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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刊編輯部）

　　律師法於民國（下同）�1�0�8年�1�2月�1�3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1�0�9年�1月�1�5
日正式施行。隨著新律師法的通過施行，全臺灣所有律師公會都面臨著兩大重要
任務：「會員重新擇定」及「章程的修正」。雖然這是我們本屆理監事上任前就
已經預料到的大事，但真正面臨發生時，仍不免戒慎恐懼。因為這攸關桃律未來
的發展，以及長治久安制度的順利建立。
　　在律師法三讀通過後，理監事會旋即於當月之�1�0�8年�1�2月�2�7日決議通過，成
立「章程修正研議小組」及「費用調整研議小組」，均由我擔任主席，並由本會
紀前理事長亙彥、鄭前理事長仁壽分別擔任各小組之召集人，就本會章程之修正
及各項費用之調整進行研議。其後，各該小組即由召集人分別徵選合適人選出任
委員並開會討論，討論結果再經由理監事會充分討論協商確認後，形成理監事會
之共識。
　　「章程修正研議小組」在完成委員敦聘工作後，我基於理事長身份，責無旁
貸地率先提出本會章程修正之原始初稿，交由研議小組逐條檢討修正。然因桃律
是全台灣第一個採行「主、兼區」會員制度的公會，也早已依人民團體法規定成
立會員代表大會作為本會最高意思機關，但新律師法在立法過程中，並未充分考
量部分公會採行「主、兼區」制及會員代表大會制，致使本會章程在修正研議時
，面臨許多與新律師法規定不同的挑戰事項，需要一一克服。縱使「章程修正研
議小組」已刻意邀請曾全程參與律師法修法過程的「紀前理事長亙彥」與「林常
監仕訪」二人作為小組的主力，但在章程修正討論的過程中，仍產生多種不同意
見，激烈攻防的場景屢見不鮮，最終在大家努力協商下才取得共識。
　　在「章程修正研議小組」及「費用調整研議小組」的修正成果進入理監事會
後，理監事們又經過了多次協調，才取得了章程修正初稿的共識。為了昭求公信
，理監事會以負責任的態度，除將通過後的修正初稿送請各位前理事長及資深顧
問徵詢意見外，也將之公告於公會網站上，徵求各方提出修正意見，最後再綜納
各方寶貴意見後，由理監事會決議通過章程修正草案的定稿版，提出於�1�0�9年�7月
�2�5日召開的會員代表大會，順利修正通過。
本次章程修正的重點如下：
一、參照律師法第一條律師之使命及第五十二條第二項地方律師公會目的之規定
　　，修正本會設立之使命與目的（修正章程第二條第一項）。
二、參照律師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五款及第十七款等關於地方公會章程應記
　　載事項之規定，增設本會關於法律扶助、平民法律服務及其他社會公益活動
　　事項之實施，與會員之保險及福利等任務事項（修正章程第五條）。
三、修正並增設律師加入本會之會員種類及入會申請方式、入會消極資格審查之
　　內容、會費之繳納、暫停會籍、退會之申請、停權之審查、跨區執業之申請
　　手續、違反律師法或律師倫理規範之處置方式等內容（修正章程第三章章名
　　變更，第六條至第十六條）。
四、修正外國人取得中華民國律師資格、外國律師及外國法事務律師之權利義務
　　及入退會準用規定（修正章程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
五、修正並增設本會各類會員之權利義務、會費繳納之內容、會員參加在職進修
　　及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等義務之明文化、會員於本會區域內僅得設一事務所之
　　限制（修正章程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六條）。
六、會員酬金規定之章次調整（修正章程第八章）。
七、修正本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理事、監事等組織成員之選舉產生方式、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之職權、本會秘書處及各委員會之組織調
　　整等內容，另刪除本會關於原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之產生
　　方式規定（修正章程第三十條至第四十條）。
八、修正本會各種會議之開會程序與決議之方式（修正章程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
　　九條）。
九、增設跨區執業服務費用為本會經費來源之一，並明定跨區執業服務費用應提
　　撥一定比例作為相關法律扶助、平民法律服務或公益服務之使用（修正章程
　　第五十條）。
十、修正並增設律師倫理應遵守之事項（修正章程第十章章名變更，第五十三條
　　至第七十一條）。
十一、刪除本會應自會員繳納之常年會費中代轉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
　　　未來全國律師聯合會會費之規定（原章程第五十八條）。
十二、增設本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理事及監事產生方式之章程修正應自�1�1�2年�1
　　　月�1日起施行，並明定本會第十六屆第二任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監事

　　茲因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及
穩定控制，各地方公會活動及服務
已經陸續恢復，本會地院／地檢律
師休息室均已開放法袍外借，請各
會員知悉。又頗受會員好評的在職
進修課程也得以持續推動並多元精
進，在�1�0�9年�7月�1�1日邀請李榮耕教
授主講－「刑訴法修正後的被害人
參與及保護與再審」之議題，共計
�4�0位律師參加。又為增進本會各會
員對於兩岸法律學術、實務及我國
律師於大陸執業現況、困難與未來
方向之瞭解，本會兩岸事務委員會
及在職進修委員會於�1�0�9年�7月�1�7日
合辦兩岸法律實務在職進修講座，
特邀郭清寶律師蒞臨主講「兩岸仲
裁實務—律師業務新藍海（我的中
國經驗）」之議題，場場精彩、參
與踴躍，每位會員皆收穫滿溢，本
會將會繼續邀請專業講師，舉辦不
同法學領域、切合修法動態與時事之在職進修課程，並於公會網站事先公告，敬
請各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此外，本會於�1�0�9年�7月�4日舉辦桃律盃慢速壘球邀請賽，本會壘球隊不畏豔
陽，展現平日辛勤苦練之球技及團隊精神，勇奪季軍，讓我們大聲為其喝采，並
期待本會壘球隊再接再厲，於下次慢速壘球邀請賽再奪傲人佳績。再者，本會修
復式正義委員會獲選�1�0�9年「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益律師團體特優獎
」，委員會各委員們於平日工作繁忙之餘，仍積極熱心公益，獲此殊榮誠屬實至
名歸，爰將這份榮耀獻給本會所有會員。
　　又本會已在�1�0�9年�7月�2�5日舉行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1�0�9年度第�1�6屆第�2次
會員代表大會，會中追認通過本會�1�0�8年度收支決算案及審議通過�1�1�0年度預算案
；另為因應�1�0�8年�1�2月�1�3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1�0�9年�1月�1�5日正式公布施行之律
師法，本會原章程內容已不敷使用，爰經本會理監事會決議通過章程修正草案，
當日經會員代表理性溝通、充分討論，除章程修正草案第十六條依第二修正案、
第二十二條依第一修正案內容通過，其餘照案通過，會議圓滿成功，期待大家在
新章程之既有基礎上一起努力，讓桃園律師公會更加茁壯、會員福利更加健全，
讓每位桃律會員繼續以身為桃律一份子為榮。
　　又鑑於日本疫情仍然嚴峻，為增進與友會日本仙台弁護士會間之友誼，於本
土疫情減緩，口罩得運輸出口後，本會經國際交流委員會主委蔡銘書律師居中聯
繫，乃購置臺灣產製之平面醫療口罩�1�5�0�0個寄至日本，表達本會對仙台弁護士會
全體同仁健康關心之意。仙台弁護士會於收受口罩後，近日由該會十河弘會長寄
達親簽謝函（如上圖），對本會表達由衷感謝，我們也誠心祈禱日本疫情能早日
趨緩，使兩會的直接交流能盡快恢復。

