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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 103 年度自行研究報告提要表	 
	 
研究報告名稱：海關執行實務上以公司為受處分人相關法律問題	 

	 	 	 	 	 	 	 	 	 	 	 	 	 之研究	 	 	 	 	 	 	 	 	 	 	 	 （研究報告總字數：30,919 字）	 

研究單位：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研究人員：楊瀅陵、詹旺樺、何殷毅、何婉蓁、紀冠宇	 

研究期間：103 年 1 月至 12 月	 

	 

報告內容提要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根據經濟部之統計資料，截至 103 年 9 月底止，於我國經濟部已

為登記之公司共有 633,449 家，實收資本額總計為新臺幣 21,200,572

百萬元。從經濟部之統計得知，在我國國內之經濟活動主體不僅以公

司為大宗，其所創造之經濟效益亦相當顯著；其次，我國公司法在法

人本質之理論採取「法人實在說」，故公司法人如同自然人一般，具

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侵權能力，並具有法人人格。職是，為穩定

交易安全及健全經濟活動，除自然人外，國內法亦不乏以法人為規範

對象之相關規定，使其享有相當之權利，並承擔一定之義務。此外，

國際貿易實務上，從事交易活動者，亦係以公司為主要行為主體，因

此，公司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所在多有，致使海關執行實務上經常

面臨當公司違反法律規範時，應如何認事用法之問題。在公司同時違

反數行政法上義務、公司解散、廢止及撤銷設立登記、將公司代表人

限制出境、人頭公司等情形下，尤是彰顯行政機關如何適用法律之困

擾，同時從該等具體個案中亦得窺知現行法律之缺失。準此，本研究

計畫係改編海關執行實務上所遭遇之具體個案，並以其為基礎進一步

延伸探討相關法律適用問題，最後再從實務面及學術面加以評析，希

冀藉由海關執行實務上經常遇到之案例類型，建構出認事用法過程，

使閱讀者容易理解，並檢視與評述實務見解或現行法規之謬誤，據以

提出具體建議與結論，以期對目前海關執行實務所面臨之法律疑義，

有所助益。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般研究方法可概略分為「質化研究」與「量化研究」，其中質

化研究係由資料、程序與文獻三項主要內容所形成，將資料經由程序



 6 

轉換為更有用的文獻資訊。本研究計畫屬於法學研究領域，以行政法

及公司法理論及實踐為主，並在有關議題上與其他內國法進行比較與

分析，主要採用：（1）文獻探討法；（2）比較分析法；及（3）網路

資料搜尋法等研究方法，蒐集相關研究資料，分析其研究結果與建

議，對其具有價值、建設性及已驗證之理論，應用於本研究計畫內，

並將法律文義、規範目的、體系解釋等相關法學方法，運用於案例爭

點釐清與闡述之過程，且觀察、研析相關案例之實踐，摒除統計分析、

問卷調查等量化研究。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	 

１. 當受處分人為公司時，海關為書面行政處分之送達時，應依行

政程序法第 69 條第 2 項及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為之，而前開規

定與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及法人實在說不符。	 

２. 當公司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處罰，係因該公司之董事或其

他有代表權之人(以下簡稱代表人)之行為所導致者，除非該個別

行政法定有處罰規定，否則不得處罰該代表人，產生權責不一

致之情形，且無法有效達成行政目的，致生法律漏洞。由於實

際行為人與受規範相對人不一致，易使不肖人士利用此裁罰漏

洞，謀取私利，顯失公平。	 

３. 目前實務上對於選派清算人之處理原則為：「原則不予限制出

境，例外當該清算人屬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者方可。」

但對於法定清算人仍一律予以限制出境，難謂合於依法行政原

則，並有裁量怠惰之虞。	 

４. 實務上，經常發生進口人報運一批貨物進口，同時違反數行政

法規定之情形，當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 31 條第 2 項

規定，將案件移送其他行政機關裁處時，如發生主管機關有行

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海關應如何處理，茲生疑義。	 

５. 於修正增訂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以前，實務上及學說對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是否應進行清算程序，存

有爭議，然在修法後此一爭議應告終結，而卻因經濟部多號釋

示之謬誤見解，致使此一問題懸而未決。	 

	 	 	 

（二） 研究建議	 

１. 建議修正行政程序法第 69 條第 2 項或第 72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	 

２. 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應適時適用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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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	 

３. 在清算人屬法定清算人之情形下，應審酌具體個案特殊情況，

以決定是否予以限制出境。	 

４. 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並未限縮法定罰鍰額較低主管機關之

處罰權限。	 

５. 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仍須依公司法有關清算程序之規定進

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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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  研究緣起	 

根據經濟部之統計資料，截至 103 年 9 月底止，於我國經濟部已

為登記之公司共有 633,449 家，實收資本額總計為新臺幣 21,200,572

百萬元。1從經濟部之統計得知，在我國國內之經濟活動主體不僅以

公司為大宗，其所創造之經濟效益亦相當顯著；其次，我國公司法在

法人本質之理論採取「法人實在說」，故公司法人如同自然人一般，

不僅具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侵權能力，亦具有法人人格。2職是，

為穩定交易安全及健全經濟活動，除自然人外，國內法亦不乏以法人
3為規範對象之相關規定，使其享有相當之權利，同時並承擔一定之

義務。此外，國際貿易實務上，從事交易活動者，亦係以公司為主要

行為主體，因此，公司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所在多有，致使海關執

行實務上經常面臨當公司違反法律規範時，應如何認事用法之問題。	 

在公司同時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公司解散、廢止及撤銷設立登

記、將公司代表人限制出境、人頭公司等情形下，尤是彰顯行政機關

如何適用法律之困擾，同時從該等具體個案中亦得窺知現行法律之缺

失。準此，本研究計畫係改編海關執行實務上所遭遇之具體個案，並

以其為基礎進一步延伸探討相關法律適用問題，最後再從實務面及學

術面加以評析，希冀藉由海關執行實務上經常遇到之案例類型，建構

出認事用法過程，使閱讀者容易理解，並檢視與評述實務見解或現行

法規之謬誤，據以提出具體建議與結論，以期對目前海關執行實務所

面臨之法律疑義，有所助益。	 

	 

	 

                                         
1	 根據 103 年公司登記資料所載，資料來源：經濟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6849，最後瀏覽日：

11/11/2014。	 
2	 王泰銓(著)，王志誠(修訂)(2010)，《公司法新論》，修訂 5 版，頁 58，臺北市：三民。	 
3	 法人包括公法人及私法人，公司係屬私法人之一種，故於此使用「法人」一詞來涵蓋所有法人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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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範圍	 

本研究計畫主要有六項主題：	 

一、 對公司為送達所生執行上之疑義：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

知之利害關係人起，除有絕對無效之事由外，對其發生效力。

然而，行政處分能否對其所規制的人、事、物產生效力，毋寧

在於行政處分是否合法送達；尤其在裁罰性不利處分，因另有

裁處權時效問題，故行政機關是否於裁處權時效內，將處分書

合法送達相對人，更顯重要。惟實務上，因對公司送達不合法

致使原處分被撤銷，抑或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為行政執行

時，遭以送達不合法退案之情形，屢見不鮮，因此，釐清如何

對公司為合法送達，實屬必要。	 

二、 人頭公司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應如何裁處：通關實務上，行為人

常以成立人頭公司之方式報運貨物進出口，使其違反法律規定

時得以脫免責任，蓋我國於實體法上係採法人實在說，如有違

反行政法之情事，僅得以公司為受處分人。然而，此類公司名

下常無財產，縱使對其先行假扣押，仍無法達成保全之目的，

而待案件確定後，移送行政執行，亦無從徵起，故得否依行政

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之規定，以實際負責人為受處分人，以杜此

類案件一再發生，甚值參酌。	 

三、 公司代表人限制出境：為保全國課、充實稅收，關稅法第 48 條

以限制出境作為督促受處分人或納稅義務人繳納欠款之手段。

惟查實務上對於限制出境之主體，往往擴及公司負責人以外之

第三人，且限制出境處分未考量受處分人之主觀可責性，致使

因法院選派或因繼承而為公司清算人者，亦可能成為限制出境

之處分相對人，恐過於嚴苛。此外，關稅法第 48 條規定限制人

民居住遷徙自由，是否符合憲法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

關規定，難謂無疑。職是，對於關稅法第 48 條之合憲性、受限

制主體等問題，亟待釐清。	 

四、 公司一行為同時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之相關法律問題：於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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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經常發生進口人報運一批貨物進口，同時違反菸酒管

理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情形，海關向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

及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判斷系爭案件之管轄權究屬菸酒主管機

關或海關。如在比較法定罰鍰額度高低後，應依菸酒管理法規

定裁處時，即移送菸酒主管機關辦理；惟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

時生與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不符之情形，則此時海

關得否請求主管機關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另為

適當之處分，抑或得直接逕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規

定，復由海關依海關緝私條例相關論處，滋生疑義。	 

五、 公司經撤銷設立登記應如何裁處：關於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

應否進行清算，經濟部以 98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0650420

號函表示，依公司法第 9 條規定撤銷公司設立登記，將撤銷設

立登記之公司，其後續之相關登記亦應一併撤銷且無須依公司

法規定之清算程序辦理清算。然而，此與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

定相牴觸，在實務上遂生就該等公司於撤銷設立登記前，行政

機關所為之行政行為之適法性疑慮。	 

六、 結論與建議：本計畫係藉由具體案例引導出爭點，再從海關實

務面檢視現行作法，而後進一步從法規面檢視實務作法或現行

法規有無尚待檢討之處，最後就爭點問題提出結論與建議，以

期解決海關執行實務上之困境。	 

參、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  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可概略分為「質化研究」與「量化研究」，其中質

化研究係由資料、程序與文獻三項主要內容所形成，將資料經由程序

轉換為更有用的文獻資訊。本研究計畫屬於法學研究領域，以行政法

及公司法理論及實踐為主，並在有關議題上與其他內國法進行比較與

分析，主要採用：（1）文獻探討法；（2）比較分析法；及（3）網路

資料搜尋法等研究方法，蒐集相關研究資料，分析其研究結果與建

議，對其具有價值、建設性及已驗證之理論，應用於本研究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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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與檢視實務
面臨之問題	 

界定研究主題及

範圍	 

蒐集與分析資料	 

以 公 司 為 受 處 分
人 所 生 法 律 問 題
之探討	 

公 司 權 利 能 力
之析論	 

法人實在說與實
務執行之衝突	 

提出結論與建議	 

並將法律文義、規範目的、體系解釋等相關法學方法，運用於案例爭

點釐清與闡述之過程，且觀察、研析相關案例之實踐，摒除統計分析、

問卷調查等量化研究。	 

二、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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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定進度圖	 

	 

