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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第十一條、

第二十條。(106.02.0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42) 

 

二、 制定「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106.2.1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67) 

 

三、 修正「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轉讓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臺

中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轉讓辦法」。(106.02.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36) 

 

四、 訂定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106.02.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51) 

 

五、 預告本市轄內用電契約容量達二千瓩以上之電力用戶名冊，其應於用

電場所或擇本市適當場所設置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之太陽能、風能或其

他綠能、節能設備。(106.2.1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65) 

 最新訊息 

 

一、 為加強落實本市調解業務考評制度並配合法務部辦理 105 年度績優鄉

鎮市(區)調解委員會獎勵金核發，訂於 106 年 3 月 10 日、14 日、17 日三

天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市龍井區公所及本府陽明大樓辦理各區公

所調解業務績效考評。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6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4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6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3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4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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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訂 106 年 3 月 15 日於本府 801 會議室辦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邀

請彰化基督教醫院張鎧醫師，講授「穴位保健」課程。 

 

三、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2.0 版 3 月 29 日前往清水區調解委員會服務。 

自 104 年 1 月開辦的臺中市政府法律行動專車，於 106年正式進入 2.0

版。在台中律師公會的協助下，加入律師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並與彰化縣

政府法制處合作，可跨縣市受理訴願、國賠、消費爭議等業務申請，後續

中彰市縣府再協助移轉管轄，免除民眾舟車勞頓。此外，並實施「到里服

務」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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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6 年 3 月 29 日前往清水區

調解委員會服務，受理訴願、國賠、消費者保護等業務，106 年度法律行

動專車服務時間及地點臚列如下： 

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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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每周一及四會同衛生局、消防局及都發局辦理餐飲業稽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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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局法律扶助志工隊李保玲隊長、鄭媄婛志工、曾寶珠志工分享

高齡志工的快樂心得，參加志工踴躍發問，使志工瞭解高齡志工如何調整

自己身心，充分提昇法律扶助志工對於民眾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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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

會與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於 106 年 2 月 17 日假臺中市政府 4 樓集會堂（臺

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共同舉辦「犯罪被害保護政策學術研討會」，

民眾參加踴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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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邀請學術界教授及實

務界人士一起共同研討，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的形成非常有意義，經

過研討會之討論、辯證，深入討論政策之方向，期盼最後能凝聚共識確立

正確的司法改革方向，進而提升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與尊重。 

 

 

 

四、 106 年 2 月 17 至 20 日於本市朝馬工商展覽中心舉辦「2017 台中春

季國際旅遊大展」，本次本局會同觀光旅遊局及衛生局於現場成立「禮券健

檢中心」，首次由結合彰化縣政府及南投縣政府，發揮跨域治理之精神，聯

手在展場內設置「禮券健檢中心」，替中彰投消費者的權益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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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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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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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於 106 年 2 月 22 日開進和平谷關服務 

臺中市政府法律行動專車今年起進入 2.0 版，由律師隨行提供免費法律

諮詢，為擴大服務範圍，服務地點除臺中市偏遠行政區的區公所外，更新

增里辦公處、社區活動中心及圖書館等地點，2 月 22 日法律行動專車前往

和平區谷關博愛里辦公處提供服務。 

市府法制局長陳朝建表示，2 月 22 日前往和平的法律行動專車，由駐

點律師洪塗生與法制局同仁共同提供法律諮詢，洪律師諮詢服務提供至下

午 1 時，法制局同仁的服務則延續至下午 3 時；此外，本次市府法律行動

專車也可跨縣市受理訴願、國賠、消費爭議等業務申請，後續市府再協助

移轉管轄，避免民眾舟車勞頓。 

法制局表示，和平區駐點律師洪塗生深具服務熱誠，之前一位嫁到和

平區的外籍配偶，唯一的兒子不幸於打工途中與朋友騎乘機車雙雙身亡，

因為無法證明誰有過失，理賠事件一直苦無解決方案，所幸該名民眾向洪

律師諮詢，洪律師建議移請和平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最後調解成立並

經法院核定，成功解決問題。 

洪律師明快切入重點的法律諮詢方式，不僅發揮和平區公所調解委員

會的功能，也展現律師保障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的專業及關懷能力，此

次洪律師隨法律行動專車到和平博愛里服務，歡迎民眾前往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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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消保官函請海外地區相關單位協助消費者辦理信用卡爭議款申請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貝拉婚紗集團因經營不善無法繼續履行契約，分別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及同年月 14 日辦理停業登記在案，除我國各地消費者外，尚有香港、澳

