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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書寫作以通達淺顯易讀為基調，儘量避免使用罕有術語與

外文詞彙。至行政訴訟的專門用語，如課予義務訴訟等，則

為簡約複雜法律觀念的基礎詞彙，仍不能免，敬請留意。 

二、本書著重體系架構與思考模式的建立，培養以思維方法掌握

具體實例的法律能力，特於各講之前提列標題，請先閱讀。 

三、本書內容為作者多年教學研究的心得，部分參詳國內著作，

為求行文簡鍊，不一臚列。 

四、本書觀點部分汲自外國學說，為減少閱讀障礙，除非必要，

外國文獻出處，一律省略。 

五、本書條文未明示法規名稱者，均為行政訴訟法規定；舉凡條

文引註，不綴參見，以撙篇幅。 

六、本書引用與行政訴訟法有關的司法院解釋，概稱釋字第Ⅹ號

解釋。 

七、為利於學習，使行政法貼近社會事實，本書前導案例多取材

自實務裁判，逐一編號，並註明出處。因案例數多，另製索

引，標示首次出現頁數，俾便查閱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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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行政訴訟序說 

要 目  

  
 
壹、行政訴訟法的定位 
貳、行政訴訟法的意義 
參、憲法與行政訴訟法 

一、憲法訴訟權與行政訴訟法 
二、憲法訴願權與行政訴訟法 
三、正當程序原則與權利救濟 
四、法官保留原則與行政訴訟 

肆、行政行為論與行政訴訟 

伍、行政訴訟法的入門課題 
一、第一堂課：行政實體法與

行政訴訟法的聯立關係 
二、第二堂課：行政訴訟法與

民事訴訟法的併立關係 
三、第三堂課：行政程序法與

行政救濟法的分段關係 
陸、行政訴訟法學的展望 

 

壹、行政訴訟法的定位 

行政訴訟的論說與著述，向來先探討訴願法，再論及行政訴訟法，

乃有「行政爭訟法」或「行政救濟法」之稱語，俾以涵蓋此二法領域。

行政訴訟舊制之類型僅撤銷訴訟一種，人民提起行政訴訟須先經訴願程

序，訴願法成為行政訴訟法之一環，相沿成習，亦為原因之一。 
衡諸行政訴訟法制與原理，嚴格來說，訴願，乃提起行政訴訟的

「程序合法要件」之一，訴願與行政訴訟二者之間並不存在審級之關

係。訴願，既非行政訴訟制度的必要構成部分，亦非行政訴訟的下級

審。行政訴訟法於1998年全盤修正、2000年正式施行後，行政訴訟審判

權改採概括原則（§21），訴訟類型不以撤銷訴訟為限。在此之外，另

增課予義務訴訟、一般給付訴訟、確認訴訟等基本類型。在現行法制之

                                                        
1  行政訴訟法規定，務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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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僅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的提起，須先經訴願先行程序2，確認

訴訟（§6Ⅰ）與一般給付訴訟（§8Ⅰ），則無此限制，可知訴願只是

部分行政訴訟類型的程序門檻，而非行政訴訟制度的必要內涵。是以，

行政訴訟法的論述方式，應改以行政訴訟為主軸、訴訟類型為骨

架，此為本書的論述旨趣所在。 

貳、行政訴訟法的意義 

行政訴訟法，由行政與訴訟法兩組概念組成。訴訟法，乃以法院訴

訟程序解決法律爭議之法規範的總稱，性質上屬程序法之一種。與之相

對應的概念──行政，內涵重點非關行政法學上對行政概念的定義或描

述3，而是指行政法上之爭議。按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

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一方面體現行政訴訟概

括審判權的特色，另方面蘊含行政訴訟的實質定義。所稱「公法上爭議」，

從規範體系脈絡以解，精確言之，係指行政法上爭議4，乃行政訴訟法的核

心要素。凡行政法上爭議之訴訟程序，均屬行政訴訟，規範行政訴訟之法，

概皆行政訴訟法。循此以論，行政訴訟法的意義，即有最廣義、廣義與狹義

之分。 
狹義之行政訴訟法，專指以《行政訴訟法》為名之法律，明定行政

法院審理行政法上爭議之程序規範。反面言之，適用行政訴訟法辦理訴

訟之法院，即為行政法院。除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外，尚有智

慧財產及商業法院5、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3-1）。 
廣義之行政訴訟法，除前述行政訴訟法之程序規範外，還包括行政

