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法                                     程明修老師  Nr. 54 

Mittwoch, 19. März 2008 1 

 

 

行政法法律關係與公法上權利 

公權利：人民基於法律行為（包括行政處分或行政契約）或以保障

個人利益為目的而制定之強行性法規，得援引該法規向國家為某種

請求或為某種行為之法律地位。或謂：個人依公法所賦予之法律上

的力，以追求個人之利益為目的，而要求國家（或其他公權力主體）

為一定行為（作為、不作為或容忍）之地位。相對地，國家因而負

有一定之義務。同時因其權利受侵害時，得以法律手段請求司法救

濟。 

反射利益：公法法規僅為公益而命令國家為特定之作為或不作為

者，法規並無擴張或保障特定個人權利之意思，惟因國家關作為或

不作為之結果，特定個人因而受有某種利益時，此種利益並非公法

法規所意圖保障之利益，而係個人以全體社會大眾或其他不特定多

數人一份子之身分，因法規之執行而偶然地受益，在法律上即無請

求國家機關作為、不作為或容忍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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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對第三人應執行之職務義務 
 

（涉及第三人利益之） 

公法法規 

 
                （針對不特定人之） 

法定義務之要求 

 

 

行政權 
            

職務義務               （涉及第三人之） 
                          法定義務 

義務違反可構成                                 義務違反可構 
國家賠償責任                                  成行政訴訟問題 
 
 
      公務員 （涉及第三人利益之職務義務）               特定人 

 
（引自：蔡宗珍，本土法學第 1 期，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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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法律義務與權利之關係 

 

 

 

 

 

 

 

 

 
民法 §1084：「I.子女應孝敬父母。II.父母對於未成年之子女，有保護及教養之權利義務。」 
民法 §186：「I.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行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

償責任。」 
保全業法 §14：「保全人員於執行保全業務時，應穿著定式服裝，並隨身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及通訊、安全防護裝備。」 
保全業法 §15 I：「保全業應負責監督所僱用之保全人員，並防範其侵害委任人權益。」 
社會救助法 §10 I：「符合第四條所定之低收入戶者，得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生活

扶助。」 
社會救助法 §22：「流落外地，缺乏車資返鄉者，當地主管機關得依其申請酌予救助。」 
家庭暴力防治法 §18：「法院應提供被害人或證人安全出庭之環境與措施。」 

 
 
 
 
 
 
 
 
 
 
 
 
 
 
 
 
 

客觀的法律（規範） 

法律義務 

（主觀的）

請 求 權
（公法上權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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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七十二年台上字第七０四號判例：「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所謂公務員怠

於執行職務，係指公務員對於被害人有應執行之職務而怠於執行者而言。換言之，被害

人對於公務員為特定職務行為，有公法上請求權存在，經請求其執行而怠於執行，致自

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若公務員對於職務

之執行，雖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利益，人民對於公務員仍不得請求為該職務之行為者，

縱公務員怠於執行該職務，人民尚無公法上請求權可資行使，以資保護其利益，自不得

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 

釋字第四六九號解釋 【公布日期】八十七年十一月二十日 

【解釋文】 

法律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行公共事務之權限，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

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益，且法律對主管機關應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之事項規定明確，

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不作為之裁量餘地，猶因故

意或過失怠於執行職務，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被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第二

條第二項後段，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七十二年台上字第七０四號判例謂：「國

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所謂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係指公務員對於被害人有應執行

之職務而怠於執行者而言。換言之，被害人對於公務員為特定職務行為，有公法上請求

權存在，經請求其執行而怠於執行，致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若公務員對於職務之執行，雖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利益，人民

對於公務員仍不得請求為該職務之行為者，縱公務員怠於執行該職務，人民尚無公法上

請求權可資行使，以資保護其利益，自不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對於符合

一定要件，而有公法上請求權，經由法定程序請求公務員作為而怠於執行職務者，自有

其適用，惟與首開意旨不符部分，則係對人民請求國家賠償增列法律所無之限制，有違

憲法保障人民權利之意旨，應不予援用。 

【解釋理由書】 

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利，人民得依法律向國家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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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係對國家損害賠償義務所作原則性之揭示，立法機關應本此意旨對國家責任制定

