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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南屯區公所編制表」，自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十五日生效。

(106.01.0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87) 

 

二、 預告修正「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

草案。(106.01.0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6273) 

 

三、 訂定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106.01.0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86) 

 

四、 預告修正「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辦法」第三條及

第七條草案。(105.01.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85) 

 

五、 修正「臺中市兒童及少年安置費用收取辦法」第五條。(106.01.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95) 

 

六、 預告訂定「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憑證持有者申請使用相關殯葬設施管

理辦法」草案。(105.01.1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90) 

 

七、 修正「臺中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八條。(106.01.1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9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9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8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8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8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9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8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1627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1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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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預告修正「臺中市立仁愛之家院民安置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五條。

(105.01.1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26308) 

 

九、 制定臺中市寬頻管道管理自治條例(106.01.1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17) 

 

 最新訊息 

 

一、 106 年 2 月 14 日於本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二次教育

訓練」，由法律扶助志工隊李保玲隊長、曾寶珠志工、鄭媄婛志工針對高齡

志工的快樂心得經驗分享，使志工瞭解快樂擔任志工的秘訣，加強法律扶

助志工工作信念，提昇服務品質。 

 

二、 106年2月17日與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於本府

四樓集會堂合辦犯罪被害保護政策學術研討會，其中第 4 場「犯罪被害人

之醫療與長期照顧等相關措施探討」，由林依瑩副市長擔任主持人，第 5 場

「國家對犯罪被害人保護之責任與藍圖規劃」由法制局陳朝建局長擔任與

談人，藉由此次 5 場次討論議題，提供專家、學者及政府間之交流，提出

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之建言，增進社會各界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之重視，

目前研討會開放報名至 106 年 2 月 12 日止，歡迎有興趣之民眾踴躍上網

報名參加（http://ppt.cc/aDWEB）。 

 

三、 預訂 106 年 2 月 17、18、19、20 日於朝馬工商展覽中心設置「禮券

健檢」中心。 

 

http://ppt.cc/aDWEB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1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DraftOpinion.aspx?id=2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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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訂 106 年 2 月 21 日於本府 401 會議室辦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邀

請衛生局陳志銘講師，講授「食品標示之認識」課程。 

 

五、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6 年 2 月 22 日前往和平區

谷關-博愛里辦公室服務，除原有受理訴願、國賠、消費者保護等業務外，

本年度加入律師提供法律諮詢及到里服務，擴增服務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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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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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 月每周一及四會同都發局、衛生局及消防局辦理本市大型餐

飲業聯合稽查。 

 

 

二、 106 年 1 月 3、4、6 日實施聯合稽查美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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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年 1 月 6 至 9 日於台中世貿設置「禮券健檢」中心為消費者權益

把關。 

 

 

四、 106 年 1 月 12 日辦理本府第 4 屆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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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6 年 1 月 16 日於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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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06 年 1 月 16 日會同經濟發展局進行年貨大街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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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爲使各區調解委員會秘書或系統使用人熟悉系統頁面及操作模式，本

局於 1 月 24 日下午舉辦「臺中市政府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第 4 次教育

訓練，邀請本系統專案管理人陳惠雯經理擔任講師。 

 

 

八、 106 年 1 月 25 日於本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一次教育

訓練」，由本局採購申訴審議科袁國揚編審擔任講師，針對本年度法律諮詢

服務之新規定及流程，提出說明，使志工瞭解法律諮詢服務之進行流程，

充分提昇法律扶助志工對於民眾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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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2.0 版  1 月 25 日至梧棲區加入律師提供服務 

自 104 年 1 月開辦的臺中市政府法律行動專車，於本（106）年正式

進入 2.0 版。在台中律師公會的協助下，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106 年 1 月起