門地區及新加坡之消費者向臺中市政府提出消費爭議申訴。為利國外消費

者權益之爭取，本府於 106 年 2 月間陸續函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轉知上述

情事予香港及澳門地區之金融監理與消費者保護單位，協助告知該地區各

發卡銀行；並再請外交部發文請駐新加坡代表處轉知新加坡之金融監理及

消費者保護單位，協助告知新加坡各發卡銀行，請各發卡銀行依照國際發

卡組織(如 VISA、MASTER 或 JCB)之規定，也盡力協助消費者辦理信用卡

爭議款申請，以保障海外地區消費者權益。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91859&ctNode=31920&mp=122020) 

 

（二） 貝拉集團停業，貝拉 SPA 之消費者可考慮聲請支付命令(臺中市政

府法制局) 

貝拉婚紗因履約困難，發生多起消費糾紛，該等公司均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辦理停業登記。惟查旗下所屬之貝拉 SPA（原址設於台中長榮桂冠

酒店）則早於 105 年 2 月間因場地關係，已停止提供服務，改以自己所發

行由佐登妮絲國際美容機構提供服務之禮券提供與消費者作為清償。現佐

登妮絲國際美容機構以其係貝拉 SPA 之契約履行輔助人，在貝拉 SPA 未清

償債務前，無法提供消費者服務。消保官建議貝拉 SPA 之消費者，可衡量

剩餘課程服務堂數之金額，考慮是否向法院支付新臺幣 500 元，聲請法院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91859&ctNode=31920&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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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支付命令，以迅速取得執行名義參與貝拉公司之財產分配。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89857&ctNode=31920&mp=122020) 

 

二、 重點工作 

預訂 106 年 3 月 23 日舉行 106 年度第 1 次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議，本

次會議主要議題為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1 月有關產後護理機構查核、附

設兒童遊樂設施查核、百貨賣場飲水機查驗、停車場業者稽查、藝文表演

活動稽查等各業務機關對於消費衛生安全及定型化契約查核報告及 105 年

度第一次申訴案件排行、變化原因妥處措施及未來預防方案。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行政程序法第 5 條 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 

 問題提出： 

某甲經查獲僱用他人駕駛挖土機及大貨車，未經許可在曾文溪河川區

域內之河川公地採取土石，違反水利法第 78 條之 1 第 3 款規定，水利署第

六河川局（以下簡稱第六河川局）委由 A 測繪科技有限公司所為現場測量

套繪圖籍，並經測量技師簽證後，確認違規採取土石之數量為 X 立方公尺，

第六河川局隨案檢附前揭調查結果送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作為刑事偵查之

正式卷證。刑事程序中，竊盜罪部分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

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嗣第六河川局依同法第 92 條之 2 第 7

款規定，對某甲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60 萬元（下稱原處分），原處

分中記載違法行為人、違法之地區，但關於採取土石之數量卻漏未記載，

某甲主張該漏未記載事項對於判斷裁量處罰之正當性非無影響，屬違反行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89857&ctNode=31920&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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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為明確性原則之裁量瑕疵，是以循行政救濟途徑主張該處分有瑕疵應

予撤銷。 

 

 解析： 

為保障人民對其法律地位之確認，國家所有行為，如立法行為、行政

行為（包含行政處分、法規命令等）皆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5 條參照），

使受規範者或行政處分相對人得以具體認識其受規制之狀態及其法律地位，

俾其得以安排其行為，司法院釋字第 432 號、545 號解釋揭示法律明確性

應具備意義非難以理解、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而在行政處分之情形，人民關心的是行政處分內容是否足夠明確。 

