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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7-173 

行政訴訟上訴補充狀 

案 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訴 訟 標 的 

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 元 

稱 謂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所、就業處所、

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電話、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上訴人 

(原審被告) 
台東縣政府  

 

訴訟代理人 

陳成曄  

官翰音  

洪培慈  

王亭涵  

 

 

被上訴人 

台灣環保聯

盟  

（代表人：

林文印）  

劉  錫  

廖秋娥  

賴進龍  

林⾦蒂  

鄭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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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藍姆洛  

周蘭妹  

余忠國  

為補充之事由 

為訴請原判決確認上訴人 99 年 8 月 11 日府城建字第 A0997002105 號建造執照及 99 年 9

月 21 日府城建字第 C0997002602 號使用執照無效之部分廢棄一事，依法提出補充書狀，

補充上訴理由： 

訴之聲明 

同上訴狀。 

事實及理由 

壹、 就我方說明環評法第 14 條第 1 項依其制訂及修正過程、立法及修正理由觀之，並

無包含環評審查結論「已完成但嗣後經⾏政法院撤銷」之情形，該主張之理由未完

備，補充理由如下： 

一、同上訴狀所述，我方對於環評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立法解釋，係引用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179 號判決之見解。該判決分別就環評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制訂及修正過程、立法及修正理由之說明為審酌，肯認於完成環評審查

後方作成之開發許可，即使該環評審查嗣後遭撤銷，亦無環評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前開見解亦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263 號判決引為

確定判決之見解。茲重申判決理由說明如下： 

(一) 我國環評法係於 83 年間制訂，同年 12 月 30 日公布施行，其第 14 條原規

定：「（第 1 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未經完

成審查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並由主管機關函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註銷之。（第 2 項）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發者，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但開發單位得另行提出替代方

案重新送主管機關審查。」 嗣後為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92 年 1 月 8 

日修正第 14 條為現行法條文：「（第 1 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

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

經許可者，無效。（第 2 項）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發者，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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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管機關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修正理由略以：「一、依本法第

7 條規定，環境影響說明書『經主管機關作成審查結論後，即完成審查』；

至於評估書部分，依本法第 13 條規定，應『經主管機關認可後，才視為

完成審查』。爰將第 1 項修正為『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

二、有關『許可後無效之處理，應回歸行政程序法規定』，故將第 1 項

後段『並由主管機關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註銷之』予以刪除。…」可見

92 年之修法旨為區分環境影響說明書及評估書最初完成審查之程序有所

不同，並可合理推論環評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係針對「自始從未經完成

環評審查」之情形。 

(二)又依立法資料顯示，環評法第 14條於制訂之初，行政院所提草案條文內

容原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說明書或評估書未經完成審查前，不

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由主管機關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

銷之。」；行政院之說明則為：「明定開發行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評

估程序終結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以免忽略環境因素之考量（立法

院公報第 82卷第 74期院會紀錄）。案經立法院審查後，始變更其內容如

上開 83年 12月 30日公布施行之第 14條原條文所示。 

(三)揆諸前揭環評法第 14條制定、修正之過程，以及各該立法及修正理由之

說明，並參以制訂當時立法委員彭百顯委員發言稱：「本條的主要精神，

是避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水土保持及環境影響評估未完成之前，即許可

進行開發，以免再發生類似過去教育部在環境影響評估未完成前，即開放

高爾夫球場開發許可的情形。……不致產生在環境影響評估未完成前，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即已許可開發，在民間投入大量資本及人力、物力進行開

發後，主管機關才發現會對環境造成影響，致使人民權利受到重大損

害。……」、立法委員趙少康發言稱：「第 14條是環境影響評估法中非

常重要的條文，因為政府各部會或各政府間協調常會發生問題，特別是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有時環境影響評估未審查完成前就准許開發， 有時主管

機關制止，它還置之不理，甚至環境影響評估通過，其他政府機關也已承

諾了，它還是置之不理。……另外，有時主管機關認為不應開發時，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置之不理還是許可，所以，第 2 項明定：『經主管機關審