再次加入律師提供法律諮詢，並於 1 月 25 日下午 1 時至 4 時駐點梧棲，

增加海線地區的法律服務能量。 

法律行動專車 2.0 版除了加入律師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外，並自今年元月

起正式實施「到里服務」政策，且將與彰化縣政府法制處、台中及彰化律

師公會合作，辦理「法律行動專車會師行動」，以展現跨域治理、聯合服務

的積極作為。此外，若本市偏遠行政區各里有法律行動專車提供服務之需

求，凡法律諮詢登記人數較多者，法律行動專車也將優先排入服務行程，

歡迎各里里長、里民多加利用。 

局長陳朝建表示，此次法制行動專車除受理民眾訴願、國賠、消費者

保護等各項業務申請外，也為了讓民眾有更多元的管道取得法律資訊，法

制局另有「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及「樂活臺中食安 app」2 個臉書粉絲專頁，

並藉此提供「法律小學堂」及「消保小學堂」等法律常識及消費安全資訊

給有需要的民眾。民眾有任何與法律行動專車有關的問題，請洽詢法制局

高專員，電話 04-22289111 轉 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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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懸賞抓違規禮券，消保官與市民同為消費權益把關 (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 

「2017 台中冬季觀光旅遊大展」1 月 6 日開展，臺中市消保官為杜絕

違規旅遊商品，將於旅展現場設置「禮券健檢中心」，消費者持本次旅展購

買旅宿商品來參加活動，將有機會獲得精美小禮物，因而發現無履約保證，

且配合稽查者，將有機會抽中價值 1500 元至 6500 元不等之旅宿券。臺中

市政府為了避免業者舉辦大型旅展大賺其錢，日後卻因履約不能而造成大

量消費糾紛發生，在 103 年起即採用張百佑消保官的建議，舉辦全國首創

的禮券健檢活動，現在參展廠商都知道在臺中參展一定要賣有履約保證的

禮券。臺南市政府亦於 1 月 14 日邀請張百佑消保官蒞臨成大體育場館旅展

會場協助指導設置禮券健檢中心事宜。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79804&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79804&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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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貝拉婚紗集團停業消費糾紛，臺中市消保官召開消費爭議調解會議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臺中市政府於 106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於臺中市政府

4 樓集會堂，由康馨壬主任消保官主持召開貝拉婚紗集團(包含貝拉美學股

份有限公司及麗莎貝拉有限公司)與消費者間之消費爭議調解會議，就業者

無法繼續對於消費者履行契約所衍生之消費爭議進行調解。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82113&ctNode=31920&mp=122020) 

 

（三） 佳儷曲線運動館豐原館將於 106 年 1 月 24 日停業，其未使用課程

券之處理措施公告(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經民眾告知此訊息，故協助轉知此公告，如有相關疑義，仍請逕洽佳

麗曲線運動館(電話：04-22318666)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79216&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82113&ctNode=31920&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79216&ctNode=28226&mp=122020


 

 

11 

（四） 協助惠康超市、楓康超市及賢味芳等業者，就動物用藥超標之皮蛋、

二氧化硫超標之酸菜及防腐劑(己二烯酸)超標之豬肉絲，提出退費說明(臺

中市政府法制局) 

對於加工食品如有違法添加等瑕

疵者，因自稽查取樣日至稽查結果公

布日往往有數日之久，對瑕疵商品之

消費者恐有權益受損情事，故臺中市

政府法制局會與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合作，遇有瑕疵商品問題，即會與販

售者協商，提供買受瑕疵商品之消費

者退貨(費)機制，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亦可促通路業者更積極的為消費者

權益把關。 

(相關新聞連結:樂活臺中食安篇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aichungilohas/)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甲公司於民國 103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23 日間，連續違法

刊播藥物廣告，其違反藥事法第 65 條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應以一行為或

數行為論？ 

 問題提出： 

甲公司非藥商，經查獲於民國 103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23 日間在 A

電視臺、G 戲劇臺、E 綜合臺、K 娛樂臺、H 電影臺等頻道，宣播「遠紅外

線治療儀」藥物廣告。地方主管機關認定甲公司非藥商擅自刊播藥物廣告

共 76 次，違反藥事法第 65 條規定，依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及行政罰法第 

https://www.facebook.com/taichungilohas/


 

 

12 

25 條規定，按次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 萬元，合計 1,520 萬元。問：

甲公司之刊播行為應論以違反藥事法第 65 條之一行為或數行為？ 

 

