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出國類別：考察、其

他 學術交流） 

 

 

 

 

 

 

 

應邀赴日本一橋大學進行法學交流報

告書 

 
 

 

 

 

 

 

 

 

 

服務機關：臺中巿政府法制局 

姓名職稱：陳朝建局長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105年 7月 6日至 7月 10日 

報告日期：105年 8月 11日 



1 
 

摘    要 
 

為促進台日法學學術交流合作，並藉機推展介紹本國法制（務）

局處組織及其功能、本國地方自治法規的設計，出國報告人應日本一

橋大學法學院院長葛野尋之邀請於 105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10 日前往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研究科參訪，除特地前往拜會該校法學研究科系主

任但見亮副教授外，另於該學府安排之學術研討會為「臺灣地方法務

局處的角色及功能-兼述臺灣地方自治法規的設計」專題演講，另由

但見亮副教授介紹日本法務局之定位、組織、業務職掌內容及地方制

度、地方法規系統，並與出席學者為學術交流、意見交換與實務經驗

分享。此次出國參訪除瞭解並比較臺、日兩國地方政府法務局處的功

能外，還有對兩國地方制度及自治立法體系的運作有再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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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緣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院來函邀請出國報告人前往日本為期五日

〈105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10 日〉之法學學術交流,其來函邀請內容如

下： 

「親愛的陳博士： 

我很榮幸邀請您於 2016年 7月 6日至 7月 10日這段期間前來一橋大

學法學研究科參訪。雖然這次您前來參訪費用由臺中市政府支出，仍

期待這次您的參訪也能協助但見亮副教授關於「臺灣地方自治法律制

度及當地法務局功能」之研究計畫。我們也很高興地，將在您這次參

訪期間安排您在我們的研討會中演講。 

…… 

非常希望您能接受邀請，並期待您蒞臨一橋。 

您真誠的朋友，Prof.Dr.葛野尋之 

院長，一橋大學法學研究科」 

出國報告人遂簽請所屬臺中市政府同意並在其資助下應邀赴日

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另為期學術研討及專題演講順遂，出國報告人事

先準備演講簡報及相關資料，其內容大致分為二大主軸：臺灣地方法

務局處的角色及功能及臺灣地方自治法規的設計，其具體內容以臺中

市政府法制局的組織為例，分別就機關內各單位組織、業務種類、功

能及業務展望加以描述，並就地方自治法規制度的立法相關理論、地

方自治法規法制作業程序、臺灣地方制度法所規劃的地方制度法規種

類、層級及效力逐一說明。 

出國報告人出國行程大致陳述如下：2016 年 7 月 6 搭機抵達日

本東京。翌日（同年 7 月 7 日）即前往一橋大學法學院（法學研究科）

拜會系主任但見亮副教授，除與系主任討論既定地方自治主題及相關

法律實務經驗外，並由其帶領參觀法學院（法學研究科）外，並由其

帶領參觀法學院（法學研究科）。同年 7 月 8 日再次前往一橋大學兼

松講堂與出席學者為學術交流、意見交換與法務實務經驗分享並以

「臺灣地方法務局處的角色及功能-兼述臺灣地方自治法規的設計」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同年 7 月 9 日則由一橋大學安排參觀東京法務局

（武藏野法務局認證服務中心）。同年 7 月 10 日整理連日來參訪及

學術交流心得後搭機返國。 

出國報告人在東京一橋大學進行法學學術交流，前往其法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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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表專題演講，介紹臺灣的地方法務/法制局處之組織與功能，並述

說臺灣的地方自治之法規範體系；停留於日本期間參觀東京法務局（武

藏野法務局法務局認證服務中心），也進一步瞭解臺、日兩國地方法

務局處的異同，順道觀察了目前東京都的參議員選舉。 

 

 

  出國人員名單： 

姓  名/職  稱 機   關 

陳朝建 局長 臺中巿政府法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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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出國報告人出國學術交流及參訪之目的有五： 

一、介紹本國法制（務）局處：為促進台日法學交流合作，並藉機推展

介紹臺灣法制（務）局處組織及其功能、地方自治之法規範體系及

實務運作情形。 

二、認識並了解日本法務省及其地方分支法務局及地方法務局之定位、

組織架構、職掌與功能，透過參觀日本法務局以了解其實務運作情

形。 

三、比較臺、日兩國地方法務局處定位、組織、功能及實務運作的相異

點。 

四、比較臺、日兩國地方地方制度與自治法規系統的不同處。 

五、提供臺中市政府關於法制局組織業務內容及其功能之調整、提供我

國地方制度法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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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術交流、專題演講及參訪過程 

 

一、法學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及考察期間 

自 105 年 7 月 6 日起至 7 月 10 日止，共計 5 日。 

二、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及考察行程 

（一） 105 年 7 月 6 搭機抵達日本東京。 

（二） 105 年 7 月 7 日即前往一橋大學法學院（法學研究科）拜會

系主任但見亮副教授，除與系主任討論既定地方自治主題及相關

法律實務經驗外，並由其帶領參觀法學院（法學研究科）。 

（三） 105 年 7 月 8 日再次前往一橋大學兼松講堂與出席學者為學

術交流研討、意見交換與法務實務經驗分享並以「臺灣地方法務

局處的角色及功能-兼述臺灣地方自治法規的設計」為題發表專

題演講。 

（四） 105 年 7 月 9 日則由一橋大學安排參觀東京法務局（武藏野

法務局認證服務中心）。 

（五） 105年 7月 10日整理連日來參訪及學術交流心得後搭機返國。 

三、法學學術研討會 

（一） 日期：105 年 7 月 8 日 

（二） 地點：日本東京一橋大學兼松講堂 

（三） 與會人員：出國報告人陳朝建、一橋大學法學院葛野尋之院

長（主持人）、但見亮副教授（法學研究科系主任）、木村俊介

教授、山田洋副教授、竹下啟介副教授。 

（四） 法學學術研討會程序： 

（1） 主持人致詞。 

（2） 介紹來賓。 

（3） 專題演講。 

（4） 日本法務局組織功能介紹。 

（5） 綜合討論。 

（6） 散會。 

（五） 法學學術研討會 

（1）主持人致詞 

主持人（葛野尋之院長）致詞： 

「各位與會貴賓同仁大家好，很難得的機會邀請諸位撥冗參加這場跨

國法學學術研討會，同時也要特別歡迎來自臺灣的陳朝建博士前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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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與會貴賓及同仁做學術交流，陳博士不但學識涵養令人敬佩，他