　　　及第十六屆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任期均延長至�1�1�1年�1�2月
　　　�3�1日（修正章程第七十四條）。
十三、增設章程修正通過後入會費及常年月費收取之溯及日期為�1�0�9年�1月�1�5日（
　　　修正章程第七十五條）。
　　自�1�0�9年�1月�1�5日律師法公布施行後，在章程修正及費用調整研議的同一時間
，本會秘書處全體會務同仁，盡心盡職地協助公會辦理各項會員重新擇定、退會
、跨區執業申請登記等艱鉅的工作，幾個月來她們幾乎耗盡全部心力投入，雖然
過程苦不堪言，但終於將上開工作陸續順利完成。截至目前為止，本會一般會員
人數約�4�7�7位、各類特別會員人數總和約近�1�5�0�0位，跨區執業申請登記的工作仍
持續進行中，但均已步上正軌。在此特別感謝全體會務同仁的辛勞及努力。
　　本會章程順利修正通過，特此感謝「章程修正研議小組」、「費用調整研議
小組」全體成員及全體理監事，也謝謝會員代表們的信任及付託，讓我們完成這
次艱鉅但神聖的歷史性修章任務。桃園律師公會的新章程已正式開始施行，會員
人數也已確定，期待會內典章制度的完備，能使桃律這個大家庭氣象一新，昂首
大步邁入新紀元，順風順水，會務昌隆！！

★銘記感謝（一律省略職稱）：
章程修正研議小組成員：關維忠、紀亙彥、林仕訪、丁俊和、張百欣、鄭仁壽、
劉君豪、陳怡衡、劉衡、廖希文、賴佳郁、陳義權。
費用調整研議小組成員：關維忠、鄭仁壽、丁俊和、王唯鳳、林哲倫、張育祺、
許惠君、羅羽菲（會計）。

一版：�1�.【桃律新紀元】�-� � 關維忠理事長
　　　�2�.【會務報告】�-� 會刊編輯部
二、三版：
� � � � � � � � � � � � � � � � � 【論「行政程序重新進行」�-� 解釋論上的爭議� � 
� � � � � � � � � � � � � � � � � � � 與立法論上的建議�(下�)】�-� 黃銘輝副教授

四版：
�1�.� 【�2�0�1�9日本關西之旅�-我的回憶之旅】
� � � � � � � � � �-� � 林哲倫律師
�2�.� 【青醬菇菇燉飯】�-� 江宜蔚律師
�3�.� 【攝影作品】�-� 袁曉君律師

會務報告

（關理事長維忠）『桃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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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行政程序重新進行」
�-解釋論上的爭議與立法論上的建議�(下�)】

（黃銘輝）

二、� 實務見解——統一採「課予義務之訴」救濟？

　　首先，關於行政機關就行政程序重新進行的審查決定，實務並未拘

泥於傳統見解，將「重複處置」排除在行政爭訟的範圍之外，例如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二三八號判決首先即謂：「按行政程序

法第�1�2�8條乃一程序法上之規定，其給予人民重新開始程序即為新的實

體決定之請求權，至於行政機關應為何種之決定，則依相關撤銷及廢止

之實體規定，故行政機關如認為人民請求行政程序重新開始之申請有理

由者，應撤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如認為申請為無理由或雖有重新開

始程序之原因，惟認為原處分係正當者，應駁回之。惟行政機關無論為

前述何種決定，該決定性質上均屬行政處分，自應承認行政機關駁回人

民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程序重開之申請，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6�0；其次復謂：「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提起程序重開之申請之