 解析： 

有關甲公司之違法刊播廣告行為，應論以違反藥事法第 65 條之一行

為或數行為，存有不同見解，茲分述如下： 

甲說：按行政法上之行為係以人民之外部行為為規範對象，其內部意思為

何則非所問，亦即同一樣式之廣告，於同一日在不同之頻道播出，或於不

同日期播出，自屬不同之違規行為，而每一次於電視上宣播均向不同之顧

客群訴求，一次廣告即有其單一之危害性產生，應認為一次播送廣告即為

單一行為。甲公司於 103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23 日間所宣播之廣告，或於

不同日期或不同頻道宣播，係不同之違規行為，而屬數行為，依行政罰法

第 25 條規定應分別處罰。至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11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略以「本件 A 公司自 92 年 6 月起所為持續違反郵政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之遞送信函、繳費通知單之營業行為，經交通部於 93 年 4

月 28 日依郵政法第 40 條第 1  款處以罰鍰及通知其停止該行為（即第 1 

次處分），該第 1 次處分書所載違規行為時間，雖僅載為 92 年 6 月至 10

月間，惟 A 公司自 92 年 6 月起所為之遞送信函、繳費通知單之營業行為，

為違規事實持續之情形，該持續之違規事實因行政機關介入而區隔為一次

違規行為，交通部應不得再就 A 公司於接獲第 1 次處分書前所為之其他遞

送信函、繳費通知單之營業行為予以處罰。」顯見係以營業行為為其決議

基礎，本件則為甲公司之廣告行為，二者性質上有顯著不同。蓋遞送信函、

繳費通知單之營業行為，依其營業特性而言，係每日反覆持續為之，而本

件藥物廣告行為，並非每日反覆持續為之，其或偶一為之，或一日數次，

或一連數日持續為之，態樣不一。但基本上並不以每日持續為之，乃其特

性。故就二者是否屬同一次違規行為，不宜作相同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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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說：按所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原則」，乃現

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其本意即禁止國家對人民之同一行為，予以

相同或類似之措施多次處罰，致承受過度不利之後果。詳言之，一行為已

受處罰後，國家不得再行處罰；且一行為亦不得同時受到國家之多次處罰。

而所謂「一行為」，其概念包含「自然一行為」與「法律上一行為」。又

藥物廣告係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該違規廣告可能為一次或長期

持續反覆實施，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11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意旨，在停止登載、刊播以前，其違規事實一直存在，且依藥事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其法定處罰金額可高達 500 萬元，倘經主管機關通知限

期停止而仍繼續刊播者，更可按次連續處以 60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

罰鍰，至其停止刊播為止，故該長期持續反覆實施之違規廣告行為，在法

律上應整體評價為一行為，該持續反覆實施之違規廣告行為，得藉行政機

關裁處罰鍰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即因行政機關裁處後，

始中斷其接續性，而區隔（切斷）為一次違規行為（倘該次處罰之違法廣

告則數愈多，該違法行為之不法內涵升高，即所謂「違法行為之量的增加」，

行政機關即得於法定罰鍰額度內予以斟酌加重處罰），嗣後行為人所為該

當構成要件之違規行為，始為另一行為之開始。 

實務見解：採乙說 

依據 105 年 10 月 11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10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藥事法第 65 條：「非藥商不得為藥物廣告。」違反此規定

者，應依同法第 91 條規定裁罰。因此，藥事法第 65 條係課非藥商不得為

藥物廣告之行政法上不作為義務。又同法第 24 條規定：「本法所稱藥物

廣告，係指利用傳播方法，宣傳醫療效能，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

而「廣告」乃集合性概念，一次或多次利用傳播方法為宣傳，以達招徠銷

售為目的之行為，均屬之。非藥商多次重複地利用傳播方法，宣傳醫療效

能，以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如係出於違反藥事法第 65 條之不作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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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單一意思，則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之接續犯。該多次違規行為在

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於主管機關裁處後，始切斷違規行為之單一性。 

 

 結論： 

本題，甲係出於同一招徠銷售「遠紅外線治療儀」之目的，在民國 103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23 日共 41 日期間，擅自刊播該藥物廣告達 76 次，核

