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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行政程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行政院民國 110年 8月 19日第
3765次院會決議通過）的修正重點，依照法務部提出的修正草案總說明 1，

主要修正的重點共有六大點，依法條之章節次序分別為：

一、 增訂「依本法所為於政府公報之公告」及「依本法所為於機關網站之公
告」之統一性規定，並配合修正相關規定。

二、修正第一章第二節「管轄」。 三、修正第一章第十節「聽證程序」及第
二章「行政處分」與聽證相關之規定。

四、增訂第一章第十節之一「公聽會程序」。

五、修正第一章第十一節「送達」及第二章「行政處分」與送達相關之規定。

六、修正第四章「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為「法規命令、職權命令及行政規

則」。

本文摘錄本次修正草案的重要修正內容 2如下列表格，並簡要說明在未

來考試中可能出現的類型（「選擇題」、「申論題」或是「實例題」）及重

要爭點如下：

一、 關於「公告」及「送達」規定之修正

在行政實務上，行政程序法修正關於「公告」及「送達」等規定的內容，

對於行政機關來說，會改變整體的行政流程，也會涉及到行政行為的合

法性。所以在高普考或是司律一試等有「選擇題」類別的考試中，就法

條內容，會以「選擇題」方式呈現，讀者有一定的熟悉度即可。但在修

正條文未正式通過前，此部分僅須略微瀏覽過即可。

二、 關於「管轄」規定之修正

在行政實務上，以往在行政程序法僅有載明「委任」、「委託」及「行

1	 參法務部，行政程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2021 年 8 月 19 日。
2	 參法務部新聞稿附件 2，行政程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2021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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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託」等規定，但在學理、實務及其他法規中，尚有「委辦」（即中

央機關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的態樣，此次修法即將此一類型列明於

行政程序法中。在未來的考試上，就涉及「管轄權限移轉」的各種情況，

可能會以申論題的方式出現在高普考的國家考試中。因此，讀者就行政

機關為管轄權限移轉時所涉及的行政程序法、訴願法、行政訴訟法及國

家賠償法的規定，應有一定的熟悉度。

「管轄」權限的有無，以及移轉管轄後之法律效果，涉及行政機關做成

行政處分之合法性，讀者應特別注意行政程序法修正草案第 15條之 3：
「前三條情形，除法規另有規定外，委任、委託或委辦機關於委任、委

託或委辦關係消滅前，無執行該委任、委託或委辦事項之權限。」

就此一問題，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1916號判決認為：「按有管
轄權之機關除依行政程序法第 18條規定喪失管轄權外，不因其將權限
之一部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辦理，而發生喪失管轄權之效果。縱其未將

委任或委託之權限收回，必要時仍得自行受理人民之申請案並為准駁之

決定。」

前述修正草案第 15條之 3規定及立法理由 3明白採取與現行最高行政法

院不同之見解，此即屬於未來考試的重要爭點。

三、 「聽證」及「公聽會」相關規定之增訂及修正

關於「聽證權」（the right to be heard）之內涵 4，在學理上有不同解

讀 5，在臺灣的行政程序法立法過程中，係將「陳述意見」6作為「非正

3	 行政程序法修正草案第 15 條之 3立法理由：「一、本條新增。二、行政機關依前三條
規定為	委任、委託或委辦後之管轄權問題，因現行條文並未明定，實務上則有最高行
政法院九十六年判字第一九一六號判決對此表示意見。查前三條所定『委任』、『委
託』、『委辦』係屬權限（管轄權）之移轉，故權限既已移轉，則於委任、委託或委
辦關係消滅前，原委任、委託或委辦機關並無執行該事項之權限，爰增訂本條規定，
以杜爭議；至於其他法規倘有特別規定而容許多重管轄權併存者，自不在此限，而應
依該特別規定優先適用之。」

4	 若以給予人民表達意見的機會而言，依照臺灣現行法令有：陳述意見、公聽會及正式
聽證程序，與德國法制及美國法制不盡相同。

5	 若以研究所試題來說，讀者要注意各校老師因為其留學國的背景，對於「聽證權」應
有內涵之看法略有不同。

6	 在行政程序法立法過程中，各提案版本的立法理由有提到聽證係源於英美法，但行政
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之內容，係參考日本 1991 年行政手續法綱要案第 13 條第 1 項、
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28 條第 1 項等規定，參立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6 期院會紀錄，頁
448-451；立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12 期院會紀錄，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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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聽證權」7。

