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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處分撤銷（Rücknahme）之思考： 
1. 行政處分 
2. 行政處分違法 
3. 行政處分非無效？ 

a. 肯定說 
b. 否定說 

4. 行政處分仍未失效（消滅）？ 
5. 是否發生形式存續力？ 

a. §117：「違法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

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

銷。」 
b. 修正：違法行政處分『即使』於法定救濟期間

經過後... 

6. 撤銷機關（原處分機關或上級機

關？） 
7. 撤銷權時效（§ 121：知有撤銷原因

起兩年） 
8. 裁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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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侵益行政處分之撤銷 
決定撤銷與否之裁量 

 
 

違法 VA 

 

 依法行政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公益原則     § 117 I (1)     公益原則 

 

 

決定撤銷                 決定不予撤銷 
1.合法性之追求            1.法安定性之維護 
2.撤銷對公益無           2.撤銷對公益有重

重大危害                    大危害 
          

a.無信賴保護問題 
b.裁量：全部或部分撤銷、撤銷之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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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益行政處分之撤銷 
決定撤銷與否之裁量 

 
 

違法 VA 

 

 依法行政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公益原則  §§ 117 I (2), 119 信賴保護原則 

 

 

決定撤銷                 決定不予撤銷 
1.合法性之追求            1.法安定性之維護 
2.信賴不值得保護   2.信賴利益（顯然）＞公益 
3.信賴利益＜公益 

a. 2.無信賴保護補償；3.有信賴保護補償

（爭議：信賴利益 v.s.不當得利） 
b.裁量：全部或部分撤銷、撤銷之時點、

合理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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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侵益（非授益）行政處分之

廢止 
決定廢止與否之裁量 

 
 

合法 VA 

 

 依法行政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公益原則      § 122      法安定性原則 

 

 

決定廢止                 決定不予廢止 
1.不廢止對公益有害        1.法安定性之維護 
                          2.須重為相同處分 
                          3.依法不得廢止 

a.無信賴保護問題 
b.裁量：全部或部分廢止、廢止之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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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授益行政處分之廢止 
決定廢止與否之裁量 

 
 

合法 VA 

 

                             法安定性原則 
   公益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決定廢止                 決定不予廢止 
1. 例外：§ 123                  1.原則： 
（為防止或除去對           信賴利益＞公益 
公益之重大危害） 

a.有信賴保護補償（§126「應」補償？

「得」補償？）（補償 v.s.不當得利？） 
b.裁量：全部或部分廢止、廢止之時點

（影響不當得利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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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類型： 復審案件/警勤加給事件  
決定字號： (94)公審決字第 0378 號 
決定日期： 民國 94 年 12 月 27 日  
資料來源：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案由摘要： 楊 XX 復審決定書 
全文內容：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4 公審決字第 0378 號 

復審人等 2 人因追繳警勤加給事件，不服臺北市政府警察局民國 94 年 6 月 23 日北市警人字第

09435603401 號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一. 緣復審人等 2 人現職為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員，復審人楊員

前於 87 年 7 月至 90 年 7 月、梁員前於 86 年 8 月至 91 年 6 月任職北市警局勤務指揮中心

期間，支領第一級警勤加給。嗣北市警局審認復審人等原支領之第一級警勤加給，不合行

政院所核定之警察人員警勤加給表（以下簡稱警勤加給表）規定，應予撤銷改支同表第三

級警勤加給，爰以 94 年 6 月 23 日北市警人字第 09435603401 號函，向復審人等追繳其上

開期間不符警勤加給表支給第一級標準而溢領之警勤加給差額，分別計楊員新臺幣（以下

同）65,229 元、梁員 104,639 元。復審人等不服，提起復審，案經北市警局以 94 年 8 月 3
日北市警人字第 09437765400 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辯到會。  

二. 復審意旨略謂：  

 (一) 北市警局追繳復審人等警勤加給有違公務人員俸給保障，按司法院釋字第 575 號解釋之意

旨，相同單位之公務人員，其待遇應相同，方符合法定俸給之精神，故北市警局追繳復審

人等警勤加給違反平等原則。  

 (二) 本件追繳已領取之警勤加給款項，北市警局係以警勤加給表、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及警政署

之解釋函令為適用法律之基礎。按警察勤務條例第 22 條、北市警局組織規程第 3 條及北

市警局各分局組織規程第 3 條等規定，北市警局勤務指揮中心內部仍區分為內勤承辦相關

業務與 24 小時「110」報案受理派遣勤務，而復審人等負責之 24 小時受理「110」報案及

派遣勤務，與各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員警負責之工作性質無異，且警察局與分局勤務指揮中

心，勤務時間均擴及夜間、深夜還有假日，並非如內勤人員一般準時上下班，如遇有颱風、

地震等天然災害亦需上班，負責第一線受理民眾報案，此外於每月夜間、假日尚編排約

30 小時至各分局督導查察受理 110 報案後勤務是否落實派遣執行，與各分局巡官每月編

排約 30 小時勤務督導工作亦相同，具有相當危險性，復審人等所擔服勤務實與支領警勤

加給表所列應領第一級之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員警、巡官工作性質並無差異。按公務人員俸