訴訟施行及行政法院組織等相關法規，如行政訴訟法施行法、行政法院

                                                        
2  行政訴訟法第4、5條。 
3  李建良，行政法基本十講，元照，九版，2019年9月，49頁以下。 
4  公法上爭議，除行政法上爭議外，包含國際法、憲法、刑事法，乃至於訴訟法本身。

關於行政法上爭議與其他「公法」爭議的區別，參見第二講。 
5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2條第1款：「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依法掌理下列事務：

一、智慧財產之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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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法、智慧財產與商業法院組織法及其相關子法等，均屬之。 
最廣義之行政訴訟法，泛指立法機關就行政法上爭議另設司法救濟

機制之程序規範的總稱。法律得將部分行政訴訟案件交由行政法院以外

之普通法審理之，此所以行政訴訟法第2條除書之所由設。舉其要者，

例如國家賠償訴訟、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救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訴

訟、律師懲戒訴訟6、法官懲戒訴訟7等。 
本 書 以 狹 義 之 行 政 訴 訟 法 為 論 述 重 點 ， 並 旁 及 國 家 賠 償 訴 訟  

（§7），其餘部分僅於必要時附帶提及。行政訴訟法的當事人及其法

律關係，基本上以人民為原告、行政機關為被告；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

公法人對上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8或其他公權力措施，或行政機關於

特定之訴訟類型（如一般給付訴訟）9，亦得提起行政訴訟，而得為原

告。 

參、憲法與行政訴訟法 

行政訴訟，顧名思義，行政事件於法院程序中之訴訟。行政訴訟的

功能不以保護人民個人權利為限，但凡公法上之爭議，均得向行政法院

提起訴訟（§2）。不過，提供整全無漏洞且及時有效的權利救濟體

系，讓人民得以透過司法程序尋求救濟，應是行政訴訟最為重要的功

能。準此以言，行政訴訟的制度理念、程序構成，乃至於基本圖像，須

從憲法的規範高度切入，方得以窺其全貌、掌握肌理。 

一、憲法訴訟權與行政訴訟法 

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明文保障人民訴訟

                                                        
6  釋字第378號解釋：「依律師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三條所設之律師懲戒委員會及律師

懲戒覆審委員會，性質上相當於設在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之初審與終審職業懲戒法

庭，與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等其他專門職業人員懲戒組織係隸屬於行政機關者不同。」 
7  法官法第47至70條、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其第49條規定：「行政訴訟法之規

定，除本法及本規則別有規定外，與審理懲戒案件性質不相牴觸者，準用之。」 
8  訴願法第1條第2項。 
9  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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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關於憲法訴訟權意旨之闡述，歷來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約有以下幾

種：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

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此種司法

上受益權，不僅形式上應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張其權利，且實質上亦須

使個人之權利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10」 
「人民之訴願及訴訟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人民於其權利遭

受公權力侵害時，有權循法定程序提起行政爭訟，俾其權利獲得適當之

救濟。此項程序性基本權之具體內容，包括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

及相關要件，須由立法機關衡酌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

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制定合乎正當法律程序之相關法律，始得

實現。11」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

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

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而刑事被告受其辯護人協助

之權利，須使其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始能發揮防禦權之功能。12」 
「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明定。所稱

訴訟權，乃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不僅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得提

起訴訟請求權利保護，尤應保障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獲

得救濟之權利，俾使人民不受法律以外之成文或不成文例規之不當限

制，以確保其訴訟主體地位。13」 
「憲法第十六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

時，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而訴訟救濟應循之

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則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

