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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我國之行政訴訟法甫經修正，此次修正，對我國行政機關、行
政法學界及訴訟實務均造成重大衝擊，一來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將面臨
摘要
更多之司法審查，次則，因訴訟類型之驟然遽增，在我國前未發生之行
(中)
政訴訟爭議，勢必油然而生。初面對接踵而至之公法事件爭端，我國是
否有足夠之人才應變，是否有充足之研究素材可供參考，均值重視。 吾

人均知，爭訟無非求勝，但左右爭訟勝負，除實體權利之有無外，程序
違誤與否，尤屬關鍵。諺云：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此無非指明，
爭訟事實不明，縱自詡為權利人，但因證據不明，失其所憑，仍難取信
於法院，而有不獲救濟之虞。 尤其，自古民告官，即非易事。行政機關
居於高權地位不論，其所屬幕僚之專業能力，包括遂行訴訟之技術與訴
訟資料之蒐羅等，終非一般民眾所得對抗者。何況，果無分訴訟性質，
全將舉證責任推由提起訴訟之人民，自非公允。 本文十二萬餘字，乃在
探討行政爭訟中，關於系爭事實不明，應由何訴訟當事人負擔舉證之
責。全文共由六章構成，茲略以要旨簡述各章所陳： 第一章：緒論。主
在概敘我國行政訴訟法舉證責任規範修正之變革，並界定行政爭訟之範
圍，以定本文之研究範疇及方法。 第二章：實質權利救濟制度與舉證資
責任分配。旨在建構憲法上訴訟權及訴願權應備之構成要件，暨分析其
產生之機制後，探討行政爭訟之各種類型，及藉由民、刑訴訟程序之舉
證責任分配法則，分析其分配法則對於權利救濟所生之影響。 第三章：
行政爭訟舉證責任之構成。本章首於闡明行政爭訟舉證責任之意義，試
圖釐清行政爭訟程序上，主張責任、舉證責任與職權探知等彼此間之關
係；並由思潮遞嬗之歷程，確認本文對行政爭訟舉證責任之基本觀點。
第四章：日本法學上行政訴訟制度舉證責任之觀察。日本現行行政訴訟
制度與我國法制固非全然一致，但該國學說及實務對於行政訴訟舉證責
任問題之關注與研究，向為積極，且獲致一定之成果。該國學說，百家
爭鳴，各有定見，但其理論基礎均值深究，是略加整理分析如后。 第五
章：我國實務與學說關於行政爭訟舉證責任分配之見解。行政訴訟為審
判權之一環，而我國之行政訴訟法祇屬國內法，因此，落實該法學領域
之研究本土化，有其必要。在本次行政訴訟法修正前，實務似未建構出
屬於行政訴訟自我之理論架構，但於個案上又無法不解決事實不明之問
題，故藉用民事訴訟理論，解決行政訴訟撤銷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惟
此思維體系，隨行政訴訟法修正擴充訴訟類型及行政訴訟理論之發展，
弊象已然若揭。再者，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逐漸發揮其應有功能，就本問
題數次表示重要見解，有併為申明之必要。另學者專著且陸續發表，屬
於我國行政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理論，雛形已備。本文是依其理論概
要，試為類型化，俾以探討。 第六章：結論。參酌我國、日本主要學說
與實務見解，復反觀我國新修正行政訴訟法之相關規定，本文以為，我
國採訴訟二元體系，祗例外將部分公法性質之爭訟制度委諸普通法院審
理，該立法體例，雖屬立法裁量，但為使法規範體系一致，屬公法性質
之爭訟程序，其舉證責任即有統一之必要，而如認新新修正之行政訴訟
法為一完備之訴訟體系，且其足資為公法爭訟之基本法，則新修正之行
政訴訟法舉證責任規範，實應作為其他公法爭訟程序之準據。其次，新
修正之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之法文本旨，固得由立法理由推知，
但法文本身並非明確，似有檢討必要。末者，謹就新修正行政訴訟法各
訴訟類型可能應予適用之合理舉證法則，提出管見，以就教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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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司法院秘書處 彭鳳至，德國行政訴訟制度及訴訟實務之研究，一九
九八年六月，行政法院 褚劍鴻，刑事訴訟法論上冊，，一九九六年二月
二次修訂版五刷，台灣商務印書館 葉百修、吳綺雲，行政撤銷訴訟之研
究，司法院七十九年研究報告，八十年，司法院 廖義男，行政法論集
（1）國家賠償法，八十三年八月增訂版三刷，自版 葛克昌，稅法基本問
題，一九九六年初版，自版 葉俊榮，行政法案例分析與研究，八十八年
三月，三民書局 雷萬來，民事證據法論，八十六年八月初版，瑞興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董保城，行政法講義（上下合訂本），八十三年九月，自
