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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預告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

法」草案 (105.07.0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827) 

 

二、 修正「臺中市政府補助影視業者拍片取景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臺中

市政府補助及協助拍片取景辦法」(105.07.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41) 

 

三、 訂定「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105.07.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48) 

 

四、 修正「臺中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105.07.1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56) 

 

五、 修正「臺中市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

(105.07.1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63) 

 

六、 預告訂定「臺中市臺中文學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草案(105.07.2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69) 

 

七、 修正「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部分條文(105.07.2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78) 

 

八、 預告修正「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草案

(105.07.2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7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82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4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4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5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6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6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7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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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預告制定「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105.07.2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80) 

 

十、 制定「臺中市住宅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105.07.2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79) 

 

 最新訊息 

 

一、 預計於 105 年 8 月 4 日於太陽餅博物館召開消保志工年中座談會。 

 

二、 為提升本府各機關及學校同仁辦理國家賠償業務之品質，加速作業案

件審理速度，保障人民權益，增進行政效能，本局將於 105 年 8 月 5 日上

午 9 時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邀請李淑女律師(本府國家賠

償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講授 105 年度國家賠償業務講習。 

 

三、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為協助更生人開啟新生，與本府訂於本(105)

年 8 月 14 日假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府前廣場暨中央區挑高川堂合辦

「105 年全國幸運草市集行銷更生人商品展售會」，以開辦市集方式讓更生

商品走進社區，開拓更生商品的銷售管道，藉由商品銷售讓民眾看到更生人

努力的成果，並提供更生人與社區、民眾對話的機會，讓社會了解更生人。

本局行政救濟科、行政執行科、採購申訴審議科及消費者保護官室於當日配

合活動設攤宣導法律扶助、調解行政、訴願、行政執行及消費者保護業務。 

 

四、 預計於 105 年 8 月 26 日邀請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於本府 401

會議室舉辦「面對不理性民眾心理調適及如何安撫他人情緒」志工教育訓練。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8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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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5 年 8 月 30 日前往后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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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法律行動專車服務時間及地點臚列如下： 

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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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105年7月每周一及四會同

衛生局、消防局及都發局辦理餐

飲業稽查。 

 

 

 

 

 

二、 105 年 7 月 14 日會同農業

局辦理休閒農場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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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5 年 7 月 20 日於本府 401 會議室舉辦志工教育訓練，邀請臺中榮

總副護理長黃愛珍講師講授「衛生教育」課程。 

 

 

四、 為宣導 105 年調解業務施政項目，並使調解委員會主席意見交流及調

解行政人員業務聯繫，以提升調解業務績效及服務品質，本局於 7 月 21 日

假女兒紅婚宴會館舉辦「臺中市 105 年度調解委員年中業務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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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5 年 7 月 22 日於本府文心樓 801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特殊教

育訓練，本次教育訓練參訓學員除本市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外，另有財團法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及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所屬志工，

總計參訓人員 37 名，由本局邀請之講師針對法律諮詢之功能、勞資糾紛之

處理、車禍交通事故之法律問題、身分法概要等課程講授，透過教育訓練使

法律扶助類志工增加基礎法律常識，提昇法律扶助志工之專業素養。 

 

 

六、 法律行動專車於 105

年 7月 26日前往龍井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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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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5 年 7 月 15 日、30 日及 31 日，分別由本局消費者保護官室、行

政救濟科及採購申訴審議科，配合本府新聞局於本府陽明大樓、大里環保公

園及沙鹿區公所廣場舉辦的「2016 臺中電影 fun in 季—動畫下鄉趣」活動

設攤，對民眾宣導消費者保護法、訴願救濟制度及法律諮詢、調解業務等各

項業務內容，以利民眾使用本局各項便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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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保專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邱素貞瑜伽無預警歇業 市府於 105 年 7 月 6 日起受理團體訴訟申請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將從 105 年 7 月 6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受理市

民對邱素貞瑜伽天地的團體訴訟申請，請消費者把握時限提出申請，市府彙

整後將轉送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協助消費者提出團體訴訟。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15587&ctNode=28728&mp=122020) 

 

(二) 本府抽驗兒童內褲 1 件商品標示不合格(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日前在店家或網路通路隨機採購 10 件兒童內褲進行抽驗，檢驗結果並