給法（以下簡稱俸給法）第 2 條第 5 款、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以下簡稱警管條例）第 22
條及第 27 條規定，足認警察人員之勤務加給亦屬所領俸給之一部分，依法應受保障。依

司法院釋字第 542 號及第 547 號解釋意旨，相同單位或相同性質勤務之警勤加給，待遇應

屬相同，由於復審人等所擔服勤務實與支領第一級警勤加給表之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員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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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質並無差異，故不可違反平等原則，而有差別待遇。  

 (三) 次按行政程序法第 8 條、第 117 條、第 119 條及第 120 條第 1 項規定，北市警局不顧復審

人等已對警勤加給部分產生信賴，率然撤銷復審人等警勤加給差額部分並予以追繳，顯然

違反信賴保護原則。復審人等領取系爭警勤加給，係基於授益行政處分所領取，並已將該

筆款項運用於生活家計上，具備信賴保護要件。  

 (四) 復審人等多年來領取警勤加給，並無以任何不正方法取得，也未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

料或為不完全陳述，更無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領取第一級警勤加給為不妥。復審人等

於領取系爭警勤加給期間，始得知北市警局於警政署 91 年 3 月 28 日函告，勤務指揮中心

各執勤人員，仍不宜支給第一級警勤加給後，即於 91 年 5 月間將復審人等所支領警勤加

給改為第三級，而 91 年 6 月卻又將之改為支領第一級，顯見其本身對於法令適用前後見

解不一致。復審人等之信賴利益，相較於北市警局主張之空泛公益，顯更具保護之必要。

依臺灣地區警察人員互助共濟辦法第 17 條規定，復審人等於服務期間已遭北市警局依該

辦法之規定，每月多扣繳約 100 餘元，合計復審人等充作工作獎助金多扣繳之差額，分別

約 5、6 千元不等，而北市警局卻未於要求返還之溢領警勤加給差額將該金額扣除，顯見

北市警局所為追繳警勤加給之行政處分，係為違法行政處分。  

 (五) 參諸最高行政法院 89 年度判字第 1103 號判決，有關公務員按月領取之加給，應有信賴保

護原則之適用。復審人等依法令可否支領警勤加給，本係北市警局人事承辦員應知悉、調

查之事項，惟其卻對於法令適用前後見解不一致，而北市警局縱可將未符法令之警勤加給

之行政處分予以撤銷，但復審人等之警勤加給，係按月連續給付之金錢，北市警局於撤銷

授與利益之行政處分之效力，不宜溯及既往，北市警局應不能追繳復審人等已領取之警勤

加給。縱使復審人等不得主張所受溢領警勤加給之利益已不存在，而仍須返還公法上之不

當得利，北市警局亦應為適當補償。縱復審人等無行政程序法第 119 條信賴不值得保護之

情形，然依同法第 118 條規定亦非必應溯及既往而失其效力，為維護公益或避免受益人財

產上損失，機關得另定失其效力之日期，以兼顧既成之法律秩序與當事人之既得權益。 

 (六) 本件撤銷發給警勤加給之違法授益處分，已逾 2 年除斥期間，按北市警局於 83 年 10 月至

91 年 9 月期間誤發給復審人等第一級警勤加給，屬違法授益之行政處分。依行政程序法

第 121 條第 1 項規定，違法授益處分之撤銷，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自知有撤銷原因

時 2 年內為之。而所謂之撤銷原因者，係指導致行政處分違法，而應予以撤銷之原因，包

括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瑕疵。撤銷期限原以保護人民為目的，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中，無論何者知有撤銷之原因，即據以起算撤銷之期限。按北市警局於 91 年 3、4 月間已

確知認定事實錯誤瑕疵之撤銷原因，而卻延遲至 94 年 6 月 23 日始撤銷 83 年 10 月至 91
年 9 月期間誤發給復審人等第一級警勤加給之違法授益行政處分，顯然已違反撤銷違法授

益行政處分之除斥期間，不得再行撤銷該局 83 年 10 月至 91 年 9 月期間發給第一級警勤

加給之違法授益行政處分。  

三. 答辯意旨略謂：  

 (一) 審計部臺北市審計處（以下簡稱北市審計處）鑑於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發生溢領警勤加給

案，於 91 年 7 月 24 日審北處壹字第 9103038 號函請本局查復有無溢領及追繳辦理情形，

本局以勤務指揮中心各執勤人員等目前均依警勤加給表規定支領警勤加給見復；惟經該處

審核薪資清冊認有不符規定，復於 91 年 10 月 17 日以審北處壹字第 9104018 號審核通知

請本局自 83 年 10 月起至 91 年 9 月底止全面清查溢領人員及金額，該處並自 91 年 10 月

25 日起視為列管案件，先後 11 次函請本局儘速收回繳庫，另該處於 94 年 1 月 4 日電告

本局，爾後應確實按季回復收繳情形。  

 (二) 復審人楊員於 87 年 6 月至 90 年 7 月、梁員於 86 年 7 月至 92 年 11 月分別任職本局勤務

指揮中心期間，因勤務非單純照一般內勤人員上下班，而發給第一級警勤加給，然依警勤

加給表三、各警察機關、學校組織編制內，不屬第一、二級而具有警察官任用資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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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領第三級警勤加給。又依俸給法第 19 條第 1 項及審計法第 21 條等規定，再依警政署