目前也是臺灣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實務經驗也相當豐富，今受邀

前來，除了與本校法學研究科系主任但見亮有學術合作及往來外，也

要發表專題演講，而今天專題演講的主題是「臺灣地方法務局處的角

色及功能-兼述臺灣地方自治法規的設計」，相信會帶給在場每位朋友

不少收穫，另外今天的學術研討會進行程序我也在此做個簡要說明，

除了讓陳博士發表演說外，我們還會邀請但見亮副教授就日本法務局

的定位、組織及職掌內容做個簡要說明，然後再由各位與會來賓及同

仁就日本與臺灣的法務局處提問或就兩國的制度比較發表見解。最後

預祝今天台、日學術交流研討會順利、圓滿，也祝福與會貴賓及同仁

心想事成、平安喜樂。」 

（2）介紹來賓 

與會除了受邀來自臺灣學者陳朝建博士外，本校有葛野尋之院長

（主持人）、但見亮副教授（法學研究科系主任）、木村俊介教授、

山田洋副教授、竹下啟介副教授。 

（3）專題演講 

1、講座：出國報告人陳朝建 

2、主題：「臺灣地方法務局處的角色及功能-兼述臺灣地方自治法 

規的設計」（The Functions of Local Affairs Bureau in Taiwan and 

it＇s Local Legislation under the Local Government Law）。 

3、專題演講內容概述： 

其具體內容以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的組織為例，分別就機關內各單

位組織、業務種類、功能及業務展望加以描述，並就地方自治法規制

度的立法相關理論、地方自治法規法制作業程序、臺灣地方制度法所

規劃的地方制度法規種類、層級及效力逐一概述如下。 

（1）以臺灣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的組織為例，其內部組織單位為 

局本部（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及專門委員），其轄下有 

法規審議科、法規諮詢科、行政救濟科、採購申訴審議科、 

行政執行科、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及政風室。 

（2）次就局本部所屬各科室織業務內容及展望分述如下： 

A、法規諮詢科： 

a、業務內容：提供市政府各機關法規諮詢、提供各項法規疑

義解釋、規劃法規教育訓練、迅速辦理市政府機關法制

會稿及強化各項法規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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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業務展望： 

（a）配合市政建設及重大事件，適時提出相關法律意見及

建議。 

（b）協助各業務機關釐清法令適用疑義。 

B、法規審議科： 

a、業務內容：法規研議、國家賠償業務、法規審查、法制規

劃及法制研究。 

b、業務展望： 

（a）自治法規之研議、審查、公（發）布及報中央核定（或

備查）。 

（b）府級行政規則之研議、審查。 

（c）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幕僚業務。 

（d）法制作業研究與各機關法律疑義會稿。 

（e）臺中市法規資料庫建置及管理。 

（f）辦理本府及協助、督導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國家賠償業

務、本府國家賠償事件之審議及協議、本府國家賠償

事件求償事項之審議。 

（g）積極協助各機關全方位法制工作，落實依法行政。 

（h）精進法規標準作業流程。 

（i）辦理國賠業務輔導，協助各機關正確迅速處理國家賠

償案件。持續辦理講習、座談，並辦理年度「處理績

效考核」。蒐集各機關意見，檢討國賠案處理流程、求

償基準及績效考核指標。 

C、行政救濟科： 

a、業務內容：訴願案件之審議（由臺中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

會審議）、訴願業務之規劃及輔導及訴願法令之研討及宣

導。 

 

※本訴願案件之審議績效 

說明：依訴願法第 85 條規定，訴願案件應自收受訴願書

次日起三個月內辦結，必要時並得延長 2 個月。惟為提高

行政效率並保障人民權益，本府之訴願案件自合併以來，

權部在 3 個月期間辦結，辦案績效優異，並屢獲行政院嘉

勉。下表為本府 100 年-105 年訴願案件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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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至 

4/30 

案件量 

（新收） 
365 933 1043 1063 1109 497 

 

b、業務展望： 

  （a）強化訴願制度效能：具體做法有強化訴願委員會結

構、「專家鑑定」模式、加強訴願業務輔導、持續辦理訴

願法規與實務講習。 

（b）加強便民服務：具體做法有強化訴願線上服務的便利

性、加強訴願法令宣導。 

（c）全面推行無紙化會議。 

D、採購申訴審議科 

a、業務內容： 

（a）採購爭議處理：採購申訴審議業務、臺中市政府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幕僚業務、採購業務講習及法令宣導

及履約爭議調解。 

（b）調解行政：公開遴選優質調解委員、提升調解委員會

專業素養、辦理調解績效考核及獎勵及訪視各區調解

會及年終檢討。 

（c）法律扶助：公開遴聘法律扶助顧問、提供隱私諮詢空

間及法律諮詢多據點服務。 

（d）法律行動專車：為兼顧城鄉平衡、體恤民眾往來市府

舟車勞頓，自 104 年起推出「法律行動專車」服務，

並配合「和平專案」政策設計，再增開一班專車前往

和平，以減少和平區居民的交通奔波勞動。另外，藉

由法律行動專車提供就近服務，增加原住民地區的服

務能量。 

b、業務展望：  

（a）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加強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之組成、定期辦理採購爭議法規與實務講習；協助調

解委員於調解建議書或調解方案載明理由及依據，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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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促成機關與廠商調解成立，避免訴訟程序號費時

日，影響本府各項工 程及業務之推動。 

（b）調解行政：舉辦調解業務法令講習及實務座談會；加

強宣導調解功能；建置調解行政作業流程表及調解筆

錄範本以提升調解效能。 

（c）法律扶助：逐步增加法律服務時、日場次；與財團法

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中分會共同推動視訊法律諮詢服

務；依本府法律扶助顧問遴選要點及法律扶助實施要

點規定辦理公開遴選法律扶助顧問。 

E、行政執行科 

a、業務內容：包括行政罰鍰案件行政執行、行政執行法令宣

導、行政執行教育訓練及配合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b、策進作為 

（a）建置本府行政罰鍰案件移送執行作業系統。 

（b）統一裁處書格式。 

（c）訂定罰鍰案件清理及管考計畫。 

（d）建置罰緩影像管理系統。 

（e）推動罰緩多元繳費管道服務。 

（f）建置罰緩案件線上查詢系統及單一窗口。 

（g）辦理行政執行研習課程及執行法令宣導。 

c、業務展望 

（a）強化與各執行分署電子作業聯繫功能，提升執行效率

與品質。 

（b）協助裁處機關建全罰鍰案件稽催管考措施，提升欠繳

案件完成移送比率。 

（c）協助經濟困頓之弱勢義務人，轉介社福機構，維護國

家債權及兼顧社會關懷。 

（d）未來將逐步建置線上及行動繳費管道，提升為民服務

品質。 

F、消費者保護官室 

a、業務內容：行政稽查、消費爭議案件之協商及調解、消費

者保護法令諮詢、法規檢討修正及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 

b、建置消費者保護行政機制：消費者保護業務專責單位五合

一，分別為臺中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費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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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官及消費

