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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立仁愛之家編制表」，並自 105 年 12 月 1 日生效。

(105.12.0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15) 

 

二、 修正「臺中市都市計畫住宅區旅館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五條、第七

條。(105.12.0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03) 

 

三、 修正「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自 106 年 7 月 1

日生效。(105.12.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19) 

 

四、 訂定「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組織規程」，自 106 年 7 月 1 日生

效。(105.12.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18) 

 

五、 訂定「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編制表」，自 106 年 7 月 1 日生效。

(105.12.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29) 

 

六、 修正「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編制表」，並自 106 年 7 月 1 日生效。

(105.12.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28) 

 

七、 預告訂定「臺中市中區建築物附設停車位設置辦法」草案。(105.12.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3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1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1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0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1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1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2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2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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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預告訂定臺中市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管制山域公告區域表及登山綜

合保險最低投保金額表等草案。(105.12.2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45) 

 

九、 預告修正「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一條」草案。

(105.12.2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47) 

 

十、 預告修正臺中市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辦法草案。(105.12.2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46) 

 

十一、 預告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教學

原則及輔導辦法」第三條草案。 (105.12.2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59) 

 

十二、 預告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第三條草案。

(105.12.2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5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4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4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4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5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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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訊息 

 

一、 預訂 106 年 1 月 16 日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401 會議室辦

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邀請薰衣草負責人林庭妃講授「從夢想到善意」課

程。 

 

二、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6 年 1 月 25 日前往梧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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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法律行動專車服務時間及地點臚列如下： 

時間 地點 

1 月 25 日（三） 梧棲區公所 

2 月 22 日（三） 和平區谷關-博愛里辦公室 

3 月 29 日（三） 清水區調解委員會 

4 月 25 日（二） 大安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5 月 31 日（三） 和平區公所二樓會議室 

6 月 28 日（三） 和平區梨山里辦公室 

7 月 25 日（二） 外埔區公所 調解委員會 

8 月 30 日（三） 臺中市立圖書館后里分館 

9 月 27 日（三） 東勢區南平里辦公室 

10 月 24 日（二） 和平區達觀里里辦公室 

11 月 28 日（二） 新社區月湖社區活動中心 

12 月 27 日（三） 霧峰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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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105 年 12 月 2 日分別於臺灣大道市政大道 4 樓集會堂及惠中樓 303

會議室舉辦臺中市「第二屆大臺中法制論壇」邀請到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

系紀俊臣教授、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孫迺翊教授、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

學系吳明孝助理教授、苗栗律師公會饒斯棋理事長擔任講座，此次議題受

到多方重視、吸引各縣市近三百位人士共同參與，共同探討大臺中發展過

程中面臨之法制問題與實務經驗，而此次議題受到多方重視、吸引各縣市

近三百位人士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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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0 時，本局與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

灣臺中分會於本府文心樓一樓中庭合辦 2016 陽光足跡「日光畫室－師生聯

展」開幕記者會，市長夫人廖婉如女士出席開幕式時感謝社會許多看見生

命，行為有愛，心中有光的人的努力，透過畫展讓加害者及被害者能看見

彼此，攜手走出傷害，政府也會持續在各種制度上及啟發人性上努力，讓

社會美好和諧，本次畫展展出順利願滿成功。 

 

 

三、 105 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配合本府觀光旅遊局辦理梨山地區民宿及旅

館業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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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5 年 12 月 7 日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401 會議室舉辦「消

保志工年終座談會」。 

 

 

 

五、 105 年 12 月 14 日舉辦「秋季 2016 台中國際旅展協助查獲無履約保

證禮券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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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5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10 時，本局與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於本府

文心樓一樓中庭合辦「校園法治教育的新思維-修復式正義 新書發表會」，

市長夫人廖婉如女士表示，其實自己在不久前才第一次聽到「修復式正義」

這個名詞，而她看了這本書之後，覺得內容十分有意義，也推薦給市長林

佳龍，因為市府每年都會送給校長一本書，明年將會把「校園法治教育的

新思維－修復式正義」這本務實的工具書致贈給全市 300 多位校長，推廣

相關觀念。這次新書發表同時也推出電子書，供各界免費下載，有興趣瞭

解修復式正義理念的市民，可至台中律師公會網站免費下載電子書

（https://goo.gl/AiIkCd），民眾可透過書中的條碼，觀看國內外實例影片，

下載 APP 練習善意溝通，持續互動學習，讓孩子未來的生活與社會更和諧。 

 