無違反國家標準，惟有 2 件驗出可遷移性螢光物質，3 件含有微量之壬基酚

聚氧乙烯醚（NPEO），但均在法定許可範圍內，另有 1 件商品標示不合規

定，已命業者限期改善。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19671&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15587&ctNode=28728&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19671&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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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抽驗饅頭麵條產品 麵條全數合格 饅頭 2 件不合格 已依規處辦(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 

為瞭解市面饅頭、麵條等重要民生物資品質狀況，本府衛生局派員到小

吃店、餐飲店及製麵廠抽驗麵條 24 件檢驗「硼酸及其鹽類(標準:不得檢出)、

過氧化氫(標準:不得殘留)」，檢驗結果全數合格；另派員抽驗早餐店「饅頭」

20 件，檢驗「4 項甜味劑、丙酸(標準:不得檢出)」檢驗結果 2 件與規定不

符、除通知業者下架違規產品外並針對源頭供應商處以行政罰鍰。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18205&ctNode=28226&mp=122020) 

 

(四) 中彰投苗律師團提案 消費債權優先罰金、罰款受償 獲中央納入研議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為解決重大食安事件中，不肖業者的不當利得被政府強制執行罰金、罰

鍰，反而沒錢賠償消費者，產生政府與民爭利的不合理現象。中彰投苗律師

團提出消費者保護法修正意見，讓消費者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優先同一事由

所生的罰金、罰鍰等公法債權，獲得立委認同並建議中央修法。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23238&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18205&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23238&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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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電子遊戲場業申請核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作業要點

規定申請上開級別證須符合自治條例規定，及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距離

之限制是否合憲? 

 問題提出： 

聲請人前經臺北縣政府（現改制為新北市政府）核准於臺北縣三重市

（即新北市三重區）經營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嗣後聲請人向臺北縣政府申

請變更執照上的營業場所面積，遭認定營業場所周遭 990 公尺範圍內有學

校，違反臺北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第 4 條而遭否准。聲請人不服，

提起行政救濟未果後聲請釋憲。就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臺中市電子遊

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規定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應距離特定場所 1000 公

尺、990 公尺、800 公尺、300 公尺以上，是否合憲？(本案例改編自大法

官釋字 738 號) 

 

 解析： 

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之內涵。人民如

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關於營業場所之選定亦受營業自由保障，僅得以

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必要之限制，惟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

技術性次要事項，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而無違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又為實施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團體得就其自治事項

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以自治條例規範居民之權利義務，惟其內容仍

不得牴觸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規定、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1條第1項第6款規定：「電子遊戲場業……，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及辦

理下列事項之登記，始得營業：……六、營業場所之地址及面積。」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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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本於主管機關權責修正發布之

電子遊戲場業申請核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1 款第

1 目規定：「申請作業程序：電子遊戲場業……，申請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

別證或變更登記，應符合下列規定：（一）營業場所１.符合……自治條例……

規定。」僅指明申請核發上開級別證或變更登記應適用之法令，為細節性、

技術性之規定，尚未牴觸法律保留原則。惟各地方自治團體所訂相關自治條

例須不牴觸憲法、法律者，始有適用，自屬當然。 

憲法雖有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但由於現代國家事務多元複雜，不易

就個別領域為明確劃分，不乏基於國家施政需要而立法課予地方政府協力，

使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在垂直分權之基礎上，仍得就特定事務相互合作以

收因地制宜之效，始符憲法之本旨。因此，中央為管理電子遊戲場業，方制

定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11 條賦予地方主管機關核發、撤銷及廢止電子

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及辦理相關事項登記之權限，地方在不牴觸中央法規

的範圍內，就相關工商輔導及管理的自治事項，以自治條例為因地制宜的規

範。 

臺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臺北縣

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已失效）、桃園縣電子遊戲場

業設置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已失效）以及臺中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

治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系爭規定均涉及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之規

範，屬工商輔導及管理事項，係地方政府之自治範圍，於不牴觸中央法規範

圍內，得以自治條例為因地制宜之規範。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1 項有關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 50

公尺以上，可認係法律為保留地方因地制宜空間所設之最低標準，並未禁止

應為更長距離之規範。故上開系爭規定對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應距離

特定場所等較嚴格之規定，尚難謂與中央、地方權限劃分原則有違，其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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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業自由增加之限制，亦未逾越地方制度法概括授權之範圍，從而未牴觸

