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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李惠宗 教授 

 
 

壹、行政程序法制定劃時代的意義——法治國家的基本原理的具體化 

貳、行政程序法基本內容 

一、行政程序之目標 

(一) 公正、公開與民主程序 

1. 公正程序：§6；§94 

2. 公開程序：§44；§ 46 

3. 民主程序：§152；§54；§102；§116 II；§100；§105 

(二) 確保依法行政原則’ 

(三) 保障人民權益（配合訴願及行政訴訟） 

(四) 提高行政效能（配合訴願及行政訴訟，特別是課予義務之訴） 

(五) 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8；117-120；§126） 

二、行政法之一般原則（§4） 

(一) 明確原則（§5；釋 445） 

(二) 平等原則（§6） 

(三) 比例原則（§7） 

(四) 信賴保護原則（§8；§117-120；§126） 

(五) 行政職權進行原則及職權調查原則（§9；§36-§43） 

(六) 行政裁量有界限原則（§10）：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1.外部界限：法定裁量範圍 

2.內部界限：法規授權目的（§94） 

三、行政處分之基本內容 

(一) 擴大的行政處分之意義（§92） 

1. 具體行政處分 

2. 一般處分 

(二) 行政處分附款之限制（§93；94） 

1.得附款之前提：有裁量權；法有明定；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

行 

2.附款之限制（§94） 

四、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之制定及程序與限制 

(一) 法規命令：法律優位、法律保留、行政及立法監督 

(二) 行政規則 

1. 組織性：組織規程、事務分配、作業流程、人事管理 

2. 作用性：行政釋示、認定事實準則、行政裁量基準 

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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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醫師洩密案 

 浮報健保費-濫開藥物案 

 依令行政案-黃世銘與九月政爭案 

 賣一瓶米酒罰 2000 元案 

 色盲不能讀警察大學案 

 輔大灰姑娘勝利案與行政法的關係 

 千年茄苳樹保留案 

 太極門稅務災難案 

  

 

行政程序法  (摘錄) 

第 1 條  

為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 

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行政程序，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締結行政契約、訂定法 

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確定行政計畫、實施行政指導及處理陳情等行為之程 

序。 

本法所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 

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 

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 

第 3 條  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 

下列機關之行政行為，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 

一、各級民意機關。 

二、司法機關。 

三、監察機關。 

下列事項，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 

一、有關外交行為、軍事行為或國家安全保障事項之行為。 

二、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定及國籍變更之行為。 

三、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 

四、犯罪矯正機關或其他收容處所為達成收容目的所為之行為。 

五、有關私權爭執之行政裁決程序。 

六、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 

七、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行政行為。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0632&lno=1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0632&lno=2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0632&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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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考試院有關考選命題及評分之行為。 

第 4 條  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第 5 條  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 

第 6 條  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第 7 條  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第 8 條  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第 9 條  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第 10 條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 

的。 

 

 
其餘條文上網搜尋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0632&lno=4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0632&lno=5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0632&lno=6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0632&lno=7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0632&lno=8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0632&lno=9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0632&l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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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概要及案例 

 

中興大學法律系教授  李惠宗 

 

第一項   行政罰作為追究行政責任的手段 

所謂的「可苛責性」係指人民違反了法規上的義務，即「做錯了事」，而欲

指摘某些行為的錯誤，必有正確的標準，正確的標準乃是法規所規定出來的「作

為義務」與「不作為義務」，亦即包括「做了不該做的事」，以及「沒有做該做的

事」。而法規之所以規定作為及不作為之義務，係因該行為乃特定社會每個人對

其他人所應履行的義務，亦即為避免對他人或公共利益產生傷害，所應履行的義

務，例如工廠生產不可排放超過標準之廢氣或廢水，故工廠主人必須加裝特定設

備（作為義務）及垃圾不可亂丟（不作為義務）。此些義務係由法規以「義務」

的型態加上違反義務的「處罰條款」而構成。 

第二項   行政罰法定主義――可苛責性 

行政罰法定主義一如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義，意指非有法律或自治條例事先

明文規定應受處罰行為（作為及不作為）的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否則該行為即

不應處罰。 

(一)法律明定之範圍 

法律本身之規定 

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 

(二)自治條例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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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規章之權限範圍 