適當之法律，且在法律規範之前提下，行政機關並得因職能擴大，為因應伴隨高度工業

化或過度開發而產生對環境或衛生等之危害，以及科技設施所引發之危險，而採取危險

防止或危險管理之措施，以增進國民生活之安全保障。倘國家責任成立之要件，從法律

規定中已堪認定，則適用法律時不應限縮解釋，以免人民依法應享有之權利無從實現。 

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因故意或過失不

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致人民自由

或權利遭受損害者亦同」，凡公務員職務上之行為符合：行使公權力、有故意或過失、行

為違法、特定人自由或權利所受損害與違法行為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之要件，而非純屬天

然災害或其他不可抗力所致者，被害人即得分就積極作為或消極不作為，依上開法條前

段或後段請求國家賠償，該條規定之意旨甚為明顯，並不以被害人對於公務員怠於執行

之職務行為有公法上請求權存在，經請求其執行而怠於執行為必要。惟法律之種類繁多，

其規範之目的亦各有不同，有僅屬賦予主管機關推行公共事務之權限者，亦有賦予主管

機關作為或不作為之裁量權限者，對於上述各類法律之規定，該管機關之公務員縱有怠

於執行職務之行為，或尚難認為人民之權利因而遭受直接之損害，或性質上仍屬適當與

否之行政裁量問題，既未達違法之程度，亦無在個別事件中因各種情況之考量，例如：

斟酌人民權益所受侵害之危險迫切程度、公務員對於損害之發生是否可得預見、侵害之

防止是否須仰賴公權力之行使始可達成目的而非個人之努力可能避免等因素，已致無可

裁量之情事者，自無成立國家賠償之餘地。倘法律規範之目的係為保障人民生命、身體

及財產等法益，且對主管機關應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員

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負有作為義務已無不作為之裁量空間，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

行職務或拒不為職務上應為之行為，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被害人自得向國

家請求損害賠償。至前開法律規範保障目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案而定，如法律明確規

定特定人得享有權利，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行政主體或國家機關

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益，固無疑義；如法律雖係為公共

利益或一般國民福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律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

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益因

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而受損害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程按：「應予周顧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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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ücksichtnahmegebot）」） 

最高法院七十二年台上字第七０四號判例：「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所謂公務

員怠於執行職務，係指公務員對於被害人有應執行之職務而怠於執行者而言。換言之，

被害人對於公務員為特定職務行為，有公法上請求權存在，經請求其執行而怠於執行，

致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若公務員對於

職務之執行，雖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利益，人民對於公務員仍不得請求為該職務之行

為者，縱公務員怠於執行該職務，人民尚無公法上請求權可資行使，以資保護其利益，

自不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對於符合一定要件，而有公法上請求權，經由

法定程序請求公務員作為而怠於執行職務者，自有其適用，惟與前開意旨不符部分，則

係對人民請求國家賠償增列法律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利之意旨，應不予援

用。 

依上述意旨應負賠償義務之機關，對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公務員，自得依國家賠償法

第二條第三項行使求償權，如就損害賠償有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亦有求

償權，乃屬當然。 

附孫大法官森焱提出之不同意見書 

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因故意或過

失不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準此，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須公務員為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之行為，因故意或過失逾越權限、濫用職權或違

背對於第三人應執行之職務，致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為要件。所謂執行職務之行為，包

括作為及不作為。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以作為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利而符

合上開規定之要件者，國家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若以不作為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利，

則須公務員依法有作為之義務為要件。按國家行使統治權，依法律之規定有課公務員作

為之義務，以增進公共利益者，亦有以保護第三人之權益為目的者。公務員之作為義務

如係專為增進公共利益之目的，則其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之行為，雖可使一般人民享