法律保留原則。 

因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對社會安寧、善良風俗、公共安全及國民身心

健康足以產生不利之影響，立法者乃制定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以為管理

之依據，就上開系爭規定欲達成其公益之立法目的洵屬正當，所採取電子遊

戲場業營業場所應與特定場所保持規定距離之手段，不能謂與該目的之達

成無關聯。各直轄市、縣（市）就其工商輔導及管理的地方自治事項，基於

因地制宜的政策考量，對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設定較長的距離，無須對接

近特定場所周邊的電子遊戲場業，耗用鉅大人力，以達到有效達成維護公益

的立法目的，屬於必要手段。至該限制與所追求之公共利益間尚屬相當。尚

難謂已違反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之營業自由。惟有鑑於電子遊戲場業之設

置，有限制級及普通級之分，對社會安寧、善良風俗、公共安全及國民身心

健康所可能構成妨害之原因多端，對於在直轄市、縣（市）之各區域人口密

度、社區分布差異甚大，所產生影響之程度不同。各地方自治團體有關距離

限制之規定，如超出法定最低限制較多時，非無可能產生實質阻絕之效果，

而須受較嚴格之比例原則之審查。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允宜配合客觀環境及

規範效果之變遷，隨時檢討而為合理之調整。 

 

 結論： 

電子遊戲場業申請核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1

款第 1 目規定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符合自治條例之規定，尚無牴觸

法律保留原則。臺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臺北縣電子遊戲場業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已失效）、桃

園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已失效）以及臺中市

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皆未違反憲法中央與

地方權限劃分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惟各地方自治團體就電子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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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場業營業場所距離限制之規定，允宜配合客觀環境及規範效果之變遷，隨

時檢討而為合理之調整，以免產生實質阻絕之效果。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司法院釋字第 738 號解釋。 

2、臺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電子

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符合下列規定：……二、限制級：……應距離幼稚

園、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圖書館 1000 公尺以上。」 

3、臺北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改制為新北市時繼續適用；後因

期限屆滿而失效）第 4 條第 1 項：「前條營業場所（按指電子遊戲場業營

業場所，包括普通級與限制級），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

院 990 公尺以上。」 

4、桃園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103 年 12 月 25 日公告自同日起繼

續適用，後於 105 年 07 月 06 日廢止)第 4 條第 1 項：「電子遊戲場業之

營業場所，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 800 公尺以上。」 

5、臺中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電子遊戲

場業之營業場所，除應距離住宅區 50 公尺以上外，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二、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

300 公尺以上。」 

 

二、 訴願講堂 

（一） 申請退休並支領月退休金遭否准的案件 

甲為本市某國中教師，年齡 47 歲，任教年資超過 25 年，患有睡眠呼吸

中止症、高血壓等，於 103 年 1 月 3 日鑑定並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由

其服務之國中開立甲不堪勝任職務證明書後，甲申請自願退休並支領月退

休金，經本府教育局審認該國中出具之不堪勝任職務證明書並未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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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睡眠障礙症已達不堪勝任工作之情形而否准甲之申請。甲不服提起訴願，

主張符合自願退休並支領月退休金要件，校方核發之不堪勝任職務證明書

已明確載明不適任原因，確認甲已達不堪勝任職務及教學工作之程度，本府

教育局否准甲自願退休並請領月退休之申請，洵屬違法不當。請問甲之主張

有理由嗎？ 

 

按公立學校教職員年齡未滿 50 歲而申請自願退休者，如擬以「領有殘障

手冊，致不堪勝任工作」為由，選擇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必須檢附由學校

出具之「不堪勝任工作」之事實證明。經查甲服務之國中所出具之證明書內

容，僅係依甲自述其白天嗜睡、精神不濟而影響教學，並未針對甲是否無法

任本職工作，或已無其他工作可以調任等情形為具體認定。且該國中在甲請

假期間將其由教師兼導師調整為專任教師，並認為甲請病假及延長病假療

養後病情未獲改善而有無法勝任教學職務情形，然而請病假或延長病假，尚

非即得作為認定不堪勝任專任教師工作或其他相當工作之依據。故本府教

育局以該國中開立之證明書內容不明確，無法證明甲已達不堪勝任職務之

程度，否准甲支領月退休金之申請，洵屬有據，故某甲是沒有理由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其認定之標準，均以公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標

準表所定之全殘或半殘為準。所稱不堪勝任職務，係指不能從事本職工作，

亦無其他職務可調任或有其他職務可調任，而無能力擔任者。」 

 

