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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行政契約」在我國因屬重要的法制，所以在實務上與

理論上之探討，扮演重要角色。其中針對在實務上所締結契

約之性質，究竟應歸類為行政契約或私法契約？總會引起學

界針鋒相對，意見不一的法學討論，連帶影響到實務對契約

條文設計或紛爭解決或強制執行途徑之困惑
1
，甚至於造成

行政機關使用契約之顧忌。所以行政契約法定性之討論在我

國仍未有通說共識形成前，十分具有價值與意義，因為學術

討論一方面可以慢慢凝聚我國未來的「共識」或「通說」，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有效解決實務上所發生之法律紛爭，替行

政實務界及司法判決提供理論上之指引或方向。 

行政契約於行政程序法尚未公布生效前，雖分別於民國

82 年及民國 83 年即已有大法官針對「海關管理貨櫃辦法」

及「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公費生契約」，作成大法官釋字

第 324 號及第 348 號解釋，肯定「行政契約」之存在，並且

呼籲立法者應儘速將行政契約法明文化，但是其後學界之討

–––––––––––––––––––––––––––– 

1  例如臺北市政府法規會即曾針對「臺北市政府常用契約參考範例之合理化」問

題，連續舉行十餘次之會議，作者並曾於民國 91 年 3 月 25 日參加其中第 9 次

之會議，討論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所擬具之「委託經營管理契約」，在會議中，

與會之專家學者對社會局與私人團體所簽訂之「委託經營管理契約」，其性質

應屬行政契約或私法契約之根本問題，即有完全不同的分歧意見，毫無「共

識」或「通說」可言，即可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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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仍相當零星
2
。行政程序法於民國 88 年 2 月首度將行政契

約法法制化之後（即第 135 條至第 149 條共 15 條規定），學

術界之討論及著作始大量增加，甚至於民國 90 年 6 月 23

日，由台灣行政法學會針對行政契約，舉辦一天之學術研究

會，掀起一股「行政契約」討論之高潮
3
。民國 90 年 11

月，大法官釋字第 533 號解釋文針對中央健保局與各特約醫

事服務機構所締結之契約，定性為「行政契約」，不僅對於

中央健保局產生重大衝擊，而且連帶也影響實務上數以千計

（或數以萬計）之契約內容
4
，例如：契約原本之民事管轄法

院必須加以修改，行政程序法對於「契約自由條款」之限

制
5
……等等，所以本書除闡述說明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之

–––––––––––––––––––––––––––– 

2
  

參見蔡茂寅、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2013），《行政程序法實用》，4

版，頁 328 以下（林明鏘執筆），臺北：新學林。
 

3
  

當日行政契約研討會上共有五篇學術論文發表，並收錄於《行政契約與新行政

法》一書中，分別是黃錦堂（2002），〈行政契約法主要適用問題之研究〉，

台灣行政法學會（編），《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頁 3-76，臺北：台灣行政

法學會；陳愛娥（2002），〈行政上所運用契約之法律歸屬：實務對理論的挑

戰〉，台灣行政法學會（編），《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頁 77-130，臺北：

台灣行政法學會；陳淳文（2002），〈公法契約與私法契約之劃分：法國法制

概述〉，台灣行政法學會（編），《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頁 131-164，臺

北：台灣行政法學會；林明鏘（2002），〈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以全民健保

契約關係為例〉，台灣行政法學會（編），《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頁 205-

230，臺北：台灣行政法學會；李建良（2002），〈公法契約與私法契約之區

別問題〉，台灣行政法學會（編），《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頁 165-204，

臺北：台灣行政法學會。
 

4
  

中央健康保險局（現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為因應大法官釋字

533 號解釋之衝擊，迅即於民國 90 年 12 月 18 日下午舉行法律諮詢小組第 16

次會議，討論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修正事宜。其會議記錄詳

見，中央健保局(91)健保企字第 0910015373 號函。
 

5
  

行政程序法對契約自由條款之限制情形，例如：於前揭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契約

中，雙方當事人約定之主給付義務內容，得否逾越全民健保法及相關法令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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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標準或區別理論外，仍將進一步對於行政契約與私法契

約之異同點，尤其是行政程序法之「特殊規定」與「準用民

法」（有關契約法之一般規定）彼此間，何者應特別優先適

用？何者受到行政程序法規定之排除？皆有詳予討論之必

要，否則行政機關即無從據以執行（或依法行政）。 

最後，於行政契約法中，最為重要之二種契約類型為雙

務契約（行政程序法第 137 條）及和解契約（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本書為使案例與法律規範之詳釋相互結合，故以