最大權利保護之訴訟型態應為課予義務訴訟，即請求被告於程序重開後

，撤銷原不利於原告等之行政處分，並為其有利之行政處分。」�6�1� 準此

，實務在訴訟種類的選擇上，似乎並未採取學說上依行政機關程序重新

進行審查決定內容，分別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之訴的類型化方法，

而是統一地以課予義務之訴處理�6�2。

三、� 本文見解

（一）統一模式不可採

　　實務上統一以課予義務之訴處理的主張，其實質根據為何？� 前引判

決雖曾指出係基於「最大權利保護」的考量，但何以課予義務之訴可帶

來最大權利保護的效果？� 是否任何型態的審查決定都有賴課予義務之訴

始得具有最大權利保護效果（特別是第二次裁決的部分）？� 顯然實務上

對此並未作出充分的說理�6�3。故本文以為，既然立法者已依據行政行為

的性質與當事人請求的目的，劃分不同訴訟類型，則解釋上對於行政訴

訟自然應盡可能透過有效的類型化，俾能實現提供有效權利保護、不浪

費訴訟資源的雙重目的�6�4。而當事人針對「重複處置」或「第二次裁決

」提出行政訴訟所追求之目的，既各有不同，則朝向類型化的方向建構

，應屬正確。

（二）學說上對「消極的第二次裁決」之救濟，處理方式宜簡化

　　縱使承認類型化的劃分是吾人建構程序重新審查決定救濟途徑應有

之取向，然前述學說援引德國學界之處理方式，本文以為仍有若干值得

進一步檢討之處。首先，就消極的第二次裁決，學說上主張應按原因案

件係請求排除侵益或請求授益而為區分，申請授益處分遭拒應提起拒為

處分的課予義務之訴固無問題。然就請求排除侵益的部分，學說主張如

果官署拒絕廢棄第一次的侵益處分，申請人應提起拒為處分的課予義務

之訴；倘官署係作成具相同內容的侵益處分來取代第一次決定時，則申

請人得對之提起撤銷訴訟。此種區分的處理方式，其背後的邏輯思維在

於——行政機關廢棄一項侵益處分，對人民而言等於就是作成授益處分

，故當人民針對一個侵益處分申請程序重新進行時，若行政機關拒絕廢

棄，即形同對人民請求作成授益處分的否定，故主張應提起行政訴訟法

第�5條第�2項拒為處分的課予義務之訴以資救濟。

　　惟本文以為，此等區分方式對於人民救濟而言實過於繁複迂迴，對

人民而言，當初申請程序重新進行的目的既然是為了排除處分的侵益效

果，所以其實只要在解釋上認定——當行政機關重新開啟程序，在實體

審查後卻又拒絕廢棄原處分時，即係默示的作成與原處分相同的處分—

—，而一律以撤銷訴訟處理即可，此等處理方式不但簡單明快，而且可

收法制調和之效，詳言之：

�1�.若行政機關的第二次決定，文字上除了在主旨明示拒絕人民的請求（廢

棄第一次的侵益處分）外，並在理由欄重申原處分之內容時，若按前述學

說見解，究竟應提起課予義務之訴抑或撤銷之訴？易生無謂之爭端。

�2�.如前所述，針對侵益處分的程序重新進行之申請，人民請求行政機關

「作成廢棄原侵益處分之決定」僅是一個媒介，其終極意義仍在排除第

一次的侵益處分的負擔效果。質言之，程序上的攻防仍係以最初作成的

侵益處分為對象，因此不分行政機關駁回人民申請的用語為何，一律以

撤銷訴訟的途徑救濟，方符合——向來學說所建立的——侵益處分與授

益處分在訴訟法上的區分實益：「當事人不服侵益處分者，應提起撤銷

訴訟，當事人請求作成授益處分遭拒絕，則須以課予義務訴訟，尋求救

濟。」�6�5� 此等作法，亦與學者「（第二次裁決）在實體及程序上取代原

處分，因此對第二次裁決得採用與原處分相同之法律救濟途徑」�6�6� 的主

張相通。

�3�.對於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廢棄一項侵益處分

』的授益處分」的可能性，學界通說向來即持反對見解，蓋「行政處分

之撤銷本身也是一個行政處分，則原告要達到撤銷行政處分的目的，似

亦可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法院判命行政機關作成撤銷特定行政處

分之撤銷處分。純就理論上而言，這當然是可能的，然未免過於迂迴，

不符權利救濟有效性之宗旨。故既然立法者已創設撤銷訴訟，並設計由

行政法院直接以判決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就無再許可提課予義務訴訟

以達撤銷行政處分目的之道理。倘該行政處分因具形式確定力而不能撤

銷，原告似非不能改提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命主管機關作成撤銷或廢

止系爭處分的行政處分，惟如此一來，撤銷訴訟的期限規定恐會淪為具

文，所以這種課予義務訴訟終究仍以不許為妥」�6�7。準此，在程序重新

進行的場合，此一立場既無鬆動之理，則基於體系解釋一概以撤銷訴訟

救濟，自屬妥適。

（三）課予義務之訴並非重複處置救濟的唯一選項

　　就重複處置的救濟，國內學者以及實務毫不猶豫地皆採「課予義務

之訴」作為救濟管道，其論證方式大抵都是先將行政處分「法效性」的

判斷從傳統實體法的觀點予以解放，承認程序行為影響法律賦予人民的

程序權者，亦具有程序法之法律效果，藉以打破傳統行政法上「『重複

處置』不具法效性，非行政處分」�6�8� 的刻板印象，進而承認所謂「程序

性行政處分」�6�9� 的概念，因此在行政機關認定當事人之申請不合法，拒

絕開啟程序重新進行的程序時，此一決定即構成消極的「駁回處分」，

而因有此一駁回處分存在，進而主張當事人應循行政訴訟法第五條第二

項拒為處分的課予義務之訴以為救濟。

　　關於上述重複處置的論證步驟，本文以為，有下列幾點值得檢討之

處：

�1�.鑑於邇來對正當程序之重視，就行政處分的法效性之判斷，從實體法

延伸到程序法的作法固值贊同，但是否可將所有因程序重新進行之申請

而生的「重複處置」皆認為是一種「程序性行政處分」，本文以為此牽

涉到行政處分概念的判斷問題。若依目前國內多數見解�7�0，對行政處分

法效性的判斷側重於客觀上是否已經「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關係」，

則上述拒絕的決定客觀上自然對人民的程序權造成規制的結果，自得承

認其為行政處分。但是本文以為，行政處分之所以能夠與行政上事實行

為明確區別，主要的特徵在於它包含了「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

verwaltungsrechtliche Willenserklärung）的作用，簡言之，行政處分定義

中「意欲」（gerichtet）的要素仍應被滿足，吾人需探究行政機關是否

意欲藉此行為達到何種法律效果的真意，方能判定行政機關是否藉由作

成處分擬規定一定的法律效果�7�1。職是之故，必須是行政機關拒絕之決

定是對申請人欠缺請求權的「拘束性確認」，意即如同以一個具有既判

力的決定，防止日後在有牴觸拒絕理由之重新申請案件，此時拒絕或駁