工作項目	 

工作執行期間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蒐集、分析資料，形成問題	 	 	 	 	 	 	 	 	 	 	 	 	 

草擬計畫期中報告初稿	 	 	 	 	 	 	 	 	 	 	 	 	 

完成計畫期中報告初稿	 	 	 	 	 	 	 	 	 	 	 	 	 

檢視計畫面臨之問題	 	 	 	 	 	 	 	 	 	 	 	 	 

草擬計畫期末報告初稿	 	 	 	 	 	 	 	 	 	 	 	 	 

檢視並修改計畫期末報告	 	 	 	 	 	 	 	 	 	 	 	 	 

完成計畫期末報告	 	 	 	 	 	 	 	 	 	 	 	 	 

提交完整研究計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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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對公司為送達所生執行上疑義	 

紀冠宇＊	 

	 

	 

	 

	 

	 

	 

	 

	 

壹、  問題緣起	 

	 	 	 	 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除有絕對無效之

事由1外，對其發生效力。然而，行政處分能否對其所規制的人、事、

物產生效力，毋寧取決於其是否合法送達，其目的在於使當事人得以

知悉行政處分之內容2。在裁罰性之不利處分，因有裁處權時效3之問

                                         
＊	 現任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業務二組課員。	 
1	 例如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	 

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	 

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	 

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	 

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	 

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	 

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	 
2	 黃默夫(2000)，《基礎行政法 25 講》，修訂 6 版，頁 411-412，台北：一品文化出版社。	 
3	 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海關緝私條例第 44

條：「有違反本條例情事者，除依本條例有關規定處罰外，仍應追徵其所漏或沖退之稅款。但自

其情事發生已滿五年者，不得再為追徵或處罰。」	 

○○企業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向海關報運貨

物進口，經查有虛報進口貨物價值之情事，海關遂依海

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裁處，作成書面行政處分（以

下簡稱處分書）。海關於送達時，同時以雙掛號郵寄 A

公司登記地址及其負責人甲戶籍地址，惟對 A 公司送

達之處分書被以「遷移他址，所在不明」退回，對甲所

為之送達則經寄存送達。試問：海關所為之行政處分是

否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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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行政機關是否在時效內將處分書合法送達，尤其重要。海關實務

上經常遇到對公司送達不合法之問題，以致於復查時原處分被撤銷，

抑或於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進行行政執行程序時，而以送達不合法

為由遭到退案。	 

貳、  說明	 

	 	 	 	 行政機關可對其為送達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必須為權利義務

之主體，可分為自然人及法人兩大類。自然人之為權利主體，係根據

人的倫理性而來；法人則由法律創造，故其與自然人不同，係藉由法

律賦予其權利能力之方式，來取得人格，而成為得以享受權利、負擔

義務之主體4。由於社會之發展，近代工商業各種經濟活動之需要，

而有法人制度之創設，其主要目的有二，一為使法人之財產與其成員

之財產分立，限定由其負擔法律責任，而不致影響個人財產，二為使

一定之財產組成或多數之自然人組成，成為具有獨立性之權利義務主

體，而得為各種法律行為。公司即屬法人之一種5。	 

	 	 	 	 就法人之本質，學說上主要可分為三說，述之如下6：	 

一、法人否定說：	 

主張法人格否定說者，不論認為法人，僅係為一定目的而組成之

財產7，或財產管理者與受益者間之法律關係，或為使多數主體法律

關係單一化所為之技術設計，均認為真正之權利主體，為實際管理財

產、享受財產利益之自然人，法人並無獨立存在之人格。法人否定說

雖然強調團體由個人所組成，而個人在團體中，並不失主體性，仍有

其存在價值；並說明法人乃是一種抽象由人為創設用來處理法律關係

之社會技術，有當時之時空背景及貢獻存在。惟本說與現今實際情況

已不相符，而不被接受。	 

二、法人擬制說：	 

	 	 	 	 法人擬制說為薩維尼(Savigny)所創，其由意思理論出發，認為權

                                         
4	 王澤鑑(2000)，《民法總則》，頁 161，台北：自刊。	 
5	 公司法第 1 條：「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6	 施啟揚(2001)，《民法總則》，頁 113-116，台北：自刊。	 
7	 此說又稱法人目的財產說，參前揭註 3，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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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義務之主體為有自由意思的自然人，法人本身並無意思能力，亦無

侵權行為能力及犯罪能力，僅在特定目的之下，由法律以人為特許之

方式創設出「擬制之人」，賦予其權利能力而具有人格，得為財產權

之主體。擬制說反映了當時政治上國家權力的絕對權威，惟有帝王特

准成立的團體，才能藉由法律擬制為人，故其在觀念上認為法人的基

礎在君主特許，而非奠基於社會組織與功能。由此概念出發，法人僅

為財產交易之主體，重心在對外之法律關係，而忽略了法人的內部關

係。	 

	 	 	 	 自現代自由民主思潮及法律觀點來看，此說雖已不合時宜，而不

被接受，但此說認為以法人名義所為之行為，並非成員全體的共同行

為，而係一個獨立團體組織即該法人所為之行為，使團體得以超脫自

然人成員而成為獨立權利義務個體，成為最早在法律上明確承認法人

為權利主體之學說，具有相當之貢獻。	 

三、法人實在說：	 

法人實在說，主張法人為社會上有獨立性之存在，而非法律所擬

制之空虛存在。此說之理論基礎，有認為法人為「社會上的有機體」，

具有「團體意思」8，另一派則從社會上實際活動以社會法學觀點認

為法人為「社會上組織體」9；惟不論採何說，均認為法人性質上適

合且應賦予其法律上人格，為社會上之「實體」(Entity)。	 

	 	 	 	 	 我國通說及民法規定係採法人實在說，即法人為社會上實際存

在之權利主體，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侵權行為能力10。	 

	 	 	 	 對公司為送達之相關規定，整理如下：	 

一、公司法：	 

第 28 條之 1：「主管機關依法應送達於公司之公文書無從送達

者，改向代表公司之負責人送達之；仍無從送達者，得以公告代

之。」	 

二、刑事訴訟法：	 

                                         
8	 主張此說者，為德國學者基爾克(Gierke)，詳見前揭註 3，頁 162 及前揭註 5，頁 115-116。	 
9	 主張此說者，為法國學者米香(L.Michoud)及沙萊耶(R.	 Saleilles)，詳見前揭註 3，頁 162	 

	 	 及前揭註 5，頁 115-116。	 
10	 參前揭註 4，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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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條第 1 項：「被告、自訴人、告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

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被害人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

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被害人死亡者，由其配

偶、子女或父母陳明之。如在法院所在地無住所、居所或事務所

者，應陳明以在該地有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之人為送達代收人。 」	 

第 57 條第 1 項：「應受送達人雖未為第 55 條之陳明，而其住、

居所或事務所為書記官所知者，亦得向該處送達之；並得將應送達

之文書掛號郵寄。」	 

三、行政程序法：	 

第 69 條第 2 項：「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

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第 72 條第 2 項：「對於機關、法人、非法人之團體之代表人或

管理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機關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必

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或其住居所行之。」	 

	 	 	 	 從現今通說及法律規定所採法人實在說看來，法人為實際獨立存

在之實體，具有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而得獨立收受送達，成為應受

送達人；公司之負責人，僅係法人之代表與機關，故前揭公司法規定，

係以公司為應受送達人，無從送達時，始向公司之負責人為送達。	 

而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較為特殊，認為對於法人為送達，應向其代表人

或管理人為之，法人不得獨立收受送達，似不採法人實在說。	 

參、  案例解說	 

本案核發處分書之法律依據，係海關緝私條例第 46 條，而於 102

年 6 月 19 日修正公布海關緝私條例第 46 條，刪除該條第 2 項之規定，

其立法理由謂：「本條例有關處分書之送達方法，應依行政程序法總

則章第十一節送達之相關規定辦理，爰刪除原條文第 2 項規定。」茲

就修正前與修正後之海關緝私條例第 46 條規定，分述如下：	 

一、於修正公布生效前送達：	 

依修正前海關緝私條例第 46 條第 2 項規定，依該條例處分並作

成之處分書，其送達應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故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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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A 公司登記之營業所地址，雖未能依法送達，惟另一向得代表公

司收受處分書之公司代表人甲住所地(以戶籍所在地推定為其住所地)

所寄送之處分書，依刑事訴訟法第 62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38 條之

規定已合法寄存送達，可認為該行政處分已產生效力。	 

	 	 	 	 此外，因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定有當事人陳明住所、居所或事務

所或送達代收人之規定，如應受送達人已為陳明指定送達處所，則行

政機關應受其拘束，對該指定處所為送達。	 

二、於修正公布生效後送達：	 

修正後之海關緝私條例第 46 條規定，業已刪除有關處分書送達

之規定，故應回歸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是以，依行政程序法第

69 條第 2 項及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本案應向代表人甲為送達，並向

其事務所或營業所(公司登記所在地推定為其營業所)行之，惟 A 公司

已遷移他址所在不明，又於郵寄時如無「必要」之情形，而逕向代表

人甲之住所地為送達，則該處分書之送達應屬不合法。	 

另須注意的是，在應受送達人已陳明送達處所之情形，因行政程

序法並無應受送達人得陳明送達處所之規定，該陳明應不生拘束送達

機關之效力，行政機關仍得對其他合法送達處所為送達11。	 

綜上所述，本案如係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46 條修正生效前所為之

送達，應屬合法之送達；反之，如係於修正生效後所為之送達，則不

生合法送達之效力。	 

肆、  結論	 

對於法人之本質，我國通說及民法規定均採法人實在說，則法人

應有權利能力，得受意思表示，並得由代表人代為接受，依行政程序

法有關送達之規定，送達應向代表人為之，似不採法人實在說，否定

法人具有得受意思表示之能力，加上該法又規定僅於必要時，始得向

代表人之住居所為送達，造成依海關緝私條例核發之處分書，於海關

緝私條例第 46 條修正公布施行前或後之郵寄，竟生一者為合法送

達，另一則為不合法送達，此二種截然不同之結果，恐怕是當初修法

                                         
11	 蔡茂寅、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合著(2006)，《行政程序法實用》，頁 219，台北：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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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始料未及的吧！	 

	 	 	 	 私見以為，為使法律規定之體系一致，避免行政處分以同樣之方

法送達，卻產生合法生效與不生效力之不同結果，行政程序法之前揭

送達相關規定，似應參考公司法作相同規定，或刪除第 72 條第 2 項

「必要時」之文字，避免於實務上操作時所遇到的疑慮與爭議，較為

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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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頭公司	 

何殷毅＊	 

	 

	 

	 

	 

	 

	 

	 

	 

壹、  問題緣起	 

於海關查核實務上，常發生行為人為脫免責任，乃以成立人頭公

司之方式報運進出口，而我國於實體法上係採法人實在說1，故公司

如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僅得以該公司為受處分人；惟查此類公司名

下常無財產，即使對其先行假扣押，亦無法達成保全債權之目的，而

待案件確定後，再移送行政執行，亦無從徵起稅費及罰鍰，故依行政

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之規定2，以實際負責人為受處分人，以預防此類

                                         
＊	 現任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法務緝案組課員。	 
1	 法人於法律上地位，學說上可分為法人否認說、法人擬制說及法人實在說，現行通說見解肯認