者保護官室。 

c、其中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及苗栗縣等地方政府共同成立中

彰投苗消費者保護聯合律師團，希望借重律師的法律專

業，提供機關制度改革的建言，並結合四個地方政府的

力量，擴大中部地區消費者保護的力量。 

d、宣導計畫 

府內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議決議： 

（a）目的事業自辦宣導（公會、工會）。 

（b）各目的事業機關專業講習宣導。 

（c）消保作為納為業者評鑑事項。 

（d）各機關業務宣導設攤。 

（e）推動大型旅展禮券建檢活動。 

※樂活臺中-食安 APP 計畫（用消費者的力量翻轉餐飲環

境）。 

樂活臺中-食安 APP 影響深遠及其效益： 

（a） 政府機關（產業推廣、自辦活動） 

（b） 大型企業（員工尾牙、企業宴客聚餐） 

（c） 消費者（合理消費） 

（d） 業者（同業良性競爭） 

（e） 產險業者（產險保費公平化） 

G、秘書室 

其業務內容包括： 

a、辦公廳舍規劃及管理。 

b、出納、財產管理、採購業務。 

c、技工、工友、駕駛及行政助理之管理。 

d、印信管理及文書管理。 

e、公共關係及宣導訊息發布。 

f、重要會報及議事之處理。 

 H、人事室 

其業務內容包括： 

a、人事資料管理。 

b、銓敘、審定、考績、獎懲。 

c、差勤管理及訓練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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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待遇福利及文康活動。 

e、退休撫卹及公務員保險。 

f、組織編制及分層負責。 

g、職務規系及任免遷調。 

I、會計室 

其業務內容包括： 

a、辦理內部會計審核及帳務處理。 

b、公務統計方案之研訂修正及定期發布各項公務統計報表。 

c、編製預算、分配預算及動支第一、第二預備金。 

J、政風室 

 a、易滋弊端業務之專案稽核或清查。 

b、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之受理、抽籤及審核。 

c、協助機關公務機密與安全維護。 

d、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調查及受理民眾檢舉。 

e、廉政法令及陽光法案之宣導及行銷。 

（3）就臺灣地方自治法規制度分析如下： 

A、立法相關理論 

a、依法行政原則 

（a）法律優位原則：行政機關行為應受憲法、法律及一般

法律原則之拘束。 

（b）法律保留原則：行政行為應有法律之授權。授權寬嚴

是以建立層級化做區別，層級化法律保留有：憲法保

留、絕對法律保留、相對法律保留（依序從嚴到寬）。 

b、法源位階效力 

位階高低與效力依序是憲法、中央法規標準法、地方制度

法。 

B、地方自治法規法制作業程序 

a、依臺灣地方制度法，自治法規種類有下列四種： 

（a）自治條例（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規定）：應分別冠以各

該地方自治團體名稱，另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

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得規定處以罰緩或其他種類之

行政罰，有關罰緩之處罰最高以新台幣十萬元為限，

並得連續處罰，罰緩之處罰亦得依相關法律移送強制

執行。其作業流程為：提案機關擬訂草案作業→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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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審議作業→臺中市政府市政會議審

議作業→臺中市議會審議作業→公布作業。 

（b）自治規則（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規定）：自治事項得依

法定職權或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自治條例之

授權訂定。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

名稱。自治規則除另有規定外應於發布後分別函報備

查並函送各地方立法機關查照。其作業流程為：提案

機關擬訂草案作業→臺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審議作業

→臺中市政府市政會議審議作業→發布後別函報行政

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並函報臺中市議會查照。 

（c）委辦規則（地方制度法第 29 條規定）：為辦理上級機

關委辦事項，依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央法規授權訂

定。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委辦規則名稱準用

自置規則。其作業流程為：提案機關擬訂草案作業→

臺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審議作業→臺中市政府市政會

議審議作業→發布後別函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

關備查並函報臺中市議會查照。 

（d）自律規則（地方制度法第 31 條規定）：地方立法機關

得訂定自律規則。除另有規定外，由地方立法機關發

布並報各該上級政府備查。自律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

法規或上級自治法規牴觸者，無效。 

 b、自治條例有關行政罰之規範 

（a）層級上的限制：應以自治條例訂之。 

（b）裁罰種類及強度上的限制：種類限於罰緩、勒令停工、

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

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

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 

（c）生效程序上的限制：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

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

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C、法律保留原則在自治立法權的體現-地方制度法第 28 條規

定： 

「下列事項以自治條例定之： 

一、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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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 

三、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四、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 

者。」 

D、法律優位原則與自治法規之監督 

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 

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 

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第一項及第二項發生牴觸無效者，分別由行政院、中央各該 

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第三項發生牴觸無效者，由委 

辦機關予以函告無效。 

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 

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4）日本法務局組織功能介紹 

日本法務局組織功能介紹-由一橋大學法學研究科但見亮副教

授說明。 

日本國政府組織 

A、中央 

a、分立法部門- 

兩院制國會，分眾議院與參議院兩院，眾議院共有 475 個眾 

議員席次，每 4 年改選全部議員；參議院共有 242 個參議員 

席次，任期 6 年，每 3 年改選其中半數議員。 

b、行政部門- 

由國會在國會議員中指名 1 人產生並經由天皇任命擔任內 

閣總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為日本政府首腦，得任命 14 位 

國務大臣（過半數要由國會議員組成）組成內閣。行政部門 

所設中央省廳計有內閣府（包括金融廳、消費者廳、宮廳、 

警察廳－國家公安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會）、總務省、法 

務省、外務省、財務省、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動省、農林水 

產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環境省及防衛省。今日介 

紹的法務局即為法務省轄下之地方支分部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9%96%A3%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E5%B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B%E5%86%85%E5%8E%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D%A6%E5%AF%9F%E5%B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5%AE%B6%E5%85%AC%E5%AE%89%E5%A7%94%E5%93%A1%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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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司法部門 

