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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züge des Verwaltungsrechts     

翁 序  

近年來，我國有關公權力行使及行政救濟的一般規範，如行

政訴訟法、行政法院組織法、訴願法、行政執行法及行政程序

法，陸續修正或制定公布，對國內舊有行政法理論與實務領域的

衝擊，不可謂不大。公法學者，一方面固然因為國內行政實體及

程序立法的蓬勃發展，而大感振奮；另一方面，也一定要為新法

的施行，做好萬全的理論準備，而感到責任重大。從李惠宗教授

的努力，可以得一明證。 

本書以於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而具有行政法總則性質的行

政程序法為撰寫主軸，依次介紹行政及行政法之概念，而後論及

我國行政法之基本原理，進而闡述行政程序法之基本理念，並詳

細討論行政法之法源與行政法一般法律原則，再闡明法學方法論

有關法律解釋與適用方法，而後始依行政程序法各篇章，依序闡

釋行政程序法之一般規定，行政處分、行政契約、法規命令及行

政規則，行政計畫及行政指導，並兼論行政秩序罰法（草案）、

行政執行法、訴願法、行政訴訟法、行政補償法與國家賠償法

等，多以剪報蒐集的裁判實例為素材，將行政法學理的闡述與實

務結合，可以感受到作者在行政法領域的學殖深厚，以及將行政

法本土化的一份用心。 

李惠宗教授就讀臺大法研所，及法研所畢業後進入臺大法研

所博士班研習兩年期間，均由本人擔任其論文指導教授。嗣後

李教授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德國，獲得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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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後從事公法教學研究，不過數年，即卓然有成，除發表多篇專

論外，已著有憲法教科書，現又完成「行政法要義」，爰略綴數

語，以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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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züge des Verwaltungsrechts     

第八版序言  

本書係以「本土化的行政法」自許，畢竟學術終究仍須貢獻

給斯土。從2010年開始，台灣行政法的發展，愈見蓬勃，不但有

專書、實例解說書籍的出版，有更多的行政法或行政訴訟法的教

科書，可供選擇。本書的改版，仍以繼續深化本土為目標，並將

最近出版的行政法教科書列入參考。 

本書架構上分五大領域：行政法基本原理、行政組織法、行

政作用法、行政救濟（爭訟）法及行政責任法。各領域有其不同

的法理及適用法則，實務案例盡可能取之於行政法院判決，並將

最近最高法院判決或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納入檢討。 

作為入門的教科書，本版雖然增加許多論述，並將最新的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收錄列述，但也一直控制篇幅，毋使其篇幅過

鉅，增加閱讀負擔。由於作者另外出版國家賠償法要義一書， 

故大幅刪節最末三章的篇幅，以使本書篇幅仍然維持與第七版相

當的規模。本書的校對，要感謝中興大學法律系碩士班同學   

王裕泓、陳伯彥的辛勞，惟疏漏之處在所難免。 
 
 

 
序於致遠齋，2020年7月24日，時值台北高溫達39.7 

係台北市氣象站自1897年設站124年以來7月次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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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版  自 序  

