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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性不利益處分 行政罰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

之處分 影響名譽之處分 警告性處分 

關鍵

字

(英) 

punitively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Administrative Penalty sanction of restriction 

and prohibition sanction about deprivation or elimination of rights sanction about 

affecting reputation sanction of warning 

摘要

(中) 

有鑒於我國行政罰法第 2 條對裁罰性不利益處分所涵蓋之範圍甚為廣

泛，相同之用語在不同之案例中可能有不同之解釋(可能為單純之行政罰

或裁罰性不利益處分)，因而導致實務運作上之困難。且裁罰性與非裁罰

性不利益處分之區分關涉律保留原則之規範密度、授權明確性原則之程

度高低與行政罰裁處權時效適用有無之爭議，實有其重要性。 本文認為



欲解決上述問題應從根本著手，即必須先對行政罰法第 2 條有關裁罰性

不利益處分之概念予以明確之界定，才能徹底定紛止擾。是故本文乃參

酌外國立法例、實務與學說建議，以「負面排除法」與「階段式」之流

程分析綜合判斷之。 

摘要

(英) 

According to the range of punitively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of Article 2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Code is excessively broad, the same terminologies may 

hav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in different cases (it may be generally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or punitively administrative sanction)which lead to the difficulties to 

operate the cases. Furthermore, it's important to divide generally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from punitively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Owing to it related to Principle 

of Reservation of Law, Principle of Explicitly Legislative Delegation and 

effectiveness for pun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This article attempted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of all, to define punitively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explicitly. Second, referring to similar cases and theorie.Last, operating the rule of 

negative remedy and analysis synthetic judgment step by step.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之順序與範圍 第三節 

關於參考文獻與文獻之探討 第二章 裁罰性不利益處分之概念釐清 第一

節 行政罰概念之界定 第一項 行政罰之裁處主體與處罰對象 第一款 行政

罰之裁處主體 第二款 行政罰之處罰對象 第一目 以自然人為處罰對象 第

二目 以法人為處罰對象 第三目 以其他組織為處罰對象 第二項 行政罰之

定性 第一款 行政罰的意義 第一目 行政刑罰 第二目 行政秩序罰 第三目 

行政執行罰 第四目 行政紀律罰 第二款 小結 第三項 行政罰之本質─與刑

罰之區辨 第一款 刑罰之意義與相關理論 第一目 絕對理論 第二目 相對理

論 第三目 綜合理論 第二款 行政罰與刑罰之區別理論 第一目 質的區別說

/質的差異理論 第二目 量的區別說/量的差異理論 第三目 混合說/質量的

差異理論 第四目 小結 第二節 行政罰之要件 第一項 需係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行為 第二項 需具違法性 第三項 需具責任能力(可苛責性)與責任條

件(可歸責性) 第三節 裁罰性不利益處分之定義 第一項 裁罰之定義 第二

項 裁罰性不利益處分之類型化區分─個別定性 第一款 限制或禁止行為

之處分 第二款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 第三款 影響名譽之處分 第四

款 警告性處分 第四節 裁罰性不利益處分之區分實益 第一項 法律保留原

則與授權明確性原則之適用範疇 第一款 法律保留原則之規範密度 第二

款 授權明確性原則之程度高低 第二項 責任原則之適用可能性 第三項 行

政罰裁處權時效之爭議與法規變動之法律適用問題 第一款 行政罰裁處權

時效之爭議與相關案例 第二款 法規變動之法律適用問題 第三章 裁罰性

不利益處分之案例說明 第一節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第一項 森林法 第

二項 商品標示法 第三項 傳染病防治法 第四項 營養師法 第五項 菸害防

制法 第二節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 第一項 工廠管理輔導法 第二項 

石油管理法 第三項 獸醫師法 第四項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第五項 電子遊戲

場業管理條例 第六項 儲蓄互助社法 第三節 影響名譽之處分 第一項 消費

者保護法 第二項 商品標示法 第三項 環境用藥管理法 第四項 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 第五項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第六項 社會工作師法 第七項 