回之決定才具有法律上的規範效果，而可認係程序性之行政處分；反之

，若行政機關僅單純因人民申請的程式有瑕疵而駁回，其主觀上並未存

有否定申請人此一公法上權利的意欲，則此一駁回決定僅係觀念通知，

仍不得認為構成所謂「程序性的行政處分」�7�2。

�2�.更重要的是，本文以為，關於此一重複處置究係觀念通知抑或行政處

分，其實對於課予義務之訴的提起並不具關鍵意義，真正的關鍵，應該

在於官署開啟行政程序重新進行，在法律上是否須以「行政處分」的形

式作為中介，抑或是直接進行實體上的審理即可表明程序的重新開始。

就此一問題，通說認為行政機關如認程序開始之申請適法，則無須再以

行政處分確認，直接進入審查是否有理由之程序�7�3，既然解釋上程序重

新進行之開啟既無須藉由處分中介，而課予義務之訴的訴之目的又是在

請求法院命行政機關作成處分，則人民在申請遭駁回提起「拒為處分的

課予義務之訴」反而不成了迂迴的多餘之舉？

�3�.因此，從行政訴訟法第三條對人民訴訟種類之劃分，係以「訴之目的

」為重心觀之，解釋上當事人申請程序重新進行遭駁回，應以提起行政

訴訟法第�8條第�1項的「一般給付之訴」，更可以直接有效地達到請求行

政機關重新開啟程序的目的。然而，此時不可或忘的是，該「重複處置

」的存在，如前所述，如係一程序法上有拘束性確認意義的「程序性行

政處分」，則基於該處分的存續力，行政機關及相對人在該處分未經撤

銷以前，仍應受該處分之拘束，並因此構成人民請求與行政機關開啟重

新進行程序的阻礙，故縱使當事人提起一般給付之訴，仍難獲得勝訴之

判決。因此，本文以為，就此類案件，應以撤銷之訴合併一般給付之訴

的途徑尋求救濟，方為正鵠�7�4。� 

�4�.綜上所述，在該重複處置係屬觀念通知的場合，當事人應逕行依行政

訴訟法第�8條第�1項提起一般給付之訴以為救濟；反之，若屬「程序性行

政處分」，則應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2項的撤銷訴訟合併一般給付訴訟

的請求�7�5� 以為救濟。

　　上述論證，儘管存在著一定的形式邏輯論理根據，惟本文進一步從

現實的角度自我反思，卻又認為針對其中「程序性行政處分」的救濟，

若堅持採取上述分析所得出的訴訟類型（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2項撤銷訴

訟合併一般給付訴訟）作為救濟管道，恐怕有過於沈耽在法學概念技術

性操作的盲點。質言之，在人民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2項提起撤銷訴訟

合併一般給付請求的場合，既然因撤銷訴訟的存在而有先行訴願前置程

序的必要，這麼一來，與人民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的拒為處分的

課予義務訴訟相較，不論是就之後法院審理的負擔、乃至於人民訴訟過

程中所為之主張，實際的情況幾無差別，既然如此，是否有嚴格限定人

民僅得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2項救濟的必要，即非無疑。本文初步認為

，基於避免因訴訟種類的繁雜而課予人民過重的選擇訴訟種類之負擔，

制度上朝向避免窄化訴訟要件的方向解釋，允許此種訴訟種類競合（併

存）關係的存在�7�6，容許人民擇一提起，似乎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7�7� � � 畢竟，行政法院若過於堅持嚴明而又缺乏實益的訴訟途徑的劃分，以

這種具有侵略性態度行使司法審查的權力，反而可能有害行政機關對公

眾的願望作出合法反應的能力�7�8，誠如美國行政法大儒�E�r�n�e�s�t� �G�e�l�l�h�o�r�n所

言：「救濟之門的開放是法院力量的泉源之一」�7�9，對於應以人民權利

保護為職志的行政法院而言，又有何「自反而縮」之理呢？！

伍、� 結語

　　行政程序法施行至今，已將近二十年，「行政程序重新進行」從一

個原本新生的制度，透過實務的適用以及學者的論述，諸多規範面的問

題點漸漸浮現，是到了該檢討此一法制以增進其妥適性時刻。本文針對

現行法在要件上、效果上以及後續的救濟途徑，分別提出解釋論上的反

省以及立法論上的建議。總體而言，學界多數的態度傾向擴大、活用此

一制度，以充分落實程序再開的制度功能，因此在解釋現行法的疑義時

，也呈現容許有較多「彈性」的取向。相較之下，司法實務則更側重法

安定性以及制度的分工。這兩種態度，都有其理性的因素存在，其間並

無所謂絕對的對錯。本文的基本態度，是只要不產生權利保護的漏洞，

在規範的解釋和運用上，仍應充分尊重立法者所樹立的法制框架，若認

為法制有「更好」的運作可能，與其頻頻挑戰解釋論的極限，不如直接

從立法論上予以解決，會是較合乎民主法治原理的作法。值此行政程序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尚在提案討論的時刻，本文之作，期盼能夠引發更

多法律人從草案行政程序重新進行的部分開始關心起，之後並能將此一

關注延伸到草案的其他規定。如是，吾人將可樂觀迎接一個合乎思辨民

主理念的「行政程序法�2�.�0」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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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務見解——統一採「課予義務之訴」救濟？

　　首先，關於行政機關就行政程序重新進行的審查決定，實務並未拘

泥於傳統見解，將「重複處置」排除在行政爭訟的範圍之外，例如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二三八號判決首先即謂：「按行政程序

法第�1�2�8條乃一程序法上之規定，其給予人民重新開始程序即為新的實

體決定之請求權，至於行政機關應為何種之決定，則依相關撤銷及廢止

之實體規定，故行政機關如認為人民請求行政程序重新開始之申請有理

由者，應撤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如認為申請為無理由或雖有重新開

始程序之原因，惟認為原處分係正當者，應駁回之。惟行政機關無論為

前述何種決定，該決定性質上均屬行政處分，自應承認行政機關駁回人

民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程序重開之申請，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6�0；其次復謂：「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提起程序重開之申請之