（二） 公寓大廈土地及建物未併同移轉登記的案件 

某甲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及建物之贈與登記，因建物座落之贈與人所

有同段土地未併同移轉予甲，不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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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內容填載與地籍資料不符，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遂駁回其申請，

某甲不服提起訴願，請問有理由嗎？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

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

或設定負擔。甲未將建物座落之其他土地併同申請移轉登記，經地政事務所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乃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以駁回通知書駁回該登記申請案，故某甲是

沒有理由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

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

或設定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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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擅行取用地下水遭裁罰的案件 

本府水利局查獲甲所有土地上有未經核准建造抽汲地下水之建造物，而

擅行取用地下水，乃以甲違反水利法第 46 條規定，依同法第 93 條規定裁

處罰鍰，但甲否認有擅自取用地下水的行為，請問該處分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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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依水利法第93條及經濟部93年1月27日經授水字第09320220470

號令意旨，足見該條處罰之對象為擅行取用地下水之行為人，故本府水利局

應先就甲為行為人之事實，善盡舉證責任，始得對其加以處罰。本府水利局

以甲未提供實際行為人之佐證依據且應負狀態責任為由予以裁處，但其所

提供之證據不足認定甲有擅行取用地下水之行為，從而該處分自非妥適。所

以甲提起之訴願是有理由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水利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第 1 項）興辦水利事業，關於左列建造

物之建造、改造或拆除，應經主管機關之核准：……五、抽汲地下水之建造

物。……」第 93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本法或主管機關依法所發有關水利管

理命令，而擅行或妨礙取水、用水或排水者，處 4 千元以上 2 萬元以下罰

鍰；因而損害他人權益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4 千元

以上 2 萬元以下罰金。」 

經濟部 93 年 1 月 27 日經授水字第 09320220470 號令：「行為人擅行

取用地下水，主管機關如以違反水利法第 93 條規定處分，應以行為人是否

有取用地下水之行為認定，非以取用之水樣水質認定。另行為人如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而建造、改造或拆除抽汲地下水之建造物，主管機關應依據水利法

第 93 條之 4，以違反同法第 46 條規定處分。」 

 

（四） 多人同時申報同一祭祀公業遭駁回的案件 

某甲向本市○○區公所辦理申報「祭祀公業○○○」，嗣該所發現另有某

乙同時提出申報「祭祀公業○○○」，致同一祭祀公業有 2 人以上申報情形，

即通知該 2 人於 3 個月內協調由 1 人申報，協調不成應於 1 個月內向法院

提起確認之訴並陳報公所，惟該 2 人均未按期陳報，該所乃依法駁回 2 人

之申報。某甲不服，主張公所未實際審查其申報資料是否合法齊備，逕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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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申請，應非適法。請問是有理由的嗎？ 

 

本市○○區公所依祭祀公業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審認本案既有 2

人以上申報同一祭祀公業，乃通知某甲及某乙協調以 1 人申報，協調不成

立時，則應於 1 個月內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屆期未起訴，則均予駁回，此

情況已有法律明確規定，所以○○區公所並沒有直接實質審查某甲所提文

件，以證明某甲或某乙何者有申報祭祀公業權利之裁量空間。該公所依法駁

回並無不當，某甲之訴願並無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祭祀公業條例第 10 條規定：「（第 1 項）公所受理祭祀公業申報後，應

就其所附文件予以書面審查；其有不符者，應通知申報人於 30 日內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者，駁回其申報。（第 2 項）同一祭祀公業有二

人以上申報者，公所應通知當事人於 3 個月內協調以一人申報，屆期協調

不成者，由公所通知當事人於 1 個月內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並陳報公所，

公所應依法院確定判決辦理；屆期未起訴者，均予駁回。」 

 

三、 國家賠償講堂：公務員因過失違背對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

受損害，被害人怠於向國家請求賠償損害，致其請求權罹於時效時，自不得

依民法第 186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請求有過失之公務員賠償。 

 

 案例事實： 

甲為消防救護人員，受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駕駛救護車，載送病患

及病患家屬前往乙醫院。在進入交通號誌為紅燈之肇事路口時，疏未顧及側

向可能有遵照綠燈號誌行進車輛之安全，造成丙所駕駛自小貨車閃避不及，

發生碰撞事故，使丙受傷。惟丙怠於向國家請求賠償損害，致其國家賠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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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罹於時效，丙可否再向甲依民法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本案例改編自最

高法院 105 年台上字第 538 號民事判決) 

 