大學自治規章 

其他自治團體規章 

各種專門職業皆有自治性組織，以維持其職業紀律。此種職業團體內部的職

業倫理紀律規則，亦不乏有處罰規定，例如律師法第 39 條規定：「律師有左列情

事之一者，應付懲戒：……三、有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之行為，情

節重大者。」此為對律師之處罰，其他醫師、會計師、建築師等，皆有類似法規

之規定。 

但各機關（例如公立醫院或高中）內部自行訂定之具有懲罰性的規則，則非

屬此種自治規章。 

一、責任原則――可歸責性 

(一)責任原則之意義 
行為人如果不具備責任能力（欠缺規範認識能力），且沒有「故意」或「過

失」的責任條件（欠缺可歸責的條件），就不應課以責任，此亦稱為「責任原則」

（Schuldgrundsatz）。此一原則本屬刑事法上的原則，但於行政秩序罰亦有適用。

而此種「責任能力」與「責任條件」乃屬受處罰人個人主觀構成要件之事由，應

個別調查判斷之。 

責任能力 

自然人 

行政罰法第 9 條規定：「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II.）十四歲以上

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III.)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

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予處罰。(IV.)行為時因

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

處罰。(V.)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法人及其他團體 

責任條件 

責任條件包括兩個要素，即故意與過失。行政罰是否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

實務上曾有重大之爭議，其見解之變遷可分四個時期： 

1.故意責任說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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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意與過失等價說時期：  

3.無過失責任說時期： 

4.過失責任說與過失推定說時期：  

現行法之規定 

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

者，不予處罰。」此一規定，回到了「故意與過失等價時期」。其立法理由稱：「現

代國家基於『有責任始有處罰』之原則，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行

為人主觀上有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為前提，如行為人主觀上並非出於故意或過失

情形，應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故第一項明定不予處罰。」 

刑法第 12 條規定：「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

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刑法規定過失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但行政罰法

則不以此為限，亦即縱使法律未規定過失可以處罰，仍可處罰。 

此外，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 條亦規定：「違反本法行為，不問出於故意或過

失，均應處罰。但出於過失者，不得罰以拘留，並得減輕之。」此一規定與行政

罰法規定模式項同。 

責任條件之內涵 

依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意旨，行政機關要處罰人民，須就人民行為具有故

意或過失，負舉證責任。故意，過失，本法身並無定義性規定，必須參照刑法之

規定。 

故意 

刑法第 13 條就故意定義為：「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

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

本意者，以故意論。」 

行政法之故意、過失之基本意義與刑法同。換言之，在行政秩序罰法上之故

意係指「人民對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或預見其發

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是以故意包括「知」（知情）與「欲」（任其發

生）兩個要素。而不問「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皆屬行政法上之故意。 

過失 

民事法上的過失，係「輕」或「重」的程度問題。亦即民事法上之過失，區

分為重大過失、具體輕過失與抽象輕過失三種，由注意義務與注意可能性交互形

成。表述如下： 

 重大過失 具體輕過失 抽象輕過失 

注意義

務 

一般人之注意義務 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

之注意義務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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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條

文 

(民法) 

§175 ； §218 

§245-1；§355；§410；

§434；§638；§648 ； 

§992 

§223 ； §535 ；

§590 ；§672 ；§890 ；

§1100；§1176 

§535；§590；§672；

§432；§468；§888 ； §933 

注意可

能性 

稍加注意即可避免

之事件，不以具有專業能

力為要件。 

此之注意能力因人而

異。 

須具備高度之能力（專

業能力）始能注意及之。 

法人與其他團體責任條件之認定 

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

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

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

組織之故意、過失。」本條規定，在法務部的草案中，係以「法人……其代表人、

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

『視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通常所謂「推定」，係屬「事實推定」，僅屬依據經驗法則而來事實認定之方

法，依據經驗法則為事實之推定者，進行推定之主體，必須就基本事實存在以及

經驗法則之存在，負舉證責任。但被推定的事實容許提出反證推翻。如果透過「法

律規定予以推定」，則屬「法律推定」，法律推定具有舉證責任轉換的效果，亦即

經由法律推定之事項，主張該事實不存在之一方負舉證責任。 

行政機關的責任條件 

行政程序法第 21 條第 4 款已明文肯定行政機關具有行政程序之當事人能

力，可認為已採肯定說。實務上有高雄市政府環保局（代表高雄市）以經濟部工

業局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國家機關）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為

由，對其科處行政罰之案例；又公立醫院作為公營造物（78 判 703 參照），亦往

往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情事，其受處罰亦理所當然。 

行政罰法第 3 條及第 7 條第 2 項已將行政機關列為可受處罰之相對人，洵屬

正確。 

禁止錯誤 

故意或過失的認定標的是「構成要件的事實」，除非對於事實的發生無從認

知（例如夢遊），無法成立故意或過失外，如果不知道該事實之發生，會受到何

種法律及多重的處罰，乃屬違法性認識錯誤的問題。行為人對違法性有「認識錯

誤」時，不能主張阻卻主觀的過失責任。行政罰法第 8 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

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亦即人民不可以

主張「不知者，無罪。」蓋行政法上的義務，率屬強制性義務，行政法之規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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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強行法而具有行為規範的性質。 

