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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南屯區公所編制表」，自 105年 8月 15日生效(105.08.0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92) 

 

二、 制定臺中市學校午餐自治條例(105.08.0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90) 

 

三、 制定臺中市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105.08.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96) 

 

四、 修正「臺中市體育處編制表」，自 105 年 10 月 1 日生效(105.08.1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asp?id=15913) 

 

五、 修正「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編制表」，自 105年 10月 1日生效(105.08.1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12) 

 

六、 預告廢止「臺中市政府提供地理資訊收費標準」(105.08.1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04) 

 

七、 修正「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編制表」，自 105年9月1日生效(105.08.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20) 

 

八、 預告訂定「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105.08.1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1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9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9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89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asp?id=159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0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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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訊息 

 

一、 預計於 105 年 9 月 22 日邀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

李執行秘書美玉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401 會議室舉辦「消費者

保護案例法律問題解說」志工教育訓練。 

 

二、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5 年 9 月 27 日前往和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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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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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 105 年 8 月 5 日於本

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邀請李淑女律師講授 105 年度國家賠償

業務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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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 年 8 月 10 日配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查核「醫院供膳場所食材

品質檢驗及環境衛生」。 

 

 

三、 105 年 8 月 12 日及 18 日會同本府體育處辦理滑水道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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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5 年 8 月 4 日於太陽餅博物館召開消保志工年中座談會。 

  

 

五、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為協助更生人開啟新生，與本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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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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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與法制局於 105 年 8 月 16 日上午 10 時假

臺中市政府文心樓 1 樓中庭舉辦以新住民為主軸《說 他們的故事 讓我們

改變》新書發表暨影像巡迴展開幕記者會，立法委員林立蟬、黃國書及司法

界各界人士到場熱烈參與，本次影像巡迴展展期自開幕當日至 8 月 26 日

止，期盼透過影像展能喚起社會大眾重視新住民在台之生活困境，進而協助

新住民融入台灣社會，歡迎各界一同來共襄盛舉。 

 
 

七、 105 年 8 月 26 日於邀請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於本府臺灣大道市

政大樓惠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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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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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05 年 8 月 28 日上午與臺中市親子閱讀協會於豐原國小合辦新住民

權益講座，邀請李美玉律師擔任講座針對「家庭暴力及處理流程之解析」課

題演講，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也到場宣導會務，解決新住民法

律疑難，以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能力。 

 

 

九、 105 年 8 月 27 日本府於大里運動公園舉辦「志工趣味運動會」，本局

消保志工隊參加「趣味競賽-棒棒出擊」獲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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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法律行動專車於 105 年 8 月 30 日前往后里區公所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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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東區樣媽咪產後護理之家 9 月起停止服務 市府消保官籲民眾留

意自身權益 

位處臺中市東區大公路的

樣媽咪產後護理之家，日前經

臺中地方法院強制執行命令遷

讓房屋，今年 9 月 1 日起將無

法提供合法場所給產後婦女休

養。本府呼籲已簽訂契約的產

婦，留意自身消費權益。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38122&ctNode=13982&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38122&ctNode=13982&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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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祥發旅行社申訴流程及爭議款申請程序說明 

祥發旅行社於 105 年 8 月 4 日無預警倒閉，造成不少消費者損失，經

本府消保官和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與台新銀行溝通後，目前處理

方式如下: 

1、申訴流程: 

請受害消費者於 105 年 9 月 2 日前向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申

訴，申訴方式為進入品保協會網站(http://www.travel.org.tw/Default.aspx)

上方之「消費者專區」→左方之「糾紛申訴」下載相關表單，填妥後郵寄至

品保協會(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78 號 11 樓)。 

2、爭議款申請程序: 

申請時效：停止提供服務後 120 日曆天（120 日曆天需再扣減 15 日銀行工

作天）內且需在消費日起 540 日曆天（540 日曆天需再扣減 15 日銀行工作

天）內。 

申請方法：向“發卡銀行”申請。 

 

http://www.travel.org.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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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28110&ctNode=29978&mp=122020) 

 