司法部門是由最高裁判所與下級裁判所（下級裁判所包括 

高等裁判所、地方裁判所、家庭裁判所、簡易裁判所。） 

組成。最高裁判所擁有違憲審查權。 

B、地方 

地方公共團體可分普通公共團體及特別地方公共團體， 

a、普通公共團體 

（a）都道府縣：1 都（東京都）、1 道（北海道）、2 府（大

阪府、京都府）、43 縣。 

（b） 市町村：市、町、村。 

b、特別地方公共團體：包括特別區、地方公共團體組合及 

   財產區。 

法務省之組織 

了解以上日本中央與地方組織後，再來介紹法務省、法務局 

就比較容易理解其定位與功能。其次就法務省的組織而言， 

由法務大臣、副大臣、大臣政務官及事務次官除管轄所屬內 

部部局、外局外，另外還有 6 個審議會、施設等機關、特別 

之機關，簡要分述其組織如下： 

a、內部部局：主要有大臣官房（包括秘書課、人事課、會 

計課、施設課、厚生管理課及司法法制部）、民事局 

（今日要介紹的法務局及地方法務局即為民事局轄下之 

地方支分部局）、刑事局、矯正局（其轄下地方支分部 

局為矯正管區）、保護局（其轄下地方支分部局為地方 

更生保護委員會及保護觀察所）、人權擁護局、訟務局 

及入國管理（其轄下地方支分部局為地方入國管理 

局）； 

b、外部部局：公安審查委員會及公安調查廳（其轄下包括 

公安調查局及公安調查事務所） 

c、審議會：包括司法試驗委員會、檢察官適格檢查會、中 

央更生保護審查會、法制審議會及檢察官、公證人特別 

任用等審查會。 

d、施設等機關：包括刑務所、少年刑務所、拘置所、少年 

院、少年鑑別所、婦人補導院、入國者收容所、法務總 

合研究所及矯正研修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0%E9%AB%98%E8%A3%81%E5%88%A4%E6%8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B%E7%B4%9A%E8%A3%81%E5%88%A4%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7%AD%89%E8%A3%81%E5%88%A4%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6%96%B9%E8%A3%81%E5%88%A4%E6%8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B6%E5%BA%AD%E8%A3%81%E5%88%A4%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E%80%E6%98%93%E8%A3%81%E5%88%A4%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0%E9%AB%98%E8%A3%81%E5%88%A4%E6%8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5%B7%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E5%B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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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特別之機關：最高檢察廳及其轄下所屬高等檢察廳、地 

方檢察廳及區檢察廳。 

C、法務局之組織與職掌 

認識法務省之組織後再就法務局之組織與職掌向各位 

說明。法務局乃內閣中法務省轄下之地方支分部，法務省 

轄下共有八個法務局，分別為東京法務局、大阪法務局、 

名古屋法務局、廣島法務局、福岡法務局、仙台法務局、 

札幌法務局及高松法務局，這八個法務局其下所轄尚有數 

個地方法務局並直接受法務省及上級法務局之行政監督， 

例如東京法務局所轄計有 10 個地方法務局，分別為美圖 

區法律事務局、宇都宮務局、前橋務局、埼玉縣務局、千 

葉務局、橫濱務局、新潟務局、甲府務局、長野務局及靜 

岡務局，而這 10 個地方法務局均受法務省及東京法務局 

之行政監督。法務局除其本局內部單位主要有監護登錄 

課、動產登錄課、債權登錄課、人權維護課、供託課、國 

籍單位等外，其局外分支單位尚得設置支局，另外也依土 

地管轄設置出張所，提供便民服務；此外，亦得設置認證 

服務中心提供不動產登記證明書交付、商業、法人登記證 

明書交付、動產讓渡概要記錄事項證明書交付，債權讓渡 

概要記錄事項證明書交付等便民服務業務。 

法務局之職掌內容包括不動產登記、商業及法人登

記、商業登記電子認證、成年監護登記、動產及債權讓渡

登記、電子公告、國籍、保證金（供託）、民事法修正、

訟務事務、人權維護、公證關係、司法代書和房地產測量

師關係及其他等業務。 

（5）日本地方制度與法規系統 

      日本法務局與其所轄地方法務局非地方行政機關，係隸屬 

      法務省（中央行政機關）的地方支分部局，係單純執行所 

      屬機關法務省之業務，因此無地方法規制定改廢權限；而 

      臺灣法務局處為地方行政機關，通常隸屬於直轄市之一級 

      機關或縣市政府之內部單位，依臺灣地方制度法規定得以 

      直轄市或縣市名義提地方自治法規制定（訂定）及改廢。 

      出國報告人在東京差旅期間，於一橋大學參加學術交流研 

      討會，除專題演講外，也試著與與會學者討論台日兩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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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局之異同並從中了解他們的地方制度及法規系統。以下 

           是但見亮副教授對於日本地方制度與法規系統的簡介： 

   A、法源依據 

日本於二次大戰後（1946 年）制定日本國憲法，並於 

該部憲法第八章置「地方自治」專章，共 4 條條文， 

即 92 條~95 條，嗣又於 1947 年制定並公布地方自治 

法，以做為日本地方自治法源依據。 

   B、地方自治團體 

日本地方制度將地方分為普通地方公共團體及特別地 

方公共團體，分述如下： 

      a.普通地方公共團體共分二級： 

  （a）第一級是「都、道、府、縣」，日本目前 

「都」為東京都，「道」為北海道，府為東京府 

及大阪府等二府，另有 43 個縣。 

  （b）第二級是「市、町、村」。 

      b.特別地方公共團體：因特定目的存在而享有專門性 

限定自治權的地方團體組織，主要有：「特別 

區」、「財產區」及「地方公共團體組合」（又稱 

地方開發事業團）等三種組織型態。 

   C、地方自治機關 

日本地方制度採取「首長主義」（二元代表制），亦 

即地方首長與地方議會之議員均由住民直選，地方首 

長與議員均對住民負責，組成以地方首長為主之地方 

行政機關及以地方議會議員為主之地方議會。 

   D、地方立法權 

日本地方制度採取「二元立法制」，日本的地方立法 

原則上只有二種，即「條例」與「規則」，「條例」 

為經議會議決制定的自治法規；「規則」不以議會議 

決為必要，係由市長制定之自治法規。茲就條例、規 

則、法源位階及罰則分述如下： 

      a.條例 

  （a）條例制定程序： 

       依日本國憲法第 94 條規定：「地方公共團體 

具有管理財產，處理事務及執行行政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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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法律範圍內得制定條例。」另依日本 