查認定不應開發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為開發之許可。』……」（立

法院公報第 83卷第 43期院會紀錄），可知，環評法第 14條立法本意，

在於應先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始得為後續之開發許

可，亦即時間上有其先後順序，主管機關不得在未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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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逕為開發許可，否則，該開發許可自始無效，不待撤銷，以促使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尊重環保署對於環境影響評估之判斷。 

(四)至於「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後」，作成之開發許可，因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嗣後被撤銷，產生如何之影響，該開發許可是否亦屬無效，無論是環評

法於 83年制訂時，抑或於 92年修正時，似均非立法者所預見，亦無相應

之規定，類此情形依立法解釋，殊難認屬環評法第 14條第 1項規範之範

疇。 

二、按該判決之見解，環評法第 14條第 1項依立法解釋，顯然並無包含環評審查

結論「已完成但嗣後經⾏政法院撤銷」之情形；有關「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後」作成之開發許可，因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嗣後被撤銷，產生如何之影響、該

開發許可是否亦屬無效，立法者亦未能預見，無相應之規定，自始並非屬環評

法第 14條第 1項規範之範疇。 

貳、前次言詞辯論庭(民國 106年 3月 23日)中，經法官闡明本造就確認原處分一、二

無效部分廢棄之爭點，在論理上應先認定行政處分之效果再討論相對人信賴保護或

法安定性之問題，爰補充說明如下。 

一、維持法律安定性之必要暨保護行政處分相對人信賴利益，係採重大明顯瑕疵理

論，亦即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而非擴張適用環評法第 14 條第一項之法理

基礎和理由，係一抽象要求與價值考量，並非指行政處分無效之認定應判斷個

別行政處分是否有信賴保護之情形。 

  查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47 號、104 年度判字第 646 號、103 年度

判字第 585 號就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中行政處分如何認定為無效之見解認

為：「按『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

知處分機關者。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

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

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

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規定明確。而所

謂無效之行政處分，係指行政行為具有行政處分之形式，但其內容具有明顯、

嚴重瑕疵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基於維護法律安定性、國家本身所具

有之公益性及國家權威，學說及各國立法例皆認為行政處分是否無效，除法律

定有明文之情形外，宜從嚴認定，故乃兼採「明顯瑕疵說」與「重大瑕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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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認定標準之理論基礎。是以，依上開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之規定，行政處

分無效之原因，除該條第 1 款至第 6 款之例示規定外，尚有該條第 7 款「其他

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之概括規定，用以補充前 6 款所未及涵蓋之無效情

形。而行政處分是否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罹於無效，並非依當事人之主觀見

解，亦非依受法律專業訓練者之認識能力判斷，而係依一般具有合理判斷能力

者之認識能力決定之，其簡易之標準即係普通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為判

斷標準，如行政處分之瑕疵尚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一般人對其違法性的

存在與否猶存懷疑，則基於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則不令該處分無效，其在被

正式廢棄前，依然有效，僅係得撤銷而已。」 

  又被上訴人之前亦有引用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0 年度判字

第 2263 號所維持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179 號判決見解：「準

此，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將其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

措施對外表示，使之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既有行政處分之外觀形式存在，並

對外發生法律效力，基於法律安定性之要求暨保護行政處分相對人信賴利益，

自不宜輕易認定為無效之行政處分，必該處分有明顯重大之瑕疵，可認自始即

確定不能發生法律效力者，始為無效行政處分。」 

  從上述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可知，行政處分是否應認定為無效，基於維持

法律安定性之必要暨保護行政處分相對人信賴利益，除非行政處分之瑕疵已達

到重大、明顯之程度而為一般人一望即知之程度，否則不應另該處分無效。換

言之，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採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之理由在於維持法律安定性之