其時間密集、行為緊接，如無其他相反事證，應可認為是出於違反藥事法

第 65 條行政法上義務之單一意思，該當於一個違反藥事法第 65 條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為一行為而非數行為。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1、郵政法第 6、40 條 ( 100.04.27 ) 

2、藥事法第 65、91 條 ( 104.12.02 ) 

3、行政罰法第 25 條 ( 100.11.23 ) 

4、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11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5、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10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二、 訴願講堂 

（一） 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事件提起訴願 

訴願人甲僅有機車駕駛執照卻駕駛汽車，經員警攔檢發現，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舉發，裁處

罰鍰新臺幣 6 千元，甲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請問有無理由？ 

 

交通罰單雖然是「行政處分」，但因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有特別規定，

所以不服交通罰單舉發事實的救濟方式，是收到罰單後 30 日內，先向處罰

機關陳述意見，處罰機關會依照陳述意見內容來做裁決，如果還是不服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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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則應於收到裁決 30 日內直接向管轄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

而非依照訴願方式提起救濟，如提起訴願，訴願管轄機關將依訴願法的規

定作成不受理之決定。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77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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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所定罰

鍰之處罰，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於 30 日內得不

經裁決，逕依第 92 條第 3 項之罰鍰基準規定，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案；不

服舉發事實者，應於 30 日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其不依通知所定期限

前往指定處所聽候裁決，且未依規定期限繳納罰鍰結案或向處罰機關陳述

意見者，處罰機關得逕行裁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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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因公路法事件提起訴願 

訴願人甲所有營業小客車，經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於桃園國際機場，

查獲該車輛之駕駛人○○○無機場排班登記證即於機場載客，因違反公路

法第 77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乃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舉發，並函請本府交通

局處理，經本府交通局審認業已違反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遂依同辦法第 34 條第 1 項及公路法第 77 條之 3 第 1 項規

定，裁處罰鍰新臺幣 9 千元。甲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請問有無理由？ 

 

按依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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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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

則第 91 條第 1 項第 5 款的規定，甲既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對所屬車輛及其

駕駛人即應負管理責任，系爭車輛既以甲的名義登記，甲對其所屬車輛及

駕駛人負有管理監督責任，應負監督其所屬系爭車輛及其駕駛人之駕駛狀

況，但因甲未善盡監督管理責任，以致系爭車輛之違規駕駛駛人無機場排

班登記證即於機場載客，業已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1 條第 1 項第 5

款的規定。所以甲的訴願沒有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公路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第 1 項)為維護民用航空機場交通秩序，

確保旅客行車安全，各類客運汽車進入民用航空機場，應具備一定資格條

件，並依規定取得民用航空機場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證件，始得營運。」

第 77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各類客運汽車未具備 56 條之 1 第 1 項之一定

資格條件而進入民用航空機場營運者，處新臺幣 9 千元以上 9 萬元以下罰

鍰，……。」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經營計程車客運業

應遵守下列規定：……三、車輛應在核定之營業區域內營業，不得越區營業，

其營業區域依附表 7 之規定。……五、對所屬車輛及其駕駛人應負管理責

任。……。」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客運汽

車有下列情形，不得進入桃園機場營運：……二、未備具機場排班登記證之

計程車客運業。……。」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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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都市計畫法事件提起訴願 

訴願人甲公司使用本市○○區○巷○號之建築物，經營食品製造業，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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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坐落在○段○地號土地，該土地屬「農業區」，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的規定。本府經濟發展局 105 年○月○日工廠勘查紀錄表載明

系爭土地的現場產業別為「食品製造業」，甲公司對系爭土地的使用顯已違

反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的規定。本府都市發展局

依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甲公司罰鍰新臺幣（下同）6 萬元，

並於行政處分書送達日起，停止使用或恢復合法使用。甲公司不服，向本

府提起訴願。請問有無理由？ 

 

