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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的选任)

第 14条　请求人在法定代理人之外 ,可选任符合以下各项规定的人士为代理人 。

(1)请求人的配偶 、直系尊亲属 、卑亲属或者兄弟姐妹;

(2)作为请求人的法人的管理人员或者职员;

(3)律师;

(4)其他法律规定的可以代理审判请求的人士;

(5)不符合第 1项至第 4项的规定 ,但是得到委员会许可的人士 。

2.被请求人可选任所属职员或符合第 1款第 3项至第 5项规定的人士为代理人。

3.有第 1款或者第 2款规定的情形的 ,准用第 11条第 3款以及第 5款的规定。

(代表人等的资格)

第 15条　代表人 、管理人 、选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资格应当以书面予以证明 。

2.代表人 、管理人 、选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丧失资格的 ,请求人应当以书面向委员会报

告该事实 。

(审判参加)

第 16条　与审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 ,经委员会许可可以参加该案

件的审理 。

2.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要求与审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参加

该案件的审理。

3.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接到根据第 2款的规定所发出的要求的 ,应当毫不迟延地通知

委员会是否参加该案件的审理 。

第 4章　审判请求

(审判请求书的提出等)

第 17条　审判请求书应当向作为裁决机关或者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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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政机关未依照第 42条的规定进行教示 、或者错误地进行教示 ,请求人已经向其他

的行政机关提出审判请求书的 ,该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审判请求书送交有正当权

限的行政机关。

3.行政机关根据第 1款或者第 2款的规定收到审判请求书 ,认为该审判请求有理由

的 ,必须依照审判请求的主旨作出处分或者予以确认 ,并毫不迟延地将其通知裁决机关以及

请求人。

4.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审判请求书之日起 10日以内将其送交裁决机关 ,但行政机关

依照第 3款的规定按照审判请求的主旨作出处分或者予以确认并将其通知裁决机关以及请

求人;或者请求人依据第 30条第 1款的规定撤回审判请求的除外。

5.送交审判请求书的 ,即便审判请求书中未写明裁决机关或者书写错误 ,亦应当将其

送交有正当权限的裁决机关。

6.根据第 2款或者第 5款的规定送交审判请求书的 ,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

实通知请求人。

7.根据第 18条的规定计算审判请求期间时 ,当事人向第 1款规定的裁决机关或者行

政机关或者第 2款规定的行政机关提出审判请求书的 ,视作提起审判请求 。

(审判请求期间)

第 18条　审判请求应当自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处分之日起 90天内提出 。

2.请求人因天灾 、地变 、战争 、事变以及其他不可抗力未能在第 1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

审判请求的 ,可以自该事由消灭之日起 14日内提起审判请求。但是 ,自外国提出审判请求

的 ,其期间应为 30日 。

3.自处分作出之日起经过 180天的 ,不得提出审判请求。但是 ,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

4.第 1款以及第 2款规定的期间为不变期间。

5.行政机关错误地教示了比第 1款规定的期间更为长的审判请求期间的 ,当事人在该

错误教示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的 ,视作该审判请求在第 1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

6.行政机关未教示审判请求期间的 ,请求人可以在第 3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

求。

7.第 1款至第 6款的规定准用于无效等的确认审判请求以及对不作为的义务履行审

判请求。

(审判请求的方式)

第 19条　审判请求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2.对处分的审判请求必须记载以下各项规定的事项 。

(1)请求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2)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以及裁决机关;

(3)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的内容;

(4)获知行政机关作出处分的日期;

(5)审判请求的主旨以及理由;

(6)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有无教示以及其内容 。

3.对于不作为提起审判请求的 ,在第 2款第 1项 、第 2项以及第 5项规定的事项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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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记载作为该不作为前提的申请的内容以及日期 。

4.请求人为法人 、或审判请求由选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提起的 ,除第 2 项以及第 3项规

定的事项之外 ,还应当记载该代表人 、管理人 、选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5.第 1款规定的文书上应当由请求人 、代表人 、管理人 、选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签名盖

章。

(请求的变更)