必要暨保護行政處分相對人信賴利益。 

  本案中，雙方法律上之爭點在於，於環評結論嗣後撤銷之情形，應擴張適

用環評法第 14 條第一項或回歸行政程序法之適用。環評法第 14 條第一項之目

的性擴張解釋之錯誤在於，行政處分是否應認定為無效，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

見解和行政程序法法理，基於法律安定性、信賴利益之保護，應考量瑕疵是否

為重大明顯；然而，若依原審擴張解釋環評法第 14 條第一項之結果，將生無

論該環評撤銷之瑕疵是否為明顯重大抑或係輕微而可得補正，均一概認定其為

無效，忽視行政處分無效認定須考量法律安定性、信賴保護之抽象價值，實明

顯違背行政程序法無效行政處分認定之法理。 

  詳言之，環評法第 14 條第一項在立法者限其於環評結論自始不存在或自

始無效之情形(本案中為環評結論係遭撤銷而非確認無效或不存在)適用時，後

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縱然違法為開發行為許可之處分，相對人亦無從信賴自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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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之開發行為許可處分，自不生法律安定性和信賴保護之問題，故在環評結

論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之情形毋庸考量、權衡法律安定性之抽象價值要求。

但在原本環評有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環評有效期間所為之開發行為許可即

屬有效，此時即生法律安定性及信賴保護之問題，在此類情形如擴張解釋環評

法第 14 條第一項，將忽視行政處分是否應認定為無效，須考量維持法律安定

性之必要暨保護行政處分相對人信賴利益之要求，而從重大明顯理論為斷，不

得一概無效。 

  此處維持法律安定性之必要暨保護行政處分相對人信賴利益，係採重大明

顯瑕疵理論，亦即於本案中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而排拒擴張解釋環評法

第 14 條第一項之法理基礎和理由，係一抽象要求與價值考量，並非指行政處

分無效之認定應判斷個別行政處分是否有信賴保護之情形。本案中，原處分

一、二係依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重大明顯理論之判準，無其所定之七款無效事

由而為有效，非因其有信賴保護之存續保障而有效併此敘明。 

二、所謂給予考量信賴保護之機會，係指應先認定系爭瑕疵行政處分(原處分一、

二)非無效後，方得由行政機關或下級審再做撤銷、廢棄或存續之判斷；而非

具體適用信賴保護之各項要件判斷行政處分之效力。 

  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在具體個案中，係於瑕疵之行政處分非無效之情

形，行政機關決定職權撤銷或廢棄時應予個案審酌。本案之爭點，係此一瑕疵

行政處分(原處分一、二)，究為無效、得撤銷或有效的效力認定爭議，尚未進

入有效之瑕疵行政處分是否於具體個案中有信賴保護之適用，蓋此係事實上爭

點，僅事實審法院或行政機關得為判斷。被上訴人指出原審之環評法之解釋適

用違背行政程序法無效行政處分認定之法理，係主張其法律解釋適用錯誤，原

處分一、二效力之判斷有違背法令之情事，尚非認為原處分一、二等有效之瑕

疵行政處分是否實際上有信賴保護適用，此應由行政機關或下級審再做判斷。

被上訴人之主張與本案法官闡明在論理上應先認定行政處分之效果再討論相

對人信賴保護之問題，並不相違。 

  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0 年度判字第 2263 號所維持之台北高

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179 號判決見解亦認為：「是以，環評法第 14 條

第 1 項規定既未包括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後，始作成之開發許可，其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嗣後遭撤銷之情形，原開發許可之效力即無該規定之適用，應依有

關「分階段行政程序」及「接續行政處分」之行政法法理認定，並依該條修正

理由，回歸行政程序法之適用，國科會自得依相關規定將之廢棄；至於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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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應適用撤銷或廢止之規定，以資處理，容或有討論之空間，惟原核發之 95

年開發許可非屬無效之行政處分，則無疑義。本件上訴人等以環保署 95 年環

評審查結論遭判決撤銷確定，進而主張原核發之被上訴人國科會 95 年開發許

可，依環評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為無效之行政處分云云，自無足採。」其

意旨與被上訴方見解相同。 

三、又從另一角度言之，行政處分之無效應為自始、當然、確定無效。然而，如果

一行政處分是否無效，竟係取決於其他行政處分之撤銷與否之決定，而非一般

人一望即知其為無效，則該行政處分之「無效」即非自始、當然無效，而係取

決於行政機關或行政法院嗣後依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至第 118 條，為其他行政