查系爭土地位在臺中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屬「農業區」，甲公司應依法按

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將系爭土地作為農業使用。該土地經本府經濟

發展局於 105 年○月○日會同本府都市發展局前往現場勘查，認定甲公司

擅自於系爭土地經營食品製造業，工廠內部主要機具設備為製造機、攪拌

機、輸送機、空壓機、包裝機及真空機等機具生產粉圓（非保持農業生產

使用或其相關設施），並非作為農業使用，與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

例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所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規定有所不符。本府都市發

展局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及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裁

罰基準規定，處實際使用人(即甲公司)6 萬元之行政罰鍰，並命於行政處分

書送達日起，停止使用或恢復合法使用，應屬有據。甲公司的訴願並無理

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都市計畫法第 33 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得視地理形勢，使用現況

或軍事安全上之需要，保留農業地區或設置保護區，並限制其建築使用。」

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農業區為保持農業

生產而劃定，除保持農業生產及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外，僅得申請下列

使用：一、建築農舍。二、農業設施。三、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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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

從事建造、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

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不拆除、改建、停止使用

或恢復原狀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

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負擔。」 

 

（四） 因地價稅事件提起訴願 

訴願人甲農會所有本市○○區○○段○○地號及○○地號等 2 筆土地

(下稱系爭 2 筆土地)，原依土地稅法第 19 條之規定，按公共設施保留地稅

率 6‰課徵地價稅。嗣本府地方稅務局查得系爭 2 筆土地的使用分區，已

經變更為「商業區」，應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稅。本府地方稅務局所屬豐原

分局乃依土地稅法第 16 條之規定，向甲農會補徵系爭 2 筆土地於民國 100

年至104年間，按一般用地稅率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稅率核稅的地價稅差額。

甲農會不服先向本府地方稅務局申請復查，本府地方稅務局仍然維持原先

補徵地價稅的決定。甲農會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請問甲農會的訴願有

無理由？ 

 

系爭 2 筆土地的使用分區，原分別為「農會專用區」、「機關三用地」，

嗣經改制前本府於 88 年間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都市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變 22 案)變更為「商業區」，經本府地方稅務局調閱 99 年及

103 年間之 GOOGLE 街景圖顯示，系爭 2 筆土地之建築物已供○○超市營

業使用，可見於 100 年至 104 年間，系爭 2 筆土地已非屬可依據土地稅法

第 19 條，適用 6‰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的公共設施用地。故本府地方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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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向甲農會補徵地價稅的決定，並無錯誤，甲農會的訴願應該沒有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土地稅法第 16 條規定：「(第 1 項) 地價稅基本稅率為千分之十。土地

所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超過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累進起點地價者，

其地價稅按基本稅率徵收；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依左列規定累進課徵：

一、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十五。二、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二十五。三、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倍至十五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三十五。四、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五倍至二十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四十五。

五、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二十倍以上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五十五。(第

2 項)前項所稱累進起點地價，以各該直轄市或縣 (市) 土地七公畝之平均地

價為準。但不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第

19 條規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除

自用住宅用地依第十七條之規定外，統按千分之六計徵地價稅；其未作任

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離者，免徵地價稅。」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規定：

「(第 1 項)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一、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

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

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五年。二、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

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

五年。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

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七年。(第 2 項)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

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後不得再

補稅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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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賠償講堂：公務員行使公權力時，就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認定，縱

與法院之認定有所不同，非必然構成國家賠償責任。 

 案例事實： 

甲於拍賣網站刊登精力湯食品廣告，載有相關廣告詞句，經衛生機關

乙查獲，認有誇大不實、易生誤解之情，爰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規定

予以裁處，惟該處分嗣經甲行政爭訟，而遭行政法院所撤銷。甲隨即依此

認該處分作成顯有不當，已對其造成重大損害，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規定

向乙機關請求國家賠償。 

 

 解析： 

（一）按國家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所負損害賠償責任，係

就公務員職務上侵權行為所負之間接責任，必先有特定之公務員於執行職

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該特定公務

員之行為已構成職務上之侵權行為時，國家始應對該受損害之人民負賠償

之責任。又行政處分之當否，與承辦之公務員是否構成職務上之侵權行為，

原屬兩事，行政處分縱令不當，其為此處分或執行此處分之公務員未必構

成職務上之侵權行為。 

（二）乙機關所屬公務員係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規定及有關食

品廣告認定基準所為之個案裁示，據以作成系爭處分，並將其認定有不實、

誇張或易生誤解之具體內容，明確記載於系爭處分書上，已難認其主觀上

有何侵害甲之故意或過失可言。況系爭處分經甲提起訴願後，亦經衛生福

利部以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在案，益見乙機關所屬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時，雖就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等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認定標準，採取