第 20条　请求人在不变更请求基础的范围之内 ,可以变更请求的主旨或者理由 。

2.被请求人在请求人提出审判请求之后变更作为该对象的处分的 ,请求人可以根据该

变更的处分变更请求的主旨或者理由。

3.请求的变更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

4.第 3款规定的文书的副本应当送达其他当事人。

5.委员会认为请求的变更无理由的 ,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不许可该变更。

(执行停止)

第 21条　审判请求不影响处分的效力 、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

2.裁决机关认为为了避免由于处分或者其执行 、程序的继续进行而产生难以回复的损

害且有紧急的必要的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 ,经过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 ,决

定全部或者部分地停止处分的效力 、其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以下称之为“执行停止”)。

但是 ,停止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可以达到目的的 ,不能停止处分的效力。

3.执行停止有可能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 ,不得为之 。

4.裁决机关决定执行停止后 ,执行停止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或停止事由消失的 ,

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 ,经委员会审理及议决 ,裁决机关可以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

5.当事人欲申请执行停止的 ,应当在审判请求的同时或者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

议决之前提出。欲申请撤销执行停止的 ,应当在执行停止决定作出之后裁决机关就审判请

求作出议决之前提出 。并均应当在记载有申请的主旨以及原因的文书上 ,添附审判请求书

复印件以及接受证明书 ,并向委员会提出。但是 ,审判请求已经在委员会审判之中的 ,不必

添附审判请求书复印件以及接受证明书 。

6.虽然有第 2款以及第 4款的规定 ,但是委员会的委员长认为若等待委员会审理并作

出议决将有可能发生难以恢复的损害的 ,可以依据职权不经审理以及议决而作出决定。此

时 ,委员长应当向委员会报告该事实 ,并取得追认。不能取得委员会追认的 ,裁决机关应当

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或者执行停止的撤销决定。

7.委员会就执行停止或撤销执行停止进行审理并作出议决之后 ,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

内容通知裁决机关。此时 ,委员会认为必要的 ,可以告知当事人 。

8.裁决机关接到委员会关于执行停止或者撤销执行停止的审理以及议决结果的通知

的 ,应当毫不迟延地作出执行停止或者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 ,并将该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 5章　审理

(向委员会移交等)

第 22条　行政机关依据第 17条第 4款的规定送交审判请求书或者依据第 24 条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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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规定提交答辩书的 ,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案件移交委员会。

2.第三人提出审判请求的 ,裁决机关应当将其通知行政处分的相对人。

(补正)

第 23条　委员会认为审判请求不合法但是可以补正的 ,应当规定相当的期间 ,要求当

事人补正 。但是 ,补正事项轻微的 ,委员会可以依职权补正 。

2.第 1款规定的补正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此时 ,该补正书应当按照当事人的人数

添附副本 。

3.委员会应当毫不迟延地将依照第 2款规定提出的补正书副本送达其他当事人。

4.当事人作出第 1款规定的补正的 ,视作自始提出合法的审判请求 。

5.第 1款规定的补正期间不算入第 34条规定的裁决期间之内 。

(答辩书的提出)

第 24条　裁决机关收到请求人依照第 17条第 1款的规定提交的审判请求书的 ,应当

毫不迟延地将其副本送交被请求人 ,被请求人应当自收到副本之日起 10日内向裁决机关提

交答辩书 。

2.被请求人按照第 17条第 4款的规定将审判请求书送交裁决机关时 ,应当附上答辩

书。

3.第 1款以及第 2款规定的答辩书中应当写明处分或者不作为的根据以及理由 ,并针

对审判请求的主旨以及理由作出答辩。

4.答辩书应当根据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添附副本 。

5.被请求人提交答辩书的 ,委员会应当将其副本送达其他当事人。

(主张的补充)

第 25条　当事人认为有必要补充审判请求书 、补正书 、答辩书或者参加申请书中主张

的事实 、再次反驳其他当事人的主张的 ,可以提交补充文书 。

2.第 1款中 ,委员会规定了补充文书的提出期间的 ,当事人应当在该期间内提交。

(审理的方式)