處分撤銷與否之決定。換言之，在多階段行政程序，前後行政處分之間有相牽

連之情形，前行政處分之無效，因為係自始、當然、確定無效，後行政處分方

有可能亦為無效(如其牽連關係已達到後行政處分係以前行政處分為前提要件

則為無效，惟多階段行政程序之各行政處分間牽連關係各有不同，未必皆如

此)；蓋前行政處分不待撤銷或確認而當然無效，後行政處分方有機會由一般

人一望即知其為無效。若前瑕疵行政處分並非無效，而係得撤銷，則其牽連之

後行政處分即不可能因此一撤銷之前處分而為當然無效，蓋其是否有效將取決

於前行政處分於行政機關或行政法院之決定。 

  故本案中，97 年環評結論既為得撤銷而非無效，系爭原處分一、二即不

可能因 97 年環評結論撤銷之故，而竟為無效之認定，蓋其違背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行政處分之無效，通說認為應為自始、當然、確定無效之解釋。 

參、就我方引用最高行政法院 61 年裁字 137 號判例，說明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之違章建

築處理辦法 11-1 條並非保護規範，該主張與現行實務見解有所不合，補充理由如

下： 

一、最高行政法院 61 年裁字 137 號判例（下稱系爭判例）見解略以：「政府拆除

違章建築，旨在謀求公共利益，非為保護土地所有人之私權，故違章建築之所

有人或使用人認為拆除違章建築之處分為違法或不當者，固得請求行政救濟，

而土地所有人則不得因主管官署不為拆除處分，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良以土

地所有人要求拆除地上他人之違章建築，其目的在於收回土地，純屬私權範

圍，如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程序，以求解決，要無請求行政救濟之餘地。」 

    其餘最高行政法院判決（90 年裁字 380 號裁定、90 年裁字 528 號裁定、

90 年判字 1637 號判決、93 年裁字 328 號裁定、94 年裁字 422 號裁定、94 年裁

字第 2247 號裁定、96 年度裁字第 1733 號裁定、98 年度裁字第 3309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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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法院判決（85 年判字 1306 號判決、87 年裁字 131 號裁定、88 年裁字

147 號裁定）亦採相同見解。 

二、本件得援引系爭判例否定被上訴人訴訟權能，於法並無違背： 

該判例之事實關係係由土地所有人請求拆除違建，和本案事實略有不同，且無

從查證該件訴訟中原告所提出之請求權基礎為何，得否援引系爭判例似有疑

義。惟由最高法院表達之法律見解可知，實務認為拆除違章建築僅為維護公

益，並無保護特定人私益之意旨，故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並非同時保護公益與私

益之保護規範。僅違章建築之所有人或使用人（即處分之相對人），得就拆除

處分循行政爭訟程序救濟，相對人以外之第三人皆不具訴訟權能。不論為判例

中之原告（土地所有人）或本件之被上訴人（其法律上地位至多為檢舉人），

皆非處分相對人。 

三、實務亦援引系爭判例，認定土地所有人以外之第三人亦無訴訟權能：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839 號裁定，該案法院援引系爭判例否

定原告（不具土地所有人身分之檢舉人）之訴訟權能，該件訴訟之原告抗告意

旨略以：「最高行政法院 61 年裁字 137 號判例應係針對已具備民事訴訟救濟

訴訟實施權之土地所有權人，其不當浪費行政救濟資源之行為。惟抗告人現今

已非土地所有權人，原裁定剝奪抗告人所殘存的行政救濟之權利，已與憲法第

16 條之規定有違云云。」抗告法院（即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裁字 422 號裁定）

針對此抗辯，認為：「政府拆除違章建築旨在謀求公共利益，非為保護土地所

有人之私權。依上開判例意旨，自非為保障檢舉人（第三人）之私權而設，難

謂原裁定適用上開判例失當，原裁定於法並無違背」。 

    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裁字 528 號裁定亦引用系爭判例，否定鄰地所有人之

訴訟權能。 

    綜上，可知實務並未限縮於原告為土地所有權人時，始得援引系爭判例否

定其訴訟權能，亦得適用於原告僅為檢舉人或鄰地所有人等第三人之情形。 

四、據上論結，被上訴人不具訴訟權能，被上訴人之請求並無理由 

 

此致 

最高行政法院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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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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