 解析： 

（一）依民法第 186 條規定，公務員因過失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

致第三人受損害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始得向公務員

個人請求賠償損害。又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行使公權力，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

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包括提供給付、服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

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 

（二）查公務員因過失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被

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向國家請求賠償，並非民法第 186 條所稱被害

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故依同條後段之規定，不得向公務員個人請求賠

償損害。 

（三）本案，甲為消防救護人員，奉派執行消防法令所定之緊急救護職務，

駕駛救護車載送病患就醫，自屬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甲於執行救護職務行使

公權力時，因過失未遵守於紅燈通過路口時應充分顧及其他車輛安全之規

定，違背其應執行之職務，致不法侵害上訴人之身體。因此，丙得依國家賠

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不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191 條之 2 前段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甲賠償。 

 

 結論 

被害人怠於向國家請求賠償損害，致其請求權罹於時效時，自不得請求

有過失之公務員賠償。丙因甲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有過失致受有損害，非不

得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所屬機關賠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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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於請求，致其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甲仍毋庸對之負賠償責任。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1、最高法院 105 年台上字第 538 號民事判決。 

2、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

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3、民法第 186 條第 1 項:「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

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

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 

 

四、 行政執行講堂：行政罰鍰之分期繳納 

 案例事實： 

某甲因違法雇用 2 名逃逸外勞經本府勞工局查獲，以違反勞動基準法

裁罰新臺幣(以下同)30 萬元，並與勞工局協議以每個月 1 萬 5 千元分 20 期

繳納，惟某甲始終未繳納任何一期罰鍰。案經勞工局催繳後移送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臺中分署行政執行，某甲於收受臺中分署之傳繳通知到場並向承辦

書記官請求分期付款，經分署核定以每個月 3 萬元分 10 期向移送機關臺中

市政府開立票據繳納。某甲主張按與勞工局先前協議之每個月 1 萬 5 千元

分 20 期繳納是否有理由? 

 

 解析： 

義務人若無法一次清繳，可否辦理分期繳納？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

之期間及標準為何？應向裁處機關或執行機關申請? 

 

（一）案件於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執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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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案件自應向原裁處機關申請。依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行政

罰鍰案件作業要點第 9 點規定: 「(第一項)各機關對於受處分人因經濟狀況、

天災或事變，致無法一次繳清應繳罰鍰者，得同意其於繳納期限屆滿前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延繳或分期繳納。(第

2 項)前項延繳或分期繳納期間不得逾三年，並應於請求權時效屆滿前六個

月繳納完畢。(第三項)第一項分期繳納，每期應繳金額 不得低於新臺幣二

千元。 經核准延繳或分期繳納者，其任一期應納數額未如期繳納者，逕依

第五點規定辦理。……. 」 

勞工局所核定每月 1 萬 5 千元共 20 期繳納均符合上述規定，某甲始

終未繳納，依上述作業要點第五點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時，原分

期付款協議失其效力。 

 

（二）案件於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執行後： 

義務人如能釋明理由，說明因經濟狀況或因天災、事變致遭受重大財產

損失，無法一次繳清滯納款項（稅捐、罰鍰或費用等），於徵得移送機關同

意後，執行署各分署得依「行政執行事件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實施要點」

第 4 點規定，斟酌個案情形，於執行期間內核准其分 2 至 60 期繳納。每 1

期為 1 個月，必要時，每 1 期得短於 1 個月。凡經核准分期繳納者，依同

要點第 5 點規定，執行署各分署得命義務人或第三人書立擔保書狀，或提

供相當之擔保，或出具票據交付移送機關代理人保管。此時分期繳納之申請

應向分署為之。 

 

 結論 

行政執行案件在移送法務部行政署執行後，由於執行程序由各分署主

導進行，核發如禁止、扣押、收取等命令亦屬執行機關權限，程序上相關主

張之准否自應以各分署為準。案件分期繳納如受有動產或不動產之扣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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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鍰完全清償前(包括執行必要費用)，該扣押命令不撤銷。 

本例，某甲所應分期繳納之額度與期間以臺中分署所核定為準。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行政罰鍰案件作業要點 

2、行政執行事件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實施要點 

 

 個資法專區 

 

一、  

網際網路零售商品之自然人，其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為何？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對於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保護之監

管，係採分散式管理，由非公務機關（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由於各行業均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個人資