較為嚴格之看法，縱與原行政法院之認定有所不同，亦非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甲之權利，核其所為即不構成職務上之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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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綜上，乙機關所屬公務員於作成系爭處分時，依其職掌所具有之專門

知識，判斷認定系爭廣告有不實誇張、易生誤解之情，既無何違常之顯然

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在；甲又未能證明其主觀上已明知有不法侵害甲權

利之事實，而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有不法侵害甲權利事實之發生，仍容

認其發生之心理狀態，亦未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情形，即難認乙

機關所屬公務員有何故意或過失。故甲既未舉證證明乙機關所屬公務員作

成系爭處分具有故意或過失，自難僅因系爭處分與系爭行政訴訟判決之認

定相異而遭撤銷，遽謂乙機關所屬公務員作成系爭處分，已構成職務上之

侵權行為，故乙機關自不負國家賠償責任。 

 

 參考資料 

1、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556 號判決。 

2、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國易字第 10 號判決。 

 

四、 行政執行講堂：行政執行義務人對第三人基於保險契約於條件成就可

請求保險給付債權中得為強制執行之範圍 

 案例事實： 

某甲因違反勞動基準法經本府勞工局裁罰新臺幣(以下同)30 萬元，案

經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行政執行中，嗣後臺中分署對 A 保險公

司發一扣押命令禁止某甲收取基於保險契約於條件成就可請求保險給付債

權並扣押自執行命令文到之日止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之解約價值，A 保險

公司主張該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該公司提撥之資金，非屬債務人之責任財

產為由聲明異議，是否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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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有關保險契約於條件成就可請求保險給付債權種類為何?是否均為強

制執行的標的?由保險公司所提撥之各類準備金是否得為扣押標的? 

（一）保險給付債權種類 

 舉凡保險事故發生應給付之保險金、每年可領取之還本金、保單價值

準備金、保險紅利及其他受益金，另因行使保險契約終止請求權及收取解

約金與行使保單質借請求權及收取質借金均屬之。 

（二）得為強制執行的標的 

按強制執行之標的固以開始強制執行時之債務人所有責任財產為對象，

惟債務人將來可取得之財產，如將來薪資債權、租金債權或附條件、期限

之權利等，仍得對之執行。準此，上述各類債權均得為扣押之標的。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仍得為扣押之標的 

反對說論者以為人壽保險之保單準備金，屬於保險公司之資金，執行

法院依形式外觀審查，認為應非屬於債務人之責任財產，固不應准許扣押。

惟依保險法第 116 條第 6 項、第 7 項保險人有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的義務

及同法第 124 條要保人對被保險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優先受償權觀之，

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對於其繳納保險費所累積

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得為扣押之標的。 

 

 結論 

解約金債權能否執行，應視法律上及性質上是否不能執行而定。保險

法無解約金債權禁止執行規定，且依保險法第 28 條、破產法第 82 條、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98 條觀之，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仍為破產債權人

之利益而存在，應列入財團清理，無專屬性。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3 項

既規定附條件.期限債權得依法執行，促使條件成就，得由執行法院扣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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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收取命令，根據收取命令解約受償。 

本例，A 保險公司聲明異議為無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最高法院 105 年台抗字第 157 號。 

2、105 年 5 月 3 日保險與強制執行實務學術研討會。 

 

五、 採購爭議講堂：工程承攬報酬請求權時點。 

 案例事實： 

甲機關將其工程交由乙廠商承攬，系爭工程於 88 年 8 月 26 日竣工，

甲機關於 90 年 5 月 1 日驗收完畢，於 91 年 2 月 7 日出具結算證明書後遲

未付款，乙廠商迄至 92 年 10 月 1 日始向甲機關請求給付工程款，甲機關

主張該工程款請求權已罹於 2 年時效是否有理由？ 

 

