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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制表」，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生效。

(105.10.0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62) 

 

二、 修正「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編制表」，並自 105 年 10 月 1 日生效。

(105.10.0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61) 

 

三、 修正臺中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文。(105.10.0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54) 

 

四、 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105.10.0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50) 

 

五、 修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編制表」，並自 105 年 10 月 1 日生效。

(105.10.1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67) 

 

六、 修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並自 105 年 10 月 8

日生效。(105.10.1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66) 

 

七、 修正「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部分條文(105.10.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7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6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6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5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5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6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6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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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正「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第八條(105.10.1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72) 

 

九、 本市公有建築物適用 105年 5月 9日府授法規字第 1050093870號令

訂定之「臺中市建築物取得綠建築標章實施辦法」，自 107 年 1 月 1 日施

行。(105.10.1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91) 

 

十、 預告修正「臺中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草案

(105.10.1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6075) 

 

十一、 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編制表」，並自 105 年 10 月 15 日生效

(105.10.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81) 

 

十二、 預告修正「臺中市市民醫療補助辦法」草案(105.10.2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6089) 

 

 最新訊息 

 

一、 本局於 105 年 11 月 3 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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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期）講習，邀請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張鶴齡法官講授「政府採購法之法制與若干案例研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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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7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9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607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08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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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局預計於 105 年 11 月 4 日上午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

堂辦理「臺中市政府 105 年度國家賠償法規講習」，邀請本府國家賠償事件

處理委員會李介民副教授講授「國家賠償法及其實例分析」。 

 

三、 105 年 11 月 4 日下午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舉辦 105

年度第 2 梯次行政執行業務講習，敦聘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李行政

執行官鴻明擔任講師，講授「送達程序之理論與實務」等相關法規與應注

意程序之研習課程，強化本府各承辦同仁所為之行政行為，俾遵循公正、

公開與民主之程序，並提升行政罰鍰業務之執法品質，保障人民權益，增

進行政效能。 

 

四、 預訂 105年 11月 15日邀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黃副組長幼馨

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401 會議室舉辦「輕鬆掌握金保法 金融爭

議免煩惱」志工教育訓練。 

 

五、 105 年 11 月 15 日於本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七次教

育訓練」，由本局秘書室許從宜管理師擔任講座，針對好用軟體及資訊安全

介紹，舉辦志工教育訓練，使志工瞭解資訊安全之基本概念，以提昇法律

扶助志工資訊安全常識。 

 

六、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5 年 11 月 29 日前往太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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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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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二） 太平區公所 

12 月 27 日（二） 霧峰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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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105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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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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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參加踴躍，充分瞭解相關法律規定，

提昇法律扶助志工法律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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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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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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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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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401 會議室舉辦「線上遊戲消費爭議與處理」

志工教育訓練。 

 

 

五、 105 年 10 月 25 日舉辦法律扶助志工觀摩活動暨聯繫會報，赴嘉義參

訪觀摩，藉由觀摩志願服務志工服務情形，促使本局法律諮詢處志工提升

服務品質，透過彼此經驗分享與學習交流。 

 



 

 

7 

六、 法律行動專車於 105 年 10 月 25、27 日分別前往神岡區公所及和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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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05 年 10 月 27 日於本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六次教

育訓練」，由本局消費者保護官室謝明謙消費者保護官擔任講座，針對新修

正消費者保護法及案例介紹，舉辦志工教育訓練，加強志工消費者保護法

之觀念，充分提昇法律扶助志工法律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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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行政院消保處就三星公司新版 Note7 手機退貨方案之後續處理情形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提醒消費者，為維護自身安全，應儘速辦理退貨，

倘有爭議可逕與台灣三星公司聯絡（1. 專案活動專線 02-7708-1466。2. 