本件案例事實中，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

記載下列事項︰一、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

號碼、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定有明文。本件

某甲涉有未經許可採取土石之違章行為，第六河川局將上開違章事實及法

令依據記載於原處分，已經符合前揭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之規定。至於本

件採取土石之數量，經第六河川局委由 A 測繪科技有限公司所為現場測量

套繪圖籍，並經測量技師簽證後，確認為 X 立方公尺，第六河川局隨案檢

附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作為刑事偵查之正式卷證，並經檢察官查明後載於

不起訴處分書，某甲於刑事偵查程序已可知悉採取土石之數量，並未對相

關測量結果提出異議，且某甲另寄發予第六河川局之存證信函及聲明書均

載明採取土石數量同為 X 立方公尺，核與第六河川局測量數量相符，也就

是說，某甲已知本案採取土石數量為 X 立方公尺，並未表示異議，則依上

開事證，本件原處分並沒有欠缺明確之違誤。 

依據本件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某甲於受刑事偵查過程已經明確得知

違規採取土石之具體數量，且某甲自行寄送給第六河川局之存證信函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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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違規採取土石之數量為 X 立方公尺，與第六河川局調查結果相符，也

就是說，事實證據顯示某甲已具體認識其違規行為之事實及其法律地位，

縱使第六河川局於原處分中並未記載某甲採取土石之具體數量，對某甲之

法律地位仍無影響，且該原處分已載明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所規定之應記載

事項，某甲不能於明確瞭解其違法之事實後，仍主張該原處分違反明確性

原則。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1、行政程序法第 5 條(104.12.30) 

2、水利法第 78 條之 1、第 92 條之 2（105.5.25） 

3、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判字第 1140 號判決。 

 

二、 訴願講堂 

（一） 因水污染防治法事件提起訴願 

本府環境保護局查獲某加工出口區內之雨污排水管排放酸臭味黃色廢污

水流入地面水體（屬烏溪流域水污染管制區行政區域範圍），認定甲為該加

工出口區之管理機構，已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依

同法第 52 條規定，裁處甲 3 萬元罰鍰。甲不服提起訴願，主張加工出口區

內部，可分為行政區及生產事業區。生產事業區內廠商生活污水均由廠商

自行收集處理，再個別排入加工出口區內鄰近雨水道，甲已盡管理與輔導

職責。請問甲的主張是否有理？ 

 

按水污染防治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為行為責任，而非狀態責任，該條

款之要件並無明示加工區內管理機構對於雨污排水管負管理責任，亦無明

文未盡管理責任時，得作為處罰之主體。本件本府環境保護局稽查時，發

現雨污排水管排放出有酸臭味之黃色混濁廢污水污染地面水體，即應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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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行為人及污染來源為何，不得逕認甲為加工區管理人而裁處罰鍰，原

處分難謂適法。甲訴願有理由，原處分應予撤銷，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另為

適法之處分。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水污染防治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在水污染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

行為：……二、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棄置垃圾、水肥、污泥、酸鹼廢

液、建築廢料或其他污染物。……。」第 52 條規定：「違反第 30 條第 1 項

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5年4月20日環署水字第0950031227號函：「……

水污染防治法第 30 條規定係屬行為罰，其處分對象應為實際違規之行為

人……。」 

 

（二） 因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提起訴願 

本府經濟發展局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聯合稽查小組（下稱稽查小組）

聯合稽查，查獲甲未取得經營休閒娛樂服務業之許可登記經營某小吃店，

經認定營業項目屬視聽歌唱業，以甲違反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

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自治條例第 13 條規定，裁處甲新臺幣 5 萬

元罰鍰，並勒令停止營業。甲不服提起訴願，主張本府都市發展局業以違

反都市計畫法規定，裁處甲 6 萬元罰鍰，並停止違規使用或恢復原狀，本

府經濟發展局上開之裁罰，顯已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請求撤銷經濟發展

局所為上開 5 萬元之裁罰，請問甲的主張是否有理？ 

 