91 年 3 月 28 日警署人字第 0910059298 號函之意旨，本局遂依前開規定於 94 年 6 月 23
日北市警人字第 09435603401 號函作成追繳之處分，請復審人等繳回溢領之警勤加給差額

計 169,868 元。  

 (三) 依憲法第 7 條規定之平等原則，係為保障人民在法律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亦即法律得依事

物之性質，就事實情況之差異及立法之目的，而為不同之規範之理，業經司法院釋字第

412 號解釋在案。依行政程序法第 6 條規定，有正當理由時，得為不同之待遇，此為行政

法之平等原則。又警勤加給表係依俸給法第 18 條授權考試院會同行政院訂定公務人員加

給給與辦法，復依該辦法第 13 條規定訂之，法律授權自屬明確，又該加給表之支給對象，

係依機關或單位層級區分，採列舉式分三級標準支給，91 年 3 月 28 日警署人字第

0910059298 號函更進而認定復審人等之辛勞、危險及不安定性程度，不如第一級支給對

象之警察人員，基於待遇公平、合理性考量，仍不宜支給第一級警勤加給。  

 (四) 本局警勤加給之追繳期間為 83 年 10 月至 91 年 9 月，復審人等任職於本局勤務指揮中心

期間，其僅屬本局內部單位，於該單位服務人員依警勤加給表規定，尚不合支領第一級警

勤加給。又復審人等係警察人員，其任用均依警管條例規定並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對於所

任職缺及警勤加給表之規定應無不知之理，其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其信賴應不值得

保護，亦顯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縱認復審人等無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惟復審人等

既未能證明已耗用所提供給付或作成不能回復或難於回復之財產處置，且警察人員俸給之

公平性與正確性等公益，亦應較復審人等之信賴利益為重，故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五) 又復審人等所援引行政程序法第 121 條所規定之 2 年消滅時效，本局雖於 91 年 10 月間收

受北市審計處審核通知，然因警勤加給相關函示甚多，迭有前後相關函示不一、或相關函

示有矛盾之處，致本案人員究應支領何種等級之警勤加給，本局自 91 年 5 月 28 日、91
年 11 月 18 日、92 年 5 月 20 日、93 年 1 月 13 日、93 年 2 月 6 日、93 年 8 月 26 日及 93
年 12 月 27 日等多次函報警政署暨內政部釋請疑義，終於 93 年 3 月 3 日行政院函復，僅

同意外事科配置分局人員自實際派任配置分局之日起視同警勤加給表第一級支給對象，獲

致渠等人員免予追繳。又參酌貴會 93 年 7 月 20 日（93）公審決字第 0238 號復審決定書

意旨，支援情形未於警勤加給表表列者，警勤加給仍按警勤加給表列職缺適用之等級標準

支給。是以，本案本局確切知有撤銷原因時起應為 93 年 7 月 20 日，縱若 93 年 3 月 3 日

本局始知悉，迄 94 年 6 月 23 日函發行政處分當時亦未逾越 2 年，復審人等所提理由不足

取。  

理   由  

一.  按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違法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

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撤銷︰

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

而信賴授予利益之行政處分，其信賴利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第 119 條規

定：「受益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不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

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致使行政

機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作成行政處分者。三、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者。」

是以，行政機關於審酌是否撤銷授予利益之違法行政處分時，除有同法第 119 條所列信賴

不值得保護之情形外，依行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為撤銷之行政機關固應顧及該受益人之

信賴利益，但為撤銷之行政機關行使裁量權之結果，倘認為撤銷該授予利益之違法行政處

分所欲維護之公益顯然大於受益人之信賴利益者，該機關仍非不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

撤銷，合先敘明。  
二.  復審人楊員前於 87 年 7 月至 90 年 7 月、梁員前於 86 年 8 月至 91 年 6 月任職北市警局勤

務指揮中心期間，支領第一級警勤加給，嗣該局依北市審計處函，以復審人等原支領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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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警勤加給，不合警勤加給表規定，應予撤銷改支同表第三級警勤加給，爰以 94 年 6
月 23 日函向復審人等追繳其上開期間溢領之警勤加給差額，復審人等不服，爰提起復審。

復審人等主張依信賴保護原則，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經查：  
 (一)  按 86 年 5 月 21 日修正公布前後之警管條例第 27 條均規定，警察人員加給，分勤務加給、

技術加給、地域加給等。次按行政院自 82 年至 91 年歷次核定修正之警勤加給表亦均規定：

「第一級，支給數額：八、四三五元，支給對象：1、臺北、高雄兩直轄市及臺灣省各縣

市警察局所屬分局以下之警察人員。2、臺北、高雄兩直轄市警察局保安、交通警察大隊

所屬中隊以下、刑事警察大隊所屬偵查隊、少年隊、女子警察隊……。第二級，……支給

對象：1、中央警官學校、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保安警察第一、二、三、四、五、六總隊