台 灣 三 星 客 服 中 心 專 線 0800-329-999 。 3. 線 上 客 服 信

箱:samsung@itts.com.tw。4.專人服務時間『周一周五 09:00-18:00』）。

若消費者發生退貨糾紛，未能妥適處理，可向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

申訴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http://www.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

訴。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55505&ctNode=28226&mp=122020) 

 

(二) 標準檢驗局公布市售「浴室用電暖器」商品檢測結果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 

具防潑水構造之浴室用電暖器，可使用在浴室潮溼的環境，該商品的

安全備受許多民眾在意。為確保市售「浴室用電暖器」的安全性，標準檢

驗局針對市售「浴室用電暖器」主動進行查核，105 年 3-4 月間於電器賣

場及網購等販售通路，隨機購買 10 件樣品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品質及標示

全數符合規定。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55067&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pc.ey.gov.tw/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55505&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55067&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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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 NISSAN TEANA、X-TRAIL 車型之車主回廠檢修(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處)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接獲交通部通報，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的 NISSAN TEANA(J31)、X-TRAIL(T30)車型，因前乘客座氣囊充氣器瑕

疵召回檢修。行政院消保處呼籲該些車主儘速就近向各地區裕隆汽車公司

所屬經銷商服務廠預約回廠檢修，以確保行車安全。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53625&ctNode=28226&mp=122020) 

 

(四) 樂活臺中 APP 宣導動畫(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為提昇本市消費環境品質，並有效控管及促進業者改善食品衛生及用

餐環境，本府推出「樂活臺中食安篇 APP」，將「食品安全」、「建築安全」、

「消防安全」等三大面向做資訊整合及呈現，讓市民能隨時掌握用餐環境

安全、退費事件處理方式及查詢相關消費即時訊息等好用功能。 

 

 (http://vod.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2782&ctNode=6667&mp=1)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53625&ctNode=28226&mp=122020
http://vod.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2782&ctNode=666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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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點工作 

105 年 11 月 18 日至 21 日於台中世貿成立「旅展健檢中心」教導民

眾檢視禮券的安全，以避免業者藉旅展低價吸引消費者，大量販售無履約

保證的禮券，日後結束營業讓持有禮券的消費者求償無門。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信賴原則於道路交通案件之案例及適用。 

 問題提出： 

小李駕駛動力車輛在道路上奔馳，時速已超過該路段之速限，恰附近

路邊有垃圾車正收集垃圾，老周為了倒垃圾，違規穿越馬路，小李因而撞

上老周，致老周重傷。小李是否可以因為老周本身有違反交通法規之行為，

而主張信賴原則免其責任？ 

 

 解析： 

（一）什麼是信賴原則？ 

行為人實施某行為時，如果可以信賴「被害人或第三人」將採取適當

的行為，以避免結果之發生，如果此種「信賴係屬相當」，則其後如有結

果之發生，行為人對其所造成他人法益侵害之結果，不必負責。 

（二）「信賴原則」適用在交通事件的結果。 

現行審判實務認定，駕駛交通車輛上路，每一位駕駛人都可以合理信

賴用路人遵守交通規則，因此，只要駕駛人確實遵守交通規則，對於他人

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行為而發生車禍，自己是沒有刑責的，如他人突然從道

路中央分隔島衝入快車道，駕駛人依規駕駛，看到時已不及反應而撞上。

不過實務見解亦認為，如果說他人的違規情形已經很明顯，而自己看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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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足夠的時間或空間可以預防這樣的結果發生，如果駕駛人不去防止這

個意外，例如駕駛人遠遠已經看到有位小朋友闖紅燈，在可以煞車的範圍

裡，不煞車直接撞上去，這個時候就不能適用「信賴原則」來免責。 

（三）惟信賴原則之主張既係以他人有違規之情況為前提，則己方若亦有

違規情事，是否仍得主張信賴原則？有以下不同見解： 

1、甲說：從信賴原則的本質出發，其價值在於行為人並未創造法所不容許

的風險；故小李既已有違法超速之行為在先，則小李自不得再主張信賴原

則。 

2、乙說：從信賴原則之理論基礎在於分配現代社會風險的角度觀之，倘基

於生活經驗的信賴，得以認為應該要有適切應對舉止之人為被害人或第三

人，而非行為人時，應認為行為人並未製造法所不容許的風險，而得主張

信賴原則；本案小李之違規行為是超速，雖然老周亦有違規穿越馬路之情

事，尚難認定此件事故之肇因皆歸於老周，小李仍係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

險，而不得主張信賴原則。 

3、丙說：「違法」之行為人不一定即不得主張信賴原則，而應視個案具體

情形，唯有行為人的違規行為已足以把發生事故的風險提高到超越容許風

險的範圍，方不得主張信賴原則；小李之超速為本件事故的肇因之一，此

行為並足以使意外發生的風險提高到超越容許風險的範圍，故小李仍不得

主張信賴原則。 

 