版 楊得君，稅捐爭訟程序之舉證責任，司法研究年報第十九輯第十八
篇，八十八年六月，司法院印行 管歐，中國行政法總論，七十八年第二
十五版，自版 蔡墩銘，刑事證據論，八十六年十二月初版一刷，五南出
版社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裁判百選，一九九五年四月一版二刷，月旦出
版社 蔡墩銘，中國刑法精義，七十九年三月六版，漢林出版社 駱永家，
民事舉證責任論，八十一年七月，台灣商務印書館 劉宗德、賴恆盈譯，
鹽野宏，行政法一，一九九六年五月，月旦出版社 蔡志方，行政救濟與
行政法學（一），八十二年三月初版，三民書局 蔡志方，行政救濟與行
政法學（三），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蔡志方，行
政救濟法論，一九九五年十月修訂初版，月旦出版社 蔡志方，行政救濟
與行政法學（一），八十二年三月初版，三民書局 蔡志方，行政法三十
六講，八十二年九月初版，自版 蔡志方，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三），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
版，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蔡志方，新訴願法與訴願程序解說，一九九
九年一版，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叢書五，自版 蔡志方，行政救
濟法新論，二○○○年一月元照初版第一刷，元照出版公司 民事訴訟法
之研究（四），八十五年三月再版，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 民事訴訟法之
研究（五），八十五年十月初版，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 民事訴訟法之研
究（六），八十六年三月初版，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 民事訴訟法歷次修
正條文暨理由彙編，一九八六年，司法院 改進現行行政訴訟制度之研
究，司法院第四廳編，七十一年四月，司法院秘書處 司法院刑事訴訟法

研究修正資料彙編（十一），八十八年六月，司法院 行政訴訟論文彙
編，八十七年五月，司法院秘書處 行政訴訟論文彙編第二輯，司法院行
政訴訟及懲戒廳編輯，八十八年六月初版，司法院 行政訴訟研究資料彙
編──司法院第八、九期行政訴訟研究會研究專輯，八十五年十二月，
司法院秘書處 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第四輯，司法院，七十五年七月
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第五輯，司法院，七十六年六月 行政法院裁判
要旨彙編，第六輯，司法院，七十七年六月 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第
七輯，司法院，七十八年六月 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第十輯，司法
院，八十一年六月 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第一二輯，司法院，八十三
年六月 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第一三輯，司法院，八十四年六月 行政
法院裁判要旨彙編，第一四輯，司法院，八十五年六月 行政不法行為制
裁規定之研究【行政秩序罰法草案】，經社法規研究報告１００５，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出版 （中文論文部分） 史塔
克博士主講，林三欽譯，公法上之法學比較，台大法學論叢第二八卷第
四期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第一冊，三民書局，七十三年三月
修訂再版 朱健文，論行政訴訟中之預防性的權利保護，輔仁大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論文，八十四年六月 吳庚，行政訴訟中各類訴訟之關係，法令
月刊第四十九卷第十一期 吳夙芳，日本行政撤銷訴訟舉證責任之研究，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八十三年一月 邱聯恭，值得當事人
信賴的真實，台大法學論叢第十一卷第二期 邱聯恭，民事訴訟之目的，
台大法學論叢第二四卷第一期，一九九四年 邱聯恭，程序保障之機能
──基於民事事件類型審理必要論及程序法理交錯適用肯定論之觀點，
台大法學論叢第一七卷第一期，一九八七年 邱聯恭，新世紀民事程序法
建制之基本課題，律師通訊第一八０期 何賴傑，事實審法院蒐集證據之
