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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北區區公所編制表」，自 105 年 4 月 15 日生效（105.4.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50) 

 

二、 修正「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105.4.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82) 

 

三、 修正「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編制表」，自 105 年 4 月 1 日生效

（105.4.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67) 

 

四、 修正「臺中市體育處組織規程」第 6 條、第 10 條，自 105 年 4 月 1

日生效（105.4.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63) 

 

五、 修正「臺中市體育處編制表」，自 105 年 4 月 1 日生效（105.4.1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70) 

 

六、 修正「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 條、第 4 條，

自 105 年 4 月 20 日施行（105.4.1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79) 

 

七、 修正「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自 105 年 4 月 20 日

施行（105.4.1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78) 

 

八、 修正「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105.4.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8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5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8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6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6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7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7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7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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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制定「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105.4.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93) 

 

十、 修正「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制表」，自 105 年 4 月 20 日

生效（105.4.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03) 

 

十一、 修正「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編制表」，自 105 年 4 月 20 日生效

（105.4.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02) 

 

十二、 制定「臺中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105.4.2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04) 

 

十三、 訂定「臺中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105.4.2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13) 

 

 最新訊息 

 

一、 為增進本府各機關（學校）人員對政府採購爭議處理機制與實務作業

之瞭解，並提升專業知識，將於 105 年 5 月 18 日下午 2 時假本府臺灣大

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舉辦「採購實務上之爭議處理及案例解析」講習，

特邀請忠誼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駱忠誠律師擔任講座。 

 

二、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5 年 5 月 31 日前往大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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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59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0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0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0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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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 105 年 5 月 18 日及 19 日於惠中樓 401 會議室舉辦志工特殊訓練，

並於結訓時頒發結業證書。講解課程如下：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產品檢驗制度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第五課 

吳柏昇技士 

食在安心藥求安全 HACCP 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陳淑慧秘書長 

不動產買賣糾紛案例處理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楊曉龍科長 

消費心理學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翟威甯消保官 

消費者保護法之解析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康馨壬主任消保官 

 

 動態報導 

 

一、 105 年度國家賠償業務考核已於 105 年 4 月 7 日上午、1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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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室完成考評，相關考評結果待簽核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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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 年 4 月 11 日辦理志工教育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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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訂於 105 年 4 月 12 日上午在臺中市新天地崇德旗艦店舉行表揚

大會，由潘文忠副市長頒發獎狀並逐一合影留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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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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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5 年 4 月 22 日至 25 日於台中世界貿易中心旅展活動執行旅展禮券

健檢服務。 

 

五、 法律行動專車於 105 年 4 月 26 日前往烏日區公所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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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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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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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05 年 4 月 30 及 5 月 1 日於臺中市政府惠中樓 301 會議室舉辦「第

五場民間版模擬陪審法庭活動」，4 月 30 日首先登場的是模擬陪審法庭選

任陪審員程序，由招募 50 名候選陪審員選出 12 名正式陪審員，程序公開

透明，未獲選之陪審員也同時組成影子陪審團，一同參與陪審團之工作，5

月 1 日則對於案件進行審理程序、陪審團評議，深入討論及體會不同司法

制度之利弊，俾利人民選擇最適合臺灣現況之制度，進而提升對於司法的信

賴與尊重頗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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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食安 APP 受考獲好評  市府：下階段歡迎行政院食安辦來參訪(臺中

市政府法制局) 

臺中市政府參加衛福部獎勵地方政府強化食安試辦計畫競賽，所提出

的築底以及 4 個拔尖典範計畫，均進入複評。於 4 月 8 日下午接受衛福部

複評委員考核，其中拔尖典範中，由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推出的樂活臺中食安

篇 APP，以小成本卻能達到讓業者化他律為自律，自主的提昇餐飲環境的

效果，讓考核委員十分有感，甚至建議推廣至全國。市府法制局長陳朝建表

示，食安 APP 是典型小兵立大功的案例，市府稍早已主動將 APP 的資訊提

供給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這次是接受衛福部的考核，下階段歡迎行政院

食品安全辦公室來市府吸取經驗，推廣至全國，讓全國食安環境能自主有效

的提昇。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84176&ctNode=14012&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84176&ctNode=14012&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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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界應依食安法之規定發布食品衛生檢驗資訊(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藥署呼籲各界於發布食品衛生檢驗資訊時，應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以下簡稱食安法）第 40 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規定，同時公布