訟政策目的，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 

                                                        
10  釋字第148、153、154、170、179、230、416、610號解釋。 
11  釋字第663、667、681號解釋。 
12  釋字第636、645號解釋。 
13  釋字第446、482、590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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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4」 
「人民之訴願權及訴訟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人民於其權利

遭受公權力侵害時，得循法定程序提起行政爭訟，俾其權利獲得適當之

救濟……，而此項救濟權利，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剝奪。15」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此項權利自亦包括人民尋

求刑事司法救濟在內，是故人民因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加害之行為人因

而應負刑事責任者，被害人有請求司法機關予以偵查、追訴、審判之權

利，此項權利之行使國家亦應提供制度性之保障。16」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

則，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

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

障之核心內容。17」 
上述闡釋，內容不同，重點各異，其中「人民之權益遭受侵害

時，得請求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得及時有效之救

濟」語句的基本構造，係以「人民之權益遭受侵害時」為前導，構成訴

訟權的基本內涵，即所謂「有權利，即有救濟」與「有效權利救濟」原

則的體現。然則，人民權利受到侵害的態樣不一，訴訟權的內涵亦有不

同，解釋適用上仍應有別18。就行政訴訟而言，所謂「人民之權益遭受

                                                        
14  釋字第160、302、393、396、416、442、512、533、574、591、629、653、665號解

釋。 
15  釋字第430、462、653、684、784號解釋。 
16  釋字第507號解釋。 
17  釋字第736、742號解釋。 
18  刑事訴訟程序，嚴格而言，非被告權利受到侵害時尋求救濟之制度，而是國家干預被

告基本權（生命、身體、財產）之必要正當法律程序，屬被告受憲法保障之訴訟上防

禦權（釋字第789號解釋）。蓋法院（有罪）判決本身同時即是對被告基本權之干預措

施，為被告本於基本權之「防禦功能」所欲排除者。對照歷來解釋中與刑事訴追直接

相關之解釋其對「訴訟權」之詮釋有別於行政訴訟。例如釋字第654號解釋理由：「憲

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

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俾受公平審判之保

障。而刑事被告受其辯護人協助之權利，須使其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始能發揮防禦權

之功能。（中黑體為作者所強調）」又如釋字第752號解釋謂：「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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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有待分說者三： 
其一，所謂「侵害」，係以公權力措施為侵害源，且不問法律性質

為何。舉凡抽象之行政命令或法規19，或具體之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行

為，或其他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例如行政法上之意思表示），或

不具直接法效性之公權力措施，均為人民之行政訴訟權所得防禦之客

體。 
其次，所謂「人民」，除自然人外，法人亦在保護之列，且不因身

分之不同而分軒輊，尤其受刑人、學生20、軍人、公務員、公立學校教

師21等具有「特別身分關係」的人民，應享有與一般人民同等的行政訴

訟權利。至於公法人或行政機關是否包括在內，仍有討論空間，一定程

度涉及法政策上的制度選擇問題22。 
其三，所謂「權益」，概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合稱。細以究

之，應區分憲法上的權利與法律上的權利二種層次： 
屬憲法上之權利者，若遭公權力之侵害，不問公權力之法律性

                                                                                                                                  
1款及第2款……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

審法院部分，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

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旨趣亦同。蓋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

為有罪判決，對被告而言，實為權利干預，而非司法救濟。 
19  釋字第742號解釋。 
20  關於學生得提起行政訴訟的程序標的，實務上跟隨司法院大法官的腳步逐漸擴增，先

是開放各級學校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釋字第382號），後擴及學校對大學生所為行政

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釋字第684號解釋），再延伸到各級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

力措施（釋字第784號解釋）。 
21  釋字第736號以「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

