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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預告修正「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

(105.09.0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49) 
 

二、 修正「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編制表」，並自民國 105 年 9 月 1 日生效

(105.09.0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51) 
 

三、 預告廢止「公告本市霧峰區油車第圳溪河段禁止使用任何方式採捕水

產動物範圍及相關規定事項」。(105.09.0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45) 
 

四、 修正臺中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辦法(105.09.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62) 
 

五、 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審核辦法」第三條(105.09.0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71) 

 

六、 預告修正「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八條草

案。(105.09.1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67) 
 

七、 修正「臺中市大甲區公所編制表」，自民國 105 年 10 月 1 日生效。

(105.09.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90) 
 

八、 修正「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核發及收費辦法」第五條。

(105.09.2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9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4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5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4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6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7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6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9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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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預告訂定「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草案。

(105.09.2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92) 

 

十、 修正「臺中市議會行政人員編制表」，自民國 105 年 8 月 22 日生效。

(105.09.2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87) 

 

 最新訊息 

 

一、 105 年 10 月 12 日於本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五次教

育訓練」，由本局行政執行科楊智惠科長擔任講座，針對行政處分與行政執

行概念介紹，舉辦志工教育訓練，使志工瞭解行政執行之基本概念，以提

昇法律扶助志工法律專業素養。 

 

二、 105 年 10 月 18、19 及 21 日分別於豐原陽明市政大樓 4 樓會議室、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沙鹿區公所舉辦「105 年度調解委員教育

訓練研習會」，邀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唐敏寶法官及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

基金與產險公會派員擔任講座，為本市調解委員、調解秘書及行政人員講

解「人權、性平理念與家事事件調解實務」及「強制險如何保障車禍受害

人」等議題，以強化調解人員之性別平等觀念並增進相關專業知識，進而

提升調解品質與績效。 

 

三、 預定 105年 10月 19日邀請臺北市電腦同業工會吳昀倢及張育萍講師

於本府 401 會議室舉辦「線上遊戲消費爭議與處理」志工教育訓練。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599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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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5 年 10 月 25 日前往神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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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原訂於 9 月 27 日前往和平區公所之法律行動專車服務，因遇颱風

延期辦理，辦理時間將於本局全球資訊網-活動訊息專區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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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7 日（二） 

因遇颱風另擇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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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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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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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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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年9月每週一及四會同衛生局、消防局及都發局辦理餐飲業稽查。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積極處理三星 Galaxy Note7 手機燃燒事件！(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針對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Galaxy Note7 手機發生爆炸事件，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要求台灣三星公司應提出退換貨方案等，俾維護消費

者權益。 

1、網站預約換機時間：105/09/19 起至 105/10/31 止。 

2、資格：凡於 105/09/03(含)前購買 Galaxy Note7 台灣區公司貨並已完

成網路預約換機的消費者符合本次安心換機專案的換機資格。不論是單機、

其他產品異常、損壞、或配件缺件均可換機，建議消費者提供完整外盒包

裝以利加速換機流程。 

3、詳細資訊請上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官網(http://www.samsung.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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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amsung.com/tw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28110&ctNode=29978&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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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升學教材真的便宜嗎？莫讓省錢變成花大錢(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本市近期發生多起升學教材消費糾紛，業者透過電話行銷電腦數位學

習統整教材，總費用往往高達新臺幣 10 萬多元，家長常於學童使用效果不

佳後，始要求解約退貨，惟多已逾通訊交易 7 日無條件解約退貨期限，故

特製作此消費宣導文宣，請家長購買數位教材務必審慎思考，並把握 7 日

無條件解約退貨期限。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47542&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47542&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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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中市政府稽查夏季滑水道 約一成不合格(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為確保民眾夏日戲水安全，臺中市政府消保官與市府體育處人員，於 7

月底起共同對於游泳池滑水道進行稽查，稽查結果顯示，大部分業者開放

滑水道都有遵守人員配置規範，僅少數業者違規，市府將針對違規業者再

進行複檢，以確保業者改善並保障消費者戲水安全。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47118&ctNode=28226&mp=122020) 

 

二、 重點工作 

105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辦理台中國際觀光旅展稽查，主要稽查

禮券是否有履約保證及使用訂購單者是否符合規定。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張三之給付票款請求權是否已罹於票據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

時效而消滅？ 

 問題提出： 

張三（支票執票人）於票載發票日後一年內，向李四（付款人）提示

付款，未獲兌現，嗣後於六個月內直接向法院起訴請求小美（發票人）給

付票款，惟已逾一年期限，小美抗辯張三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是

否有理? 

