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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7 司法人員四等考試試題(法警) 

科目：行政法概要 

一、A 醫院與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間，訂有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契約（下稱特約），A 醫院所

屬外科主治醫師與病人共謀，以偽造資料申報多筆醫療費用，

健保署因而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

（下稱管理辦法）第 39條規定，停止 A醫院外科（含門診、住

院）醫療業務特約 2 個月，涉案醫師於停止特約期間，對保險

對象提供之醫療服務，不予支付。試問：A 醫院與健保署之特

約，法律性質為何？健保署對 A 醫院外科（含門診、住院）醫

療業務停止特約 2 個月，對涉案醫師於停止特約期間，對保險

對象提供之醫療服務不予支付之行為，法律性質為何？又健保

署以管理辦法為停約與不予支付之行為，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 

參考法條：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6 條第 1 項：「醫事服務機構得申請保險人同意特約為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申請特約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事服務機構種類與

申請特約之資格、程序、審查基準、不予特約之條件、違約之處理及其他有

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9 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但於特約

醫院，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

住院業務，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 

一、以保險對象之名義，申報非保險對象之醫療費用。 

二、以提供保險對象非治療需要之藥品、營養品或其他物品之方式，登錄就

醫並申報醫療費用。 

三、未診治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紀錄，虛報醫療費用。 

四、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 

五、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之人員，為保險對象執行醫療業務，

申報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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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特約法律性質為行政契約： 

1.依行政程序法第 135 條規定，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

更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者，不在此限。準

此，行政契約係指行政主體、行政機關間及行政主體與人民所締

結為發生、變更或消滅行政法上法律關係之契約。 

2.依釋字第 533 號理由書意旨，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

攸關全體國民福祉至鉅，具公法之性質。健保署與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締結之合約，既係由一方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就醫之保險

對象醫療服務，而由健保署支付其核定之醫療費用為主要內容，

以達成促進國民健康、增進公共利益之行政目的。 

3.綜上，健保署為貫徹行政目的，除得為履約必要指導外，並得對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A 醫院處以停約、罰鍰等權限，享有優勢之地

位，具有行政契約之性質。 

(二)健保署不予支付之行為，法律性質為行政處分： 

1.健保署對於 A 醫院所為之「停止特約、不予支付之行為」，其法

律性質容有爭議： 

(1)附隨於行政契約之後續效果說： 

依行政行為形式併用禁止原則，係指行政機關一旦採取行政契

約為行政行為之手段後，即不得併用行政處分形式，而設定、

變更或消滅同一法律關係。故健保署係依據行政契約內容規定

通知停止 A 醫院之特約關係，而不予以支付。 

(2)行政處分說： 

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

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故健保署停約並不予支付

者，對違約之 A 醫院具有規制之法律效果，屬不利益之行政處

分。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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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上，健保署對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A 醫院處以停約、不予支付之

行為，乃係為貫徹行政目的，本於行政機關之優勢地位針對違約

具體事件所為之對外具規制效力之單方行為，核屬行政處分，最

高行政法院 95 年 7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亦同此旨。 

(三)健保署以管理辦法為停約與不予支付之行為，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 

1.依釋字第 753 號理由書意旨，全民健保特約內容涉及全民健保制

度能否健全運作者，攸關國家能否提供完善之醫療服務，以增進

全體國民健康，事涉憲法對全民生存權與健康權之保障，屬公共

利益之重大事項，應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2.又依釋字第 443 號理由書意旨，給付行政如涉及公共利益重大事

項者，應以法律加以規定，或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命令加以補充，

惟其授權意旨須具體明確。至於授權是否具體明確，並非拘泥於

特定法條之文字，須就授權母法整體關聯意義加以判斷。 

3.依上開釋字意旨，關於健保制度的規範密度應由法律或法律具體

明確授權命令為之，故健保署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6 條第 1 項

規定，醫事服務機構得申請保險人同意特約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得申請特約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事服務機構種類與申請特約