法人之社會意義，並非法律上擬制的存在，而係實際的存在；採此說即肯認法人本身即具權利能

力、行為能力及責任能力。	 
2	 參照行政罰法第 15 條立法理由：「該受處罰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係實際上為私

法人為行為或足資代表私法人之自然人，其可能為一人，亦可能係多數人，就個別行政法課予私

法人之義務，自應負善良管理人注意之義務。倘因其執行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而為行為，致使

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除應對於私法人加以制裁外，該等自然人違反社會倫理意識，如係

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未遵守行政法所課予私法人之義務時，本身具有高度可非難性及可歸責

性，自應就其行為與私法人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爰為第一項規定。」	 

○○生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於 100 年至 102 年

間持續向海關報運貨物進出口，該公司為製作毒品，以

空紙箱將感冒藥掉包報運出口遭當場查獲，本案因情節

重大，加重至最高額處該公司罰鍰新臺幣 300 萬元，涉

及刑事部分並移送檢調查辦，案經法院確定判決認 A

公司實為人頭公司，該公司之違法行為實由其實際負責

人某甲所為，甲並受緩刑之裁判確定。試問：海關於裁

處權期間內，得否依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對

甲科以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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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一再發生，不失為得以考慮之方向。	 

貳、  說明	 

	 	 	 	 行政罰之目的在於制裁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以貫徹行政秩

序，惟查現行法多僅就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設有處罰規

定，然對於實際居於領導或指揮監督地位之人之行為，卻付之闕如，

而使行政目的無法有效達成，甚至使不肖之董事或有代表權人利用其

職權或地位之便，謀取私利，顯失公平，因此，在其他法律無特別規

定下，為避免制裁漏洞，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特設有共通性之併

罰規定。3	 

一、  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行為主體之認定	 

「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

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

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

規定罰鍰之處罰。」為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明定，適用本條之

行為主體有二：董事及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其中「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究何所指，於目前司法實務上並未予以闡釋，從其文義觀之，可分為

形式說及實質說等二種見解，依形式說之見解認其應僅限於法律上或

章程上明定有代表權之人，而依實質說之見解則認除法定或章定之代

表權人外，尚應包含實際操控負責公司對外業務之人（下稱實際負責

人）。依行政罰法第 15 條之立法理由：「該受處罰私法人之董事或其

他有代表權之人，係實際上為私法人為行為或足資代表私法人之自然

人，其可能為一人，亦可能係多數人，就個別行政法課予私法人之義

務，自應負善良管理人注意之義務…⋯…⋯」觀其立法理由，似已將該條

二種行為主體予以解釋，其對「其他有代表權之人」解釋為「足資代

表私法人之自然人」，而某一自然人是否足資代表一私法人，其觀察

重點應可分為對內及對外二部分，其對內必須擁有可實際操控私法人

                                         
3	 林錫堯(2013)，《行政罰法》，2 版，頁 170-172，臺北市：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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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對外必須具有表見外觀4，如此之自然人於違反行政法課予

私法人之義務時，始具有高度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而得為本條處罰

之對象；以社會交易角度觀之，實際負責人自符合上述對內及對外條

件之要求，當其以私法人名義對外為行為時，就個別行政法課予私法

人之義務，自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為本條規範目的所涵

蓋，是行政罰法第 15 條所謂「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應採實質說為宜。	 

二、 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行為主體注意義務之雙重功能	 

行政罰法第 15 條立法理由所述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

人應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條文中明定應負重大過失注意義務，

二者間似有所扞格，探究其原因應在於，行政罰法將私法人之董事或

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所應負之注意義務於認定「法人責任」或「自己責

任」5時而有所不同。依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當該等有代表

權之人具有抽象輕過失時，則該法人即被推定具有過失，換言之，此

時該等有代表權之人所負者乃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於其違反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時，該法人即須承擔過失責任；依行政罰法第 15

條規定，於已成立法人責任之前提下，判斷該等有代表權之人是否須

負自己責任時，此時即係以重大過失之注意義務加以判斷，若其有違

重大過失之注意義務時，該等有代表權之人尚須承擔自己責任。亦

即，該等有代表權之人之注意義務除具有判斷該法人主觀要件之功能

外，同時亦具有判斷其本身責任主觀要件之雙重功能。	 

三、  小結	 

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行為主體之認定，為能符合其立法本旨，

應採取實質說之見解，如此始能針對實務上利用人頭公司謀取私利之

實際負責人予以處罰，而能達到一定程度的規制效果；上開行為主體

                                         
4	 表見外觀係指該自然人於公司對外事務上展現可為公司決定事務之權限，使第三人相信其為公

司負責人之外在表現；具有表見外觀後，該自然人始能利用公司對外與第三人進行商議，進而如

利用公司從事違法行為時，始具有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	 
5	 法人責任係指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有故意、過失時，依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推定法人亦有故意、過失，而法人須負擔行政責任者而言；自己責任係指董事或其他有

代表權之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依行政罰法第 15 條其個人本身須負擔行政責任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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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注意義務於判斷法人責任與自己責任時，其立法上所規範的注意程

度顯有不同，是於法條之使用操作上必須特別留意，於法人責任成立

後，於判斷其是否成立自己責任時，須就其注意義務再行判斷一次，

尚不得僅以法人責任之成立，逕予推斷其應負自己責任。	 

另值得一提的是，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稱「應並受同一規

定罰鍰之處罰」，係指應對實際行為之董事或其他代表權人處同一規

定（指處罰私法人之同一規定）之罰鍰，而非「確實受罰之罰鍰額度

應相同」6。	 

參、  案例解說	 

本案甲之行為同時違反刑法及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甲既已受緩

刑之裁判確定，是以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海關得就其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予以裁處，蓋甲雖非該公司章程上之董事或法定

有代表權之人，惟法院判決業已確認為 A 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甲，

故依實質說，甲應屬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稱「其他有代表權之

人」。又查甲於報運出口時所為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致 A 公

司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並受有處罰，且甲之掉包行

為顯屬故意，故依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之規定，海關得依海關緝

私條例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對甲予以裁處，惟裁處時尚須注意行政罰

法第 15 第 3 項罰鍰上限之規定。	 

肆、  結論	 

實務上，當發現受處分人為人頭公司，且已查知該人頭公司之實

際負責人後，為避免其脫免行政責任，應得依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之規定，對實際負責人予以裁處，惟須先確認該實際負責人是否有

因同一行為而受刑事處罰之情形，以避免與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相

牴觸。其次，該實際負責人主觀上必須限於故意或重大過失，其較行

政罰法第 7 條規定為嚴格，若行政機關無法證明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

時，可考慮依行政罰法第 20 條規定，向實際負責人追繳其因該行為

                                         
6	 參照：法務部 100 年 3 月 9 日法律字第 099905569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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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有財產上之利益；惟必須注意的是，學說上認為行政罰法第 20

條規定之適用，須以相對人未受處罰為前提，亦即，該條規定係立於

行政罰法第 15 條之補充地位，而不得同時適用7。準此，為防止行為

人以成立人頭公司之方式卸責謀利，海關應適時使用行政罰法第 15

條及第 20 條之規定，以遏止商民以人頭公司從事違法行為之歪風。	 

	 

	 

	 

	 

	 

	 

	 

	 

	 

	 

	 

	 

	 

	 

	 

                                         
7 	 陳 清 秀 (2013) ，〈 行 政 罰 法 上 不 當 利 期 之 追 繳 問 題 〉，《 憲 政 ( 研 )102-005 號 》， 載 於 ：

http://npf.org.tw/post/2/1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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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司代表人之限制出境	 

詹旺樺＊	 

	 

	 

	 

	 

	 

	 

	 

	 

	 

	 

	 

	 

	 

	 

	 

	 

                                         
＊	 現任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法務緝案組課員。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B 公司）報運進口貨物涉

有虛報情事，經海關依法核課處分後送達前，原公司

負責人死亡，且該公司經經濟部解散登記在案。原公

司負責人其繼承人全體拋棄繼承，無從依法對法定清

算人送達處分書，因該公司另案滯欠內地稅經財政部

轄下國稅局聲請法院指定清算人，法院乃指定丙為 B

公司之清算人，惟丙拒不就任。海關遂依法院選派清

算人之裁定向丙送達處分書及催繳函，且其欠繳稅捐

及罰鍰達關稅法第 48 條第 5 項限制出國標準，爰依

法將丙限制出國。試問：海關之送達是否適法有效？

對法院選派之清算人為限制出國處分是否有當？	 

○○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因報運進口

貨物涉有虛報情事，經海關依法處分並合法送達在

案，其欠繳稅捐及罰鍰逾新臺幣 200 萬元，且目前並

無財產可供執行，爰依關稅法第 48 條規定，將該公

司負責人甲限制出境。惟該公司嗣後經解散登記，且

該公司負責人甲於公司解散尚未清算完結前死亡，而

除甲之配偶乙（泰國籍）外，其他順位繼承人均拋棄

繼承。試問：海關得否依關稅法第 48 條規定及財政

部 96 年 4 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22400 號函，將

乙限制出國？	 

案例

3-1	 

案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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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緣起	 

	 	 	 	 為保全國課、充實稅收，關稅法第 48 條以限制出國處分為手段，

督促受處分人或納稅義務人繳納欠款，尚非無據。惟就實務面而言，

限制主體牽連擴及原公司負責人以外之第三人，且限制出國處分未考

量立法理由所指明惡意脫產避稅之主觀可責性，使非出於己意僅因法

院選派或因繼承而為清算人者，亦可能成為遭限制出國處分之對象，

其社會責任失之過苛。偶有個案特殊情狀亦鮮能報准不予限制出國屢

經受處分人陳情及媒體關切，影響機關形象。就法制面而言，旨揭規

定限制人民居住遷徙自由，是否符合憲法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下稱公政公約）第 12 條之精神，亦非無疑。職是，在實務執行面，

關稅法第 48 條限制出國處分(下稱系爭規定)之合憲性、受限制主體等

議題，亟待釐清。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C 公司）報運進口貨物涉有

虛報情事，經海關依法核課處分後送達前，原公司負

責人丁死亡，且該公司經經濟部解散登記在案。原公

司負責人其繼承人全體拋棄繼承，無從依法對法定清

算人送達處分書，因該公司另案滯欠內地稅經財政部

轄下國稅局聲請法院指定清算人，法院考量戊曾任該

公司負責人且其任內有進口貨物實績，乃選派其擔任

C 公司之清算人，戊雖未為就任之承諾，惟有委請會

計師為 C 公司進行清算程序。海關遂依法院選派清算

人之裁定向戊送達處分書及催繳函，且其欠繳稅捐及

罰鍰達關稅法第 48 條第 5 項限制出國標準，爰依法將

戊限制出國。試問：海關之送達是否適法有效？對法

院選派之清算人為限制出國處分是否有當？	 

案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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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說明	 