義務─評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非字第一號判決，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
一期 林明德，維護公益訴訟（日本民眾訴訟）之分析，全國律師雜誌八
十八年二月號，八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林合民，行政罰之歸責條件
（上）、（下）──行政法院七十二年度判字第六九一號判決之檢討，
植根雜誌第五卷第三期第一頁以下、第五卷第四期 吳東都，落實檢察官
蒞庭制度之研究，法務部研究選輯，法務通訊雜誌社，一九九三年 洪家
殷，論可分之行政處分，台灣本土法學第四期，一九九九年十月 張邦
昌，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上），軍法專刊第十九卷第十二期 陳敏，稅
捐稽徵程序之協力義務，政大法學評論第三十七期 陳新民，論「行政
罰」的適用原則，法令月刊第三八卷第二期 張文郁，行政救濟法中職權
調查原則與舉證原則之研究，中華民國行政法學會印，行政救濟法學研
討會書面報告資料 陳添輝，行政罰是否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上）、
（下），司法週刊第四八０期第二期 曾華松，行政訴訟證據法則（上）
──對於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有關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研討，法令
月刊第四九卷六期，八十七年六月 黃綠星，行政訴訟之判決，刊載於法
官協會雜誌第一卷第一期，八十八年六月 黃昭元，論對行政機關怠為行
政處分之行政訴訟，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七十八年六月 楊建
華，行政訴訟中撤銷訴訟在實務上之處理（上）─以行政訴訟法修正草
案為研究基礎─，法令月刊第四三卷第三期 蔡志方，從權利保護功能之
強化，論我國行政訴訟制度應有之取向，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

文，七十七年六月 蔡茂寅，公法上之爭議與行政訴訟─司法權界線限理
論之探討─，本土法學雜誌第五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蔡茂寅，稅法與
行政秩序罰之關係，月旦法學雜誌第二三期，一九九七年四月 日文文獻
（日文書籍部分） 小林秀枝，證據法，平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二版一
刷，弘文堂 山村恆年、阿部泰隆，判例コンメンタ－ル〈特別法〉行政
事件訴訟法，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第一刷，三省堂 白井皓喜，行政訴
訟と國家賠償，一九九五年四月十日初版第三刷，法律文化社 田中二
郎，行政法總論、法律學全集，昭和三十二年版，有斐閣 田中二郎，新
版行政法上卷、全訂第二版，昭和五十六年版，弘文堂 田中二郎、原龍
之助、柳瀨良幹編，行政法講義（２），昭和四十一年六月版，有斐閣
田中二郎、原龍之助、柳瀨良幹編，行政法講座（3），行政救濟法，昭
和五十二年三月版，有斐閣 田中二郎，租稅法（第三版），法律學全集
11，平成二年一月三版，有斐閣 田中館照橘編，演習ノ－ト行政法（改
訂版），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改訂版三刷，法學書院 田上穰治，再全
訂行政法總論，昭和三十年，有信堂 石井一正，刑事實務證據法，一九
九七年五月二十日二版二刷，判例ダイムズ社 田宮裕，刑事訴訟法新
編，一九九六年，有斐閣 北野弘久、兼子仁，市民のための行政爭訟，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日第一刷，勁草書房 古崎慶長，國家賠償法の理
論，昭和五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初版第二刷，有斐閣 西村宏一、幾代通、
園部逸夫，國家補償法大系 2，國家賠償法の課題，一九八七年，日本評
論社 成田賴明編，ジュリスト增刊，行政法の爭點（新版），法律學の
爭點シリ－ズ 9，平成二年六月新版，有斐閣 成田賴明、園部逸夫、金
子宏、鹽野宏、小早川光郎編集，行政法の諸問題（中），一九九○年
初版第一刷，有斐閣 杉村敏正，法の支配と行政法，昭和四十五年十二
月初版，有斐閣 芝池義一，行政救濟法講義，一九九七年九月三十日初
版第三刷，有斐閣 佐藤立夫，新版行政法總論（四訂版），昭和五十八
年四月三日四訂版第一刷，前野書店 村上博巳，證明責任の研究，昭和
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初版第七刷，有斐閣 杉村敏正、兼子仁，行政手續?