 解析： 

關於本案承攬報酬請求權是否罹逾時效消滅，取決於請求權時效何時

起算，實務判決迭有爭議，分述如下： 

（一）以完工時作為承攬報酬請求權時效起算點： 

依據民法第 505 條第 1 項規定，工程既已完工，承攬人之報酬請求權

即已發生且可行使，故其消滅時效應由完工時起算 (參王伯儉，工程契約法

律實務，2008 年 10 月，92 頁)。 

（二）以驗收完成之時點作為承攬報酬請求權時效起算點： 

按民法第 127 條第 7 款及第 128 條規定，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

權，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次按

民法第 490 條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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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又得請求承攬報酬的時點係工作

交付時，而所謂交付，係將工作交由他方占有的狀態，而工作物的交付時

點應係驗收合格之時，因此其報酬的消滅時效的計算應以驗收完畢時起算，

即承攬報酬之債權係發生於驗收完畢之日，故消滅時效亦係自驗收完畢時

起算 (參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重上字第 608 號判決意旨)。 

（三）以結算證明書出具時點作為承攬報酬請求權時效起算點： 

一般公家機關之驗收程序，除經驗收人員前往履勘現場以確認是否有

依約施工外，尚須經內部簽呈並會相關會計、監造單位確認後，始出具正

式驗收結算之書面，並通知承包廠商辦理後續領款手續，故契約所稱之「正

式驗收合格」，自應以該結算驗收證明書所載出具日期較為妥適(參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 94 年度建上字第 3 號判決意旨)。 

 

 結論 

工程承攬報酬請求時點，揆諸上開法院判決意旨，實務上有不同見解，

惟目前多數實務判決以驗收完成之時點作為承攬報酬請求權時效起算點。

基此，本案工程於 90 年 5 月 1 日驗收完畢，乙廠商已得向甲機關請求給付

工程款即系爭承攬報酬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自 90 年 5 月 2 日起算，今乙廠商

迄至 92 年 10 月 1 日始向甲機關請求給付工程款，已罹於 2 年時效，乙廠

商請求無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一、 依民法第 127 條第 7 款規定，承攬人之報酬請求權為 2 年，惟有學

者認為於承攬工作物為建築物或土地上之工作物時，基於前揭規定之立法

意旨及民法第 494 條、第 513 條保護承攬人之考量，此時應目的性限縮此

種承攬人報酬請求權非適用民法第 127 條，而應回歸 15 年之一般時效，

認為此時承攬人報酬請求權時效為 15 年 (參林誠二，月旦法學教室第 107



 

 

25 

期，2011 年 9 月，第 15-17 頁) 。 

二、 民法第 127 條：「左列各款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

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第 128 條：「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

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第 505 條第 1

項：「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 

三、 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重上字第 608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4 年度建上字第 3 號判決 

 

    法律小學堂 

 

加害人未經被害人授權即以被害人名義訂購食品，被害店家送貨時，被害

人向被害店家表示並未訂購食品，因此拒絕收受與付款，則加害人有何法

律責任？ 

 

案例事實： 

甲與乙原係情侶關係，俟因甲不滿乙提出分手，乃於 105 年 12 月間

某日，擅自以乙之名義，向丙知名蛋糕店訂購紅豆蛋糕 120 個，並請其送

至乙工作之處所。嗣經丙店派丁將蛋糕送至乙工作之處所時，乙表示並未

訂購，拒絕收受紅豆蛋糕及付款，丁無奈只得將紅豆蛋糕攜回。則甲有何

法律責任？ 

 

本案爭點 

一、刑事法律責任部分：甲是否構成犯罪？如是，則構成何罪？ 

二、民事法律責任部分：甲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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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一、關於刑事法律責任： 