 實例： 

 1. 民眾不知垃圾應分類，仍依往日習慣將各種垃圾混裝，仍應受處罰。 

 2. 天才少年具發明天份，自己製造了無線電的通訊設備，與朋友通信，其不知無線

電的使用，須經申請許可。 

 3. 不知菸害防制法之規定，在網路上賣香菸，刊出廣告。 

 4. 有民眾將買來用剩的「正光金絲膏」透過網路販賣，不知道此舉已觸犯藥事法第

65 條：「非藥商不得為藥物廣告」之規定。 

在刑法上，對於規範認知有錯誤，稱為「禁止錯誤」，可以阻卻故意的成立，

但不能組卻過失的範疇。由於刑法對於過失之處罰，以法律有明文規定為限，故

區別是否禁止錯誤有其實益。但行政罰法並未規定過失之處罰，以法律有明文規

定為限，故不論對事實認知有誤（構成要件錯誤）或對法規認知有誤（禁止錯誤），

皆屬可予處罰之行為。因此上開各例，皆可予以處罰。 

第一項  行政責任的類型 

(1)  行政責任類型，以義務人應負責的行為或狀態為準，可分為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 

一、行為責任 

行為責任（Verhaltenshaftung）依對自己或他人的行為而負責，又可分為以

下類型： 

(二)自己行為責任 
行為責任（Verhaltsschuld），係指義務人自己有違反行政義務，符合處罰之

要件所須承擔之責任，因此行為責任往往是「自己責任」，也是一種所謂的「舉

動犯」，不以發生公共利益損害結果為必要，此種責任即釋字第 275 號解釋所稱

之「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

為其要件」之行為，包括作為與不作為之行為。 

作為之行為責任，乃做了不該做的事，例如超速、闖紅燈的行為或未領有廢

棄物清運執照而從事事業廢棄物之清運（廢棄物清理法§20；§27）。不作為之

行為責任，依行政罰法第 10 條所規定，係指「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

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II.)

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 

(2)  實例： 

二、狀態責任 

狀態責任（Zustandsverantwortung）係指人民依法規的規定，對某種狀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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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具有義務，因違背此種義務，須受到行政秩序罰之處罰。狀態責任因此是一

種「結果責任」。 

第二項  行政罰之種類 

(1)  行政罰即行政制裁，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處罰，但各種行政法上義

務各有不同性質，因此行政罰亦有不同的指稱。廣義的行政罰包括：行政刑罰、行

政執行罰、行政紀律罰及行政秩序罰。 

(三)行政秩序罰與行政執行罰 
【執行罰與行政罰之區別】 

 

項目 

類別 
行政罰 執行罰 

1.目的 
本質上是一種處罰手段，以制裁過去違

反作為之義務行為為目的。 
本質上是一種迫使將來實現義務之手段。 

2.依據 依據個別行政法規之規定為罰則 個別行政法及行政執行法第 28；30 條。 

3.種類 
種類繁多，有罰鍰、裁罰性不利處分及

沒入三類。 
僅有怠金一種。 

4.限制 
不得連續處罰，否則有違「一事不二罰」

原則。 

得連續處罰，沒有「一事不二罰」原則之

適用， 

5.作成程

序 

違反行政法規義務者，除特別規定外，

可逕行科處，毋須預先告誡程序。 

怠金是間接強制處分之一種與代履行同屬

於間接強制處分，必須先以書面預期告誡才可執

行。 

6. 救濟程

序 
依一般訴願與行政訴訟程序為之。 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2)   

三、狹義行政罰之種類 

(3)  行政罰的手段種類極為繁多，除罰鍰、沒入外，其他種類的行政罰，散見於各種特別行

政法，總數不下六十種，此乃因行政任務多樣化，行政罰手段亦不得不隨所調整故也。但各種行政

秩序罰間並無總括的類型，其適用的原理原則亦未見統一。有鑑於此，行政罰法乃予以統合，分述

如下。 

(一)罰鍰 

(二)沒入 
(4)   

(三)其他種類行政罰――裁罰性不利處分 



10 

 

裁罰性不利處分之種類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剝奪權利之不利處分 

影響名譽之處分 

警告性處分 

第三項  行政罰法適用上之原則 

一、從新從輕原則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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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從新從輕原則」。刑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行為後法

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

於行為人之法律。」乃「從新從輕原則」的另一個面向。 

「從新從輕原則」之法理在於保護人民對法秩序的預見可能性。國家價值秩

序有改變時，原則上應依據新的價值作為衡量標準，但如果舊的價值秩序係有利

於人民者，不應讓人民受到不可預見的損害，以維護法的安定性。稅捐稽徵法第

48-3 條有規定：「納稅義務人違反本法或稅法之規定，適用裁處時之法律。但裁

處前之法律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適用最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法律。」行政罰法

第 5 條亦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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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責任原則 

(一)責任原則之意義 
行政罰係對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責任之追究，稱之為「責任」者，乃行為具