	 	 	 	 依關稅法第 48 條第 5 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欠繳應納

關稅或罰鍰達一定金額者，得由司法機關或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

移民署限制其出境；其為法人、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者，得限制其負責

人或代表人出境。惟查憲法第 10 條及公政公約第 12 條規定，均賦予

人民遷徙自由，則關稅法第 48 條第 5 項規定是否合於憲法及國際條

約規定，遂生疑問。	 

	 	 	 	 關於此問題，容有以下不同見解：	 

一、 肯定說：基於以下理由，關稅法第 48 條合於憲法及公政公約相

關規定：	 

(一) 關稅法第 48 條係屬法律之位階，以之限制出境涉及人民居

住遷徙自由，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二) 關稅法第 48 條第 5 項，對於作成限制出國處分，設有條件；

同條第 7 項規定將保全手段次序調整為物之保全優先。職

是，限制出國處分性質上已轉變為預備性手段，並非為主

要手段，符合手段之必要性原則。	 

(三) 依大法官釋字第 443 號解釋1，對限制出國並無法官保留或

令狀之要求，是以，關稅法第 48 條第 6 項規定：「財政部

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國時，應同時以書面敘

明理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知當事人，依法送達。」明確提

供被限制人救濟途徑，以維人民之程序正義，符合正當法

律原則。又關稅法第 48 條就重大欠稅案件予以限制出國，

已定有期間及程序之限制，合於大法官解釋意旨。	 

(四)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45 號解釋認限制出境規定為合憲，

且關稅法第 48 條甫於 99 年剛剛修正，若再予以修正，將使

法律陷於不確定狀態，應俟形成一定共識後，再予以修法

方為妥適。另有認為基於整體一致性考量，稅捐稽徵法第

                                         
1	 大法官釋字第 443 號解釋略以：「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若欲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

制，必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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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條亦為限制出境相關規範，財政部賦稅署已委外進行研

究，以評估現行制度之優劣得失，故關稅法第 48 條應為相

同處置，宜配合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規定而為相同規定。	 	 	 	 	 	 	 

二、 否定說：依 98 年 4 月 22 日總統公布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

第 2 條、第 8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

法律之效力。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

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

2 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

進。則有關遷徙自由限制之規定，其適用、解釋自不得違於兩

公約有關遷徙自由等內容，始符上開公約人權保障之意旨。公

政公約第 12 條規定：「…⋯…⋯二、人人應有自由離去任何國家，

連其本國在內。三、上列權利不得限制，但法律所規定、保護

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他人權利與自由所

必要，且與本公約所確認之其他權利不牴觸之限制，不在此限。」

關稅法第 48 條第 5 項就性質上屬債務不履行之事件，以限制出

國為手段用以保全義務人公法上金錢債務之履行，不符前述公

政公約所列舉例外得限制出國之事由。再者，依兩公約施行法

第 3 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

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通過的「第

27 號一般性意見（1999）：（第 12 條）遷徙自由」第 14 點解釋

謂：第 12 條第 3 項明確指出，限制僅僅有利於可允許的目的是

不夠的，它們必須是為保護這些目的而必要才行。限制性措施

必須符合比例原則；必須適合於實現保護功能；必須是可用來

實現預期結果的諸種手段中侵犯性最小的一個；必須與要保護

的利益符合比例性。易言之，應考量所採手段之「適當性」、「必

要性」與狹義比例原則。旨揭規定採限制出國之手段有益於國

課保全，惟該手段是否必要？對於「無錢可還」者，即令終身

限制出國亦無法改變「無錢可還」之窘境，採限制出國之手段

淪為對「無錢可還」者之懲罰。又現行實務限制主體牽連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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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司負責人以外之第三人，採限制出國之手段牽連過廣，已

如前述。再者，所採限制出國手段未納入立法理由所指明脫產

避稅惡意之主觀可責性考量。凡此，其手段適用範圍涵蓋過廣，

既無益國課之確保又恐殃及無辜，難謂符合前述聯合國人權事

務委員會第 27 號一般性意見第 14 點解釋，及同其意旨之行政

程序法第 7 條：「行政行為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之規定。因此，關稅法第 48 條難謂與憲法及國際公約相關規定

相符。	 

參、  案例解說	 

一、  案例 3-1	 

	 	 	 	 本案涉限制出國之對象是否及於原公司負責人以外之第三

人？若範圍上及於第三人則在關稅法第 48 條第 5 項限制出國必

要性裁量時應從寬抑或從嚴審酌？	 

	 	 	 	 依關務署 101 年 9 月 25 日台總局緝 1011017042 號函復請依

財政部 96 年 4 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22400 號函釋規定辦

理。即如有限制負責人出境之必要時，應以清算人為限制出境

對象。故本案即以 101 年 9 月 28 日基關法字第 1011028722 號函

請關務署核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 A 公司法定清算人乙

出國。經財政部 101 年 10 月 3 日台財海 10110219051 號函限制

法定清算人乙出國。	 

	 	 	 	 然而，乙為泰國籍，雖與原受限制出國人甲結婚，但依戶

籍資料顯示，甲戶籍內並無乙之設籍資料，乙在台行方不明。

甲死亡時除其配偶乙外，其餘各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是否

係因乙行方不明無從通知，抑或係因外籍配偶背景不知辦理拋

棄繼承，乃致依公司法第 80 條規定成為唯一之法定清算人。又

查無繼承人辦理甲之遺產稅申報，並無資料顯示乙自繼承中獲

得財產利益。另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函復，乙持多次重入

國簽證，期間亦有多次進出國境之情形，應可推知乙仍有入出

國需要。考量乙為外籍配偶無同如本國人般等量期待其熟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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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解清算程序等具有執行清算職務之能力，雖乙因未辦理

拋棄繼承而成為法定清算人，但畢竟其非原公司負責人，且無

證據顯示乙有自繼承中獲有利益，卻使其承擔清算責任，並復

加以限制出國之不利益處分，似不符關稅法第 48 條之立法本

旨。另查因乙在台行方不明，且無乙之設籍資料，故限制出國

處分應以公示送達為之，而公示送達係法律上之擬制送達，受

處分人實際上是否已知悉，不無疑問，則有在機場通關時方獲

告知被限制出國之可能，對乙造成突襲，亦難謂妥適。此外，

兩公約施行法業已施行，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

國內法律之效力。是以，乙為外籍配偶，且有多次入出國之實

際需要，若無堅實理由予以限制出國之不利處分，因涉外國人

遷徙自由限制、弱勢配偶、至機場方獲知被限制出國之突襲、

限制出國手段與達成充實國庫稅收目的間不具適當關聯性、手

段逾達成執行目的（增益國庫）之必要限度、行政機關裁量怠

惰等，恐有與兩公約相牴觸之虞，致生合法性之疑慮，不得不

慎。	 

二、  案例 3-2	 

	 	 	 	 本案涉及公司清算期間，法院選派之公司清算人應否得其

就任之承諾，方得對其為限制出國處分？關於此問題，學說及

實務上容有不同見解：(一)甲說：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

人、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非訟事件法第 171 條及第

175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經法院選派公司之清算人，

即應依法執行清算人之職務，不得聲明不服，拒不就任2。又法

院選派清算人，係為貫徹課稅公平，為免公司因無法送達而處

於實質無法課稅之不公平狀態有害公益，故法院選派清算人事

件，具有一定之公益性，且法院之選派亦需考量事件之妥當性、

展望性，而特別需求法院職權之裁量，則在此公益性、妥當性、

展望性之考量下，法院以裁定選派清算人確定，被選定人即應

                                         
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訴字第 1869 號判決，當事人不服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627 號判決駁回。(惟駁回理由並未就該爭點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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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受該裁定確定效力之拘束，自無再由被選定人任意決定是

否同意受任為公司清算人之餘地3。(二)乙說：清算人基於公司

法之規定，由全體股東當然擔任時，無須為就任之承諾；而章

定清算人、選定清算人或選派清算人，並不因章程之訂定、股

東之決議或法院之選派而當然有為就任承諾之義務，須經其為

就任之承諾，始與公司發生委任關係4。章定、選定或法院選派

之清算人，於其為就任之承諾時，始與公司發生委任關係，於

斯時成為清算公司之代表人5。	 

	 	 	 	 實務上，海關向來參據財政部 100 年 3 月 16 日台財關字第

10005009220 號函核示意旨，本於職權辦理，故實務執行上即依

據上揭財政部函釋，認法院選派之清算人需清算人為就任之承

諾始生清算委任之效力。是故，本案法院選派之清算人丙既未

依公司法第 83 條或相關法律為就任之同意，丙與 B 公司間即未

發生委任關係，丙既非屬 B 公司之代表人，海關向非公司代表

人為送達處分書及催繳函即未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又丙既非 B

公司之代表人，海關自不得以丙為對象，對其為限制出國之處

分。	 

三、  案例 3-3	 

	 	 	 	 本案涉及法院選派之公司清算人其就任之承諾，是否限於

要式行為？又法院選派之清算人不予限制出國者，是否只限於

會計師或律師？分析如下：	 

(一) 過去實務作法	 

	 	 	 	 	 根據財政部 86 年 3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861885313 號令釋

示：「根據本部 83 年 12 月 2 日台財稅第 831624248 號函釋規定所

為限制公司清算人出境，如該清算人係由法院選派之律師或會計

師所擔任者，則不予限制出境。」該令釋說明謂：查公司法第八

                                         
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444 號判決，惟業經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字第 1157 號民

事判決廢棄，當事人未上訴而告確定。	 
4	 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裁字第 255 號裁定、司法院 58 年 10 月 24 日民決字第 7738 號函、經濟部

58 年 11 月 7 日經商字第 3808 號函。	 
5	 最高法院 97 年台聲字第 1181 號民事裁定、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抗字第 332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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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條及第三百二十二條規定，公司不能規定其清算人時，法院

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此類清算人如係由法院選

派律師或會計師擔任者，與一般經股東決議選任之清算人有所不

同，尚不宜一律予以限制出境。	 

	 	 	 	 惟前揭令釋未說明清算人如係由法院選派非律師或非會計

師擔任者，是否一律予以限制出國。根據該令釋對於法院選派非

律師或非會計師擔任清算人者，似採原則限制出國模式。實務

上，基隆關 99 年 12 月 17 日以基關法字第 0991039489 號函請關

務署基於下列情事，核轉財政部考量得否不予限制：義務人無可

供執行之財產，法院亦認該公司無剩餘財產不宜選派會計師、律

師等專業人士為清算人。選定清算人僅係為完成法定之清算程

序，於國庫稅收之增益並無實益，且對經法院選派為清算人盡國

民義務者限制出國，似亦不符立法本旨；另考量是否重新檢討財

政部 86 年 3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861885313 號函，對於法院選派

之清算人不予限制出國者，不限於會計師或律師，以符合行政程

序法第 7 條、第 9 條及第 10 條之一般法律原則。又基隆關 102 年

9 月 16 日基關法字第 1021026118 號函表示略以：就實務面而言，

限制出國處分未考量立法理由所指明脫產避稅惡意之主觀可責

性，且限制主體牽連擴及原公司負責人以外之第三人，使非出於

己意僅因法院選任或因繼承而為清算人者，亦可能成為遭限制出

國處分之對象，其社會責任失之過苛。偶有個案特殊情狀亦鮮能

報准不予限制出國，屢經受處分人陳情及媒體關切，影響機關形

象。再者，基隆關 103 年 5 月 8 日基法緝傳字第 1031030561 號傳

真電文略以：考量到財政部 102 年 10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10204597880 號令，業已就法院選派之清算人原則不予限制出國，