行政法主要在處理人民與國家間的法律關係，發源於對專制

國家的反省，行政法學是否健全發展，行政法原則是否落實，可

以作為檢證一個國家法治程度的指標。人民本有守法之義務，不

待強調。故今天強調要厲行法治，乃是要求國家守法、政府守

法，而不是要求人民守法。實證經驗上，國家如果不守法，其禍

甚於私人濫用權利。我們不必要求人民要有愛國情操，因為政府

守法，公務員忠於職守，正當遵守法定程序，行政機制以人民為

權利之主體，以公共利益為本職，非徒鶩民粹，以獲得人民暫時

性的滿意為目標，而並將客觀值得信守的法律秩序懸為鵠的，則

人民尊嚴獲得維護，生活康寧，行政機關自能獲得人民之信賴，

國家自然可愛。行政法學正是使國家守法，並且可以使國家變得

可愛可敬的基本機制，故本書認為：「行政法學，治國之學

也。」本書即在闡揚行政法學為目標，並戮力於行政法的本土

化。本書之完成，首先要感謝大學以來指導並教誨我的所有師

長，特別是我的指導老師翁岳生教授。本書是對師長們長期以來

教誨與期望的一點回饋，尤其是翁老師在日理萬機之餘，賜序嘉

勉，令作者倍感雀躍。對近年來蓬勃發展的公法學而言，本書或

屬滄海之一粟，難以言對行政法將作何種貢獻，但作者仍勉力以

赴，期能對我國行政法之本土化略盡棉薄。 

再次要感謝父親李天進先生，母親李許邊女士養育之劬勞與

殷殷期待。另要特別感謝的是內人高春燕長期以來以家庭為本

位，親持家務，使我無後顧之憂，經常能夠享受徹夜不眠不休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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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的樂趣。在本書撰寫過程中，更數次親校，並提供實務案例相

互討論，充實本書內容。小孩聿容、宇軒、友晟長期犧牲其與爸

爸遊戲的「基本人權」，才使得本書得於今秋面世。 

此外，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碩士王榆評、中山大學

中山學術研究所研究生吳明孝、彰化地方法院公設辯護人

陳志忠辛苦地犧牲假期協助校對並編製索引，臺中高分院法

官助理李介民協助校對外，並提供寶貴意見，特誌上感謝之

意。本書雖盡心校對，然因付梓倉促，錯落難免，尚祈各界

先進有以教我，則幸甚。 

 

 
謹序於逢甲大學學人宿舍 

時2000. 8. 27，寅夜，百蛙齊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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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引用簡語 

引用法規簡稱（括號及註腳使用） 
 

人事總處組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組織法 

人團 人民團體法 

土 土地法  

大審法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 

工會 工會法 

中央基準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 

中立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公平 公平交易法 

公考 公務人員考績法 

公投 公民投票法 

公服 公務員服務法 

公懲 公務員懲戒法 

戶籍 戶籍法 

出版 出版法 

民 民法 

立院組 立法院組織法 

全民健保 全民健康保險法 

刑 刑法 

刑訴 刑事訴訟法 

合作社 合作社法 

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法 

老福 老人福利法 

考院組 考試院組織法 

行院組 行政院組織法 

行執 行政執行法 

行程 行政程序法 

行訴 行政訴訟法 

兵役 兵役法 

戒嚴 戒嚴法 

決算 決算法 

私校 私立學校法 

身權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 

兒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 

姓名 姓名條例 

法組 法院組織法 

法規標準 中央法規標準法 

社救 社會救助法 

社維 社會秩序維護法 

空污 空氣污染防制法 

非訟 非訟事件法 

保 保險法 

保訓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保障 公務人員保障法 

建築 建築法 

軍婚 軍人婚姻條例 

軍審 軍事審判法 

破產 破產法 

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商仲 商務仲裁條例 

商標 商標法 

國安會組 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 

國教 國民教育法 

專利 專利法 

強 強制執行法 

教基 教育基本法 

赦免 赦免法 

通保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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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 都市計畫法 

勞保 勞工保險條例  

勞基 勞動基準法 

就服 就業服務法 

提審 提審法 

森法 森林法 

稅稽 稅捐稽徵法 

著 著作權法 

訴願 訴願法 

郵政 郵政法 

集遊 集會遊行法 

農會 農會法 

預算 預算法 

漁業 漁業法 

監院組 監察院組織法 

監察 監察法 

管收 管收條例 

審計 審計法 

廣電 廣播電視法 

請願 請願法 

憲 中華民國憲法 

憲訴 憲法訴訟法 

憲增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選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優生 優生保健法 

總統選罷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醫師 醫師法 

醫療 醫療法 

藥事 藥事法 

藥師 藥師法 

警 警察法 

警使 警察職權行使法 

警械 警械使用條例 

釋371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釋字第371號解釋 

羈押 羈押法 

 
 
 
 
 

 
 
 
 
 
 
 
 

 本書採用「引文格式」，以「全段退縮2字元」、「縮小字號（10#）」、

「縮小行距」，並採用「楷書」呈現，原則上用於超過2行的「法條文

字」、「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判決文字」等之全文引用，不另加引

號。若未超過2行，則以「楷書」加「引號」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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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判決及參考文獻簡語表 
 