(三) 「曼尼 Money」預售屋建案無履約保證 中市府勒令暫停銷售 

本市采庭建設有限公司在大雅區所銷售「曼尼 Money」建案，未辦理

預售屋履約保證，且定型化契約多處與內政部公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不符，經本府消保官移請主管機關地政局處理，

建商仍未於期限內改正，為避免損害購屋消費者權益，地政局依消保法勒令

建商於完成預售屋履約保證機制前，停止銷售該建案及不得有簽訂買賣契

約行為。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25553&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28110&ctNode=29978&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25553&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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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訂購單不具履約保障 市府籲消費者購買禮券確保自身權益  

2016 台中國際觀光博覽會暨伴手禮大展 8 月在世貿中心展開，台中市

政府前往稽查時，發現有業者以「訂購單」方式，販售只收部份訂金無特定

住房日期的住宿服務，但因非「禮券」，依法不用履約保證。法制局呼籲，

民眾若未確定住房日期，建議購買禮券，確保自身權益。消保官也已要求業

者，在消費者未確定住房日期的情況下，不得以訂購單方式販售住宿服務。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24339&ctNode=28226&mp=122020) 

 

二、 重點工作 

謹訂於 105 年 9 月 30 日召開 105 年度本府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3 次

會議，本次會議主要議題為 105 年 6 月至 7 月有關骨灰(骸)存放單位使用

權買賣定型化契約、中古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

與體育場館查核等各業務機關對於消費衛生安全及定型化契約查核報告。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24339&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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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公司董事之權利與義務 

前言： 

某甲的朋友打算開一家小型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來參與政府機關的標

案，為了符合公司法規定，至少須具備三名董事，因此商請某甲掛名擔任這

家公司的董事，一般人常誤認為沒有持股、也不是擔任董事長或負責人的情

形下，董事應該不會有責任，殊不知這是錯誤的觀念，董事對公司而言，依

法具有一定之權利及義務，本專題擬就相關規定做一淺略之介紹與整理。 

 

解析： 

依公司法 192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自然人有完全行為能力者，不以具

有股東身分為必要，可出任董事(公司法 192 條)，其他消極資格如：公司法

第 192 條第 5 項準用第 30 條有關經理人消極資格規定，另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規定，公司與董事間的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

任的規定。但此一委任契約的締結係以股東會的決議為基礎，而以處理公司

的團體法上的事務為其標的，與一般的委任不盡相同。因此，公司法亦基於

此一契約的特殊性質，就董事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等另設規定。以下謹就公

司董事之相關權利、義務等說明如下： 

 

（一）董事之權利： 

董事為公司的業務執行機關，須具備專門知識，又負相當重的經營責任。

因此，各國立法例多設有報酬的規定，我公司法也不例外，依第 196 條規

定，董事的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除報酬外，董事與公司

間的關係適用委任的規定，因此，董事對公司有預付必要費用請求權（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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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5 條）、償還費用請求權（民法第 546 條第 1 項）、代償債務請求權

（同條第 2 項）及損害賠償請求權（同條第 3 項）等權利。 

 

（二）董事之義務： 

1、基於委任關係而生的義務：（1）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董事與公司間

關係既屬有償委任，因此董事在執行公司業務時，應對公司盡善良管理人的

注意義務（民法第 535 條）。所謂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是指依照董事

的專長及經驗所應具有的注意程度。（2）計算義務：董事基於委任關係，

對公司負有交付因執行業務時所收取的金錢、物品、孳息的義務及移轉所取

得的權利的義務（民法第 541 條）。 

2、不為競業的義務：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

於公司營業範圍內的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的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

可，此即所謂董事競業禁止的義務。董事違反競業禁止的義務而為自己或他

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的行為時，該行為本身有效，但股東會得以決議將

董事對該行為的所得，視為公司的所得，此即所謂公司歸入權的行使。歸入

權行使的期間為自所得產生時起算一年，超過該一年期間而未行使時，公司

就不得再為行使。 

3、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的義務：由於監察

人的權限，在監督公司業務的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

核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 218 條第 1 項），

所以當董事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的義務（公

司法第 218 條之 1）。 

4、辦理公司的各項登記的義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解散、增資、減資、

發行新股、募集公司債及因合併而變更的登記，由代表公司的負責人（包括

董事，通常指董事長）申請之（公司法第 38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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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於公司證券簽章的義務：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股票或公司債券均須經董