 結論： 

目前實務見解原則上採甲說，認為「信賴原則」的適用須以行為人「不

違法」為前提。惟行為人違法之樣態如與意外之發生並不相關時，即應參

照乙、丙說之標準，如行為人單純駕駛機車未戴安全帽，其違規行為既與

車禍肇事致他人死傷之風險無涉，仍應認為得主張「信賴原則」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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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1、最高法院 74 年度台上字第 4219 號判例 

2、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5097 號判決 

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5 年度上字第 171 號判決 

 

 參考資料： 

法觀人判解集 201011 第 5 期第 59-62 頁 

 

二、 訴願講堂 

（一） 愛犬排便未妥善清理的訴願案件 

緣某甲放任愛犬在本市某處排便。嗣本府環境保護局向某甲查證該犬隻

確為飼養。因某甲放任其犬隻排便後，未妥善清理排泄物。於是先行函通

知某甲陳述意見，因某甲未能於文到 7 日內，以書面提出陳述意見。本府

環境保護局審酌事實及相關證據，認某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11 條第 6 款

規定，依同法第 50 條第 1 款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事件裁罰基準之附表項次 2 等規定，裁處某甲新臺幣 3,000 元罰鍰。某

甲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請問有無理由？ 

 

廢棄物清理法第 11 條第 6 款規定，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

便溺者，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本件經檢視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後顯示，

某甲所豢養之犬隻在本市某處排便，並留下排泄物，然某甲並未有清除之

行為，例如：以清水沖洗或以掃帚、畚箕等器具清掃或以塑膠袋裝呈後攜

帶離開等等，顯然已經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故本府環境保護局對某

甲裁處新臺幣 3,000 元，並無錯誤。所以本件訴願應該沒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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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廢棄物清理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

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

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

公所。」第 11 條第 6 款規定：「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

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內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六、家畜或家禽在道路

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第 50 條第 1 款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 千 2 百元以上 6 千元以下罰鍰……一、不

依第 11 條第 1 款至第 7 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第 63 條規定：「本法

所定行政罰，由執行機關處罰之；執行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時，得由上級

主管機關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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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點規

定：「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有效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事件，建立執法之公平性，並提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準。」第 3 點規

定：「本局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裁罰基準如下表。……（項次）2（違

反條款）違反第 11 條第 6 款（放任犬隻任意排便未清除）（處罰條款及罰

鍰範圍）第 50 條處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裁罰基準（新臺幣：

元））本年第 1 次違反處 3,000 元罰鍰。……（備註）……二、本年違反次數

定義如下：1.本年第 1 次，係指當年度未曾裁處罰鍰紀錄。2.本年第 2 次，

係以前 1 次裁處書寄送日為準；餘者類推適用。……」 

 

（二） 醫師違反醫療法事件之訴願案件 

甲是診所的負責醫師，被民眾檢舉並提供至該診所就診之收據和藥品明

細，衛生局在看了民眾提供的檢舉資料後，認為診所在交付所診治的病人

藥劑時，沒有在容器或包裝上加註警語內容，違反了醫療法第 66 條規定，

於是依照同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處罰甲 1 萬元之罰鍰。甲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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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氣，主張衛生局沒有通知他陳述意見並調查相關事證，向市政府提起訴

願。請問甲訴願是有理由的嗎？ 

 

按照行政程序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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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僅憑民眾提供的就診收據和藥品

明細及訪查甲之紀錄，未查核或請檢舉人提供其他用來證明「甲未於交付

藥品明細表時加註警語」的相關積極事證，直接就認定甲違反了醫療法第

66 條規定而予以裁罰，顯然過於武斷。衛生局顯然有事實調查未明之處，

且對於甲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並未一律注意。所以，本件甲訴願是有理由

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醫療法第 11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66 條規定：「醫院、診所對於診治之病

人交付藥劑時，應於容器或包裝上載明病人姓名、性別、藥名、劑量、數

量、用法、作用或適應症、警語或副作用、醫療機構名稱與地點、調劑者

姓名及調劑年、月、日。」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連續處罰：一、違反……第 66 條……規定。」第 115 條規定：「本

法所定之罰鍰，於私立醫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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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食品廣告涉及誇張易生誤解詞句之訴願案件 