 

 

 

 

https://goo.gl/AiIk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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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局於 105 年 12 月 16 日舉辦「105 年度調解行政業務年終聯繫暨檢

討會」，邀請本市各區區長、調解委員會主席、區公所調解業務承辦單位主

管及調解秘書參與討論，並邀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長官列席指導，俾增進各區調解業務經驗交流，以提昇本市調解業務執行

績效、增進調解業務服務品質，充份發揮調解功能。 

 

 

八、 105 年 12 月 22 日於本府市政廳召開 105 年度第 4 次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議。 

 

 



 

 

9 

九、 105 年 12 月 25 日參加 2016 臺中國際花毯節設攤宣導樂活臺中食安

app。 

 

 

十、 為表揚 104 年度台中市調解績效優良之公所，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

由林佳龍市長於擴大市政會議頒發績優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獎牌。104 年度

本市績優區公所調解委員會前 5 名分別為西區、大雅區、潭子區、沙鹿區

及西屯區。另外，本府依案件數分組考評，各組前兩名績優區公所分別為

南屯區、北區、清水區、霧峰區、神岡區、大肚區、新社區、外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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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5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11 時舉辦「臺中市政府法律扶助顧問律師

表揚會」，由林佳龍市長蒞臨致詞並頒發感謝狀給 104 位顧問律師，同時表

揚感謝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中分會、臺中律

師公會等 3 個團體，對他們熱心公益、協助法律諮詢業務，表達由衷感謝

及敬佩，活動場面熱鬧，各界法律菁英齊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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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貝拉婚紗已停業，消保官籲業者積極處理(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台灣大道上知名婚紗業者貝拉美學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傳出資金問題，

發生多起消費糾紛。經消保官查證業者已向國稅局申請停業登記。業者並

表示後續辦理清算。對於貝拉公司確定停業無法繼續提供服務或商品一事，

消保官提醒刷卡付費者請盡速就未提供服務部分向刷卡銀行申請列為爭議

款，至於未提供服務之價格認定，消保官已函文貝拉公司的信用卡收單銀

行確認中。另對於婚宴在即的新人，消保官已請公會提供同業協助，以最

優惠價格提供婚禮相本製作服務。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76337&ctNode=31920&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76337&ctNode=31920&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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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誠公司網路交易糾紛 消保官協調業者新增退費管道(臺中市政府

法制局) 

今年 10 月底起各地消保單位接獲消費者因退費無門，投訴常誠國際貿

易有限公司案件高達百餘件，消保官會同經濟發展局前往稽查，該公司目

前正常營運中，現有 6 名員工均持續接受全國消費者的退貨退款申請，由

於僅提供電話申請退費，申請人數多，電話接通不易，導致多起消費糾紛。

經協調，公司負責人已同意增加多元退費管道，減少消費者困擾。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73342&ctNode=31877&mp=122020) 

 

（三） 網購停看聽 消費爭議不上身!(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消保官提醒消費者，網購首先要確認是否有完整賣家資訊或至有保障

消費權益之平臺（如有認證之賣家）消費，其次是善加利用可信賴之第三

方支付或信用卡結帳，當貨到付款時務必確認所購買商品品項及金額，最

後是客服來電通知修改付款方式要小心是詐騙手法。網購停看聽，才能確

保買到經濟實惠的商品，而不是買到一肚子氣。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71283&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73342&ctNode=31877&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71283&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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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不服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變更可否救濟？ 

 問題提出： 

老李持有數筆土地，原規劃要成為商業用地，嗣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案公告部分變更，老李不服，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均因釋字第

156 號解釋理由書曾指出，該類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變更之公告屬於法

規性質，並不是行政處分，所以先後遭訴願不受理及判決駁回。老李如認

該都市計畫致其權益受損是否真的無法透過現行行政爭訟程序救濟呢? 

