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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廢止「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並自 105 年 4 月 22 日生效 

(105.05.0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33) 

 

二、 訂定臺中市建築物取得綠建築標章實施辦法 (105.05.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54) 

 

三、 預告修正「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105.05.1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645) 

 

四、 預告修正「臺中市骨灰拋灑植存實施辦法」草案 (105.05.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655) 

 

五、 制定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105.05.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49) 

 

六、 修正「臺中市騎樓開放空間綠美化設施及街道傢俱設置管理辦法」第

五條(105.05.1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63) 

 

七、 訂定臺中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辦法(105.05.1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62) 

 

八、 訂定臺中市溫寮溪水區劃定及水體分類標準(105.05.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66) 

 

九、 預告修正「臺中市急難救助辦法」草案(105.05.2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67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3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5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64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65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4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6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6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6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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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訂定臺中市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105.05.2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73) 

 

 最新訊息 

 

一、 為加強對新住民宣導法律諮詢及調解業務，本局採購申訴審議科將於

105 年 6 月 5 日參加臺中親子閱讀協會於豐原國小舉辦之「團圓回娘家活

動」，歡迎新住民及民眾前往參加。 

 

二、 為強化公務人員執法品質，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並保障人民

權益，本局行政執行科於 105 年 6 月 20 日於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

堂辦理「行政處分及行政執行之理論與實務」講習，歡迎本府各機關相關人

員參訓。 

 

三、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5 年 6 月 28 日前往清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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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行動法律服務專車服務時間及地點臚列如下： 

時間 地點 

6 月 28 日（二） 清水區公所 

7 月 26 日（二） 龍井區公所 

8 月 30 日（二） 后里區公所 

9 月 27 日（二） 和平區公所 

10 月 25 日（二） 神岡區公所 

11 月 29 日（二） 太平區公所 

12 月 27 日（二） 霧峰區公所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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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105 年 5 月 12 日及 26 日會同衛生局、消防局及都發局進行餐飲業附

設兒童遊樂設施稽查，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二、 105 年 5 月 13 日本府消保官於台中世貿展覽中心「台中素食有機主

題展」辦理有機農產品查驗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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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5 年 5 月 14 日配合消基會辦理「正確選購食品-守護食安」宣導會

設攤宣導消保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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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有「產品檢驗制度」、「食在安心藥求安全」、「不動產買賣糾紛案例處理」、

「消費心理學」及「消費者保護法之解析」，並於結訓時頒發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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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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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舉辦本府 105 年政府採購爭議處理機制與實務講習（第 1 期）講習，邀

請忠誼法律事務所駱忠誠律師講授「採購實務上之爭議處理及案例解析」，

增進同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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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57 人參加，成效頗佳。 

 

 

六、 105 年 5 月 27 日至 30 日大台中會展心及台中世貿中心同時有 2

場旅展活動，除了例行性稽查外，本局消保官室將以消費者身份購券方

式，進行後市場監督，了解票券販售時履保狀況以及日後餐券退費是否均

符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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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法律行動專車於 105 年 5 月 31 日前往大甲區公所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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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衛生局抽驗廟宇提供民眾飲用包裝瓶裝水及坊間加水站水質，檢驗結

果全數合格(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為確保民眾飲用水衛生安全，衛生局 3 月底抽驗轄內廟宇提供民眾飲

用的瓶裝水、杯水 10 件，及市面加水站水質 20 件，共抽驗 30 件，檢驗結

果全數合格！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94275&ctNode=14012&mp=122020) 

 

(二) 衛生局抽驗校園食材全合格，午餐團膳 14 件複驗後合格，1 件違規依

規裁處中(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建立食在安全校園，衛生局於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派員至轄內各學

校抽驗校園午餐團膳及至源頭供應商抽驗食材，本次抽驗食材 77 件全數合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94275&ctNode=14012&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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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另抽驗 180 件校園午餐團膳，檢驗報告陸續出爐，其中 15 件初驗與規

定不符，衛生局除立即通知供餐製造廠商令限期改正並派員輔導製程衛生、

環境及個人衛生，屆期再依規辦理複驗，經複驗結果 14 件已符合衛生標準，

另有 1 件複驗仍不符合規定，將約談業者後依違反食安法第 17 條同法第

48 條處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97137&ctNode=14012&mp=122020) 

 

 

(三) 臺中市「享家」建案廣告不實！寶月建設公司罰 30 萬元(公平交易委

員會) 