 

 解析： 

本案小美抗辯張三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是否有理？有以下不

同見解：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47118&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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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說：小美抗辯無理由 

張三所為付款提示，應視為張三行使請求權之意思通知，張三為付款

提示時，既尚未逾一年，且於六個月內起訴，其提示應生中斷時效之效力，

時效應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新起算，是張三起訴時，時效顯尚未完成，

小美抗辯張三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自無可採。 

（二）乙說：小美抗辯有理由 

小美與李四在法律上地位不同，除有特殊情形 (例如票據法第 125 條

第 4 項指定自己為付款人) 外，人格各別，小美依票據法第 126 條規定，

固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而李四在委託付款期間內，得依小美之

指示付款，但尚難據此即謂李四有代小美受領張三對小美其他有關票據權

利行使之意思表示或意思通知之權利，從而張三於遭李四拒絕付款後，欲

對小美行使權利，自應向小美為之。張三雖於票載發票日後一年內，向李

四為付款提示，其提示行為固可解為權利之行使，但既非向小美為給付之

請求，自難認有中斷對小美請求權消滅時效之效力，是其向法院起訴請求

小美給付票款時，既已逾一年之期限，其請求權應因時效完成而消滅，小

美抗辯張三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自屬可採。 

 

 結論： 

票據法第 22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一年

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又民法第 129 條第 1 項規定：「消滅時效，

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本案張三對於李

四所為之提示仍應視為張三行使請求權之意思通知，具有中斷時效之效力，

此為最高法院 56 年台上字第 247 號判例所持之見解，故小美之抗辯無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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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1、最高法院 70 年度台上字第 2119 號判決。 

2、最高法院 70 年度台上字第 2604 號判決。 

 

 參考資料： 

1、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選輯第 2 卷第 2 期第 35 頁。 

2、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選輯第 2 卷第 3 期第 321 頁。 

3、民事法律問題研究彙編，第 3 輯，第 279 頁。 

 

二、 訴願講堂 

（一） 本府都市發展局關於得列為都市計劃通盤檢討規劃之函復得否作

為訴願標的？ 

某甲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申請變更其所有土地之使用分區編定，經該局函

復，有關某甲所提意見，將於上開計畫辦理通盤檢討時，納入規劃考量，

並告知關於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編定之原因，某甲不服提起訴願，請

問是否有理由？ 

 

某甲不服之標的是本府都市發展局針對甲前開申請書之函復，其實本府

都市發展局在該函中表示將把某甲的建議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並告

知關於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編定之原因，性質上非為行政處分，所以

某甲針對非行政處分之函復提起訴願，將被諭知不受理；更何況，參照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156 號解釋理由書及內政部 69 年 12 月 8 日台 69 訴

14143 號函示意旨，定期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與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

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之都市計畫個別變更有別，進一步言之，定期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不是得提起訴願之標的，但都市計畫個別變更若直接限制

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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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訴願的標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

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內或 5 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

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

應變更其使用。」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156 號解釋理由書略以：「……。主管機關變更都

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

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而致使特定人或可得確

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依照訴願法第 1 條、第 2 條

第 1 項及行政訴訟法第 1 條之規定，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

救濟。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訴願權或行政訴訟權之本旨。此項都市計畫之個

別變更，與都市計畫之擬定、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 5 年定期通盤檢

討所作必要之變更（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參照），並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

人民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者，有所不同。……。」 

內政部 69 年 12 月 8 日台 69 訴 14143 號函示略以：「按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議決釋字第 156 號解釋文：『……。』……準此，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