所屬中隊以下之警察人員，……。第三級，支給數額：六、七四五元，支給對象：各警察

機關組織編制內，不屬右列第一、二級而具有警察官任用資格人員。」上開警勤加給表迄

今迭經多次修正，惟其明定得支領第一級警勤加給者，於臺北、高雄兩直轄市均不包括職

缺在北市警局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之警察人員。復按警政署 91 年 3 月 28 日警署人字第

0910059298 號函核復略以：「貴局所屬行政科（專勤組）、督察室（維新小組）、外事

科（外事服務站）及勤務指揮中心，均非屬上開加給表第一級標準支給對象；另查專勤組、

維新小組及外事服務站均屬臨時性之任務指派，未經權責機關核准成立之任務編組，非屬

常態，為免警勤加給之支給流於寬濫及執行上產生困擾，不宜比照第一級標準支給。又貴

局勤務指揮中心各執勤人員，其工作之辛勞、危險及不安定性程度，不如第一級支給對象

之警察人員，基於待遇公平、合理性考量，仍不宜支給第一級警勤加給。……。」是依上

開規定，北市警局服務於外事科及勤務指揮中心之同仁，應按第三級標準支領警勤加給。

 (二)  復審人楊員前於 87 年 7 月至 90 年 7 月、梁員前於 86 年 8 月至 91 年 6 月任職於北市警局

勤務指揮中心，於該段時間並支領第一級警勤加給，有北市警局查復名冊及薪津清冊影本

附卷可按，此為復審人等所不爭。以復審人等既服務於北市警局勤務指揮中心，有關其警

勤加給即應按第三級標準發給，北市警局原以第一級之標準核予警勤加給，應屬違法。 
 (三)  茲以北市警局按月核給復審人等第一級警勤加給，固屬違法，惟該違法處分之作成，既非

因復審人等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亦非復審人等提供不正

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致使行政機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作成行政處分；又警勤加給表固

已明列其支給對象，惟復審人等任職北市警局勤務指揮中心之警勤加給，既尚須由北市警

局函請警政署及行政院人事行政局釋疑，實難期待復審人等能普遍知悉該規定，難謂復審

人等有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之情，則復審人等並無行政程序法第 119
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然復審人等雖無該條規定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且主張

信賴服務機關按月連續給付之警勤加給，並均已就生活關係做適當之安排而不存在等語，

惟其支領第一級警勤加給既屬違法，揆諸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第 2 款規定，復審人等之信

賴利益必須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始不得撤銷，其立法意旨仍強調公益，而公益除

維持法秩序之公平正義外，保障個人之權利固亦包括於維護公益之一部分，惟復審人等每

月溢領之警勤加給差額 1,690 元，經與整體法秩序之安定、維護警勤加給表規定之安定性、

警察人員支領警勤加給之平等性、貫徹依法行政原則及國庫財政等公益衡酌，復審人等主

張之信賴利益並非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是本件應無上揭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第

2 款規定之適用，故北市警局對於違法核給第一級警勤加給之處分，仍得依職權予以撤

銷，與信賴保護原則無違。  
 (四)  又北市審計處因報載高雄市員警溢領警勤加給事件，依職權調查北市警局員警有無類似情

況，先以 91 年 10 月 17 日審北處壹字第 9104018 號函請清查北市警局 83 年 10 月至 91
年 9 月期間勤務指揮中心及外僑管理員警之警勤加給。嗣經北市警局以部分人員主管職務

加給、警勤加給及其他給與之支給尚有疑義，經幾度函詢相關主管機關並召集會議研商，

始依北市審計處 93 年 10 月 19 日審北處壹字第 0930002744 號函示溢領金額應清查收回繳

庫並按季查復之意見，製作相關溢領警勤加給情形清冊轉各該員警簽章確認，據以明確應

撤銷範圍而為本件處分，經核其處理亦無逾行政程序法第 121 條第 1 項所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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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綜上，北市警局撤銷復審人等系爭期間原支第一級警勤加給，改予第三級警勤加給，尚無

違誤。  
三.  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規定：「授予利益之行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連續之金錢或可

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

處分所受領之給付。……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不當得利之規定。」是以，授予利益

之行政處分之一部或全部被撤銷時，受益人受領利益之法律原因即於撤銷範圍內溯及失其

效力，應負返還該已無法律原因之利益之義務，且受益人係基於行政處分而受領給付，行

政機關自亦得以行政處分之方式命其返還該項不當得利。經查：  
 (一)  承前述，北市警局於系爭期間內按第一級標準核給復審人等警勤加給之處分係屬違誤，既

經該局予以撤銷並改核予第三級警勤加給，復審人等對溢領之第一級與第三級警勤加給差

額 65,229 元（楊適瑜）、104,639 元（梁莊婷），即負有返還義務。  
 (二)  復審人等固主張其受領之警勤加給業已就生活關係作適當安排而不存在，依最高行政法院