本件甲經稽查小組查獲之違規營業行為，既分別經本府經濟發展局以甲

違反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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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 13 條規定，裁處甲 5 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營業。復同時經本府都市

發展局另以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甲 6 萬元罰鍰，並

停止違規使用或恢復原狀。參酌法務部 96 年 9 月 3 日法律字第

0960027246 號函及 99 年 4 月 12 日法律字第 0999002036 號函釋意旨，

本件應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本府都市發展局管轄，並依都市計畫法之規定，

裁處甲 6 萬元罰鍰，且因「停止違規使用」與「勒令停止營業」之處分種

類相同，如擇一處分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本府經濟發展局亦不得重複

處分，本件本府經濟發展局所為 5 萬元罰鍰裁罰，並勒令停止營業，已違

反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所揭示的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甲訴願有理由，原

處分應予撤銷。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行政罰法第 24 條規定：「（第 1 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

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 2 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

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

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數機關

均有管轄權者，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管轄。法定罰鍰額相同者，

依前項規定定其管轄。」。 

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經營休閒娛

樂服務業，依法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營業場所

地址、代表人或負責人許可，始得營業。變更時，亦同。」第 13 條規定：

「違反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擅自營業者，處休閒娛樂服務業者新臺幣 5 萬元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停止營業，如拒不停止營業，得按次處罰。」

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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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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 96 年 9 月 3 日法律字第 0960027246 號函釋意旨：「……按行

政罰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

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

罰鍰最低額。』學理上稱此為『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其立法意旨在於一行

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因行為單一，且違反數個規

定之效果均為罰鍰，處罰種類相同，從其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

故僅得裁處一個罰鍰，並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本件○○○○禮

儀公司未經核准於頭份鎮河演堤防設置及使用殯葬設施，如同時違反殯葬

管理條例、區域計畫法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而處以裁罰，自應依法定罰鍰

額最高之規定裁處，……」。 

法務部 99 年 4 月 12 日法律字第 0999002036 號函釋意旨：「……三、

有關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3 條第 1 款規定『命令停工』及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之『命令停止使用』，揆諸上開說明，均非屬裁罰性不利

處分。……至於工廠管理輔導法之『命令停工』及都市計畫法之『命令停止

使用』雖非裁罰性不利處分而無本法第 24 條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惟

得否併為處分則須視該等處分性質上是否相同，以及併為處分於具體個案

有無違反比例原則而定（如擇一處分是否即足以達行政目的）。……」。 

 

（三） 因違章建築事件(拆除通知單)提起訴願 

甲於其所有建築物騎樓設置磚牆、木造物(以下稱系爭建物)，經本市某

區公所查報為違章建築，嗣本府都市發展局派員實施現場勘查，認定系爭

建築物屬於未經申請建造許可擅自增建且無法補照之實質違章建築，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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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乃以違章建築拆除通知單通知甲，上列違章建築依法

應執行拆除。甲不服提起訴願，且保證日後將配合主管機關自行拆除該隔

牆建築。請問訴願是否有理？ 

 

本件「違章建築拆除通知單」，確認系爭建物屬違章建築，並宣示應予拆

除，已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屬訴願法第 3 條所稱之行政處分。而騎樓

依法係屬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空間，本即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本件

甲於騎樓所設置的系爭建築物，依建築法第 25 條、第 86 條及違章建築處

理辦法第 5 條、第 6 條規定，屬於違章建築，應予以拆除，不因甲保證日

後將自行拆除，而得據以免責。本件甲的訴願沒有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建築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

第 28 條規定：「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第 86 條規定：「違反第 25 條

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

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

物。……。」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2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

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

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第 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 5 日內實施勘查，認定

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第 6 條規定：「依規定應拆除之違章建

築，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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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違章建築事件(拆除時間通知單)提起訴願 