寶月建設公司銷售「享家」建案，於「A2 平面傢俱配置參考圖」2、3

樓及「B2、B3、B11、B15、B17 平面傢俱配置參考圖」2 樓以虛線標示為

室內空間之一部分，予一般消費大眾之印象係該廣告之虛線部分可供室內

空間用途使用，惟據臺中市政府表示，前揭空間於案關建案使用執照為陽台，

故案關廣告參考圖與使用執照不符，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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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97137&ctNode=14012&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84174&ctNode=14012&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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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邱素貞瑜伽 驚爆歇業-諮詢 SOP 

 

 

 

 

 

 

 

 

 

 

 

 

 

 

 

 

分期貸款因應說明 

消費者對於「停課後」之貸款學費帳款之催繳（目前多為仲信資融股份

有限公司），可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支付後續貸款費用（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1777 號判決之判決要旨參酌）。另如業者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

時，消費者於收到支付命令後 20 日內應向法院聲明異議，切莫放任不管，

否則日後難再爭執，將嚴重損及自身權益。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lp.asp?CtNode=27683&CtUnit=15071&mp=122020) 

  

問：消費金額支付方

式 

「現金」或「資

融公司信用貸

款」 

「
刷
信
用
卡
」
或

「
銀
行
信
用
貸

款
」 

1.保留相關憑證(契約書、繳

費收據) 

2.隨時關心「消保園地」的

最新消息(用 google搜尋

「消保園地」) 

1. 向發卡(貸款)銀行申請「爭議

款」。 

2. 保留相關憑證(契約書、繳費收

據) 

3. 隨時關心「消保園地」的最新消

備註：因針對同一消費糾紛案件，爭議

款僅能申請一次。目前邱素貞瑜伽分店

已陸續復業，為避免復業後又歇業，將

導致無法再次申請爭議款之窘境，建議

消費者在○1分店停止提供服務後接近 90

日曆天或○2在消費日起接近 500日曆天

時，始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款。 

至於剛刷卡者（距 500日尚遠者），可先

觀察業者復店狀況，再決定是否申請爭

議款。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lp.asp?CtNode=27683&CtUnit=15071&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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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卜蜂肉品加工使用雄勳逾期調味粉退費懶人包 

有發票憑發票，無發票憑商品，至原購買通路及卜蜂公司專賣店退費。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98475&ctNode=28070&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98475&ctNode=28070&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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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教師因學校措施受侵害時訴訟救濟疑義之探討 

 問題提出： 

某甲係桃園縣（現改制為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教師，因其未依教師

請假規則請假，遭學校為「曠職登記」、「扣薪」及「留支原薪」之處置。

某甲對上開三處置不服，分別提起申訴、再申訴，遞遭駁回。嗣提起行政訴

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761 號裁定認起訴不合法予以駁

回；提起抗告，亦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裁字第 974 號裁定（確定終局

裁定）認抗告無理由予以駁回。聲請人認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有違憲疑義，故聲請解釋，試問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是否有違憲

之虞？ 

 

 解析： 

（一）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教師不願申訴或不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

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

規定，請求救濟。」 

（二）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

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

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不得僅因身分或職業之不同即予以

限制（司法院釋字第 430 號、第 653 號解釋參照）。 

（三）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僅係教師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時之救濟途徑，

並未限制公立學校教師提起行政訴訟之權利，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

權之意旨尚無違背。教師因學校具體措施（諸如曠職登記、扣薪、年終成績

考核留支原薪、教師評量等）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時，自得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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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依行政訴訟法或民事訴訟法等有關規定，向法院請求救濟，始符合有權

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至受理此類事件之法院，對於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

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自屬當然（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第 684 號解釋參照）。 

 

 結論： 

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合憲。教師因學校措施受侵害得依法向法院請求救

濟，受訴法院亦應適度尊重學校相關判斷。(詳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36 號

解釋)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１、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第 430 號、第 653 號、第 684 號、第 736 號

解釋。 

２、教師法第 33 條：「教師不願申訴或不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得按

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

定，請求救濟。」 

 

二、 訴願講堂 

（一） 因阻礙逃生路線遭處罰的訴願案件 

某甲於本市某建築物經營資訊休閒服務業，經本府都市發展局稽查發現

該建築物 2 樓之緊急出口有封閉影響建築物公共安全情事，乃以甲違反建

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 6 萬元罰鍰並限期恢復原狀。甲不服提起訴

願，主張營業時間如 2 樓有客人時會自動開啟逃生門，稽查時 2 樓並未營

業，也沒有消費者在場，本府都市發展局裁罰顯有錯誤，請求撤銷原處分。

請問甲的主張是否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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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建築物的所有權人、使用人負有維護建