僅於該清算人為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者，例外予以限制

出國。該令文呼應基隆關前述歷次函文，亦即，對於法院選派之

清算人予以限制出國者，應考量受限制出國者主觀上是否該當脫

產避稅之可歸責性。則財政部 101 年 2 月 17 日台財關字第

10105502290 號令第二點後段規定「惟清算人如為法院選派或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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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東選任之律師或會計師擔任者，不予限制出國。」所採取原

則限制法院選派之清算人出國，例外於該清算人身份為律師或會

計師者，方不予限制出國。此令函徒以法院選派之清算人身份是

否為律師或會計師作為是否限制出國差別待遇之標準。為免同為

財政部發布之令文判準相歧，宜參考財政部 102 年 10 月 31 日台

財稅字第 10204597880 號令就欠繳應納稅捐符合關稅法第 48 條第

5 項應限制負責人出境之公司，於清算期間，法院依公司法第 81

條及第 322 條第 2 項規定，因利害關係人聲請選派之公司清算人，

不予限制出境。但經法院選派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擔任

清算人者，仍應限制出境。	 

(二) 現行實務作法	 

	 	 	 	 根據財政部 103 年 7 月 11 日台財關字第 1031015294 號令，

於公司解散進入清算程序後始限制出國者，應以變更後之清算人

為限制出國對象。但清算人係由公司股東選任之律師或會計師擔

任者，或係由法院依公司法第 81 條及第 322 條第 2 項規定，因利

害關係人聲請而選派，且非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者，不

予限制出國。該令釋對於法院選派非律師或非會計師擔任清算人

者，除非該清算人為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者，否則不予

限制出國。採取原則不限制，例外方予限制模式。已較前述財政

部 86 年 3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861885313 號令擴大不予限制出國

處分之適用主體範圍，自人權保障與稅捐確保權衡之角度應予肯

定。	 

	 	 	 	 至於如何認定是否屬於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根

據行政院 103 年 11 月 20 日院臺訴字第 1030154041 號訴願駁回決

定書略以：「據基隆關卷附展貿公司登記資料、股東同意書、個

人除戶資料查詢結果及基隆地院 99	 年度司字第 17	 號民事裁定影

本記載，展貿公司原負責人謝碧玲於 96	 年 4	 月 23	 日將出資額

50	 萬元全部轉讓變更予新股東即訴願人，並改推訴願人為董事，

執行業務對外代表公司，嗣訴願人於 97	 年 2	 月 18	 日將出資額

50	 萬元全部轉讓另一新股東林來旺，並改推林來旺為董事，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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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旺於 97	 年 4	 月 20	 日死亡，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基隆市

分局（102 年 1	 月 1	 日更名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向基

隆地院聲請選派展貿公司清算人，經該院 99	 年度司字第 17	 號民

事裁定，以展貿公司固於 97	 年 2	 月 20	 日向主管機關申請將負

責人由訴願人變更為林來旺，然尚未辦理營利事業稅籍變更，且

統一發票購票證、領用統一發票購買憑據登載之負責人均為訴願

人，訴願人更於林來旺死後之 97	 年 5	 月 30	 日以展貿公司代表

人身分委任會計師申報該公司 9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訴願人

既然自 96	 年 5	 月 8	 日至 97	 年 2	 月 19	 日擔任展貿公司負責人，

應屬最接近進行清算事務所需使用之公司資料，對公司事務當有

一定之了解及處理能力，堪認選派訴願人擔任展貿公司之清算人

應為妥適等語。參以展貿公司虛報進口貨物產地、逃避管制，違

反海關緝私條例之 19	 份進口報單，其中 18 份進口報單遞送時點

發生於 96 年 4 月 23 日至同年 8 月 23 日間，為訴願人擔任展貿公

司負責人期間，難認訴願人就展貿公司上開違章情事諉為不知。

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為展貿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不符

該部 103	 年 7 月 11 日台財關字第 1031015294 號令釋意旨，乃否

准解除其出國限制，揆諸首揭說明，並無不妥。」俾供日後相關

案件參酌。	 

(三) 本案解析	 

	 	 	 	 法院選派公司清算人其就任之承諾，法無明文須以一定之要

式行為為限，故戊委請會計師為 C 公司進行清算程序，自其客觀

行為以觀，難謂非基於清算人地位委請會計師為 C 公司進行清算

程序，無論基於禁反言或表見行為均可認為戊有為清算人就任之

承諾。故海關向戊送達處分書及催繳函其送達合法有效。	 

	 	 	 	 另戊主張其係法院選派之公司清算人，依據財政部 103 年 7

月 11 日台財關字第 1031015294 號令不予限制出國。惟查戊曾任 C

公司負責人且其任內有進口貨物實績，應屬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

業務之人，依據財政部 103 年 7 月 11 日台財關字第 1031015294

號令釋，屬於例外應予限制出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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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按公司為獨立具有法律人格之團體，其與股東之個人財產及責任

分別獨立。公司之債權人，不得逕以其對公司之債權向公司股東或負

責人求償。基此，不因法定清算人或法院選派之清算人為公司負責人

即須就該公司債務負清償之責，謹先陳明。	 

	 	 	 	 又倘公司無可供執行之財產，即使完成法定之清算程序，亦無增

益於國庫稅收；且以限制出國之手段而冀求實質上無法達成之國庫增

益目的，此手段與目的間因不具適當關聯性而與行政程序法第 7 條揭

示之比例原則相違。再者，限制出國依法屬得為裁量之事項，雖目前

財政部未訂頒裁量基準之相關行政規則，但行使裁量權時如未將外籍

配偶、原公司負責人以外第三人任清算人等特殊事實納入考量，不僅

有不合依法行政原則之裁量怠惰之虞，恐亦與公政公約第 12 條規定

相牴觸。目前財政部相關令釋在法院選派之清算人類型下，採取原則

不予限制；例外，該清算人屬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者，仍予

限制之立場，已大幅變更過去立場而趨向人權保障，值得肯定。惟法

定清算人類型下，原公司負責人以外第三人屬外籍配偶或其他社會弱

勢，是否在關稅法第 48 條第 5 項裁量限制出國之必要性時，基於對

外籍配偶或其他社會弱勢採取限制出國手段以充溢庫收之無期待可

能，寬認尚無限制出國之必要，則尚賴實務累積個案，形成共識，以

期個案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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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行為同時違反數行政法規定	 

何婉蓁＊	 

	 

	 

	 

	 

	 

	 

	 

	 

壹、  問題緣起	 

	 	 	 	 A公司向海關報運貨物進口，經查發現有未申報之酒品及變性酒

精，同時違反菸酒管理法1第6條2、第47條3、第58條4及海關緝私條例

第37條等規定，海關遂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5及第31條第2項6規

定，將全案移送罰鍰額度最高之菸酒主管機關甲縣市政府裁處，而甲

                                         
＊	 現任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法務緝案組課員。	 
1	 菸酒管理法雖已於 103 年 5 月 30 日全面修正，但尚未公布施行，故本文以下所引條文仍為修

正前之條文。	 
2	 菸酒管理法第 6 條：「本法所稱私菸、私酒，指未經許可產製或輸入之菸酒。」	 
3	 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但查獲物查獲時現值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者，處查獲物查獲時現值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罰鍰。」	 
4	 菸酒管理法第 58 條：「依本法查獲之私菸、私酒、劣菸、劣酒與供產製私菸、私酒之原料、器

具及酒類容器，沒收或沒入之。」	 
5	 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

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6	 行政罰法第 31 條第 2 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

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管轄。法定罰鍰額相同者，依前項規定定其管轄。」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向海關報運貨物進口，

經查發現有未申報之酒品及變性酒精，同時違反菸酒管

理法第 6 條、第 47 條、第 58 條及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等規定，海關遂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 31 條

第 2 項規定，將全案移送罰鍰額度最高之菸酒主管機關

甲縣市政府裁處，而甲縣市政府僅作成沒入貨物之處

分。試問：海關於裁處權期間內，得否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甲縣市政府另為適法處分，抑或

得逕依海關緝私條例裁處罰鍰？	 

案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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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以「因無輸入私酒之犯意，爰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免按

菸酒管理法第47條論處，僅依同法第58條作成沒入貨物之處分」。試

問：海關於裁處權期間內，得否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請求甲

縣市政府另為適法處分，抑或海關得逕依海關緝私條例裁處罰鍰？	 	 

	 	 	 	 於海關實務上，經常發生進口人報運一批貨物進口，同時違反菸

酒管理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情形，海關向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

及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判斷系爭案件之管轄權究屬菸酒主管機關或

海關；倘如進口人為公司時，同時會將其代表人以涉及違反菸酒管理

法第 46 條第 2 項規定，移送檢調機關偵辦。基於進口人為公司，而

非其代表人，並無刑事優先原則之適用，故仍得逕對公司為行政罰。

然而，當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比較法定

罰鍰額度高低後，應依菸酒管理法規定裁處時，案件移送菸酒主管機

關辦理。倘移送代表人之刑事偵辦結果，認定其無輸入私酒之犯意而

為不起訴處分，菸酒主管機關即據不起訴處分，認定進口人無故意或

過失，依行政罰第 7 條規定，免依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規定論處，僅

依同法第 58 條規定沒入私酒。菸酒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顯然與行

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不符，惟海關得否請求菸酒主管機關依行

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另為適當之處分，抑或得直接逕依

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復由海關依海關緝私條例相關論

處，滋生疑義。	 

貳、  說明	 

	 	 	 	 本案涉及二法律問題：（一）法定罰鍰額較低之主管機關得否認

定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所為裁處違反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

規定，而再依其主管法規另為裁處，亦即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及

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是否具有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取得處罰

權，而限縮法定罰鍰額較低之主管機關處罰權之效果；（二）對於進

口人同時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及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規定之案

件，根據(改制前)關稅總局 99 年 5 月 27 日台總局緝字第 099100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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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示意旨7，海關以往均認為此屬一行為，而就進口人主觀上故意