第 26条　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就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进行审理 。

2.行政审判的审理采取口头审理或者书面审理的方式 。但是 ,当事人申请口头审理

的 ,应当进行口头审理 ,委员会认为只能以书面审理的除外 。

3.委员进行口头审理的 ,应当规定期日 ,传唤当事人以及相关当事人。

(发言内容等的非公开)

第 26条之 2　委员会中委员的发言等公开后有可能损害委员审理 、议决的公正性 ,且

属于总统令规定的事项的 ,不予公开。

(证据文件等的提交)

第 27条　当事人可以在审判请求书 、补正书 、答辩书或者参加申请书中提出证明其主

张的证据资料或者证据物 。

2.第 1款规定的证据资料中必须附有与其他当事人的人数相对应的副本。

3.委员会应当毫不迟延地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资料的副本送达其他的当事人。

(证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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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条　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案件进行调查的 ,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 ,按

照以下各项规定的方法进行证据调查。

(1)询问当事人本人或者作证人;

(2)要求当事人或相关当事人提交持有的文件 、账簿 、物件及其他证据资料并予扣留;

(3)命令有特别学识以及经验的第三人进行鉴定;

(4)查证必要的物件 、人 、场所以及其他事物的性质与状况。

2.委员会认为必要的 ,可以委托裁决机关的职员(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情况下

为属于法制处的职员)或者其他的行政机关 ,实施第 1款规定的证据调查。

3.委员会认为必要的 ,可以要求相关的行政机关提交必要的文件或者陈述意见。

4.第 1款规定的当事人以及第 3 款规定的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诚实地应对委

员会的调查或者要求 ,并予以协助 。

5.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或者议决的审判请求 ,裁决机关可以提出意见书或

者陈述意见。

(程序的合并或者分离)

第 29条　委员会认为必要的 ,可以将相关的审判请求合并审理 ,或者将合并的相关请

求分离审理。

(请求等的撤回)

第 30条　请求人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前 ,可以书面形式撤回审判请求。

2.参加人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前 ,可以书面的形式撤回请求参加的申请。

第 6章　裁决

(裁决的程序)

第 31条　委员会终结审理之后 ,应当对该审判请求 ,就议决裁决内容作出议决 ,并将该

议决内容通告裁决机关。

2.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依照第 1款规定的委员会的议决内容 ,做出裁决 。

(裁决的区分)

第 32条　审判请求不合法的 ,由裁决机关驳回该审判请求 。

2.裁决机关认为审判请求没有理由的 ,驳回该审判请求。

3.裁决机关认为请求撤销的审判请求有理由的 ,撤销或者变更该处分 ,或者命令原行

政机关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

4.裁决机关认为无效等的确认审判请求有理由的 ,对处分效力的有无或者存在与否做

出确认。

5.裁决机关认为履行义务审判请求有理由的 ,应毫不迟延地依照申请作出处分或者命

令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处分 。

(事情裁决)

第 33条　裁决机关认为审判请求有理由 ,但是予以认可显然不符合公共利益的 ,可以

依照委员会的议决 ,裁决驳回该审判请求。此时 ,裁决机关必须在该裁决的正文中 ,明确指

出该处分或者不作为违法或者不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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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裁决机关根据第 1款的规定作出裁决的 ,可以对请求人采取相当的救济方法 ,或者命

令被请求人采取相当的救济方法。

3.第 1款以及第 2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无效等的确认审判。

(裁决期间)

第 34条　根据第 17条的规定 ,裁决应当在裁决机关或者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收

到审判请求书之日起 60日内作出 ,但是 ,有不得已的情形的 ,委员长可以依职权最多延长

30日。

2.根据第 1款但书的规定 ,延长裁决期间的 ,委员会应当在裁决期间届满 7日之前 ,通

知当事人以及裁决机关。

(裁决的方式)

第 35条　裁决以书面为之。

2.根据第 1款规定作出的裁决书中应当记载以下各项所列举的事项 ,并且 ,明确写明

裁决机关依照委员会的议决内容作出裁决的事实之后 ,应当签名盖章 。

(1)案件编号以及案件名;