 

 解析： 

（一）關於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變更的救濟問題，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

字第 742 號解釋認為，都市計畫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所為定期通盤檢討，

對原都市計畫作必要的變更，屬法規性質，並非行政處分。但如其中具體

項目有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的權益或增加負擔，

應許其就該部分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始符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

訴願權與訴訟權的意旨。另因都市計畫的訂定（含定期通盤檢討的變更），

影響人民權益甚鉅。立法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增訂相關規定，

使人民得就違法的都市計畫，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提起訴訟

以資救濟。如逾期未增訂，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後發布的都市計畫（含

定期通盤檢討之變更），其救濟應準用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有關違法行政

處分的救濟規定。 

（二）理由書中並指出由於定期通盤檢討所可能納入都市計畫內容的範圍

並無明確限制，其個別項目的內容有無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

確定多數人的權益或增加負擔，不能一概而論。訴願機關及行政法院自應

就個案審查定期通盤檢討公告內個別項目的具體內容，判斷其有無個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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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的性質，亦即是否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的權益

或增加負擔，以決定是否屬行政處分的性質及得否提起行政爭訟。如經認

定為個案變更而有行政處分的性質，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的憲法原則，應

許其就該部分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始符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

願權及訴訟權的意旨。 

 

 結論： 

（一）在釋字第 742 號解釋作成後，老李持有之土地如因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變更而受影響，且屬於其中具體項目有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

或可得確定多數人的權益或增加負擔之情形，即應許其就該部分提起訴願

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 

（二）然亦有大法官表示不同意見，如從現行法律制度的觀點，法規為對

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規定，行政處分則為就特定對象或

雖非特定而可得確定之對象之具體事件所為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決定或其

他公權力措施。二者互不相容，不可能有既為法規又同時兼為行政處分之

行政行為。此號解釋認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變更屬法規，卻又謂其中屬

行政處分者，得提起行政爭訟，難以贊同；另從三權分立的觀點，認為法

規是否採抽象司法審查係立法形成自由，本號解釋責令立法機關就非屬憲

法要求之立法形成自由事項，限期立法，有違權力分立原則。實際執行面

上，本號解釋宣示，立法機關未於期限內完成立法，則「應準用訴願法及

行政訴訟法有關違法行政處分之救濟規定」，惟都市計畫劃歸同一公共設

施或使用分區，往往不可割裂，則其中部分人提起撤銷訴訟，僅就其所有

土地部分之都市計畫裁判？就不可分部分之都市計畫為裁判？其裁判如何

可及於未參與訴訟者部分?凡此均有賴立法特為規定，本號解釋逕宣告將撤

銷訴訟規定準用於不同類型之法規審查訴訟，準用結果將產生極大問題，

並非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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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1、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42 號解釋本文及理由書。 

2、黃大法官璽君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3、吳大法官陳鐶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二、 訴願講堂 

（一） 因戶籍登記催告事件提起訴願 

訴願人子 B 原設籍新北市甲地，與訴願人 A 同戶。105 年某日訴願人配

偶 C 向本市乙區戶政事務所主張 B 與其同住於本市乙區，經原處分機關實

地查訪並確認 B 實際居住於本市乙區。本市乙區戶政事務所遂以戶籍登記

催告書催告訴願人及其配偶 C 應於規定期限前完成遷徙登記並送達在案。

訴願人不服該戶籍登記催告書，向本府提起訴願，請問 A 的訴願申請應否

受理？ 

 

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

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為訴願法第 1 條所規定。而此所稱行政

處分者，係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所指行政機

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故行政機關如係以作成終局決定為目的前所為之指

示或催告，因不發生規制效力，自非行政處分。查戶籍遷徙為事實行為，

如有發生遷徙之事實，人民依法即有向各地戶政機關申請登記之義務，並

非因戶政機關催告始創設之新義務，尚難謂該催告對受催告者產生有容忍

戶政機關逕為登記之義務，足見該催告函尚未發生獨立之法律規制效力，

非屬行政處分，所以 A 的訴願申請應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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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戶籍法第 4 條第 3 款規定：「戶籍登記，指下列登記：三、遷徙登記：

（一）遷出登記。（二）遷入登記。（三）住址變更登記。」第 41 條規定：

「第 41 條遷徙登記，以本人或戶長為申請人。全戶之遷徙登記，以戶長

為申請人。」第 48 條之 2 規定:「下列戶籍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

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一、出生登記。二、監護登記。三、輔助登記。四、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五、死亡登記。六、初設戶籍登記。

七、遷徙登記。八、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九、經法院裁判確定、調解

或和解成立之身分登記。」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11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100 年

5 月 25 日修正公布之戶籍法第 48 條第 4 項第 7 款(現為同法第 48 條之 2)

所定之撤銷登記事項，依同法第 23 條規定，於法定事由發生時人民即有

申請登記之義務，並非因戶政機關催告始創設之新義務，尚難謂該催告對

受催告者產生有容忍戶政機關逕為登記之義務，足見該催告函尚未發生獨

立之法律規制效力，自難認為行政處分。又依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本文規

定，受催告人對系爭催告函之事由得於逕為登記之終局決定一併聲明不服，

當不致有對當事人行政救濟權保護不週之虞。」 

 