最大權利保護之訴訟型態應為課予義務訴訟，即請求被告於程序重開後

，撤銷原不利於原告等之行政處分，並為其有利之行政處分。」�6�1� 準此

，實務在訴訟種類的選擇上，似乎並未採取學說上依行政機關程序重新

進行審查決定內容，分別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之訴的類型化方法，

而是統一地以課予義務之訴處理�6�2。

三、� 本文見解

（一）統一模式不可採

　　實務上統一以課予義務之訴處理的主張，其實質根據為何？� 前引判

決雖曾指出係基於「最大權利保護」的考量，但何以課予義務之訴可帶

來最大權利保護的效果？� 是否任何型態的審查決定都有賴課予義務之訴

始得具有最大權利保護效果（特別是第二次裁決的部分）？� 顯然實務上

對此並未作出充分的說理�6�3。故本文以為，既然立法者已依據行政行為

的性質與當事人請求的目的，劃分不同訴訟類型，則解釋上對於行政訴

訟自然應盡可能透過有效的類型化，俾能實現提供有效權利保護、不浪

費訴訟資源的雙重目的�6�4。而當事人針對「重複處置」或「第二次裁決

」提出行政訴訟所追求之目的，既各有不同，則朝向類型化的方向建構

，應屬正確。

（二）學說上對「消極的第二次裁決」之救濟，處理方式宜簡化

　　縱使承認類型化的劃分是吾人建構程序重新審查決定救濟途徑應有

之取向，然前述學說援引德國學界之處理方式，本文以為仍有若干值得

進一步檢討之處。首先，就消極的第二次裁決，學說上主張應按原因案

件係請求排除侵益或請求授益而為區分，申請授益處分遭拒應提起拒為

處分的課予義務之訴固無問題。然就請求排除侵益的部分，學說主張如

果官署拒絕廢棄第一次的侵益處分，申請人應提起拒為處分的課予義務

之訴；倘官署係作成具相同內容的侵益處分來取代第一次決定時，則申

請人得對之提起撤銷訴訟。此種區分的處理方式，其背後的邏輯思維在

於——行政機關廢棄一項侵益處分，對人民而言等於就是作成授益處分

，故當人民針對一個侵益處分申請程序重新進行時，若行政機關拒絕廢

棄，即形同對人民請求作成授益處分的否定，故主張應提起行政訴訟法

第�5條第�2項拒為處分的課予義務之訴以資救濟。

　　惟本文以為，此等區分方式對於人民救濟而言實過於繁複迂迴，對

人民而言，當初申請程序重新進行的目的既然是為了排除處分的侵益效

果，所以其實只要在解釋上認定——當行政機關重新開啟程序，在實體

審查後卻又拒絕廢棄原處分時，即係默示的作成與原處分相同的處分—

—，而一律以撤銷訴訟處理即可，此等處理方式不但簡單明快，而且可

收法制調和之效，詳言之：

�1�.若行政機關的第二次決定，文字上除了在主旨明示拒絕人民的請求（廢

棄第一次的侵益處分）外，並在理由欄重申原處分之內容時，若按前述學

說見解，究竟應提起課予義務之訴抑或撤銷之訴？易生無謂之爭端。

�2�.如前所述，針對侵益處分的程序重新進行之申請，人民請求行政機關

「作成廢棄原侵益處分之決定」僅是一個媒介，其終極意義仍在排除第

一次的侵益處分的負擔效果。質言之，程序上的攻防仍係以最初作成的

侵益處分為對象，因此不分行政機關駁回人民申請的用語為何，一律以

撤銷訴訟的途徑救濟，方符合——向來學說所建立的——侵益處分與授

益處分在訴訟法上的區分實益：「當事人不服侵益處分者，應提起撤銷

訴訟，當事人請求作成授益處分遭拒絕，則須以課予義務訴訟，尋求救

濟。」�6�5� 此等作法，亦與學者「（第二次裁決）在實體及程序上取代原

處分，因此對第二次裁決得採用與原處分相同之法律救濟途徑」�6�6� 的主

張相通。

�3�.對於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廢棄一項侵益處分

』的授益處分」的可能性，學界通說向來即持反對見解，蓋「行政處分

之撤銷本身也是一個行政處分，則原告要達到撤銷行政處分的目的，似

亦可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法院判命行政機關作成撤銷特定行政處

分之撤銷處分。純就理論上而言，這當然是可能的，然未免過於迂迴，

不符權利救濟有效性之宗旨。故既然立法者已創設撤銷訴訟，並設計由

行政法院直接以判決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就無再許可提課予義務訴訟

以達撤銷行政處分目的之道理。倘該行政處分因具形式確定力而不能撤

銷，原告似非不能改提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命主管機關作成撤銷或廢

止系爭處分的行政處分，惟如此一來，撤銷訴訟的期限規定恐會淪為具

文，所以這種課予義務訴訟終究仍以不許為妥」�6�7。準此，在程序重新

進行的場合，此一立場既無鬆動之理，則基於體系解釋一概以撤銷訴訟

救濟，自屬妥適。

（三）課予義務之訴並非重複處置救濟的唯一選項

　　就重複處置的救濟，國內學者以及實務毫不猶豫地皆採「課予義務

之訴」作為救濟管道，其論證方式大抵都是先將行政處分「法效性」的

判斷從傳統實體法的觀點予以解放，承認程序行為影響法律賦予人民的

程序權者，亦具有程序法之法律效果，藉以打破傳統行政法上「『重複

處置』不具法效性，非行政處分」�6�8� 的刻板印象，進而承認所謂「程序

性行政處分」�6�9� 的概念，因此在行政機關認定當事人之申請不合法，拒

絕開啟程序重新進行的程序時，此一決定即構成消極的「駁回處分」，

而因有此一駁回處分存在，進而主張當事人應循行政訴訟法第五條第二

項拒為處分的課予義務之訴以為救濟。

　　關於上述重複處置的論證步驟，本文以為，有下列幾點值得檢討之

處：

�1�.鑑於邇來對正當程序之重視，就行政處分的法效性之判斷，從實體法

延伸到程序法的作法固值贊同，但是否可將所有因程序重新進行之申請

而生的「重複處置」皆認為是一種「程序性行政處分」，本文以為此牽

涉到行政處分概念的判斷問題。若依目前國內多數見解�7�0，對行政處分

法效性的判斷側重於客觀上是否已經「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關係」，

則上述拒絕的決定客觀上自然對人民的程序權造成規制的結果，自得承

認其為行政處分。但是本文以為，行政處分之所以能夠與行政上事實行

為明確區別，主要的特徵在於它包含了「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

verwaltungsrechtliche Willenserklärung）的作用，簡言之，行政處分定義

中「意欲」（gerichtet）的要素仍應被滿足，吾人需探究行政機關是否

意欲藉此行為達到何種法律效果的真意，方能判定行政機關是否藉由作

成處分擬規定一定的法律效果�7�1。職是之故，必須是行政機關拒絕之決

定是對申請人欠缺請求權的「拘束性確認」，意即如同以一個具有既判

力的決定，防止日後在有牴觸拒絕理由之重新申請案件，此時拒絕或駁

回之決定才具有法律上的規範效果，而可認係程序性之行政處分；反之

，若行政機關僅單純因人民申請的程式有瑕疵而駁回，其主觀上並未存

有否定申請人此一公法上權利的意欲，則此一駁回決定僅係觀念通知，

仍不得認為構成所謂「程序性的行政處分」�7�2。

�2�.更重要的是，本文以為，關於此一重複處置究係觀念通知抑或行政處

分，其實對於課予義務之訴的提起並不具關鍵意義，真正的關鍵，應該

在於官署開啟行政程序重新進行，在法律上是否須以「行政處分」的形

式作為中介，抑或是直接進行實體上的審理即可表明程序的重新開始。

就此一問題，通說認為行政機關如認程序開始之申請適法，則無須再以

行政處分確認，直接進入審查是否有理由之程序�7�3，既然解釋上程序重

新進行之開啟既無須藉由處分中介，而課予義務之訴的訴之目的又是在

請求法院命行政機關作成處分，則人民在申請遭駁回提起「拒為處分的

課予義務之訴」反而不成了迂迴的多餘之舉？

�3�.因此，從行政訴訟法第三條對人民訴訟種類之劃分，係以「訴之目的

」為重心觀之，解釋上當事人申請程序重新進行遭駁回，應以提起行政

訴訟法第�8條第�1項的「一般給付之訴」，更可以直接有效地達到請求行

政機關重新開啟程序的目的。然而，此時不可或忘的是，該「重複處置

」的存在，如前所述，如係一程序法上有拘束性確認意義的「程序性行

政處分」，則基於該處分的存續力，行政機關及相對人在該處分未經撤

銷以前，仍應受該處分之拘束，並因此構成人民請求與行政機關開啟重

新進行程序的阻礙，故縱使當事人提起一般給付之訴，仍難獲得勝訴之

判決。因此，本文以為，就此類案件，應以撤銷之訴合併一般給付之訴

的途徑尋求救濟，方為正鵠�7�4。� 

�4�.綜上所述，在該重複處置係屬觀念通知的場合，當事人應逕行依行政

訴訟法第�8條第�1項提起一般給付之訴以為救濟；反之，若屬「程序性行

政處分」，則應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2項的撤銷訴訟合併一般給付訴訟

的請求�7�5� 以為救濟。

　　上述論證，儘管存在著一定的形式邏輯論理根據，惟本文進一步從

現實的角度自我反思，卻又認為針對其中「程序性行政處分」的救濟，

若堅持採取上述分析所得出的訴訟類型（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2項撤銷訴

訟合併一般給付訴訟）作為救濟管道，恐怕有過於沈耽在法學概念技術

性操作的盲點。質言之，在人民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2項提起撤銷訴訟

合併一般給付請求的場合，既然因撤銷訴訟的存在而有先行訴願前置程

序的必要，這麼一來，與人民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的拒為處分的

課予義務訴訟相較，不論是就之後法院審理的負擔、乃至於人民訴訟過

程中所為之主張，實際的情況幾無差別，既然如此，是否有嚴格限定人

民僅得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2項救濟的必要，即非無疑。本文初步認為

，基於避免因訴訟種類的繁雜而課予人民過重的選擇訴訟種類之負擔，

制度上朝向避免窄化訴訟要件的方向解釋，允許此種訴訟種類競合（併

存）關係的存在�7�6，容許人民擇一提起，似乎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7�7� � � 畢竟，行政法院若過於堅持嚴明而又缺乏實益的訴訟途徑的劃分，以