或過失之認定，海關應否受菸酒主管機關審酌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之拘

束，抑或得由海關逕為認定，容有疑義。	 

一、  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 31 條第 2 項之適用	 

	 	 	 	 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 31 條第 2 項之適用前提，需係一行

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始生管轄權競合，則菸酒主管機關認系

爭案件，因無輸入私酒之犯意，爰依行政罰法第 7 條規定，免按菸酒

管理法第 47 條論處，是否仍屬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與違反海關緝

私條例生管轄權競合，尚待釐清：	 

(一) 行政罰成立要件，除符合客觀要件外，尚需具備主觀要件，其

一為對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需有故意過失（行政罰法第 7 條），

因此，如認無輸入私酒之犯意，不構成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之規

定，即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因而不符行政罰法第 24 條及第

31 條適用之前提，是故，違反海關緝私條例部分似可依職權認

事用法裁處。	 

(二) 倘認受處分人仍有違反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所欲規範之行政法

上義務，惟因無輸入私酒之犯意，故依行政罰法第 7 條不予處

罰，且亦認有違反海關緝私條例之情事，此時始有管轄權競合

之適用。	 

二、  管轄權競合	 

                                         
7	 關稅總局 99 年 5 月 27 日台總局緝字第 0991009589 號函:「主旨：關於通商口岸緝獲之輸入私菸，

究應依據海關緝私條例抑或菸酒管理法處以行政裁罰，貴局在實務執行上產生疑義乙案，復請查

照。	 說明：一、復貴局 99 年 4 月 12 日高關稽字第 0991007157 號函，兼復基隆關稅局 99 年 4

月 26 日基關緝字第 0991010779 號函、台北關稅局 99 年 5 月 6 日北關進字第 0991009874 號函及

台中關稅局 99 年 4 月 23 日中關稽字第 0991005663 號函。二、關於貴局與高雄市政府就菸酒管理

法第 47 條：「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

以下罰鍰。但查獲物查獲時現值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者，處查獲物查獲時現值 1 倍以上 5 倍以下

罰鍰。」之規定，發生適用法令爭議，主要爭點在於該條文所稱「運輸」是否涵括「輸入」乙節，

查依財政部 96 年 7 月 25 日台財庫字第 09600294510 號函示：「…⋯…⋯依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規定：『販

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其中『運輸』乙詞，就文義言，應係指在國內各地運輸或自國內輸出或自國外輸入等情形，而該

法條中並未明文限定運輸之用途，是倘有前開事實，應即有該法條之適用。」之意旨，輸入私菸

應有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行政裁罰之適用。因此，輸入私菸之行為，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

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關於行政罰之部分，因屬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義務之行

為（即同時違反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及海關緝私條例第 36 條），從而，仍應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及

財政部 95 年 4 月 20 日台財庫字第 09503038090 號函核示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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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政罰法上，應先確定行使處罰權之主體，方得進一步探討法

律適用之問題，亦即，僅具有處罰權主體者，始得認事用法並對行為

人施以裁罰效果之手段。惟在行政罰法領域，處罰權之歸屬係在各個

行政法規予以規定，而為避免就同一事件重覆處罰，故制定行政罰法

第 24 條規定。然而，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所定「依法定罰鍰額最

高之規定裁處」究屬限縮法定罰鍰額較低主管機關之處罰權限，抑或

僅為法律適用之選法依據，尚非無疑。復查行政罰法第 31 條第 2 項

規定所稱「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管轄」係指管轄權或處罰權

之移轉，亦有疑義，蓋處罰權與管轄權乃不同層次問題，應先有處罰

權而後有管轄權之認定，故行政罰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若係屬處罰

權之移轉，則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取得處罰權，並由其本於

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同時限縮法定罰鍰額較低主管機關之處罰

權，其自不得再就同一事件為裁處，並應尊重法定罰鍰額最高主管機

關之裁處結果。	 

參、  案例解說	 

依關稅總局99年5月27日台總局緝字第0991009589號函，進口人同

時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36條及菸酒管理法第47條規定，因屬一行為違

反數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應依行政罰法第24條及財政部95年4月20

日台財庫字第09503038090號函核示原則辦理。職是，根據上開函示意

旨，進口人同時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及菸酒管理法第47條規定，

應屬「一行為同時違反數行政法上之義務」，故海關與菸酒主管機關

自不宜就進口人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為歧異認定。	 

	 	 	 	 次按法務部 101 年 5 月 30 日法律字第 10103102940 號函釋意旨8，

                                         
8	 法務部 101 年 5 月 30 日法律字第 10103102940 號函：「主旨：有關所詢裁處停權引用法條未洽，

而經司法判決維持原處分確定之案件，得否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撒銷原處分乙案，本部

意見如說明二、三，請查照參考。說明：一、復貴府	 101 年 3 月 20 日府農工字第 1010042519 號

函。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本文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

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核其立法意旨係因基於依法行政之原

則，行政機關本應依職權撒銷違法之行政處分，即使該處分已發生形式上之確定力，亦然。惟行

政處分如經司法實體判決，則應尊重實體判決之既判力，不宜再由行政機關依職權撤銷致破壞實

體判決之既判力（林錫堯著，行政法要義，2006 年 9 月，3	 版第 1 刷，第 335 頁、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裁字第 3303 號裁定、本部 100 年 6 月 14 日法律決字第 1000013953 號及 97 年 2 月 4 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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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職權撤銷原處分之立法意旨，係基於依法行政之

原則，行政機關本應依職權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即使該處分已發生

形式上之確定力，亦然。因此，倘認菸酒主管機關所為之原處分屬違

法之行政處分，縱已處分確定而生形式上確定力，仍可依法職權撤

銷，惟撤銷違法行政處分性質上乃行政機關裁量之事項，需視行政機

關主觀之認定9，故本案如認有管轄權競合之適用，則是否職權撤銷

原處分而另為適當處分，需視菸酒主管機關就其所為之行政處分主觀

之認定，且行政訴訟法第 195 條第 2 項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之規定係

以行政法院為適用主體，並不及於原處分機關。是以，本案如認有管

轄權競合之適用，行政處分主觀之認定仍屬主管機關之權責，海關僅

能建議再次審酌有無依職權撤銷原處分而另為適當處分之必要，如該

主管機關仍維持其認定，依舊無法解決困境。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本案既經菸酒主管機關甲縣市政府認定，

進口人主觀上無輸入私酒之犯意，不構成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之規

定，即無一行為同時違反數行政法上之義務，因而不符合適用行政罰

法第 24 條及第 31 條規定之前提，自無再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

規定，請求甲縣市政府另為適法處分，宜由海關本於職權認定 A 公

司有無虛報之故意或過失，逕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規定論處。	 

肆、  結論	 

根據法務部 99	 年	 7	 月	 14	 日法律決字第 0999024544 號函10之

                                                                                                                     
字第 0960043161 號函參照）。本件原處分如經司法實體判決並告確定，是否得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職權撤銷原處分乙節，應視判決既判力所及範圍而定，合先敘明。三、次按既判力，係指對於

確定判決之判斷所賦予之拘束力，在既判力所及範圍內，不許當事人再爭執其判斷，又稱為實質

之確定力。行政訴訟法第	 213	 	 條規定：「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有確定力。」

確定判決之既判力，係以訴訟標的經表現於主文判斷之事項為限，判決理由並無既判力。而撤銷

訴訟之訴訟標的，乃行政處分之違法性致損及原告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主張（陳清秀著，行政訴

訟法，2011 年 10 月，4 版第 1 刷，第 593 頁、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1611 號判決及同院 98

年判字第 865 號判決參照）。本案確定判決所判斷之訴訟標的，似僅限於「原告就原停權一年處

分違法且損害權益之主張」，並認定該主張為無理由，而不及於法院於判決理由中，認定本案依

法應處分停權三年之部分。依上開說明，此部分即非既判力效力所及，原處分機關自得依行政程

序法第 117 條規定裁量是否依職權撤銷原處分（陳清秀著前揭書，第	 605 頁至第 607 頁，實務上

改制前行政法院 73 年判字第 309 號判決，亦有類似見解）。又行政訴訟法第 195 條第 2 項有關不

利益變更禁止之規定係以行政法院為適用主體，並不及於原處分機關，併予敘明。	 
9	 吳庚(2012)，《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 12 版，頁 415，三民。	 
10	 法務部 99	 年 7 月 14 日法律決字第 0999024544 號:「按行政罰法（下稱本法）第	 24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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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實務上如發生法定罰鍰額較低之主管機關先為裁處時，則於法

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復為裁處時，受裁罰之人將會依法提出救

濟，屆時法定罰鍰額較低之主管機關可依申請撤銷其裁罰，又不得裁

罰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亦可依職權撤銷其裁罰。	 

	 	 	 	 次查「一行為不二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此係避

免因法律規定之錯綜複雜，致人民之同一行為，遭受數個不同法律之

處罰，而承受過度不利之後果。在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有

處罰較重之法規時，應擇一從重處斷；縱使該行為前經依處罰較輕之

法規處罰在案，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復為裁處，於法亦無違

誤。亦即，即使前已有一處罰在案，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仍可

復為裁處，可得推知法務部似認為，無論係法定罰鍰額較低或較高之

主管機關，其處罰權並不因前已有就同一行為裁處而消滅。因此，法

務部認為，如同一行為曾經依處罰較輕之法規處罰，係由受裁罰之人

申請撤銷或由其裁罰機關依職權撤銷之問題。本文以為，法務部之見

解雖可作為行政機關間裁處權競合時之解決方案，惟未能兼顧受處分

人之權益，受處分人須經漫長之行政救濟程序，耗時費力，亦增加行

政成本。	 

	 	 	 	 103 年 5 月 30 日菸酒管理法全面修正，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移列

至第 46 條11，並考量菸酒屬特殊商品，對於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

                                                                                                                     
及第 31 條第 2 項分別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

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

義務而應處罰鍰，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管轄。法定罰鍰額相同者，

依前項規定定其管轄。」實務上如發生法定罰鍰額較低之主管機關先為裁處時，則於法定罰鍰額

最高之主管機關復為裁處時，受裁罰之人將會依法提出救濟，屆時法定罰鍰額較低之主管機關可

依申請撤銷其裁罰，又不得裁罰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亦可依職權撤銷其裁罰（本法第 3	 1 條立法

理由參照）。三、次按「一行為不二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此係避免因法律規定

之錯綜複雜，致人民之同一行為，遭受數個不同法律之處罰，而承受過度不利之後果（司法院釋

字第 503 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6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行為，於本法施行前已受裁處者，雖尚無本法之適用（本法第 45 條第 1 項），參照法院實務見解，

對於該等本法施行前之行政罰案件，本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仍可視為法理適用，在一行為違

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有處罰較重之法規時，應擇一從重處斷；縱使該行為前經依處罰較輕之法

規處罰在案，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復為裁處，於法亦無違誤。至於該行為曾經依處罰較輕

之法規處罰，依上揭立法理由，係由受裁罰之人申請撤銷或由其裁罰機關依職權撤銷之問題（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02534 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簡字第 00357 號及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577 號判決參照）。本件來函所詢疑義，請	 貴部參考前開說明，本於職

權依法核處。」	 
11	 103 年 5 月 30 日修正後菸酒管理法第 46 條:「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而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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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運輸、轉讓而陳列或貯放私菸、私酒之違法行為宜有一致之裁

罰標準，爰增訂第二項，明定上開違法行為不適用海關緝私條例之處

罰規定，以求處罰之衡平及一致性12。因此，類此案件於行政院公布

施行日13後，將一律由主管機關依菸酒管理法裁處，而不適用海關緝

私條例，此類爭議可望獲得解決。	 

	 

	 

	 

	 

	 

	 

	 

	 

	 

	 

	 

	 

                                                                                                                     
列或貯放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但查獲物查獲時現值超過新臺

幣五十萬元者，處查獲物查獲時現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鍰，最高以新臺幣六百萬元為限。配合

