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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2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189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鑑於當代良善行政的趨勢，現今行政及立
法於法安定性與人民權益保障間，已日漸向後者趨進，為求
更妥適、平等保障人民權益，不致因公法上救濟程序不同而
受差別對待，應使行政訴訟之再審聲請人於發現前訴訟程序
後始作成或存在之證據時，亦得聲請再審；另，為強化釋憲
聲請人對維護憲法之貢獻，使該等聲請人不致因再審的期間
限制，而失去權利獲得實質保障的機會，爰擬具「行政訴訟
法第二百七十三條及第二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按最高行政法院主要見解，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再審事由所謂「發
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該項證物於前訴訟程序終結前即已存在，而為
再審原告所不知悉，或雖知其存在而不能使用，現始知其存在，或得使用者而言，並不包
括前訴訟程序終結後始作成之文件。惟若欲擴大對人民權益保障，應參酌是否如刑事訴訟
法於民國（以下同）104 年修正，使聲請人發現前訴訟程序後始作成或存在之證據，亦得作
為聲請行政訴訟再審事由。
二、另按法務部於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27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台灣
民眾黨黨團擬具「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所出具之書面報告，贊同擴
大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新證據」之範圍，不應限於作成行政處分時已存在者為限
。可知，於法安定性與人民權益保障間，當代行政及立法已日漸向後者趨進，惟現行司法
實務運作，對於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確定之案件，如有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應依再
審程序謀求救濟，並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程序重開規定，進而若前揭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修正草案完成三讀，將致使尋求不同救濟途逕之人民，於所能申／聲
請救濟之「新證據」範圍即有所不同。為求更妥適、平等保障人民權益，不致因救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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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受差別對待，爰新增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四項，於人民依第一項第十三款
提起再審之訴，該款之證物不以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者為限。
三、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七二五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及第一八五號解
釋，就本院宣告法令違憲且立即失效者，已使聲請人得以請求再審或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
訴等法定程序，對其原因案件循求個案救濟，以保障聲請人之權益，並肯定其對維護憲法
之貢獻。」惟就釋憲實務觀察，以釋字第七二五號解釋之原因案件為例，即有兩組聲請人
之原因案件逾越五年之再審期間，而無法獲得救濟。就此，陳新民前大法官於同號解釋部
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指出：「人民聲請釋憲且獲得有利釋憲結果後，不應為僵硬再審
期間所束縛。按再審期間儘管為除斥期間，卻仍是立法產物，可以根據不同訴訟標的與性
質，作出不同的認定。再審期間並非具有不可透過立法變更，延長或停止進行的神聖性。
」
四、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行政訴訟
法第一條參照），本即以保障人民權益為主要目的，亦常是人民於公法上爭議之最後救濟
管道，若有釋憲聲請人獲得有利釋憲結果，卻因逾越期間而無法聲請再審救濟，實難謂為
衡平。依已總統公布並將於民國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規定，對於人民
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聲請釋憲，定有應在收到
確定裁判後六個月內提起釋憲聲請之限制，已可避免聲請人臨屆期限始倉促聲請，而導致
原因案件的不當擴張。因此，基於強化人民權利保障，並考量釋憲聲請人對維護憲法之貢
獻，以及憲法訴訟法已就釋憲聲請期間加以限制，已足維持作為原因案件享有特別救濟機
會之正當性，則不應使該等聲請人因再審期間限制，而失去權利獲得實質保障的機會，爰
將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提起再審之訴者，比照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
款或第十二款情形為再審之理由者，新增納入本法條第四項但書，排除提起再審之五年期
間限制。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賴香伶 張其祿
邱臣遠 蔡壁如

委 184

高虹安

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及第二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百七十三條 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
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
者，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二、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

第二百七十三條 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
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
者，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二、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

一、本項新增。
二、按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度
判字第 539 號判決意旨：「
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
第一項第十三款所謂『發見
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
證物』，係指該項證物於前
訴訟程序終結前即已存在，

盾。
三、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
四、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
法官參與裁判。
五、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
代理或代表。
六、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
，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
。但他造已承認其訴訟程
序者，不在此限。
七、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

盾。
三、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
四、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
法官參與裁判。
五、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
代理或代表。
六、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
，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
。但他造已承認其訴訟程
序者，不在此限。
七、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

而為再審原告所不知悉，或
雖知其存在而不能使用，現
始知其存在，或得使用者而
言，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
利裁判者為限。反之，倘屬
前訴訟程序終結後始作成之
文件，即非現始發見之證物
，自不得據以提起再審之訴
。」此為最高行政法院所採
之長期穩定見解。
三、另按法務部於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司法及法制

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
之罪。
八、當事人之代理人、代表
人、管理人或他造或其代
理人、代表人、管理人關
於該訴訟有刑事上應罰之
行為，影響於判決。
九、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
造或變造。
十、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
為判決基礎之證言、鑑定
或通譯為虛偽陳述。

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
之罪。
八、當事人之代理人、代表
人、管理人或他造或其代
理人、代表人、管理人關
於該訴訟有刑事上應罰之
行為，影響於判決。
九、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
造或變造。
十、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
為判決基礎之證言、鑑定
或通譯為虛偽陳述。

