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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訂定「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理辦法」(105.3.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374) 

 

二、 修正「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編制表」，並自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生效。

並同時註銷本府民國 104 年 12 月 24 日授人企字第 1040290237 號令修

正之「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編制表」。(105.3.1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375) 

 

三、 修正「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編制表」，自 105 年 5 月 1 日生效，同時註

銷本府府授人企字第 1040122198 號令修正「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編制表」

(105.3.1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420) 

 

四、 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9 條、第 10

條(105.3.2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442) 

 

 最新訊息 

 

一、 105 年 4 月 7 日上午及 13 日下午分別在陽明市政大樓 3 樓簡報室、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10 樓法制局 10-2 會議室舉辦 105 年度國家賠償

業務考核訂於，受考評對象為去(104)年度有受理國賠案件之機關學校。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37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37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4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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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 年 4 月 11 日於本府會議室辦理志工教育訓練，邀請張百佑消保

官講授「禮券注意事項」。 

 

三、 為獎勵推展調解工作之績優人員，以提升調解行政業務績效及服務品

質，本局擬訂於 105 年 4 月 12 日上午舉行表揚大會。榮獲 104 年度市長

獎共有 430 位，包括 188 位獨任調解成立者、29 位領導有方主席、15 位

熱心服務調解委員、171 位轉介調解成立者，24 位服務年資達 12 年以上

者 3 位協同調解成立者。 

 

四、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5 年 4 月 26 日前往烏日區

公所，受理訴願、國賠、消費者保護等業務，歡迎有法律需求的民眾多加利

用。 

 

五、 105 年 4 月 29 日於慧綺光電生態休閒園區辦理志工教育訓練，邀請

謝明謙消保官講授「新修正消保法案例介紹」。 

 

六、 由臺中市政府、台中律師公會、彰化律師公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共

同主辦之第五場民間版模擬陪審法庭活動預訂於 4 月 30 及 5 月 1 日於臺

中市政府惠中樓 301 會議室（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3 段 99 號）舉辦，

歡迎市民體驗擔任一日法官，報名網址為：http://ppt.cc/V5Jy8。本次將招募

50 名候選陪審員實際坐在法庭上，由檢察官、律師詢問候選陪審員資格，

4 月 30 日將選出 12 名正式陪審員（以非法律背景之社會人士優先），5 月

1 日進行審理程序、陪審團評議，同時開放現場旁聽 200 席座位，歡迎各

界一同來共襄盛舉，體驗擔任陪審員的經驗。 

 

  

http://ppt.cc/V5J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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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本局於 105 年 3 月 2、3 及 4 日分別於西屯區公所、清水區公所及臺

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舉辦「車禍事故鑑定分析與研判」，邀請李國權

老師(曾任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講座，為本市調解

委員會委員、調解秘書及行政人員講解如何分析肇因研判表，增進調解人員

相關專業知識，以加強服務品質進而提升調解績效。 

 

二、 105 年 3 月 10 日辦理志工參訪暨業務交流活動，邀請財團法人車輛

鑑定中心人員講授「車輛召回，車輛審驗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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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局於 105年 3月11日與法務部合辦「105年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

邀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林春元助理教授擔任講座，就環境權與人權議

題進行專題研習，以落實本府同仁對於環境議題與人權保障之重視、提昇政

策研析及適用相關法令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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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局於 3 月 15 日至 31 日分別於本府都市發展局等 14 個機關辦理

「104 年度各機關行政罰鍰案件執行情形考核」，由本局陳主任秘書彥宏帶

隊，並協同財政局、主計處及研考會等考核人員進行實地考評行政執行業務，

以提升各機關行政罰鍰執行績效。 

 

五、 本局於 105 年 3 月 8、10、17 日分別於西屯區公所、豐原區公所及龍

井區公所辦理「臺中市 104 年度各區公所調解行政暨法律扶助業務績效考

核」，邀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李悌愷庭長、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郭景銘主任