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的責任，不以當時有營業行為為限。本件

案例的建築物 2 樓使用人既然是甲，無論有無營業行為，均負有維護建築

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的責任，甲不得以本府都市發展局至現場

稽查時，該建築物 2 樓當時沒有顧客為理由，而免除責任。又稽查時，該建

築物位在 2 樓窗戶外的緊急出口，有懸掛廣告帆布妨礙逃生，違規事實與

證據均已明確，所以本件甲的主張沒有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建築法第 77 條規定：「（第 1 項）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

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第 2 項）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

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

備。……。」第 91 條第 1 項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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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依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建

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 

 

（二） 因未居本市申請老人津貼遭駁的訴願案件 

某甲向本市區公所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經區公所實地訪查某甲

設籍之住居所，未遇某甲，事後查證得知某甲現未居住本市，遂駁回其申請，

某甲不服提起訴願，請問是否有理由？ 

 

依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申請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須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某甲並未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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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於本市，其情形依據本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第 4 條

第 2 項規定，視為未實際居住於本市，故某甲訴願沒有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之老人，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一、年滿 65 歲，

並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

日。」 

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

人戶籍設於臺中市戶政事務所，但未提供實際居住臺中市之相關證明者，視

為未實際居住臺中市。」 

 

（三） 有關限期改善通知函送達處所的訴願案件 

甲在自家門口私設斜坡道，導致行人跌倒受傷，經建設局到現場會勘，

認為甲已破壞道路路面，並妨礙交通安全，違反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便依同條第 2 項規定，通知甲應於收到改善通知公文後

20 日內改善。嗣後建設局複勘，發現甲並未依限改善，便依同條例第 35 條

規定裁處甲新臺幣 3 萬元罰鍰。甲非常不服氣，主張他並沒有收到限期改

善的通知公文，請問甲是有理由的嗎？ 

 

因為甲主張沒有收到限期改善通知公文，經過查證發現，建設局限期改

善通知公文，是以土地謄本資料上所記載的住址為寄送地址（即「高雄市○

○區○○街○號」），而依照甲的戶籍資料，其自 103 年間就已經設籍在「臺

中市○○區○○路○段○號」，建設局所寄發的限期改善通知公文顯然並未

向甲的住所地為送達。所以，本件限期改善通知公文並未經合法送達，建設

局認為甲未依期限改善完成對甲所為的裁處，即非合法。所以，甲訴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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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法務部 90 年 1 月 19 日（90）法律字第 047647 號函釋：「……二、按

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

務所或營業所為之。』所稱『住居所』係民法上概念 (民法第 20 條至第 24

條參照) ，指當事人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

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所謂『一定事實』，包括戶籍登記、居住情形等，

尤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主要依據，但不以登記為要件。三、次按戶籍法所為之

戶籍住址之登記 (戶籍法第一條參照) ，採形式主義，未登記不發生戶籍法

上效力。戶籍登記之住址 (即戶籍所地址)，則為戶籍管轄區內之處所，主要

發生選舉、兵役、教育等公法上效力，與住居所為民法上法律行為的準據，

發生各種民事上的效力，二者規範意旨不同。實務上戶籍法上的住址與民法

上的住居所，絕大多數情形雖為同一處所，但並非當然同一。然不論法院或

行政機關在調查『住所』時，通常均以戶籍登記的住址為認定標準，則為目

前之通例。……」 

 

（四） 因管教子女遭命受親職教育的訴願案件 

本府社會局接獲民眾通報，某甲之未成年子女遭某甲管教，經診斷眼部、

耳部及手部瘀青，社會局指派社會工作師訪視某甲，某甲自承本次管教行為

超乎比例原則，並簽署安全評估表，應允接受管教應有正當理由及方式。嗣

某甲再次體罰，其子女經確診手部有紅斑條紋。社會局審認某甲有不當管教

情形，命某甲接受 12 小時親職教育輔導。某甲主張是單純管教。請問是有

理由的嗎？ 

 

某甲主張依民法第 1085 條法律規定，對小孩做錯事，施以適當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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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單純管教問題，非屬家暴及虐待。然某甲之管教及懲戒子女顯已逾越必要