老人福利法 第四節 警告性處分 第一項 警告 第一款 醫療法罰則 第二款 



飼料管理法 第三款 不動產估價師法 第四款 人民團體法 第五款 商業團體

法 第二項 記點與講習處分 第三項 輔導教育 第一款 菸害防治法 第二款 

老人福利法 第三款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第四款 性侵害防制法 第四項 警告

性處分中之「其他相類似之處分」 第四章 實務上重大爭議案件之剖析 

第一節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命限期改正回復造林案」 第一項 事

實概要 第二項 本案爭點─授權明確性與法律保留之要求 第二節 剝奪或

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撤銷商業登記及營業級別證」 第三節 影響名譽

之處分─「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拒絕往來廠商之公告」 第四節 警告性處

分─「公平會行業導正之行為」 第五章 裁罰性不利益處分之檢討─立法

論建議 第一節 外國立法例 第一項 奧地利 第二項 德國 第三項 瑞士 第四

項 日本 第五項 中國大陸 第六項 各國立法例之比較分析 第二節 其他種

類行政罰之實務與學說見解 第一項 行政罰法第 2 條「其他種類行政罰」

法條釋義 第二項 實務見解 第一款 立法理由對裁罰性不利益處分之界定 

第二款 「行政機關因應行政罰法施行應注意之法制事項」之要求 第三款 

司法院大法官第 612 號解釋之協同與不同意見書 第一目 大法官彭鳳至與

徐璧湖於司法院大法官第 612 號解釋中所共提之協同意見書 第二目 廖義

男與王和雄大法官所共提之不同意見書 第三目 許玉秀大法官所提之不同

意見書 第四目 小結 第四款 實務見解之結論 第三項 學者對第 2 條裁罰性

不利益處分的評析 第一款 制裁性的負擔行政處分 第二款 負擔行政處分 

第三款 管制罰 第四款 視個別法規規範對象及目的來定性 第五款 資格罰 

第六款 裁罰性的強制處分 第七款 制裁性之不利處分 第三節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行政罰之概念與要件 第二節 裁罰性與非裁罰性不利益處分

之區分實益 第三節 裁罰性不利益處分之判斷標準與立法建議  

參考

文獻 

一、中文 (一)專書 1.李震山，行政法導論，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2009 年 9 月修定八版。 2.李惠宗，行政法要義，台中市：李惠宗

出版；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2002 年 10 月增訂二板。 3.李

惠宗，行政罰法之理論與案例，台中市：李惠宗出版；台北市：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總經銷，2007 年 10 月二版一刷。 4.李建良、陳愛娥、陳春

生、林三欽、林合民、黃啟禎合著，行政法入門，台北市：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2006 年 1 月三版一刷。 5.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台北

市：吳庚發行：三民書局總經銷，2010 年 9 月 1 日增訂十一版。 6.吳

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台北市：吳庚發行：三民書局總經銷，2004 年

6 月三版。 7.吳志光，行政法，台北市：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10 月一版一刷。 8.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台北市：林山田發行：台

大法學院圖書部經銷，2006 年 6 月九版二刷。 9.林山田，刑事法論叢

(二)，台北市：林山田出版自印，1997 年 3 月初版。 10.林錫堯，行政罰

法，台北市：林錫堯出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2005 年 10 月初版

三刷。 11.洪家殷，行政秩序罰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8 年 2 月初版一刷。 12.洪家殷，行政罰法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 2006 年 11 月增訂二版。 13.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台

北市：三民書局，1980 年 9 月初版。 14.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

法，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初版。 15.黃俊杰，行政罰法，台

南縣六甲鄉，黃俊杰發行；台北市：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

2006 年 3 月初版。 16.陳敏，行政法總論，台北市：陳敏發行：新學林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2004 年 11 月四版。 17.陳新民，行政法學總

論，台北市：陳新民發行：三民總經銷，2005 年修訂八版。 18.陳子平，

刑法總論(上)，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5 月初版一刷。 19.