檢察官、台中律師公會洪瑞霙及楊大德律師擔任考評委員，期能以公平、公

正、合理之方式，評選出本市辦理調解業務績優區公所，並將前 10 名名單

函送法務部複評，作為法務部與本府核發鄉鎮市(區)調解獎勵金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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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5 年 3 月 23 日於本府文心樓 303 會議室舉辦「中彰投苗消保聯合

律師團」第 4 次會議，會議中主要係報告關於本律師團決議之消費者保護

法建議修法條文送行政院後，行政院針對修正建議而召開會議之討論情形，

以及討論對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規是否有修正之必要。 

 

七、 105 年 3 月 30 日召開本府 105 年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

論 104 年 11、12 月之安全、衛生及定型化契約聯合查核執行報告。還有

中彰投律師團成果報告及「104 年獎勵地方政府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試

辦計畫」拔尖典範成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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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法律行動專車於 105 年 3 月 29 日前往和平區公所服務，服務內容為

接受民眾法制業務諮詢、消費申訴、訴願申請及提供便民措施資訊等，使民

眾獲得更便捷之法律服務，對行動市府有感。 

  

 

九、 105 年 3 月 31 日上午 10 點至 12 點於大墩文化中心(台中市西區英才

路 600 號)辦理志工教育訓練，邀請林坤賢律師講授「不動產糾紛案件」。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兒童學習教材行銷方式五花八門 中市消保官提醒家長把握「停、聽、

問」3 原則(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有不肖業者利用家長不想讓小孩輸在起跑點的心理，以各種花招推銷

兒童學習教材，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近 1 年內即接獲 58 起兒童學習教材的

消費糾紛民眾遇到教材行銷時，務必要「停、聽、問」，並善用消保法所賦

予的 7 日猶豫期，在期限內以書面向業者要求解約退費，日後才不用支付

違約金。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78447&ctNode=14012&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78447&ctNode=14012&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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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生局把關茶安不停歇 抽驗坊間泡沫紅茶店茶葉檢驗農藥殘留全部

過關(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2 月中派員到市面知名手搖飲料店、泡沫紅茶店等抽驗各式茶飲原料

「茶葉」，如北區 50 嵐健行店「四季春青茶」、豐原區喫茶小舖「紅茶」、

南屯區天仁茗茶「凍頂烏龍茶」等共抽驗 28 件茶葉檢驗「農藥殘留」，檢

驗結果日前出爐全數合格！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75609&ctNode=14012&mp=122020) 

 

(三) 請 HONDA CR-V、CIVIC、FIT 車型之車主回廠檢修(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處)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接獲交通部通報，台灣本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的 HONDA CR-V、CIVIC、FIT 車型，因駕駛座/乘客座空氣囊瑕疵，自

105 年 2 月 13 日起召回檢修。呼籲該些車主儘速就近向各地區 HONDA

所屬經銷商維修廠預約回廠檢修，以確保行車安全。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74679&ctNode=14012&mp=122020)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撤銷股東會決議，是否以已出席股東，並當場表示異議者為

限，其未出席股東會之股東，得否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案件事實： 

甲為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乙股份有限公司訂於 104 年 6 月 10 日

召開股東會並通知甲，惟甲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並未出席。嗣後甲認為乙股份

有限公司股東會之決議方法違反公司法之規定，甲得否於法定期間內提起

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75609&ctNode=14012&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74679&ctNode=14012&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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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撤銷股東會決議，是否以已出席股東，並當場表示異議者為限?未出席

股東會之甲，得否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有以下不同見解：

（一）甲說 

依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之股東，仍應受民法

第 56 條第 1 項但書之限制，已經最高法院 72 年 9 月 6 日 72 年度第 9 次

民事庭會議著為決議，則出席而未表異議之股東，應無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

之訴之形成權，毫無疑義。至於已受通知而拒不出席之股東，基於公司安定

之原則，當然更無保護之必要，自不得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二）乙說 

按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

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一個月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並無股