之資格、程序、審查基準、不予特約之條件、違約之處理及其他

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4.綜上，母法即已授權主管機關就上開事項得以法規命令為之，則

健保署以該管理辦法為停約與不予支付之行為者，與法律保留原

則無違。 

二、甲乙為夫妻，自民國 102 年 3 月 1 日起向 T 市政府申請核定為

低收入戶，並自該月起，每月受領生活扶助費用，惟 T 市政府

社會局承辦人員於 107年 7月 15日審核案件時，始發現甲與乙

於 103 年 4 月 1 日已經離婚。但甲與乙並未主動向主管機關申

報此一變動，經個別計算，兩人均不符合低收入戶之標準，T

市政府社會局因而發函要求甲、乙返還自 103 年 4 月 1 日溢領

之生活扶助費用，甲與乙均主張適用信賴保護原則，生活扶助

費用已經使用完畢，主張 T 市政府社會局不得以發函方式向其

請求返還，是否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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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乙主張 T 市政府社會局不得以發函方式請求返還，無理由： 

1.對於行政機關之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實現，行政機關得

否逕行以下命處分命人民返還，並得以該行政處分作為嗣後行政

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此涉及學理所謂「反面理論」之容許性爭

議，以下分述之： 

(1)肯定說： 

行政機關於符合法律規定之情形下，得採用行政處分之行為方

式，無須有法律授權，即得命受益人返還其所受利益。蓋法律

保留原則之射程範圍僅及於處分之內容，而不及於行政行為之

授權要求。 

(2)否定說： 

行政機關追償公法上不當得利之途徑，除非另有法律對於行為

形式之授權，否則須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8 條一般給付之訴請求

受益人返還所受利益，並僅就其受利益之範圍準用民法不當得

利之規定。蓋法律保留原則亦適用於行政行為之形式，行政機

關對人民有請求權之實體法上依據，不能直接作為其有作成行

政處分命給付之法律基礎。 

2.惟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第 3 項業已明定，行政機關依前二項規定

請求返還時，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

返還之，即屬「反面理論」之明文化，行政機關自得依此規定發

函請求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故甲、乙主張無理由。 

(二)甲、乙主張信賴保護，無理由： 

1.依行政程序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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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 

(2)受益人無第一百一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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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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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以，人民於符合信賴保護之要件，基於信賴國家之行政行為，

並據以為特定行為，且其信賴值得受保護，方得主張不得撤銷授

益處分。 

3.又依行政程序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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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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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3)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4.簡言之，信賴保護之要件有三：信賴基礎、信賴表現、信賴值得

受保護，其中「信賴值得保護之要件」係排除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所定事由。 

5.綜上，甲、乙離婚後並未主動向主管機關申報此一變動，經個別

計算不符低收入戶資格而持續受領津貼，核屬以不作為詐欺方式，

或對重要事項不為完全陳述，致行政機關依該資料而作成授益處

分，其信賴不值得保護，而不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 

三、甲於 A 市住宅區擁有二間套房，分別出租予乙與丙，並於租賃

契約約定不得從事違法事務。不料乙、丙卻於套房經營非法性

交易之按摩店，乙被 A 市警察局查獲後，A 市警察局除依據刑

法妨害風化罪嫌移送乙之外，並將案件移送 A 市都市發展局。

A 市都市發展局認定乙違規事實明確，嚴重影響住宅區安寧，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一方面裁罰乙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並立即將該套房斷水斷電，同時發函給甲，要求甲

禁止承租人乙繼續於套房中，從事違法性交易活動。甲、乙均

不服，甲主張自己只是將房屋出租，並未違法，提起訴願請求

撤銷上述函文。乙則主張，檢察官對於經營按摩店之妨害風化

案件仍在調查階段，A 市都市發展局自不得先裁罰，且縱然認

為乙確實違法，乙之違法情節亦屬輕微，不應裁處最高額罰鍰。

又乙提出不服聲明後，應即產生暫時停止執行斷水斷電措施之

效力，A 市應即恢復供水供電；另主張丙亦違法，卻未遭受任

何處罰，不符合平等原則。試問甲、乙之主張是否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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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