檢驗方法、檢驗單位及結果判讀依據，完整揭露檢驗資訊供民眾參考。 

食安法第 40 條規定「發布食品衛生檢驗資訊時，應同時公布檢驗方法、

檢驗單位及結果判讀依據」。而食安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則詳盡說明應公布

的事項如下： 

一、檢驗方法：包括方法數據、實驗流程、儀器設備及標準品。 

二、檢驗單位：包括實驗室名稱、地址、聯絡方式及負責人姓名。 

三、結果判讀依據包括檢體之抽樣方式、產品名稱、來源、包裝、批號或製

造日期或有效日期、最終實驗數據、判斷標準及其出處或學理依據。 

食藥署表示上述規範法規要求之目的在於使檢驗資訊能完整揭露、檢

驗報告受公評、並供主管機關作為行政管理之參考，共同為國人食品安全把

關。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82316&ctNode=14012&mp=122020) 

 

(三)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制度更臻合理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網路技術一日千里，操作方式及科技化發展，更是日新月異，為解決新

型態之消費爭議，避免因實務操作方式未臻明確而產生消費爭議，經濟部乃

研提「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5 點修正草案」，經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45 次會議審議通過。 

本次修正內容，說明如次： 

一、明定業者負有提供網路交易確認機制及履行契約之義務。 

二、刪除「企業經營者對下單內容，除於下單後二工作日內附正當理由為拒

絕外，為接受下單。但消費者已付款者，視為契約成立」規定。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表示，零售業等網路交易機制藉由本次之修正，除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82316&ctNode=14012&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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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企業經營者應提供商品之種類、數量及價格等確認機制之義務外，亦解

決歷來實務常發生爭議之問題，並將契約之成立及履行之各項法定要件與

效力，以及履約之消費者保護事項，回歸適用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使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制度更臻合理。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84174&ctNode=14012&mp=122020) 

 

(四)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抽查火鍋店火鍋食材、火鍋湯底及雞蛋溯源標示

結果出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日前針對火鍋店火鍋食材進行抽樣，同時辦理火

鍋湯底及雞蛋溯源標示查核。火鍋食材部分抽樣 80 件，進行動物用藥、農

藥、二氧化硫、甲酫及防腐劑等殘留檢驗，檢驗結果 75 件符合規定，5 件

不符合規定；抽查 20 家火鍋店火鍋湯底，全部有標示，惟仍有 7 家標示有

部分缺失，已改善完畢；雞蛋溯源標示查核，結果 1 家雞蛋溯源標示不符

合規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已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對檢驗及標示查核不

合規定業者依法處理，對檢驗不合格之食材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

定儘速下架不得販售，並追查不合格食材來源，以確保消費者食之安全。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86061&ctNode=14012&mp=122020)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警察對於拒絕酒測違規行為人應明確告知駕駛人或行為人

之「違規行為」及「違規之法律效果」始得處罰 

案件事實： 

阿飛平常就喜歡與三五好友喝酒，某日酒後騎乘機車，卻遇警員執行酒

測路檢攔查，阿飛心想自己可能酒測值會太高，怕被以違反刑法公共危險罪

移送，乃拒絕警員酒測，警員雖亦告知阿飛如拒絕酒測，將依道路交通管理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84174&ctNode=14012&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86061&ctNode=14012&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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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之規定處以新臺幣 9 萬元罰鍰，卻未一併告知阿