有「可苛責性」與「可歸責性」的一種應報，期使行為人能避免再次違反義務。 

可苛責性意指「做錯了事」，包括作為與不作為義務的違反，即「做了不該

做的事」以及「沒有做該做的事」，而作為與不作為義務之內容，依法律保留原

則，應以法律或法律所授權之法規命令定之。此一部份係屬個別行政法就行政罰

構成要件應如何規範之領域，係屬客觀的構成要件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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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歸責性」，或稱「有責性原則」，係指行為人如果不具備責任能力（欠缺

規範認識能力），且沒有「故意」或「過失」的責任條件（欠缺可歸責的條件），

就不應課以責任，此亦稱為「責任原則」（Schuldgrundsatz）。換言之，「規範認

識能力」即「責任能力」與「責任條件」，是成立責任的兩個要素。此一原則本

屬刑事法上的原則，但於行政秩序罰亦有適用。而此種「責任能力」與「責任條

件」乃屬受處罰人個人主觀構成要件之事由，應個別調查判斷之。 

(二)責任能力 

法人及其他團體 

(三)責任條件 

第四項  消滅時效 

一、消滅時效的性質 

行政罰的消滅時效係國家行使公權力的界限。 

行政罰應於一定期間內作成並執行，始能免於法律秩序之不安定而有背於

「明確性原則」。早期行政法院及實務運作上，認為行政犯不生時效問題，乃屬

錯誤的見解。行政罰法第 27 條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

滅。（II.）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

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III.)前條第二項之情形，第一項期間自不起訴

處分或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日起算。(IV.)行政罰之裁處因

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第一項期間自原裁處被

撤銷確定之日起算。」分述如下： 

二、行政罰之消滅時效 

三、裁罰時效 

裁罰權係屬公權力，公權力經過一定期間不行使，將發生不得再繼續行使的

效果。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

滅。」此種不區分處罰輕重而劃一的立法例，雖有明確的功效，但也有不分輕重

的問題。此三年的期間，依行政罰法第 45 條規定：「本法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行為應受處罰而未經裁處，於本法施行後裁處者，除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外，均適用之。前項行政罰之裁處

權時效，自本法施行之日起算。」亦即，除特別規定外，2006 年 2 月 5 日以前

所發生之案件，其裁罰權時效一概自本法施行之日（2006 年 2 月 5 日）起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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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06 年 2 月 4 日 24:00 止）。 

第五項  阻卻違法事由 

一、 法定阻卻違法事由 

行政罰法仿刑法的規定，訂有三種阻卻違法事由： 

(一)依法令之行為 
行政罰法第 11 條規定：「(I.)依法令之行為，不予處罰。（II.）依所屬上級公

務員職務命令之行為，不予處罰。但明知職務命令違法，而未依法定程序向該上

級公務員陳述意見者，不在此限。」 

 

(二)正當防衛 
行政罰法第 12 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

之行為，不予處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此所謂正當防衛，限於針對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人的「現在」且屬「不法」

之侵害。此之不法，包括刑事及行政上之不法。 

(三)緊急避難 
行政罰法第 13 條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

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第六項  一事不二罰原則 

一、一事不二罰原則之地位 

「一事不二罰原則」（一事不兩罰原則）亦稱「重複處罰之禁止」，原本為刑

法的概念，發源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指任何人不能因一次行為受二次以上之刑

事處罰。而今在學理上已被提昇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釋 503），

蓋此一原則旨在限制國家權力行使。 

一事不二罰原則於行政罰亦有適用，並無爭議，但何謂「一事」，何謂「二

罰」，其解釋及認定並非毫無爭議。 

二、一事不二罰原則之內涵 

(一)「一事」之概念 
一事不二罰用於刑事處罰，「一事」係指「一個具有犯意的行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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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行政罰法上，「一事」固指「一行為」而言，但此之「行為」並非以「自

然意義的行為」為出發點，須從行政法作為「行為規範」所形成的「行政義務個

數」來判斷行為的個數，與刑法基本上以「犯意」的個數作為判斷標準不同。 

「一事」在行政罰法上，使用「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於是「一事

不二罰」，亦可稱之為「一行為不二罰」。問題是何謂「一事」或「一行為」？ 

行政法既為行為規範，透過行政法的規定，人民在各種行政目的下，具有不

同形式的作為與不作為之義務，而各該義務皆以人民之外部行為為規範對象，其

內部意思如何，均非所問。此大異於刑法上之行為必須以「犯意」為其行為要素。

刑事法上之行為，以犯意為聯結之橋樑，犯意可超越時、空的限制，只要在一「概

括的犯意」下，所為之接續數行為，仍可認為屬一行為。但行政法具有合目的性

與技術性，行政法上之行為，可以透過「時間」、「空間」與「立法目的」予以切

割，甚至可以透過立法技術予以量化，並在法律上予以「擬制」。亦即，行政不

法行為的個數，最客觀的方法，莫如法律的擬制，而在法律未擬制的情形下，則

應依「立法目的」、及法規範義務的態樣，判斷義務之個數。 

(1)  立法技術上直接以時間擬制 

在時間方面，透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2002 年 7 月 3 日）第 85-1 條的