事建造、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

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不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

原狀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

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一)甲之主張，有理由，分述如下： 

1.甲主張僅係將房屋出租，並未違法，提起訴願請求撤銷「禁止承

租人乙繼續於套房中，從事違法性交易活動」函文，涉及違反行

政法義務，「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競合之處罰順序，分述

如下： 

(1)行為責任，係指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乙於套房經營非

法性交易之按摩店，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項「建築物之

使用」規定，乃行為責任人。 

(2)狀態責任，係指對於「物」之狀態享有管理、處分之能力，有

效防止危害之繼續擴大。甲為套房之所有權人，對物之使用狀

態享有管理、處分權，得有效防止危害之擴大，乃狀態責任人。 

(3)依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

用或恢復原狀。賦予主管機關得選擇「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處罰之裁量權限。 

(4)則實務見解認為，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若處罰行為

人足以達成目的，即毋須對狀態責任人處罰，以處罰行為人優

先（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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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上，依實務見解意旨，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優先處

罰行為責任人，故應先裁處乙，如不足達成目的，始得例外課以

甲「禁止承租人乙繼續於套房中，從事違法性交易活動」之狀態

責任，以除去違法狀態。 

(二)乙之主張，分述如下： 

1.檢察官對於經營按摩店之妨害風化案件仍在調查階段，A 市都市

發展局不得先裁罰，有理由： 

(1)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

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

處之。 

(2)行政罰與刑事罰為量之差異，基於法治國原則之一行為不二罰，

刑罰之懲罰作用相較於行政罰足資警惕，故應優先適用刑事程

序，且法院依刑事法律處罰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3)依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 582 號判決意旨，一行為同時觸犯

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行政機關得否科以與刑罰

相類之行政處罰，端視該行為之刑事訴追或審判程序終局結果

而定，在刑事審判程序尚未終局確定前，行政機關自不得逕予

裁罰。 

(4)故行政機關若於刑事責任尚未確定前，即已裁罰，違反行政罰

法第 26 條第 1項規定，該裁罰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行政處分，

應予撤銷，又若日後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況時，

亦得另行裁處之。 

2.乙之違法情節亦屬輕微，不應裁處最高額罰鍰，有理由： 

(1)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

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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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又依行政程序法第 10 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

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3)再依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

使用或恢復原狀。 

(4)上開規定賦予行政機關裁罰之裁量權限，惟須針對具體個案為

合義務之裁量，然 A 市都市發展局漏未斟酌個案違法情節之輕

微性，逕行裁處罰法定罰鍰最高額顯有失當，故乙主張「違法

情節輕，不應裁處最高額罰鍰」有理由。 

3.乙提出不服聲明後，應即產生暫時停止執行斷水斷電措施之效力，

A 市應即恢復供水供電，無理由： 

(1)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3項規定，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得依

職權或申請停止之。核其意旨，乃在於行政執行貴在迅速，以

「不停止執行」為原則，避免假借聲明異議拖延執行程序。 

(2)本題，乙縱聲明異議申請停止執行，惟行政執行程序不因聲明

異議而停止，如未得執行機關依職權停止執行，以不停止執行

為原則，故乙主張「聲明異議產生暫時停止執行斷水斷電措施

之效力」無理由。 

4.乙主張丙亦違法，卻未遭受任何處罰，不符合平等原則，無理由： 

(1)依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規定，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

差別待遇。平等原則乃指行政機關對於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

不同事務應為不同處理，此即所謂「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

之實質平等，並基於長久慣行之行政慣例而衍生「行政自我拘

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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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不法行為」得否主張平等，非無疑問。惟「行政自我拘束

原則」須以「合法」行政慣例存在為前提，且依行政程序法第

10 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

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僅賦予人民有請求行政機關為合

義務之裁量，不得請求再次為不法之行政行為，而無「不法平

等」之適用。故乙主張丙亦違法，卻未遭受任何處罰，不符合

平等原則，無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