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2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環境公益訴訟實務課程 學生模擬書狀 

 

 

上訴狀 
案

號 
102年度 訴 字第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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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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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藍姆洛 

周蘭妹 

余忠國 

 

訴
訟
代
理
人 

黃競文 

翟恆威 

高珮瓊 

遊思夷 

吳睿恩 

 

被
上
訴
人 

臺東縣政府  

Phei
Rectangle

Phei
Rectangle

Phei
Rectangle



105-2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環境公益訴訟實務課程 學生模擬書狀 

 

 

代
表
人 

黃健庭  



105-2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環境公益訴訟實務課程 學生模擬書狀 

 

 

為提起上訴事： 1 

 2 

上訴人不服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52 號有關建築事務事件判3 

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並敘述上訴的聲明及理由如下： 4 

 5 

上訴之聲明 6 

 7 

一、 原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52 號判決原告敗訴部分應予以廢棄。 8 

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不具當事人適格部分原審判決應予以廢棄，應改判決9 

為具當事人適格。 10 

三、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11 

 12 

上訴理由 13 

 14 

壹、 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判15 

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16 

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二）依法律或17 

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三）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18 

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或代表者；19 

（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20 

者。行政訴訟法第 242 條、第 243 條分別定有明文。 21 

 22 

貳、 緣(一)原審參加人美麗灣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麗灣公司）於民23 

國 93 年 12 月 14 日與被上訴人即原審被告臺東縣政府（下稱臺東縣政24 

府）簽訂「徵求民間參與杉原海水浴場經營案興建暨營運契約」，以 BOT25 

方式於臺東縣○○鄉○路○段 000○000○0○號土地（面積合計 59,956 平方26 

公尺，編定為風景區遊憩用地之山坡地，所有權人為臺東縣，管理機關27 

為臺東縣政府，94 年 5 月 2 日前揭土地合併分割為同段 346 及 346-428 

地號，96 年 11 月 15 日經地籍圖重測編為富山段 459 及 499 地號，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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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4 日再將富山段 459 及 499 地號合併為富山段 459 地號）進行1 

開發（即美麗灣渡假村開發案），依行為時「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2 

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認定標準）第 31 條第 1 項第 13 款第 5 目3 

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其後美麗灣公司以「因應開發需要」為由，4 

於 94 年 2 月 21 日以（94）灣字第 00000000 號函請臺東縣政府所屬5 

旅遊局（已更名為臺東縣政府觀○○○○○○○○○○○路○段 000○000○0○號6 

土地，再分割成加路蘭段 346 及 346-4 地號土地，將美麗灣公司實際之7 

建築基地（即 346-4 地號土地，面積 9,997 平方公尺）分割出來，經臺8 

東縣政府以「配合開發需要」理由，以 94 年 3 月 8 日府旅企字第9 

0940015147 號函同意辦理土地合併及分割作業，並於 94 年 5 月 2 日完10 

成分割登記，因 346-4 地號土地面積未達 1 公頃經認定免實施環境影響11 

評估，美麗灣公司於 94 年 10 月 7 日取得在上開 346-4 地號土地興建旅12 

館之府城建字第 0947005050 號建造執照後，隨即進行施工。嗣經上訴13 

人即原審原告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下稱台灣環保聯盟）發現上情，乃於14 

96 年 5 月 11 日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第 23 條第 8 項規定，15 

函請臺東縣政府應依同法第 22 條規定，對美麗灣公司裁罰及命其立即16 

停工，因臺東縣政府未依其請求執行，遂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17 

審）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命臺東縣政府執行，經原審 96 年度訴字第18 

647 號判決臺東縣○○○○○○○○○○○○○路○段 000○0○號土地上之一切開發19 

施作工程行為，且臺東縣政府應給付台灣環保聯盟新臺幣（下同）6 萬20 

元後，臺東縣政府及美麗灣公司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 99 年度判字21 

第 403 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嗣經原審 99 年度訴更一字第 822 

號判決臺東縣○○○○○○○○○○○○○路○段 000○0○號（重測後併入富山段23 

459 地號）土地上之一切開發施作工程行為，且臺東縣政府應給付台灣24 

環保聯盟 6 萬元，臺東縣政府及美麗灣公司仍不服，再提起上訴，復經25 

本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51 號判決將前揭原審更一審判決廢棄，發回原26 

審更為審理。嗣經原審 100 年度訴更二字第 36 號判決臺東縣政府應作成27 

命○○○○○○○○○○○○縣○○鄉○路○段 000○0○號（重測後併入富山段 45928 

地號）土地上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且臺東縣政府應給付台灣環保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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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 6 萬元，臺東縣政府及美麗灣公司猶表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本院1 