事三人以上的簽名或蓋章（公司法第 162 條第 1 項、第 257 條第 1 項）。 

6、申報持股的義務：董事經選任後，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其選任當時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數額；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董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選任當時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董事當然解任。在董事任期中其股份

有增減時，應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又董事任期未屆滿提前改選者，當

選的董事，於就任前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

或於股東會召開前的停止股票過戶期間內，轉讓持股超過二分之一時，其當

選失其效力（公司法第 197條董事之申報股份義務、當然解任及當選失效）。 

 

結論： 

借人名義擔任董事，絕非沒有經營就等於沒有責任，只要做為公司的董

事，就是公司法律上的負責人，相關權利義務甚至民、刑法及稅法上亦負有

相當之責任，不可不慎，切忌借人掛名擔任，以免爭議。 

 

參考資料： 

「老闆的第一課—認識合夥與公司的經營型態」/潘秀菊著/永然文化出版 

（2000/2/1） 

 

二、 訴願講堂 

（一）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申請塗銷登記的案件 

某甲主張其為再轉繼承人，其土地繼承權利遭本市○○地政事務所誤受

理非法繼承人之繼承登記申請而受損害，屢次向該所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44

條規定提出塗銷系爭土地之繼承登記，經該所函復某甲，其請求業以他函函

復在案，且本案某甲已向法院提起繼承權確認訴訟，現正由法院訴訟審理中，

是仍請其依該法定程序辦理並靜待司法機關裁判為宜。某甲不服此函復，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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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提起訴願，請問是否有理由？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第 1 項「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

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規定，明顯僅賦予行政機關具有此

權限，人民無從據以申請。縱使為形式上之申請，在性質上亦僅可認係促使

行政機關發動職權，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並無應依其申請而發

動職權之義務，無論行政機關之答覆如何，對於該提出請求的人而言，均不

發生何種法律效果，並非行政處分，亦不直接影響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即

不得對該答覆提起行政訴訟（包括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最高行政法

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124 號判決、101 年度裁字第 540 號裁定要旨參照）。

準此，該函內容僅為單純之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並未涉及具體事件之請求

而有所准駁，對某甲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並未發生具體法律上效果，核其

性質，應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某甲逕自對其提起本件訴願，程序於

法未合，依法應為不受理之決定，故某甲之訴願是沒有理由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土地登記規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登記，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地政機關辦理之。但該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在轄區內另設或

分設登記機關者，由該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之。」第 7 條規定：「依

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

記機關不得為塗銷登記。」第 2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下列各款應由登

記機關逕為登記：三、依第 144 條規定之塗銷登記。」第 144 條規定：「（第

1 項）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

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

塗銷之：一、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二、純屬登記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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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第 2 項）前項事實於塗銷登記前，應於土地登記簿

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 

行政法院 56 年度判字第 218 號判例：「人民提起訴願，須以官署之處

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為前提，所謂損害其權利或利益，係指原處分所生具

體的效果，致損害其確實的權利或利益而言。」62 年度裁字第 41 號判例：

「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

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

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 網站刊登使消費者易生誤解標語廣告的案件 

某甲於拍賣網站刊登「輻射 抗氧化減緩老化」之廣告，內容涉及誇張或

使消費者易生誤解，本府衛生局審認某甲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

第 1 項之規定，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某甲新臺

幣 4 萬元罰鍰。某甲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請問有無理由？ 

 

