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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政法的概念 

【基礎體系】 

提綱挈領 主要內容 

一、行政之概念 

行政法與「行政」之概念有關，惟依據出題通說，行政態樣變化萬端，

難以為一般之抽象定義，故僅能描述。因此於出題所佔比例極稀，無

須太過鑽研。 

二、行政之種類 
依據不同之標準而為行政之分類，於出題上屬於前開行政概念之一

環，無須強記，僅掌握基礎概念即可。 

三、行政法的概念 

行政法並非單一之法典，乃透過各種行政法規之集成而確立之公法

體系。 

出題通說認為，行政法乃指規範行政組織、行政作用（包括行政行

為與行政罰）、行政程序、行政救濟、行政執行等事項之國內公法。

四、行政法之公法性質 

概述（公私法是否應區分之學說爭議） 

法律二元論：認為區分公法與私法有具體意義者； 

法律一元論：認為國家整體法秩序單一，無區別必要。 

小結：以「法律二元論」為出題通說。區別公法與私法具有實際

上之功能與意義。 

區分之學說 

利益說 

權力說 

主體說 

新主體說 

事件關聯說（釋字 115） 

公法與私法的區分實益 

確定訴訟救濟途徑 

探求國家賠償請求權基礎 

界定行政程序法適用對象 

行政處分、行政契約與公法人等實體法概念的認定問題 

行政強制執行的運用 

中央與地方立法權限的劃分 

法律解釋與適用的遵循原則 

五、公法與私法之關聯（釋

字 474） 

釋字 474 號解釋理由書見解： 

公務人員保險法第 14 條規定，公務人員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在保

險有效期間，發生殘廢、養老、死亡、眷屬喪葬四項保險事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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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現金給付。惟同法對保險金請求權未設消滅時效期間，主管機

關遂於施行細則中加以規定。時效制度不僅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重大

關係，且其目的在於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及維持法律秩序之安

定，與公益有關，須逕由法律明定，自不得授權行政機關衡情以命

令訂定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以命令訂之。四十七年八月八日考試院

訂定發布之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七十條前段：「本保險之現

金給付請領權利，自得為請領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規定被保險人請求權時效為二年（現行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則改為

五年），與上開意旨不符，應不予適用。在法律未明定前，應類推

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法等關於退休金或撫卹金請求

權消滅時效期間之規定。至於時效中斷及不完成，於相關法律未有

規定前，亦應類推適用民法之相關條文，併此指明。 

公法與私法之區別；類推適用之意義 

六、法律事件公私法性質

之認定 

土地事件爭議 

公地放領事件（釋字 89） 

耕者有其田條例之徵收及放領事件（釋字 115）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有關耕地准否收回事件（釋字 128） 

社會保險爭議 

勞工保險（釋字 568） 

公務人員保險（釋字 466） 

全民健康保險（釋字 533） 

行政機關出租、借貸或出售公有財產（釋字 448、457、540） 

【補充】（釋字 595、釋字 695） 

七、審判權之衝突解決 

機關聲請統一解釋 

人民聲請統一解釋 

行政訴訟法第 12-1~5 條、第 178 條 

釋字第 5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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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概念之基礎掌握 

學理定義難以捉摸：一般乃為「管理、執行」之意。 

形式意義：行政院及其所屬下級機關的行為。 

實質意義： 

積極：國家本於行政權所為繼續不斷的行為。 

消極：扣除說。其他權力機關（例如、立法、司法、監察機關）所為行為以外之行為，

均可歸屬為行政行為。 

從概念描述角度理解：從搖籃到墳墓之權力作用 

幼兒政策→戶籍登記→國民教育→各類資格之取得（如駕駛執照等）→勞工職業訓練→

社會福利與國民照顧…等等  

學理定義：行政，係指國家或政府的行為，然而從國家權力之角度，可能需定義成行政

係立於法律之下，除立法、司法及監察以外之國家作用，而考試相關公權力措施在此定

義下，乃包括於行政之中。 

學者見解 

吳庚教授 

①行政之作用係與公共利益有關。 

②行政需由公法組織的主體而運作。 

③行政的自由易受相當之監督。 

④行政作用有不同的方式。  

翁岳生教授 

①行政是廣泛、多樣、複雜且不斷形成社會生活的國家作用。 

②行政是追求利益的國家作用。 

③行政是積極主動的國家作用。 

④行政應受法的支配－合法性與合目的性之兼顧。 

⑤行政的運作應注重配合及溝通。 

⑥行政係做成具體決定的國家作用。 

二、行政之種類 

以運作主體為區分標準： 

直接行政：國家之事務直接由國家所設立之機關來執行。 

間接行政：國家之事務委由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來執行。  

以適用法規為區別標準： 

公權力行政：國家居於統治權主體之地位，依公法法規所為之上下命令、權力服從關係

的高權行為，應受依法行政原則加以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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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權力內涵： 