101 年度裁字第 1888 號裁定駁回其上訴而確定。(二)又美麗灣公司於 942 

年 10 月 7 日取得上開建造執照後，旋於 94 年 10 月 13 日與臺東縣政府3 

簽訂「杉原海水浴場經營案第一次變更投資執行計畫書」，將客房數由 734 

間增為 80 間，基地位置則因土地重新分割，變更為「本基地包含加路蘭5 

段 346 及 346-4 地號等 2 筆土地」，美麗灣公司並於 95 年 9 月 26 日以6 

擴建規劃別墅區增加開發範圍為由，申請開發「美麗灣渡假村新建工程」7 

（下稱系爭開發案，全區開發範圍包括加路蘭段 346 及 346-4 地號土8 

地，面積合計 59,956 平方公尺），並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送審，經臺9 

東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査委員會審査後，於 97 年 6 月 15 日第 5 次審10 

査會議作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結論（下稱 97 年環評結11 

論），臺東縣政府並以 97 年 7 月 22 日府環水字第 0000000000B 號公12 

告之。上訴人等 8 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 98 年度訴字第13 

47 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臺東縣政府及美麗灣公司不服，提起14 

上訴，經本院 101 年度判字第 55 號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其後，美麗15 

灣公司再於 101 年 4 月 20 日申請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臺東縣政府環境16 

影響評估審査委員會於 101 年 12 年 22 日第 7 次會議作成「有條件通過17 

環境影響評估審査」之審査結論，臺東縣政府以 102 年 2 月 1 日府授環18 

水字第 0000000000B 號公告之，林淑玲等 14 人（含本件上訴人林金19 

蒂、鄭萬全、陳藍姆洛、劉炯錫、廖秋娥、賴進龍等 6 人）循序提起行政訴20 

訟，經原審 102 年度訴字第 228 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臺東縣21 

政府 102 年 2 月 1 日府授環水字第 0000000000B 號公告），臺東縣政22 

府不服提起上訴（原判決誤載美麗灣公司亦提起上訴），復經本院 10523 

年度判字第 123 號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三)另美麗灣公司前獲臺東縣24 

政府核發 94 年 10 月 7 日府城建字第 0947005050 號建造執照興建地上25 

5 層地下 1 層之系爭建物，因該建造執照有效期間經過（96 年 8 月 2926 

日）尚未申報完工，經美麗灣公司之申請，臺東縣政府乃再於 99 年 827 

月 11 日核發府城建字第 Z0000000000 號建造執照（下稱原處分28 

一），並於 99 年 9 月 21 日核發府城建字第 Z0000000000 號系爭建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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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使用執照（下稱原處分二）。上訴人即台灣環保聯盟及其他上訴人共 91 

人因上開 97 年環評結論，業經原審 98 年度訴字第 47 號及本院 101 年2 

度判字第 55 號判決撤銷確定，且原審 100 年度訴更二字第 36 號判決臺3 

東縣政府應作成命美麗○○○○○○○○○○縣○○鄉○路○段 000○0○號（重測後4 

併入富山段 459 地號）土地上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亦經本院 1015 

年度裁字第 1888 號裁定駁回臺東縣政府及美麗灣公司之上訴而確定，6 

而認依環評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原處分一及原處分二已失所附麗而為7 

無效，系爭建物屬違章建築應予拆除，乃繕具訴願書經由臺東縣政府向8 

內政部提起訴願，請求確認原處分一及原處分二無效，並請求臺東縣政9 

府應命美麗灣公司於 102 年 1 月 5 日內拆除系爭建物，逾期即強制拆10 

除，臺東縣政府如怠於強制拆除，內政部應代行處理。經內政部 102 年11 

4 月 25 日台內訴字第 1020146534 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台灣環保聯盟及12 