東出席與否之限制，雖然最高法院 72 年 9 月 6 日 72 年度第 9 次民事庭決

議：「....若謂出席而對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原無異議之股東，事後得

轉向主張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為違反法令或章程，訴請撤銷該項決議，不啻

許股東任意翻覆，影響公司之安全甚鉅，法律秩序亦不容任意干擾，故應解

為依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訴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股東，仍應受民法

第 56 條第 1 項但書之限制，即民法此項規定於此應有其適用，但該決議亦

僅就已出席股東未當場表示異議者所持之見解，對於未出席之股東應否喪

失撤銷訴權不在該決議之列，且未出席之股東，非可期待其事先預知股東會

決議有違反章程或法令之事項而予以容許，亦無法當場表示異議，且因未參

與決議，亦無任意翻覆決議，影響公司安定情形之可言，自不容許任意擴張

解釋，況公司法第 189 條及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但書並未限制未出席股東

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故只要公司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違反法令或

章程之情形，未出席之股東在法定期間內自得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10 

結論： 

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並無股東出席與否之限制。最高法院 72 年 9 月

6 日 72 年度第 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亦僅謂已出席股東未當場表示異議

者，應受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但書即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

場表示異議者，不得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之限制。對於未出席之股東是否喪

失撤銷訴權並未提及，自不宜擴張解釋，任意限制未出席股東法定之訴權，

故甲得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參考資料： 

民事法律問題研究彙編，第 7 輯，第 311 頁。 

 

二、 訴願講堂 

（一） 因交通裁決事件提起的訴願 

甲主張 102 年 4 月 8 日 17 時 44 分，駕駛自用小客車行經本市惠中路

口時，因有酒後駕車經分析儀測定為 0.52 毫克/公升之違規，為本府警察局

交通警察大隊警員攔查後當場舉發，經移送本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裁處

罰鍰新臺幣 51,500 元，吊扣駕駛執照 1 年。甲不服提起訴願，主張警察酒

測分析儀測定過程違法有瑕疵，請問甲之主張有理由嗎？ 

 

甲不服本市交通事件裁決處所作成之裁決書，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 87 條規定，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是此交通裁決事

件，尚不得循訴願程序尋求救濟。因此本案甲向本府提起訴願，係對於依法

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故本府作成訴願不受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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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

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

事項提起訴願者。」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 1 項第 1 款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由下列機關處罰之：一、第 12 條至第 68 條及第 92 條第 7 項、第 8 項由

公路主管機關處罰。」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

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 萬 5 千元以上 9 萬元以下罰

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一、酒精濃度超

過規定標準。」第 87 條規定：「受處分人不服第 8 條或第 37 條第 5 項處

罰之裁決者，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

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 30 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二） 因逕為分割登記案件提起的訴願 

某甲所有土地因市政府發布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並完成都市計畫樁位

且點交地政機關，由地政機關辦理逕為測量分割、登記。標示變更登記完竣

後，向某甲寄發逕為分割土地權利書狀換發通知書，某甲不服提起訴願，請

問是有理由的嗎？ 

 

地政機關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38 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205 條第 1 項第 10 款、土地登記規則第 28 條第 1 項第 1 款、同條第 2

項規定，辦理逕為測量分割、登記。標示變更登記完竣後，並依據土地登記

規則第 65 條第 3 項規定，向訴願人等寄發逕為分割土地權利書狀換發通知

書，因逕為分割登記前後，其所有土地面積並未增減，其權利並未受損害，

性質上純屬行政管理措施，並未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非行政處分。依據訴願

法第 1 條第 1 項、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並參照改制前行政法院 41 年判字



 

