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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詞 

1996年下半年，三欽從德國哥廷根回國，不久便進入司法院大
法官書記處擔任戴東雄大法官之助理（嚴格來說，是擔任大法官助

理之職務代理人，因為原本之代理人休長假），因而有機會與吳庚

大法官接觸。吳大法官很關心我們這些晚輩的情況，包含求職、研

究等；吳大法官經常以其獨特的語調風格（爽朗有力、幽默、親

切）詢問我的近況。在我有需要求職推薦信時，吳大法官總是二話

不說地幫忙。 

 在三欽離開大法官書記處進入學術界工作後，每次在學術研討
會的場合遇到吳大法官，他總會再勉勵我幾句。這些點點滴滴的溫

暖舉措，讓並未在台灣攻讀博碩士的我，十分感動。也讓我往後更

知道要去關心、協助剛踏入學術界的年輕學者們。 

 前幾週我特地請助理向圖書館借閱吳庚大法官經典教科書「行
政法理論與實務」的第一版（1992年9月）。翻閱後發現，在那個還
沒有行政程序法，而訴願法、行政訴訟法等重要行政法規範都還沒

有大修的年代，吳大法官的教科書已然為後來的修法奠定基礎，指

引方向。更可貴的是，這本教科書除了豐富地引用中外文獻資料，

也納入大量我國實務案例，讓行政法學理得以與本土實務連接，在

地生根。 

 吳大法官融合學理與本土實務的研究、撰述風格，引領一個研
究取向：研究行政法也可以在浩瀚的我國實務中找尋素材、靈感，

正如當年許多德國行政法理論、概念的產生過程一般。 

僅以本文向吳大法官表達最深的崇敬與感恩致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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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說 

一、為何需要「基準時」理論？ 

一個行政爭訟案件發生後，它的基礎事實以及所適用的法令隨

時可能改變。一旦行政案件的基礎事實或相關法令有所變更，職司

審判的法官便面臨了以下的問題：究竟本案的裁判應以何時的法令

與事實為基礎，來評斷原告或上訴人之訴有無理由？為解決上述問

題，乃衍生出「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之理論1。訴願決定機關也

面臨相同的問題，因而也有「訴願決定基準時」的問題。 

其實早在行政機關作成個案行政決定時，就已面臨類似的困

擾。例如在案件發生後直到行政決定作成之間，相關法令與事實發

生變化，此時行政機關須先定下一個基準時點，並以該時點的事實

與法令為行政決定的基礎。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所規定之「從新
從優原則」以及行政罰法第5條所規定之「從新從輕原則」，皆在處
理這類的問題。只不過一般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並不使用「行政決

定基準時」的說法。為了凸顯行政機關作成決定時所面臨的基準時

點問題，本文擬以「行政決定基準時」為關鍵字，對此課題進行深

入的討論。 

二、「行政決定基準時」對於「行政爭訟決定基準時」之可

能影響 

我國過往在研究「行政爭訟決定基準時」課題時，均以各該爭

訟決定機關的視角，在「爭訟決定時」或「原決定作成時」之間抉

擇。此種方式往往忽略行政決定作成時，原處分機關認定事實與適

                                                           
 
1  國內文獻普遍以「違法判斷基準時」的概念來表達此一問題。但由於「違法判

斷基準時」的概念無法適用於所有的訴訟類型，例如法律關係確認之訴，就不
一定與「違法判斷」有關。為使表達更周延，本文因而捨棄「違法」二字，稱
為「判斷基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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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令的法則。 

舉例而言，依據通說撤銷事件是以「原處分作成時」為基準

時，但若原處分係裁罰事件，則須依據「從新從輕原則」來決定所

依據之法規。若某裁罰案在行為後行政機關最初裁處前，法令往不

利於行為人方向修正，則此時本案訴願決定所應依據的法規並非裁

罰決定作成時之法規，而係行為時。 

在事實認定方面，依據目前的通說課予義務事件是以「訴願決

定時」之事實為基礎；但若個案情節特殊，可能必須以特定時點的

事實為基礎。例如社會補助行政，為了公平性考量，必須以特定時

段的收入為審核基礎，來決定補助的必要性。 

由此可見，在探求行政爭訟決定基準時之際，應給予「行政決

定基準時」問題更多的關注。上述說明顯示，「行政決定基準時」

概念的進一步發展，可能改變過往關於行政爭訟決定基準時之理

論。此外，過往所認為「以行政決定時為基準時」的說法，其真實

內涵或有重新定義之必要。 

三、從法令不溯及既往原則檢討「行政決定法令基準時」 

行政決定基準時通常在「行政決定時」。但當案例事實形成過

程中或行政程序進行中遇有法令變遷，則「行政決定基準時」問題

也與「法令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有關。當行政決

定的過程中遇有法令變更，究竟應如何選擇新舊法？主要是考量案

件性質，以尋求相應的法規適用準則。行政決定作成時的法規固然

為各該案件重要的決定依據，但最終決定並不盡然皆以行政決定時

的法規為準。若新法較不利於當事人，便須留意，適用較不利於人

民的新法，有無違反「法令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

則」。相關程序進行中法規修正時，究竟該如何適用新舊法？我國

法上至少有三個原則與此相關，分別是行政罰法的「從新從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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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的「從新從優原則」以及「實體從舊、程序