翁岳生編，洪家殷著，行政法(上)，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10 月三版一刷。 20.翁岳生編，行政法(下)，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2006 年 10 月三版一刷，第 13 至 22 頁。 21.廖義男，行政法之基本

建制，台北市：廖義男發行：三民書局總經銷，2003 年 6 月初版。 22.廖

義男主編，行政罰法，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9 月二版。 

23.廖義男，行政處罰之基本爭議問題，台灣行政法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行政救濟、行政處罰、地方立法」，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0 年 12 月初版一刷。 24.蔡志方，行政罰法釋義與運用解說，台北

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11 月初版一刷。 25.蔡震榮、鄭善

印，行政罰法逐條釋義，台北市：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5

月二版。 26.羅昌發，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決定論析，台北市：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2008 年 12 月三版一刷。 27.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台

北市：學林文化，1998 年一版。 28.法務部編印，行政罰法，法務部法律

事務司，2005 年 9 月二版。 29.法務部編印，行政罰法解釋及諮詢小組會

議紀錄彙編，法務部法律事務司，2007 年 12 月一版。 30.政府採購暨促

參案例彙編(五)，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編印，五南文化廣場經銷，2008

年 5 月初版。 (二)論文 1.伍齊元，談行政罰不以故意為要件之演變，稅

務旬刊第 1426 期 1991 年 5 月 10 日。 2.李震山 論行政罰法「具裁罰性之

不利處分」及「特別法優先適用原則」法學叢刊第 52 卷 3 期，2007 年

07 月。 3.李建良，水污染防制法有關按日連續處罰規定之適用問題─以

台北畜產公司排放廢水之處罰事件為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 期，

2000 年 2 月。 4.李建良，二論水污染防制法有關按日連續處罰規定之適

用問題─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判字第 2573 號判決及 89 年判字第 3415 號判

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3 期，2001 年 6 月。 5.李建良，三論水污

染防制法有關按日連續處罰規定之適用問題─評析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

度判字第一二五號及第一八六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4 期，2003

年 3 月。 6.李建良，「裁罰性處分」、行政處分之廢止與法律保留原則

─簡析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六一二號解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85 期，

2006 年 8 月。 7.李建良，行政罰法中「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的概念意涵

及法適用上之若干基本問題─ 「制裁性不利處分」概念之提出，月旦法

學雜誌第 181 期，2010 年 6 月。 8.李旭銘，政府採購法中有關不良廠商

公告制度之檢討(上)，立法院院聞 33 卷 9 期，2005 年 9 月。 9.李旭銘，

政府採購法中有關不良廠商公告制度之檢討(下)，立法院院聞 33 卷 10

期，2005 年 10 月。 9 吳庚，論行政罰及其責任條件，法令月刊第 42 卷

5 期，1991 年 5 月 1 日。 10.吳志光，行政罰種類及範圍之檢討，台北市

政府人權保障暨行政罰法研討會，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主辦，2006 年

6 月 15 日。 11.吳志光，專門職業人員之懲戒與正當法律程序，當代公法

新論(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2 年，

第 467 至 471 頁。 12.吳志光，行政罰法裁處權時效之實務爭議問題—以

裁處權時效之起算及行政罰之範圍為核心，2010 訴願制度研討會，行政

院訴願審議委員會主辦，2010 年 8 月 27 日。 13.邵金文 一則值得稱道的



大法官會議解釋－析論行政罰須符合責任條件，稅務旬刊第 1426 期，

1991 年 5 月 10 日。 14.林合民，行政罰之歸責條件（上、下）－行政法

院七二年度判字第六九一號判決之檢討，植根雜誌第 5 卷 3 期 、 第 5 卷

4 期，1989 年 4 月 20 日。 15.林三欽，行政裁罰案件「故意過失」舉證

責任之探討─以行政裁罰程序為中心，台灣法學雜誌第 138 期，2009 年

10 月。 16.林三欽，作成「預防性行政處分」之時間上限制，行政訴訟制

度相關論文彙編第六輯，2009 年 12 月。 17.林山田，論刑事不法與行政

不法，刑事法雜誌第 20 卷第 2 期，1976 年 4 月。 18.林紀東，行政法論

文集，台北市：林紀東自印，1964 年 6 月初版。 19.林錫堯，行政罰法上

「行政法」之概念─從司法院釋字第 612 號解釋談起，收錄於二十一世

紀公法學的新課題─城仲模教授古稀祝壽論文集：行政法總論篇，2008

年 10 月。 20.林騰鷂，德國行政處罰制度之研究，東海大學研究第 14

期，1999 年 12 月。 21.洪家殷，九十一年度行政法院裁判之檢討─行政

秩序罰部份，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1 期，2003 年 10 月，第 142 頁。 22.