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食品、食品添加物之標示、宣

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而違規廣告之認定，係就

個案所欲傳達消費者訊息之整體表現，包括文字敘述、產品品名、圖案、符

號等綜合研判後，再據以認定。本件廣告登載於拍賣網站，並有該廣告推介

產品之相關文字介紹，系爭廣告易使消費者誤解食用該產品可達抵抗幅射、

抗氧化及減緩老化等功效，參酌「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

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已該當該基準第 3 點第 2 款「使用下列詞句者，

應認定為未涉及醫療效能，但涉及誇張或易生誤解」之「1.涉及生理功能者：

例句；增強抵抗力。強化細胞功能……」與「3.涉及改變身體外觀者：例句：……

延遲衰老。防止老化……」，並透過網路刊登傳播讓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內

容，進而達到招徠商業利益之效果，屬違規廣告。是本府衛生局對某甲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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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4 萬元，並無錯誤。本件訴願是沒有理由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

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

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

「違反第 28 條第 1 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8 條第 3 項所定辦法者，處新

臺幣 4 萬元以上 4 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同條第 2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再次違反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

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

止登錄者，1 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第 55 條規定：「本法所定之處

罰，除另有規定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必要時得由中央主

管機關為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簡字第 332 號行政訴訟判決：「 ……立法

者於食品衛生管理法(按：103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為：「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明定對於食品、食品添加物或食品用洗潔劑所為之標示、宣傳或廣

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是於此規範目的下，舉凡透過報

紙、刊物、傳單、廣播、幻燈片、電影、電視、網路及其他傳播工具登載或

宣播特定觀念、產品或業（服）務，藉以達成推廣觀念、產品、業（服）務、

促進消費目的之行為，無論上開登載或宣播資訊內容以何稱謂名之、是否經

專業人士設計、是否委請傳播機構登載或宣播、業主是否支付為其登載或宣

播資訊（廣告）者對價，自均在上開規定之涵攝範圍。……」 

 

（三） 刊載未事前取得核准之化粧品廣告的案件 

甲自民國 96 年起於露天拍賣網站上刊登「減肥滋體霜」化粧品廣告，

宣傳略以：「…7 至 10 日少掉 2-5 公斤…全世界數十萬人塑身成功的撇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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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科技新產品：滋體霜…數天後用尺量，您將發現腰圍真的變小許多…」等

文字內容並佐以女性塑身之圖片及該化粧品外觀照片，惟甲於刊登前並未

將廣告中所使用之文字、畫面申請衛生福利部或縣市衛生局核准即予登載

或宣播，經監控查獲後移由本府衛生局辦理，該局審認後認甲之行為違反化

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裁處新臺幣 1 萬元罰鍰。甲不服提

起訴願，請問甲的訴願有理由嗎？ 

 

化粧品涉及使用者健康，且產品廣告內容之正確性與公共利益具有重大

關連性，有待主管機關事前審核，是以我國立法者針對化粧品之廣告登載或

宣播採事前審核制，是以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將所有

文字、畫面或言詞，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甲自民國 96 年

起於露天拍賣網站上登載「減肥滋體霜」化粧品廣告，但甲於刊登系爭廣告

前並未取得核定表，顯見並未經直轄市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核准。復甲於

刊登化粧品廣告前本應對於應事先取得核可，及其所刊登之化粧品廣告是

否有違反法令情事負有注意義務，應認甲未善盡注意義務，難謂無過失可言，

違規事實明確。惟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如有違反同

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鍰，查本

件甲係因過失違犯，情節自較故意違犯行為為輕。且本案裁處時間距離違規

行為時間點已達 8 年之久，似與行政罰法第 27 條賦予裁處機關盡速裁處義

務有違。衛生局未審酌前揭事由，裁處甲新臺幣 1 萬元罰鍰，恐有過苛而

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原裁處恐有不當，應認甲之訴願為有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3 條規定：「本條例

所稱化粧品，係指施於人體外部，以潤澤髮膚，刺激嗅覺，掩飾體臭或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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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之物品；其範圍及種類，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

言詞，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

文件。」 

行政罰法第 1 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

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7

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四） 無權占用市有土地應支付使用補償金的案件 

本府財政局經管之本市某市有土地被甲無權占用並在其上建築 2棟建築

物，該局委請地政事務所現場勘測結果，地上 2 棟建物占用系爭土地面積

計 183 平方公尺，本府財政局乃以函文通知甲繳納其占用期間（自 99 年 5

月 29 日起至 104 年 5 月 28 日止）之使用補償金計新臺幣 86,925 元。甲

不服，提起訴願。 

 