更得否提起訴願，宜斟酌情形，依下列原則辦理。一、主管機關依都市計

畫法第 24 條或第 27 條規定所作都市計畫之個別變更，如直接限制一定區

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而致

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自應許其提

起訴願。二、都市計畫之擬定、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 5 年定期通盤

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參照)，依據前引解釋理由書，自

不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 156 號解釋文所稱『自應許其提起訴願』

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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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擅於大樓住所陽台加裝鋁窗遭罰之訴願案件 

甲在自家大樓之房屋陽臺加裝玻璃鋁窗，違反大樓住戶規約規定，經過

社區管委會多次要求限期改善，乃函請都發局處理。都發局函請甲要求限

期改善後，經現場勘驗認為甲未依限改善，於是以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依照該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裁處甲罰鍰，

並再次要求甲限期完成改善。甲不服，主張玻璃鋁窗並未凸出佔用公共空

間，陽台為專有部分，不違反該條例第 8 條規定。請問甲的主張有理由嗎？ 

 

該社區成立管委會並訂有社區規約，並報經本市北屯區公所核准報備在

案。管委會業依據規約規定，制止訴願人違反規約之行為，都發局亦曾要

求訴願人限期改善，則該局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8 條第 1 項及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予以處罰，並無違誤。甲的主張為無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8 條規定：「（第 1 項）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

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

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

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第2項）

住戶違反前項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經制止而不遵從

者，應報請主管機關依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處理，該住戶並應於 1 個月內回

復原狀。屆期未回復原狀者，得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回復原狀，其

費用由該住戶負擔。」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4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二、

住戶違反第 8 條第 1 項或第 9 條第 2 項關於公寓大廈變更使用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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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制止而不遵從者。」 

 

（三） 擅將私設通路封閉遭裁罰的案件 

某甲之建築物領有本府都市發展局核發之使用執照，將建物所在部分地

號設定作為私設通路同意通行。某甲嗣擅將系爭地號設置活動拉門、盆景

及磚石箱致無法通行，經都發局實地會勘後確認該私設通路遭封閉，已明

顯違反使用執照之原核准圖說，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故都發局

依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裁處某甲 6 萬元罰鍰，並限期命恢復原

狀。某甲不服，主張該地號為計入法定空地之私設道路，而非現有巷道，

所設置活動拉門係放置於地界線上，並無礙基地內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往

建築線之通道，亦未變更原核定之私設通路之使用目的及用途。請問是有

理由的嗎？ 

 

按私設道路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 條所留設，或其他依

法令規定設者，既屬建築執照核發要件之一，且部分得依上開規則同編第 2

條之 1 計入法定空地，自不得有擅自改道或變更形狀等情事，內政部 75 年

3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368907 號函已有明示。查本案系爭地號留設之私設

通路，已經都發局查認係屬該建造執照核發之要件之一，自應依上開規定

不得有擅自改道或變更形狀等情事。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建築法第 73 條規定：「（第 2 項）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

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

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

更使用執照。」第 91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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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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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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

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 

 

（四） 關於政府命人民限期改善，而人民針對改善期間過短爭議之訴願案

件 

某甲於本市設廠從事廢塑膠加工製造塑膠粒作業，經本府環保局於 105

年 4 月 20 日派員查獲甲未取得廢棄物再利用登記檢核資格，逕自使用事業

產生之廢塑膠作為塑膠製品之原料，屬再利用行為，認有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第 39 條第 1 項及「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爰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2 條規定暨「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處理違反廢棄物清

理法事件裁罰基準」，以 105 年 5 月 10 日裁處書處甲 6,000 元罰鍰，並命

甲限期於 105 年 5 月 15 日前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將按日連續處

罰。某甲不服，以改善期限過短為由，向本府提起訴願，請問是否有理由？ 

 