（二） 因房屋稅籍釐正登記被拒提起訴願 

訴願人甲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確認對於本市后里區某未辦保存

登記之農舍具有 1/2 持分所有權，經獲勝訴判決確定，向本府地方稅務局

申請更正與房屋稅籍資料所載之另一所有人乙（農舍之建照執照、使用執

照所載起造人）併列為納稅義務人，但受理申請的本府地方稅務局認為房

屋稅籍之設立只是房屋稅課徵作業之需，以為逐年度課徵房屋稅之憑據，

與不動產產權登記不同，有關房屋產權之歸屬，應由主管登記機關或由司

法機關認定，且甲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明請求變更房屋稅籍登記遭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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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駁回，所以拒絕甲釐正房屋稅籍登記的申請。甲因此向本府提起訴願，

請問甲的訴願是否有理由？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 4 條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訴願人甲因

房屋產權爭議經向臺中地方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其所有權存在，經臺中地方

法院審認訴願人與案外人丙共同出資興建系爭房屋，甲丙二人原始取得系

爭房屋所有權，甲對於系爭房屋應有部分二分之一之所有權既經民事法院

判決確定，本府地方稅務局應按照甲申請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規定審查，

並為准否之處分。此外，本府地方稅務局指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之民事判

決係確認訴願人應有系爭房屋 1/2 所有權，可是訴請變更納稅義務人部分

則予以駁回，是以原處分機關尚難僅憑訴願人所持確認訴訟之判決，即據

以更正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可是仔細觀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是

因為訴願人甲於民事訴訟過程中沒有表明請求被告將農舍之納稅義務人變

更為原告之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而駁回此聲明，而訴願人甲有無向原處分

機關即本府地方稅務局請求變更納稅義務人係屬公法事件，本應由本府地

方稅務局本權責按申請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規定審查，為准否之處分。本

件訴願，本府認為本府地方稅務局有行政程序法第 9 條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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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瑕疵，為求

處分之正確及維護訴願人之權益，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重新審認

後另為適法之處分。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房屋稅條例第 4 條規定：「（第 1 項）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其

設有典權者，向典權人徵收之。共有房屋向共有人徵收之，由共有人推定

一人繳納，其不為推定，由現住人或使用人代繳。……（第 4 項）未辦建物

所有權第 1 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其房屋稅向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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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之；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建造執照者，

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第 7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

之日起 30 日內檢附有關文件，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

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 

 

（三） 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事件提起訴願 

訴願人所有之○○車號自用小客車，被檢舉於 105 年 4 月 19 日 17 時

05 分許，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審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乃開立舉發通知單

予以告發。訴願人不服提出申復書，請求註銷違規罰單，案經本府警察局

以公函將申復書轉送至本市交通事件裁決處辦理，並副知訴願人，訴願人

不服本府警察局之公函，向本府提起訴願。 

 

本府警察局開立之舉發通知單係就訴願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告發，依同條例第 87 條規定，訴願人如有不服，

應於收到裁決書，以裁決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

起訴訟。查本件訴願人對舉發通知單提出申復，本府警察局以公函移請本

市交通事件裁決處辦理，該函文內容僅為事實敘述、理由說明，並非對訴

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故本府作成「訴願不受理」決定。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

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

事項提起訴願者。」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由下列機關

處罰之：一、第 12 條至第 68 條及第 92 條第 7 項、第 8 項由公路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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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處罰。二、第 69 條至第 84 條由警察機關處罰。前項處罰於裁決前，應

給予違規行為人陳述之機會。第 1 項第 1 款之處罰，公路主管機關應設置

交通裁決單位辦理；其組織規程由交通部、直轄市政府定之。」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

臺幣 1,800 元以上 5,400 元以下罰鍰。」第 87 條規定：「受處分人不服第

8 條或第 37 條第 5 項處罰之裁決者，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

30 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四） 因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事件提起訴願 

訴願人 A 不動產有限公司之所屬經紀營業員甲，以機車附載廣告看板方

式，刊登「○房平車、無限視野、衛浴開窗、讓售○○萬」、「朝南別墅、

○套房○車、衛浴開窗」及載明手機電話之不動產出售等廣告內容，卻未

於該廣告內容註明經紀業之名稱，經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審認訴願人未註明

經紀業名稱之行為已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爰依

同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6 萬元罰鍰。

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訴願人可否主張係營業員甲之過失，與訴

願人 A 無關？及主張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第 5 款較輕

之處罰即可？是否有理？ 

 

