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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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1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834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世杰等 16 人，鑒於憲法訴訟法新制於一百十一年
一月四日施行，有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採取法庭化、訴訟
化、裁判化之方式審理案件，爰擬具「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憲法訴訟法已就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予以明定，爰修正本法有關行政法院聲請大法官
解釋及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條文。（修正條文第一百七十八條之一）
二、配合修正用語，是與憲法訴訟法一致。（修正條文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二十六）
三、配合憲法訴訟法施行，就聲請人提起再審之訴、不變期間之起算及排除計入等，為相應之
修正。（修正條文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百七十六條）

提案人：黃世杰
連署人：羅致政

林俊憲

何志偉

蔡易餘

蘇巧慧

劉世芳

邱泰源

劉建國

江永昌

洪申翰

郭國文

賴瑞隆

陳亭妃

林昶佐

賴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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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一百七十八條之一

行政法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百七十八條之一

行政法

因應憲法訴訟法於一百十一年

院就其受理事件，對所應適
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聲請

院就其受理事件，對所適用
之法律，確信有牴觸憲法之

一月四日施行，該法第五十五
條已就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

憲法法庭判決宣告違憲者，
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

查之要件予以明定，爰配合修
正本條規定。另依憲法訴訟法

前項情形，行政法院應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第五十七條規定，行政法院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而裁定停止
訴訟程序時，應附以聲請書為
裁定之一部，自屬當然。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二十六 都
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已經訴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二十六 都
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已經訴

訟繫屬尚未終結，同一都市
計畫經聲請憲法法庭判決宣

訟繫屬尚未終結，同一都市
計畫經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

告違憲者，高等行政法院在
憲法法庭審理程序終結前，

釋者，高等行政法院在解釋
程序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

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訴訟程序。

第二百七十三條

第二百七十三條

語，使與憲法訴訟法一致。

有下列各款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二、因應憲法訴訟法於一百十
一年一月四日施行，憲法法

。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
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

。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
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

庭就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
法規範，依當事人之聲請判

者，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者，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決為牴觸憲法，其聲請人亦
得提起再審之訴，爰修正第

二、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
盾。

二、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
盾。

二項，並將原條文文字「法
律或命令」配合調整為「法

三、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

三、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

規範」，使與憲法訴訟法一
致。至於憲法法庭如依憲法

四、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
法官參與裁判。

四、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
法官參與裁判。

訴訟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宣告
該確定終局裁判違憲，並廢

五、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
代理或代表。

五、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
代理或代表。

棄之，發回管轄法院時，自
無提起再審之訴之必要。

六、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
，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

六、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
，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

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部分，依司法院釋字第一八

。但他造已承認其訴訟程
序者，不在此限。

。但他造已承認其訴訟程
序者，不在此限。

八號解釋意旨及憲法訴訟法
第八十八條規定，經司法院

七、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
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

七、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
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

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未違背
法令之本旨時，即屬適用法

之罪。

有下列各款

因應憲法訴訟法於一百十一年
一月四日施行，願配合修正用

之罪。

規顯有錯誤，應許當事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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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當事人之代理人、代表
人、管理人或他造或其代

八、當事人之代理人、代表
人、管理人或他造或其代

以為再審之理由，依法定程
序請求救濟。憲法法庭統一

理人、代表人、管理人關
於該訴訟有刑事上應罰之

理人、代表人、管理人關
於該訴訟有刑事上應罰之

見解之裁判，包括判決及應
附具理由之實體裁定（憲法

行為，影響於判決。
九、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

行為，影響於判決。
九、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

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參照）。
又聲請人之範圍，亦包括司

造或變造。
十、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

造或變造。
十、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

法院釋字第六八六號、第七
二五號及第七四一號等解釋

為判決基礎之證言、鑑定
或通譯為虛偽陳述。

為判決基礎之證言、鑑定
或通譯為虛偽陳述。

所指之聲請人，附此敘明。

十一、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
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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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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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
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

或和解或得使用該判決或
和解。

或和解或得使用該判決或
和解。

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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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之裁判為限。

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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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
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

。

。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

法規範，經憲法法庭判決宣
告違憲，或適用法規範所表

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
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

示之見解，與憲法法庭統一
見解之裁判有異者，其聲請

觸憲法者，其聲請人亦得提
起再審之訴。

人亦得提起再審之訴。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款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款
情形，以宣告有罪之判決已

情形，以宣告有罪之判決已
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

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
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

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
限，得提起再審之訴。

限，得提起再審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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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
及第五項未修正。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

二、為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
，參考公務員懲戒法第八十

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
，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

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
，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

六條第一項及法官法第六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並配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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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
自知悉時起算。

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
自知悉時起算。

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修正條
文文字，爰修正第三項。

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
項提起再審之訴者，第一項

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
項提起再審之訴者，第一項

三、參考司法院釋字第八○○
號解釋意旨，以及憲法訴訟

期間自裁判送達之翌日起算
。

期間自解釋公布當日起算。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

法第九十一條第三項立法模
式，使聲請案件繫屬之日起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
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

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
起。但以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至裁判送達聲請人之日止，
不計入本條第四項「五年」

起。但以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十

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十
二款情形為再審之理由者，

期間。將大法官審理案件之
期間，排除與人民得聲請再

二款情形為再審之理由者，
不在此限。

不在此限。
對於再審確定判決不服

審之不變期間，使其訴訟權
獲得實質保障，爰增訂第六

對於再審確定判決不服
，復提起再審之訴者，前項

，復提起再審之訴者，前項
所定期間，自原判決確定時

項規定。

所定期間，自原判決確定時
起算。但再審之訴有理由者

起算。但再審之訴有理由者
，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

，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
。

。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
之情形，自聲請案件繫屬之
日起至裁判送達聲請人之日
止，不計入第四項所定期間
。

委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