委員會第 27 次全體委員會
議，審查民眾黨黨團擬具「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所出具之書
面報告要旨：「而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之行
政程序重新進行，與訴訟程
序之再審，其目的並無不同
。爰本部對於民眾黨黨團提
案修正增訂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敬
表贊同。」可知，於法安定

十一、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
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
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
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
十二、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
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

十一、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
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
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
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
十二、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
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

性與人民權益保障間，當代
行政及立法已日漸向後者趨
進。
四、復依法務部法律字第
10203506300 號函釋要旨：
「復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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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和解或得使用該判決或

或和解或得使用該判決或

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和解。
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
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

和解。
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
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

『……。』上開所稱『行政
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係指行政處分因法定救
濟期間經過，不能再以通常

益之裁判為限。
十四、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
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
。

益之裁判為限。
十四、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
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
。

之救濟途逕加以撤銷或變更
，而發生形式確定力而言，
倘已踐行通常之救濟途逕，
並經行政法院實體確定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
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
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
觸憲法者，其聲請人亦得提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
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
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
觸憲法者，其聲請人亦得提

予以維持之行政處分，處分
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可依再
審程序謀求救濟，故無本條
所定行政程序再開之適用（

起再審之訴。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款
情形，以宣告有罪之判決已
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

起再審之訴。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款
情形，以宣告有罪之判決已
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

本部 101 年 9 月 11 日法律
字 第 10103106420 號 、 97
年 6 月 16 日 法 律 字 第
0970016884 號 函 參 照 ） 。

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
限，得提起再審之訴。
人民依第一項第十三款
提起再審之訴，該款之證物

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
限，得提起再審之訴。

」此一見解雖非學界通說，
惟仍為部分司法實務所採，
進而若前揭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二十八條修正草案完成三

不以前訴訟程序已存在者為
限。

讀，將致使尋求不同救濟途
逕之人民，於所能申／聲請
救濟之「新證據」範圍即有
所不同。
五、綜上，為求更妥適、平等
保障人民權益，不致因救濟
程序不同而受差別對待，爰
新增第四項，於人民依第一
項第十三款提起再審之訴，
該款之證物不以該訴訟言詞
辯論終結前已存在者為限。

第二百七十六條 再審之訴應
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

第二百七十六條 再審之訴應
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

一、本項新增。
二、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七
二五號解釋理由書意旨：「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
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
，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
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
自知悉時起算。
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
項提起再審之訴者，第一項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
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
，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
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
自知悉時起算。
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
項提起再審之訴者，第一項

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及第一
八五號解釋，就本院宣告法
令違憲且立即失效者，已使
聲請人得以請求再審或檢察
總長提起非常上訴等法定程
序，對其原因案件循求個案
救濟，以保障聲請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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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自解釋公布當日起算。

期間自解釋公布當日起算。

，並肯定其對維護憲法之貢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
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
起。但以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第五款、第六款、第十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
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
起。但以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十

獻。」惟就釋憲實務觀察，
以釋字第七二五號解釋之原
因案件為例，即有兩組聲請
人之原因案件逾越五年之再

二款或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
項情形為再審之理由者，不
在此限。
對於再審確定判決不服

二款情形為再審之理由者，
不在此限。
對於再審確定判決不服
，復提起再審之訴者，前項

審期間，而無法獲得救濟。
就此，陳新民前大法官於同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
意見書指出：「人民聲請釋

，復提起再審之訴者，前項
所定期間，自原判決確定時
起算。但再審之訴有理由者
，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

所定期間，自原判決確定時
起算。但再審之訴有理由者
，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
。

憲且獲得有利釋憲結果後，
不應為僵硬再審期間所束縛
。按再審期間儘管為除斥期
間，卻仍是立法產物，可以

。

根據不同訴訟標的與性質，
作出不同的認定。再審期間
並非具有不可透過立法變更
，延長或停止進行的神聖性
。」
三、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
，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
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
行政訴訟法第一條參照），
本即以保障人民權益為主要
目的，亦常是人民於公法上
爭議之最後救濟管道，若有
釋憲聲請人獲得有利釋憲結
果，卻因逾越期間而無法聲
請再審救濟，實難謂為衡平
。鑑於已經總統公布並將於
民國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之
憲法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規定
，對於人民受不利確定終局
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
判，認有牴觸憲法者聲請釋
憲，定有應在收到確定裁判
後六個月內提起釋憲聲請之
限制，已可避免聲請人臨屆
期限始倉促聲請，而導致原
因案件的不當擴張。
五、綜上，基於強化人民權利
保障，並考量釋憲聲請人對
維護憲法之貢獻，以及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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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已就釋憲聲請期間加
以限制，已足維持作為原因
案件享有特別救濟機會之正
當性，則不應使該等聲請人
因再審期間限制，而失去權
利獲得實質保障的機會，爰
將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
提起再審之訴者，比照以第
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或第十二款情形為
再審之理由者，新增納入本
法條第四項但書，排除五年
再審期間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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