本件訴願人之所屬經紀營業員甲，確有於事實所述時地以機車附載系爭

廣告，並未依規定註明經紀業名稱之違規事實，有現場拍照相片、陳述意

見等資料可資證明。是訴願人違規事實足堪認定。另依行政罰法第 7 條規

定，訴願人之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

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訴願人之故意、過失。是訴願人 A

之所屬經紀營業員甲之故意、過失，應推定為訴願人 A 之故意、過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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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法規規範目的不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處罰，並沒有不妥之處。本件

訴願人 A 之主張為無理由，訴願應予駁回。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1 條規定：「（第 1 項）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

委託契約書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第 2 項）前項廣告及銷售內容，應

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第 3 項）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者，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經紀業違反本條例者，依下

列規定處罰之：……三、違反……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項或第 22 條第 1 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6 條規定：「(第 1 項)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五、在顯

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停車。……」 

行政罰法第 7 條規定：「……(第 2 項)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

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

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

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三、 國家賠償講堂：戶政事務所補發身分證之行為如無過失，縱致當事人

遭他人冒名提領帳戶存款而受有損害之結果，難謂有必然結合之可能。 

 案例事實： 

某甲主張其胞妹即某乙， 向 A 戶政事務所申請掛失並補領某甲之國民

身分證，惟其所屬承辦人員於辦理系爭身分證補發作業時，疏未詳實核對

個人資料即予核發。某乙旋於同日持該身分證併同冒名申請補發之某甲健

保 IC 卡，向 B 銀行冒用某甲名義，掛失補發某甲帳號 0000 號活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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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存摺，再冒名提領帳戶之存款新臺幣 280 萬元，致某甲受有損害。爰

某甲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提起國家賠償。 

 

 解析： 

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以公務員

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為，

且其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苟有此行為，按諸一般

情形，不適於發生此項損害，即無相當因果關係。行為與行為後所生之條

件相競合而生結果，二者倘無必然結合之可能，行為與結果，仍無相當因

果關係之可言（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467 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

A 戶政事務所承辦人員辦理系爭身分證之核發作業，係依據內政部依戶籍

法第 52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

置管理辦法辦理，且經法院認定並無疏於查對個人資料之過失不法情事；

而某甲之帳戶遭提領 280 萬元，係因某乙冒用其名義掛失補發系爭帳戶存

摺，並以偽刻印鑑、偽簽署名之方式，擅自提領所致；足徵某甲顯係因某

乙之不法侵權行為而受有損害；且參以身分證之利用方式，非僅作為向金

融機構申辦帳戶存摺之用，則被 A 戶政事務所補發系爭身分證之行為，核

與某乙掛失補發系爭帳戶存摺，進而冒名提領系爭帳戶存款，致某甲受損

害之結果間，即難謂有必然結合之可能；況設若某乙未能正確輸入系爭帳

戶存摺提款密碼（見原審卷第 49 頁取款憑條），更無可能成功提領系爭帳

戶之款項，堪認某甲之損害結果與A戶政事務所核發系爭身分證之行為間，

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某甲即無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

請求 A 戶政事務所賠償其損害之餘地。 

 

 結論 

國家賠償責任，係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有故意或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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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為，且其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

係為要件。而身分證之利用方式，非僅作為向金融機構申辦帳戶存摺之用，

則戶政事務所補發身分證之行為，與當事人掛失補發之帳戶存摺，進而冒

名提領帳戶存款，致當事人受損害之結果間，即難謂有必然結合之可能。 

 

 參考資料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國字第 11 號 民事判決 

 

四、 行政執行講堂：裁罰對象為公司，而經郵務機關以「遷移不明」退回

之裁處文書，裁處機關是否即可辦理公示送達？ 

 案例事實： 

飛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義務人）因營業地址位在住宅區，卻作機械

設備製造業場所且擴大使用，顯已違反都市計畫法之規定，經都市發展局(下

稱都發局)裁罰 6 萬元，惟都發局對該公司營業地寄送相關裁處書資料時，

經郵務機關以「遷移不明」退回，該承辦人即辦理公示送達，義務人之負

責人甲主張未收受相關裁處文書，送達程序不合法，請問甲之主張是否有

理由？ 

 