其他上訴人等 8 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聲明：1.(1)先位聲明：確認原處13 

分一及原處分二均無效；(2)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一、原處分二14 

均撤銷。2.被告（即臺東縣政府）應依原告（即台灣環保聯盟及其他上訴15 

人等 8 人）之申請，就系爭建物作成訂定拆除計畫限期拆除之行政處16 

分。經原審於 104 年 9 月 3 日以 102 年度訴字第 252 號判決（下稱原判17 

決）確認原處分一及原處分二均無效，惟原審認為上訴人即原審原告台18 

灣環保聯盟非請求確認原處分一及原處分二均無效之適格原告，亦駁回19 

上訴人其餘之訴，即請求被上訴人即台東縣政府就系爭建物做成訂定拆20 

除計畫限期拆除之行政處分。是以，上訴人即台灣環保聯盟及劉錫、廖秋21 

娥、賴進龍、陳藍姆洛、周蘭妹、林金蒂、鄭萬全、余忠國等人對原判決部22 

分不服，乃提起上訴。 23 

 24 

參、 原審判決未詳査本案當事人之確認利益，而僅以草草幾語的法律解釋駁25 

回本案當事人適格，屬行政訴訟法第 243 條第 2 項第 6 款規定之判決26 

理由不備，當然違背法令，且就此部分合於同法第 259 條第 1 款之規27 

定，係確定之事實，故請求最高行政法院就此部分判決台灣環境保護聯28 

盟有當事人適格。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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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 按行政訴訟法第 6 條之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2 

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3 

益者，不得提起之。」可知當事人是否具備提起確認判決之當事人4 

適格應以是否具備確認利益為判定。次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5 

度訴字第 747 號判決：「確認利益之有無，應就該兩造當事人間的6 

訴訟事件紛爭，有無以確認判決加以解決的必要或可藉由確認判7 

決有效適當的解決，進行判斷，如認必須或得以藉由確認判決解8 

決者，則該原告及被告，即當然具有當事人適格。」可知確認利益9 

之有無應視當事人間就公法上關係之紛爭是否有透過確認判決予10 

以解決的必要性與實效性。倘公法上法律關係不明確，致被當事人11 

法律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有確認利益無庸置疑，惟紛爭有無12 

以確認判決加以解決之必要性及實效性顯非僅以此狹隘的態樣為13 

限。 14 

 15 

二、 査本案，原審法院按「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因非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16 

為可能影響範圍內之當地居民，並無個人權益受損之事實」認定台17 

灣環境保護聯盟與原處分一、二不具有利害關係，進而台灣環境保18 

護聯盟不具有確認利益，判定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不具當事人適格19 

逕予駁回，此利害關係標準於原審判決理由中同樣用來認定其餘20 

八名原告之確認利益，惟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與其於原告不同，非21 

屬自然人而為環保團體，自不具備若其餘八名原告之自然人的個22 

人權益，此原審所未能詳査。次査，本案僅以個人權益維護做為確23 

認利益的衡量恐亦於法不合，確認利益之認定，同前述應以當事24 

人間就公法上關係之紛爭是否有透過確認判決予以解決的必要性25 

與實效性為認定，台灣環境保護雖非先前作成之 97 年環評審査結26 

論處分之利害關係人，惟美麗灣案於社會爭吵多年，環保團體亦27 

多有參與，原審未能顧及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於整體美麗灣事件中28 

所參與之角色，更未能慮及社會整體「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間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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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產生多涉及環保團體的參與角色，允許環保團體如本案當事人1 