這種具有侵略性態度行使司法審查的權力，反而可能有害行政機關對公

眾的願望作出合法反應的能力�7�8，誠如美國行政法大儒�E�r�n�e�s�t� �G�e�l�l�h�o�r�n所

言：「救濟之門的開放是法院力量的泉源之一」�7�9，對於應以人民權利

保護為職志的行政法院而言，又有何「自反而縮」之理呢？！

伍、� 結語

　　行政程序法施行至今，已將近二十年，「行政程序重新進行」從一

個原本新生的制度，透過實務的適用以及學者的論述，諸多規範面的問

題點漸漸浮現，是到了該檢討此一法制以增進其妥適性時刻。本文針對

現行法在要件上、效果上以及後續的救濟途徑，分別提出解釋論上的反

省以及立法論上的建議。總體而言，學界多數的態度傾向擴大、活用此

一制度，以充分落實程序再開的制度功能，因此在解釋現行法的疑義時

，也呈現容許有較多「彈性」的取向。相較之下，司法實務則更側重法

安定性以及制度的分工。這兩種態度，都有其理性的因素存在，其間並

無所謂絕對的對錯。本文的基本態度，是只要不產生權利保護的漏洞，

在規範的解釋和運用上，仍應充分尊重立法者所樹立的法制框架，若認

為法制有「更好」的運作可能，與其頻頻挑戰解釋論的極限，不如直接

從立法論上予以解決，會是較合乎民主法治原理的作法。值此行政程序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尚在提案討論的時刻，本文之作，期盼能夠引發更

多法律人從草案行政程序重新進行的部分開始關心起，之後並能將此一

關注延伸到草案的其他規定。如是，吾人將可樂觀迎接一個合乎思辨民

主理念的「行政程序法�2�.�0」的誕生！

�6�0� 同旨尚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4�2�2�3號、�9�1年度訴字第�1�9�4�9號等判決。

�6�1� 另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1�9�4�9號

�6�2� 對於實務此等作法，亦有學者表示認同，參� 吳志光，前揭註�4�1文，頁�7�0�-�7�1。

�6�3�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2�7�0號判決：「人民對已不可爭訟之行政處分，請求

行政機關予以撤銷或廢止時，其實包含兩項請求：其一，請求行政機關重新進行行政程

序；其二，請求行政機關經由重新進行之行政程序，廢棄該原已不可爭訟之行政處分。

對上述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如僅對原行政處分為指示，根本拒絕重新進行行政程序，

即所謂之『重覆處置』，此一決定雖非實體法之決定，但其內容係拒絕重新進行程序，

為程序法上決定，亦即『程序法之行政處分』。反之，行政機關如應人民之請求而重新

進行行政程序，並經由該程序為是否廢棄原行政處分之決定，則係對事件再次作成實體

決定，亦即所謂之『第二次裁決』。行政機關於實體上作成第二次裁決者，縱然未經明

示，實際上亦包含重新進行行政程序之程序上決定」此一判決雖與前引判決出自不同法

院，然本文揣測，實務若持一致立場，則一旦對此一判決後段「行政機關於實體上作成

第二次裁決者，縱然未經明示，實際上亦包含重新進行行政程序之程序上決定」作反面

解釋，在消極的第二次裁決（駁回）的情形，極易引發重新進行行政程序之程序上決定

亦遭駁回的錯誤印象，實務據此會得出應一概以課予義務之訴作為救濟途徑的結論也就

不足為奇了！（積極的第二次裁決當事人無救濟之問題，而重複處置則需仰賴課予義務

之「裁決訴訟」以為救濟）。

�6�4� 彭鳳至，行政訴訟種類理論與適用問題之研究，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命令

、行政處罰及行政爭訟之比較研究頁�2�8�0�-�2�8�1（�2�0�0�0）。

�6�5� 吳庚，前揭註�1，頁�3�1�2。

�6�6� 吳志光，前揭註�4�1文，頁�7�1。

�6�7� 翁岳生主編，行政訴訟法逐條釋義，頁�7�4（�2�0�1�8）。（許宗力執筆）。同旨，參劉

宗德、彭鳳至，行政訴訟制度，收於翁岳生編：行政法�2�0�0�0（下冊），頁�1�1�6�0（�2�0�0�0

）。

�6�8� 許宗力，前揭註�1書，頁�4�8�7。

�6�9� 許宗力，同上註；蔡茂寅、林明鏘、李建良、周志宏合著，前揭註�3書，頁�1�8�8；實務

見解則參前註�3�9所引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2�7�0號判決。

�7�0� 許宗力，前揭註�1書，頁�4�8�3以下（在判斷是否構成處分時，以保護規範理論作為論證

前提，探究人民是否具公法上權利）；吳庚，前揭註�1書，頁�2�9�3（針對行政處分與觀念

通知的判斷。明白主張：「應本客觀主義之精神予以分辨，不受行政機關主觀意思之拘

束」）

�7�1� 此說雖甚為有力，惟可惜至今仍屬國內的少數說，代表文獻參閱程明修，行政機關函

覆拒絕人民申請或舉發案件之法律性質，月旦法學雜誌第�9�9期，頁�2�2�6以下（�2�0�0�3�.�0�8）

；同作者，針對地方自治「內部法律關係」與「外部法律關係」監督措施的行政訴訟，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1�1期，頁�1�2�8�-�1�2�9（�2�0�0�3�.�0�4）；陳愛娥，行政處分存否的認定