甲公司於其所經營的網站刊登「上味相KP-1克弗蘭多醣體(有機)10ml」

產品廣告(下載日期：104 年 5 月 8 日)，宣稱…乳酸菌之父-梅契尼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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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極力研究克弗爾對人體的影響，證實了克弗爾抑制腸內腐敗菌的增殖，

降低腐敗菌毒素的產生，從而延緩…等內容，整體表現涉及誇張，因違反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案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移

請臺中市政府依法處理。原處分機關就上開違規事實，依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 28 條第 1 項、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甲公司新臺幣 4 萬元罰鍰。

甲公司不服提起訴願，請問甲公司的訴願主張有理由嗎？ 

 

甲有限公司於其所經營之網頁刊登販售「上味相 KP-1 克弗蘭多醣體」

產品，其上載有「克弗爾抑制腸內腐敗菌的增殖，降低腐敗菌毒素產生，

延緩老化」，該等文字敘述已提及生理功能、改變身體外觀等詞語，易使消

費者誤解飲用該產品能有效達到保健身體機能之功效，參酌行為時食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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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廣告詞

句顯已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應不得宣稱。且就其頁面之內容整體觀察已

足使消費者知悉其宣傳內容、循線購買系爭食品，進而達到招徠消費者購

買之效果，自屬廣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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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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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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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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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刑事案件尚未確定前一事不二罰之案例 

訴願人甲為某牙醫診所之負責醫師，其指示牙醫助理洪○及王○為周姓

病患執行矯正牙齒之醫療行為，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甲共同未

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處有期徒刑 6 月，併科罰金新臺

幣 30 萬元。洪○、王○共同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各

處有期徒刑 6 月。」嗣本府衛生局審認甲聘僱洪○、王○等未取得合法醫

師資格之人員於其診所執行醫療業務，已違反醫師法第 28 條之 4 第 3 款規

定，裁處甲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甲不服，提起訴願。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係以甲雖具醫師資格，然與未具合法醫師資

格之洪○、王○等擅自執行醫療業務，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已構

成醫師法第 28 條之罪，成立共同正犯，處甲有期徒刑 6 月及併科罰金 30

萬元，且未宣告緩刑。嗣甲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審理中，

亦即刑事判決尚未確定。準此，臺中地方法院第一審刑事判決並未對訴願

人為緩刑宣告，且該案上訴中尚未判決確定，本府衛生局即以甲違反醫師

法第 28 條之 4 第 3 款規定裁處 10 萬元罰鍰，應已違反行政罰法第 26 條

一行為不兩罰規定，故本件原處分應予撤銷。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第 1 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

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第 2 項）前項行為如

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

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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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賠償講堂：國家賠償請求權如逾消滅時效始行使，機關得以請求

權已罹於時效為抗辯而拒絕賠償。 

 案例事實： 

王姓公務員為某機關消防隊消防人員，於 99 年 1 月 1 日中午 12 時許

接獲 119 救難電話後，立即配合駕駛消防救護車，緊急載送急救之車禍傷

患及其家屬前往醫院。在進入道路之交通號誌為紅燈之肇事十字路口時，

一時心急，未顧及側向可能有依照綠燈號誌行進車輛之安全，造成李小姐

所駕駛紅色自小客車應變不及，而發生撞車事故，導致李小姐受傷。李小

姐認因傷勢不重，且因工作忙碌，疏於請求國家賠償，經其友人提醒而於

105 年 10 月 1 日請求時，其國家賠償的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李小姐可否再

向王姓公務員所屬機關提出國家賠償的請求？機關是否可以拒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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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依第 2 條第 2 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

關為賠償義務機關。」，王小姐可依上開規定向王姓公務員所屬機關請求國

家賠償。 

（二） 次按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

有損害時起，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年者亦同。」，

其中 5 年消滅時效期間，為長期消滅時效，自損害發生時起算，請求權人

是否知悉損害發生，則無任何影響，目的為使國家之賠償義務早日確定，

並避免舉證困難，故一旦損害發生超過 5 年，即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 8 條

第 1 項後段規定，而認為消滅時效已完成。 

（三） 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完成後，參照目前法院實務見解，機關

得以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為抗辯而拒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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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李小姐雖可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請求王姓公務員所