依照行政程序法修正草案第 155條規定的修法理由 8，本次修正草案將

「聽證」正式定義為「性質相當於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之正式聽證（審

訊型聽證、辯論型聽證）」；「公聽會」是屬於「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

之非正式聽證程序，亦即聽證之進行，並非以調查事實或證據為主要目

的，僅係藉由聽取意見以求取社會公益可能之最大公約數。」因此，未

來在適用上應注意兩者適用範圍、法律效果相異之處。

四、 關於「行政處分理由記載」規定之修正

關於行政處分理由的記載，行政程序法修正草案第 97條第 4款規定，
同法第 92條第 2項後段之一般處分無須記明理由，其修法理由指出：「現
行第四款所定一般處分包括第九十二條第二項前段及後段分別規範之對

人及對物之一般處分，惟於對人之一般處分，無論係以送達或公告作為

處分告知之方式，均應記明理由，爰修正限於行政機關作成對物之一般

處分時，始得不記明理由。」此一修正涉及行政處分合法性的判斷，在

未來考試上應注意修法前、後的差別，未來僅有「對物之一般處分」無

須記明理由，而「對人之一般處分」仍須記明處分理由。

7	 負責起草經建會版關於「聽證程序」一節的湯德宗教授認為，行政程序法雖未有「正
式程序」與「非正式程序」的用語，實際上則係將聽證權區分為「正式的聽證權」與「非
正式的聽證權」；前者在行政程序法稱之為「聽證」，後者則稱之為「陳述意見之機會」。
參見湯德宗，論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收錄於：《行政程序法論》，2005年2月二版，
頁 72。

8	 行政程序法修正草案第 155 條立法理由：「一、現行本法於第一章總則、第二章行政
處分、第四章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及第五章行政計畫，均有聽證之相關規定。其中第
一章所規範之聽證，其性質相當於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之正式聽證（審訊型聽證、辯
論型聽證），而第二章及第五章亦係指正式聽證程序。由於正式聽證程序係進行兩造
爭訟式之聽證，因此第一章參採美國正式聽證程序之立法例所規範之內容適用於第二
章有關行政處分之作成及第五章行政計畫之確定裁決。二、法規命令之訂定，因涉及
法律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其規範對象係不特定之多數人，而非特定之當事人，
是以，本條所稱「聽證」者，係指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之非正式聽證程序，亦即聽證
之進行，並非以調查事實或證據為主要目的，僅係藉由聽取意見以求取社會公益可能
之最大公約數。是以，現行行政實務上，訂定法規命令而舉行聽證者，實屬罕見；然
因法規命令係規範不特定之多數人，行政機關常以舉行公聽會之方式以廣徵各界意見。
鑒於上述，本次修法爰將第四章有關舉行聽證之規定改為舉行公聽會，以符實際。惟
個別行政實務上，若有法規命令之規範對象較為特定，亦不排除有實施正式聽證之可
能者，類此情形，允宜於個別行政法規為特別規定而優先適用（例如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第九條第一項），如各該法規未規定	而行政機關認有必要舉行聽證者，則可依修正
條文第五十四條適用第一章第十節聽證程序之規定，自屬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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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於「職權命令」之容許性

參釋字第 570號解釋理由書：「內政部為中央警察主管機關，依警察法
第二條暨第九條第一款規定，固得依法行使職權發布警察命令。然警察

命令內容涉及人民自由權利者，亦應受前開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警察

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

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同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警察有依法發布警察

命令之職權，僅具組織法之劃定職權與管轄事務之性質，欠缺行為法之

功能，不足以作為發布限制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警察命令之授權依據。」

而行政程序法修正草案第 157條之 1的立法理由 9，指出釋字第 570號
解釋已承認「職權命令」之容許性，故認為：「單純為執行法律而設之

細節性、技術性規定，且不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亦未涉及法律保留之

事項或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實應賦予行政機關得視業務需要，本於職

權訂定命令據以執行」。

因此本次修正草案第 157條之 1規定：「本法所稱職權命令，係指行政
機關依其法定職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之規定（第 1項）。應以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之事項，不得以
職權命令定之（第 2項）。」10

在個案適用上，具體案例事實所涉及的事項是否屬於限制人民權益或僅

是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可能會因為每個人就個案之背景事實的解讀，

而在論證跟分析的方向有不盡相同之處。此在未來的研究所考試跟國家

考試的「實例題」類型相當重要，讀者應該要特別留意。此類型的題目，

著重的是答題者針對事實的分析跟邏輯推論的過程 11，而非結論。

9	 行政程序法修正草案第 157 條之 1 立法理由：「一、本條新增。二、依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七條規定，行政機關得依其法定職權訂定職權命令；另司法院釋字第五七○號解
釋亦肯認職權命令之存在。為因應多元之行政實務，如無職權命令加以補充規範，其
業務之推展，恐受影響而不利於公益或人民之權益。故單純為執行法律而設之細節性、
技術性規定，且不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亦未涉及法律保留之事項或公共利益之重大
事項，實應賦予行政機關得視業務需要，本於職權訂定命令據以執行，爰為第一項規
定。三、職權命令之訂定無須以法律授權為依據，由行政機關依其法定職權即得為之，
惟應以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之事項，自不得以職權命令定之，以符法律保留原則，爰
為第二項規定，以資明確。」