進入訴訟，將對於凝聚社會共識有「必要性」，更對於訴訟進行期2 

間當事人數量與共識的凝聚有訴訟經濟上的「實效性」。再査，行政3 

訴訟法立法之意旨，有於行政機關違法時，准許人民以維護公益4 

為目的，不以有個人權益或利益上事項始得提起行政訴訟，此觀5 

行政訴訟法第九條甚明，我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目的本係以權利保6 

護為主，輔以客觀法秩序之維護，即便本案中台灣環境保護聯盟7 

與原處分一、二利害關係不明顯，惟倘佐以公民團體對於環境保護8 

制度及民主制度的督促與健全功能之觀點，實應予以肯認。 9 

 10 

三、 綜上所述，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既應有確認利益，即於此公法上之11 

紛爭有以確認判決加以解決的必要及可藉由確認判決得到有效適12 

當的解決，而當事人參與本件環境發展紛爭為中心的訴訟，係以13 

確認利益之判斷為基礎，並不會放寬訴訟上所有公民團體參與訴14 

訟之適格認定，原審未能著墨於此，故得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不15 

具確認利益之草率結論，其理由並不完備，屬當然違背法令，影16 

響判決結果，應予以廢棄，且有關本案當事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17 

之適格認定係基於原審確定之事實，並未有新增，亦屬已可為裁18 

判，駁回僅係原審理由不備所致，故按行政程序法第 259 條第 119 

款之規定，請求最高法院就此確定事實之部分，自為判決台灣環20 

境保護聯盟具有本案當事人適格。  21 

  22 

肆、 原審判決並未審酌上訴人主張有關水土保持法之聲明部分，雙方當事人23 

皆就此提出攻擊防禦，原審卻未加以審理而僅以建築法規駁回本項請24 

求，即使原審認為本案適用之相關建築法規不能支撐本案當事人公法上25 

權利之主張，惟原告仍可能依水土保持法而得請求被告就系爭建物做成26 

訂定拆除計畫限期拆除之行政處分。是以，原審法院對當事人所提出之27 

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抗辯疏未審理，於是項聲明之審理尚未達可為終局28 

判決程度便以下終局判決，此部分判決理由不備，屬當然違背法令，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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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 1 

 2 

一、  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3 

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4 

定，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5 

査結果一併送核。」同法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違反第 12 條經繼6 

續限期改正而不改正者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按次7 

分別處罰，至改正為止，並令其停工，得沒入其設施及所使用之8 

機具，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所需費用，由經營人、使用人或9 

所有人負擔。」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 31 條之 1 規定：「水10 

土保持規劃書審定後，環境影響評估審査結論認定不應開發，自11 

發生之日，原審定或核定水土保持規劃書、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12 

土保持申報書失其效力，其已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及完工證13 

明書者，一併失其效力。」臺東縣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裁量基準第14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經本府認定山坡地違規工作物有妨礙水15 

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且有立即危險或致生水土流失之虞者，應令水16 

土保持義務人或違規者限期拆除及清除。若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17 

由本府強制拆除及清除完成。」系爭建物為未經通過環境影響評估18 

之山坡地違規建物，並無疑義。有爭議者，係原告是否有得請求國19 

家作為之主觀上公權利，及得提起訴訟之訴訟權能，此其一也；20 

及系爭建物是否有立即危險或致生水土流失之虞，而使得被告之21 

裁量餘地收縮至零，此其二也。 22 

  23 

二、 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理由書第 1 段：「……法律規範保障目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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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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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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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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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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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05-2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環境公益訴訟實務課程 學生模擬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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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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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濟。」水土保持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3 