屬機關賠償，然既怠於向國家請求賠償損害，致其請求權罹於時效消滅，

參照前開說明，機關得以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為抗辯而拒絕賠償。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1、最高法院 83 年台上字第 1723 號判決。 

2、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上國字第 5 號判決。 

 

四、 行政執行講堂：欠稅人已設定抵押權之不動產，是否可主張禁止處分

無實益？ 

 案例事實： 

國稅局以 A 公司逾期未繳納 95 年度、9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

合計新臺幣 500 萬元，為保全稅捐，國稅局乃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函請地政事務所，就 A 公司所有之土地、房屋於相當欠繳應納稅

捐數額範圍內，禁止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之登記；並通知 A 公司，已就其

所有上開不動產禁止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 

A 公司則援引財政部頒布之 103 年 11 月 7 日台財稅 10304589140

號令，主張國稅局應受函釋之拘束，而於不動產按公告現值、房屋評定價

格加兩成計算，扣除其上設定之擔保物權後，沒有殘餘價值時，即不得再

恣意為禁止處分，A 公司主張是否有理由？ 

 

 解析： 

（一）依財政部 103 年 11 月 7 日台財稅 10304589140 號令固規定納稅義

務人以土地、已辦妥建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屋提供繳稅擔保或為稅捐保全標

的時，土地按公告土地現值加 2 成、房屋按稅捐稽徵機關核計之房屋現值



 

 

19 

加 2 成估價。 

（二）惟查，稅捐於確定後移送法院強制執行欠稅人之房、地進行拍賣時，

其拍賣之價格，未必等於土地之公告現值或房屋之評定價格，從而稅捐稽

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所稱『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自不必以土地公

告現值或房屋評定價格為準，故對於欠稅人已設定抵押權之不動產，其所

擔保之債權縱已超過土地公告現值或房屋評定價格，未必即無保全之實益，

稽徵機關對此等不動產，仍可酌情為禁止處分之保全程序。(財政部 70 年 8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37059 號函釋參照) 

 

 結論 

衡諸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明文規定，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

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

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從而，本件業已該當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所稱欠繳應納稅捐之情事，國稅局為防租稅債權不能實現，就 A 公司所

有系爭不動產，函請地政機關為禁止處分登記，核無違誤，A 公司主張無

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財政部 103 年 11 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10304589140 號令。 

2、財政部 70 年 8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37059 號函釋。 

3、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 

 

五、 採購爭議講堂：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之請求權時效。 

 案例事實： 

甲廠商與乙機關訂有大樓工程規劃設計監造委託契約書，甲廠商請求

乙機關給付不當扣減之服務酬金；乙機關則主張該服務酬金已罹於 2 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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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時效，請問誰的主張有理由？ 

 

 解析： 

有關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之請求權時效，繫於其契約性質之認定，

民事判決實務上有 3 種見解： 

（一）承攬契約： 

甲廠商係受乙機關委託規劃設計並監造大樓工程，而建築之規劃設計

及監造均屬專業之技能，故建築師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之行使，應有民

法第 127 條第 7 款短期時效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603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設計為承攬契約、監造為委任契約： 

甲廠商係受乙機關委託規劃設計並監造大樓工程，分為設計及監造兩

部分，且設計服務費與監造服務費係分別計價，設計部分必須完成設計圖、

預算書等，供乙機關為發包作業，並與廠商簽訂工程契約後，工作始為完

成，並非單純處理事務，而不問事務之成果，此部分應屬承攬性質。至監

造部分，乙機關將監造工作委託甲廠商辦理，即屬甲廠商為乙機關處理事

務，其報酬係依監工一定期間計算，而非須完成一定工作計算，是此部分

應屬委任性質。是關於設計部分，屬於承攬契約，時效期間應為 2 年；關

於監造部分，則屬於委任契約，時效期間則為 15 年（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029 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委任與承攬之混合契約，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甲廠商係受乙機關委託規劃設計並監造大樓工程，契約之標的包括「完

成一定之工作」及「處理一定之事務」，部分帶有委任之性質，部分含有承

攬之特性，其性質似應認為係委任與承攬所混合而成之無名勞務契約，而

非純粹典型之承攬契約。依上說明，即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作為判斷兩

造間權利義務關係之依據。故本件甲廠商之報酬請求權，應適用民法第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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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定 15 年消滅時效之規定。（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560 號判決意

