決觀點，儘量寬認

允許訴之合併、變更或追加；在判決確定階段，基於妥適劃定裁判效力之客

觀範圍之要求，自當事人之主張或各種攻防方法，是否已在充分保障其辯論

權（或程序主體權）觀點，劃定其裁判效力之客觀範圍。 
133 關於人民提起行政訴訟可能面臨之制度性風險，請參照翁岳生編，同註76，

頁366以下。 
134 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2項、第3項。 
135 行政訴訟法第307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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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害關係人（參加人）之範圍，或更能達成紛爭之統一或一次解

決目的。反面而言，利用同一審理技術，為免發生訴訟不當延滯或

因其他因素，亦得簡化其訴訟法律關係（如僅審理處分時之事實與

法律狀態有關案件），則屬當然。 

伍、本文觀點：代結論 

一、基本論點 

綜上所述，現行學說關於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論點，嚴格而

言，均屬針對「特定情形」概括論述其裁判基準時，難以其所採

「原則／例外」方式，明確判斷其裁判基準時。此點，實際上不利

於對當事人其訴訟程序主體權之保護。因此，本文以為與其抽象處

理裁判基準時，毋寧在訴訟審理階段，逕自以言詞辯論時為基準，

就各種可能出現之事實與法律狀態，經由訴訟審理技術（如爭點之

整理簡化與協議）之方式，明確法院之審判對象與範圍及其可能之

訴訟組合（如撤銷訴訟合併廢止訴訟，或逕自允許以撤銷訴訟處理

處分之撤銷與廢止問題），再就經納入整理後之訴訟組合中處理之

具體訴訟類型，其各自所涉及之構成該訴訟類型之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或構成其裁判基礎之前提問題（例如：於前開撤銷訴訟或撤銷聲

明中關於處分是否違法與應否判決撤銷，以及廢止訴訟或廢止聲明

中關於處分是否無可維持與應否判決廢止），分別為判斷即可。 
本文以為，如此處理結果，實際上將迴避因裁判基準時理論之

混亂，所造成之實務上難以操作或對人民欠缺可預見性之困擾。至

於其具體審理方式，原則依下列方式處理： 
關於撤銷訴訟之撤銷聲明部分，原則處理一切主張存有事前

瑕疵之行政處分違法性判斷問題，其判斷基準時以處分時為系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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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違法判斷基準時。 
關於廢止訴訟之廢止聲明（或撤銷訴訟之廢止聲明）部分，

原則處理一切主張於處分後存有廢止事由之判斷問題（包括有持續

效力之行政處分等類似情形之事後瑕疵），其判斷基準以判決時為

系爭處分廢止事由存否之判斷基準時，惟於原告主張有理由情形，

應於裁判中明確其處分失效之時點。 
關於處分之效力（即應否作成撤銷判決或廢止判決）之判

斷： 
在處分原屬違法但事後合法之情形，如前所述，關於事後處

分應予維持之事由，除情況判決外，並無法經由法院之裁判使原屬

違法之處分事後成為合法，故仍應作成撤銷判決。 
在處分原屬合法但事後已無可維持之情形，關於未經撤回之

撤銷聲明部分為無理由，關於廢止聲明部分，應作成廢止（或撤

銷）判決。 

二、具體考量因素：法律關係論 

上開基本論點，係立於行政法學通說理論及關於裁判基準時之

處分時說與判決時說立論，然實際上，如自行政法律關係論136觀

點，分析檢討存於具體個案中之當事人間具體權利義務關係，似亦

                                                   
136 本文所稱行政法律關係論，係指「各行政法主體間其行為的法律上可能性及

其彼此關係」，所稱「法主體」，則指「將某一利益或行為可能性歸屬某一

資格（主體）後，所形成之特定法秩序本身之（擬人化）載體」。此一行政

法律關係概念之要素所涉及議題，至少包括：法主體本身有關問題；法

主體本身其行為可能性有關問題；以及不同法主體間其行為可能性之關聯

性問題。惟請留意者，本文所主張行政法律關係論，係以主體論、過程論及

權利論三者為其基本架構，此與德日學說存有若干差異，其詳細說明，參照

賴恆盈，行政法律關係論之研究——行政法學方法論評析，頁122以下、頁131
以下、頁159以下，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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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致相同結論。茲分別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情形，說明如下： 

撤銷訴訟 

理論上，有關行政法院裁判基準時問題，與舉證責任分配問題

同，原則係屬實體法規範之適用問題，因此，應先考量各該實體法

律規定及其規範目的與性質如何，以為決定。亦即，原則先以「據

以產生原告訴訟上請求之實體法規範」，作為判斷本案所應適用之

事實或法律狀態之基礎，但以該項原告所主張之請求，仍為現行

（判決時）法規範所允許者137為限。亦即，本文倣照民事法律關

係權利之行使與抗辯過程，行政法院於審理原告主張之行政法律關

係存否時，應審酌下列要素：權利發生要件；權利消滅要件；

權利行使障礙要件。本文以為，此一審理方式，基本上不因現行

行政訴訟法所定具體訴訟類型之差異，而有重大不同138，且縱於

前開論者所主張下列應屬例外之情形，適用上亦無困難。亦即： 
依處分作成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判斷，該處分係違法情形 