護，以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4 

用，增進國民福祉，特制定本法。」誠然，如僅以水土保持法第 15 

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以觀，本法似應係為公益所設，而無保障特6 

定人之意旨。惟按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第 35 條第五款規定：「損7 

害田地、房舍、道路、橋樑安全，主管機關得為維護水土保持之需8 

要，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規定執行緊急處理；執行緊9 

急處理時，主管機關應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並於各該主管機關10 

公告處公告之。」至少由本條「田地」、「房舍」等語觀之，得以推知11 

水土保持之目的，不僅係為公益而設，而又有保障特定人生命、身12 

體、財產權益之目的。職是，水土保持計畫既屬有保障特定人意旨13 

之「保護規範」，則當其保護對象之人之法律上權益受到侵害時，14 

自有得請求國家作為之主觀上公權利。 15 

  16 

三、 本案原告劉錫等八人，其為系爭建物 97 年環境影響評估審査結論17 

之利害關係人，已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確定18 

在案。換言之，其為系爭建物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內之當地居19 

民，其個人權益應受保障，已為法院所肯認。而依前開水土保持法20 

第 12 條第 1 項「水土保持計畫與環境影響評估審査結果應一併送21 

核」之規定，可認為水土保持法上系爭建物開發行為之利害關係人22 

判斷，不應與環境影響評估之判斷有異。既然原告是系爭建物環評23 

審査結論之利害關係人，自亦係系爭建物水土保持計畫之利害關24 

係人，本案當事人自有請求國家作為之主觀上公權利，並有得提25 

起訴訟之訴訟權能。 26 

 27 

四、 杉原灣位在整個大都蘭灣最內凹的位置，因此海浪平緩，由陸源28 

而來的沉積物堆積出綿延的沙灘，而在杉原灣的兩岸受到隆起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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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珊瑚礁地形的保護，不僅具有天然消波的功能，同時在水底下1 

提供了造礁珊瑚附著、成長，及形成立體結構的珊瑚礁，吸引各式2 

各樣的魚蝦貝類等生物在此繁延，造就了高生物多樣性與五彩繽3 

紛的珊瑚礁生態系。系爭建物佇立於杉原灣之上，而珊瑚礁的中礁4 

僅距離海岸 80 至 100 公尺。2012 年台灣珊瑚礁總體檢潛水組志5 

工在杉原灣的中礁，系爭建物的正前方，以及刺桐部落南邊的南6 

礁各進行 100 公尺穿越線進行調査，幾乎任何一種象徵珊瑚礁生7 

態系健康的指標性魚類，都不見蹤影，且 2009 年至 2012 年，中8 

礁的活珊瑚覆蓋率從 36%降至 27%。從珊瑚礁迅速地銳減，再加9 

上大量泥沙覆蓋於珊瑚礁上，殊難想像系爭建物對環境傷害未達10 

重大程度，是以被告就拆除系爭建物之裁量餘地已收縮至零，應11 

即拆除。 12 

 13 

伍、 又，原審法院認定：「環評法 22 條並未規定主管機關得命開發單位除去14 

違法開發之結果或回復原狀；而建築法第 25 條、第 73 條第 1 項及違章15 

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及第 6 條等規定，係國家有關建築物建造之管理規16 

定，人民向主管機關檢舉違章建築，係告發性質，僅使主管機關得以實17 

施勘査、認定拆除與否之權限，並未賦予人民得請求主管機關拆除他人18 

違章建築之公法上權利，因此，縱或因他人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之規定19 

建築建築物，且其結果亦足以影響他人。然因人民對於建築法第 25 條規20 

定之遵守結果，所造成他人利益之情形，究屬反射利益。而現行法中，21 

又無法律規定人民於第三人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時，得由可能利益22 

受影響之第三人以主管機關為被告，請求主管機關對於違章之建築物予23 

以拆除之權利。」從而認上訴人之請求為無理由，有違行政訴訟法第 24324 

條第 1 項適用不當，為違背法令，並足以影響判決結果： 25 

  26 

一、 原判決略以，依建築法第 25 條之規定，要求人民興建建築物時，27 

須經主管機關之審査，經許可後發給執照，始得建造或使用或拆28 

除。又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1 項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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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國家關於建築物建造之管理規定，賦予人民向主管機關1 

檢舉違章建築，屬告發之性質，並未賦予人民的請求主管機關拆2 

除他人違章建築之公法上權利，且援引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3 

第 1585 號判決、99 年度裁字第 4 號裁定，認人民遵守建築法第4 

25 條所造成之他人利益為反射利益，且於現行法規中並無賦予第5 

三人就違反該法時，得有可能利益受影隻該他人以主管機關為被6 

告，請求主管機關對於違章建築予以拆除之權利，故認建築法第7 

25 條、建築法第 73 條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等規定，係授權國家對8 

建物管理之規定，非屬授予人民得向主管機關為一定行政行為或9 

請求拆除該違章建物之法律依據。 10 

 11 

二、 惟査，上訴人於原審主張「環評法第 23 條第 8 項及第 9 項規定：12 

『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 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13 

於執行時，受害人民 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14 

面告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 60 日內仍未15 

依法執行者， 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16 

行職務之 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又17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11 條之 1 前段規定：『既存之違章建築影響18 