有反射利益，亦不能因公務員不執行該作為，即認為人民之權利因而遭受直接之損害，

自不得請求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公務員之作為義務除為增進公共利益外，兼有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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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之權益為目的者，尚須視有無賦予公務員就作為或不作為，為裁量之權限，以定

國家之損害賠償責任。關於裁量權之行使問題，除法律對主管機關應執行職務、行使公

權力之事項，定有明確規定外，並應斟酌人民自由或權利，因行政不作為所受侵害之危

險程度、因行政作為得防止侵害權益之可能性、公務員對於損害之發生是否可得預見、

侵害之防止是否須仰賴公權力之行使始可達成目的等因素，於公務員就作為或不作為已

無裁量餘地時，因其故意或過失而不作為，不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利致生損害，則國

家即應依上開規定負賠償責任。類此情形，與公務員以作為加害人民之權益者，應由國

家負賠償責任，並無二致。至於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規定：「公務員怠於執行職

務，致人民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者，亦同。」其立法意旨係指依法律明確規定，第三人

對於公務員為特定職務行為，有公法上請求權存在，經請求其執行而怠於執行，致該請

求權因不能實現或因遲延執行，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之情形而言。關此公法上請求權之

行使，自行政訴訟法修正實施後，權利人得依同法第五條及第八條規定請求國家機關給

付，是與公務員對於規制權限之不作為，具有裁量餘地者，性質有異；與國家賠償法第

二條第二項前段規定，人民之自由或權利因公務員積極作為或消極不作為之侵權行為而

發生之損害，由國家負賠償責任者，亦屬不同。最高法院七十二年台上字第七０四號判

例謂：「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所謂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係指公務員對於被害人

有應執行之職務而怠於執行者而言。換言之，被害人對於公務員為特定職務行為，有公

法上請求權存在，經請求其執行而怠於執行，致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者，始得依上開規

定，請求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若公務員對於職務之執行，雖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利

益，人民對於公務員仍不得請求為該職務之行為者，縱公務員怠於執行該職務，人民尚

無公法上請求權可資行使，以資保護其利益，自不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

係專就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之規定而為闡釋，並未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與憲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並無違背。 

本件多數意見通過之解釋文初則謂公務員依法律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之作為義

務已無不作為之裁量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行職務，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利遭受

損害，被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向國家請求賠償；繼則謂最高法院七十

二年台上字第七０四號判例意旨與首開意旨不符部分係對人民請求國家賠償增列法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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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之限制云云，認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利之意旨。 

惟查公務員依法有作為義務者，既云須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行職務，致人民之

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國家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立論基礎亦係以國家賠償法第二條

第二項前段規定之要件為衡酌之依據。蓋若適用同條項後段規定，則公務員有怠於執行

職務，致人民之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之情形，被害人即得請求國家賠償。如果國家抗辯

公務員所以怠於執行職務係因不可歸責之事由所致，則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可見適用同

條項前段或後段之規定，其構成要件及法律上效果，仍屬有別。本件解釋以前段規定之

要件適用於後段規定之公務員侵權行為，混淆二者之構成要件。 

按依國家賠償法第五條規定：「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

故公務員為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而以積極之作為，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

權利者，例如公務員對人民施暴之情形，被害人得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請

求給付慰撫金，以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對照以觀，公務員若出於消極之不作為，以侵害

人民之自由或權利，例如執勤之警察目睹加害人施暴力於被害人，竟袖手旁觀而未加制

止（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四十二條、第八十七條規定參照），苟具備故意或過失之要件，且

按其情節警察已無不作為之裁量餘地，被害人就其所受身體上損害，亦非不得請求國家

給付慰撫金。是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不論其行為係作為或不作為，苟因

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利，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內容並無二致。由此

觀之，公務員之侵權行為類型，以上兩者應屬相同。 

次就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規定以言，最高法院七十二年台上字第七０四號

判例闡述其立法意旨，係指依法律明確規定，被害人對於公務員為特定職務行為，有公

法上請求權存在，經請求其執行而怠於執行，致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之情形而言。顧人