高權行政：純粹高權行為。 

單純高權行政：公法形式之給付。 

國家賠償： 

公務員責任：國賠法第 2 條第二項。 

公共設施：國賠法第 3 條。  

行政指導：行政程序法 165 條。 

私經濟行政：非基於統治體主體而處於私人相當之地位，受到私法支配下所為行為，又

稱國庫行為或國庫行政。 

行政私法行為：為達成行政上任務所採取之私法型態行為。（私法形式之給付行政） 

行政營利行為：以私法組織形態或特設機構方式所從事營利行為。 

行政輔助行為：推行行政事務所需要之物資、勞務所為之行為。 

純粹參與交易行為：為達行政上之特定目的而參與市場交易行為。 

區別標準判別： 

相對人關係 

①上下關係、服從關係：公權力行政。 

②對等關係：私經濟行政。 

法規規定：由立法者決定。  

視個別情形判別 

①內容：自行政機關行為之內容加以判斷； 

②外觀：有疑義時，推定為公權力行政，其核心目的在於確保相對人之救濟可能性。  

區別實益： 

適用法律之判定：公法關係或私法關係。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救濟。 

基本原則：依法行政原則或私法自治原則。 

法規之限制：同受組織法規範，惟在行為法上私經濟行政較少限制。而關於憲法上人

民基本權利保障則無差別。 

以行政目的為判別標準： 

給付行政： 

意義：國家提供人民給付、服務或其他利益之行政作用。在現代國家扮演重要角色。 

類型： 

①供給行政：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 

②助長行政：基於特定目的，例如對於都會區停車場興建之補助與程序便利行為。 

③社會行政：最低生活保障，例如各種社會福利津貼、清寒補助等。 

干涉行政（或稱干預行政）：干預人民權利，限制其自由或財產，或科與人民義務、負

擔之行政作用。應受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相關保障人民基本權之原則所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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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法的概念 

行政法並非單一之法典，乃透過各種行政法規之集成而確立之公法體系。 

出題通說認為，行政法乃指規範行政組織、行政作用（包括行政行為與行政罰）、行政程

序、行政救濟、行政執行等事項之國內公法。 

四、行政法之公法性質 

概述 

大陸法系國家之法律，認為社會事務之性質，應依其適用之法規，因此，傳統上作公法與

私法之區分。然而，法律是否有區分公私法之必要，在學說上仍有爭議： 

肯定說（法律二元論） 

此說是建立在「國家社會二元論」之思考脈絡下，認為「社會」是由人民自行組成之

自律領域，為先於國家而存在之團體，因此，國家原則上並不得介入其中，在「社會」

領域中的活動，是受「私法自治原理」所支配，和「國家」（適用公法原理支配）屬

於截然二分之體系。 

從概念上來說，這個見解並非完全正確，因為國家或是行政機關亦有可能受到私法之

支配，例如行政機關購買辦公用品或興建宿舍，該買賣契約或承攬契約，即屬民事（民

法）契約之類型，而屬於私經濟行政之範疇，因此即使是受到公法原理支配之國家或

行政機關，仍有民事法律（如民法）之適用。 

區分公法與私法乃出題通說之見解，建議考生直接採取此說。 

否定說（法律一元論） 

此說認為，公私二元論為專制時代之產物，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中，國家與人民之法律

關係，從本質上發生轉變，亦即，國家與人民間亦為權利義務關係，而非權力服從關係。

從而，公法與私法實無區分之必要，國家整體的法秩序應為單一的法域。 

區分之學說 

若我們前提上贊成上述肯定說（即法律二元論）時，對於公私法區分的學說，依據不同之

分類標準，共有以下幾種類型： 

【概念強化：公私法區分學說之不同性質】 

有關公私法的區分學說，向來有在區別「法律條文的屬性界定」者，以及區別「法律事件的性

質認定」者。前者係針對「法律規定」本身的屬性予以定性，亦即觀察的對象是法律條文本身；

後者則將觀察的對象放在實際發生的具體事件上，二者的層次並不相同。 

-------------------------------------- 
利益說 

利益說是以法律所保障之利益（法規範之目的）為標準來區分公私法。保障公共利益的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13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法律為公法；保障私人利益的法律為私法。 