從新」原則，以下分別檢視。 

（一）從新從輕原則 

行政罰法第5條2所規定的從新從輕原則，可謂係「行政裁罰決

定之法令基準時條款」，本條規定即考量修法的輕重，來決定新舊

法的適用。簡言之，從新從輕原則之目的在於使人民得享有行為後

裁處前更有利修法之利益、而不使人民受到更不利修法之影響，可

謂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實踐。從新從輕一方面規範了新舊

法的選擇方式；同時也是行政決定法令基準時法則，「從新」意謂

以「裁罰時」為基準時；「從輕」則意謂以「違法行為構成要件該

當時」為基準時。 

（二）從新從優原則 

與「從新從輕原則」類似的是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3所規定

的「從新從優原則」。「從新從優原則」所規範者，係在當事人所提

申請案的行政程序進行中，相關法規有所變更時的新舊法選擇問

題，此亦為「行政決定之法令基準時條款」。依此原則，除非是某

些特別情況，原則上在行政程序中遇有法令變更時，人民得享有更

有利修法的利益，卻不至於承擔更不利修法的劣勢。「從新」意謂

以「決定時」為基準時；「從優」則意謂以「申請時」或「申請案

審理時」為基準時。此亦為信賴保護原則、法令不溯及既往原則的

落實。 

                                                           
 
2  行政罰法第5條：「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

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
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3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
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
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
者，適用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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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 

此外，尚有所謂「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此一原則所傳

達者，係當個案處理程序中或甚至是行政爭訟程序中遇有法規變更

時，究竟應如何適用新舊法，應視所變更之法規為實體法或程序法

而有差異。若所變更者為實體法，為了保護當事人對於舊法之信

賴，應以適用舊法為原則；若所變更者為程序法，則由於程序法不

涉及人民既有權利之得喪變更，亦不更動相關行為之合法性判斷標

準，因而得適用新修正之程序法。「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亦

與法令基準時有關：程序法原則上以「程序行為進行時」、「程序決

定作成時」為基準時；實體法則傾向於以要件事實發生時為基準

時。 

（四）小結 

「從新從輕」與「從新從優」二原則作為行政決定「法規基準

時」條款，二者皆以適用「決定時」之法規為優先（從新）；但卻

仍保有適用「行為時」、「申請時」之舊法的可能性（從輕或從

優）。在後者情形，法令基準時分別為「違法行為構成要件該當

時」或「申請時、申請案審理時」。至於「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

則」雖然未優先以「決定時」為基準時，而係依據相關法規之屬性

為實體法或程序法，而將基準時分別定在「要件事實發生時」或

「決定時」。「從新從輕」、「從新從優」與「實體從舊、程序從新」

等三原則之意涵均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有所牽連，因為其均

欲保障人民在原有法秩序下所已經取得之權利地位，避免人民對於

舊法秩序的信賴受到突襲。 

上述三個有關「行政決定法令基準時」之原則，並非「行政決

定法令基準時」的全部內容，甚至，這三個原則的內涵是否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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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然相同。其中，「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爭議最大4，「從

新從優原則」其次。上述二個存有相當爭議的原則，在適用時應進

行必要的區別判斷，無法一概而論；或者只能被當作是落實信賴保

護原則的價值指引。 

貳、訴願決定基準時之原則與例外 

一、原則：以行政處分作成時為基準時 

（一）訴願程序為「行政程序」終結後另啟的「行政爭訟程

序」 

前文已述及，訴願程序在性質上為「事後程序」，是行政程序

完成後，為處理當事人間權益侵害事件的「行政爭訟程序」。訴願

程序著重在以第三機關進行爭議的裁決，並非原處分機關所開啟之

「行政事前程序」的延長（延伸），所以原則上在訴願程序中，違法

判斷基準時應在「行政處分作成時」5。 

（二）避免相同案例適用不同的法令 

本文依據訴願程序與行政程序之不同，以「行政處分作成時」

為違法判斷基準時，可以避免相同案例之間，僅因有無提起訴願之

不同而適用不同的法令的不平等現象。 

                                                           
 
4  請參見彭鳳至，告別「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兼論行政法規變更時新舊法

適用之原則與例外，月旦裁判時報，72期，頁68-86（2018年）。 
5  林三欽，論行政訴訟之判斷基準時—兼評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8號

判決，收於：湯德宗、劉淑範編，2005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頁57-59（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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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所指出的基準時大致上也適用於同類型的行政訴訟