擬制，違規停車於同一地點，以每二小時為一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又連續超速

行為，法規可以規定每六分鐘或每六公里各視為一個獨立之超速行為，此之二個

小時或六分鐘並沒有一定的規則可循，係屬立法裁量的範圍，縱使改為三小時或

十分鐘亦非不可。但此僅屬「可視為」一個行為，並非「已視為」一個行為，必

須加上主管機關的「告發行為」乃可確定違反一個行政法上之義務。故違規停車

十二個小時，並非可直接開出六張罰單，而是每間隔二個小時以上，始可開立一

張罰單，至於實際上處罰幾次，則視值勤員警勤惰而定，但總數以六次處罰為限。 

(2)  立法技術上直接以空間擬制 

以空間作為標準，例如前開「每六公里可視為一個獨立之超速行為」的規定，

又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77 年度判字第 1307 號判決即認為：「同一樣式之廣告於二

個不同之處所張貼，自屬二次違規行為，依法應分別處罰。」（同院 80 年度判字

第 351 號判決同意旨） 

又醫師違法做廣告，因於不同行政管轄區域發生，亦空間上的不同，可以構

成不同的義務，即構成複數行為，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86 年判字第 3138 號認為：

「原告在被告為主管機關之轄區有所屬分公司，以上開手冊招攬會員，為美兆台

中診所達招徠患者醫療為目的之行為而有違反醫療法第五十九條情事，被告予以

處罰，自無不合。此與原告在其他主管機關轄區有違法行為另受處罰為兩事，難

認被告為本案罰鍰處分有使原告重複受罰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之情形。」本判決

認為，因空間上不同，可以認定為不同之行為，故各個主管機關可以分別處罰。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N0=&sel_jword=%B1%60%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A4@%A8%C6%A4%A3%A4G%BB@&keyword=%A4@%A8%C6%A4%A3%A4G%BB@&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jtype&typeid=F&page=4&recordNo=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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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法技術上條文類型化的擬制 

在法規中，往往將同一類型行為予以集合，而構成行為的類型，因此也可以

成為行政義務的類型，從而違反該類型的義務的個數，即屬行為之個數，此種情

形在法律條文中，往往以列舉「款」的方式作為處罰之構成要件者，透過法律「擬

制」為一種義務，例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2005 年 2 月 5 日)第 43 條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一、

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者。二、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

噪音者。……」如果某甲駕車，拆除消音器，又同時蛇行，可同時處以兩次處罰，

因為立法技術上，已將不同類型的行為規定為個別義務，但如果某甲駕車除蛇行

外，並作飛越行駛，則僅能認為同一行為，因「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

式駕車者」，在立法技術上，已被納入同一義務之中。 

(4)  以行為意欲之效果作為標準 

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之所意欲的法律效果，亦可作為擬制所考慮之要素，就

此，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判字第 1174 號判決稱：「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之規定，其構成要件為『違反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宣傳及廣告』，且在

條文後段明示：『對其違規廣告，並得按次連續處罰』。揆其規範意旨，乃是考慮

到廣告之效力是依其使用之傳播媒體決定，而每一次均向不同之顧客群訴求，一

次廣告或一次宣傳即有其單一之危害性產生，而有獨立處罰之必要與價值。」 

此外，行為若有依契約數作為計算個數，則亦可以意欲契約效果之次數為行

為之個數，例如香菸販售商一次販售香菸一包予未滿十八歲人，固屬一行為（菸

害防制法§12; §24），一次販售香菸一條菸，亦同，但如異時（十分鐘前、十分鐘

後）售予同一未滿十八歲人，即有兩個契約而屬兩個行為。但同時賣煙一包與三

個（集資）未滿十八歲人，應只有一個契約，故只能罰一次。 

以立法目的作為標準 

(1)  消極判斷的準則 

「立法目的」係法規的精神，法規目的可以作為行政義務個數的標準。由此

可以導出一項消極判斷的準則，即作為義務與不作為義務，分別屬不同義務。亦

即某一狀態，同時由作為與不作為義務構成，且分別該當於不同法規，不可視為

違反單一義務。 

例如在建築管制行政中，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1309 號判決即認為：

「行政法上所謂『一事』或『行為』，係以一項法律之一個管制目的為認定基礎。

因此，分別違反變更使用及超過登記營業範圍之一事實行為，即非屬單純一事，

或一行為，應分別處罰，尚無一事不二罰法理之適用。上訴人使用系爭建築物經

營商業，就建築物之使用言，有遵守建築法第七十三條規定之義務；就商業之經

營而言，依商業登記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上訴人有按其申領之營利事業登記證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12454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N0=&sel_jword=%B1%60%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A4@%A8%C6%A4%A3%A4G%BB@&keyword=%A4@%A8%C6%A4%A3%A4G%BB@&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jtype&typeid=F&page=1&record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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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登記之營業項目營業，不得經營其登記範圍以外營業之義務，上訴人在系爭建