本府財政局因甲無權占用市有土地，乃基於市有財產之管理機關身分，

通知甲繳納無權占用市有土地期間之使用補償金，此屬有關財產的私權爭

執，該通知僅發生私法上之效果，並不是行政處分，甲如有不服，應循民事

訴訟途徑解決，本件訴願依法應不予受理。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民法第 179 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

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改制前行政法院 57 年度判字第 472 號判例：「人民不服行政官署之處

分，固得循訴願程序以求救濟。但行政官署就其與人民間私法關係所為之意

思表示，則屬私法上之行為，不得視為基於公法上權力服從關係之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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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之如有爭執，應依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普通法院裁判，不得依行政爭訟方

法提起訴願……。」 

 

三、 國家賠償講堂：消防機關進行山難搜救未果，是否可能成立國家賠償

責任？ 

案例事實： 

缺乏登山經驗之登山者獨自攀爬險山，卻因迷路而無法順利下山，而有

危及生命之緊急情形，雖經消防機關進行長期搜救仍無法尋獲，登山者後仍

因失溫休克死亡，登山者父母得否主張消防機關違法而請求國家賠償？ 

 

 爭點 

消防機關長期搜救未果之不完全作為是否屬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

後段所稱之怠於執行職務不作為行為？消防機關上開搜救未果行為與登山

者死亡結果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解析： 

（一） 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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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釋字第 469 號

解釋文：「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而其

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

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

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

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向

國家請求損害賠償。」是以，公務員依其職務對於第三人有作為義務，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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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無裁量不作為餘地，而仍不作為或遲緩履行者，即屬怠於執行職務行為，

因此致人民自由或權利受損，即可能成立國家賠償責任。 

又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以公務員具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其注意標準

應以忠於職守之一般公務員在該具體情況應該能注意並可期待其注意之程

度而言，如為行為之公務員欠缺此注意程度，即屬有過失；此外，違背職務

義務之有責性，不必以公務員個人為限，行政機關組織作用之功能不彰，從

行政之整個行為而論，如有可歸責於行政機關組織及指揮作用之有瑕疵者，

亦可認為具備有責性，如因而發生違背職務義務之行為而使他人受害，行政

機關即不能免其國家賠償責任。 

（二）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之國家賠償責任成立，除以公務員怠於執行職

務具可歸責性之外，尚須該不作為行為與損害結果發生間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所稱「相當因果關係」係指行為與損害結果間，按諸一般情形（一般社

會經驗）法則，適於發生該結果者而言。 

（三） 依憲法第 15 條、消防法第 16 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第 11 款第

2 目等相關規定，消防機關負有山難救護指揮執行救護之責，另基於人民生

命權之保障與國家保護義務，人民於生命受有緊急危害時，應有向國家請求

救護之權利，而國家亦負有施予救護之義務，本案消防機關於接獲迷途事故

報案後，未於最短時間內迅速蒐集研判足供縮小搜救範圍相關情資，違背其

應受期待之注意義務，其組織運作之結果，導致投入之搜救人力未能針對重

點區域加強搜索、虛耗人力，錯失救援時機，消防機關未確實執行上開救護

行為，致登山者因未受即時救援而死亡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本案

應認消防機關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所稱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可能

成立國家賠償責任。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憲法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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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賠償法第 2 條。 

3、消防法第 16 條。 

4、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69 號解釋及其理由書。 

5、最高法院 23 年上字第 107 號民事判例。 

6、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國字第 30 民事判決。 

7、李惠宗，山難救援失敗，真的要國賠？——評臺北地院一○一年度重國

字第三○號民事判決，收錄於月旦法學雜誌第 245 期，2015 年 10 月，頁

210 至頁 218。 

 

四、 行政執行講堂：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可以限制人民出入境嗎？ 

案例事實： 

A 公司因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行政執行事件，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某分署