（所有期刊論文引用，省略其副標題；雜誌名稱及其卷期，簡稱如下。） 

（2005.2.4.） 位於法規名稱之後，表該法規公布或施行之日期，

為西元年月日 
○○地院 臺灣○○地方法院 
○○高分院 台灣高等法院○○分院 
§159  Ⅱ 二 表某法規之第159條第2項第2款 
……頁27/45 
（以下） 

用於學術期刊論文之引用。頁碼後的數字，第一個

數字「27」表示所引用論文在該雜誌中的首頁，第

二個數字「45」表示本書所引用之觀念或意旨，出

現在第45頁（或第45頁以下） 
2018/9 2018年9月（用於期刊論文，表出版年月） 
27、135…… 第27期、第135期…… 
人文社會集刊9-1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人文及

社會科學集刊，第9卷第1期 
三民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中正法學5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5期 
中研院法律所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 
中研院社科所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中高行95訴345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345號判決 
元照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內政部台內地8673621函 內政部台內地字第8673621號函 
月旦法學133 月旦法學雜誌，第133期 
比較法學報15 中國比較法學會學報，第15輯 
北大行政33 台北大學行政暨政策學報，第33期 
北大法學50 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50期 
北高行95訴34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345號判決 
台大法研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台大法學29-2 台大法學論叢，第29卷第2期 
台大法學43特 台大法學論叢，第43卷特刊 
台大政治6 台大政治系政治科學論叢，第6期 
台灣法學144（＝本土法

學） 
台灣法學雜誌，第144期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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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年報10 司法研究年報，第10輯 
正中 正中書局 
立院聞25-7（＝國會） 立法院院聞，第25卷第7期 

（＝國會月刊） 
刑事法51-3 刑事法雜誌，第51卷第3期 
地院 （地名）地方法院 
行87判345 改制前行政法院87年度判字第345號判決 
東吳公法11 東吳公法論叢，第11卷 
東吳法律18-1 東吳大學法律學報，第18卷第1期 
東吳法研 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 
東海法學34 東海法學研究，第34期 
法令66-6 法令月刊，第66卷第6期（已停刊） 
法評61-1 法律評論，第61卷第1期 
法務部法律10103106420函 法務部法律字第 10103106420 號函釋 
法學教室98 月旦法學教室，第98期 
法學講座3 法學講座（已停刊），第3期 
法學新論45 法學新論，第45期 
法叢35-3 法學叢刊，第35卷第3期 
思與言47-3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47卷第3期 
政大法評36 政大法學評論，第36期 
政大政治6 政大政治科學論叢，第6期 
軍刊55-5 軍法專刊，第55卷第5期 
時報14 裁判時報，第14期 
院1285 司法院院字第1285號解釋 
院解2880 司法院院解字第2880號解釋 
高大法學6-2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論叢，第6卷第2期 
高院 （地名）台灣高等法院 
高院103上491  台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491號判決 
高高行95訴345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345號判決 
問題與研究36-4 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4期 
國家政策1-1 國家政策論壇，第1卷第1期 
國家菁英1-2 國家菁英季刊，第1卷第2期 
國會36-4（＝立院聞） 國會月刊，第36卷第4期 

（＝立法院院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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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政策7-1 理論與政策，第7卷第1期 
博論 博士論文 
最高行95判234例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判字第234號判例* 
最高行95判345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345號判決 
最高行106年6月 2次決議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6月第2次庭長及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 
最高院72台上704例 最高法院民、刑事判例（民國紀元）之年度及字號 
植根33-11 植根（法學）雜誌，第33卷第11期 
稅旬2330 稅務旬刊，第2330期（已停刊） 
新學林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經社法制10 經社法制論叢，第10期 

（前經濟建設委員會法規小組編印），現已停刊。 
萬國法律 萬國法律雜誌 
暨大公行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碩專論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碩論 碩士論文 
輔大法研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 
德憲裁判12 司法院印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十二) 
憲代16-2 憲政時代，第16卷第2期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3輯（上）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三輯（上），中央研究院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 
興大法研碩專論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興大科法研碩論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科技法律碩士班碩士論文 
警大法學11 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第11期 