 解析： 

（一） 所謂送達，係使相對人知悉行政機關文書之內容，或使其居於可知

悉狀態之行為。送達係使行政處分生效之法律要件，故書面之行政處分自

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依送達之內容對其發生效力。本案裁

罰對象為公司，按行政程序法（簡稱本法）第 69 條第 2 項規定，應向其代

表人或管理人為之。另依本法第 7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對於公司之代

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應向營業所行之；但必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或

其住居所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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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經郵務機關以「遷移不明」退回，若公司客觀上已不在營業

所營業，亦未辦理撤銷登記或變更營業處所者，應以該代表人之住居所為

送達處所（本法第 72 條至第 74 條或第 78 條規定參照）。而應受送達人

之戶籍所在地，僅係作為應受送達處所之參考，如仍不知去向或已遷離，

應再向戶政機關查明；倘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營業所、或其他應為送達

之處所全部不明，不能以其他方法為送達者，始得依據本法第 78 條第 1 

項第 1 款「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之規定，為公示送達。 

 

 結論 

本案，鑒於公示送達係法律上擬制之送達，公司搬遷不明致未能合法

送達時，尚須再對公司代表人之住居所地為送達，於送達無著後，始認符

合公示送達之要件，而得依規定公示送達。基此，甲之主張有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法務部 91 年 11 月 18 日法律字第 0910039712 號函參照。 

2、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92 年 4 月 28 日行執一字第 0920000069 號函參照。 

 

五、 採購爭議講堂：廠商履約遲延後如遇豪雨或颱風而無法施工得否主張

展延工期？ 

 案例事實： 

甲廠商與乙機關訂有工程契約，甲廠商主張因天候因素影響要徑工項

請求展延工期；乙機關則認為甲已履約遲延，在遲延中對於因不可抗力所

生損害亦應負責，請問誰的主張有理由？ 

 

 解析： 

有關承商履約逾期後，對於因不可抗力而無法施工之情形，得否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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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工期？民事判決實務上有不同見解： 

（一）否定說：(臺灣高等法院臺中高分院 102 年度建上更(二)字第 29 號、

100 年度建上易字第 21 號及 93 年度營上字第 9 號判決) 

按債務人在遲延中，對於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民法第

231 條第 2 項前段定有明文。廠商於遲延中遇海象不佳影響施作及颱風損

壞已施作部分工程，就此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仍應由廠商負責。 

且各該不可抗力事由均發生工期預定完工之後，依工程契約第 11 條第

7 項約定在給付遲延中所生不可抗力之事故或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情形，亦

應由承商自行承擔，是承商不得主張扣除工期。 

(二) 肯定說：(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易字第 938 號判決) 

依據兩造工程合約，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當事人之事

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均得展延履約期限，故只要不可抗力均得展延期

限，係經兩造特別之約定，不受民法第 231 條第 2 項之限制。 

 

 結論 

工程契約通常會規定，廠商履約有遲延者，在遲延中，對於因不可抗

力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但經廠商證明縱不遲延履約，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不在此限。部分機關會依上開契約規定主張，承商於履約遲延後因

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而無法施工時，不得主張展延工期。然民事實務上，

法院判決容有不同見解，尚未定論。基此，建議機關與廠商針對類此爭議，

宜積極協商解決，如協商不成，廠商得申請調解、仲裁或提起訴訟，以確

保權益。 

 

  



 

 

25 

 時事英文 

 

1、 The Western African island country of Sao Tome and Principe announced today it was 

terminat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Minister David Lee denied speculation that the move was linked with the Tsai 

administration's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e 1992 consensus. But he did suggest the 

African country was motivated by financial promises from China. 

非洲島國"聖多美普林西比"，宣布和台灣斷交，轉向中國建交，外交部長李大維表

示，和蔡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聖國，確實為了高額金援，選

擇與我國斷交，這是蔡政府上任後，首次的斷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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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Officials in South Korea have banned the slaughter of dogs in the country’s largest dog 

meat market.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city of Seongnam and the vendors’ association 

at Moran market means that slaughter facilities will be removed as early as next week. 

南韓官員已在該國最大的狗肉市場禁止屠殺。城南市與牡丹市場攤商協會達成一項

協議，意味屠宰設備最快下週即將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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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站連結) 

 

1、  臺中市政府服務 e 櫃檯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jsp/indexOnline.action 

2、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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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臺中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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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jsp/indexOnline.action
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http://www.consume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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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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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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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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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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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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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元照研討會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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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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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