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普通公共 

團體在不違反法令之限度內就第 2 條第 2 項 

之事務得制定條例。」同法第 2 條第 2 項則 

規定：「除公共事務及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 

權之政令所定，屬於普通地方公共團體之事 

務外，並處理其區域內不屬於中央事務之其 

他行政事務。」同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 

「課予議務，限制權利，除法律另有規定 

       者，應依條例定之」另同法第 2 條第 11 項規 

定：「中央與地方公共團體之間，應適當明 

確劃分其權限。」 

  （b）條例的公布程序： 

       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普通地方公共團體議 

會議長，於議會議決條例之制定或改廢時， 

應自議決之日起三日內，將其送達各該普通 

地方公共團體首長。」同條第 2 項：「普通 

地方公共團體首長，受理依前項規定送達之 

條例後，認為無須交還覆議或採取其他措施 

之必要時，應自送達之日起二十日內公布 

之。」同條第 3 項：「條例，除於條例另有 

特別規定者外，自公布之日經過十日起施行 

之。」同條第 4 項：「各該普通地方公共團 

體首長之簽署施行。」 

      b.規則 

  （a）規則制定程序： 

       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地方 

公共團體，在不違反法令之範圍內，關於其 

權限之事務，得制定之。」地方自治法第 148 

條：「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管理並執行 

各該普通地方公共團體之事務。」例如：首 

長之權限委任（自治法§153（1））、決定都 

道府縣之分課（自治法§158（6））、 首長 

之法定代理人出缺時，指定職務代理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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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152（6））、出納長或收入役之法定代 

理人出缺時，指定出納員代理其職務（自治 

法§170（6））、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財務襄助 

       職員之範圍（自治法§243 之 2（1））。 

  （b）規則公布的程序： 

       準用條例之公布程序（自治法§16（5））。 

  （c）規則的施行：與條例相同。 

      c.法源位階 

  （a）法令與條例、規則之關係 

        條例、規則必須不得違反法令之規定。 

  （b）條例與規則之關係 

        1.條例與規則是自主立法另一種法形式的表 

現，原則上各自的效力沒有優劣。 

        2.競合管轄之共管事項，同時存在有不同規 

定之情況，應解釋為條例具有優先性。 

        3.條例之委任規則及施行規則，當然不能違 

反條例之規定。 

      d.有關地方自治法規的罰則 

（a）條例的罰則 

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3 項：「除法令有特別 

規定者外，普通 地方公共團體得在其條例 

中，對於違反條例者，規定處以 2 年以下有 

期徒刑、1 百萬日幣以下罰金、拘留、罰及沒 

收之刑，或處以 5 萬日幣以下罰鍰。」 

（b）規則之罰則 

1.除法令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在規則中，對於 

違反規則者，得規定處予五萬元以下罰鍰（自 

治法 15（2））。罰鍰，係屬行政罰之一種， 

行政罰並非科以刑法上刑名之刑罰，應解釋為 

行政上的秩序罰。 

2.特別之規定 

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有關事務移交之規定， 

依政令定之（自治法 159（1）），這項政令， 

對於無正當理由拒不移交事務者，得設處予十 



20 
 

萬元以下罰鍰之規定（自治法 159（2））。 

比照地方自治法施行令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 

得科處十萬元之罰鍰。 

（5）綜合座談 

          但見亮副教授開場致詞：以上是敝人對本國法務局定位、組 

          織及其職掌內容及地方法規制度的概略介紹，但願與會之貴 

          賓、同仁能不吝給予指導，我們也要特別感謝陳朝建博士， 

          特別就臺灣的法務局處職掌內容、功能及實務運作情形，還 

          有地方法規制度作系統化及相當細膩的介紹與說明，這確實 

          是場非常精闢的專題演講，讓在場的貴賓及同仁獲益匪淺， 

          請大家抱以熱烈掌聲謝謝陳博士的精彩演說，緊接著我們是 

          否有任何問題要向陳博士請教?或者大家也可以就台、日兩 

          國法務局處的定位組織職掌功能及地方制度提出看法或分 

          享。 

但見亮副教授補充說明：台日的法務局處在組織的定位上果 

然有相當的差異，日本的法務局隸屬於中央法務省，屬於中 

央機關在地方的支部，而臺灣的法務局處則屬於地方政府的 

一級機關或其內部單位。 

陳朝建博士的意見：台日兩個國家的直轄市或都會型之地方 

政府的法務局/法制局處，最大的差異在於，台灣的通常還掌 

理消費者保護業務（或是像台中市，另有調解業務與行政執 

行業務等），但日本的則兼具地政局與經發局或工商局之功 

能，可以辦理不動產登記證明與商業登記等證明（但並無消 

費者保護之功能，其係獨立於法務局外的設計）。 

木村俊介教授的見解：日本的消費者保護業務確實不屬於法 

務省及其所轄法務局或地方法務局的業務，但從但見亮副教 

授的說明中，我們可以得知消保業務在中央主管機關是內閣 

府之消費者廳。 

山田洋副教授的說明：台日的法務局處組織之設置所依循法 

律也一定不相同，臺灣法務局處組織法應是地方組織法規， 

而日本法務局的組織法應該是適用中央組織法的規定。 

竹下啟介副教授的見地：日本法務局及地方法務局不但受國 

會立法監督，也受內閣府及法務省之行政監督；而臺灣的法 

務局處就其地方自治事項及預算須受地方議會監督，另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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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之行政監督。 

但見亮副教授的意見：日本法務局及地方法務局因隸屬中央 

法務省，並無地方法規諮詢及地方法規審查的業務。另外臺 

灣的法務局處有經辦調解行政業務及法律諮詢業務，非常特 

別，此點乃日本法務局有所不同。 

陳朝建博士的見解：日本的法務局設有其他支局、出張所及 

認證服務中心等局外組織單位，這是臺灣所無的單位，此 

外，日本在其內閣之一的法務省置有人權擁護局，專責人權 

侵害調查與救濟、人權啟發及對私營部門促進人權運動、人 

權委員會及人權諮詢等業務，而法務省轄下法務局亦有相應 

單位承辦並具體執行人權相關業務，這點也是臺灣法制局處 

所沒有的。 

         但見亮副教授：比較過兩國法務局之組織與功能後，諸位也 

         可就台、日兩國的地方制度與自治法規系統分析比較並交換 

         意見。 

         陳朝建博士提問：日本地方自治法有所謂的「住民訴訟」制 

         度，這是臺灣所無的制度，可否具體說明之。 

         但見亮副教授說明：依據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 5 條第 1 項     

         之規定，「民眾訴訟」係指要求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之機關 

         不適法行為之訴訟中，以做為候選人之資格或以其他無關自 

         己法律上利益之資格所提起的訴訟，惟民眾訴訟必須限於法 

         律有特別規定者方得提起。地方自治法上的「住民訴訟」本 

         質上即屬於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之「民眾 

         訴訟」，依地方自治法規定「住民訴訟」係為監督地方自治 

         團體的財物會計活動的適法性而定，在提起「住民訴訟」前 

         必須踐行向監察委員請求財物會計活動之監察程序，限於以 

         下四種情形之一，方得提起住民訴訟：「對監察委員的監察 

         結果或勸告不服」、「對勸告機關或職員的措施不服」、 

        「監察委員於監察請求 60 日後仍不為檢查或勸告」及「受勸 

        告之機關或職員於勸告期間內仍不為必要措施」。目前實務已 

        放寬出現非以監督地方自治團體的財物會計活動的住民訴訟。 

        木村俊介教授的見解：日本之自治條例與規則是自主立法另一 

        種法形式的表現，原則上各自的效力沒有優劣；臺灣的自治條 

        例及自治規則在法律位階上，自治條例的效力優於自治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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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下啟介副教授的意見：根據陳博士的專題演講與但見亮副教 

