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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之附款
（Nebenbestimmungen, NB） 

 
 

行政處分附款之容許性 

‧ §93 I：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有裁量權時，得為附款。無裁量

權者，以法律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行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而

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 

‧ 1.裁量處分 

‧ 2.羈束處分，但法有明文 

‧ 3.羈束處分，但為確保行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而以該要件為

附款內容 

‧ 例：建築許可附加附款（負擔），必須在建物的某兩個房間之間加裝

防火材質之隔版。如果沒有履行此一負擔，該建物即不符合法令要

求（該建築許可即不應該給予）。附加此一負擔的作用即在於確保行

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 

‧ 例（H.P.Bull, Allg. VerwR. Rn. 557）：建築法規規定，申請大型購物

商場之建築許可條件之一，必須額外地設置若干停車位。主管機關

可以將停車位設置之要求以負擔或者條件之形式，隨建築許可作成。 

‧ 甚至於可以想像的作法還包括：建築許可作成同時，附加附款要求

申請人分攤公共停車場的興建費用，即可免除自設停車位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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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擔 

Auflage 

條   件 

Bedingung 

課予 VA 相對人作為、不作為或

忍受義務。是一種獨立於主規制

內容以外的義務。主要 VA 的效

力並不依附於負擔內容是否實

現。 

並未對 VA 相對人再作任何

要求；使 VA 規制的效果（亦

即所謂「對內生效（die 

innere Wirksamkeit）」）依

附於特定的要件。 

是一種與主要規制內容結合的

（不利益）額外規制，本身即當

作是一個 VA 看待。 

與主要規制內容的關係：「條

件」本身已經構成 V 的成分。 

負擔的附款僅會與「授益 VA」

結合作成。 

條件的附款得與「授益」或

「侵益」 VA 結合作成。 

 



  行政法                                 程明修老師 Nr. 74 

Mittwoch, 21. Mai 2008 IV

不純正附款（unechte Nebenbestimmungen，非法定意義

之附款，「準附款」） 

第一類：法律明訂行政處分之作成時，附加行政程序法§93 描述「附

款」時使用的用語 

‧ 例如：公平交易法§15（所謂「聯合行為許可之附款及許可期

限」） 

‧ I.中央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 II.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不得逾三年；事業如有正當理由，得

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

延展期限，每次不得逾三年。  

第二類：僅是行政機關對於存在中之法律狀態所作之表示。 

‧ 例如：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11 I：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應申請

核發許可證或登記備查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行為。 

‧ §13 I：許可證之有效期間為五年，期滿六個月前，得向原發證

機關申請核准展延，每次展延不得超過五年。  

‧ 若在核發之許可證上表示「本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五年」，並非

VA 之附款；而僅是行政機關對於「存在中之法律狀態（亦即該

VA 內容）」所作之表示。 

第三類：單純屬於行政處分之內容 

‧ 例如：集會遊行法§14：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行時，得

就左列事項為必要之限制：一、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

築物安全之事項。二、關於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之事項。三、

關於維持交通秩序或公共衛生之事項。四、關於維持機關、學

校等公共場所安寧之事項。五、關於集會、遊行之人數、時間、

處所、路線事項。六、關於妨害身分辨識之化裝事項。 

‧ 行政機關核准「紅衫軍」於凱道集會遊行時，要求不得於台大

醫院周邊一百公尺內聚集。此項限制本身即是 V 的規制內容，

非「額外」附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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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類：「部分許可」非附款 