◎缺失： 

公益與私益為相對性之概念，無法截然二分。 

公法規定雖以追求公益為多數，但亦不乏有追求個人私益之規定。例如：建築法中

有關鄰人保護之法規。 

反之，私法規定中亦多有追求公益的規定存在。例如：民法規定夫妻離婚應辦理離

婚「登記」，以生效力並產生公示之效果。 

權力說（從屬說、隸屬說） 

以當事人的關係（當事人之地位）區分公法與私法。公法所規定者，為上下權力服從關

係；私法所規定者，為對等權利義務關係。 

◎缺失： 

在私法規定中，仍有不少規定權力服從關係者。例如：民法第 1085 條規定「父母

得懲戒其子女」。 

反之，類似私法的平等關係，亦多出現在公法關係中。例如：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所規定之和解契約，其性質雖為公法上契約，但仍屬對等關係。 

主體說（舊主體說） 

此說係以法律所規範的主體而定，公法係規範國家或其他公權力主體的法律；私法則係

規範私人間之法律。（亦即，法律關係主體之一方為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者為公法；若

法律關係主體全屬私人者為私法。） 

◎缺失： 

由於國家亦得從事私法行為，故此說顯然無法處理「私經濟行政」的情形。 

新主體說（修正主體說、特別法規說、歸屬說） 

此說係以個別法律條文規範或指涉的「對象或主體」為關照重心，以法律所規定權利義

務之歸屬主體為區別公私法之標準。僅限於以國家或其他高權主體為歸屬主體之法律，

亦即僅對國家或其他高權主體為規定者，為公法；反之，對所有人皆適用之法律，則為

私法。依照此說，公法為國家之特別法（專為公權力主體量身訂作的「特別法」）；反

之，私法則為「人人之法」。本說屬於出題通說，建議考生採取此說。 

◎例如： 

按消保法第 7 條規定，其權利人與義務人皆可能為私人，故屬私法；反之，同法第

33 條及第 36 條則規定僅課予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調查、命限期改善、回收或銷毀之

義務，故應屬公法。 

按鐵路法有關運送服務之規定（鐵路法第 3 條規定「以國營為原則」。換言之，鐵

路得開放民營，故相關規定亦可適用於民營鐵路業者。）則屬私法，鐵路局運送旅

客係屬「私法行為」。因此，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雖為行政機關，人民因火車誤

點所受損害亦不得請求國家賠償，對有利用關係之爭議，亦不得提起行政救濟。 

事件關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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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性質不明之法律規定，與另一規定在事理上有密切關係，而後者可確定為公法或

私法者，前者即當然隨同後者之規定。以釋字第 115 號解釋為例： 

「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耕地徵收或放領，均係基於公權力之行為。耕地

所有權人或承領人及各利害關係人認為有錯誤時，不問其錯誤之形態與原因，俱應分

別依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十一條第三款申請更正。對政府就更正申請

所為之核定，如仍有不服，應依訴願法第一條、行政訴訟法第一條，循行政訟爭程序

以提起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藉圖救濟。自不得更以其權利受有損害為理由，向普

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土地。普通法院對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決不得執行。」 