裁判 

本文雖然主要在於探討「行政決定基準時」對於訴願決定基準

時之影響；但基於「訴願決定基準時」與相對應「訴訟種類」6之

「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大致上相同，本文所舉案例以及討論範

圍，一部份也將擴及於行政訴訟的「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

訟」。若訴願決定的基準時為「訴願決定時」，轉換至行政訴訟，

「事實基準時」為事實審「言詞辯論程序終結時」，「法令基準時」

為法律審「裁判時」。 

二、例外：以訴願決定時為基準時 

如前文所述，本文認為訴願案件原則上應以行政處分作成時為

違法判斷基準時，但在某些情況下則應例外地以「訴願決定時」7

作為判斷系爭案件是否合法的基準時。而構成例外的情形計有以下

數種： 

（一）具有持續效力的行政處分，在其效力存續期間 

具有持續效力的行政處分，其效力在行政處分作成之後持續不

斷地發生，直到行政處分存續期間終了為止。因此在這類行政處分

的效力存續期間，有必要隨時檢討其正當性與合法性，以決定是否

提前終止其效力。這樣的原則表現在訴願法上就是：具有持續效力

的行政處分其違法判斷基準時，與一般情形不同，是在「訴願決定

時」。 

                                                           
 
6  即「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 
7  若將此處所探討之理論轉用於行政訴訟，「事實基準時」為事實審「言詞辯論

程序終結時」，「法令基準時」為法律審「裁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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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未執行的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有需要執行者，有無需執行者。而需執行的行政處分

皆為「下命處分」，因為在「下命處分」中，行政機關課予人民作

為或不作為義務。若人民不履行此一義務，需經由行政執行的機制

來貫徹，例如命某人自行拆除違建的行政處分即是。此處所謂「尚

未執行的行政處分」，只有在涉及「下命處分」時才可能發生。 

需執行而尚未執行的行政處分，貫徹其效力的執行行為，可以

說是使該行政處分效力實現的行為，經由執行行為該行政處分的效

力得以終結。因此在該行政處分付諸執行以前，也有必要隨時檢討

其繼續存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所以在撤銷訴願中，此類行政處分

的違法判斷基準時也是在「訴願決定作成時」8；同時，行政程序

法第128條第1項第1款「廢止、撤銷或變更請求權」的規定也可以
類推適用於此類行政處分上。 

三、課予義務訴願 

（一）課予義務訴願之定義 

課予義務訴願是指，行政機關依法負有義務對人民做出授益處

分，而卻對於人民之申請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或駁回其

申請，此時人民依據訴願法所提起的訴願，稱為「課予義務訴

願」。 

（二）在訴願決定前發生事實上之變化 

首先在事實部分，在訴願審議期間，不論案件事實發生有利或

不利於訴願人之變化，訴願審議機關原則上皆應加以斟酌。其理由

與「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作為撤銷訴願程序標的時類似。因

                                                           
 
8  參見吳庚、張文郁，行政爭訟法論，9版，頁439-440（2018年）；陳清秀，行政

訴訟法，8版，頁706（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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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課予義務訴願事件既然是行政機關未做出人民所申請行政處分，

或人民之公法上權利因行政機關之怠於執行職務而受損害的爭訟事

件，這種狀態可以視為行政機關所引發的、且持續存在的人民公法

上權利受限制狀態。在考量「此一消極的狀態是否應予以繼續維

持」的問題時，不能忽略該案件最新的事實變化。 

特別是當案例事實發生有利於訴願人之變化，基於「程序經

濟」的原則，訴願審議機關應考量最新的事實發展與變化。若訴願

審議機關未斟酌此一情事，仍依據原來的事實狀態做出不利於訴願

人的決定，則當事人勢必會檢附有利於自己的新事實相關資料，再

度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如此一來使得原本可以一次程序便終結

的事件，必須另行開啟新程序才能完結。 

（三）在訴願決定前法令有所變更 

至於法令規範部分，對於訴願人有利的法令規範變化，基於前

述「具持續效力行政處分」的法理以及「程序經濟」的原因，固然

應予以斟酌；但若法令規範是往訴願人不利的方向調整，則為維護

當事人的權益，對於原處分作成後不利於當事人的法令變化原則上

應不予考慮，而仍以對當事人有利的舊法為依據，除非該法令修正

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例如，某甲提出營業許可申請，依法主管機關

應予以核准，但承辦人員誤解法令因而作成違法的駁回處分。申請

人不服提起訴願，在訴願程序進行中法令修正，提高申請營業許可

的標準，依此標準前述申請案不應核准。此時為保障人民的權利，

不能使人民因為先前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而蒙受損害，訴願機關仍

應依據舊法做出有利於訴願人之決定。因為，若申請人第一次申請

時主管機關即予以核准，其已取得的核准並不受事後法令提高標準

的影響。因此，當事人所提起的訴願，應使人民的權利回復到如同

行政機關未曾違法駁回其申請時的狀態。總之，在課予義務訴願決

定前，若法令有不利於訴願人之修正，訴願審議機關原則上應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