築物經營登記範圍外之營業，另有違反商業登記法規定之行為。上訴人該二種違

反規定之行為，構成管制目的不同之建築法與商業登記法之不同處罰要件，應合

併處罰，縱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之違反商業登記法行為已科處罰鍰一萬元，又就本

件行為科處罰鍰，尚難謂本件處分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同意旨：93 判 1084）

因為商業登記係屬作為義務；建築物不可變更使用，係屬不作為義務，二者不會

構成競合。 

在醫事行政中，醫師未記載病歷及開立處方箋而濫行給藥之行為，最高行政

法院 88 年判字第 1996 號判決認為：「原告違反醫師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

定，……與本件原告係違反醫師法第二十五條，二者行為態樣、違規事實與所違

反法條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均不相同，自與一事不二罰原則無違。」亦即各該

條文規定目的不同，作為（記載病歷）與不作為義務（不濫開藥物）亦復不同，

乃形成不同之義務個數。 

(2)  以立法目的個數為義務個數 

法規目的如果相同，只是所規定的方式不同，本質的一行為即不應被量化為

數行為，例如電子遊戲業讓未滿十四歲的兒童進入遊玩，同時觸犯電子遊戲場業

管理條例第 17 條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28 條規定，此二條的立法目的頗為一

致，旨在保護青少年，故電子遊戲業的此種行為，乃屬一行為，雖同時符合數個

法規，但其屬本質的一行為論，此為典型的法規競合。 

又，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判字第 1290 號判決認為：「被上訴人之系爭建築物，

原核准用途為集合住宅，被上訴人未經許可擅自變更使用為電子遊藝場

業，……。上訴人(台北市政府)爰認被上訴人違反建築法第七十三條規定，依同

法第九十條規定，科處被上訴人罰鍰三十萬元，並勒令停止使用，經核並無不

合。……建築法與商業登記法、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之管制目的不同，被上訴

人前開行為，尚難認係一行為，……上訴人分別依前開法律規定，對被上訴人科

處罰鍰，尚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此種見解亦值得贊同。 

而從經濟管制目的上來看，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而營業（營業稅§45），

與未開發票並另有逃漏稅之行為，應視為二個行為，蓋營業登記其目的係經濟統

計與管理行為；而課稅則屬課予經濟負擔的國家財政高權行為，而以開立統一發

票為手段，亦即商業登記與課稅係屬不同目的，違反各該規定，應可視為不同行

為而可分別處罰。 

(二)「二罰」之概念 
一行為不兩罰所指稱之「二罰」（兩罰）係指，兩個以上「目的相同」與「種

類相同」之處罰。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N0=&sel_jword=%B1%60%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A4@%A8%C6%A4%A3%A4G%BB@&keyword=%A4@%A8%C6%A4%A3%A4G%BB@&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jtype&typeid=F&page=2&recordNo=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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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與刑罰是否得併罰 

行政罰與刑罰是否得併罰，理論上亦有討論之空間。 

行政罰法第 26 條有新的修正：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

處罰之 

。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

者，亦得裁處之。 

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

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規定裁處之。 

第一項行為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

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其所支付之

金額或提供之勞務，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 

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金額，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

勞務時數核算。 

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裁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依受處罰

者之申請或依職權撤銷之，已收繳之罰鍰，無息退還： 

一、因緩起訴處分確定而為之裁處，其緩起訴處分經撤銷，並經判決

有罪確定，且未受免刑或緩刑之宣告。 

二、因緩刑裁判確定而為之裁處，其緩刑宣告經撤銷確定。 

 

 中醫師特考案 

 日租套房案 

 學生畢業並受退學案 

 使用救護車就診案 

 救護車運送屍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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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行政罰法 

行政罰法 (民國 94 年 02 月 05 日 公發布) 

 第 一 章 法例 

第 1條 （適用範圍）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

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2條 （其他種類行政罰之定義及種類） 

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 

一、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限制或停止營業、吊扣證照、命令停

工或停止使用、禁止行駛、禁止出入港口、機場或特定場所、

禁止製造、販賣、輸出入、禁止申請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

行為之處分。 

二、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命令歇業、命令解散、撤銷或

廢止許可或登記、吊銷證照、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一定

資格或權利之處分。 

三、影響名譽之處分：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

處分。 

四、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

他相類似之處分。 

第 3條 （行為人之定義） 

本法所稱行為人，係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

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

織。 

第 4條 （處罰法定原則）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

者為限。 

第 5條 （從新從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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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條 （屬地原則）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適用本法。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