飛亦違反同條例第 67 條第 2 項前段有關「吊銷駕駛執照」及「3 年內不得

考領駕駛執照」之處罰規定，事隔多日後，阿飛收到監理機關之裁處書，阿

飛發現裁處書內容，除處罰阿飛新臺幣 9 萬元外，亦一併裁處阿飛「吊銷

駕駛執照」及「3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究監理機關除得處罰新臺幣 9

萬元之罰鍰外，可否另外一併處罰警員未告知之「吊銷駕駛執照」及「3 年

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解析： 

本案參考 102 年 9 月 9 日 102 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

庭法律座談會，有下列二種不同見解： 

（一）甲說：否定說（即不得處罰） 

按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於舉發行為人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時，應告知駕駛人或行為人之「違規行為」及「違

反之法規」，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1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甚明。又依內政部警政署訂定之「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

「駕駛人拒測」時，「經執勤人員勸導並告知拒測之處罰規定（處 6 萬元罰

鍰，並吊銷駕駛執照，3 年不得再考領）後，如受測人仍拒絕接受檢測，即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規定製單舉發。」，足見警員於執

行酒測時，應告知受檢人拒絕酒測之法律效果，否則其舉發程序有嚴重瑕疵。

此參之大法官於民國 101 年 5 月 18 日作成之司法院釋字第 699 號解釋，

於解釋理由書中明白指出「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

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以下簡

稱酒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刑法第 185 條之 3、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參照），

是駕駛人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務。而主管機關已依上述法律，訂定取締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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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車作業程序，規定警察對疑似酒後駕車者實施酒測之程序，及受檢人如拒

絕接受酒測，警察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如受檢人仍拒絕接受

酒測，始得加以處罰。」甚明（見該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第 2 段）。衡以現

行法對於受檢人拒絕酒測行為之處罰，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之規定，除處罰鍰 6 萬元及吊銷駕駛執照外，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 67 條第 2 項前段之規定「3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而依同條例第

68 條（94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公布）之規定「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時，吊

銷其執有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其處罰甚重，更涉及影響人民之工作權乃

至於生存權，故對舉發拒絕酒測之程序是否正當、適法，應受嚴格要求，此

乃法治國所追求正當程序原則之旨趣。是本案警員既未告知某甲除罰鍰以

外之法律效果，監理機關就該部分應不能處罰。 

（二）乙說：肯定說（即仍應處罰） 

本案執行酒測之警員雖未告知某甲如拒絕酒測之全部法律效果，其執

行程序固有瑕疵，然有關拒絕酒測之法律效果，法律已明定，且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1 條第 2 項前段僅規定警員於舉

發時，應告知駕駛人或行為人之「違規行為」及「違反之法規」，並未規定

應告知「違規之法律效果」，如對受檢人拒絕酒測之處罰結果，繫於警員於

執行酒測過程中告知違反之法律效果之完整與否，將影響法律之安定性。至

於警員如執行勤務時，不依內政部警政署訂定之「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

規定，僅得否為內部懲處問題，並未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是本案就警員

所未告知某甲之法律效果部分，監理機關仍應予處罰。 

 

結論： 

本案參考 102 年 9 月 9 日 102 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

庭法律座談會決議，係採甲說(否定說)，亦即監理機關僅得處罰新臺幣 9 萬

元之罰鍰，尚不得就警員未告知之「吊銷駕駛執照」及「3 年內不得考領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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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執照」予以一併處罰，因此員警在舉發拒絕酒測違規行為時，更應嚴格要

求並注意程序是否正當、適法，以符法治國之正當程序原則。 

 

相關規定 

1、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

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一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或拒

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

吊銷該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

該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2、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7 條第 2 項：「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九條

第四項、第三十條第三項、第三十五條第三項前段、第四項前段、第三十七

條第三項、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後段、第六十二條第四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曾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

者，四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參考資料： 

102 年 9 月 9 日 102 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法律座談

會。 

 

二、 訴願講堂 

（一） 使用建物未按期辦理公安申報的訴願案件 

某甲使用位於本市某建物經營旅舍，經本府都市發展局多次稽查系爭建

物作為旅館業（B 類 4 組）使用，依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及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 3 條規定，審認系爭建物每 1 年 1 次應辦理建築

物公安申報（期間：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然自該局 102 年 5 月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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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應即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時起，至今仍未依規辦