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之和解契約論起，併行討論行政契約在有

特殊之規定前提下，如何適用或準用民法之規定（即行政程

序法第 149 條規定），及其準用上之困難或模糊處（因為對

等與不對等契約本質並不相同），以為實例之佐証，避免抽

象討論之空洞化問題。 

貳、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之區別學說與判
例解釋 

鑒於我國法律體系區分成公法與私法二種不同體系（與

德國法律體制相類），如影隨形地當然亦有不同法院管轄

（行政法院或普通民事法院）及強制執行之機制（自為執行

或交由民事法院強制執行），所以區別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

–––––––––––––––––––––––––––––––––––––––––––––––––––––––––––––––––––––––––– 

圍？得否於契約中約定違約之處罰條款？由中央健保局之各分局與醫事服務機

構簽訂雙務契約，是否牴觸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2 項之規定……等，皆屬適

例。
 



 

006 行政契約法研究 

在我國即具有重要性之意義。為了能有效區辨行政契約與私

法契約，我國及德國之學界皆提出種種不同之理論，以供作

為實務（含行政及司法實務）之判斷基準，以下乃分別就德

國及我國之情形，簡要介紹如下： 

一、德國學說與判例解釋 

由 於 我 國 行 政 契 約 法 制 深 受 德 國 行 政 程 序 法

（VwVfG）之影響，因此，德國學說與實務所發展出來之區

別標準，即有加以介紹之必要。 

依德國通說認為
6
，行政機關因為得自由選擇行政契約

或私法契約以完成行政任務
7
，且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兩者

在德國之規範法律、訴訟途徑、強制執行程序……等皆有所

不同，所以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彼此間即有理論與實務上區

別之價值。此外，因為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54 條對於行政契

約中之「公法上法律關係」（Rechtsverhältnis auf dem Gebie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並未加以明定，所以學說上即依此

種需要發展出契約標的（Vertragsgegenstand）理論，申言

之，即依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54 條第 1 句之文義解釋，凡至

少由一個行政機關（Behörde），在行政法範圍內所締結之契

約，方屬行政契約。但是，進一步的問題是：在何種範圍及

程序下所締結之契約，方能符合「行政契約」的基本要

–––––––––––––––––––––––––––– 

6
  

Vgl. Wolff/Bachof/Stober, Verwaltungsrecht I, 12. Aufl., 2007, § 22 III 4 dd; § 54 V 

17; Erichsen, in: Erichsen/Ehlers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4. Aufl., 

2010, § 24 II;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9. Aufl., 2017, § 14 II 2.
 

7
  

「國家為達成行政上之任務，得選擇以公法上行為或私法上行為作為實施手

段」亦為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540 號解釋文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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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尤其是如何區別私法契約以何種標的加以判斷？便容

有爭議。 

首先，依德國之學說及實務見解認為
8
，契約之屬性應

由契約客觀判斷之；而契約當事人之主觀意思並不能作為判

斷之標準，而客觀化的契約就是契約之標的，意即應依契約

條款所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加以判斷，至於契約主體雙方是

否皆為行政機關或皆為私人，原則上並不具有重要性。申言

之：德國通說與實務見解並不採取契約主體說
9
。但是，當

契約標的（即權利義務關係）涉及「中性」（neutral）或無

從區辨（indifferent）時，例如：契約標的涉及金錢給付義

務時，即應以契約目的（或依給付目的）及契約整體特色

（Gesamtcharakter）加以判斷，究竟契約之法律關係屬於私

法契約或行政契約。 

其次，若契約標的中至少含有一部分「公法上之權利或

義務」，且該部分並非契約上「無關緊要」（unwesentliche）

者，縱使契約標的中含有私法部分之權利義務關係，依目前

德國通說之見解，已不再分離認為此種契約係屬「混合契

約」（Mischvertrag），而分由兩個不同法院管轄或執行；卻

應統合認定為「行政契約」，依「行政訴訟程序」加以審

理。例如：一個土地買賣條款與一個土地開發行政上之「停

–––––––––––––––––––––––––––– 

8
  

Vgl. Kopp, VwVfG, 6. Aufl., 1996, § 54 Rdnr. 6 ff.; Obermayer, VwVfG, 3. Aufl., 

1999, § 54 Rdnr. 20 ff.; Brandt/Sachs, Handbuch Verwaltungsverfahren und 

Verwaltungsprozeß, 1999, S. 197 ff.
 

9
  

但德國少部分學者主張主體說（即推定主體說），以減輕實務上判斷之困難，

vgl. Schmidt-Aßmann/Krebs, Rechtsfragen städtebaulicher Verträge, 2. Aufl., 1992, S. 