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

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不得僅因身分或職業之不同即予以限制（本院釋字第四三○

號、第六五三號解釋參照）」為由，認為「教師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學校具體措

施遭受侵害時，得依行政訴訟法或民事訴訟法等有關規定，向法院請求救濟」，即本

乎此理。問題是，教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是否「因學校具體措施遭受侵害」，仍有

解釋之空間。 
22  例如訴願法第1條第2項規定：「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上級監督機關之行

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同。」即肯認「各級地方自治

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具有類似人民的地位，得提起訴願，自亦包括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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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本於基本權之防禦功能，受侵害者（相對人）恆有提起行政訴訟、

排除侵害之訴訟權能（相對人理論）與排除侵害之實體請求權23；反

之，若遭受其他人民之侵害，則須視法律是否課予公權力保護該受侵害

人民之義務而定（保護規範理論）。 
屬法律上之權利者，即人民享有之權利來自法律所賦予，例如外

籍配偶之居留請求權或社會福利津貼之請求權，人民提起訴訟時，必須

本於法律之規定，且須為法律所定之適格當事人（請求權人），始足當

之。 
綜上以言，凡防止人民權利免於遭受公權力侵害之訴訟救濟制度，

殆屬行政訴訟，是為實質意義之行政訴訟。 

二、憲法訴願權與行政訴訟法 

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願……之權。」訴願權與訴訟權

分別是憲法明文保障之基本權利，二者相互獨立。行政訴訟之提起，是

否必以訴願之提起為先決要件（訴願先行原則），於憲法上不無探討的

空間。一般而言，「行政自我省察」、「疏減訴訟負擔」與「強化權利

保障」為訴願先行原則合憲之正當理由。訴願與行政訴訟二者既是分立

關係，在立法政策上將之脫鉤規定，讓人民自由選擇救濟之道，自無不

可。 
實務上早期常以訴願機關未就本案為實體審究，為保障當事人之

「訴願審級利益」，而發回訴願機關或發交高等行政法院重為決定或審

理，例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598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1
年度判字第854號判決。此種出於「訴願為行政訴訟下級審」的錯誤觀

                                                        
23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3月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

利，具有防禦權功能，人民於其基本權利受到國家侵害時，得請求國家排除侵害行

為。國家之侵害行為如屬負擔行政處分，受害人民得主張該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權

益，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該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如屬

行政事實行為，此項侵害事實即屬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所稱之『公法上原因』，受

害人民得主張該行政事實行為違法，損害其權益，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

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給付，以排除該侵害

行為。」可供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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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後已有轉變，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544號判決，謂：

「行政法院審查結果，如認訴願決定違法，為保障人民儘速接近法院請

求審判之訴訟權，應進而審查原處分是否違法，以判斷起訴有無理由，

不應僅將訴願決定撤銷，發回訴願決定機關為實體審理。」可供參照。 

三、正當程序原則與權利救濟 

憲法第8條規定字數於第2章「人民之權利義務」居冠，明文保障人

民身體之自由，設有「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

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法官保留原則）之憲法規定，由此衍生正

當法律程序之憲法一般原則24。觀念上，正當法律程序可分成三大類

別： 

權利的限制或剝奪須經法院審理決定（可稱為「正當司法程序原

則」）。 
權利的限制或剝奪須經正當行政程序（可稱為「正當行政程序原

則」）。 
權利的限制或剝奪須提供救濟程序（可稱為「正當救濟程序原

則」）。 
以上三原則中，正當司法程序原則包含「法官保留原則」，為憲

法第8條的核心規範，旨在保障人身自由；正當行政程序主要明定於行

政程序法中，經司法院解釋成為憲法上一般性原則25；正當救濟程序，

屬憲法第16條訴願權及訴訟權的保障範疇（有權利，必有救濟），已見

前述。此三種程序原則功能不同，憲法基礎亦有差異，應加區分。 
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的分野，涉及行政權與司法權的互動關係。從

程序的視角觀察國家權力行使的構造，概有「行政與司法的接力關係」

                                                        
24  釋字第384號解釋謂：「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下略）』其所稱『依法定程