        授的說明，我發現日本地方自治條例本可制定行政罰則及刑罰 

        條款；至於自治規則的部分，除法令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原則 

        上在規則中，對於違反規則者，得規定處予五萬元以下罰鍰。    

        例外情形，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有關事務移交之規定，依政 

        令定之，這項政令，對於無正當理由拒不移交事務者，得設處 

        予十萬元以下罰鍰之規定。臺灣地方制度法規定，自治條例得 

        制定罰則條款（這其中包括罰緩及其他種類行政罰），如為罰 

        鍰之處罰，最高以新台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 

        但是自治條例不得制定刑罰條款；而自治規則是完全不得制定 

        罰則條款。 

        陳朝建博士的說明：日本有關地方自治法規單純僅有條例及規 

        則兩種；我國地方自治法規除了自治條例（直轄市稱法規、縣 

        市稱規章，鄉鎮市稱規約）外，還有自治規則、委辦規則、自 

        律規則之分，自治規則又有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 

        標準、準則等七種名稱，這七種名稱又與中央法規命令相同名 

        稱，另還承認地方行政機關得訂定行政規則，法規名稱與種類 

        繁多。 

        但見亮副教授補充說明：日本就國家（中央）與地方自治體的 

        紛爭通常由「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處理，這個委員會設 

        置於總務省轄下，是個常設組織，由法律學者及律師計 5 人組 

        成，經國會兩院同意後而由總務大臣任命之。「國家地方紛爭 

        處理委員會」最主要受理國家或都道府縣對普通地方團體干預 

        請求審查案件，為國家與普通地方團體以外的公正獨立第三人 

        組織。 

        陳朝建博士的意見：臺灣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發生爭議時，憲 

        法第 111 條規定：事務爭議由立法院解決之。另外，依據地方 

        制度法第 77 條規定：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 

        爭議時，由立法院院會議決之；縣與鄉（鎮、市）間，自治事 

        項遇有爭議時，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之。直轄

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行政院解決

之； 

      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之；鄉 

     （鎮、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縣政府解決之。這種對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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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與地方及地方間事權及權限之爭分別交由多層級及多元機關解 

      決之制度與日本有專責的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處理迥然不    

      同。 

      但見亮副教授結語：非常感謝各位與會先進就敝人對日本法務局 

      定位與功能及地方制度的說明給予指教，同時也感謝陳博士分享 

      台灣的法務局處實務經驗及地方制度的簡介說明，今天透過比較 

      分析兩國法務局處及地方制度的方式進行學術交流研討，相信這 

      不但有助於了解各自國家法務局處的異同，更能發現自己國家的 

      法務局處在制度上及的優、缺點，進而在學術上提供修正國家地 

      方組織及地方制度方面的建議。最後感謝諸位的熱情參與並祝福 

      大家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四、參訪東京法務局（在武藏野法務局認證服務中心） 

出國報告人於 105年 7月 9日在一橋大橋但見亮副教授的安排下參觀

東京法務局（武藏野法務局認證服務中心）其中心人員簡報說明後，

除了參觀這個武藏野法務局認證服務中心之軟硬體外也向中心人員

請教關於東京法務局之組織與職掌內容，隨筆記錄下東京法務局的組

織與職掌內容概略。以下是隨筆記錄概說： 

（一）東京法務局之組織 

東京法務局乃法務省轄下之地方支分部，其轄下所監督之 10 個地方

法務局已如前述，不再重覆說明，故現僅就東京法務局組織，亦即其

局內及其局外分支單位加以述說，東京法務局除其本局內部單位有監

護登錄課、動產登錄課、債權登錄課、人權維護課等外，其局外分支

單位有三個支局，即西多摩支局、八王子支局及府中支局；另有 19

個出張所，即板橋出張所、江戶川岀張所、北出張所、品川出張所、

涉谷出張所、城南出張所、城北出張所、杉並出張所、新宿出張所、

墨田出張所、世田谷出張所、台東出張所、立川出張所、田無出張所、

豊島出張所、中野出張所、練馬出張所、町田出張所及港出張所；此

外，還有三處認證中心，即武藏野法務局認證服務中心、目黑法務局

認證服務中心及多摩法務局認證服務中心。 

（二）東京法務局之業務概況 

東京法務局在其官方網站陳列的業務項目計有不動產登記、商業及法

人登記、電子認證、動產讓渡登記、債權讓渡登記、保證金（供託）、

成年監護登記、國籍、人權維護等業務；東京法務局本局職掌不動產

登記申請及其證明書交付，商業、法人登記申請及其證明書交付、印



24 
 

鑑提出等、電子認證，動產讓渡概要記錄事項證明書交付，債權讓渡

概要記錄事項證明書交付，供託，成年監護登記申請及證明書交付，

國籍及人權維護等業務。局內單位監護登錄課、動產登錄課、債權登

錄課、人權維護課則依其單位名稱各有其專屬業務管轄。東京法務局

直轄各出張所依其地域管轄則職掌不動產登記申請及其證明書交

付，商業、法人登記申請及其證明書交付、印鑑提出等、電子認證等

業務。直轄三個支局則職掌不動產登記申請及其證明書交付，商業、

法人登記申請及其證明書交付、印鑑提出等、電子認證，動產讓渡概

要記錄事項證明書交付，債權讓渡概要記錄事項證明書交付，供託，

國籍及人權維護等業務。直轄三處認證服務中心則職掌不動產登記證

明書交付、商業、法人登記證明書交付、動產讓渡概要記錄事項證明

書交付，債權讓渡概要記錄事項證明書交付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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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出國報告人來日本期間，在東京一橋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在法科研 