理。該局前以 104 年 8 月處分裁處某甲 6 萬元罰鍰，並停止使用（第 5 次

裁處），之後該局於 104 年 10 月查詢本府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建築物公安

申報資料登錄），查獲系爭建物仍未完成上開公安申報，經該局審認某甲已

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規定，爰依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再

處某甲 6 萬元罰鍰，並停止使用。某甲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請問是有理

由的嗎？ 

 

按行政機關對於應依職權調查之事實，負有概括調查義務，且應依各種

合法取得之證據資料認定事實，作成行政決定（法務部 94 年 5 月 27 日法

律字第 0940018840 號函釋意旨參照）。又認定事實，應憑證據，乃刑事判

決與行政處分所適用之共通原則，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尚不得

僅以推測之詞，予人處罰（最高行政法院 75 年判字第 309 號判例意旨參

照）。故為維護建築物與公眾之安全，建物固應依建物實際用途辦理公安申

報，但系爭處分之作成，並非如 104 年 8 月之前次裁處有現場稽查紀錄為

憑，而僅有本府建築管理資訊系統查詢紀錄之依據，然即系爭建物尚未辦理

公安申報之事實足可認定，於系爭建物是否已依前次裁處停止使用？如持

續使用，現況是否仍供作「旅館業」場所使用？均未有足夠事證核實，洵有

事實未明、調查未盡之虞，都市發展局未盡職權調查證據義務以證明違法事

實之存在，即認定系爭建物現況仍有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之情事，並

予以裁處，難謂無速斷之嫌。從而，本案之調查採證既有可議之處，自無由

維持。故某甲之訴願是有理由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規定：「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

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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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

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及第 9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

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

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

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四、未依第 77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或申報者。」 

行政程序法第 9 條規定：「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

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第 43 條規

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

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

人。」 

 

（二） 占有土地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的訴願案件 

某甲以占有土地時效完成為由，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地上權登記，因未能

提出訴願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經地政事務所通知補

正逾期未補正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否准甲之申

請案。甲主張其已依法提出補正，不服原處分機關之處分而提起訴願，請問

甲之主張有無理由？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118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

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

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然甲以切結書替代該證明文件據以辦理登記不符前述規定。又依時效取得

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 3 點第 2 款規定，占有之土地使用如違反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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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法令，則不得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經查該土地為機關用地，依法

不得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所以，甲之主張並無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土地登記規則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

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 15 日內

補正：……。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者。」

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

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

全補正者。」第 118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

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

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 1 點規定：「占有人申請時效取得地上

權登記，應合於民法有關時效取得之規定，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8 條辦

理。」第 3 點第 2 款規定：「占有人占有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二)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法令。」 

司法院釋字第 408 號解釋略以：「民法第 832 條規定，稱地上權者，謂

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

故設定地上權之土地，以適於建築房屋或設置其他工作物或種植竹林者為

限。其因時效取得地上權而請求登記者亦同。土地法第 82 條前段規定，凡

編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占有土地屬農業發展條例

第 3 條第 11 款所稱之耕地者，性質上既不適於設定地上權，內政部於中華

民國 77 年 8 月 17 日以台內地字第 621464 號函訂頒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

審查要點第 3 點第 2 款規定占有人占有上開耕地者，不得申請時效取得地

上權登記，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牴觸。」 

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度判字第 1889 號判決略以：「依土地法第 82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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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系爭土地經地方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編為道路用地，性質

上已不適於供私人居住使用，即不符設定地上權之要件，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408 號解釋意旨，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定，尚難

認與憲法或法律或判例有牴觸之處。」 

 

（三） 屋前增建鋼鐵造棚架課徵房屋稅的訴願案件 

某甲於房屋前增建鋼鐵造棚架(下稱系爭棚架)，供住家使用，經本府地方

稅務局發現後，認為系爭棚架已增加甲名下房屋的使用價值，依房屋稅條例

第 5 條、第 10 條與本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等相關

規定，核定增建房屋現值，並將該增建房屋現值併入甲原所有房屋稅籍，按

自住用稅率課徵房屋稅。某甲不服，循序向本府提起訴願，請問有無理由？ 

 

