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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是最重要的行政行為，行政程序法

條文篇幅最多，與一般法律原則一樣，行政

處分也可以說是「年年考、次次考」。我們依

照一般行政法對於行政處分的體系安排，區

分為「基本要件」、「一般處分與其他種類行

政處分」、行政處分的「基本要件」，我們安

排的是「如何認定是不是行政處分」這一個

最基本、但卻是最重要的爭點！如果不是行

政處分，根本不會有後續的是否生效？種類

為何？有無效力？何種瑕疵等等一連串問

題。認真看，題目很多，請大家仔細地、一

題一題地認真練習，務必力求徹底理解、融

會貫通。 

「一般處分與其他種類行政處分」顧名思義，

重點放在各類型的行政處分。一般處分的依

據是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的前段與後段

規定。除了法條以及相關的成立要件必須牢

記之外，對人處分、對物處分的經典範例（例

如交通標誌、公務利用規定等等）同樣是作

答時不能遺漏的重點。除了一般處分之外，

我們還選解了「多階段處分」、「第三人效力

處分」以及「暫時處分」等等重要常考的行

一
點
通



考前 30 天 行政法－申論題基本功 086 

政處分種類。建議大家，可以一併參考緊接

著要推出的《行政法－申論題進階題型》一

書，對於從各種類型的行政處分演變出來的

各種考題，更能一併掌握重點。還有就是請

大家特別留意 106 高考智慧財產行政所考的

都市計畫法律性質問題。釋字第 156 號及釋

字第 742 號解釋是二則非常非常重要的大法

官解釋！詳請見後面的擬答內容。 

「行政處分效力」的基本問題必較簡單，我

們選了二則具有代表性的題目：一是基本的

處分效力種類；另一則是較特別的行政處分

「構成要件效力」。 

「瑕疵」的類型眾多：無效、得撤銷、瑕疵

補正、更正以及轉換等等。最常考的是撤銷

與廢止（包括法規依據、個別的要件、二者

比較，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的相關規定）。提醒

大家，雖然並沒有選到處分無效、程序瑕疵

補正等考題，但是不代表不重要，還要要花

點時間與心思去理解、熟記。 

關於公法不當得利以及程序重新進行，分別

規定在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以及同法第

128、129 條。這二個子主題是「當紅炸子雞」！

尤其是公法不當得利返還，因為修法距今不

遠（104 年底修法），可以說是近 3 年來行政

處分單元裡最最重要的考題來源。 

最後一個單元「附款」的法律依據在行政程

序法第 93 條及第 94 條。考題分布的脈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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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明顯：附款的容許性（§93Ⅰ）、附款的種

類（§93Ⅱ），以及附款是否合法（§94）。附

款的種類（特別是「負擔」與「解除條件」）

之區別，又會影響到「相對人未履行附款的

執行」以及「可否單獨針對附款進行救濟」

的問題。爭點很多，考題當然也不少。 

基本要件 

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

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

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

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本

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其一

般使用者，亦同」。依照本條之規定，行政處分可分為那三種類

型？請分別詳述並舉例說明之。          －107 軍官轉任－ 

Q1 

  

典型（普通）行政處分： 

即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之定義規定。準此，典型處分

可區分為多種類型，常見者為依處分之法律效果區分為下

命處分（例如命相對人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確認處分（如

土地登記）以及形成處分（如主管機關依法規所為之准駁）

等。 

一般處分： 

一般處分包括對人一般處分與對物一般處分，乃是典型

擬 

答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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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之「變形」。一般處分又可區分為以下「對人」

及「對物」一般處分。 

所謂「對人一般處分」，即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前

段規定之「行政處分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

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具體而言，就具體事件，其對象

雖非特定，但「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所謂

「一般性特徵」，是指透過時間、空間關聯要素，可確定

受規制人的範圍。常見實例如交通號誌、對特定區域之

限制利用、強制遷村決定、變更或廢棄公立學校等。 

所謂對物一般處分，即第 92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有關公

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對物

一般處分係指設定、變更或廢止公物之公法性質或狀態

之單方行政行為，係以「公物」為規範重點，至於相對

人是否特定或可得確定，並非所問。常見實例如：指定

某公有或私有建築為古蹟、劃定某地為保護區或劃定行

人徒步區、道路用地之設定或廢止、街道名稱或門牌號

碼的編定與更改。 

  