提供其私菸、私酒來源因而查獲者，得減輕其罰鍰至四分之一。前項情形，不適用海關緝私條例

之處罰規定。」	 
12參見：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立法理由，網頁：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905101;0124;0440	 ，最後瀏覽日：11/3/2014。	 
13	 菸酒管理法 59 條：「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但行政院得分別情形定其一部或全部之施

行日期。」。該條立法理由:「配合本法本次係全案修正，考量部分新增制度及措施須審慎規劃，

向業者及民眾宣導，並宜給予業者一定之調適緩衝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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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設立登記之撤銷	 

楊瀅陵＊	 

	 

	 

	 

	 

	 

	 

	 

壹、  問題緣起	 

A 公司於 96 年至 100 年間報運貨物進口，經查有違反關稅法及

海關緝私條例之情事，然經濟部於 100 年 1 月 18 日以經授商字第

10001004780 號函撤銷 A 公司設立登記，依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

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者，準用同法第 24 條至第 26 條有

關清算之規定，故海關乃分別函請地方法院及經濟部查明 A 公司辦

理清算之進度及其清算人。根據法院函覆，A 公司未向法院呈報清

算，故依公司法第 8 條第 2 項、第 79 條、第 113 條規定，除 A 公司

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議外，以 A 公司之全體股東為清算人；

再者，依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準用第 25 條規定，A 公司於清算範圍內

視為尚未解散，其法人格仍處於存續中，而為了結其債權債務關係，

依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準用同法第 24 條規定，A 公司應進行清算程序。

由於 A 公司未向法院呈報清算，為了查明 A 公司之清算人，俾利辦

理後續相關事宜，海關遂於 100 年 9 月 7 日以基普進第 1001026420 號

                                         
＊	 現任財政部關務署稅則法制組專員。	 

○○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代表人

為甲）於民國（下同）96 年至 100 年間，持續向海關

申報貨物進口。於 98 年起，經海關發現 A 公司有違

反關稅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情事，惟經濟部於 100 年

4 月 1 日依公司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撤銷 A 公司之設

立登記。試問：於裁處權期間內，海關所為之行政處

分究應以 A 公司或其代表人甲為受處分人？	 

案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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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函請經濟部提供 A 公司最近一次之登記資料（包括公司章程、

設立登記及董事名單等），然而，經濟部卻於 100 年 9 月 14 日以經授

商字第 10001211230 號函表示，A 公司經撤銷設立登記，自始即不成

立；而關於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應否進行清算，經濟部 98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0650420 號函已為闡釋，其認為依公司法第 9 條規

定撤銷公司設立登記，將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其後續之相關登記亦

應一併撤銷且無須依公司法規定之清算程序辦理清算。因此，不僅產

生 A 公司如屬自始不成立，則 A 公司於撤銷設立登記前所為之所有

法律行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效果、行政處分之對象等，應如何認

定及歸屬等問題，致生行政行為適法性之疑慮，同時亦產生經濟部所

為之相關函示是否牴觸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之問題。	 

貳、  說明	 

一、  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應否進行清算	 

由於企業之經營與活動屬私經濟領域，因此，公司之監督以企業

自治監督為原則，惟因社會經濟活動中公司為重要之行為主體，與各

種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息息相關，故於特定情形下，方例外由國家公權

力介入監督。主管機關之監督可分為「事前監督」及「事後監督」，

前者係指公司法第 19 條與第 388 條等規定，後者則係指公司法第 10

條、第 20 條及第 21 條等規定；其中，就事後監督而言，主管機關一

般係以行政處分予以撤銷或廢止公司登記或部分登記1，作為監督之

手段。2學說通說及實務見解均肯認，公司經撤銷或廢止登記後，亦

有必要進行清算，收取債權、清償債務並分配剩餘財產，以了結公司

之債權債務關係，且在清算範圍內，其法人格仍視為存續，待其清算

完結後，公司法人人格始歸消滅。3	 

於 90 年 10 月 25 日增訂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以前，關於經中

                                         
1	 例如：公司法第 9 條、第 17 條及第 17 條之 1 等規定。	 
2	 劉連煜(2014)，《現代公司法》，增訂 10 版，頁 67-68，台北市：新學林；劉連煜(2011)，〈公權力

監督與設立登記之撤銷或廢止〉，《月旦法學教室》，第 103 期，頁 18-19。	 
3	 王泰銓(著)，王志誠(修訂)(2010)，《公司法新論》，修訂 5 版，頁 247-248，臺北市：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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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即經濟部）4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應否進行清算，係由

學說及實務見解逐步建構起來。在實務上，依最高法院 81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5，經經濟部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須經清算程序，

了結其法律關係，且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法人人格始歸於消滅；

其次，經濟部 72 年 10 月 11 日經商字第 41322 號函6及法務部 78 年 8

月 11 日法律決字第 14393 號函7均為明確闡釋，經經濟部撤銷設立登

記之公司，應有公司法有關清算規定之適用。	 

90 年 10 月 25 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 24 條規定：「公司除因合併、

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8然撤銷或廢止登記與解散同屬公司法

人人格消滅之法定事由，亦有進行清算以了解債權債務關係之必要，

而對於公司撤銷或廢止登記後應否進行清算，當時公司法就此問題並

未有明文規定，為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規定，爰增訂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9職是，無論從法條文義解釋或立法解釋，依現行公司法第 9

條及第 26 條之 1 規定，未實際繳納股款而經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

之公司，自應有公司法所定清算程序之適用。	 

二、  經濟部適用法律之謬誤	 

依最高法院 81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經濟部 72 年 10 月

11 日經商字第 41322 號函、法務部 78 年 8 月 11 日法律決字第 14393

                                         
4	 依公司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5	 最高法院 81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內容：「公司設立登記，經主管機關撤銷者，亦為公司

解散之原因。公司解散後，尚須經清算程序，了結其法律關係，在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

即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之範圍內仍然存續，必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消滅。」

（ 資 料 來 源 ： 司 法 院 法 學 資 料 檢 索 系 統 ，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最 後 瀏 覽 日 ：

10/20/2014。	 
6	 經濟部 72 年 10 月 11 日經商字第 41322 號函示要旨：「查本部前以六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商○

五五三三號函准司法行政部	 (現為法務部)	 六十八年二月八日台函民一一八八函意見：「按主管機

關依公司法第九條撤銷公司之設立登記者，其公司法人之資格即行喪失，似應解散，而依公司法

第二十四條之規定進行清算」。本案○○事業有限公司經本部撤銷公司登記之原因及法律依據雖

與上開函釋所示者不同，惟撤銷登記之效果則無相異。是以，本案應可參照上開函釋辦理。」	 
7	 法務部 78 年 8 月 11 日法律決字第 14393 號函示要旨：「…⋯…⋯查公司設立登記後，經中央主管機

關撤銷其登記，該公司即失其存在之法律上依據，惟為處理債權債務及公司之財產，以了結其與

第三人之權利義務關係，其法人人格似應類推適用上開有關公司解散及清算之規定，於清算之必

要範圍內，仍視為存續。」	 
8	 90 年 10 月 25 日亦同時修正公司法第 24 條規定，修正後之公司法第 24 條規定：「解散之公司

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9	 參見：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之立法理由，網頁：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905101;0124;0440	 ，最後瀏覽日：10/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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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及現行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

之公司，應依公司法規定之清算程序辦理清算，殆無疑問。	 

然而，依經濟部 98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0650420 號函示10，

依公司法第 9 條規定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毋庸依公司法規定之清算

程序辦理清算；但是該函示對於該等公司無須進行清算程序，則其與

利害關係人間之法律關係應如何處理等問題，卻未見闡明。自前開函

示開始，對於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應否進行清算之問題，經濟部始

終採相同見解，而對於該等公司應如何處理後續相關事宜，嗣後於

101 年 3 月 3 日經商字第 10100520370 號函方作出進一步說明：「…⋯…⋯

依公司法第 9 條規定，經主管機關撤銷公司設立及其後續相關登記之

公司，因該公司自始即不存在，當不生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清算問

題，惟仍可依民法之規定，依非法人團體之規定進行清算。」從經濟

部多號函示得以知悉，其所持見解之立論基礎無非在於：「法律行為

經撤銷者，自始失其效力」11，是故，在法律上，該等公司既然從未

合法存在過，自然即無公司法之適用。	 

惟在 90 年 10 月 25 日增訂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前，實務及學

說均已肯認，撤銷或廢止登記與解散同屬公司法人人格消滅之法定事

由，且為處理經撤銷登記公司之債權債務及財產，以了結其與第三人

之權利義務關係，亦有進行清算之必要，故得類推適用公司法有關清

算之規定；嗣後並於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明確規定，以符合法律保留

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準此，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既已明文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應行清算，則經濟部認為依公

司法第 9 條規定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毋庸依公司法規定之清算程序

辦理清算之多號函示，顯然與公司法規定相牴觸，有違法律優位原則。	 

三、  小結	 

依據經濟部 98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0650420 號等多號函

                                         
10	 經濟部 98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0650420 號函示要旨：「依公司法第 9 條規定撤銷公司設

立登記，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其後續之相關登記亦應一併撤銷且無須依公司法規定之清算程

序辦理清算；但公司業經核准解散、廢止登記且經法院為清算完結之備查，因其法人人格既已消

滅，無須再依公司法第	 9	 	 條規定撤銷公司登記。」	 
11	 參見：民法第 114 條第 1 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11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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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A 公司經經濟部依公司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撤銷設立登記，無須

依公司法規定之清算程序辦理清算，將造成 A 公司自籌備、申請設

立登記至經撤銷登記期間，其對外已生效力之法律關係、名下財產應

如何處理、認定，及其所為法律行為之法律效果應歸屬何人等疑義，

嚴重影響法律秩序與交易安全，顯與法律之規範目的相悖12。綜上所

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1 條規定：「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

牴觸憲法或法律…⋯…⋯」憲法第 172 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

者無效。」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

原則之拘束。」經濟部 98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0650420 號函顯

與與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牴觸，違反法律優位原則，應屬無效，故依

現行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A 公司須依公司法有關清算之規定進

行清算，了結其債權債務關係，以維護法律秩序之安定及保護交易安

全，同時方合於法規範目的。	 

參、  案例解說	 

按經濟部 98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0650420 號函揭示，依公

司法第 9 條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毋庸依同法規定之清算程序辦理清

算，且該部 100 年 9 月 14 日經授商字第 10001211230 號函進一步表示，

公司經撤銷設立登記，自始即不存在，惟依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亦須經清算程序了結其法律關

係，且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法人人格始歸消滅，則經濟部所為之

行政函示已明顯牴觸公司法規定，應不得據以適用。再者，依據經濟

部上開函示見解，將造成公司自籌備、申請設立登記至經撤銷設立登

記期間，其對外已生效力之法律關係、名下財產應如何處理與認定、

及以公司名義所為一切法律關係之主體為何等問題，將嚴重撼動經濟

秩序及交易安全，恐危害公共利益，亦非合於公司法之規範目的。而

經濟部所持之見解，後經法務部以 102 年 3 月 13 日法律字第

10203502000 號函示13質疑其適法性，經濟部始於 102 年 5 月 17 日以

                                         
12	 參見：法務部 102 年 3 月 13 日法律字第 10203502000 號函。	 
13	 摘錄法務部 102 年 3 月 13 日法律字第 10203502000 號函說明二內容：「按公司法第 24 條、第