於依處分作成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已違法侵害原告權益

者，原告因此取得訴請撤銷之權利，此一權利原則並不因其後事實

或法律狀態之變更而受影響139。亦即，除有下列「權利消滅或行

                                                   
137 此所謂「原告所主張之請求，仍為現行規範所允許」，非指「適用現行法規

範結果應予准許」，而係指依原「據以產生原告訴訟上請求之實體法規範」

已取得之權利，其在現行法規範基礎下，是否仍能繼續主張而無法律上障礙

而言。 
138 此種以「產生原告請求之有效法規範作為判斷裁判基準時」之原則，於德國

亦有類似見解，陳敏等譯，德國行政法院法逐條釋義，頁1246以下（陳愛娥

執筆），2002年10月；司法研修所編，同註124，149頁以下；陳清秀，行政訴

訟上事實及法律狀態之裁判基準時，同註2，頁396以下參照。 
139 應注意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15條、第174條規定，單純程序上瑕疵，原則不

發生可於實體法上單獨起訴請求撤銷系爭處分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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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障礙事由」外，此一權利原則不因事後事實或法律狀態之變動而

受影響，仍可於「裁判時」有效行使。至於例外可認為已構成上開

「權利行使消滅或障礙事由」，致其權利不能於「裁判時」有效行

使者，約有下列各種情形（～）140： 
嗣後出現一項具有溯及效力之合憲法律，而該法律排除（禁

止）或變更原告原已取得請求撤銷之權利者。 
因合法之訴訟上理由追補行為，而使原處分之違法瑕疵「嗣

後」被治癒者；惟應注意此時原告之權利是否能轉換為其他型態之

請求。 
因涉及第三人權益，致使其權利受有限制或被排除者：此種

情形通常出現於有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情形，蓋因此類違法行政

處分而權利受有損害之原告，其所取得請求撤銷之權利，係一項針

對被告機關之權利，此一權利並非當然可對被告機關以外之第三人

行使。因此，原告請求撤銷之權利，其行使須於「裁判時」斟酌衡

量第三人權益後仍無障礙者，法院始能據以作成撤銷判決。 
基於誠信原則，事後發生有權利濫用等可導致失權效果之情

事；或基於衡平觀點，因發生不可預期且顯失公平之情事，而使其

權利主張受有限制141；或發生撤銷將對公益有重大損害情形（情

況判決）者。 

                                                   
140 惟無論如何，此一權利行使障礙事由，並不能使原處分溯及自始合法，此點

於將來轉換為處分違法確認訴訟時，具有重要實益，還請留意。 
141 例如：存有類似行政訴訟法第203條規定之情形，亦即：公法上契約成立後，

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行政法院得依當

事人之聲請，為增、減給付或變更、消滅其他原有效果之判決（第1項）。為

當事人之行政機關，因防止或免除公益上顯然重大之損害，亦得為前項之聲

請（第2項）。前二項規定，於因公法上其他原因發生之財產上給付，準用之

（第3項）。 

78 



一○○年六月 論行政訴訟之裁判基準時  

−301− 

依處分作成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判斷，該處分雖為合法但嗣後

其效力已無可維持情形 
現行行政訴訟法僅要求原告之訴訟上請求，於法院作成裁判

時，依法（指裁判時相關法令之規定）能有效主張（於上訴至法律

審時，亦同），至於系爭處分何時存有違法或廢止事由、或系爭請

求撤銷之權利何時發生，原則不影響原告於訴訟繫屬中已取得且目

前行使無障礙之系爭請求撤銷之權利。亦即，法院於此時仍以判決

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為其裁判基準時142。因此，真正問題在於此

種情形，原告應以何種救濟途徑貫徹其權利？ 

課予義務訴訟 

此一部分，可自檢討多數學說主張方式說明。 
如前所述，論者關於課予義務訴訟之裁判基準時，多主張原則

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其裁判基準時，但有認為於下列情形時，則屬

例外。此一例外，為說明方便，茲再簡略整理如下：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規定，對於人民聲請許可案件，

                                                   
142 其理由為：如系爭處分於作成時為合法，但於起訴前已無可維持者，原則

可依課予義務訴訟；如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始發生有無可維持之

情事者，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申請重開行政程序，如其申請仍未獲滿

足者，即可循序提起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如處分於起訴前為合法，於提

起撤銷訴訟後始成為無可維持者，應如何處理，現行法並無明文，其考量重

點在於「是否要求原告必須重新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廢棄而無結果」後，始能

起訴。對此，本文以為，於有此種情形，被告機關本應主動依職權廢棄該行

政處分，原無待人民之請求，故於訴訟進行中發生處分已無法維持情事後，

法院應即對被告闡明使其主動廢棄該處分，經闡明後仍不廢棄者，自無再強

要人民重新開啟一個「新的救濟途徑」之必要，應可逕依撤銷訴訟或轉換為

廢止訴訟處理；然應注意者，如系爭處分為具有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者，

法院能否判決撤銷（或廢止）系爭處分？仍應考量該第三人之權益是否已構

成原告請求撤銷（或廢止）權利之消滅或障礙事由而定，其情形有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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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行政處理程序終結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非以行政救濟時