使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I0010019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I0010019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1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2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3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5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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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

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第 二 章 責任 

第 7條 （責任條件）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

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

組織之故意、過失。 

第 8條 （不知法規之責任及減免）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

其處罰。 

第 9條 （責任能力-年齡及精神狀態）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予處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處罰。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第 10條 （不作為之責任） 

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

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 

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

生之義務。 

第 11條 （免責事由-依法令及依職務命令之行為） 

依法令之行為，不予處罰。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職務命令之行為，不予處罰。但明知職務命令違

法，而未依法定程序向該上級公務員陳述意見者，不在此限。 

第 12條 （免責事由 2-正當防衛）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予處

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第 13條 （免責事由 3-緊急避難）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

於不得已之行為，不予處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7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8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9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10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11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12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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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 

 第 三 章 共同違法及併同處罰 

第 14條 （共同違反義務行為之處罰）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

分別處罰之。 

前項情形，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其無此身分或特定關係者，仍處罰之。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致處罰有重輕或免除時，其無此身分或特定

關係者，仍處以通常之處罰。 

第 15條 （併同處罰 1-私法人有代表權之人） 

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

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如

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

規定罰鍰之處罰。 

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

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私法人之董

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因故意或重

大過失，未盡其防止義務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

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依前二項並受同一規定處罰之罰鍰，不得逾新臺幣一百萬元。但其所得之利益

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得於其所得利益之範圍內裁處之。 

 

第 16條 

 

（併同處罰 2-非法人團體或其他私法組織有代表權之人） 

前條之規定，於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或法人以外之其

他私法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準用之。 

第 17條 （機關或公法組織之處罰） 

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公法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依各該法律

或自治條例規定處罰之。 

 第 四 章 裁處之審酌加減及擴張 

第 18條 （裁處之審酌及加減）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

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

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

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同時有免除處罰之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1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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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

最低額之三分之一。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其他種類行政罰，其處罰定有期間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 19條 （職權不處罰）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最高額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之處罰，其情

節輕微，認以不處罰為適當者，得免予處罰。 

前項情形，得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施以糾正或勸導，並作成紀

錄，命其簽名。 

第 20條 （不當利得之追徵） 

為他人利益而實施行為，致使他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

該行為人因其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

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他人因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

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前二項追繳，由為裁處之主管機關以行政處分為之。 

第 21條 （沒入） 

沒入之物，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以屬於受處罰者所有

為限。 

第 22條 （擴大沒入） 

不屬於受處罰者所有之物，因所有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該物

成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工具者，仍得裁處沒入。 

物之所有人明知該物得沒入，為規避沒入之裁處而取得所有權者，

亦同。 

第 23條 （追徵沒入） 

得沒入之物，受處罰者或前條物之所有人於受裁處沒入前，予以處

分、使用或以他法致不能裁處沒入者，得裁處沒入其物之價額；其

致物之價值減損者，得裁處沒入其物及減損之差額。 

得沒入之物，受處罰者或前條物之所有人於受裁處沒入後，予以處

分、使用或以他法致不能執行沒入者，得追徵其物之價額；其致物

之價值減損者，得另追徵其減損之差額。 

前項追徵，由為裁處之主管機關以行政處分為之。 

 第 五 章 單一行為及數行為之處罰 

第 24條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1-數行政罰競合之處理）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

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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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

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

罰，如已裁處拘留者，不再受罰鍰之處罰。 

第 25條 （數行為分別處罰原則） 

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第 26條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2-刑事罰與行政罰競合之處理）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

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

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

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第 六 章 時效 

第 27條 （裁處權時效）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

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前條第二項之情形，第一項期間自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免訴、不受

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日起算。 

行政罰之裁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

處者，第一項期間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第 28條 （裁處權時效之停止） 

裁處權時效，因天災、事變或依法律規定不能開始或進行裁處時，

停止其進行。 

前項時效停止，自停止原因消滅之翌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

一併計算。 

 第 七 章 管轄機關 

第 29條 （土地管轄）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由行為地、結果地、行為人之住所、居

所或營業所、事務所或公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者，得由船艦本籍地、航空器出發地或行為後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最

初停泊地或降落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外國船艦或航空器於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使

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得由行為後其船艦或航空器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最初停泊地或降落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25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26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27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28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1001929


23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使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者，不能依前三項規定定其管轄機關時，得由行為人所

在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第 30條 （共同管轄）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其行為地、行為人之住