民之此項請求權有基於財產權，亦有本於人格權性質者，縱因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致

受侵害，按其情節，被害人尚無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餘地。例如請求地政機關辦理

不動產物權之登記事項，經公務員違法駁回登記之申請者，被害人不得請求給付慰撫金，

以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以法律有特別

規定者，始得請求給付慰撫金；如因登記錯誤、遺漏或虛偽致受損害者，依土地法第六

十八條規定，地政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如人民請求戶政機關辦理戶籍登記而遭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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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者，就公務員因遲延執行職務所受財產上損害，固得請求國家賠償，至於被害人因此

所受精神上痛苦，法律並無特別規定得請求賠償。再就主觀的責任原因言，國家如抗辯

公務員之怠於執行職務係因不可歸責於公務員之事由所致，即應就此負舉證責任，已如

前述。與適用同條項前段時，被害人對於公務員之行為（作為或不作為）係因故意或過

失所致者，應負舉證責任，尚屬有間。此外，公務員若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延執

行職務，則依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國家對於被害人因不可抗力而生之

損害，仍應負責。是與適用同條項前段規定時，國家應就公務員所為故意或過失之行為

（作為或不作為）負責者，又有不同。 

綜上以觀，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前段與後段所定國家損害賠償責任之規範內容

各有所指，公務員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之違法行為，各該規定適用之類型迥不相同。最

高法院上開判例係專就後段規定之情形而為闡釋，與前段之規定無涉。本件多數意見通

過之解釋，徒依條文表面之文義而為解釋，認「被害人得分就積極作為或消極不作為，

依上開法條前段或後段，請求國家賠償」，執以指摘最高法院上開判例所述，限縮後段規

定適用之範圍，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利之意旨云云，立論未免率斷，難昭折服。 

按最高法院職掌民、刑事訴訟案件之終審裁判，其受理具體訴訟事件，係以第二審

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裁判上適用法律乃經由訴訟程序，使抽象的法律規定具體

化、明確化、正確化。從而法律規定有不明確者，以解釋方式闡明其含義；在法律規定

有欠缺時，以補充方式填補其闕漏，使法律的適用完備無缺。判決之見解具有創新意義

者，則採為判例，賦予拘束法院之效力。因此，關於判例所採法律見解，除有明顯違背

憲法保護人民權利意旨之情形外，不應因對條文為相異之解釋，執判例文義之一端，指

為牴觸憲法之規定，置判例所欲闡述之精義於不顧。斯為尊重最高審判機關適用法律職

權所當為，本件多數意見捨此而不由，爰提出不同意見書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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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度訴字第 673 號判決 

所謂「權利或法律上利益」，係指所有法秩序認為值得保護，並得以個別化的利益；故原

告有無得以主張之「權利或法律上利益」的問題，就轉換為「保護規範」存否的問題。

判斷一法規範是否為「保護規範」時，除應解釋該當法規範立法者所追求之目的，應就

具體個案而定，如法律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利，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

授予向行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

無疑義；如法律雖係為公共利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律之整體結構、適

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

旨，且法律對主管機關應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

定對可得特定之人負有作為義務已無不作為之裁量空間，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行職務

或拒不為職務上應為之行為，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公

務員怠於執行職務而受損害者，亦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如解釋的結果，認定該當法規

範僅以公共利益的保障為目標，據此而為之行政處分或行政措施，其所生有利於人民之

法律效果，對人民而言僅屬「反射利益」，即不足以作為請求之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四六九號解釋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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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訴字第 1004 號裁判 
  一、本件原告具有提起「課予義務之訴」之訴訟權能，為適格之當事人，其起訴具 

      備訴訟合法要件，且請求權之規範基礎為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十四條，行政法院應對本案為實體之判決，理由如下： 

    Ａ、按行政訴訟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 

        案件予，予以駁回，認為其權利或法律上利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 

        後，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請求該行政機關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 