公共安全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訂定拆除計畫限期拆除。』本件19 

係爭之建築物依原判決認其建造執照(原處分一)、使用執造(原處20 

分二)均無效，故該系爭建築物為既存於山坡地之違章建築，被上21 

訴人為建築主管機關，其疏於上述該違章建築管理辦法之規定，22 

本案上訴人自得依上開環評法第 23 條第 8 項、第 9 項之規定，向23 

被上訴人提起訴願，又因被上訴人未於送達之行使期限內依法執24 

行，是以上訴人得請求法院，就被上訴人怠於執行職務之情形，25 

判令其執行。」之云云，雖建築法及依建築法第 97 條之 2 訂定之26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並未明確指出人民得援引上開法規請求機關作27 

為一定之行政行為，然綜觀建築法規，是否僅為規範行政機關作28 

為一定之權利義務，而非人民得依此請求之公法上權利，難謂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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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說明如下： 1 

 2 

（一） 整部建築法中，亦可從建築法部分條文觀察（如第 67 條、3 

第 69 條之規定中）得出建築法規亦含有保護可得特定之第4 

三人之意旨：「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工程施工方法或施工5 

設備，發生激烈震動或噪音及灰塵散播，有妨礙附近之安6 

全或安寧者，得令其作必要之措施或限制其作業時間。」、7 

「建築物在施工中，鄰接其他建築物施行挖土工程時，對該8 

鄰接建築物應視需要作防護其傾斜或倒壞之措施。挖土深9 

度在一公尺半以上者，其防護措施之設計圖樣及說明書，10 

應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一併送審」、「為維護公共11 

安全，供公眾使用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12 

公眾使用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不符13 

現行規定者，應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或改變其他用14 

途；其申請改善程序、項目、內容及方式等事項之辦法，由15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分別為建築法第 67 條、第 69 條16 

之規定，從上述條文中，可看到第 67 條「有妨礙附近之安17 

全與安寧者」、第 69 條「對該鄰接建築物應視需要作防護其18 

傾斜或倒壞之措施」，皆含有對於建造建物附近、鄰接建物19 

等範圍之特定，又依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裁字 725 號判20 

決「參照司法院釋字第四六九號解釋，係採保護規範說為其21 

理論基礎，査建築法規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22 

公共衛生，故亦有保護近鄰居民之居住環境之作用，其因23 

而所享之利益，自應受法律之保護。」，縱使建築法無明文24 

規定賦予人民有公法上之權利去請求主管機關拆處違章建25 

築物，惟如前所述，可觀之建築法亦含有保護特定區域、26 

特定範圍內之人民之權利之意涵。 27 

  28 

（二） 又， 參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613 號判決：「一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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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是否具有保護特定第三人之規範目的，不能只著眼該1 

法規本身，與該法規相關聯的規範結構及制度性之週邊條2 

件亦應一併納入斟酌，從客觀上理解規範之目的。」及司法3 

院釋字第 385 號解釋：「．．．法律所定之事項若權利義4 

務相關連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衡，5 

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故原審僅就建築法規係6 

爭條文為觀察，未能考量整體建築法規之立法意旨及整體7 

規範結構，未察本案當事人實屬於建築法規所欲保護之可8 

得特定之人，應有公法上之權利得以請求主管機關做成拆9 

除違章建築物之處分，於此部分屬判決適用法規不當，應10 

予以廢棄。 11 

 12 

（三） 且，本案之情形與一般違章建築之情形有別，按違章建築13 

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二條之規定，「本辦法所稱之14 

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15 

築機關之審査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16 

築物」，按此可以得出，處理辦法所欲規範之對象乃應申請17 

建照未申請而建築之建築物，惟査本案之建照乃建築後經18 

法院認定建照無效，非未經申請建照而為建築，此間情形19 

有別。 20 

 21 

次按建築法第 25 及 28 條第 1 款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22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査許可並發給23 

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建造執照指建築物之新24 

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依此二條規定25 

綜合處理辦法之規定，應可得出建築物非經獲得有效之建26 

造執照不得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査建築物而不具建造27 

執照之情形至少有三種，第一種即處理辦法第二條所規定28 

之應申請而未申請，第二種是建造經法院撤銷，第三種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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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建造經法院認定為無效之情形，次査若係違章建築之1 