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

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

關之條件。」其所稱「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係指法律規定之程序必須正當，實即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與憲法第23條所定之條件（比例原則），均為以法律限制人民身體自

由所應遵守的憲法原則。 
25  參見釋字第709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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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Ⅰ）與「行政與司法的對立關係」（模式Ⅱ）兩種，圖示如下： 
 
模式Ⅰ 
 
 
 
 
模式Ⅱ 
 
 
 
 
以上兩種模式皆呈現行政與司法二權相互分立、彼此制衡的關係，

制度功能則有差異。於模式Ⅰ之情形，行政扮演程序開啟的角色，司法

居於決定者的地位，即行政開啟程序，再由司法作出終局之決定。國家

刑罰權之行使，殆屬此類（檢察官起訴，法院判決）；於行政法領域，

亦有其例，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5款規定，散布謠言，足以

影響公共之安寧者，警察機關於訊問後，移送該管簡易庭（法院）裁

定。模式Ⅰ可再予開展續行：行政先開啟程序，由司法決定後，再由行

政續行程序，例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經裁定獲准後，續行羈押及

偵查程序；或於上舉之例，簡易庭（法院）裁定罰鍰者，由警察機關執

行之（社會秩序維護法§50）。圖示如下： 
 
模式Ⅰ-1 
 
 
 
 
於模式Ⅰ之情形，舉凡羈押、拘留、處罰等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之

國家權力，係由司法權（法院）行使之，法院係扮演決定者的地位，正

程序 
開始 

行政 行政 司法 

行政 司法 程序 
開始 

程序 
開始 

行政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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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程序側重於司法程序，在功能地位上，乃憲法第8條第1項規範意義下

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之「法定程序」，而非「權利救濟程序」。人民權

利之限制或剝奪，是否應依「司法程序」（法院）為之，除涉及人身自

由的限制或剝奪外（詳見後述），原則上屬立法形成自由26，釋憲實務

上擴展至秘密通訊自由的保障27，則屬例外28。 
不同於上，行政與司法於模式Ⅱ係處於對立關係，行政掌有程序開

啟與決定之權限，司法機關（法院）則扮演制衡行政的角色，屬於權利

救濟程序。正當程序原則的重心首要不在司法程序，而是行政程序。除

法律特別規定外29，行政訴訟的功能旨在權利救濟，對行政行為進行合

法性控制，檢視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步驟如下：行政法院先就相關

程序規定進行法律解釋，確認正當行政程序的規範要求，包括是否符合

正當程序意旨之合憲性解釋30；其次，審究系爭行政行為是否遵守正當

行政程序的規範要求。 

四、法官保留原則與行政訴訟 

承上所論，憲法第8條設有法官（法院）保留原則，為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之一環，適用範圍著重在「拘禁」（拘束人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

離一定空間），不以「刑事處罰之本質」為必要，其他如「拘留」、

「收容」、「留置」、「管收」等均無礙其為「拘禁」之一種，亦須經

                                                        
26  例如：公共遊樂場所之負責人或管理人，縱容兒童、少年於深夜聚集其內，而不即時

報告警察機關者，情節重大者，由法院勒令歇業（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7條）；相對於

此，情節較為嚴重者，如僱用兒童及少年從事危險、不正當或其他足以危害或影響其

身心發展之工作者，則是由主管機關移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歇業（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96條第2項）。 
27  參見釋字第631號解釋。 
28  另外，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對於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的處罰（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

罰鍰或申誡），係採模式Ⅱ的程序構造（由警察機關為之），釋字第689號解釋試圖將

之改變成模式Ⅰ（由法院為之），除涉及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制度選擇外，一定程

度是站在司法程序較之行政程序「正當」的基本前提上。 
29  例如國家賠償法規定國家賠償訴訟適用民事訴訟法。 
30  例如公務員之免職處分，不屬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3項第7款「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行政

行為」，仍應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另參見釋字第491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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