        行政處分之訴訟」。依此規定，人民提起課予義務之訴，以拒絕之行政處分 

        違法侵害其權利或法律上之利益為要件。 

    Ｂ、而上開權利人之認定標準，目前係採「保護規範理論」，茲將其理論分述如 

        下： 

      １、因行政訴訟係以「主觀訴訟」為原則，以「客觀訴訟」、「民眾訴訟」為 

          例外，為避免權利人之範圍過份擴張，使主觀訴訟流於民眾訴訟，故對權 

          利人之範圍應予界定。 

      ２、參諸行政法學理，行政訴訟所保障之權利係指所有法秩序（包括憲法保障 

          基本權之規定）認為值得保護，並得以個別化之利益，因此探究原告有無 

          得以主張之權利，即轉換為以保護原告利益為目的之保護規範存否的問題 

          。 

      ３、而「保護規範理論」之內涵向有新舊兩說，舊說偏重從歷史上之立法意旨 

          解釋法規範，須該法規範至少要同時包含保護該第三人之權利或法律利益 

          之目的，始得認為「保護規範」（最高行政法院八十九年度裁字七三一號 

          裁定參照）；新說則著重於探求法規範的客觀目的，如「就法律之整體結 

          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 

          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即得認該法規屬「保護規範」（司法院釋字 

          四六九號解釋參照）。 

      ４、而以上新舊兩種「保護規範理論」並非相互排斥，而係立於補充關係，蓋 

          依立法目的解釋（歷史解釋方法）不足認定為保護規範時，於法律無明文 

          限制時，尚得依客觀解釋方法，探求系爭規範是否有保護特定人之意旨， 

          當有助於保障人民實體權利以及提供人民有效的權利救濟途徑。 

    Ｃ、而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對不正競爭行為所為之禁止規範，其 

        立法目的，除了為維護市場秩序公共利益外，當然也及於遭到不公平競爭事 

        業主體之商業利益，此點極為明顯，無庸贅言。因此以上之規定，對遭到不 

        公平競爭事業主體而言，當然是一種「保護規範」，而可以作為該事業主體 

        請求被告機關，對不正競爭者，依公平交易法，進行規制性效果之制裁或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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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之法律上依據，故得做為此種「課予義務之訴」之請求權規範基礎。又即 

        使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相對於同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三條之四之規定， 

        處於補充性規範之地位，但也不因此而影響該條文請求權規範基礎之資格。 

    Ｄ、基於以上之理論，本院因此認為： 

      １、對涉及公平交易法之案件，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規定，任何人均得 

          向被告機關提出檢舉。 

      ２、不過檢舉所生之效果，則須視檢舉人身分之不同而有差異： 

        Ⅰ、如果檢舉者之商業利益未受到不正競爭行為之影響，純粹是站在維護公 

            益之立場提出檢舉，此時被告機關僅為進行調查之作為義務而已，此種 

            作為也僅屬「事實行為」而非「行政處分」。調查之結果，檢舉人不能 

            循行政爭訟程序為爭執。 

        Ⅱ、如果檢舉者是以受不正競爭行為影響之事業主體身分為之，因其主張自 

            身商業利益已因到不正競爭行為而受到侵犯，此時被告機關不僅有進行 

            調查之作為義務，而且如果檢舉人檢舉之事實屬實，並有依檢舉人之請 

            求對不正競爭者進行制裁之義務。如果被告機關認定檢舉之事實不成立 

            ，而拒絕對遭指訴之不正競爭者做出規制性之制裁或管制時，此種拒絕 

            即符合行政處分之要件，檢舉人可以提起行政爭訟及「課予義務之訴」 

            。 

      ３、本案原告既是以商業利益受到參加人不正競爭行為之侵犯而提出檢舉，此 

          等檢舉之意思表示，如探求其真意，當然包括請求被告機關依公平交易法 

          第四十一條之規定，對參加人做出具有規制性法律效果之制裁或管制措施 

          之意思存在。而被告機關又拒絕了其請求，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然符 

          合行政訴訟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要件，其起訴具備訴訟合法要件，應堪認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