168 ff.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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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場免除舉建義務條款」
10
合併成為一個「行政契約」時，

即不再分離觀察或處理其紛爭。此種結果，無異擴大行政契

約之適用範圍，應屬德國行政契約法制上之一大特色
11
。 

最後，契約標的（或內容）須涉及公法（行政法）上法

律關係始稱為行政契約，申言之，判斷時必須調查契約上之

權利義務或契約執行上相關之處分行為，是否具有公法上之

特徵，而下列三種情形之一時，即符合行政契約之要件
12
： 

（一） 為執行公法上之規範時，例如：徵收程序上之合

意（即徵收契約）係為執行建設法（BauGB）之

規範； 

（二） 契約包含為行政處分或其他高權措施等之義務條

款時，例如：機關對契約之他方承諾為建築許

可； 

（三） 涉及人民在公法上之權利或義務時，例如：契約

條款涉及人民在建築法上之停車場興建義務（或

免除興建義務）等。 

綜合言之，德國學說與判例雖然皆承認行政機關有選擇

以「行政契約」或「私法契約」來完成公法上任務之自由，

但是，對於契約屬性之判斷卻捨棄主觀意思表示說；而採取

–––––––––––––––––––––––––––– 

10
  
德國法上之免除停車場興建義務契約（Ablösungsvertrag）之概念介紹，得參見

林明鏘（2006），〈行政契約〉，翁岳生（編），《行政法（上）》，3 版，頁

574 以下，臺北：元照。
 

11
  
另外，亦有主張「任務說」（Aufgabentheorie），認為判斷是否屬於行政契約，

得依行政任務之種類，區別私法契約與行政契約，此種情形更是大幅放寬認定

行政契約之範圍。Vgl. Wolff/Bachof/Stober (Fn. 6), § 22 III 4 dd.
 

12
  

Vgl. Maurer, Der Verwaltungsvertrag: Probleme und Möglichkeiten, DVB1 1989, S. 

798 ff.; Henke, Allgemeine Frage des öffentlichen Vertragsrechts, JZ 1984, S. 44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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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之契約標的說。契約標的說又採取寬鬆且廣泛之標準，

除有上述三種情形之一時，原則上即判斷該契約屬行政契約

外，對於中性之契約（例如：一般金錢或勞務之給付條款，

成為契約之主要權利義務內容者），尚得依契約追求之目的

是否為「公法上之目的」，而將之歸入行政契約之範疇，更

遑論許多僅有部分公法色彩之契約條款，與絕大部分條款為

私法上契約所組合而成之「混合型契約」，亦當然被吸收成

為「行政契約」。廣泛將行政機關與人民所締結之契約，歸

入行政契約之領域，似未引起德國學界或實務界之反對，此

種趨勢，除因德國法院救濟管道一向暢通外，學界及實務界

皆肯定公法介入行政機關所締結之契約，有其事實上之必要

性，似亦扮演著重要之角色
13
，頗值得我們留意。 

二、我國學說與判例解釋 

我國通說
14
原則上亦沿用德國學界及實務判決之通說，

認為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之劃分，原則上應以「契約標的」

為準，若僅依契約標的仍然無法決定其法律性質時，則兼採

契約目的加以衡量。至於關鍵地位之「契約標的」係指何者

而言？「契約標的」又應如何探求？國內教科書及專論文章

討論並不深入，因此有進一步加以澄清上述疑惑之必要。 

–––––––––––––––––––––––––––– 

13
  

Vgl. Gurlit,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vertrags, Jura 2001, S. 659 ff. (660); 

Brandt/Sachs (Fn. 8), S. 195; Kopp (Fn. 8), Vorbem § 54 Rdnr. 3.
 

14
  
吳庚（2016），《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14 版，頁 428 以下，臺北：三民；

陳敏（2016），《行政法總論》，9 版，頁 573，臺北：自版；陳新民

（2015），《行政法學總論》，9 版，頁 338-339，臺北：自版；林明鏘，前揭

註 10，頁 561 以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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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契約標的」應指契約條款或內容所生之權利義

務關係，而這種權利義務關係原則上應綜合全部契約內容加

以判斷，不能僅就個別契約條款分別加以觀察，否則又容易

重蹈「混合契約」之覆轍，使得一個契約會因個別不同契約

條款之不同屬性判斷，而分裂由不同爭訟法院管轄，有違一

次紛爭解決途徑應為統一之法院管轄的基本要求。 

其次，所謂無法依「契約標的」理論判斷契約屬性之類

型者，主要應係指在私法上亦可能發生、變更或消滅之法律

關係，例如：土地或其他動產之買賣、金錢債權（務）之給

付或其他中性之契約內容（例如：醫療給付之提供），此時

之判斷標準即應改依「契約締結之目的」（或契約給付之目

的）及「契約整體特色」來判斷該契約應屬行政契約或私法

契約。 

再者，有關「契約目的」或「契約整體特色」應該如何

探求？則應視締結具體個別契約之「背後原因」及所欲達成

之「特定行政任務」而定，而非僅憑契約表面上、客觀上所

表現出來之權利義務文字而已。當然，契約目的亦不能憑含

糊之「公益目的」或「私益目的」即遽行認定契約之屬性，

否則實際上行政機關所締結之契約，依德國法上之擴大的目

的或任務理論的趨勢，皆會被歸類為「行政契約」，而絲毫

無「私法契約」存在之空間。從而「契約目的」係指個別或

特定之行政目的而言，亦即應調查該契約所以締結之背後原

因或所追求之特定目的。例如：某特定為避免徵收處分所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