 62 

經商字第 10202410920 號函示變更其見解。綜上所述，依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及法務部與經濟部最新見解，本案 A 公司應依公司法所

定清算程序之規定辦理清算，而在清算程序尚未完成前，其法人格仍

繼續存續，故於裁處權期間內，海關所為之行政處分仍應以 A 公司

為受處分人，始為合法。	 

肆、  結論	 

經濟部 98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0650420 號等多號函示均認

為，經經濟部依公司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無須

依公司法規定之清算程序辦理清算，將造成該等公司自籌備、申請設

立登記至經撤銷登記期間，其對外已生效力之法律關係、名下財產應

如何處理、認定，及其所為法律行為之法律效果應歸屬何人等疑義，

致生實務執行上之疑義，同時亦對法律秩序及交易安全造成嚴重影

響。再者，經濟部忽略從公司設立登記至撤銷設立登記為止，往往因

訴訟程序過於冗長，常須歷經數年光景，曠日費時，但是在訴訟期間

內，該等公司並不會停止運作，而仍會持續進行相關經濟活動，如認

其自始不存在，不僅過於武斷，且與法規範目的相悖。基於依法行政

原則，同時為避免實務執行窒礙難行，自 100 年 12 月開始，海關便

多次函請經濟部再為斟酌，並報請法務部就法律面為闡釋，終獲經濟

部變更見解，蓋因經濟部所為之該等函釋，不僅有違法律優位原則及

法律保留原則，同時嚴重影響法律秩序及交易安全，顯與法規範目的

不合。準此，依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及法務部與經濟部最新見解，

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須依公司法有關清算程序之規

                                                                                                                     
25 條及第 26 條之 1 規定：『解散之公司除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

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三條之

規定。』本件來函疑義，因公司經撤銷登記者，除主管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118 條但書另定失效

日期者外，原則上均溯及失效，如依經濟部 98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0650420 號函見解，則

撤銷登記之公司幾無適用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之機會，此與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認公司經撤銷登

記亦有了結債權債務關係而進行清算程序之必要，以及明定準用清算中公司地位之立法意旨是否

相符，不無疑義。又民法並未對非法人團體之清算有所規範，而依民法總則之清算程序，乃係對

『法人』之清算，且由法院監督並依非訟事件法相關規定辦理。是以，經濟部 101 年 3 月 3 日經

商字第 10100520370 號函說明四所指依『民法規定』及依『非法人團體規定』進行清算，究何所

指及如何進行清算，均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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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進行清算，儼然已無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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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在國內經濟市場及國際貿易實務上，從事交易活動者，除自然

人外，公司亦為主要之行為主體，因此，公司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

所在多有，因此，實務上經常面臨當公司違反法律規範時，應如何認

事用法之問題。由於所涉及之問題甚多，本研究計畫僅能針對「公司

為行政處分送達」、「公司一行為同時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公司解

散經撤銷設立登記」、「將公司代表人限制出境」及「公司為人頭公

司」，此五個實務上層出不窮之問題，就其法規適用上時常發生之疑

義研提意見，以供參酌，俾利解決海關執行上之困境。	 

一、  建議修正行政程序法第 69 條第 2 項或第 72 條第 2 項但書

規定	 

	 	 	 	 書面行政處分須合法送達於相對人，方生效力，其目的在

於使當事人得以知悉行政處分之內容；此外，裁罰性不利處分，

另涉及裁處權時效問題，更彰顯合法送達之重要性。然而，隨

著法人制度之創設，從事經濟活動者不再僅限於自然人，法人

亦不在少數，因此，無可避免地，法人違反行政法規定者，屢

見不鮮，蓋因我國通說及實務見解，對於法人之本質採「法人

實在說」，認為法人為社會上實際存在之權利主體，有權利能

力、行為能力及侵權行為能力，故國內多數行政法之規範主體

通常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基於法人實在說之立場，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遂規定，行政機關對公司為公文書之送達時，應向公司

為之，倘無法送達時，方得改向其負責人為送達；然而，依行

政程序法第 69 條第 2 項及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法人之送

達應向其代表人為之，顯與公司法之規定及法人實在說之立場

不符，殊值商榷。由於海關為行政機關，在作成行政行為時，

應符合行政程序法規定，則當行政處分之相對人為公司時，依

行政程序法第 69 條第 2 項及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海關應向公

司代表人為送達，惟送達地址為公司營業所，僅在無法送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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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營業所，且有必要時，始得送達公司代表人之住居所地，而

「必要時」不僅為不確定法律概念，且須由海關負舉證責任，

不斷致生行政處分送達與否之爭議，故應建議參照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修正行政程序法第 69 條第 2 項規定，抑或刪除同

法第 72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以符合整體法律體系，而使法人實

在說不論在公法或私法領域均相同，俾利行政機關遵循。	 

二、  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應適時適用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	 

	 	 	 	 由於我國通說及實務見解，對於法人之本質採「法人實在

說」，因此，當公司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時，僅得以該公司為受處

分人。惟如公司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處罰，係因該公司之

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以下簡稱代表人)之行為所導致者，除

非該個別行政法定有處罰規定，否則不得處罰該代表人，如是

導致權責不一致且無法有效達成行政目的，容有法律漏洞之產

生。鑒於實際行為人與受規範相對人不一致，形成裁罰漏洞，

為避免遭受不肖人士之利用，顯失公平，故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特定有併罰規定。此外，依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對

於代表人課予行政罰，尚須證明該代表人具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在實務上往往難以舉證，造成適用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

規定之難度，而此時則得改依同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追繳其

不當利得，以符合公平正義，並得以遏止他人利用法律制裁漏

洞謀取私利，蓋行政罰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非屬行政罰，不以

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故只要符合該條項之要件者，

即得為之。1是以，為防止行為人以成立人頭公司之方式卸責謀

利，海關應適時使用行政罰法第 15 條及第 20 條之規定，以確

實達到行政法之規範目的，並端正以人頭公司從事違法行為之

歪風。	 

三、  在清算人屬法定清算人之情形下，應審酌具體個案特殊情

況，以決定是否予以限制出境	 

                                         
1	 林錫堯(2013)，《行政罰法》，2 版，頁 181-186，臺北市：元照。	 



 67 

	 	 	 	 在法律上，公司為具有獨立法人格之法人，除無限公司或

兩合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外，	 股東僅以其出資額或股份對公司

債務負責，股東並無以個人財產為公司清償債務之義務與責

任，是故，公司之債權人不得逕以其對公司之債權，向公司之

股東或負責人求償。當公司進行清算時，其法定清算人或法院

選派之清算人，依公司法第 8 條規定，雖清算人亦屬公司之負

責人，但其僅係公司法為使公司清算程序得以進行，所為之特

別規定2，其所負之責任不應較原負責人或股東更為重，方為合

理。其次，實務上，公司一旦進行清算，其財務狀況往往已捉

襟見肘，因此，在進入執行程序後，通常均無可供執行之財產，

縱使該公司完成清算程序，海關債權亦難以滿足，故對於此類

顯然已無可供執行財產之清算中公司，海關如對其法定清算人

或選派清算人限制出境，並無法達成徵起所欠稅費或罰鍰之目

的，反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嫌。再者，對於選派清算人部分，

目前實務上之處理原則為：「原則不予限制出境，例外當該清算

人屬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者方可。」然而，對於法定

清算人部分卻仍付之闕如，有待檢討，蓋法定清算人通常為原

公司負責人之配偶及直系血親(如父母、子女)，該等人員擔任法

定清算人往往不具有相關專業，亦有其為外籍配偶或其他社會

弱勢等特殊情形，但實務上卻未將此等特殊情形列入考量，一

律予以限制出境，難謂合於依法行政原則，並有裁量怠惰之虞，

亟待解決。	 

四、  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並未限縮法定罰鍰額較低主管機關

之處罰權限	 

	 	 	 	 在行政罰上，依據通說及實務見解3，行為人一行為同時違

反二個行政法上義務者，如法定罰鍰額度較低之行政機關，依

其主管法規對行為人裁處罰鍰，嗣後法定罰鍰額度較高之行政

                                         
2	 例如：公司法第 84 條。	 
3	 參照：法務部 99	 年	 7	 月	 14	 日法律決字第 0999024544 號函、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裁字第 4126

號裁定及林錫堯(2013)，《行政罰法》，2 版，頁 66，臺北市：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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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又依其主管法規對該行為人裁處罰鍰，則後者之行政罰

並非違法，僅生前者之行政罰應予撤銷之問題。其次，行政罰

法第 31 條第 2 項亦就一行為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

者，定有「管轄權」認定之規定，且倘法定罰鍰額度相同時，

則依同條第 1 項規定，由處理在先之機關管轄，亦得推知行政

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並未有剝奪法定罰鍰額度較低行政機關之裁

處權限的意涵。職是，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並未限縮法

定罰鍰額較低主管機關之處罰權限，應僅屬法律適用之選法依

據，藉由最高法定額度來吸收其他較低之罰鍰處分4，以避免雙

重處罰。	 

五、  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仍須依公司法有關清算程序之規

定進行清算	 

	 	 	 	 於修正增訂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以前，實務上及學說對

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是否應進行清算程

序，存有爭議。對於此一問題，經過學說及實務多年累積，逐

漸達成統一見解，均肯認公司經撤銷或廢止登記後，亦有必要

進行清算，收取債權、清償債務並分配剩餘財產，以了結公司

之債權債務關係，且在清算範圍內，其法人格仍視為存續，待

其清算完結後，公司法人人格始歸消滅。而後為避免爭議，並

符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爰於 90 年 10 月 25

日修正增訂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此一爭議應告終結。然而，

經濟部以 98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0650420 號函表示，依

公司法第 9 條規定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毋庸依公司法規定之

清算程序辦理清算，並以多號函示建構出謬誤之後續處理程

序，不僅肇致此一爭議仍懸而未決，甚至延伸出更多問題。鑒

於經濟部所為之該等函釋，不僅有違法律優位原則及法律保留

原則，同時嚴重影響法律秩序及交易安全，顯與法規範目的不

合基於依法行政原則，故為避免實務窒礙難行，自 100 年 12 月

                                         
4	 陳慈陽(2008)，〈行政罰法行為數認定問題之研究〉，廖義男(主編)，《行政罰法》，頁 226，臺北

市：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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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海關便多次函請經濟部再為斟酌，並報請法務部就法律

面為闡釋，法務部遂以 102 年 3 月 13 日法律字第 10203502000

號函示質疑其適法性，經濟部始於 102 年 5 月 17 日以經商字第

10202410920 號函示變更其見解，此一問題終獲解決。準此，依

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及法務部與經濟部最新見解，經中央主

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須依公司法有關清算程序之規定

進行清算，應已無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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