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法訊特搜 月旦法學雜誌（No.199）2011.12 250 

最新法訊特搜

實務選編 

詳細內容請參見《月旦釋讀文摘》，第14期，2011年12月，51頁起。 

 公法類 

釋字第六九○號 
【要旨】人身自由之法官保留 
【關鍵詞】 人身自由、法律保留、法官

保留、正當法律程序、強制

隔離 
說明 

本號解釋認為疫情的防治貴必須

能迅速處理，而應尊重醫療及公衛領域

之專業，而強制隔離措施目的在於保護

人民生命身體健康，與刑事處罰之本質

並不相同，而無需遵守與刑事審判程序

同等之正當法律程序；再者，若允許法

官對於「強制隔離」處分有審查權限，

可能造成防疫工作之時機有所貽誤。因

此，舊傳染病防治法第三七條第一項規

定無須經法官審理即得剝奪人身自由

並不違憲。 

 
 最高行政法院一百年度裁字 

第一二六一號裁定 
【要旨】訴訟權能之判斷 

【關鍵詞】 訴訟權能／權利救濟 

說明 
事實上，「行政處分」之觀念，在

我國現行法制基礎下，基本上只是一個

「讓行政作為能受司法審查」的功能

性、技術性概念而已，是「工具」之特

質，不應成為阻礙人民尋求司法救濟之

說理幌子。真正該關心的是，起訴者有

無主觀公權利存在，以及其尋求之救濟

手段是否符合法規範之體系規劃。行政

法院對行政訴訟有無審判權之實體判

斷，其重點只在：「人民之公法上權利

有無受到行政措施的違法侵害，以及救

濟手段是否有效率」而已。 

 
延伸閱讀 

‧李建良，行政法：第十二講──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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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權利的概念、理論與運用，月旦法

學教室，99期，2011年1月，20-40頁。 

 

最高行政法院一百年度裁字 
第一二五七號裁定 

【要旨】 不良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之法律性質、消滅時效與停止

執行 
【關鍵詞】 政府採購法／刊登公報／ 

拒絕往來廠商／消滅時效 

說明 
機關為刊登公報之行為，係屬公法

上之權利行使，應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

第一三一條規定，其時效為五年，且應

自廠商構成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一

項第四款及第一○一條第一項第四款

之事由，並為機關可得知悉時起算。 

延伸閱讀 
‧林三欽，行政程序法上「消滅時效制

度」之研究──兼論「行政執行期間」

與「退稅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之相

關問題，東吳公法論叢，2期，2009

年4月，433-474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百年度 
訴字第一五六號判決 

【要旨】公職人員利益迴避之認定 

【關鍵詞】 利益衝突迴避／監督體系

／監督／權限 

說明 
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第九條

所稱之「監督」，是否限於透過「權限」、

「管轄」與「職權」之解釋，並界定為

「對下級機關得行使下命、核決、撤銷

等職權並拘束下級機關，且對其職權之

行使負責者」，符合此一概念之範圍﹙即

合目的性監督﹚，始能謂該公職人員對

於下級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易

行為有監督權責？ 

延伸閱讀 
‧陳愛娥，公務員之操守與利益迴避的

現代問題，月旦法學雜誌，18期，1996

年11月，6-12頁。 

 

訴字第七三九號判決 
【要旨】環境公民訴訟之訴訟類型 

【關鍵詞】公益訴訟／環境公民訴訟 

說明 
公益訴訟應依第九條但書所指法

律之特別規定，按其性質之不同，分別

準用撤銷、確認或給付訴訟有關規定。

而環評法第二三條第八、九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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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

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六十日

內仍未依法執行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

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行職

務之行為，直接向行政法院提起訴訟，

請求判令其執行。」是否為「法律之特

別規定」？若是，則此種訴訟之訴訟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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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為何？ 

延伸閱讀 
1. 李建良，行政訴訟法實務十年掠影

（二○○○年～二○一○年），月旦

法學雜誌，182期，2010年7月，19-62

頁。 

2. 傅玲靜，公民訴訟、公益訴訟、民眾

訴訟？⎯⎯環境法上公民訴訟之性

質，月旦法學教室，77期，2009年3

月，28-29頁。 

 民事法類  

 最高法院一百年度第三次 
民事庭會議決議 

【要旨】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交易 

【關鍵詞】 監察人、自我交易、公司治理 

說明 
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進行交易

時，究竟僅有代表公司之權限，抑或就

該交易事項有實質決策權限？公司原

本的業務執行機關董事會是否就該事

項無置喙餘地？此問題涉及公司內部

權限分配與自我交易利益衝突的防

免。最高法院決議將此權限交由監察人

行使，認其代表公司為法律行為前無須

經過董事會決議，有實質決策權能，係

基於避免利益衝突之立場。惟討論案中

之乙說則著眼於董事會與監察人之功

能角色不同與責任歸屬之觀點，認為監

察人僅如董事長具備對外代表權，該交

易仍須經過董事會決議，亦值參考。 

延伸閱讀 
‧ 黃銘傑，未經監察人代表公司所為董

事與公司間交易之效力──評最高

法院九十八年台上字第二○五○號

判決，月旦裁判時報，6期，2010年

12月，77-85頁。 

 