                                                        
* 依現行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6條之1第2項規定，最高級

法院成立「大法庭」以統一法律見解，取代先前存在的「判例」與「決議」。先前

選編的判例，若無裁判全文可查考停止適用；仍有裁判全文可查者，其拘束則與一

般裁判相同，法官若欲變更見解，應循大法庭的提案程序為之。此固為法院裁判實

務應注意之事項，但本書係學理之論述，非法院裁判，引用先前存在的判例，主要

係著重判例所表達的法律見解，與判例效力無涉。故本書所引用判例，不改其名

稱，仍以判例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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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780理由3 司法院釋字第780號解釋，理由第3段（依司法院網

站所示） 
釋字第702號解釋【有損

師道案】 
【】內之文字，表示該號司法院解釋之意旨，自釋

字第701號解釋後，原則上直接採用司法院官方網站

所顯示案名，但如該案名過長（超過12字），則予

以適度縮減。釋字第700號以前之解釋案名，由作者

依該解釋內容，予以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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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政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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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政之種類……………..5
第一項 干涉行政、計畫行政、

給付行政 
一、干涉行政 
二、計畫行政 
三、給付行政 

第二項 公權力行政與私經濟 
行政 

一、公權力行政 
二、私經濟行政 

(一)行政輔助行為 
(二)行政營利行為 
(三)行政私法行為 

第三項 公權力行政與私經濟行

政之區別 
一、區別實益 
二、區別之標準：公法與私法區

別之標準 
(一)利益說 
(二)主體說 
(三)修正主體說 

三、本書見解 

 
 

第一節 行政的意義 

對行政的定義，向來有消極說與積極說之爭。 
消極說又稱「控除說」（又稱扣除說），係自Otto Mayer以來通說之

見解，此說認為「行政」之意義無法積極定義，僅能從消極方面定義行

政。此說從三權分立的立場出發，將所有國家權力作用，扣除「立法」與

「司法」作用之後，所餘即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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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篇 行政法基本原理 

 

積極說則認為，行政可加以積極定義。 
較切合實際的方法係承認行政的多義性，認為「行政只能描述，無法

定義」1。本書亦不擬積極定義，而從行政的要素，配合我國現行法制，

從三方面加以描述： 

第一項 行政係實質公權力主體之行為 
所謂公權力主體不限於國家層級之組織，尚包括具有公法人地位之地

方自治團體所為之自治行政與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所進行之委

託行政，例如汽車修護廠受監理站委託對汽車之定期檢查是。具有公法人

地位之農田水利會亦包括之。 
實質意義之行政不限於公法組織，以私法組織而遂行公共行政者，亦

屬實質之行政。例如台灣自來水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等公營事業機構（參

釋269），在履行公共任務的範疇內，亦屬公行政，應受到行政法拘束。 

第二項 行政係以實現公益為目的之行為 
從國家權力的實質正當性來看，國家係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為國家

而存在。從而可導出「行政機關應為人民而存在」的意旨。行政並非無目

的地執行法律，應是有意識地取向於公益，建立客觀的公法法律秩序。 

第三項 行政係受法之支配並受監督之公權力主體行為 
依法行政之原則係針對曩昔「專制行政」而來之反省，故現代、法治

國家強調「國家（政府）應守法」之觀念。此一觀念特別是強調行政權應

受「法」及「法律」之拘束。因在法治國下，法律係由代表民意之議員所

制定，具有直接民主合法性，故行政應受法律之支配，但此不意味著，行

政只受成文法的限制。 

                                                        
1  Zit. aus Ingo v. Münch, in: Erichsen/Martens, Allg. VerwR, 9. Aufl.,§1, 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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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行政之概念 3 

 