標準與行政法院「適用」大法官解釋的方式，法令月刊第�5�1卷�1�0期，頁�2�2�6以下

（�2�0�0�0�.�1�0）

�7�2� 程明修，同上註文（月旦法學雜誌第�9�9期），頁�2�3�2�-�2�3�4。

�7�3� 洪家殷，前揭註�4�4文，頁�3�1�5以下；林素鳳，前揭註�5文，頁�2�1�1。

�7�4� 此種作法，與學者處理納稅義務人申請退還自行溢繳的稅款遭到否准，所建議的救濟

途徑相同。參　盛子龍，納稅義務人申請退還自行溢繳之稅款之行政爭訟，月旦法學教

示第�1�6期，頁�2�4�-�2�5（�2�0�0�4�.�0�2）。

�7�5� 學說上有認為此項規定係屬一種「訴之法定客觀合併」，林明鏘，行政訴訟類型、順

序與其合併問題，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下），頁�9�7�2

（�2�0�0�0）。

�7�6� 學說上有認為立法者將行政訴訟劃分成各自獨立的類型以後，其適用上即應處於相互

排斥的關係，行政法院在當事人進行個案訴訟時，必須協助當事人由相互排斥的訴訟種

類之間選出一正確的訴訟種類進行訴訟，而不應該存在著容許當事人任意進行其中一種

訴訟的「選擇」或「併存」關係。參　彭鳳至，前揭註�6�4文，頁�2�9�1。

�7�7� 此一主張，看似與本文前述反對以課予義務訴訟作為救濟管道的敘述相矛盾（行政程

序重新進行的開啟依法無須以行政機關作成處分為前提，故無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必要

），但本文只是想藉此指出，在否定訴訟類型的「併存」的前提下，純粹按照法律概念

操作，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2項會是比行政訴訟法第�5條更正確的救濟選項。然而，一旦

我們願意承認訴訟類型有並存、選擇的可能的話，那麼在訴訟要件的解釋上，自然就應

容許一定的彈性詮釋空間，例如：程序重新進行依法雖然無須由行政機關作成處分而為

開啟，但也不排斥行政機關在基於明確性、安定性的考量下，主動以「作成『同意重新

進行行政程序申請』的處分」的方式來開啟，如是，則容許申請遭否准的當事人提起「

課予義務訴訟」即不至於有違和感。

�7�8� 此原係學者對於法院從嚴審查行政行為所做的評論，本文在此將其借用在形容法院嚴

格操作訴訟類型的後果。�S�e�e� �E�R�N�E�S�T� �G�E�L�L�H�O�R�N� �&� �R�O�N�A�L�D� �M�.� �L�E�V�I�N�,� �A�D�M�I�N�I�S�T�R�A�T�I�V�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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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日本關西之旅�-我的回憶之旅
（林哲倫律師）

青醬菇菇燉飯
（江宜蔚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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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律師的生活並非只是書狀及開庭，各位道長間除了因為工作上認識外，對於其他道
長的認識有多少？其他道長對於自己的認識有多少？本會刊提供法庭外交流的管道，請
各位道長發揮寫書狀以外的文采，豐富律師的生涯。
　　來稿內容、文體不拘，本刊保有修改之權利，如因文章過長，本刊並得分期刊登，
稿費從優，惟為免侵害著作權，如有引用他人著作，請先行取得同意。如欲一稿多投，

本刊僅接受首刊，若已投稿其他刊物，請惠知出刊日期，若無法首刊，本刊將不予刊登，
敬請見諒。
　　本刊除印製紙本外，並一併於公會網站、臉書上公開發表，歡迎道長及各界先進踴躍
賜稿。來稿請寄桃園律師公會電子信箱：�s�e�c�.�t�y�b�a�r�@�g�m�a�i�l�.�c�o�m，並請註明姓名及『投稿桃律
通訊』等標題文字，謝謝。

拍攝資訊

�C�C�a�n�o�n� �E�O�S� �6�D
�I�S�O�4�0�0� �2�8�m�m� �f�/�5�.�6� �1�/�5�s�e�c
在雲林縣口湖鄉的成龍村，因位於海邊地勢較低，加上長年抽取地下水，有嚴
重地層下陷問題，在海水滿潮時，在成龍濕地可以看見草澤、池塘、裝置藝術
，該處已經成為網美ＩＧ打卡熱點，也是攝影愛好者拍攝夕陽的熱點。�1�0�9年�6
月�1�2日因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我預期成龍濕地可能會有晚霞燒起來，因
此特別在星期五奔回雲林，想拍攝該處颱風前的夕陽，豈料，當天天空沒有彩
霞，只有下沈的太陽映著平靜無風的海面，顯出歲月靜好的寧靜。風景攝影經
常會有槓龜的情況，縱然當天沒拍到想拍的晚霞滿天，但是架著相機專注等待
最適合的拍攝時機，按下快門的那一瞬間就是當天最大享受，雖然留下一點遺
憾反而成為下次造訪的理由，這是我學習攝影的最大樂趣。

（袁曉君律師）
【攝影作品】

　　日本距離台灣很近，也是對台灣相當
友善的國家，我第一次出國也是第一次的
自助旅行是在我完成律師實習後，經大學
同學邀約下，一同出國，那次是同學安排
好所有行程，我只需要辦好護照跟錢，連
機票、住宿都是同學一手處理，該次日本
關西之旅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自此
，一直很想再去日本關西。數年前，我的
長子剛滿一歲，夫妻倆帶著孩子要再去日
本時，基於孩子還小，選擇了跟團再次前
往關西，猶記得當時孩子在嵐山竹林小徑
的奔跑、在京都車站開心得跑到跌倒，又
再一次深深烙印在腦海中，於是此次孩子
即將上小學之際，決定於暑假再次前往日
本關西，老婆決定帶著孩子「跟著柯南遊
關西」，而我則是想要回味那十多年前與
同學同遊關西之回憶。