或判決時為準。 
根據法律規定授予行政機關有裁量空間或判斷餘地時，應以

處分時為其基準時。 
新的法律規定，依其明示或立法意旨或合憲性解釋，原則不

影響已發生之舊請求權之情形，應以要求給付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

為準。 
新的法律，根據真正或不真正的溯及生效之原則，就該事件

是否侵犯到申請者重要的法律地位，尤其釋憲法上基本權利所保護

之法律地位時，則在有疑義之情形，應推定新的法律依合憲性解

釋，並不適用於系爭申請事件，仍適用舊的法律，處理申請事件。 
對於上開主張，本文以為： 
於之情形，涉及中央法規標準法能否作為裁判基準時規定之

問題，此已如前述，但其至少得作為判斷於行政程序處理終結時，

原告主張之權利（請求被告作成系爭處分之權利）是否已成立之判

斷基準時，應無疑義。 
於與情形，所涉及者均為原告已取得之權利，是否因嗣後

法規發生變更而不能行使之問題。對此，基於法律保留原則，除該

法律係有溯及既往效力之合憲法律外，否則自不能影響原告已取得

之權利143。 

                                                   
143 因此，處理此類問題之關鍵點，在於原告就系爭案件是否已取得公法上權

利？此一判斷，直接影響後續訴訟之處理。例如：起造人申請某種建築物之

建築執照，遭建築主管機關違法駁回，在行政爭訟中，都市計畫變更，禁止

於原地興建該建築物情形（本例引自陳敏，同註48，頁1480），論者以為：

此時，「如仍依舊法命建築主管機關核發建築執照，即無法考量變更都市計

畫所欲達成之公共利益。因此，在法律政策上應以其訴訟為無理由，予以駁

回，但確認其依舊法有取得所申請建築執照之請求權，以利其以其他方式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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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之情形，如自法律關係論點，因涉及被告機關有裁量空

間或判斷餘地之領域，原告除有無瑕疵裁量請求權外，是否存有行

政實體法上權利，往往仍存有疑義？（例外：於裁量縮減至零或已

無判斷餘地時，始可能產生行政介入請求權等權利），因此，基於

案件事證尚未臻於明確或應先由行政機關作成裁量決定之考量，法

院僅能以處分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審查原告是否存有「無瑕疵裁

量請求權」，於肯定情形，即依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四款作成

答覆（指令）判決。 

                                                                                                                        
得救濟。此一處理方式亦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98條以下，就撤銷訴訟開啟

情況判決可能性之法律精神」。本文以為，於此一情形，原告此時所取得

者，僅為請求命被告機關核發特定建築執照之權利，並非已取得系爭建築執

照（如同物之買賣於系爭標的物移轉前，買受人僅取得請求移轉該標的物之

權利，而未取得該物之所有權），而被告之給付義務則因嗣後法律變更致

「客觀給付不能」，但原告請求核發建築執照自無再允許之餘地（類推適用

民法第225條以下、第267條）。此時，解釋上應使原告有轉換其訴訟為處分

違法確認之訴或一般給付訴訟（損害賠償之訴）之機會，前開論者舉本法規

定之「情況判決」之精神說明其處理方式，似有不宜；蓋情況判決係於無法

律依據之極端例外情形，而以重大公益理由駁回原告之訴（同時諭知原處分

違法），其適用稍有不慎即有違憲疑慮，與本件情形係因法律變更所致者，

實不可同日而語。又類似前開陳敏教授之主張，吳庚，行政爭訟法論，同註

6，頁269謂：「假設原告請求發布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被告機關依原告申

請時之法律應准許，卻違反作為義務遷延未決，原告遂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若依行政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原告申請則已不能准許，行政法院倘

為原告敗訴判決自顯失公平，遇此情形反而應適用原告聲請時之法律，方屬

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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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Judgment Standard Time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Heng-Ying Lai *  

Abstract 

Judgment standard time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efers to the 
events and legal facts at the time on which the court should base its 
judgment.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issue is how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Taiwan’s administrative system－to protect the human rights and le-

gitimacy of administrative powers.    
There are two theories for the subject: one is related to the making 

of administrative orders; the other concerns verdicts (when the oral de-
bate is competed). However, both theories admit many exceptions to the 
rule, rendering them ambiguous and unsuitable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According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mak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rom the 
viewpoints and the principles of citizen rights’ protection,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litigation, the need to solve disputes at one time and the func-
tionality analysis of the litig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This pa-
per proposes that the judgment standard time should coincide wti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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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when the verdict is made without exception. Furthermore, this pa-
per focuses on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egal relationship of administra-
tive law to illu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verdict-made theory.  

Keywords: Judgment Standard Time, Theory for the Time of Administrative 
Order, Theory for the Time of the Verdict, Case, Same Event, 
Change of Facts and the Legal Situation, Evaluation of the 
Facts, Fact Evaluation Test, Finding Facts and Evidence; Forms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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