究所專題演講，介紹台灣的地方法務/法制局處，並說明台灣的地方自治

之法規範體系，除於法學學術研討會與與會學者前輩討論並比較台日兩

國法務局處的定位、組織、職掌及功能外，還有對兩國地方自治立法體

系的運作再進一步認識與瞭解。但額外的收穫是，東京都各街頭上都有

競選宣傳車輛的廣播，以及此類的選舉文宣看板（2016 年 7 月 10 日，正

是此地的參議員選舉），因此見識到日本自由民主社會的真實面。當然，

出國報告人藉由攝影眼拍下一些值得留戀的照片.，也與一橋大學的學者

朋友互動良好，因而建立友好關係及情誼。 

但最重要的是出國報告人在日本一橋大學的專題演講中，成功地推

銷台灣法務局處組織及功能特點，另外也層次分明的講述台灣地方法規

制度、地方法規體系及實務運作情形，這不但在國際法學學術交流中讓

台灣建立起先進民主法治國的良好形像，而且引發與會學者的對台灣地

方制度的高度興趣及熱烈討論。 

其次，這次學術交流另一個收穫就是從但見亮副教授對整個日本政 

府組織、法務省及其所轄法務局、地方法務局、地方制度與自治法規系

統概略介紹，建立對於日本這個國家的地方法制基本概念，對於日後研

究日本地方政府組織、地方法律制度及比較法學實有相當的助益。另外，

出國報告人透過一橋大學安排前往東京法務局（武藏野法務局認證服務

中心）參觀，其實是要藉重親眼目睹及觀察來了解有關日本法務局的組

織及實務運作實況，以符膺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治學一貫態度與理念。 

最後要說明的是，在此次日本法務差旅，於一橋大學法學學術研討 

會中，出國報告人及但見亮副教授各自表述自己國家法務局處的定位、

組織、功能及實務運作情形、地方制度與自治法規系統的說明，帶動與

會學者的熱烈討論，與會學者從台、日兩國法務局處的定位、組織、功

能及實務運作等層面去做比較及分析，這不但有助於了解各自國家法務

局處的異同，更能發現自己國家的法務局處在制度上及的優、缺點，進

而在學術上提供修正國家地方組織及地方立法制度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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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1. 將人權維護業務納入法制局地方常態業務，而非僅執行中央有關人權

宣導業務 

日本法務局之組織現制除置支局、出張所及認證服務中心為外部

單位，局內尚有不動產登記課、監護登記課、動產登記課、債權登記

課、人權擁護部，主要業務有不動產登記、商業、法人登記及電子認

證、動產讓渡登記、債權讓渡登記、供託、成年監護登記、國籍及人

權等項目內容，故其組織及業務內容與臺灣法務局處相較有明顯不

同，日本法務局的業務涵蓋面較廣，包括相當於臺灣的民政、地政、

國籍、商業登記、法人登記、非訟事件……等包羅萬象的業務，臺灣

法務局處原則上設置包括法規諮詢、法規審核、行政救濟、採購申訴

等單位及業務，至於消費者保護官室有的縣市是獨立運作，例如高雄

市政府，有的仍屬於於法務局處，比如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桃園市政

府法務局；而行政執行單位只有部分縣、市才有設置，比如臺中市政

府法制局，據上而論，日本之法務局與臺灣法務局處之組織、業務內

容及功能基本上是大相逕庭。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前往日本東京法務差旅(建議用差旅的正式名

稱)，觀察到日本在其內閣之一的法務省置有人權擁護局，專責人權侵

害調查與救濟、人權啟發及對私營部門促進人權運動、人權委員會及

人權諮詢等業務，而法務省轄下法務局亦有相應單位承辦並具體執行

人權相關業務，充分顯示日本政府相當重視人權保護、服膺全世界遵

循的人權規範及順應時代潮流，此為台灣地方法務局處所無之單位，

此一體制值得我國引為典範，並加以效法。其次，台灣已是現代自由

民主法治國家，我國於 2009 年 4 月 22 日制定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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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同年 12 月 10

日施行。依該法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

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

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

法令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及執行兩公約規定事項；其涉

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相互間應協調連繫辦理。政府應與各國政府、

國際間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進兩公約所保障

各項人權之實現。」為落實上開規定，建議本府應設置人權相關業務

專責單位（如因人事預算及整體組織考量則不建議增設單位，在現有



27 
 

人力狀況調整專人專辦），永續經辦人權相關業務，以彰顯本府以人為

本、重視人權之政策。不過，基於地方自治，此人權業務宜與地方自

治事項相關，如屬於中央權限則不宜列入業務範圍，具體建議事項如

下： 

（一） 有關自治法規審議方面：自治法規（包括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之審議，提案或餘個階段審議過程中，應審議送

審之自治法規草案有無違反兩公約之條款內容，如有違反，則具體指

出違反的條款內容、牴觸兩公約何條款及建議刪除或修正草案條款的

理由。 

（二） 有關市政人權議題討論方面：建議本府定期舉辦人權論

壇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參與討論市政有關人權方面之議題，並集思

廣益做出建言並針對市政推行措施不符人權保護之處予以檢討改

善，以彰顯本府重視人權及維護人民基本權的決心與作為。 

（三） 有關推廣人權教育方面：先從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做

起，推廣基本人權教育，規定所屬公教人員每年須固定有人權相關研

習時數，並定期舉辦人權宣導講習會。 

（四） 有關人權諮詢方面：民眾針對政府執行公權力侵害其人

權之疑義而向機關請求行政救濟或其他協助者，應能給予適當諮詢管

道，必要時主動協助其提起行政救濟、請求國家賠償或依民事訴訟求

償等權利主張，或轉介法律扶助基金會等相關機構尋求協助，並視需

要將人權諮詢個案將列入人權論壇之議題及人權教育之案例解說題

材。 

2. 修正地方制度法有關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名稱之相關規定 

誠如前所言，日本有關地方自治法規單純僅有條例及規則兩種；

我國地方自治法規除了自治條例（直轄市稱法規、縣市稱規章，鄉鎮

市稱規約）外，還有自治規則、委辦規則、自律規則之分，自治規則

又有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準則等七種名稱，這七

種名稱又與中央法規命令相同名稱，而委辦規則尙須準用該七種名

稱，另還承認各級地方行政機關得訂定行政規則（通常為作業要點），

法規名稱與種類繁多。我國地方法規名稱龐雜，甚至有與中央法規命

令同其名稱的情形，為執簡馭繁，建議仿日制將自治法規單純分類為

條例及規則二種（因條例及規則冠以各級地方自治團體名稱即足以區

辨），故建議修正內容如下： 

(1) 有關地方制度法第三章第三節節名應予修正部分：地方制度法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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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節名為「自治法規」，惟查其規範內容包括自治條例、自治