洪家殷，行政罰法：第一講 行政罰之概念及種類，月旦法學教室第 84 

期，2009 年 10 月 。 23.洪家殷，行政院版「行政罰法草案」有關處罰種

類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111 期，2004 年 8 月。 24.洪家殷，行政罰之

授權、責任條件及平等原則之適用─大法官釋字第 648 號解釋簡評，台

灣法學雜誌第 117 期，2008 年 12 月。 25.高愈杰，大法官會議的釋示其

來有自--會計師懲戒制度的定位與評價，會計研究月刊第 92 期，1993 年

5 月。 26.停車位變變變 公平會決議進行行業導正，房地產市場和行情第

17 期，1996 年 5 月。 27.梁哲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對定型化契約

之監控與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業導正，公平交易季刊第四卷 2 期，1996

年 4 月。 28.黃士洲，稅捐稽徵還在威權時代－95 年施行行政罰法以來的

法律爭議分析，稅務旬刊第 2022 期，2007 年 11 月 30 日。 29.黃守高，

現代行政罰之比較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 3 月初版。 30.陳文

貴，公法上「按日連續處罰」問題初探，法令月刊第 55 卷第 2 期，2004

年 2 月。 31.陳正根，行政罰法之責任主義 = The 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 

for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中央警察大學學報第 43 期，2006 年 7 月。 

32.陳韋利，論行政罰之責任原則與體系正義－以土地稅法第五十四條納

稅義務人違反申報義務問題為檢討對象 = Principle and Fairness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Assessment of Tax Payer's Liability under Article 54 

of the Land Tax Law，萬國法律第 157 期，2008 年 2 月。 33.陳清秀，行政

罰實務問題之研討（上、下）－以行政罰法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57 期，2009 年 10 月；第 158 期，民國 2008 年 6 月 15 日 34.陳新民，試

論行政罰法草案的立法問題，國家政策論壇第 92 期，2003 年 7 月。 35.

陳淑芳，行政罰之責任條件，月旦法學教室第 10 期，2003 年 8 月。 36.

陳愛娥，行政處分的構成要件效力與行政罰的不作為、故意或過失－最

高行政法院九十年度判字第一五九四號判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4 期，2002 年 5 月 1 日。 37.陳愛娥 行政處分的對外效果、「保證」與

行政罰的責任條件－行政法院八十八年度判字第四○八一號判決評釋，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5 期，2000 年 10 月。 38.翁鈴江，關稅行政救濟案

例剖析／談行政罰採過失責任主義之落實執行，財稅人員進修月刊第 

109 期，第 15 至 20 頁，1991 年 8 月。 39.張國清，行政罰最新解釋能舉



證無過失者免罰，實用稅務第 198 期，1991 年 6 月 1 日。 40.張劍寒主

持，台北市：行政院研考會委託之研究計畫，行政制裁制度，1979 年 6

月。 41.傅美惠，論保全業法上之「行政制裁」和「一事不二罰」，中央

警察大學法學論集第七期，2002 年 2 月。 42.蔡朝安、鐘典晏，違章行為

之故意過失及罰鍰數額的裁量－從行政罰法施行談起，稅務旬刊第 1960 

期，2006 年 3 月 10 日。 43.詹鎮榮，「裁罰性」不利益處分之概念及其

範圍界定─兼論菸害防治法第二十三條「戒菸教育」 之法律性質，台灣

法學雜誌第 93 期，2007 年 4 月。 44.詹鎮榮，裁罰性與非裁罰性不利益

處分之區分必要與標準，行政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編第六輯，2009 年 12

月。 45.廖義男主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台北市：台灣大學法

律所執行的研究計畫，行政不法行為制裁規定之研究，1990 年 5 月。 46.