10	 此一修法是否妥當，未來頗值得觀察後續的立法情形。此一修法或許驗證了「立法者
僅僅修正三個字，整座圖書館即成為廢紙堆」之說法。

11	 若以各校研究所考試題目來說，讀者不妨以批判本條立法內容的角度，作為論述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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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統一「公告」
之類型及方式

有僅列公告，
或有黏貼於公
告欄者，亦有
與刊登政府公
報或新聞紙併
列者，體例未
一致。

1.	公告於政府公報
實體事項 / 管轄權變更
/ 機關權限移轉 / 法規
命令之預告及發布

2.	公告於機關網站
程序事項 / 指定、更換
或增減當事人 / 申請案
件處理期間 / 舉行聽證
/ 公示送達 / 經依職權
調查仍無法知悉之人之
送達 / 一般處分之送達
/ 陳述意見 / 訂定行政
契約

應熟悉「公告」的內容
以及何時會「公告於政
府公報」或「公告於機
關網站」，此部分可能
會以選擇題之形式呈
現。

「管轄」機關
權限移轉

1.	「委任」
委任所屬下
級機關

2.	「委託」
委託不相隸
屬行政機關

3.	「 行 政 委
託」
委託民間團
體或個人

就「委任」、「委託」及
「行政委託」外，增訂以
下類型：
1.	中央行政機關委辦地方
自治團體

2.	地方自治團體委辦所轄
地方自治團體

3.	地方自治團體之委託不
相隸屬地方自治團體

4.	行政機關或公法人委託
他行政機關或公法人

1.	應熟記管轄移轉之
情形有四大類，即
「委任」、「委託」、
「行政委託」，以及
「委辦」各類型之法
令依據及救濟途徑。

2.	注意「管轄」移轉後
之法律效果，行政程
序法修正草案第 15
條之 3 規定與最高
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
字第 1916 號判決見
解不同。

增訂「視訊聽
證」、「視訊
公聽」

無

1.	當事人、證人或鑑定人
不能出席聽證，其所在
與舉行聽證機關間有聲
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
技設備而得為前項之陳
述意見及發問時，主持
人認為適當者，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以該設備為
之，並視為已出席聽
證。

2.	公聽會準用視訊公聽

略微參看條文內容即
可，因為草案內容涉及
行政機關的作業方式，
具體條文可能還會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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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公聽會
程序」

無

1.	明定公聽會程序之適用
情形、得邀請及應通知
之人員，及舉行公聽會
之通知應記載事項。

2.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
應斟酌公聽會紀錄；公
聽會應作成紀錄並公
開。

3.	準用聽證程序之部分條
文。

「公聽會」（非正式聽
證）為實務上常見聽取
民意的方式，會有與
「聽證」（正式聽證）
相互比較的申論題型，
值得注意。

「送達」相關
規定

1.	郵政機關
2.	送達處所：
住居所、事
務所或營業
所

1.	統一名稱為「郵務機
構」。

2.	增加「特定地址」或
「郵政信箱」為送達處
所。

3.	依職權調查仍無從查知
前項住居所時，以戶籍
地址為應送達處所。

請注意行政程序法草案
第72條第2項的規定。
就「送達」方式的相關
修正較為細瑣，對於實
務運作的影響較大，但
在考試上比較容易以
「選擇題」之形式呈
現。

法 規 命 令、
「職權命令」
及行政規則

1.	法規命令草
案公告一次

2.	無職權命令
之規定

1.	增訂法規命令草案再	
公告程序。

2.	增訂職權命令之意義、
得規範之事項及準用本
法相關條文。

3.	增訂「行政函釋應公
開」。

「職權命令」之容許
性，在實務及學理上一
直有相當的歧見。在未
來的考試上，不論是研
究所或是各類型的國家
考試皆為值得注意的重
點。
如何判斷案例題目內容
是屬於「職權命令」或
是「法規命令」，可能
會著重於分析及論證過
程，在申論題及實例題
均有可能會出現。實例
題部分，應注意釋字第
570 號解釋的內容，有
可能會以釋字所涉及的
背景事實改寫成試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