依房屋稅條例第 3 條規定，房屋稅係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

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參考財政部 99 年 6 月 14 日

台財稅字第 09904725670 號函釋意旨，如果是建築在地面上的 1 樓棚架，

可以供居民通行或置物之遮陽防雨使用，具有輔助，便利房屋供民眾起居、

使用之功能，應可增加房屋之使用價值，自應依法併同某甲名下的房屋核課

房屋稅，而與功能上屬於保護屋頂作為遮陽防雨使用，增加房屋價值甚微，

得免課徵房屋稅的屋頂棚架，顯然有別。本府地方稅務局的核定應該沒有違

誤，所以本件的訴願是沒有理由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房屋稅條例第 2 條規定：「本條例用辭之定義如左﹕一、房屋，指固定

於土地上之建築物，供營業、工作或住宅用者。二、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

建築物，指附屬於應徵房屋稅房屋之其他建築物，因而增加該房屋之使用價

值者。」第 3 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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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房屋稅向房

屋所有人徵收之……。」 

財政部 99 年 6 月 14 日台財稅字第 09904725670 號函釋：「……房屋

稅條例第 3 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

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準此，1 樓及屋頂之棚架均屬房屋稅之

課徵範圍。……。按未設有門窗、牆壁之屋頂棚架，搭建於屋頂上，主要功

能在屋頂本身遮陽防雨，保護屋頂，以達隔熱、防漏之目的，且未供使用，

其所能增加房屋之使用價值非常有限，故此類屋頂棚架免予課徵房屋稅。至

1 樓未設有門窗、牆壁之供遮陽防雨之棚架，建築在地面上，係供居民通行

或置物之遮陽防雨使用，與保護屋頂之遮陽防雨使用不同，且 1 樓棚架可

隨時變更使用，與上開屋頂簡陋棚架，仍屬有別……。」 

 

（四） 因不服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及建照執照拍定人申請變更起造人、承

造人的訴願案件 

訴願人甲公司就A地號土地依法領有建造執照，訴願人乙公司為承造人。

後來 A 地號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及建造執照三者經法院一併拍賣，由丙、

丁、戊、己等 4 人拍定取得，並領有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拍定人丙、丁、

戊、己持該權利移轉證書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申請變更起造人及承造人，該局

同意變更。訴願人甲公司及乙公司均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請問本件訴願

是否有理由？ 

 

建造執照上起造人、承造人的法律地位，並不具備一身專屬性，性質上

可以移轉。A 地號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及建造執照既然經法院依照強制執

行法的規定予以拍賣，則 A 土地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及建造執照上的起造

人、承造人之公法上法律地位已移轉予拍定人取得。因此拍定人持法院不動

產權利移轉證書申請變更起造人與承造人，並沒有違反相關的法律規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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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件訴願案是沒有理由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建築法第 55 條：「起造人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後，如有左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應即申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案：一、變更起造人。二、變更

承造人。三、變更監造人。四、工程中止或廢止。前項中止之工程，其可供

使用部分，應由起造人依照規定辦理變更設計，申請使用；其不堪供使用部

分，由起造人拆除之。」 

98 年 3 月 17 日法務部法律決字第 0980004649 號函釋：「要旨：行

政法上之權利義務或法律地位不具一身專屬性者，性質上雖可移轉，惟仍須

具有繼受之「要件事實」，始能移轉。故土地與地上建物之拍定人復移轉權

利於第三人，如具備繼受之要件事實且符合建築法規定者，該第三人自得依

法辦理變更起造人。主旨：關於建築法第 55 條規定適用疑義乙案，復如說

明二、三，請查照參考。說明：……。三、次按建築法第 5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起造人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後，如有變更起造人，應即申報該

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案。復按貴部曾於 93 年 7 月 28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30085435 號函釋略以：「建築工程已申報開工，並已構築建築物結構體