行政爭訟法，現代法學全集 11，昭和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初版第一
刷，筑摩書房 阿部泰隆，行政の法システム（上），一九九四年七月三
十日初版第三刷，有斐閣 和田英夫，行政法講義（上），昭和五十七年
六月二十日出版發行，學陽書房 押切瞳，取消訴訟における立證責任，
行政訴訟の課題と展望，別冊判例'タイムズ第二號，判例タイムズ社 金
子宏，租稅法，平成二年一月二版六刷補遺付き，弘文堂 室井力編，基
本法コンメンタル＝行政救濟法，一九八六年，日本評論社 春日偉知
郎、園部逸夫編，注解行政訴訟法，一九八九年六月初版，有斐閣 南博
方、原田尚彥、田村悅一編，新版行政法，一九九○年新版，有斐閣 南
博方、原田尚彥、田村悅一編，行政法（２）行政手續．行政爭訟，昭
和五十三年一月三十日，初版第二刷，有斐閣。 南博方編，注釋行政事
件訴訟法，一九七二年二月版，有斐閣 宮田三郎，違法性の立證責任，
行政法の爭點(舊) ジュりスト增刊，ジュりスト別冊法律學の爭點シリ－
ズ 9，昭和五十五年八月，有斐閣 兼子一、垂水克己編，公法と私法，
岩松裁判官還曆紀念，昭和五十九年九月版，有斐閣 兼子仁，行政爭訟
法，昭和五十九年初版二刷，筑摩書房 高根義三郎，行政訴訟の研究，

昭和四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第一版第三刷，一粒社 淺賀榮，行政訴訟實務
總攬，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十日三版，酒井書店 荻原金美，スウエ－デン
法におけル證明責任論，神奈川大學法學研究所研究年報第一二號，一
九九一年 渡部吉隆、園部逸夫編，行政事件訴訟法體系，昭和六十四年
四月初版，西神田編輯室 渡部吉隆著、園部逸夫補訂，行政訴訟の法理
論，第一九一頁，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第一版第一刷，一粒社 雄川一
郎，行政爭訟法，有斐閣，昭和四十五年六月再版 雄川一郎，行政爭訟
の理論，一九八六年，有斐閣 椎名慎太郎，違法性の立證責任，行政法
の爭點（新版），ジユリシト增刊，平成二年六月二十日新版發行，有
斐閣 鈴木忠一、三人月章監修，實務民事訴訟講座８，昭和五十六年五
月三十日第一版第六刷，日本評論社 鈴木忠一、三ケ月章監修，新實務
民事訴訟講座９行政訴訟Ⅰ，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一版第三刷，
日本評論社 鈴木忠一、三ケ月章監修，新?實務民事訴訟講座 2，一九八
二年七月版，日本評論社 園部逸夫編，注解行政事件訴訟法，一九八九
年六月初版，有斐閣 齋藤秀夫、小室直人編，民事訴訟法基礎，昭和五
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版第四刷，青林書院新社 濱川清，立證責任，遠
藤博也、阿部泰隆編，講義行政法Ⅱ，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青林書院
新社 藤田宙靖著，行政法（新版）總論Ⅰ，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新版
九刷，青林書院 鹽野宏，行政法Ⅱ，一九九五年，有斐閣 （日文論文部
分） 田上穰治，司法權に對する行政權の獨立，公法研究八號 石田穰，
立證責任論の現狀と將來，法學協會雜誌九十卷 倉田卓次，證明責任分
配論における通說の擁護，判例たいムズ第三一八號，判例たいムズ社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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