旨參照）。 

 

 結論 

有關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之請求權時效，揆諸上開法院判決意旨，

實務上容有不同見解，尚未定論。基此，建議機關與廠商針對類此爭議，

自得請求時起（通常為驗收完成日）2 年內儘速協商解決，如協商不成，廠

商應於期限內申請調解、仲裁或提起訴訟，以確保權益。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1、 民法第 125 條規定：「請求權，因 1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

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第 127 條第 7 款規定：「左列各款請求權，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2、 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1603 號判決意旨：「……依本案契約及補充協

議書觀之，申請人係受相對人委託規劃設計並監造市政府及市議會之新建

工程，而建築之規劃設計及監造均屬專業之技能，再『技師、承攬人之報

酬及其墊款請求權，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 127 條第 7 款定有明

文。此所謂之技師，係泛指從事於一切工程設計、監督之人，非以依技師

法規定取得技師證書之人為限。查建築師之業務為：受委託人之委託，辦

理建築物及其實質環境之調查、測量、設計、監造、估價、檢查、鑑定等

各項業務，並得代委託人辦理申請建築許可、招商投標、擬定施工契約及

其他工程上之接洽事項（建築師法第 16 條），自屬從事工程設計、監督之

人。故建築師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之行使，應有上開短期時效規定之適

用。……」。 

3、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029 號裁定意旨：「……按承攬係當事

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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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工作之完成；而委任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

為處理之契約，則重在事務處理之過程，此觀民法第 490 條、第 528 條規

定自明。依本案契約及補充協議書觀之，申請人係受相對人委託規劃設計

並監造市政府及市議會之新建工程，本案工程分為設計及監造兩部分，且

設計服務費與監造服務費係分別計價，設計部分必須完成設計圖、預算書

等，供相對人為發包作業，並與廠商簽訂工程契約後，工作始為完成，並

非單純處理事務，而不問事務之成果，此部分應屬承攬性質。至監造部分，

相對人將監造工作委託申請人辦理，即屬申請人為相對人處理事務，其報

酬係依監工一定期間計算，而非須完成一定工作計算，是此部分應屬委任

性質。又上開『設計工作』與『監造工作』須完成之勞務內容及報酬請領

之方式皆有不同，二者係屬明確可分，可分別進行，相關權利義務應分別

判斷之，性質上乃屬無依存關係之『設計契約』及『監造契約』之聯立契

約。因此，兩造關於設計部分，應屬於承攬契約，關於監造部分，則屬於

委任契約。系爭契約就設計部分屬承攬性質，時效期間應為 2 年，而監造

部分屬委任性質，時效期間則為 15 年。……」。 

4、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560 號判決意旨：「……又委任與承攬於契

約履行之過程中，皆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手段，在性質上同屬勞務契約。

然受任人提供勞務旨在本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其契約之標

的重在『事務之處理』；至於承攬人提供勞務乃在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

其契約之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因此，民法各種之債乃將委任與承

攬分別規定為兩種不同之有名契約（民法第 490 條第 1 項、第 528 條）。

苟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係由承攬之構成分子與委任之構成分子混合而成，

且各具有一定之分量時，其既同時兼有『事務處理』與『工作完成』之特

質，即不能再將之視為純粹之委任或承攬契約，而應歸入非典型契約中之

混合契約（司法院院字第 2287 號解釋參照），而成為一種法律所未規定之

無名勞務契約。復以委任契約為最典型及一般性之勞務契約，為便於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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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勞務契約以外之同質契約所應適用之規範，俾契約當事人間之權利義

務關係有所依循，民法第 529 條乃規定：『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

律所定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故有關由委任與承攬二種

勞務契約之成分所組成之混合契約，性質上仍不失為勞務契約之一種，自

應依該條之規定，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庶符立法之旨意。……」。 

 

 個資法專區 

 

一、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辦理志工教育訓練，發給結業證明書載明個人資料，

是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查志願服務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

服務者之權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理下列教育訓練：一、基礎

訓練。二、特殊訓練。」，故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無論係公務機關基於「社

會行政」（代號 057）或非公務機關基於「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代號 058）