者，倘土地與地上建物併同拍賣且原起造人即為所有權人，如建造執照未逾

期失其效力，則拍定人得單憑法院權利移轉證明書（包括土地及未完工建物）

辦理變更起造人。」似認建造執照上起造人之法律地位，並不具一身專屬性，

性質上得移轉。本件來函所詢，拍定人持法院土地權利移轉證明書至地政事

務所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又再移轉第三人，第三人得否單憑所有權人地

位（持土地登記謄本），依上揭貴部函釋內容辦理變更起造人乙節，揆諸前

揭說明，仍應視有無繼受之要件事實，以及是否符合建築法規相關規定而定，

仍請貴部本於權責依法審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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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賠償講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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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者，均有國家賠償法第 3 條之適用，並不以國家

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為限，以符合國家賠償法之立法本旨。 

 

案例事實： 

甲某日前往位於高雄市西仔灣風景區之雄鎮北門砲台景點觀賞風景，

於走近該景點之一處鐵欄杆欲眺望高雄港景之際，突遭鐵欄杆上強大電流

電擊，致生半身癱瘓之狀態，惟上開鐵欄杆係由附近商家所設置。試問，甲

依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向高雄巿政府聲請國家賠償是否有據？  

 

 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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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狀態者，有無國家賠償法第 3 條之適用？ 

 

 解析： 

甲因古蹟雄鎮北門砲台旁邊鐵欄杆上之電線漏電，遭電擊致生半身癱

瘓，本件事故發生原因，乃因附近商家沿著鐵欄杆裝設冷氣供電電線，其外

皮破損發生漏電所致。惟高雄巿政府為雄鎮北門砲台管理維護之權責機關，

系爭鐵欄杆所在之位置，實際上極為靠近砲台位置。查雄鎮北門砲台旁既經

附近商家為美觀因素出資提供高雄巿政府設置系爭鐵欄杆，且無保留所有

權或處分權之意，自已非附近商家之私人之物，再者設置鐵扶梯供民眾攀爬

至砲台，並可自系爭鐵欄杆方向遠眺西仔灣海景，已對一般民眾開放，實際

上該古蹟已與該景點結合，而成為一個整體的臨海之砲台景觀。依該地理形

勢，前往參觀古蹟之民眾，為明瞭砲台之防禦功能，必沿砲台方向遠眺，鐵

欄杆所在位置乃構成一個界線，民眾倚靠鐵欄杆遠眺，以助明瞭砲台之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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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成為雄鎮北門砲台景點公共設施之一部分，系爭鐵欄杆之設置又係為

便利高雄巿政府對雄鎮北門砲台景點之管理利用，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則該

鐵欄杆既已構成雄鎮北門砲台景點之一部分，高雄巿政府負責管理雄鎮北

門砲台景點，已處於事實上之管理狀態，乃竟疏於注意，因附連之鐵欄杆上

所裝置電線漏電，致甲遭電殛成傷。按凡供公共使用或供公務使用之設施，

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事實上處於管理狀態者，均有國家賠償法第 3 條之適

用，並不以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為限，以符合國家賠償法之立法本旨，

自不論有無故意、過失，是否已盡應注意義務，均應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負

賠償責任。其依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請求高雄巿政府賠償所受損害，

自屬有據。 

 

相關規定 

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

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 2 項)前項情形，

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參考資料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94 年度台上字第 2327 號。 

 

四、 行政執行講堂 

案例事實： 

義務人 A 公司因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積欠罰鍰未繳納，某甲係代表 B 法

人股東於 A 公司行使董事職務之自然人，某甲是否為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

第 4 款所謂之『法人之負責人』而被行政執行署分署（下稱分署）拘提管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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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一）按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與公司（即義務人）成立委任關

係者，係法人股東（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846 號判決及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082 號判決參照），是義務人之法人股東指派行使董事職務

之自然人，與義務人間並無委任關係。又同法第 8 條第 3 項係規定非董事

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

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而非指其

為公司負責人（與同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規定體例有所不同）。 

（二）次按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規定，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及應負

義務之規定，於「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責人」亦適用之，考量拘提、管收及

限制住居涉及人身自由之剝奪及遷徙自由之限制，對於適用對象自應從嚴

解釋，並參酌前開司法實務見解，代表法人股東行使董事職務之自然人尚非

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所謂之『法人之負責人』而得被分署拘提管收。 

 