範圍而違法，兒童及少年之父母依自己認知認為未成年子女有過錯，而行使

懲戒權而過當，即屬家庭暴力範疇，主管機關自得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102 條規定對該父母為應接受親職教育

輔導之行政處分。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

不得有下列行為：……二、身心虐待。……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

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行為。」第 102 條規定：「（第 1 項）父母、監護

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有下列情形者，主管機關應命其接受 4 小時

以上 50 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四、違反第 49 條各款規定之一

者。……。（第 2 項）依前項規定接受親職教育輔導，如有正當理由無法如

期參加，得申請延期。（第 3 項）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拒不完成其時數者，

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仍不接受者，得按次處罰

至其參加為止。（第 4 項）依限完成親職教育輔導者，免依第 91 條第 1 項、

第 95 條第 1 項、第 96 條第 1 項、第 97 條及第 99 條處以罰鍰。」 

 

三、 國家賠償講堂：公園內的河流、石塊是自然生成的景觀，是否為公有

公共設施？如公園範圍內天然形成的景觀均屬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機關該

怎麼善盡管理維護之責？ 

 案例事實： 

某甲在陽明山公園大屯瀑布區內流水區平台靜坐，起身時因平台大小

石頭尖峻林立、高低不平，青苔濕滑且完全沒有安全設施，僅有提醒遊客注

意山壁落石之警告牌示，未警示此處石塊濕滑禁止進入之牌示，致某甲不慎

跌倒造成右手腕骨折，得否請求國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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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一）所謂公共設施，係指以供公共目的使用之有體物，或其他物的設備而

言，就此意義而言，道路、橋樑等人為之設備，固屬公共設施之範圍，而其

他以自然之狀態供公共使用之自然公物，如河川、湖沼、海岸等，如係由權

責機關加以規劃管理，並供公眾使用時，縱認屬自然形成之狀態，仍應認係

公共設施。本案事故地點所屬國家公園既係國家機關利用天然山川、地形，

劃立界線分區營造，設置景點以供社會大眾休閒遊憩，則其整體區域，包括

其內之景點碑、涼亭等人為營造物，及自然河川、山巒等可供遊憩處，均屬

公共設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國簡上字第 9 號判決參照) 

（二） 按國家賠償法第 3 條之立法，旨在使政府對於提供人民使用之公共

設施，負有維護通常安全狀態之義務，重在公共設施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

態或功能時，其設置或管理機關是否積極並有效為足以防止危險或損害發

生之具體行為，倘其設置或管理機關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為及時且必要

之具體措施，即應認其管理並無欠缺，自不生國家賠償責任，故公有公共設

施之管理有無欠缺，須視其設置或管理機關有無及時採取足以防止危險損

害發生之具體措施為斷。本例中，政府既以公共造產之方式經營陽明山國家

公園，以供民眾遊憩使用，並負責園區之養護工程，就國家公園區內各項設

施或地點，應隨時注意有無可能造成遊客使用上發生危險之情形，做適當之

保養修繕或規劃注意等管理行為。此事故地點固屬危險水域，惟遊客可以自

由進入該區域遊憩，國家自應格外注意防範遊客發生意外。又，事故發生前

係有規劃設置欄杆，明顯認為此事故地點具有相當危險性而應禁止遊客進

入，本應於欄杆設置前為相當之警示處理，惟該警示牌僅提醒遊客注意山壁

之落石，而未能警示此事故地點有石塊濕滑之情形復未禁止進入，顯不足以

確保該遊憩地點之遊客之安全，就公共設施之管理即有欠缺。（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第 2672 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依國家賠償法第３條第１項規定請求賠償者，係以被害人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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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或財產所受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在設置上或管理上之欠缺，有相當因

果關係者為限。而公共設施依其物之性質，原有一定之使用目的及使用方法，

如個人擅自進入具有危險性且設有警告標誌之公共設施，致生傷亡，此項違

反使用目的及使用方法之個人冒險行為，所生損害，難令國家負賠償責任。

本例中系爭事故地點屬國家公園內提供遊客遊憩之場所，且政府未設置禁

止進入該地之設施，某甲因該地岩石濕滑跌倒受傷，自難謂係違反使用目的

及使用方法之個人冒險行為。(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2227 號判決意旨

參照） 

 

 結論 

綜上，公園內的河流、石塊等自然生成的景觀如係由權責機關加以規劃

管理，並供公眾使用時，應認係公共設施，國家就系爭事故地點之管理缺失

致生事故，依國家賠償法第３條第１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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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國簡上字第 9 號判決。 