12 

第 230 號判例意旨，某甲提起的訴願因程序不合法，所以本府作成訴願不

受理的決定。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38 條規定：「都市計畫樁豎立完竣，並

經依第 7 條規定公告確定後，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工務 (建設或都市

計畫) 單位除應將樁位座標表、樁位圖、樁位指示圖及有關資料送地政單位

外，並應實地完成樁位點交作業，據以辦理地籍逕為分割測量。」 

土地登記規則第 28 條規定：「（第 1 項）下列各款應由登記機關逕為登

記：一、建物因行政區域調整、門牌整編或基地號因重測、重劃或依法逕為

分割或合併所為之標示變更登記。……。（第 2 項）登記機關逕為登記完畢

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登記名義人。但登記機關依登記名義人之申請登記資

料而逕為併案辦理，及因政府機關辦理行政區域調整、門牌整編而逕為辦理

之住址變更或建物標示變更登記，不在此限。」第 65 條第 3 項規定：「登

記機關逕為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後，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換領土地所有權狀；

換領前得免繕造。」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05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申請複丈，由土地

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依

其規定辦理：……。十、依法令規定得由地政機關逕為測量者。」 

改制前行政法院 41 年判字第 230 號判例意旨：「提起訴願，係對官署

之行政處分，請求救濟之程序，必以有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其前提。而所謂行

政處分，係指官署本於行政職權，就特定事件，對人民所為足以發生法律上

具體效果之處分而言。若非屬行政處分，自不得依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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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事件提起的訴願 

甲因為騎乘機車闖紅燈，遭到警察局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開立罰

單，甲不服處罰，可以提起訴願嗎？ 

 

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第 9 條及第 87 條規定，該條例所定

罰鍰之處罰，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如果不服舉發

事實，應於 15 日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如仍不服同條例第 8 條處罰之裁

決者，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

所以甲如果對於道路交通處罰條例事件有所爭執時，應先向處罰機關陳述

意見，並循序按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此類案件目前不屬於訴願救濟範圍

內之事項，所以本府作成訴願不受理的決定。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訴願法第 77 條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

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提起訴願者。」 

2、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由下列機關處罰之：二、第 69 條至第 84 條由警察機關處罰。」第 9 條規

定：「本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後，……不服舉發事實者，應於 15 日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其不依通

知所定期限前往指定處所聽候裁決，且未依規定期限繳納罰鍰結案或向處

罰機關陳述意見者，處罰機關得逕行裁決之。」第 87 條規定：「受處分人

不服第 8 條或第 37 條第 5 項處罰之裁決者，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

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

達後 30 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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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個人身分居間仲介不動產交易案件的訴願 

訴願人並非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得從事不動產經紀業者，卻與訴外人簽訂

房屋仲介契約書，且係由訴願人出面與賣方洽談價格後而成交，該不動產由

賣方與買方簽訂買賣契約書，並由賣方給付仲介服務費 15 萬 2 千元，本府

地政局認定訴願人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7 條規定，未申

請不動產經紀業許可及辦理備查登記，以個人身分居間仲介不動產交易，爰

依同條例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訴願人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並禁止營業，

訴願人主張當地經營乾洗店，並非房屋仲介，會簽下簡單的仲介合約，係朋

友要求的，從賣方收得的費用，與朋友平分後，只拿到 5 萬元，而罰鍰 10

萬，不符合比例原則。請問是有理由的嗎？ 

 

訴願人主張只拿到 5 萬元，但是訴願人既因仲介訴外人購屋而收受賣方

所交付之仲介費用，即屬取得「報酬」，訴願人既然是沒有經過主管機關許

可的不動產經紀業者，卻從事不動產買賣的居間業務，即屬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第 32 條第 1 項所稱之非經紀業而經營仲介業務之違章行為，所以

本案訴願是沒有理由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4 條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四、

經紀業︰指依本條例規定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商號。五、仲介業

務︰指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七、、經紀人

員︰指經紀人或經紀營業員。經紀人之職務為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經紀營

業員之職務為協助經紀人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第 5 條規定：「經營

經紀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其經營國

外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者，應以公司型態組織依法辦理登記為限。」，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紀業經主管機關之許可，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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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後方得營業，並應於六個月內開始營業；逾期