因有了解該公司財產狀況必要而傳喚其前負責人某甲，未料某甲多次以照

顧子女等各種理由拒不到場，分署遂為限制出入境(海)之處分，某甲深感不

服，認為違反比例原則，請問是否有理由？ 

 

 解析： 

（一）按「行政執行處（已於 101 年 1 月 1 日改制為分署，下同）為辦理

執行事件，得通知義務人到場或自動清繳應納金額、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

他必要之陳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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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

或處分之情事。……五、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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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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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其他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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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適用之：……四、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負責人、獨資商號之經理人。」、

「前項各款之人，於喪失資格或解任前，具有報告及其他應負義務或拘提、

管收、限制住居之原因者，在喪失資格或解任後，於執行必要範圍內，仍得

命其履行義務或予拘提、管收、限制住居。」、「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

在有限公司……為董事。」行政執行法第 14 條、第 17 條第 1 項第 3 款、

第 5 款、第 6 款、第 24 條第 4 款、第 26 條、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2 項

第 4 款、第 3 項、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限制住居，包括

禁止出境及出海在內（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1 點第 3 款及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 92 年 12 月 26 日行執一字第 0926001040 號函釋意旨參

照） 

（二） 次按，義務人公司解任之負責人，對於義務人公司之財產不負實際

管理之責，於其解任後之義務人公司財產狀況，自不能命其報告，惟其繼任

者，未必知悉當時之義務人公司財產狀況，為謀執行程序進行順利，並謀對

義務人公司之債權獲得清償，就其解任前所知義務人公司之財產狀況，仍負

報告之義務。從而，公司負責人在喪失資格或解任後，於執行必要範圍內仍

得命報告其任職期間內之財產狀況或資金流向等事項，並得依法限制住居

或聲請法院裁定拘提、管收（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小組第 109

次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所謂「於執行必要範圍內」，應衡量其不為報告或為

虛偽之報告，對執行程序進行之影響是否消失而定（楊與齡著，強制執行法

論，96 年 9 月修正版第 269 頁至第 271 頁參照）。 

 

結論 

分署限制某甲出入境的處分符合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所以某甲的主

張是沒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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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行政執行法第 14 條、第 17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5 款、第 6 款、第 24

條第 4 款、第 26 條。 

2、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2 項第 4 款、第 3 項。 

3、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 

4、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1 點第 3 款。 

5、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92 年 12 月 26 日行執一字第 0926001040 號函釋。 

6、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小組第 109 次會議決議。 

7、楊與齡著，強制執行法論，96 年 9 月修正版第 269 頁至第 271 頁。 

 

 個資法專區 

 

一、  

繼承人得否向電信公司申請調閱被繼承人生前之通信紀錄？ 

 

 

（一）按電信服務契約係屬勞務給付契約，依民法第 529 條規定，勞務給

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有

關電信服務契約之當事人一方業已死亡之情形，事務處理權及事務處理義

務原則上不得作為繼承之標的，除符合民法第 550 條但書「契約另有訂

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或民法第 551 條「如委任關係之

消滅，有害於委任人利益之虞時」，或民法第 552 條「一方不知他方委任

關係消滅之事由」等例外情形外，該電信服務契約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歸

於消滅，契約消滅後，繼承之標的即不復存在，自無法由繼承人概括繼承

被繼承人在電信服務關係中之委任人地位。惟如認為電信服務契約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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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契約同屬因委任事務之性質而不能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或是具

有民法第 551 條或第 552 條之例外情形者，則該電信服務契約得成為繼

承之標的，此時即得由繼承人繼承契約當事人之地位向電信公司申請調閱

被繼承人生前之通信紀錄，電信公司提供通信紀錄之行為則屬履行委任契

約之報告義務（民法第 540 條規定參照）。 

（二）又如該電信服務契約未符合民法第 550 條但書、第 551 條或第

552 條規定契約例外不消滅之情形，因原委任人已死亡，該已死亡委任人

之通信紀錄不屬個資法之保護範圍（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 條參照），有關

識別該已死亡委任人之通信紀錄，不適用個資法保護。是以，受任人（電

信公司）並非依據個資法作為是否同意繼承人申請之依據，而應視電信相

關法規有無特別規定得由繼承人調閱被繼承人之通信紀錄為斷。惟應注意

者，該通信紀錄仍不失為另一方發（受）話自然人之個人資料，故繼承人

欲向電信業者調閱通話之他方之通信紀錄，就該電信業者而言，屬特定目

的外之利用，除電信相關法規有特別規定外，應符合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 

 (摘自「法務部 105 年 1 月 18 日法律字第 1050350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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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ctNode=379&mp=1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理家庭暴力防治業務，得否函請醫事機構提