第二節 行政的特性 

第一項 行政之總體性與主動性 
行政與司法同為法律適用的國家權力，但此二種權力作用有截然不同

之特性。因司法權係被動性、點的、針對歷史性（過去）事件的判斷、個

別正義分配的國家權力作用。司法的被動性係指司法案件之「不告不理」

（民訴§388；行訴§218；刑訴§268），所謂「點的、歷史性的判斷」

係指，除抽象的違憲審查與憲法解釋外，司法案件著重過去發生事實是否

存在之判斷，在法律客觀意旨下，注重具體個案正義，亦即重在「分配正

義」的實踐。 
相對地，行政應具有主動性，往往將時間與空間加以綜合考量，並注

重公益與私益之均衡維護，注重「平均正義」的發揮。所謂「行政之主動

性」係指多數之行政任務不待人民之請求，即須依職權發動（行程§

34），不適用不告不理之法理。蓋「國家為人民而存在」，才使國家權力

機關具有「實質正當性」。 

第二項 行政之公益取向性 
理論上及規範上，國家應為人民而存在，國家任務的遂行無非在使國

民因此享有利益。故行政任務之遂行皆有其「公益之取向」，動用公權力

或公預算須有公益之目的。此亦稱為「行政之合目的性」。但實證上，掌

有國家權力之人，往往利用權力的機制，假借「公益」之名而有竊取公益

之實2。 
亦即公務員未必都會促進公益，有時反而形成侵害人民權益之亂源。

而所謂「公益」，並非指統治團體中特定族群之利益，亦非指政權之安

定，更非指官僚體系或特定既得利益族群之維護。公益係指在「客觀的法

規範」下，「社會上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互相影響衡量後之理想狀

                                                        
2  實務上，依法執行職務而使個人理想獲得實現或私人因而獲有利益，乃屬組織利益

與個人利益合致的情形，並屬制度所予鼓勵者；應予禁止者，乃假借職權而純粹獲

得個人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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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3。某種狀態是否屬「社會成員利益衡量後的理想狀態」，在現代民

主國家中，係先由立法者對社會成員相互間與國家權力機關間作抽象的衡

量，並賦予行政機關一定職權，令其透過具體行政職權的行使，以期形成

「社會成員利益衡量後的理想狀態」。行政職權行使與立法之抽象衡量是

否正確，最後仍由司法者予以確認，以擔保國家權力不被濫用。司法機關

不必為一時性的政策背書，亦非統治者的工具4，透過法院之司法審查功

能，可對行政是否合乎公益作合法性控制。是故，行政法的目的之一，即

在透過行政程序的規制及法律原則的遵守，消弭此種假借職權之名而盜取

公益之實的現象5。 
公益與私益並不衝突，正確地保障私益亦為實現公益之態樣，故應不

可一般化地認為「公益必然大於私益」。我國傳統上屬團體主義之國家，

向來傾向於認為「公益大於私益」，馴致往往假公益之名以搾私益，行政

機關有時忽略其職務係為人民而存在之本質，或因受到不肖民意代表之壓

力，或基於個人執行職務便利之考量，對人民有利事項故意忽略（行程§

9），以致「便官不便民」之情事時有所聞，此非行政之本質6。 

                                                        
3  Vgl. Wollf/Bachof/Stober, Verwaltungsrecht, 1994,§29, Ⅱ, S. 338. 
4  參中國時報，2002.12.28.，第4版，「翁岳生：法院不是統治者的工具」新聞。 
5  據報載（網路關鍵字搜尋：「婦聯會」），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婦聯會」，最

早名為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由蔣宋美齡於1950年（民國39年）4月17日時成

立，幹部多為中華民國三軍將領夫人，有其歷史背景。婦聯會資金調度極為寬裕，

資產龐大，無法監督。該團體的屬性，係屬私人團體，卻透過國家機關人員之職

權，獲取國家機關不少利益。1997年婦聯會申請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社會

福利基金會」。1980年婦聯會向內政部申請立案轉換為政治團體。依當時人團法之

規定，政治團體財務應由該會自行於章程中訂定，並以自律為原則，行政機關無權

干涉，據稱，主管機關內政部也不清楚該會目前資產狀況。據報載婦聯會資金是從

1955年至1989年間，來自廠商進出口結匯時所徵收的特別稅捐「勞軍捐」。勞軍捐

為臺灣戒嚴時期，臺灣實施的相當特殊附加稅捐，徵收期間從1955年～1989年。其

徵收方式如下： 
1955年～1981年：每進口1美金的貨物，勞軍捐為新臺幣5角。 
1981年～1987年5月：每進口1元美金的外國貨品，勞軍捐為3角臺幣。 
1987年6月～1989年：勞軍捐下降至新臺幣2角。 