之特定目的，係依志願服務法第 9 條明文規定，應辦理志工教育訓練，本

得向受訓志工，於必要範圍蒐集、處理個人資料，個資法並非規定一律須

經當事人同意，方得蒐集；另蒐集機關於原合法蒐集特定目的及要件下，

所蒐集之個人資料，本得於特定目的內利用（個資法第 16 條本文、第 20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參照），無須再經當事人同意，始得利用。至於公務機關

或非公務機關於辦理志工教育訓練，發給結業證書載明學員個人資料時，

縱使無須再經當事人同意，惟志願服務教育訓練結業證明書樣式，是否須

載明學員出生年月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等兩項個人資

料，如考量係屬特定目的內利用上開兩項個人資料，具正當合理關聯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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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者，尚無違反個資法規定。 

(摘自「法務部 105 年 8 月 23 日法律字第 1050351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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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ctNode=408&mp=1 

 

二、  

金融機構得否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重複為由，向戶政事務所函查其原

客戶變更後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之性質為普通法，故戶籍法有關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規定（例如戶籍法第 65 條），屬本法之特別

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僅於未符戶籍法令相關規定，而仍認須依本法判斷

時，方有本法之適用。 

（二）戶政事務所蒐集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係基於戶政之特定目的，如

其將金融機構自然人客戶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包括因發現重複而變更

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有無重複之個人資料，提供予金融機構作為

金融業務使用，屬特定目的外利用行為，應符合本法第 16 條但書所列各款

情形之一（例如：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經當事人同意），始得將上開個人

資料提供予金融機構。戶政事務所經確認有不同民眾重複提供同一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予金融機構，如認有釐清是否涉及政府作業疏失，且為增進

公共利益所必要，僅告知該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有無重複，不提供其變更

之統一編號，應可認符合本法第 16 條但書第 2 款之規定，而得為特定目的

外利用。又金融機構蒐集或處理客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個人資料，應

有特定目的，並應符合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例如：法律

明文規定、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自屬當然。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82&ctNode=40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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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法務部 105 年 9 月 21 日法律字第 1050351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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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ctNode=379&mp=1 

 

    民法親屬篇專區 

 

非婚生子女如何辦理出生登記？ 

 

 案例事實： 

張大同與李小芬係國中時代即認識至高中畢業，因二人情投意合便結

婚。數年後因張大同沒有一技之長，以打零工為生，以致結婚多年仍無積

蓄。而張大同更因誤交損友而愛酗酒，酗酒後且對老婆會有暴力傾向，以

導致李小芬離家出家。李小芬離家後便在一家工廠工作而結識領班陳一高，

二人日久生情，不久更同居在一起，並於 93年2月2日產下一子名為阿勇。

有一天，張大同找到李小芬且談妥條件於 93 年 5 月 5 日到戶政事務所辦理

兩願離婚登記。請問，阿勇如何辦理出生登記？ 

 

 解析： 

一、依民法第 1063 條第 1 項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

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依此，李小芬可先至戶政事務所依張大同

及李小芬之婚生子女辦理「張」阿勇之出生登記。其父為張大同，母為李

小芬。 

二、依民法第 1063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

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依此，請張大同或李小芬至法

院提起否認之訴，並攜此否認之訴之法院判決書及裁定確定證明書至戶政

事務所辦理「張」阿勇姓名更正為「李」阿勇而為非婚生子女。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81&ctNode=37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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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民法第 106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非婚生子女，其經生父認領者，

視為婚生子女。」依此，陳一高可至戶政事務所認領「李」阿勇為「陳」

阿勇，同時生父登記為陳一高。 

（摘錄自法務部官網，法治 Q&A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8415&ctNode=27996&mp=001） 

 

 時事英文 

 

1、 Legislature annuls exploitative law requiring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home every three 

years. 

立法院廢止移工三年必須出國一日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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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ondon mayor Sadiq Khan demonstrated his commitment to tackling air pollution in his 

"Manifesto for all Londoners". He’s going to pedestrianize Oxford Street and named 

cycling and walking safety as a priority. 

倫敦市長薩迪可汗在「致全體倫敦人宣言」中承諾處理空氣污染問題。他將會把牛

津街規劃成人行道，並將騎腳踏車和步行民眾的安全視為首要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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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照研討會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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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 

http://www.taiwanlawsociety.org.tw/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8415&ctNode=27996&mp=001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http://www.taiwanlawsociet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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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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法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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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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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ly.gov.tw/lglawc/lglawkm
http://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_lgm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