（一）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

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

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

然按刑法第 1 條「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

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所揭示「罪刑法定主義」之意旨，甲在行

為當時是否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顯有疑義？本案恐難對甲

以詐欺罪責相繩。 

（二）次按「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 313 條亦定有明文。經查，本

罪所謂「信用」，專指經濟上之能力而言。如非關於經濟上支付能力之事，

應屬侮辱或誹謗之範圍。妨害信用之方法、不論直接、間接，以文字、言

語、舉動為之，均非所問。惟必須散布流言，或施用詐術，而其結果，已

達損害他人信用之程度，始足當之。且本罪需告訴乃論。是如甲施用詐術

冒用乙之名義訂購食品之行為，已達損害乙信用之程度，則甲之行為有可

能構成妨害信用罪。惟仍需乙提出告訴乃論。 

（三）再按「意圖損害他人，以詐術使本人或第三人為財產上之處分，致

生財產上之損害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刑

法第 355 條定有明文。經查，紅豆蛋糕事實上沒有賣出，所以不符合「處

分」的要件，未生有財產上減少之損害，加上本罪不處罰未遂犯，所以針

對蛋糕的部分，應不構成本罪。但是如果丙店有支出運費或有蛋糕廢棄的

損害，針對運費的支出或廢棄的蛋糕，生有財產減少之損害，則有可能被

認定構成本罪。 

二、關於民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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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

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分。」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亦定有明文。 

（二）甲不法冒用乙之名義，不實向丙店訂購食品，丙店完成備貨卻遭善

意不知情之乙拒收，丙店因此受有財產損害，甲已構成侵權行為。丙店得

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之規定，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三）乙之名義遭甲不法冒用向善意不知情之丙店訂購食品，造成丙店誤

以為乙真有訂購食品而反悔拒不收受與付款，自足以損害乙之信用。乙得

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之規定，向甲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個資法專區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具體授權所訂定「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規定，

通知受驗人依規定時間前往檢驗地點報到，是否屬個資法第 8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定「公務機關履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之免告

知情況？ 

 

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3 條規定：「為防制毒品氾濫，主管機關對於所

屬或監督之特定人員於必要時，得要求其接受採驗尿液，受要求之人不得

拒絕；拒絕接受採驗者，並得拘束其身體行之（第 1 項）。前項特定人員之

範圍及採驗尿液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第 2 項）。」係屬個資法第 8 條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之情況，故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向特定人員蒐集尿液



 

 

28 

採驗之個人資料時，係分別符合「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及「非公務機

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而得免為告知個資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之內容。

至於依據該條例具體授權所訂定「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第 6 條第 1 項

規定：「不定期檢驗之實施，應於 4 小時前通知受檢人，受檢人應依規定之

時間、地點報到，接受採驗尿液。」似僅指通知受檢人應依規定之時間、

地點報到接受採驗尿液等內容，與個資法第 8 條所稱告知義務，係不同規

範事項，尚不得僅依上開辦法規定逕為排除個資法第 8 條之適用 

 

(摘自「法務部 105 年 12 月 20 日法律字第 1050351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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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ctNode=379&mp=1 

 時事英文 

 

1、 Vice President Chen Chien-jen outlined the government's pension reform plan today. The 

goal of the reform program, he said, is to extend by nine to 14 years Taiwan's major 

pension plans, which are expected to run out of money by between 2027 and 2031. It 

will increase pension premium rates and phase out the preferential 18 percent savings 

rate program. 

副總統陳建仁，親自公布年金改革方案，包括提高費率上限、18%優存 6 年內走入

歷史等，希望讓原本分別會在 116、119 和 120 年破產的勞保年金、公務人員年金、

教育人員年金，可以延長 9 到 14 年不等。 

（摘錄自：民視英語新聞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2、 Madrid authority has ordered half of most private cars off the roads to tackle worsening 

air pollution, a first in Spain. Other measures, including a ban on street parking for 

non-residents and reduced speed limits, will continue. 

馬德里當局下令，為處理持續惡化的空氣污染問題，半數私人車輛不得上路，創西

班牙首例。非居民車輛禁停路邊及速限調降等其他措施，也將持續執行。 

（摘錄自：自由時報-中英對照讀新聞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494&ctNode=379&mp=1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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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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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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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元照研討會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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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onsumers.org.tw/
http://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_lgmem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
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pipa.moj.gov.tw/mp.asp?mp=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jsp/indexOnline.action
http://law.moj.gov.tw/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