情形有處理辦法之規定，倘屬本案之情形，則非處理辦法2 

所預設之情形，應而有解釋之需要。 3 

 4 

首先，三種情形於行政機關維護法秩序之需求上應屬第三5 

種（即本案）最為急迫，第一種之情形行政機關常需要經6 

過告發始能得知，且為數眾多之案件中，有輕重緩急之安7 

排，行政機關有裁量權是可以理解的，故有處理辦法之規8 

定，第二、三種情形行政機關既經法院判決建照無效，不9 

能推託不知，且倘係經法院判決撤銷或認定無效之情形，10 

乃法院作為法律第二次適用的機關所為之判定，行政機關11 

基於憲法上機關忠誠義務應予以尊重，並忠實地履行憲法12 

上行政權維護法秩序之義務，此為處理辦法所未設想之情13 

形。再者，經撤銷之行政處分係溯及失其效力，而經法院14 

認定為無效之行政處分則自始不生效力，兩者間仍屬有15 

別，經撤銷之行政處分曾經發生過效力，惟經法院認定為16 

無效之行政處分卻未曾發生過效力，故僅就這二者間，有17 

建築物而建照無效之情形，行政機關維護法秩序之需求更18 

為高，乃因其建築未曾屬合法有效，處分相對人之信賴亦19 

應較為薄弱。 20 

 21 

是以，本案建照經法院認定無效後，其已為建築之部分，22 

行政機關不是僅依處理辦法之規定享有裁量權、人民僅有23 

告發之權，而係行政機關需積極履行其在憲法上負有之義24 

務，基於平等原則與法律之當然解釋，於此較處理辦法中25 

所指違章建築更為嚴重之情形，行政機關自應負有更高程26 

度之義務，於此不應仍享有裁量權限，且倘慮及環境影響27 

評估法對於受影響之人所賦予之環境程序參與權，此處乃28 

行政機關之義務與國家欲保障人民環境參與權之意指疊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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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法院應可就本案認定此項行政機關義務之履行有兼1 

及保護受商業開發行為影響之人之意旨，而本案當事人之2 

請求係有理由。 3 

 4 

三、 本件上訴人是否屬上開引據之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理法所欲保護5 

的對象，以下敘明之：原審法院於判決理由認本件上訴人劉錫、廖6 

秋娥、賴進龍、陳藍姆洛、周蘭妹、林金蒂、鄭萬全及余忠國等八7 

人，既為先前 97 年環評審査結論之利害關係人，又援引最高行政8 

法院 101 年度裁字第 2217 號裁定「...系爭環評審査結論之利害關9 

係人，具當事人適格，得聲請停止執行系爭環評審査結論處分，10 

亦應係後續作成之系爭都審核備處分及建照處分之利害關係人，11 

具當事人適格...」，且認對於開發行為之管制應整體視之，不宜切12 

割，故認上述之上訴人就後續作成之原處分一及原處分二之利害13 

關係人，具當事適格。惟因原審法院就渠等能否請求機關作成拆除14 

系爭建築物之處分，原審認相關之建築法規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15 

皆不為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故認上開上訴人之請求無效，然如16 

前所述，上訴人主張之上開保護規範理論，渠等上訴人為環評審17 

査結論之利害關係人，又為請求確認係爭建築物之建造執照、使用18 

執照之利害關係人，若納入保護規範理論視之，系爭建築物之整19 

體開發行為及其存無，亦會影響本件上訴人之個人利益，故為保20 

障渠等利益，上開之本件上訴人自應為利害關係人，自屬無疑。 21 

 22 

四、 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建築物作成訂定拆除23 

計畫限期拆除之行政處分，據以保護規範理論，應認建築法、違章24 

建築物處理辦法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且本件之上訴人皆為係爭25 

建築物開發行為之利害關係人，故應據此保護規範所及，是以，26 

原審認為上訴人無公法上之權利，故不得依違章建築物處理辦法27 

第 11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作為一定之行為，實屬適28 

用不當，應當廢棄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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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陸、 綜合上述，應認原判決適用法規有所不當，因此提起本件上訴，請求廢2 

棄原判決改判如上訴聲明所示。 3 

 4 

 5 

   

 

 

此 致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轉送 

最高行政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3 月 2 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