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與該事業之經營關係密切，應屬該事業之附屬業務，

自宜由原各該主管機關一併監督管理與其業務相關之個人資料保護事項。

又個資法所稱之非公務機關，未區別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而有不同規範，

故其個資法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標準並無不同。如個人於網路販售手

工飾品，核其銷售模式，應屬行政院 101 年 10 月 22 日院臺法揆字第

1010061195 號函公告「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公務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列表代碼：487 其他無店面零售業【以網際網路及型錄方式零售商

品之公司行號】，而以經濟部為個資法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因其未

為商業登記，而有不同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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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法務部 105 年 4 月 8 日法律字第 1050350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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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ctNode=379&mp=1 

 

二、  

計程車計費表內建 APP 程式涉及強制蒐集計程車駕駛人行車軌跡、營

業收入、錄影錄音等個人資料，有無違反個資法？ 

 

按公路法第 79 條第 5 項規定授權交通部訂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計

程車客運業依該規則第 9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車輛應裝設計程車計費

表，而廠商依該規則第 91 條第 2 項規定，製造經交通部指定之專業機構及

經濟部審認合格之計程車計費表，供計程車客運業者購置裝設、按規定收費

並列印乘車證明供乘客收執。依上開規定，縱使計程車駕駛人係直接向計費

表製造商購買計費表，而與計費表製造商有買賣契約之關係，計費表製造商

原則上僅能基於履行買賣契約事務之特定目的及要件之必要範圍內，蒐集

購買該表之計程車駕駛人必要之個人資料（例如：代號 C001：辨別個人之

聯絡資訊、代號 C002：辨識財務之信用卡號碼資訊等）。倘若計費表製造

商於計費表內建 APP 程式之衍生功能，強制蒐集、處理或利用計程車駕駛

人之行車軌跡、營業收入、錄影錄音等可直接或間接識別特定個人之資料，

此一個人資料之蒐集行為，尚難認與計費表買賣契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已逾越買賣契約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故廠商如於該計費表產品預設強

制蒐集計程車駕駛人之行車軌跡、營業收入、錄影錄音等個人資料功能之程

式軟體，則該計費表製造商對於該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顯然已違反計程

車駕駛人之「隱私合理期待」，而與個資法第 5 條、第 19 條之規定有違。 

（摘自「法務部 105 年 4 月 28 日法律字第 1050350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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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ctNode=379&mp=1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77&ctNode=379&mp=1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75&ctNode=37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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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親屬篇專區 

 

協議離婚要依什麼方式才有效？ 

 

 案例事實： 

阿喜和阿花結婚後，才發現雙方個性不合，時常吵架。後來兩人理性

考慮，決定離婚，不知要符合什麼方式才有效？ 

 

 解析： 

協議離婚依民法的規定要有書面、二人以上之證人簽名，及到戶政事

務所辦理離婚登記，才生離婚的效力。 

但是如果只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名，並沒有到戶政事務所登記，離婚還

是無效。夫妻的一方也不能向法院起訴要求對方履行離婚登記。 

（摘錄自法務部官網，法治 Q&A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8506&ctNode=27996&mp=001） 

 

 時事英文 

 

1、 According to Taiwa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a high-tide feature is a rock or an island hinges on 

whether it can sustain human habitation or economic activity. The official ruling, 

however, mainly took into account the island’s history of habitation and cultivation, 

which to the court did not meet the standard specified in the UN convention. 

根據台灣對聯合國海洋公約的了解，島或礁的判定，就是看能不能維持人類居住和

經濟活動，然而本次南海仲裁則考量其居住及農作的歷史因素，判定太平島並不合

於此項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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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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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ansportation Minister Ho-Chen Tan stated that he hopes his ministry can help ride-

hailing app Uber work towards bringing its domestic operations in line with legal 

requirements, in his first comments explicitly naming the controversial company since he 

took office. The comments, which come after a series of protests by taxi drivers and 

operators, suggest a shift away from the ministry’s previous “crackdown” approach. 

Uber 在台違法經營，屢屢讓計程車業者走上街頭抗議。交通部長賀陳旦雖然說非

法營業，就要查緝取締。但也首度明確表態，政府沒有要消滅 Uber，而是希望輔

導讓他們走向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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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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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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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罰鍰案件繳納線上查詢  

https://aesearch.taichung.gov.tw/tbrf_opendata/search1.jsp 

4、  臺中市政府線上聲明訴願  

http://appeal.taichung.gov.tw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http://www.consumers.org.tw/
https://aesearch.taichung.gov.tw/tbrf_opendata/search1.jsp
http://appeal.taichun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