‧ 例如：建築法§73 I：建築物非經領得使用執照，不准接水、接

電及使用。 

‧ §70 之 1：建築工程部分完竣後可供獨立使用者，得核發部分

使用執照…。 

‧ 此項部分使用執照之核發為「部分許可」，不宜視為全部建物使

用執照的「附款」。  

‧ 又如行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為期杜絕斃死豬非法流用

案件之發生，呼籲民眾如發現有斃死豬非法流用行為時，向當

地縣市政府農政機關或警察機關檢舉或向防檢局提出檢舉，如

查證屬實並經法院一審判決有罪者，每案重賞獎金新臺幣伍拾

萬元整。而為鼓勵民眾踴躍檢舉前項不法行為，擬於檢察官起

訴後，即先核發部分檢舉獎金，俟法院一審判決有罪，再核發

賸餘獎金。此亦屬於「部分許可」之 VA，但非 VA 之 NB。 

第五類：申請許可案件之「部分拒絕」 

‧ 例如集會遊行之申請，行政機關核准部分路線，等於拒絕部分

申請（原本希望獲得內容的縮減）。此為單純 VA 而非 NB。 

第六類：「修正的負擔」非附款 

‧ 例如：原本申請五樓的建築許可；行政機關核准建築許可，但

主動將之變更為三樓之許可內容。或者申請水泥平頂之「農舍」

建築執照，主管機關核准時，逕行變更為「覆瓦」屋頂之農舍。 

‧ 在此未必是前述第五類單純的「慾求不滿足」類型（因為這並

非「要一元給五毛」，而是「種瓜得豆」的問題！）。  

‧ 此類 VA 的合法性極具爭議！因為當事人對於許可的內容實際

上並未「申請」！但此 VA 卻為「需當事人協力之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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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VA 附款的救濟 

‧ 理論上存在著兩種救濟可能性 

‧ 第一：針對附款部分（單獨）提起撤銷訴訟（此即所謂「隔離

的撤銷訴訟」） 

‧ 第二：課予義務訴訟（要求 VA 無附款的不利益部分；或者要

求 VA 附上比較有利的附款） 

學說爭議： 

☆ 甲說認為針對附款的救濟僅能考慮課予義務訴訟，撤銷訴

訟非正確的訴訟類型。 

☆ 反對說：§93 I：「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有裁量權時，得

為附款」，顯見 VA 與 NB 有可能是兩個可分離的成分。

因此單獨除去不利益的 NB 部分，理論上應該可行。 

………………………………………………………………...... 
☆ 乙說認為應該區別附款的類型。 

☆ 具獨立性的附款：負擔/ 負擔保留 

☆ 非具獨立性的附款：條件/ 期限/ 廢止權保留 

☆ 針對具獨立性的附款：提起撤銷訴訟 

☆ 針對非具獨立性的附款：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 反對說：§93 I：「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有裁量權時，得

為附款」，顯見 VA 與 NB 有可能是兩個可分離的成分。

但卻未明文以附款的類型區隔是否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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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丙說認為應該區別 VA 的類型。 

☆ 羈束處分之附款：針對 NB 部分提起撤銷訴訟 

☆ 裁量處分之附款：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 反對說：§93 I：「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有裁量權時，得

為附款」，顯見 VA 與 NB 有可能是兩個可分離的成分。

但卻未明文以 VA 的類型區隔是否可分。  

………………………………………………………………...... 
☆ 通說 
☆ 1.首先判定 VA 與 NB 是否具有可分性。 

☆ 2.如果可分，NB 在邏輯上可以獨立提起撤銷訴訟。反之，

則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 邏輯上的可分性（logische Teilbarkeit） 

↑----------------------------------------------------↓ 

☆ 實體上的可分性（materielle Teilbarkeit） 

☆ 3.即使邏輯上可分，但「自始（vornherein）」「明顯地

（offenkundig）」「無隔離廢棄之可能性」時，仍不宜提

起撤銷訴訟。 

………………………………………………………………...... 
☆ 新近有力學說（例如：許宗力教授，盛子龍教授）所有的

附款均具有可分性。 

☆ 獨立撤銷的可能性因此一直都有。 

☆ 當事人「選擇」課予義務訴訟或隔離撤銷訴訟均屬合法。 

☆ 行政機關的裁量權限不會因此受侵害。因為行政機關職權

撤銷的制度並不受影響。行政機關在行政法院撤銷可分的

NB 後，若就會不願意作成該 VA，當然可以自行撤銷「剩

餘」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