結論 

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參照，代表法人股東行使董

事職務之自然人，考量拘提、管收及限制住居涉及人身自由剝奪及遷徙自由

限制，對於適用對象自應從嚴解釋，並參酌司法實務見解，尚非為行政執行

法所謂「法人之負責人」得被拘提管收之人。 

 

相關規定 

1、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責人。」 

2、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

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

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 

3、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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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參考資料 

1、法務部 104 年 4 月 14 日法律決字第 10403501830 號函參照。 

2、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846 號判決及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082 號判決參照。 

 

    民法親屬篇專區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談夫妻財產制 

 

案例事實： 

王維和李琍在民國 70 年結婚，未約定任何夫妻財產制，王維經商曾

在 73 年及 77 年分別購買土地一筆及別墅一棟，均登記在李琍名下。兩人

在民國 89 年因意見不合準備協議離婚，但對土地及別墅所有權歸屬大起

爭議，法律上應如何解決？ 

 

 解析： 

依民法的規定，夫妻財產制分有法定財產制、分別財產制、共同財產

制。在婚前或婚後可任選前項財產制之一作為夫妻之財產制。但如未約定

時，則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 

依法夫妻財產制須向地方法院登記處登記，才可生對抗第三人的效

力，但一般地方法院登記處只受理分別財產制的登記。 

在民國 74 年 6 月 4 日以前的舊法規定及實務見解，凡登記在妻名下

的不動產，如不能證明是妻繼受或無償取得時，均推定為夫所有。但依民

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6 條之 1 規定，中華民國 74 年 6 月 4 日以前結婚，並



 

 

23 

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以妻之名義在同日以前取得不

動產，而有下列情形之一（1）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且該不動產仍以妻之

名義登記者。（2）夫妻已離婚而該不動產仍以妻之名義登記者，於本施行

法中華民國 85 年 9 月 6 日修正生效一年後，適用中華民國 74 年民法親

屬編修正後之規定。 

如本例，王維和李琍沒有在民國 86 年 9 月 6 日以前辦好不動產的更

名登記，其土地和別墅都是屬於李琍所有。 

（摘錄自法務部官網，法治 Q&A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8503&ctNode=27996&mp=001） 

 

 時事英文 

 

1、 Taiwanese fishing vessel Tung Sheng Chi No. 16, detained yesterday by a Japanese 

vessel, was released today after a security deposit was paid to Japanese authorities. The 

boat was detained for fishing near the Okinotori coral reefs, 1,800 kilometers off 

Taiwan’s east coast, in an area claimed as 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by Japan, a claim 

which Taiwan rejects. Premier Simon Chang strongly criticized Japan over the detention. 

我國琉球籍漁船「東聖吉十六號」，昨天在台灣東方一千八百公里的「沖之鳥礁」附

近捕魚，遭日本公務船扣押，儘管支付保證金後，已經在今天下午獲釋，但我國認

為，沖之鳥礁只是礁岩，不享有兩百浬專屬經濟海域，我方沒有違法，行政院長張

善政更重話批評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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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t is illegal for women in Iran to go out in public without wearing headscarf in the 

country, where thousands of undercover agents and "morality police" patrol the streets to 

check for violations. Women found to have their hair or bodies inadequately covered can 

be publicly admonished, fined or arrested. 

對伊朗婦女而言，出入公共場所沒戴頭巾，將會觸犯法律。數以千計的便衣人員和

「道德警察」會在街上巡邏，檢查是否有人觸法。婦女若被發現頭髮或身體沒有妥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8503&ctNode=27996&mp=001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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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遮掩，將被公開告誡、罰款或逮捕。 

（參考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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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最新消息 

http://www.law.nccu.edu.tw/lawnews/news.php?Sn=1178 

 

2、元照研討會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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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好站連結 

1、  臺中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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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http://www.cpc.ey.gov.tw/ 

3、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4、  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 

5、  立法院法律提案及進度查詢  

http://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_lgmem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http://www.consumers.org.tw/
http://www.cpc.ey.gov.tw/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
http://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_lgm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