規則、委辦規則、自律規則，不單為自治法規內容，故宜將此節名

「自治法規」修正為「地方法規」。 

(2) 有關自治條例部分：宜將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1 項修改為：「自治條

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原同條項後段：「在直

轄市稱直轄市法規，在縣（市）稱縣（市）規章，在鄉（鎮、市）

稱鄉（鎮、市）規約」應予刪除；另外，同法第 26 條第 2 項亦應

同步修正為：「直轄市、縣 (市) 條例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

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但法律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其為罰鍰之處罰，逾期不繳納者，得依相關法律移

送強制執行。」，同法第 26 條第 4 項亦應同步修正為：「自治條例

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

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

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縣 

(市)條例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 (鎮、市) 條例

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 

(3) 有關自治規則部分：宜將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2 項修改為：「前項自

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後段：「並得依其

性質，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則

應予刪除。另為求條文與條文的內容前後一致性，同法第 29 條第 2

項則應修正為：「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之。」並刪

除後段「其名稱準用自治規則之規定」等字。 

3. 地方自治條例與地方自治規則在法律位階上並無優劣之分，故地方制

度法應做適當之調整。 

我國地方制度採取「二元代表制」，在理論上民選地方政府首長與

由議員組成的地方議會應有其對等制衡關係，故經議會議決之自治條

例與經民選地方政府首長訂定的自治規則在法律位階上之效力並無優

劣，僅制定及訂定程序上之差別而已。但實務運作上地方議會常凌駕

於地方政府之上，地方議會因對地方政府種種監督手段及預算控制，

且在府會對立時，地方政府的覆議功能又不彰，另外地方議會對於地

方自治事項的判斷有其主導權，因而定訂自治條例壓縮地方首長訂定

地方自治規則之空間，這種地方議會常凌駕於地方政府之上之現象，

反應在地方制度法的設計上，就法律位階而言，自治條例的效力優於

自治規則自不足為奇。準此，為求地方政府與地方議會之對等制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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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協調，建議將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自治規則與憲法、

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

治條例牴觸者，無效。」修正為「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

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並同步將同法

第 30 條第 5 項規定：「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

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

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修正為「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

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

法院解釋之。」以求前後條文邏輯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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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日本東京法務差旅期間所拍攝照片與說明 

7 月 6 日 13:42 ·  

我從這裡來，到了日本，前往一橋大學法學研究科，行銷並介紹台灣地方制度法下的法

務/法制局處之功能，以及地方自治立法的規範與實務。 

 

 

7 月 6 日 15:17 · 日本東京都 Chiyoda-ku ·  

《三種語言/同步運用》 

很有趣，去年的暑假我是在德國講德語、英文，及秀拉丁文（去年在德國講拉丁文格諺，

並將海德堡校訓翻成德語，那一幕德國人真的有點驚訝）。今年則是在日本同步運用日

語、英文及中文。 

同步運用之後，原來我的英文及日文，還比一橋大學法科研究生（學過 4 年中文）的英

文及中文好。全日及全面進入三種語言的思考溝通模式，目前溝通無障礙中。 

現在，則是換車，再換車，來到東京最大的車站，學習用 Suica 搭乘 JR 及地鐵等（也發

現誤點，已經是德國及日本偶而會出現的正常現象了）。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71816112924998&set=a.874388182667791.1073741956.100002898533529&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mcupamacotochen/posts/87183675292293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hiyoda-ku-Tokyo-Japan/18194779515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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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 15:56 · 日本東京都新宿區 ·  

換車，換車，再換車，是今日（2016-07-06）在東京的生活..... 

 

 

7 月 7 日 5:42 ·  

對於日本憲法略知一二者，應該瞭解。在東京立川街頭上，還可以看見這個非戰和平憲

法條款......（2016-07-07）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71847766255166&set=a.874388182667791.1073741956.100002898533529&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96%B0%E5%AE%BF%E5%8D%80/111924802167390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72166576223285&set=a.874388182667791.1073741956.100002898533529&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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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街頭巷弄海留下很多眾議員改選的競選海報，內容有很多也是在討論這個非

戰和平憲法條文是否廢止的問題~（2016-07-07，在東京立川） 

 

 

7 月 7 日 ·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72433696196573&set=a.874388182667791.1073741956.100002898533529&type=3&perm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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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講堂之前，來到法學院（法學研究科）的拜會，於 2016-07-07，與系主任與但見亮

教授及台灣留學生的合影......— 在一橋大学兼松講堂。 

 

 

 
 

 

陳朝建在 2016~東京法務差旅~ 相簿中新增了 1 張相片。 

7 月 9 日 10:45 · 日本東京都武藏野市 ·  

台日兩個國家的直轄市或都會型之地方政府的法務局/法制局處，最大的差異在於，台灣

的通常還掌理消費者保護業務（或是像台中市，另有調解業務與行政執行業務等），但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4%B8%80%E6%A9%8B%E5%A4%A7%E5%AD%A6%E5%85%BC%E6%9D%BE%E8%AC%9B%E5%A0%82/222990377717107?ref=stream
https://www.facebook.com/mcupamacotochen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874388182667791.1073741956.100002898533529&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mcupamacotochen/posts/873371919436084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73371889436087&set=a.874388182667791.1073741956.100002898533529&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AD%A6%E8%97%8F%E9%87%8E%E5%B8%82/1096100690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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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則兼具地政局與經發局或工商局之功能，可以辦理不動產登記證明與商業登記等

證明（但並無消費者保護之功能，其係獨立於法務局外的設計）......2016-07-09 

  

陳朝建在 2016~東京法務差旅~ 相簿中新增了 1 張相片。 

7 月 9 日 10:55 · 日本東京都武藏野市 ·  

來日期間，除瞭解並比較台日兩國地方政府法務局處的功能外，還有對兩國地方自治立

法體系的運作再進一步瞭解。但額外的收穫是，東京都各街頭上都有競選宣傳車輛的廣

播，以及此類的選舉文宣看板（明日 7/10，正是此地的參議員選舉）...... 

 

https://www.facebook.com/mcupamacotochen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874388182667791.1073741956.100002898533529&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mcupamacotochen/posts/873374856102457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73374839435792&set=a.874388182667791.1073741956.100002898533529&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AD%A6%E8%97%8F%E9%87%8E%E5%B8%82/1096100690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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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時 ·  

2016-07-06~10，我在東京一橋大學進行交流，在法科研究所，介紹台灣的地方法務/法制

局處，並說明台灣的地方自治之法規範體系；停留於日本期間，也進一步瞭解台日兩國

地方法務局處的異同，順到看了東京都的選舉。 

 

https://www.facebook.com/mcupamacotochen/posts/8743881960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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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台灣地方法務局處的角色及功能-兼述台灣地方自治法規的設計」簡報乙則。 

二、Local Administration in Japan（2016 Ver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