最高法院一百年度台上字 
第二號判決 

【要旨】 解除契約之回復原狀與不當
得利 

【關鍵詞】 附隨義務、回復原狀、 

不當得利 
說明 

最高法院於本案中表明三項法律

見解。其一為附隨義務之違反，雖然債

權人原則上僅得請求損害賠償，但倘為

與給付目的相關之附隨義務之違反，足

以影響契約目的之達成，使債權人無法

實現其訂立契約之利益，則與違反主給

付義務無異，亦應賦予債權人契約解除

權。其二為解除契約之效力為溯及失

效，此為最高法院一貫見解，惟亦有學

說認為契約解除後僅其內容變為清算

關係，契約並未溯及消滅。其三為解除

契約後之民法二五九條回復原狀請求

權與不當得利請求權之關係，此為採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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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失效說須處理之問題，最高法院認為

受損害者倘捨解除契約後回復原狀請

求權而行使不當得利請求權，應非法所

不許，債權人可以擇一行使。

 刑事法類  

 最高法院一百年度第四次 
刑事庭會議 

【要旨】修正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之相關問題 

說明 
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訴訟法

第一六一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

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

明之方法。」即由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

任；又修法後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

義，遂於同法第一六三條規定：「當事

人、代理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

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

人、鑑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不

當者外，不得禁止之。（第一項）法院

為發見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

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利益有重

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第

二項）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應予當

事人、代理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

見之機會。（第三項）」 

本決議認為法院依照刑事訴訟法

第一六三條，原則上不主動調查證據，

僅限縮於：(1)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

或輔佐人聲請調查證據而客觀上認為

有必要；(2)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

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

查之證據。始有調查證據之義務。即本決

議認為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三條第二項本

文之情形非屬法院調查證據之義務。 

又刑事訴訟法第三七九條第十款

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

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

令。」係指法院應具有調查證據義務之

證據，惟法院並未予以調查而言，即(1)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

調查證據而客觀上認為有必要；(2)於公

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

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證據，

若違反此兩種情形始有判決當然違背

法令之適用。而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三條

第二項本文：「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

職權調查證據。」之情形，縱檢察官未

盡實質舉證責任，仍不得以法院未主動

調查某項證據，而指摘有判決當然違背

法令（刑事訴訟法三七九）之情形。 

延伸閱讀 
‧ 黃惠婷，無罪推定原則之探討，月  

旦法學教室，50期，2006年12月，

95-105頁。 

 

 最高法院一百年度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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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一一號判決 
【要旨】陷害教唆之成立 

【關鍵詞】 陷害教唆、釣魚、原不具犯
罪之故意 

說明 
實務仍採取區分釣魚與陷害教唆

之傳統模式，前者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

具有犯罪故意者，以設計引誘之方式，

使其暴露犯罪事證，而加以逮捕或偵辦

者。由於此屬於偵查犯罪之技巧，最高

法院認為其行為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

本人權之保障，且於公共利益之維護有

其存在必要性，故所蒐集之證據資料，

原則上有證據能力；但後者指行為人原

不具犯罪之故意，純因司法警察之設計

教唆，始萌生犯意，進而實行犯罪構成

要件之行為者。由於此種手段已違反基

本人權之保障，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

要程度，對於公共利益之維護並無意義，

最高法院認為其所取得之證據資料，應

依證據排除法則排除其證據能力。 

延伸閱讀 
1. 林俊益，陷害教唆與釣魚偵查，月旦

法學教室，22期，2004年8月，26-27

頁。 

2. 林鈺雄，國家挑唆犯罪之認定與證明

──評三則最高法院九十二年度之

陷害教唆判決，月旦法學雜誌，111

期，2004年8月，207-234頁。 

 最高法院一百年度台上字 
第二三四五號判決 

【要旨】加重結果犯之成立 

【關鍵詞】 結果之發生、客觀預見、 

主觀未預見 

說明 
加重結果犯是指由於行為人實施

基本的構成要件行為，並且導致該基本

構成要件結果以外的加重結果產生，而

該當加重構成要件的犯罪。學說上認為

加重結果犯之結構分為基本行為與加

重結果，基本行為必須是故意犯，但不

以既遂為必要，進而產生加重結果；加

重結果部分本質上是過失犯，且以加重

結果已經發生為成立要件，又基本行為

與加重結果之間，必須具備因果關係及

客觀歸責。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因犯罪

致發生一定之結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規定

者，如行為人不能預見其發生時，不適用

之。若行為人不能預見加重結果之產生，

就該結果連過失犯都不會構成，亦不能

論以加重結果犯。而實務見解一貫認為

此處的能預見是指客觀情形，若行為人

於行為時主觀上有預見時，則屬於間接

故意之範圍，並不能論以加重結果犯。 

延伸閱讀 
1. 王效文，加重結果犯之性質與構造─

─評最高法院九十八年台上字第五

三一○號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

5期，2010年10月，104-110頁。 

2. 高金桂，結合犯與加重結果犯之糾

葛，月旦法學教室，68期，2008年6

月，20-2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