上開釋字 115 號解釋之見解，雖然比較古老，但其實是說明如果將其定義為公權力行

為時，則應透過公法程序加以救濟，亦即，應以行政爭訟程序加以救濟，而非由普通

法院依據民事訴訟程序加以救濟。 

公法與私法的區分實益 

確定訴訟救濟途徑 

在「二元訴訟制度」的前提下，區別公、私法的最大實益即在於「訴訟救濟途徑的不同」。

換言之，關於公法的爭議，由行政法院審判；至於因私法而生的爭議，則由普通法院審

判。 

探求國家賠償請求權基礎 

此外，國家若是因公法行為違法侵害人民權利時，當事人應循國家賠償法規定尋求損害

賠償；反之，若是由於國家機關的私法行為者，則當事人應循民事侵權行為法的相關規

定請求賠償。 

界定行政程序法適用對象 

按照行政程序法第 1、2 條的規定，行政程序法的適用對象僅及於「行政行為」，係指

行政機關的公法行為而言，並不包括行政機關的私法行為。 

行政處分、行政契約與公法人等實體法概念的認定問題 

再者，除了上述程序規定之外，對於相關實體概念的認定，也僅及於行政機關的公法行

為（例如：行政處分的要素：「公法上具體事件」、行政契約的要素：「公法上法律關

係」、公法人的要素：依據「公法」所設立」，不包括私法行為。 

行政強制執行的運用 

行政機關若是執行公法上所生之義務，則應循行政執行法來執行；反之，若旨在執行私

法上所生之義務，則應循強制執行法的體系來執行。 

中央與地方立法權限的劃分 

從憲法第 107 條第 2 款「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得知，私法（民事及商事

法律）係專屬於中央立法並執行的事項；反之，上述法律未列舉之行政法，則依其事務

之性質分別歸屬中央或地方立法或執行。 

法律解釋與適用的遵循原則 

此外，公法係以國家機關為規範對象，著重依行政原則的貫徹；反之，私法主要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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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間之利益衝突，因此以個人的私法自治為出發點，強調當事人的真意。 

五、公法與私法之關聯 

問題研究：私法規定可否適用於公法？行政法關係是否有民法規定之適用？其適用方法如何？

試詳論之。 

【重點提示】 

否定說 

早期行政法學者與實務界否認公法與私法間，具有類似之性質，因而否認行政法關係可適用於

民法之規定。 

肯定說 

此說認為，即使立於通說之立場，採取法律二元論見解，亦僅係承認公、私法具有相對之區別，

而無絕對之區別，並為了因應公法發展時間較短，而承認於必要時可以私法規定補充之。在公

法內補充私法之方式有二，其一為一般法律原則之直接適用、其二為類推適用。在大多數之情

形，係以類推之方式將私法之規定援用於公法。 

直接適用說： 

認為若屬公私法能共同適用之一般法律原則（例如：民法第 148 條第二項之誠實信用原則），

雖然具體表現於民法之規定，但其性質相當於各法律之總則規定，因此得直接適用於公法。 

類推適用說： 

對特定事項，行政法內並無可資依據之規定，又尚無公法規定可補充其漏洞，則可類推適用

法律評價相似性之私法規定。（但例如：租稅債務關係，雖然與私法之金錢債務關係相近，

但基於租稅法定原則，即不容許稅捐稽徵機關類推適用民法有關債務免除之相關規定。） 

實務見解 

行政法院 52 年判字第 345 號判例明揭：「私法中誠信公平原則，在公法中應有類推適用。」

嗣後，70 年判字第 975 號判決，即改採「直接適用」誠信原則之立場。 

惟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8 條之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

當合理之信賴。」誠信原則雖原本為民法之原則，但透過本條之明文規定，乃使誠信原則亦

成為行政法之基本原則，故已經跳脫原本直接適用之框架，而一舉使其成為行政法之基本原

則。 

釋字第 474 號解釋理由書 

有關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定之，並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應依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

命令定之，憲法第二十三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均有明定。若以法律授權限制人

民自由權利者，須 0 法有明示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並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主管機關根

據授權訂定施行細則，自應遵守上述原則，不得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或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公務人員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殘廢、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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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亡、眷屬喪葬四項保險事故時，予以現金給付。惟同法對保險金請求權未設消滅時效期

間，主管機關遂於施行細則中加以規定。時效制度不僅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重大關係，且其目的

在於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及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益有關，須逕由法律明定，自不得授

權行政機關衡情以命令訂定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以命令訂之。四十七年八月八日考試院訂定發

布之公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七十條前段：「本保險之現金給付請領權利，自得為請領之日

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規定被保險人請求權時效為二年（現行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則

改為五年），與上開意旨不符，應不予適用。在法律未明定前，應類推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

公務人員撫卹法等關於退休金或撫卹金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之規定。至於時效中斷及不完成，

於相關法律未有規定前，亦應類推適用民法之相關條文，併此指明。（即採取類推適用說） 

----------------- 

【問題研究：私法上之債權可否與公法上之債權互為抵銷？】 

甲（個人）對乙（行政機關）依公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新臺幣（下

同）3 百萬元，惟乙於訴訟上抗辯其對甲有私法上不當得利之債權 3 百萬元，並主張抵銷。私

法上之債權可否與公法上之債權互為抵銷？ 

【重點提示：100 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 

甲說：否定說。 

按債權債務之抵銷，係基於避免債權人與債務人反覆清償之負擔，並維護雙方當事人權益而

設。公法上債權與私法上債權得否抵銷，實務上曾有反對見解，其理由各有不同，茲分述如下： 

官署借徵漕糧與人民欠納田賦其性質均與私人相互間之債權債務關係不同自不能併算劃抵

（改制前行政法院 27 年判字第 9 號判例可資參照，本則判例經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 10、11、