A 因其未成年兒子意圖逃避兵役、滯留國外不歸，遂與內政

部移民署達成協議，於其子返國服兵役並接受懲處前，承諾

不出國，內政部移民署據之作成限制出境之處分。試問該處

分之性質與效力。 －107 關務四等－ 

Q2 

 

 
 

內政部移民署（下稱處分機關）對 A 作成限制出境處分之性

質，為對 A 不利益之行政處分，以下分析之： 

處分機關與 A 之間的協議為行政契約： 

擬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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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政契約係行政機關與人民之間，就公法上權利義務關

係，雙方合意成立之法律行為。現行行政程序法對於行政

契約雖定有和解契約及雙務契約二類，惟行政契約類型並

不以此為限，且該法亦未規定特定行政契約之名稱。依題

意，A 與處分機關之間達成協議，於其子返國接受懲處前

承諾不出國。則系爭協議內容至少涉及對 A 個人憲法保障

遷徙自由之限制，依契約標的理論，系爭協益之性質應屬

行政契約。 

處分機關依協議對 A 做成限制出境之處分，其性質為不利

益處分： 

承上所述，處分機關依上開行政契約，對 A 之子據以作成

履行協議內容即系爭行政契約義務之限制出境處分，其法

律性質為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依移民

法所為限制權利之行政處分，且係對其不利益之負擔處

分。就其效力而言，除上述之限制 A 之遷徙自由基本權利

外，復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應於作成前先賦予 A

陳述意見之機會。 

  

甲公司欲於 A 市某地申請開發興建大型購物中心，經 A 市建

築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審查後，發函甲公司，其函文意旨：「台

端建築執照申請案，依法應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後，始

能發給建築許可，敬請諒察。」請就該函文之法律性質及其

法律效果，以及甲公司得否對之提起行政救濟，分別詳述之。 

 －106 法警－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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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機關公函的法律性質： 

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處分是行政機關

依法單方做成，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特定權利義務關係）

的法律行為。 

本題，建管機關系爭公函內容為：甲公司須依法通過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後，始有取得建築執照的可能性。表示

就該公函並未同意發給執照，亦即該公函並無直接對甲

公司產生特定的權利義務關係。不符前述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行政處分成立要件之「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要件，故非行政處分。 

甲公司不服公函應如何救濟： 

依現行法制除法律別有規定特別救濟程序外，人民不服中

央或地方機關做成的行政處分，其救濟方式為依訴願法第

1 條規定提起訴願。 

本題甲不服建管機關系爭公函（非行政處分而係觀念通

知），如法規別無其他特別救濟程序規定，甲得依訴願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主張「甲公司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但建管

機關於法定期間應作為而不作為，損害其權利」為由，提

起訴願。 

結論： 

綜上所述，建管機關對甲公司做成的系爭公函法律性質並

非行政處分而是觀念通知，甲公司不服，原則上應提起訴

願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的訴願程序來救濟。 

擬 

答 

  

甲正在興建新屋之工地遭他人亂倒垃圾，甲卻收到當地環保

機關公函要求：第一為甲須繳納一定之金額；第二為命甲在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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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到 10 日內將垃圾清除完畢；第三為若甲不依限清除，將由

主管機關僱工代為清除，費用由甲負擔。試問此公函三項內

容之法律性質為何？甲若不服，應如何提起救濟？ 

 －106 執行員－ 

  

環保機關公函的法律性質是行政處分： 

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處分是行政機關

依法單方做成，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特定權利義務關係）

的法律行為。 

本題，系爭（此）公函記載內容包括：甲須繳納一定金

額（支付金錢義務），而且甲另外負有在特定期間內將垃

圾清除完畢（作為義務）或負擔代履行費用等義務。可

見系爭公函是環保機關依法做成，對甲發生特定義務的

法律行為，即環保機關依法對甲做成的行政處分。 

甲不服公函應如何救濟： 

依現行法制除法律別有規定特別救濟程序外，人民不服中

央或地方機關做成的行政處分，其救濟方式為依訴願法第

1 條規定提起訴願。 

本題甲不服環保機關系爭公函（即行政處分），如法規別無

其他特別救濟程序規定，甲應依法提起訴願。 

結論： 

綜上所述，環保機關對甲做成的系爭公函法律性質是行政

處分，甲不服，原則上應提起訴願救濟。 

擬 

答 

  