按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611 號判決要旨：「按日連續處罰之目

的係針對將來義務履行所採取之督促方法，惟其所定期限，須視個案具體

情形，合理審酌。是公權力行為課予人民義務者，在事實上或法律上無法

期待人民遵守時，上開行政法上義務即應受到限制或歸於消滅。」惟查原

處分於系爭命甲改善之內容為「限期於 105 年 5 月 15 日前取得環保局檢

核通過廢棄物再利用登記檢核資格，並報請查驗或停止從事該再利用之行

為。」是除依限完成改善外，尚得以自行停止違反法令之行為取代，難謂

有某甲所陳改善期間過短，致改善不可能之情事。況查某甲之廠房屬違章

工廠，未依規定完成工廠登記，本應促其儘速改善，避免違規之狀態持續

存在，故某甲之訴願是沒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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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規定：「（第 1 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 28 條、第 41 條之限制。（第 2 項）

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

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

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 52 條規定：「貯存、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或依第 29

條第 2 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通案再利用許

可之申請，由再利用機構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1式10份，向本部為之。」

及其附表：「再利用種類：編號 10、廢塑膠；再利用管理方式：一、事業

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塑膠。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

不適用之。二、再利用用途：塑膠粒原料、塑膠製品原料、再生油品原料

或輔助燃料。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列資格：(一)工廠：依法辦理工廠登

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品至少為下列之一項：塑膠粒、塑

膠製品或再生油品。……」 

 

三、 國家賠償講堂：路樹倒塌如係天災因素，公務機關又有定期確實巡視

與維護，法院仍視實際情形判定有無國家賠償責任。 

 案例事實： 

某甲凌晨騎機車回家，當時風強雨大，一棵路樹因為染上褐根病而倒

在馬路上，該名行經時因反應不及撞上路邊的倒樹而自摔，頭部並受有重

傷，當事人認為當地區公所怠於維護路樹而造成本件車禍，向區公所請求

國家賠償遭拒後提起訴訟，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認為無法證明樹倒與車禍有

因果關係，且該公所對於該倒下之路樹並無管理之欠缺，因此判決公所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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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國家賠償責任。 

 

 解析： 

按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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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路樹

倒塌若造成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有損害，國家是否即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尚難一概論定，仍須視個案之路樹管理有無欠缺及有無因果關係而定。 

某甲雖然主張因為當時路樹突然倒下，反應不及被路樹擊中並壓在地

上受有重傷，因此要求國家賠償，但審理法官依據車禍事故鑑定報告判定，

車禍當夜風雨強大，路樹不堪風雨吹襲先倒在路上，酒駕又沒戴安全帽的

當事人騎機車經過，可能因風雨交加視線不佳，以及酒後騎車注意力下降，

看到倒地的路樹後閃避不及而失控摔車，接著連人帶車往前滑行約2公尺，

才撞到倒在路上的樹旁，至於當事人指稱是被突然倒下的路樹砸中，臺灣

高等法院認為證據不足無法採信，因此維持一審見解，認為路樹染上褐根

病，從外觀難以察覺，且區公所有請廠商定期維護巡視，尚無管理上之過

失，公有公共設施並無設置或管理之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

害，與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之要件不符，因此判決該區公所不用負國

家賠償責任。 

 

 結論 

路樹倒塌造成人民損害之事件，仍須檢視公務機關對於該路樹有無設

置或管理上之欠缺，這類的國賠爭議特別常發生於颱風期間，常造成路樹

倒塌，此時如係天災因素，公務機關又有定期確實巡視與維護，法院仍視

實際情形判定有無國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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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國字第 2 號民事判決。 

 

四、 行政執行講堂：行政機關開立之裁處書，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

之顯然錯誤者，機關是否可以更正? 

 案例事實： 

OO 飲食店之管理權人某甲經本府消防局於 105 年 2 月 29 日前往檢

查，發現有違反消防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事實，經限期於 105 年 3 月 29

日前改善完畢，嗣於 105 年 4 月 13 日前往複查仍有上開事項尚未改善完

畢，爰依據消防法第 37 條第 1 項開罰，於裁處書送達後，發現其發文字號

僅載年月而漏載日期，該錯誤是否為顯然錯誤而得更正之？ 

 