12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嗣後不再援用）。 

但查官署對於人民關於損害賠償之請求，係屬私法關係，應依民事訴訟程序為之，殊非可以

行政處分自行取償。其所據損害賠償之理由而對原告所已繳地價不予發還，實難認為適法（改

制前行政法院 57 年判字第 210 號判例可資參照，本則判例經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 10、11、

12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嗣後不再援用）。 

原告等申請將原領台濟委探字第八十三號礦區探礦權改為採礦權，經被告官署所屬礦務局通

知原告限期繳納申請費稅，原告等未於限期內繳納，而檢附另案礦業申請案自願放棄書及退

款收據等呈送礦務局，要求依民法第 334 條及第 335 條之規定，將上述自願放棄案應退還之

費款，抵繳本案應繳納之費稅。惟查採礦申請費稅，乃法定稅款，非同一般債務。原告等引

用民法債務抵銷之規定，要求抵繳本案應繳費稅，顯屬不合。被告官署以原告逾期未繳費稅，

撤銷其礦業申請案，洵無違誤（最高行政法院 60 年判字第 821 號判例可資參照）。 

乙說：肯定說。 

德國通說，係認「在公法上，其債權債務之性質原則上並非不可抵銷，因此法律雖未特別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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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亦可援引民法上之抵銷制度，其抵銷不論為人民或行政機關所為，亦不問其抵銷係以私法

上債權對於公法上債權或公法上債權對於私法上債權為抵銷，似為法之所許。（翁岳生編「行

政法」1998，第 233 頁參照）」。德國民法第 395 條復規定：「對（聯邦）或邦（州）之債權

以及對行政區和其他地方團體之債權，抵銷人應履行之給付和應得清償之債權在同一金庫辦理

時，始准許為抵銷。」（德國民法，趙文伋、徐立、朱曦合釋，81 年 2 月初版一刷，第 76 頁）。

又陳敏大法官，認行政機關在行政法上所為之意思表示，而非行使公權力者，並非行政處分。

例如在公行政與人民公法債務關係上，行政機關與人民皆有行使抵銷權之可能。抵銷之表示，

為公法上之意思表示，其性質不因行政機關或人民為之，而有所不同。行政機關所為之抵銷，

性質上雖為公法意思表示，但非在於行使公權力，應非行政處分（陳敏著，行政法總論，96

年 10 月 5 版，第 314 頁參照），均肯認公法上債權與私法上債權可互為抵銷。 

丙說：折衷說；實務見解採之。 

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權互為

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抵銷應以意思

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抵銷數額之消滅。」民法第

334 條第 1 項及第 335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足見互為抵銷之二債權人，互負債務，給付種

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除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當事人特約不得抵銷者外，並未限制公法上

之債權不得對私法上之債權抵銷。查在行政法規上，行政程序法雖無特別規定，但是勞工保險

條例第 29 條第 3 項規定：「被保險人有未償還第 67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貸款本息者，於被保險

人或其受益人請領保險給付時逕予扣減之。」（98 年 11 月 25 日修正前條文為第 29 條第 1 項

但書規定：「……但被保險人有未償還第 67 年第 1 項第 4 款之貸款本息者，應以被保險人或

其受益人領取之保險給付抵銷之。」），足見在行政程序上，法有明文，公法上之保險可以與

私法上之債權互為抵銷。惟於行政訴訟上，倘當事人欲以私法上之債權主張抵銷，因私法上之

債權，並非行政訴訟審判權之範圍。因此，苟當事人對於私法上之債權有所爭執，即非行政訴

訟所能調查審認，並無法達成能於同一訴訟事件一併解決互為抵銷之二債權人間糾紛之訴訟經

濟目的。故於行政訴訟上准許抵銷之私法上之債權，在解釋上應侷限於有確定效力之民事確定

判決、和解筆錄、調解筆錄及支付命令，或經法院核定之鄉鎮市所製作之調解書或當事人不爭

執等情形，至於尚待普通法院審認之私法上之債權，則不在准許之列。（此見解乃依據訴訟經

濟之考量，如普通法院已經審認確定之債權，則可加以抵銷。） 

研討結果：多數說採取丙說。 

--------------------- 

六、法律事件公私法性質之認定 

土地事件爭議 

公地放領事件（釋字第 89 號）：屬於私法事件。依據釋字第 89 號之見解： 

查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係政府為扶植自耕農而將公有耕地放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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