89 年判字第 1103 號判決，應無須返還云云。惟以復審人等所舉最高行政法院 89 年判字

第 1103 號判決，依行政訴訟法第 216 條規定，僅對該事件有拘束力，復審人等尚不得援

引主張原處分機關應比照為相同之處分。況所謂所受利益不存在，參照最高法院 41 年臺

上字第 637 號判例之意旨，非指所受利益之原形不存在，以金錢係屬可代替性之利益，復

審人等原受領之第一級警勤加給差額縱已花費而不存在，仍非所受利益不存在，所訴核不

足採。  
 (三)  據上所述，北市警局以 94 年 6 月 23 日北市警人字第 0943563400 號函命復審人等於期限

內繳納系爭期間溢領警勤加給，揆諸前揭規定，核無不合。  
四.  行政機關之行政行為，如係基於事物本質之不同，而為合理之差別待遇，自與平等原則無

違，此參諸司法院釋字第 481 號解釋意旨甚明，警察人員警勤加給區分三級，即係主管機

關基於員警職務內容之不同所為合理區隔，全體員警均適用同一標準，並無違反平等原

則。至復審人等稱依臺灣地區警察人員互助共濟辦法第 17 條規定，渠等於服務期間已遭

北市警局合計多扣繳之差額，分別約 5、6 千元不等，而北市警局卻未於要求返還之溢領

警勤加給差額將該金額扣除乙節，核屬另案得否請求返還問題，尚非本件所得審究。另行

政程序法第 168 條規定：「人民對於行政興革之建議、行政法令之查詢、行政違失之舉發

或行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準此，復審人等稱渠等所擔服勤務實與支領

警勤加給表所列應領第一級之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員警、巡官工作性質無異，應支第一級警

勤加給之意見，允宜依上開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具體建議。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63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周弘憲  
 副主任委員  沈昆興  
 委員  仉桂美  
 委員  程明修  
 委員  陳淞山  
 委員  吳登銓  
 委員  李英毅  
 委員  邱華君  
 委員  劉榮輝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年  十二  月  二十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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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2 條第 1 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

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 3 段 1 巷 1 號）提起行政訴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不同意見書  
李英毅    
一.  撤銷之行政處分為何？  
   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第 22 條第 1 項之規定：「警察人員之俸給，分本俸、年功俸及加給，

均以月計。」警勤加給屬加給之一種，係依所任職務，按警察人員警勤加給表支領，與本

俸與年功俸係依銓敘審定之結果，按警察人員俸表支領，並不相同。惟因警察人員警勤加

給表就各級別警勤加給之支給數額與對象，均有具體明確之規定，警察機關按月支付警勤

加給，究僅屬事實行為或行政處分，實非無討論之餘地。然依本會歷來見解，認此時存在

著行政處分，追繳警勤加給是行政處分撤銷後，再以給付裁決命返還，倘若尋此脈絡，亦

應明確指出所撤銷之行政處分為何，惜關於此點過去決定大都籠統帶過。解釋上，因警勤

加給係與所任職務有關，只要所任職務未因調任等原因而變更，當無每個月均為相同行政

處分之必要，此時在任該職務之初，以一具持續效力之行政處分，於任該職務期間得反覆

適用，作為支領警勤加給之基礎為已足。現俸給發放作業上，大都先以俸給通知單，通知

公務人員，再轉匯入公務人員帳戶，致行政處分認定困難，若仍欲維持有行政處分存在之

見解，實應於作業上要求人事單位以書面之行政處分為之，以符行政行為之明確性要求，

並根本解決行政處分認定之困境。  
二.  信賴保護原則之判斷層次  
 (一) 在撤銷違法授益行政處分之情形，其可能涉及信賴保護原則之問題，惟該原則究竟應如何

適用，於本件審議過程中，容有不同之見解。基本上，信賴保護原則之判斷，得區分為信

賴行政處分之存續與信賴值得保護二個層次，就前者而言，屬於事實問題，其是否須如司

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以降，對信賴基礎為法規時，要求須有客觀表現信賴之行為？或者

認行政處分具有個別具體之規制效力，且形成一定之法律關係，故行政處分之存在本身原

則上即可引起相對人之信賴，從而產生信賴利益，無須要求客觀表現信賴之行為？尚存有

重大爭議，惟在涉及俸給之問題時，因俸給係供公務人員日常生活所需，縱認須有客觀表

現信賴之行為，亦應概括性地承認已具備此要件，蓋日常生活所需為一般經常性支出，且

公務人員俸給係採匯款入帳方式，按月支領之俸給已混入帳戶內其他款項，無從區分日常

生活支出究由何者支付；就後者而言，則屬於評價問題，應就信賴利益與撤銷所欲維護公

益之間加以衡酌，行政程序法第 119 條所列 3 款情形，應僅屬立法者對信賴不值得保護之

重要類型例示，並非終局性之列舉，若具行政程序法第 119 條所列 3 款情形之一，即得認

信賴不值得保護，若未具該等情事，仍應為信賴利益與撤銷所欲維護公益之衡酌，此衡酌

為信賴保護原則最為困難之問題，無法藉助公式化之方式來達成，而是取決於個案之具體

情況與特殊性，如撤銷對相對人之影響、不撤銷對公眾或第三人之後果、處分之種類及其

所經過之行政程序、違法性之程度、為行政處分後所經過之時間、撤銷之因素或責任存在

何方等。惟當衡酌結果為信賴利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時，依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此時即受不得撤銷之限制。惟當信賴利益未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