未開始營業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非

經紀業而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者，主管機關應禁止其營業，並處公司負責人、

商號負責人或行為人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三、 國家賠償講堂：陸軍軍團向國營事業無償借用土地供眷舍使用，於眷

舍內所種植之樹木倒塌導致車輛損壞，車主得否請求國家賠償？ 

案例事實： 

陸軍第8軍團指揮部向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無償借用土地供眷舍使用，

於眷舍內所種植之樹木倒塌導致車輛損壞，車主得否請求國家賠償？ 

 

 爭點 

系爭樹木是否屬於國家賠償法(下稱本法)第 3 條第 1 項「公有公共設

施」？如陸軍軍團允諾將負擔清除樹木之義務，其結論有無不同？ 

 

 解析： 

（一）按本法第 3 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須係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

理有欠缺所生損害，上開所稱「公有公共設施」指凡供公共使用或供公務使

用之設施，事實上處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管理者，即屬之，惟如係間接供

公共目的或公務目的使用之物即不屬之，例如：公務員宿舍（法務部 104

年 6 月 5 日法律決字第 10400588630 號函參照）。 

（二）查本件陸軍第 8 軍團指揮部前向國營事業無償借用之土地，係供作

「眷舍」使用，並非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自非本法第 3 條所稱公

有公共設施。又樹木與土地分離前為土地之構成部分（民法第 66 條第 2 項

規定參照），是陸軍第 8 軍團於無償借用國營事業土地期間，於眷舍內所種

植之樹木，亦非本法第 3 條所稱公有公共設施。縱陸軍第 8 軍團已向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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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允諾將負清除樹木之義務亦同。再者，依法務部 72 年 10 月 19 日法

律字第 12892 號函所示，公營事業所使用之財產，屬於私法人組織之公司

所有，而非國（公）有之公共財產，此等財產如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發生

損害賠償事件時，無本法之適用，故車主僅得依民法第 191 條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法務部 104 年 7 月 13 日法律決字第 10400112550 號函參照）。 

 

結論 

綜上，陸軍第 8 軍團無償借用國營事業土地供作「眷舍」使用，並於眷舍內

種植樹木，因該土地非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故土地及其上之樹木均

非本法第 3 條所稱「公有公共設施」，本案例應無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

之適用。 

 

參考資料 

1、法務部 104 年 6 月 5 日法律決字第 10400588630 號函。 

2、法務部 104 年 7 月 13 日法律決字第 10400112550 號函。 

 

四、 行政執行講堂 

案例事實： 

甲公司因違反消防法積欠罰鍰未繳納，於清算期間，原清算人經法院裁

定解任，並由法院另行選派新任清算人，新任清算人是否會被行政執行署分

署（下稱分署）限制出境？ 

 

 解析： 

（一）按「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

期履行，並得限制其住居：1、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2、顯有逃

匿之虞。3、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4、於調查執行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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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5、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

虛偽之報告。6、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關於義務人拘提管

收及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4.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

責人…」「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關於債務人拘提、管收、限制住居及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

適用之：…4.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負責人、獨資商號之經理人。」「公司之經

理人或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第 2 項）。」行

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4 條第 4 款、第 26 條、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

第 2 項第 4 款、公司法第 8 條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清算人在執行職務

範圍內亦為公司之負責人，故清算人不論是否為法院另行選派，在執行職務

範圍內，即為公司之負責人，如有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

時，分署即得依前揭規定限制其出境。 

（二）惟清算人之職務，依公司法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僅為「了結現務、

收取債權、清償債務、分派盈餘或虧損、分派賸餘財產」，該清算人對於其

任清算人前之公司營運情形及資產、資金流向等事項，未必知悉。故於具體

案件中分署是否限制清算人出境，除應考量是否符合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外，亦應考量命其履行之義務，是否為其職務範圍內事