(2)当事人 、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3)正文;

(4)请求的主旨;

(5)理由;

(6)裁决的日期 。

3.裁决书所记载的理由中应当表明裁决机关的判断 ,以足以认定主文内容正当。

(裁决的范围)

第 36条　裁决机关不得对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或者不作为之外的事项进行裁决。

2.裁决机关不得作出与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相比 ,对请求人更为不利的裁决 。

(裁决的羁束力)

第 37条　裁决羁束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相关行政机关 。

2.裁决机关作出裁决 ,命令行政机关履行因拒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不作为而放置的处

分的 ,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依照该裁决的主旨再次针对过去的申请作出处分。此时 ,该

行政机关不作出处分的 ,裁决机关可以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规定期间 ,以书面的形式命令其更

正 ,在该期限内仍未履行的 ,裁决机关可以自行作出处分。

3.依申请的处分因为程序的违法或者不当而被裁决撤销的 ,准用第 2款前段的规定。

4.裁决机关根据第 2款后段的规定直接作出处分的 ,应当通知该行政机关。该行政机

关接到通知的 ,应当将裁决机关所做的处分视作其做出的处分 ,并依照相关法令 ,采取管理 、

监督等的必要措施。

5.根据法令的规定而公告的处分被裁决撤销或者变更的 ,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

不迟延地公告该处分被撤销或者被变更的事实。

6.根据法令的规定而将处分告知处分相对人之外的利害关系人的 ,该处分被裁决撤销

或者变更后 ,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处分被撤销或者被变更的事实告知

该利害关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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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的送达以及发生效力)

第 38条　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裁决书正本送达当事人。

2.裁决自依照第 1款的规定送达请求人时发生效力 。

3.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裁决书的副本送达参加人 。

4.裁决机关依照第 37条第 3款的规定做出撤销裁决的 ,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裁决书

的副本送达处分的相对人 。

(再审判请求之禁止)

第 39条　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的 ,不得对该裁决以及同一处分或者不作为再次提起审

判请求。

第 7章　补则

(证据文书等的返还)

第 40条　裁决作出后 ,当事人提出申请的 ,裁决机关应毫不迟延地将当事人根据第 27

条及第 28条第 1款第 2项的规定提交的文件 、账簿及其他证据资料的原本返还提交人。

(文书的送达)

第 41条　根据本法规定做成的文书的送达方法准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送达的规定 。

(教示)

第 42条　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作出处分的 ,应当教示相对人可否就该处分提起行政审

判 、可以提起时的审判请求程序以及请求期间 。

2.利害关系人请求行政机关教示该处分是否可以成为行政审判的对象以及可以成为

行政审判对象时的裁决机关和请求期间的 ,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予以教示 。此时 ,利害

关系人请求书面教示的 ,行政机关应当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教示。

(不合理法令等的改善)

第 42条之 2　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以及议决审判请求时 ,认为作为处分或者

不作为根据的命令等(指总统令 、总理令 、部令 、训令 、成例 、告示 、条例 、规则等 ,以下相同),

没有法令上的根据 、违背上位法令或者对国民增加了过度的负担等 ,存在显著不合理的 ,可

以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对该命令等采取改正 、废止等适当的纠正措施。

2.接受第 1款所规定的要求的相关行政机关 ,无正当事由的 ,应当服从该要求。

(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第 43条　对于行政审判 ,不得以其他法律规定不利于请求人的内容作为本法的特例 ,

但有必要强调案件的专门性以及特殊性的除外。

2.以其他法律规定行政审判特例的 ,对于本法未规定之事项 ,亦应遵从本法之规定 。

(权限的委任)

第 44条　本法规定的委员会权限中的轻微事项 ,可以根据国会规则 、大法院规则 、宪法

法院规则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规则或者总统令之规定 ,委任委员长予以行使。

附则

本法自公布之后经过 3个月之日起施行(续完)。

(责任编辑:刘　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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