所、居所或營業所、事務所或公務所所在地不在同一管轄區內者，

各該行為地、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均有管轄權。 

第 31條 （管轄權競合之處理） 

一行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處理在先

之機關管轄。不能分別處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不能

協議或有統一管轄之必要者，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之。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

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管轄。法定罰鍰額相同者，依前項規

定定其管轄。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應受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者，由

各該主管機關分別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者，如從一重處罰已足

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原有管轄權之其他機關於必要之情形時，應

為必要之職務行為，並將有關資料移送為裁處之機關；為裁處之機

關應於調查終結前，通知原有管轄權之其他機關。 

第 32條 （移送司法機關及司法機關通知義務）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應將涉及刑

事部分移送該管司法機關。 

前項移送案件，司法機關就刑事案件為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

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應通知原移送之行政機關。 

 第 八 章 裁處程序 

第 33條 （出示證明文件） 

行政機關執行職務之人員，應向行為人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

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並告知其所違反之法規。 

第 34條 （即時處置） 

行政機關對現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得為下列之處置： 

一、即時制止其行為。 

二、製作書面紀錄。 

三、為保全證據之措施。遇有抗拒保全證據之行為且情況急迫者，

得使用強制力排除其抗拒。 

四、確認其身分。其拒絕或規避身分之查證，經勸導無效，致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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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辨認其身分且情況急迫者，得令其隨同到指定處所查證身分；

其不隨同到指定處所接受身分查證者，得會同警察人員強制為之。 

前項強制，不得逾越保全證據或確認身分目的之必要程度。 

第 35條 （即時處置之救濟及處理） 

行為人對於行政機關依前條所為之強制排除抗拒保全證據或強制

到指定處所查證身分不服者，得向該行政機關執行職務之人員，當

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行政機關執行職務之人員，認前項異議有理由者，應停止或變更強

制排除抗拒保全證據或強制到指定處所查證身分之處置；認無理由

者，得繼續執行。經行為人請求者，應將其異議要旨製作紀錄交付

之。 

第 36條 （物之扣留之限制） 

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物，得扣留之。 

前項可為證據之物之扣留範圍及期間，以供檢查、檢驗、鑑定或其

他為保全證據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第 37條 （強制扣留） 

對於應扣留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要求其提出或交付；

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交付或抗拒扣留者，得用強制力扣留之。 

第 38條 （扣留記錄與收據） 

扣留，應作成紀錄，記載實施之時間、處所、扣留物之名目及其他

必要之事項，並由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拒絕簽名、蓋

章或按指印者，應記明其事由。 

扣留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在場或請求時，應製作收據，記

載扣留物之名目，交付之。 

第 39條 （扣留物之處理） 

扣留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並為適當之處置；其不便搬運或保

管者，得命人看守或交由所有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管。得沒入之

物，有毀損之虞或不便保管者，得拍賣或變賣而保管其價金。 

易生危險之扣留物，得毀棄之。 

第 40條 （扣留物之發還） 

扣留物於案件終結前無留存之必要，或案件為不予處罰或未為沒入

之裁處者，應發還之；其經依前條規定拍賣或變賣而保管其價金或

毀棄者，發還或償還其價金。但應沒入或為調查他案應留存者，不

在此限。 

扣留物之應受發還人所在不明，或因其他事故不能發還者，應公告

之；自公告之日起滿六個月，無人申請發還者，以其物歸屬公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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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條 （扣留之救濟及處理） 

物之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扣留不服者，得向扣

留機關聲明異議。 

前項聲明異議，扣留機關認有理由者，應發還扣留物或變更扣留行

為；認無理由者，應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機關決定之。 

對於直接上級機關之決定不服者，僅得於對裁處案件之實體決定聲

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但第一項之人依法不得對裁處案件之實體決

定聲明不服時，得單獨對第一項之扣留，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第一項及前項但書情形，不影響扣留或裁處程序之進行。 

第 42條 （陳述意見及例外） 

行政機關於裁處前，應給予受處罰者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已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受處罰者陳述意見。 

二、已依職權或依第四十三條規定，舉行聽證。 

三、大量作成同種類之裁處。 

四、情況急迫，如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違背公益。 

五、受法定期間之限制，如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不能遵行。 

六、裁處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 

七、法律有特別規定。 

第 43條 （聽證及例外） 

行政機關為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裁處前，應依受處罰者之申請，舉

行聽證。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有前條但書各款情形之一。 

二、影響自由或權利之內容及程度顯屬輕微。 

三、經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通知受處罰者陳述意見，

而未於期限內陳述意見。 

第 44條 （裁處書之製作及送達） 

行政機關裁處行政罰時，應作成裁處書，並為送達。 

第 45條 （過渡條款） 

本法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應受處罰而未經裁處，於本法

施行後裁處者，除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二十

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外，均適用之。 

前項行政罰之裁處權時效，自本法施行之日起算。 

第 46條 （施行日期）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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