 解析： 

（一）依行政罰法第 44 條明文規定行政機關為裁處時，應作成裁處書，並

為送達。又行政罰之本質乃為裁罰性之不利處分，故裁處書之應記載事項，

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規定為之，合先敘明。 

（二）依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存有「顯然

錯誤」之情形且更正後不影響原處分之效力，應製作更正書，說明如下： 

「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隨

時或依申請更正之。前項更正，附記於原處分書及其正本，如不能附記者，

應製作更正書，以書面通知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定有明文，復依法務部 97 年 9 月 17 日法律字第 0970030961 號函

釋有關司法實務之見解：「所謂『更正』，其可適用者亦應僅限於『顯然錯

誤』之情形。又所稱『顯然』者，乃係指相當明顯而言，即通常可從行政

行為之外觀上或從記載事項的前後脈絡明顯看出，判斷上除以文義予以判

別外，尚可參酌該行政行為之目的，作整體觀察，而行政行為相對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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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之理解程度，亦為判斷的重要指標，即行政行為相對人若從其內容

或其他相關情況，可以發現該行政行為有誤，並可毫無困難地知悉行政機

關原本所欲表示之意旨時，即屬顯然錯誤。」是以，裁處書係裁罰性之書

面行政處分，若裁處書應記載事項存有錯誤，須該錯誤乃顯然之錯誤，且

更正後亦不影響原處分之效力，始可更正。另行政處分之無效，係指行政

處分具行政程序法第111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故對於無效之行政處分，

自毋更正與否之問題，併予敘明。 

（三）本件相對人某甲裁處書載明年月漏載日期，依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簡字第 272 號判決之見解，認裁處書發文字號載明年月而漏載日期，

對於原處分機關「意思形成」作成該處分之過程中並不影響，為行政程序

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得更正之顯然錯誤，應依同條第 2 項規定製作更正

書，並以書面通知該相對人。 

 

 結論 

行政機關開立之裁處書，如有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規定之「顯然錯誤」

及須錯誤更正後不影響原處分之效力者，應製作更正書以書面通知相對

人。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法務部 97 年 9 月 17 日法律字第 0970030961 號函。 

2、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簡字第 27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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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親屬篇專區 

 

婚約可不可以強迫履行？ 

 

 案例事實： 

王祥與惠美是一對情侶，兩人訂婚後，王祥準備留美唸書。惠美深怕

王祥在國外變心，而逼王祥早日履行結婚，因此要求王祥簽下應在訂婚後

一年內結婚，否則應罰違約金一百萬元。 

 

 解析： 

婚約是不能強迫履行的，而且不能附帶條件或制裁，即使做上述約定，

這種約定也是無效，故惠美不能對王祥主張違約金。 

（摘錄自法務部官網，法治 Q&A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8500&ctNode=27996&mp=001） 

 

 時事英文 

 

1、 Deputy Interior Minister Hua Ching-chun sparked controversy yesterday when he said 

his agency wants to require so-called "health checks" of 3.84 million homes 30 years or 

older in Taiwan. The comments earned his boss a tough reception from lawmakers today, 

and real estate brokers are worried the proposal would only make a bad market worse. 

內政部政次花敬群，拋出 384 萬戶，30 年以上老屋要健檢的構想，引起外界譁然，

部長葉俊榮於立法院備詢時因此被朝野立委輪番砲轟，房地產業者則擔心會衝擊房

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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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8500&ctNode=27996&mp=001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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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Russian blogger who has been sent to pre-trial detention for playing "Pokemon Go" in 

a church has appealed against his arrest. Investigators have charged the 21-year old 

blogger with enticing religious hatred. Sokolovsky has posted a video on his blog 

showing himself playing the smartphone game in a church built on the supposed spot 

where the family of the last Russian tsar Nicholas II was killed. 

一名因在一所教會裡玩「寶可夢 Go」而遭審前羈押的俄羅斯部落客，已針對他的

被捕提起上訴。調查人員指控這名 21 歲的部落客煽動宗教仇恨，在他的部落格上

張貼一段他在教堂裡玩該手機遊戲的影片，這座教堂建於被認為是俄國末代沙皇尼

古拉二世遭殺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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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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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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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