之公益時，亦非必予撤銷，撤銷與否或應為如何之撤銷，屬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合義

務裁量之範圍，若仍認該信賴值得保護，為避免受益人財產上之損失，另定違法行政處分

之失效日期（行政程序法第 118 條），使其向將來失效，亦應屬合義務裁量範圍。此處所

採見解，主要是因信賴是否值得保護，本即是利益衡量問題，若簡化到將不具行政程序法

第 119 條所列 3 款情形，其信賴即解釋為值得保護，恐無法窮盡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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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值得保護恐將失真，此從德國行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2 項之規定只是將其當作主要常見

類型，減低利益衡量時之負荷，即可知之。相反地，若認信賴利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

之公益時，其信賴始值得保護，又將過於嚴苛，失去依法行政與信賴保護間之衡平。  
 (二) 至於信賴利益與撤銷所欲維護公益經衡酌後，仍撤銷行政處分時，緊接著應是行政程序法

第 120 條與同法第 127 條之適用問題。就行政程序法第 120 條而言，當受益人無同法第 119
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情形，因信賴該處分至遭受財產上損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應給予合

理之補償。此時，無同法第 119 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情形，應解釋為無同法第 119 條所

列 3 款情形且經利益衡量後亦認信賴不值得保護。同時，補償之財產上損失僅為信賴利益

或消極利益，以使受益人之財產狀態如同處於未為該行政處分之狀態，並不包含履行利益

或積極利益，蓋其將使受益人之財產狀態如同行政處分有效存續之狀態，撤銷行政處分即

失去意義。甚且，於行政處分是提供一次或連續之金錢或可分物給付且被溯及撤銷時，受

益人仍須依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返還其因該處分所受領之給付。至於返還範圍準用民法不

當得利之規定時，關於善、惡意受領人之判斷，應以「信賴是否值得保護」來取代，以決

定其返還範圍。  
三.  本件信賴保護原則之判斷  
   本件溢領警勤加給涉及之信賴是否不值得保護？決定書中先肯認復審人等無行政程序法第

119 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續直接以復審人等每月溢領之警勤加差額，經與整體法

秩序之安定、維護警勤加給表規定之安定性、警察人員支領警勤加給之平等性、貫徹依法

行政原則及國庫財政等公益衡酌，信賴利益並非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無行政程

序法第 117 條第 2 款之適用，故北市警局仍得依職權予以撤銷。此項論述固非無見，但卻

未說明該決定究竟認復審人等之信賴是否值得保護，且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第 2 款規定是

對北市警局就是否撤銷為裁量時之限制，亦非無該規定之適用時，僅有走向撤銷一途而已，

本決定之論述難謂完整。本件北市警局追繳服務於勤務指揮中心或外事科員警溢領之警勤

加給，有自 83 年起者支領者，可見其北市警局此項作法沿襲甚久，已形成北市警局所屬員

警之一般性認知，具有相當之穩固性，且產生溢領情形完全來自於機關本身之因素，追繳

與否對國庫之影響亦不大，是本件應認復審人等之信賴值得保護。既然其信賴值得保護，

且所撤銷之處分屬具持續效力之行政處分性質，縱使其信賴利益未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

之公益，為維護其信賴之利益，應採另定失效日期方式撤銷為是。若如本件決定之適用方

式，信賴利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誠難想像，且只要公務人員有溢領俸給之情

形，不論信賴是否值得保護，終究必須被追繳，信賴保護原則亦形同虛設。  
四.  是否已逾除斥期間？  
   依行政程序法第 121 條第 1 項之規定：「第一百十七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

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二年內為之。」此為撤銷行政處分之除斥期間規定。此處「知有

撤銷原因時起」應解釋為自知悉該行政處分之違法性時，起算撤銷行政處分之除斥期間。

縱如本會所採之前述見解，認北市警局仍得依職權予以溯及撤銷，惟警政署於 91 年 3 月 28
日警署人字第 0910059298 號函即明確核復，認外事科及勤務指揮中心等非屬警察人員警勤

加給表第一級標準支給對象，北市警局應已知悉其行政處分之違法性，然遲至 94 年 6 月間

始撤銷行政處分，將產生是否有已逾除斥期間而不得撤銷之情形，恐亦非如本件決定般，

不論究期間經過與否，概就相關處分均予撤銷之結果。  
 

 

不同意見書  
程明修    
一.  有關行政處分撤銷之規定，我國行政程序法雖以德國聯邦行政程序法為師，但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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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該國法制，分別針對一般授益行政處分與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處分而為更細緻

的規制。  
二.  壹、立法例比較  
 (一) 德國聯邦行政程序法第四十八條有關行政處分撤銷與否與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關

係，係採取如下順序的推衍模式：  
  1.  第一、首先必須確定是一個違法的授益行政處分。  
  2.  第二、相對人對該授益行政處分需有主觀事實上「表現（„betätigen“）」的信賴。