項，及考量是否符合行政執行法第 3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本部行政執行署

102 年 6 月 14 日行執法字第 10200531320 號函參照）。 

 

結論 

行政執行法第 3、17、24、26 條、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公司法第 8、84

條規定參照，清算人職務僅為「了結現務、收取債權、清償債務、分派盈餘

或虧損、分派賸餘財產」，對公司營運情形及資產、資金流向等事項未必知

悉，因此，在具體案件中是否限制出境，除應考量是否符合上述規定外，亦

應考量履行義務是否為職務範圍內事項，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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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 

1、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得拘提管收之人。」 

2、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

執行法之規定。」 

3、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2 項第 4 款「關於債務人拘提、管收、限制住居

及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4.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負責

人、獨資商號之經理人。」 

4、公司法第 8 條第 2 項「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

亦為公司負責人。」 

 

參考資料 

1、法務部 104 年 4 月 16 日法律決字第 10403504540 號函。 

2、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102 年 6 月 14 日行執法字第 10200531320 號函。 

 

    民法親屬篇專區 

 

民法第 1030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追加計算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 5

年內處分之婚後財產，是否以該處分行為發生於修法後者為限？ 

民法第 1030 條之 3 於 91 年 06 月 26 日修正並未於施行法增訂溯

及適用之規定，故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1 條規定之法律適用不溯既往原

則，第 1030 條之 3 有關追加計算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 5 年內處分之婚

後財產，以該處分行為發生於本次修法後者，始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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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資法專區 

 

一、  

104 年 12 月 30 日總統公布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至第 8 條、第

11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41 條、第 45 條、第

53 條及第 54 條條文，本部並於 105 年 3 月 2 日公布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

施行細則條文，經行政院指定於 105 年 3 月 15 日施行，有關個人資料保

護法修正條文與新舊條文對照表及施行細則修正條文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

可於法務部全球資訊網之個人資料保護專區「法令及執行措施」項下查詢。 

 

二、  

民眾為確認選舉之開票程序，在開票所就開票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狀況予

以錄影，是否侵犯開票所工作人員之個人隱私權限及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相關規定？ 

 

（一）「隱私權」應依當事人之社會角色所涉隱私權保護程度之不同、所處

場所是否具有隔離性、欲達成特定目的而需侵犯隱私之內容，及所採取之手

段等，據以綜合判斷相關人員處於特定場域及事件中，對於其所能保有之隱

私權有無合理期待（法務部 102 年 2 月 8 日法檢字第 10204503780 號函

參照）。 

（二）民眾如為確認開票程序是否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於公職人

員選舉開票所就開票工作人員執行職務之現場狀況，予以錄影行為，因具有

正當目的，且開票所係公開場所，尚不侵害工作人員之隱私權。惟實施錄影

時，仍應斟酌現場狀況，避免對於工作人員之人格權（含肖像權）有過度侵

害情形。 



 

20 

（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2 條規定：「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護照號碼、……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而個

資法並非完全限制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以及利用，所以在第 51 條第 1 項

規定自然人日常生活合理範圍內，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法規定：一、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

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二、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所蒐集、處理

或利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合之影音資料。」，因此民眾於公職人員選舉

開票作業之公開活動中進行攝影，如僅為單純個人活動目的而蒐集自然人

之資料，或僅攝影不特定自然人影像且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合時，尚無個資

法之適用。 

（四）即使依具體個案認定該影像資料得與投開票所公開資訊或工作人員

之名牌等其他個人資料結合，非屬個資法第 51 條第 1 項所定不適用個資法

之情形，而認為仍屬於個資法所定義之個人資料時，仍然可認定民眾於公職

人員選舉開票所就開票工作人員執行職務之現場狀況所為錄影，係為確認

開票程序是否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乃自然人基於正當性目的所

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符合個資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與公共利益有