 此些數額之累積，在臺灣當時進出口極為暢旺的經濟條件下，創造出目前婦聯會數

千億的資產。 
6  例如我國原對既成道路皆不予補償，直至釋400以後才有改觀；又行政機關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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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行政之權宜性 
行政的權宜性又稱行政自由性。由於行政任務的多樣化，不得不使行

政權有更多之權宜（行政便宜主義），此種權宜即為行政裁量之依據。基

本上，行政權包括「決定的自由」與「手段選擇的自由」。 
行政任務雖有行政裁量，但裁量本質係「合義務性裁量」，並非完全

之自由，行政機關在裁量範圍內，負有法律上義務，在個案上「作成最佳

化的決定」。因行政機關職務之性質，亦有「裁量權限縮至零」之情形，

例如某地失火，消防機關不得「決定」，不出動消防車救火。 

第三節 行政之種類 

行政之種類，因區分標準不同，有不同的分類方法及其實益。 

第一項 干涉行政、計畫行政、給付行政 

一、干涉行政 
干涉行政係指國家為達到一定之社會秩序，對社會秩序或公共生活有

危害之行為，施以事前禁制或事後處罰之行政，例如環保人員取締製造髒

亂之行為、衛生主管機關管制有害公共衛生之虞的食品7等。 

二、計畫行政 
干涉行政旨在排除障害，計畫行政旨在積極形成國民實現其基本權

之有利空間，例如環境計畫行政8、經濟計畫行政、空間計畫行政9等。 

                                                                                                                                  
用徵收」例不予補償，經釋440宣告為違憲：「主管機關對於既成道路或都市計畫

道路用地，在依法徵收或價購以前埋設地下設施物妨礙土地權利人對其權利之行

使，致生損失，形成其個人特別之犧牲，自應享有受相當補償之權利。」又如都市

計畫上，常因主管機關之怠惰無效率，致人民之財產自由權（建築自由）受到過度

之限制，亦經釋406予以糾正。 
7  參林昱梅，當健康風險之預防遇上商品自由流通原則，月旦法學178，2010/3，頁

258以下；林昱梅，三管五卡係真的？，法學教室89，2010/3，頁16。 
8  參林明鏘，論環境規劃法制，收於氏著，國土計畫法學研究，頁163以下。 
9  參林明鏘，都市計畫法與現代法治國家，收於氏著，同上註，頁4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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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給付行政 
給付行政係以增進國民生活為目的，此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福利國家

或給付國家之新型行政。須注意的是此處之「給付」，並非單純是「給

予」，有些給付仍得要求人民相對地付出對價。其型態復有(一)供給行

政，例如水電、交通、通訊、文化教育設施、保健設施等。(二)社會保障

行政：例如社會救助。(三)助益行政：例如對遭受金融風暴之企業提供特

別融通資金等。 
干涉行政、計畫行政與給付行政之區分實益，主要在確定法律保留層

級及行政機關裁量權之寬窄。亦即，在干涉行政上，行政機關受到最多之

拘束，相對地，在給付行政上，行政機關享有最多之裁量空間，且不必有

形式意義的法律保留，只要預算上有經過議會之許可即為已足，但亦非完

全不屬於法律保留。 

第二項 公權力行政與私經濟行政 

一、公權力行政 
公權力行政又稱為「高權行政」，係指實質行政機關居於統治高權主

體的地位，所施行之各種行政。舉凡人民與國家或住民與地方自治團體間

之權利義務事項，均屬公權力行政之對象。 

二、私經濟行政 
私經濟行政亦稱為國庫行政，係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不以高權之姿

態，而以私經濟的方式完成之。私經濟行政之方式，包括： 

(一)行政輔助行為 
例如辦公用品之購入等，此種行為屬國庫之私法行為，完全適用私法

原理。 

(二)行政營利行為 
例如市政府出資魚市場或肉品市場而為該市場之股東。 

(三)行政私法行為 
係指行政機關以私法手段直接達成行政任務之行為，如提供融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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