３、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第 2672 號判決要旨: 國家賠償法第 3 條所定公

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所生國家賠償責任之立法，旨在使政府對於提供人

民使用之公共設施，負有維護通常安全狀態之義務，重在公共設施不具通常

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能時，其設置或管理機關是否積極並有效為足以防止

危險或損害發生之具體行為，倘其設置或管理機關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

為及時且必要之具體措施，即應認其管理並無欠缺，自不生國家賠償責任，

故國家賠償法第 3 條公有公共設施之管理有無欠缺，須視其設置或管理機

關有無及時採取足以防止危險損害發生之具體措施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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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2227 號判決要旨: 得依國家賠償法第 3 條

第一項規定請求賠償者，係以被害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損害，與公有

公共設施在設置上或管理上之欠缺，有相當因果關係者為限。而公共設施依

其物之性質，原有一定之使用目的及使用方法，如個人擅自進入具有危險性

且設有警告標誌之公共設施，致生傷亡，此項違反使用目的及使用方法之個

人冒險行為，所生損害，難令國家負賠償責任。 

 

四、 行政執行講堂：行政執行得否查扣國民年金？年金入帳遭扣押，怎麼

辦？ 

 案例事實： 

義務人廣老因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積欠罰鍰未繳納，經主管機關移送

強制執行後，遭法務部行政執行分署（以下簡稱執行分署）查扣其帳戶內之

存款。廣老以該筆款項為國民年金，且其孤苦無依、生活困頓為由，依行政

執行法第9條規定向執行分署聲明異議主張撤銷此扣押命令，是否有理由？ 

 

 解析： 

（一）按國民年金法第 1 條規定：「為確保未能於相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

障之國民於老年、生育及發生身心障礙時之基本經濟安全，並謀其遺屬生活

之安定，特制定本法。」第 55 條規定：「（第 1 項）領取本法相關給付之權

利，不得作為扣押、讓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但被保險人曾溢領或誤領

之給付，保險人得自其現金給付或發還之保險費中扣抵。（第 2 項）依本法

規定請領年金給付或第 53 條所定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件，

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給付之用。（第 3 項）前項專戶內之存款，

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可知，為落實保障弱勢

國民之基本經濟安全，爰規定依該法領取相關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

讓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惟查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91 年度署聲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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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4 號函意旨，本件執行機關所扣押者，為義務人在金融機構之存款，

係義務人對該機構之存款債權，並非請領國民年金之權利，依法非不得扣押。

惟前開存款如係義務人依同法第 55 條第 2 項於金融機構開立，專供存入年

金給付之專戶內之存款，則依第 3 項規定，亦不得作為扣押之標的。 

（二）本案執行分署應審究查扣廣老金融帳戶是否為國民年金法所指定之

金融機構專戶；倘為專戶執行分署應不得查扣。若僅為一般存款帳戶，因執

行分署無法細究該存款是為國民年金、薪資所得、股利、存款利息或其他存

款等項目，查扣款項抵繳行政罰鍰應有理由。 

 

 結論 

本案廣老為確保其領取之年金給付不被扣押，以維持其基本經濟安全，

應依該法第 55 條第 2 項規定，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年金給付之

用。本案經查廣老遭查扣之帳戶並非國民年金專戶，執行分署查扣其存款並

無違法，其聲明異議自無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１、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

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

行機關聲明異議。」 

２、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91 年 5 月 9 日 91 年度署聲議字第 224 號函要旨：

按領受撫卹金之權利及未經遺族具領之撫卹金，不得扣押。公務人員撫卹 

法第 13 條固定有明文，然此條文所明定禁止扣押者，係「領受撫卹金之權

利」及「未經遺族具領之撫卹金」，而不及於「已經遺族受領之撫卹金」甚

明。本件執行機關之執行命令扣押異議人在金融機關之存款，係異議人在該

郵局之存款債權，並非「領受撫卹金之權利」或「未經遺族具領之撫卹金」

甚為顯然，尚無異議人所稱有公務人員撫卹法第 13 條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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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國民年金法第 55 條：「領取本法相關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讓

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但被保險人曾溢領或誤領之給付，保險人得自其

現金給付或發還之保險費中扣抵。依本法規定請領年金給付或第 53 條所定

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給

付之用。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 

 

 個資法專區 

 