關」，而不違反個資法限制任意蒐集他人個人資料之規定。但是在攝影時仍

應注意個資法第 5 條規定，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摘自「法務部 104 年 11 月 5 日法律字第 10403514100 號書函」，本函

全文可於法務部全球資訊網點選「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49&ctNode=379&mp=1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49&ctNode=37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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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民團體為辦理選舉相關事宜，審定會員資格，若採主動公告陳列方式，

供會員自由查閱全部會籍名冊內容，是否符合個資法？ 

 

按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5 條規定：「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

選舉或罷免，應由理事會在召開會議 15 日前，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

格，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更換時亦同（第 1 項）。前項會員（會

員代表）名冊所列之會員（會員代表）如無選舉權，被選舉權或罷免權者，

應在其姓名下端註明（第 2 項）。」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法）特別

規定。因此，人民團體審定會員資格，造具名冊，以辦理相關選舉事宜，固

屬原蒐集之特定目的內利用；惟依個資法第 5 條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

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依上開辦法所

述「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若無其他特別規定，應屬個資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定個人資料正確之維護，惟審定會員（會員代表）採主動公告

陳列方式，供會員自由查閱全部會籍名冊內容等情，並非個資法第 10 條所

稱當事人請求查閱其個人資料的態樣，是否屬於選舉作業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內」之利用？得否採取對會員權益影響較小之方式亦可達到相同目的？

倘若不公告陳列該會籍名冊供會員查閱，亦不至於影響會籍清查或選舉作

業之目的達成，如仍為之，則屬逾越選舉作業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而與蒐

集之目的欠缺正當合理之關聯，與比例原則未符，亦可能違反個資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 

（摘自「法務部 104 年 12 月 2 日法律決字第 10403515240 號書函」，本

函全文可於法務部全球資訊網點選「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55&ctNode=379&mp=1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55&ctNode=37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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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英文 

 

1、 Taipei’s Department of Legal Affairs has foun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stored value 

cards in the city with high circulations violate existing regulations. It was found a total of 

six vendors who did not meet the regulations, including some who did not have a 

mechanism for handling refunds. 

台北市法務局調查發現，市面上發行量大的儲值卡，不合格率高達五成。這次查核

共有六間業者不符合規定，其中部分是因為沒有記載退費的機制。 

（參考自：民視英語新聞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2、 The Philippines looks likely to remain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here divorce is illegal,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four leading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on Sunday. Strong pressure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stymied previous attempts to pass a divorce law even 

though a survey last year showed that about 60 percent of adult Filipinos support such a 

measure. 

根據週日一項針對排名領先的 4 名總統候選人進行的調查顯示，菲律賓看起來可能

仍是離婚違法的極少數國家之一。來自天主教教會的強大壓力，阻礙了此前試圖通

過離婚法的努力，即使去年一項調查顯示，約 60％菲律賓成人支持這類措施亦然 

（摘錄自：自由時報-中英對照讀新聞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便民服務 

 

（一） 近期研討會訊息 

1、元照研討會新訊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2、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 

http://www.taiwanlawsociety.org.tw/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http://www.taiwanlawsociet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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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好站連結 

1、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 

2、  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3、  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4、  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http://pipa.moj.gov.tw/mp.asp?mp=1 

5、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http://www.consumers.org.tw/ 

6、  政院 e 點通  

http://news.ey.gov.tw/ 

7、  我的 E 化政府  

http://www.gov.tw/ 

8、  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http://pipa.moj.gov.tw/mp.asp?mp=1 

9、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http://www.consumers.org.tw/ 

http://law.moj.gov.tw/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http://pipa.moj.gov.tw/mp.asp?mp=1
http://www.consumers.org.tw/
http://news.ey.gov.tw/
http://www.gov.tw/
http://pipa.moj.gov.tw/mp.asp?mp=1
http://www.consume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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