信賴表現是否為撤銷行政處分時主張信賴保護之要件在學說與實務上爭議頗大。但

至少應可以承認，倘若相對人確實已經有表現其信賴之行為，當然就不需要進一步

證明其主觀上確有信賴存在。相反地，若無外觀上可資觀察的信賴表現，並非即無

信賴存在，而係應進一步舉證的問題（Kopp/ Rausauer, VwVfG, 7. A., 2000, § 48 
Rn. 83 ff.）。  

  3.  第三、區分授益行政處分的授益類型是金錢給付或者非金錢給付。  
  4.  第四、違法的行政處分中，涉及擔保或構成一次性或持續性金錢或可分物給付之違

法行政處分，原則上的一般性判斷法則是，在受領給付者對於行政處分的存在有所

信賴，同時將「其信賴與撤銷所欲實現之公益加以衡量後」，認為其信賴有保護之

必要性時，不得加以撤銷。  
  5.  第五、為了避免第四點的一般判斷法則過於抽象，本法預設了幾種特定判斷規則。

當授予受益人之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已經被利用或受益人以為其財產之處分

（„eine“ Vermögensdisposition），致使受益人已經無法將其所受領之給付返還或

者返還會產生不可預期（期待）的負面影響時，受益人之信賴原則上即值得保護或

謂有保護之必要性。相反地，若非耗用給付之例，則回到第四點，針對這些非典型

的個案判斷受領給付者對於行政處分的存在是否有所信賴，同時將「其信賴與撤銷

所欲實現之公益加以衡量後」，其信賴是否有保護之必要性？  
  6.  第六、受領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之受益人有下列情形時，不得主張其信賴：（1）以

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2）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

料或為不完全陳述，致使行政機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作成行政處分、（3）明知行政

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不過應注意的是，依本法立法理由（BT-Dr 7/910 S. 
70），本法各款僅係例示重要類型之規定，除此例示之外，仍有可能在其他原因下，

認定受益人「得」或「不得」主張信賴。換言之，有可能在此列舉事由外，行政機

關仍認受益人無信賴保護之必要（Sachs, in:Stelkens/Bonk/Sachs, VwVfG, 6. A., 
2001, § 48 Rn. 154）。根據德國學者的說法，如果列舉事由發生，的確排除公益與

信賴利益衡量（Abwägung）的必要性，但卻未排除行政機關判斷受益人是否有值

得保護的裁量空間。因此回到第四點的原則判斷法則，行政機關裁量後仍得認定不

加以撤銷（Sachs, in:Stelkens/Bonk/Sachs, VwVfG, 6. A., 2001, § 48 Rn. 153）。

  7.  第七、當受領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之受益人不得主張其信賴時，該行政處分原則上

得溯及予以撤銷。  
  8.  第八、相對於撤銷授予受益人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之行政處分時，所重視的存續保

障；若非授予受益人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之行政處分被撤銷時，對於受益人信賴行

政處分之存在，同時其「信賴與公益衡量後」值得保護之例，對受益人主張其因撤

銷而蒙受的財產損失應給予補償。倘若行政處分相對人有下列情形時，則不得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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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請求權（Meyer, in: Knack, VwVfG, 7. A., 2000, § 48 Rn. 113）：（1）以詐欺、

脅迫或賄賂方法，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2）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

不完全陳述，致使行政機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作成行政處分、（3）明知行政處分違

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但並不以此等原因為限。對於受益人之財產損失補償額度

不應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存續而擁有之利益。至於請求補償的範圍包括因該違法行

政處分之作成而產生的損害，以及相對人針對該行政處分之存續而投入的損害

（Sachs, in:Stelkens/Bonk/Sachs, VwVfG, 6. A., 2001, § 48 Rn. 194）。例如一違

法建築執照之撤銷，相對人已動工興建房屋，其若有值得保護的信賴，因為該行政

處分存續期間內施工的支出即屬之。  
  9.  第九、根據聯邦行政程序法第四十九 a 條之規定，因為違法行政處分被溯及撤銷時，

對於已經受領之給付應返還之。對於應返還之給付應以書面行政處分確定之。  
 (二) 本案此類不符規定而發放之勤務加給應否經撤銷而請求返還之爭議若係適用於德國

法制，其適用流程即為：  
  1.  第一、此係屬於一次性或持續性的金錢給付。  
  2.  第二、倘若受領給付者已經耗用給付或者受益人已經作了任何一種原因或型態的財

產處分，致使受益人已經無法將其所受領之給付返還或者返還會產生不可預期（期

待）的負面影響時，受益人之信賴原則上即應該「推定」值得保護或有保護之必要

性。其結論即不得將該行政處分撤銷。當然也不會有進一步的給付返還請求。  
  3.  第三、除非受領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之受益人係（1）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使

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2）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致使行

政機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作成行政處分、（3）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