一、 人民團體辦理內部選舉事宜得否公告陳列會員名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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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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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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全文可於本部全球資訊網點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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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電信業者委託資產管理公司催收欠費，新舊法應如何適用？ 

電信業者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施行（101 年 10 月 1 日）前或後，委

託資產管理公司催收欠費，如何適用該法規定？ 

 

 

（一）按 99 年 5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

資法），除第 6 條、第 54 條外，於 101 年 10 月 1 日施行。個資法施行細

則第 32 條規定：「本法修正施行 前已蒐集或處理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

料，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為處理或特定目的內之利用；其為特定目的外

之利用者，應依本法修正施行後之規定為之。」民眾 與電信業者締結電

信服務契約，若於個資法修正施行前（例如：101 年 2 月），因電信業者

餘個資法修正施行前，本即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舊法）

之適用。倘該電信業者依個資法修正施行前之舊法，基於特定目的（如 

客戶管理），依電信服務契約關係，合法蒐集個人資料，依上開規定，於

修正施行後，得繼續為處理及特定目的內之利用，包括對客戶寄送催繳通

知書。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55&ctNode=37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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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按個資法第 4 條規定，受委託機關於受託蒐集、處理或利用範圍

內所為行為，於本法適用範圍內，視同該委託機關之行為，以委託機關為

權責機關。電信業者倘於 個資法修正施行後，委託其他非公務機關蒐

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如催收欠費），則該機關於受電信業者委託處

理、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內，已視同該電信業者 行為，適用該業者應遵

行之規定（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參照），電信業者並應注意受委託

機關應於其監督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相關個人資料（個資法施行 細

則第 8 條規定參照）。另如電信業者係於個資法修正施行前，委託其他非

公務機關催收欠費，依舊法第 5 條規定，受委託機關視同委託機關之人，

仍以該電信業者為權責 歸屬機關，於個資法修正施行後仍得繼續為處理

及特定目的內之利用。 

（三）資產管理公司接受電信業者委託辦理催繳費用等作業，該公司即視

同委託機關（即電信業者），而適用個資法之規定，則資產管理公司向客

戶寄送催繳通知書行為，即符合委託機關（電信業者）依個資法所適用之

特定目的（例如客戶管理）。 

（四）電信業者委託第三人催繳欠費，應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

為之，如欲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應符合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規

定，始得為之（摘自「法務部 104 年 12 月 21 日法律字第 10403516330

號函」-本函全文可於本部全球資訊網點選「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查詢）。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53&ctNode=379&mp=1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53&ctNode=379&mp=1


 

 

23 

    民法親屬篇專區 

 

配偶分卡多─談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案例事實： 

王山是某大企業家，李麗是他的配偶，生有二子。王山又和張欣同居

也生有二子並經認領。王山死後遺有大筆遺產，李麗和張欣所生的二子因

遺產分配問題鬧上了法庭。李麗要求依法她可多分一份，她的法律根據何

在？ 

 

 解析： 

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

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 

此項請求權是獨立於繼承權而存在，也就是說，配偶請求剩餘財產分

配後，仍可再主張繼承的權利。所以本例李麗的請求應有理由。 

但此項請求權應自請求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摘錄自法務部官網，法治 Q&A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8504&ctNode=27996&m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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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英文 

 

1、 New Labor Minister Kuo Fong-yu announced plans to raise the minimum hourly wage 

and guarantee workers two days off per week, proposals which were greeted with disdain 

by business leaders, who said the new requirements would drive businesses out of 

Taiwan. 

新任勞動部長郭芳煜昨日表示將全面推動周休二日，並打算調高時薪基本工資，不

過這些新政卻引發工商團體強烈反彈，砲轟勞動部在逼企業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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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o try to combat the carnage on the country’s roads during the annual weeklong 

traditional New Year’s holiday celebration, Thai authorities are going gory：Drunk 

drivers may be sent to work in hospital morgues to see the fruits of their irresponsibility. 

在為期一週的泰國傳統新年假期裡，泰國當局為了對付國道交通的血腥景象，祭出

駭人聽聞的手段：讓酒駕者可能會被送到醫院太平間義務勞動，見識自己不負責任

所造成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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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照研討會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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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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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2、  臺中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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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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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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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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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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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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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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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立法院法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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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立法院法律提案及進度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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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http://www.consumers.org.tw/
http://www.cpc.ey.gov.tw/
http://pipa.moj.gov.tw/mp.asp?mp=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http://law.moj.gov.tw/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
http://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_lgm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