退休公務人員甲因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

要點修正，收到銓敘部對其減少原退休核定函所載得存優惠

存款金額之函文，造成甲之優惠存款利息每月減少新臺幣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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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請問該銓敘部函文之法律性質為何？甲對該函文不

服，有何救濟途徑？ －105 執行員－ 

  

銓敘部對甲減少優惠存款金額函文之性質為行政處分： 

按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

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行政實務上，行政處

分多為行政機關針對特定對象，用以執行法規內容之公權

力措施。 

依題意，因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

（行政命令）修正，主管機關銓敘部遂對甲作成減少原退

休核定優惠存款金額之函文（系爭函文），造成甲每月減少

5000 元。系爭函文係銓敘部為執行優惠存款要點修正而作

成，並對甲發生減少每月利息法律效果之公權力措施。承

上所述，系爭函文為行政處分。 

甲對函文不服之救濟途徑： 

系爭函文為行政處分，已如前述。從而甲如不服其法律效

果，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原則上得循序提起（撤銷）訴

願及（撤銷）訴訟救濟。另因甲係退休公務人員，因系爭

函文處分以侵害甲之財產權，故甲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5 條規定，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訓會）提起

復審，如有不服，再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 

擬 

答 

  

汽車駕駛人甲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之測試檢定處所，拒絕接受

酒測測試，主管機關遂依同條例同條第 4 項規定，對甲作成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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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吊銷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四小時之裁決，並於裁決書中記載「依同條例第六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甲於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試問：上開

裁決書中關於「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記載，是否為

行政處分？請申論之。 －104 法警－ 

☆參考法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一項

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或拒絕接受第

一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

管該汽車、吊銷該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該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第 67 條第 2 項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三十五條第三項前段、第四項前

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 

  

行政程序法行政處分之定義： 

依行政程序法（下稱行程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處

分係行政機關對外所為單方發生法律效力之公權力措施或

決定。警察對甲之裁決書中記載「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是否符合前述立法定義，關鍵在於系爭記載是否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 

司法院大法官（下同）釋字第 699 號解釋意見書見解： 

釋字第 699 號解釋部分大法官於意見書中指出，駕駛執照

之「取得」，其性質應屬行政法上之許可處分，其內容則牽

涉憲法上行動自由及工作權之保障等固有基本權利之回

擬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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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而「吊銷」駕照，則係限制上述憲法所保障固有行動

自由及工作權（職業自由）。具體言之，駕駛汽車乃人民於

道路上自由來去之自由，若依釋字第 689、535 二號解釋之

見解，可認為屬於一般行為自由（包含行動自由）而受憲

法第 22 條之保護。 

準此，大法官數則解釋均肯認人民取得駕駛執照，乃回復

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一般行動自由基本權利，從而「吊銷

駕照」或「三年內不得考領駕照」，自屬限制上開基本權利

之公權力措施，而為行政處分。 

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結論就「三年內不得考領駕照」之記

載性質亦採行政處分說： 

另依 102 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法律座

談會之結論，「三年內不得考領駕照」之記載，性質為裁罰

性處分。理由如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規定，依

汽車駕駛人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之原因行為情節之輕

重，分別有「1 年內」、「3 年內」、「4 年內」及「終身」

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不同年限限制，法律規定似已考量

人民過去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所生影響及應受責難程

度之不同，為不同程度之限制，顯屬對人民過去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行為所為不同程度之非難，而非單純考領駕

駛執照「消極資格」之規定，且限制人民一定年限不得

考領駕駛執照，亦具備行政罰法第 2 條第 1 款有關「禁

止行為」之特徵。故裁決書依道路交通理處罰條例第 67

條第 2 項前段所為「3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記載，

應屬裁罰性不利處分。 

其次，基於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立場，亦宜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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