知。則此時，即原則上應認定受益人不得主張其信賴。此時得將行政處分撤銷，甚

至溯及撤銷。此時並將進一步探究已受領之給付構成不當得利應予以返還的問題（應

注意的是，德國法上此時不會衍生討論信賴利益損失補償的判斷）。而以本件案例

而言，論證的重點將在於受益人是否「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

  4.  第四、甚至於，即使有前揭列舉信賴不得主張保護事由，行政機關仍有判斷個案不

予以撤銷的裁量空間。  
三.  貳、我國法之適用  
 (一) 至於我國行政程序法上規定，則未區分違法授益行政處分之類型。針對一次性或持

續性金錢給付，或者可分物給付之授益行政處分，其撤銷與否的判斷直接根據行政

程序法第一一七條、第一一八條、第一一九條、第一二○條與第一二七條等相關規

定為之。其適用關係如下：  
  1.  第一、首先必須確定是一個違法的行政處分。  
  2.  第二、受益人對於該行政處分必須有「信賴」（行政程序法第一一七條、第一一九

條的前提）。相對人在此的舉證責任並無法避免。  
  3.  第三、決定撤銷授益行政處分與否的根據：行政程序法第一一七條第一項第二款。

應審酌信賴是否值得保護，以及信賴利益與撤銷所欲維護公益之衡量。關於信賴是

否值得保護的界定，根據行政程序法第一一九條，若（1）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

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2）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致使

行政機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作成行政處分、或（3）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

而不知者，相對人之信賴不值得保護。本法此三項列舉事由，是否為窮舉事項或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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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例示，亦有疑義。倘認為係窮舉事項，則除此之外，不得更認定相對人有無信賴

不值得保護的其他情形。反之採例示見解時，則除此列舉事項以外，另有當事人之

信賴不值得保護事由。則進一步根據行政程序法第一二○條，受益人並無第一一九

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此時是否仍有其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

損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應給予合理之補償問題？此時雖非列舉事項，但仍屬不值得

保護事由，理論上應無進一步探究補償的必要。至於有關信賴利益與撤銷所欲維護

公益之衡量，必須衡量信賴利益是否「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始得決定

是否不撤銷該授益處分。德國法上信賴保護原則的判斷要素在於「是否有信賴存在」

以及「信賴是否值得保護」。反觀我國制定法上的判斷則是在於「是否有信賴存在」、

「信賴是否無不值得保護」以及「信賴利益是否『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

  4.  第四、綜合判斷：  
 (1)  若相對人之信賴不值得保護，行政機關得撤銷該授益行政處分。無信賴利益損失補

償的問題（行政程序法第一二○條）。若係溯及撤銷，根據行政程序法第一二七條，

另有不當得利返還以及返還範圍的問題。此時若屬行政程序法第一一九條情形之受

益人應非屬善意受益人。但若仍承認有列舉以外其他信賴不值得保護情形時，是否

善意受領則需進一步判斷。  
 (2)  若相對人之信賴值得保護，但信賴利益沒有「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行

政機關仍得撤銷該授益行政處分。此時必須一方面考量既無信賴不值得保護情形，

則需考量信賴利益之損失補償（行政程序法第一二○條）。同時若溯及撤銷亦會衍

生不當得利返還請求。在此可以發現原本德國法上適用於非金錢給付處分撤銷時，

解決引發補償爭議的規定，在我國卻可能與金錢給付決定撤銷的制度結合。除非我

們限縮行政程序法第一二○條，排除金錢給付決定撤銷時之適用。若不作此解釋，

在此一撤銷類型上，行政機關得裁量決定：（a）不溯及撤銷，讓舊法律秩序維持（但

不再延續）。此時不會衍生不當得利的返還請求，同時也可以避免信賴利益損失。

（b）仍溯及撤銷。此時信賴利益的補償請求與不當得利的返還請求額度，即可以考

慮加以「抵銷」。  
 (3)  若相對人之信賴值得保護，信賴利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行政機關

不得撤銷該授益行政處分。  
 (二) 依我國行政程序法規定，本件爭議判斷，即應先行考量復審人是否有信賴不值得保

護情形。不論類推適用德國法上有關給付耗用的推定信賴方式，或者我國法上現有

條文的直接適用，終不能避免判定復審人是否確有不值得保護之事由存在。倘認行

政程序法第一一九條係非窮舉規定，則可能擴大認定受益人有信賴不值得保護的範

圍，增加判斷的不確定性，於本法施行未久之現階段仍宜採窮舉規定之見（行政程

序法研議之初，亦採不於列舉事由外增設概括條款之見解。參，法務部行政程序法

制定資料彙編（三），1993.9，頁 198，235）。若認復審人有列舉不值得保護之

事由，根據行政程序法第一一七條、第一一八條規定，行政機關僅得溯及撤銷授益

處分，並應求返還不當得利。若認無列舉情形，則需進一步衡量復審人之信賴利益

與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本件復審人是否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

實不宜僅以其為公務員當無不知法令之理，空泛界定，應可就具體法規可得理解知

悉程度分別認定。若其並無不值得保護之事由，但信賴利益並無顯然大於撤銷所欲

維護之具體明確公益時，行政機關雖仍得撤銷行政處分，惟仍得依行政程序法第一

一八條另定失其效力之日期。或者亦得考量有無抵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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