蔡震榮，行政罰法草案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105 期，2004 年 2 月。 

韓忠謨，行政犯之法律性質及其理論基礎，台大法學論叢第 10 卷第 1

期，1970 年 12 月。 47.蘇俊雄，論刑罰與行政刑罰及行政罰之範疇界限

－評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非字第八七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73 期，

2001 年 6 月。 48.劉孔中，論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業導正，公平交易季刊

第四卷 4 期，1996 年 10 月。 二、外文(德文) 1.Hans J. Wolff. Otto Bachof. 

Rolf Stober ,Verwaltungsrecht II(2000),§65 Rn. 3f. 2.Erich Göhler, 

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2002),Vor §1 Rn. 33 ff；§21 Rn. 10. 3.Vgl. 

Wolff/Bachof/Stober, Verwaltungsrecht, Bd. 2, 6. Aufl., 2000,§65,Rn.3. 4.Michael 

Lemke/Andreas Mosbacher, 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 Kommentar, 2005, 

Einleitung, Rn. 12。 5.Frederik Rachor, in : Lisken/Denninger(Hrsg.), Handbuch 

des Polizeirechts, 4. Aufl., 2007, F779 ff。 6.Erhard Denninger, in : 

Lisken/Deninger(Hrsg.), Handbuch des Polizeirechts, 4.Aufl.,2007, E67。 

7.Erhard Denninger, in : Lisken/Deninger(Hrsg.), Handbuch des Polizeirechts, 

4.Aufl.,2007, E73。 8.Wolfram Hamann, Grundprobleme der Verantwortlichkeit 

im polizei-und Ordnungsrecht, DVP 1988,146。 9.Wolf-Rüdiger Schenke, polizei-

und Ordnungsrecht, in: Steiner(Hrsg.), 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8. Aufl., 

2006, II Rn. 154。  

論文

頁數 
127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1/6/13 

轉檔

日期 
2011/06/14 

全文

檔存

496666024 2011.6.14 0:54 140.136.155.83 new 01 496666024 2011.6.14 0:55 

140.136.155.83 del 01 496666024 2011.6.14 0:56 140.136.155.83 new 01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C 496666024 Y2011.M6.D13 20:14 111.248.169.19 M 496666024 Y2011.M6.D13 

20:14 111.248.169.19 M 496666024 Y2011.M6.D13 20:17 140.136.155.83 M 

496666024 Y2011.M6.D13 20:32 140.136.155.83 M 496666024 Y2011.M6.D13 

22:16 111.248.160.218 M 496666024 Y2011.M6.D13 22:19 111.248.160.218 M 

496666024 Y2011.M6.D13 22:27 111.248.160.218 M 496666024 Y2011.M6.D13 

22:40 111.248.160.218 M 496666024 Y2011.M6.D13 22:50 111.248.160.218 M 

496666024 Y2011.M6.D13 22:54 111.248.160.218 M 496666024 Y2011.M6.D13 

23:09 111.248.160.218 M 496666024 Y2011.M6.D14 0:47 111.248.160.218 M 

496666024 Y2011.M6.D14 0:58 140.136.155.83 M 496666024 Y2011.M6.D14 

0:58 140.136.155.83 M 496666024 Y2011.M6.D14 0:59 140.136.155.83 M 

law2636 Y2011.M6.D14 0:59 140.136.155.83 M 496666024 Y2011.M6.D14 1:01 

111.248.160.218 M 496666024 Y2011.M6.D14 8:30 111.248.167.188 M law2636 

Y2011.M6.D14 15:29 140.136.128.149 M law2636 Y2011.M6.D14 15:29 

140.136.128.149 I 030540 Y2011.M6.D14 15:38 140.136.208.45 M 030540 

Y2011.M7.D4 11:49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1.M7.D4 11:49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