供家暴案件相對人或被害人疾病診斷及就醫等資料？ 

 

 

（一）個人資料中包括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

之 6 種個人資料，性質較為特殊或具敏感性而屬特種資料，如任意蒐集、

處理或利用，恐會造成社會不安或對當事人造成難以彌補之傷害，故個資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72&ctNode=37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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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此另規定較嚴格之蒐集、處理或利用要件（個資法第 6 條參照)。 而

其中「病歷」係謂醫療法第 67 條第 2 項所列之各款資料；「醫療」係謂病

歷及其他由醫師或其他之醫事人員，以治療、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

害、殘缺為目的，或其他醫學上之正當理由，所為之診察及治療，或基於

以上之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料（個資

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2 項參照)。 

（二）前開特種個人資料之利用，依個資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有關病

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

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

護措施。...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

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明定為協助公務機

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或利

用上開特種個人資料，使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

務時，如有請求相關單位協助提供特種資料之必要能有所依據。準此，本

件直轄市、縣（市）政府倘基於犯罪預防（代號 025）或社會行政（代號 

057）之特定目的，於落實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函請醫療機構提供相對人或被害人疾病診斷及就醫等個人資料，而醫療機

關復係於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提供上開特種個人資

料，且均於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並符合個資法第 5 條規定

者，尚非法所不許。 

(摘自「法務部 105 年 2 月 24 日法律字第 1050350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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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8&ctNode=408&mp=1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78&ctNode=40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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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親屬篇專區 

 

丈夫有外遇，可不可以要求分居？ 

案例事實： 

美玲和文育結婚才三個月，美玲發現文育竟然在外面有女朋友。在和

文育大吵一架後，美玲決定和文育分居，但不知該和文育談判或向法院起

訴？ 

 

 解析： 

依民法第 1001 條的規定，夫妻互負有同居之義務。但有不能同居之

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依實務上的解釋，夫妻是可以用約定的方法達到

分居的目的，但是不能向法院起訴要求與對方分居，不過可以要求法院為

他們的分居進行和解。 

（摘錄自法務部官網，法治 Q&A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8508&ctNode=27996&mp=001） 

 

 時事英文 

 

1、 Taiwan’s Cabinet said today it plans to tighten some of the country’s 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ions, in part to strengthen the fight against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The move comes after Taiwan’s Mega Bank was heavily fi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violating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s. The proposed changes would make the use of 

proxy accounts in fraud schemes or runners in scam schemes subject to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s. 

兆豐銀違反美國「反洗錢法」一案持續發燒，行政院今天通過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

將增訂車手條款，未來只要提供人頭帳戶、擔任詐騙集團車手都算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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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8508&ctNode=27996&mp=001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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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rents who restrict their children to a vegan diet could face a jail term if a controversial 

bill is passed by the Italian parliament. It has been proposed by Elvira Savino of the 

centre-right Forza Italia party. 

中右翼的「義大利前進黨」議員艾爾維拉．薩維諾在義大利國會提案一項爭議性法

案，如獲通過，未來限制子女只能吃素的父母，將可能面臨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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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法與社會研討會暨第四屆基礎法學年會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http://conference.itl.nctu.edu.tw/conference_content.php?N_ID=72 

2、元照研討會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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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好站連結 

1、  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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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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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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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司法院書狀參考範例  

http://www.judicial.gov.tw/assist/assist03.asp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http://conference.itl.nctu.edu.tw/conference_content.php?N_ID=72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http://law.moj.gov.tw/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www.judicial.gov.tw/assist/assist03.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