　　不過此次前往日本卻是一波三折，首先有鑑於前年與公會前往仙台時搭乘廉
航時因為颱風停駛的情況，所以決定還是搭乘傳統航空，我們選擇了長榮航空，
孰料，卻發生了罷工事件，老婆一再詢問是否要退票重新訂其他航空公司，幾經
思量後，決定賭上一把，我認為參照之前華航的情況，應不至於影響到我們的行
程，但是在罷工期間，每天還是上網查詢要搭乘的航班是否會被取消，所幸一如
所料，並未有何影響。
　　而在此期間，妻子又一直在查詢住宿地點，至於我，其實很希望在京都住京
都車站的格蘭比亞飯店（可以從房間窗戶看火車跟京都夜景）以重溫當年與同學
同遊的感受，但實在昂貴，數次決定在京都市內各處的住宿，最後決定在京都住
在京都車站附近的�D�o�r�m�y� �i�n�n，選擇的理由是我們第一天就到京都，之後由京都搭
乘火車至大阪，在京都市內活動需要搭乘不同路線的地鐵，選擇在京都車站附近
，對交通來說相當方便。
　　因為第一天要到京都，在選擇從機場到京都的交通上也頗多考慮，因為妻子
想要去看伏見稻荷大社看千本鳥居跟宇治，考量交通上的票券使用，在台灣先購
買�J�R� �P�A�S�S的一日券，這樣在機場直接搭乘�H�A�R�U�K�A到京都，到飯店放行李，之後可
以繼續搭乘�J�R去伏見跟宇治，在晚上回到京都站後，我看到久違的京都塔。
　　第二天開始，進入了柯南之旅行程，但是一早，我們並沒有選擇搭乘交通工
具，而是從飯店走路到梅小路公園，梅小路公園出現在柯南電影版�-迷宮的十字路
中。離開梅小路公園後，就開始進入搭車、走路的密集行程，考量對於公車路線
不熟，於是我們決定購買京都地鐵的一日券，這兩天利用一日券在京都走透透，
除了在祇園享用了神戶牛鐵板燒，並利用�G�O�O�G�L�E� �M�A�P探訪柯南電影中出現的各處
京都景點，經過了京都文化博物館，順道進去看了展覽，也去了本能寺跟鴨川，
在京都地鐵鞍馬口站附近的岸邊，看到了大文字燒的山，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來時
，能看到真正的大文字燒的景象。
　　第四天，搭乘�J�R前往大阪，就在抵達後，發現即將有颱風侵襲台灣，腦中不
由得浮現前一年仙台的情況，盼望不要影響行程又再多待兩天，在大阪期間，是
購買的大阪周遊券的兩日券，但是沒有賣兒童的，如果利用周遊券使用的設施，
就必須另外購買票券，車票也要另外買，因此在台灣時，就決定購買�3張周遊券，
在使用時，利用周遊券帶著孩子，沒有受到阻攔，利用周遊券參觀、使用了許多
設施，而在大阪城公園旁矗立著讀賣電視台，那棟建物也出現在柯南電影版�-唐紅
的戀歌中，並且在各處設有角色的銅像。
　　行程倒數第二天，我們前往我首次到日本的第一天行程�-大阪海遊館，大阪海
遊館位於大阪港，那裡有天保山摩天輪，天保山摩天輪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摩天輪
，一坐上摩天輪，又是滿滿的回憶湧上心頭。不過這裡與多年前的記憶有所不同
，變得熱鬧許多，而且又多了樂高樂園，憑著周遊券，帶著孩子入場遊玩，另外
也坐了帆船型觀光船�-聖瑪麗亞號，透過摩天輪跟觀光船，倒也看到了鄰近的環球
影城的霍格華茲城堡。
　　最後一天的行程就是走走逛逛堺筋本線的地下街，然後要去臨空城。行前在
網路上做功課時，很多部落客說在臨空城車站可以寄放行李的店家及旅客服務處
，有每件行李�4�0�0日圓，也有�5�0�0日圓，但是有時間上的限制，然而在�6號出口（
廁所旁）有寄物櫃，我們家�3個行李塞進�2個寄物櫃，又沒時間限制，對我們來說
是比較好的選擇；另外前往臨空城�O�U�T�L�E�T，可以搭巴士，也可以走路，走路會先
經過另一個�M�A�L�L，也是可以逛逛的。
　　在機場報到後，因為飛機延後，所以發給我們一人抵用券，讓我們在機場內
可以購買飲食，而直到日本時間晚上�1�1時�2�5分才登機。
　　這次的回憶之旅，雖然仍未能走完當年行程，但是每到一處，仍是回想起當
年的點點滴滴……。

　　我沒想過我那古板的媽媽竟然也喜歡吃我做的青醬菇菇燉飯。記得第一次吃
到的青醬其實是義大利麵而不是燉飯，從那時候開始我每次都是點青醬，雖然也
吃過白醬跟紅醬，但是最喜歡的口味還是青醬，可是卻很少興起念頭想說來自己
動手做青醬，因為好像跟我平常煮的菜不搭，我喜歡滷一鍋五花肉再炒個青菜，
煎條魚或是炒盤蝦子，配上一大碗白飯，實在是人生至高享受，五花肉又是厚的
好，看到那明顯的肥瘦相間，視覺上就是享受。有一天在逛書店食譜的時候，看

到五花肉可以做義式醃肉，可以來做燉飯
或是義大利麵，心裡想就連青醬也一起做
吧，青醬做法其實很簡單，以下：
甜羅勒葉三斤
　　菜市場沒有生鮮的話，可以用紅骨九
層塔葉取代，我也都是買紅骨九層塔葉來
做青醬，因為菜市場的甜羅勒葉比起紅骨
九層塔葉貴了幾倍，買甜羅勒葉會讓人有傻
子的錯覺，不過也不建議自己種甜羅勒，因
為網友分享說會吃到怕。
松子半斤
　　松子先用鐵鍋乾烤兩下再加入，雖然有
人說可以用堅果或是花生取代，但是網路上
不是有人說菜頭貢丸湯的貢丸用排骨酥取代
，菜頭則用冬瓜取代，那不就變成排骨酥湯
了嗎？可以的話換一樣就好，雖然松子更貴
，而且還越來越貴。
蒜頭數瓣：蒜頭味道重，別放太多。

帕瑪森起士粉
　　超市有賣，記得買粉狀，別買塊狀的來搞自己。起士粉加入後一定會讓青醬更豐
富，但是我太太對奶製品過敏，有一次就發作了，所以也可以煮好之後再灑上去。
橄欖油
　　橄欖油不一定要初榨橄欖油，但是初榨的更好，因為不飽和脂肪酸高，酸價也低
，除了熱量以外，其他都是多吃對身體有益。
　　接下來就是請出攪拌機打成泥狀，如果沒有攪拌機就不要做，用缽搗碎就太可憐
了，打成泥狀之後就找調理罐裝起來，調理罐不要挑太大罐的，因為放在冷凍可以分
次拿出來，青醬顏色比較不會因為氧化變黑，而且裝罐的時候不要裝太滿，上面可以
再淋上初榨橄欖油，形成油封層也可以防止青醬氧化變黑。
　　以前煮青醬的時候我會買洋蔥、蝦子、蛤蠣、香菇等等配料，飯煮的水量刻意減
少，先把料都煮好之後加入青醬，再將飯加入之後快速攪拌加鹽就可以出菜上桌了。
可是後來懶得買蛤蠣跟蝦子，甚至我就只買好存放的洋蔥跟香菇，燉飯味道也是讓人
停不下來，而且我媽還說香菇越多越好。
　　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家裡煮飯，但是回家之後還要煮飯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這
個時候簡單的青醬菇菇燉飯就可以快速解決一餐，其實洋蔥也可以不加，直接加入香
菇（鴻喜菇、美白菇、洋菇都可以，不過味道太重的香菇比方說巴西蘑菇就不建議）
跟橄欖油炒到香菇軟又出水，加入青醬拌勻後加入白飯（剩飯其實也可以）調味後就
可以上桌了，尤其最近晚上減少澱粉攝取，常常是早上才吃青醬菇菇燉飯，就算加上
準備時間也不會超過�1�0分鐘就可以上桌，如果擔心營養不足，可以一起煎塊牛排吃吃
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