甲名下所有某建號建物，經民眾檢舉屬違章建築，本府都市發展局依「違

章建築處理辦法」及其相關規定，開立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部分違

建物屬既存違建、部分違建物屬新違建。嗣經本府各單位聯合稽查，審認

該等涉及違建部分有影響公共安全、公共衛生、交通安全之虞，且符合本

市違章建築執行原則第 6 點之規定，本府都市發展局開立「拆除時間通知

單」，通知甲於 105 年 10 月 1 日起執行強制拆除。甲不服「拆除時間通知

單」提起訴願，並申請停止執行，請問訴願是否應予受理？ 

 

本件違章建築拆除時間通知單通知內容載明「將於 105 年 10 月 1 日起

前往拆除，事先請自行遷移室內一切存放物品，未遷移者，視同廢棄物」。

性質屬於先前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之接續執行行為，並非發生另一法律效

果之行政處分，而為實現確定行政處分之接續執行行為，不得認為係獨立

之行政處分。甲依前開通知函向本府提起訴願，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

定，非法之所許，應予以不受理決定。至本件甲申請停止執行違章建築拆

除時間通知單部分，因該等通知單並非行政處分，自不得就非屬行政處分

申請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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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

第 86 條規定：「違反第 25 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

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

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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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賠償講堂：機關發包工程予廠商，可否就廠商施工造成之損害，

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賠償？ 

 案例事實： 

甲公所將其道路改善工程發包予乙廠商承攬，丙主張乙廠商施作工程

時挖斷其養殖場之水管，致文蛤、虱目魚等水產因無法即時供應新鮮海水

及排水而大量暴斃及流失。丙認其權益受損，向甲公所請求國家賠償，是

否有理由？ 

 

 解析： 

（一）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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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定有明文。所謂行

使公權力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

並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

服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

之行為而言（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55 號判決參照）。 

（二）次按行政助手係指行政機關執行特定行政任務時，受行政機關之委

託予以協助，並按指示完成工作之人，行政助手並非以自己名義獨立著手

實施公權力，其行為效果應歸屬於該行政機關，行政機關如對行政助手之

指揮監督有過失時，因該協助行為具有公法法律性質，如因而造成他人損

害者，固生國家賠償責任，而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 

（三）甲公所將系爭工程發包予乙廠商，並訂立承攬契約，則甲公所係將

系爭工程之興建及修繕工作，交由乙廠商承攬，乙廠商則基於與甲公所訂

立之承攬契約，以本身之名義，本於技術設備、人力物力，並依雙方之約

定交付工作物予甲公所，乙廠商就系爭工程為興建、修繕之行為，並非受

甲公所直接指示施作工程，而係基於私經濟主體之地位承包系爭工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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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私法上契約行為，並非立於行政助手之地位，而甲公所發包系爭工程予

乙廠商，亦非公權力之行使，該行為並不具公法法律性質，自不生國家賠

償法適用之問題，丙主張如因系爭工程受有損害，應本於私法法律關係向

承作系爭工程之乙廠商求償，與甲公所無涉，丙認甲公所應依國家賠償法

第 2 條第 2 項規定，負國家賠償責任，於法不合。 

 

 結論 

依上開說明，乙廠商並非甲公所之行政上助手，丙主張甲公所應負國

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並無理由。 

 

 參考資料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3 年上國字第 11 號民事判決。 

 

四、 行政執行講堂：某機關之罰鍰處分，如果已經超過執行期間，但義務

人仍主動繳納罰鍰後，可否再請求返還？ 

 案例事實： 

吳○先生於 93 年間想聘僱外籍看護工來照顧其年邁之父親，但因父

親之狀況，未符合申請外籍看護工之資格，一時心急，竟以一萬多元購買

偽造的大型醫院診斷證明書與巴氏量表，並透過仲介公司以上述文件申請

聘僱一名外籍看護工協助家務，經某機關以其行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 條

第 2 項第 5 款之規定，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經催繳仍未繳納，該機關遂

送交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以下稱分署)強制執行，然吳某即因經商失

敗負債累累，當時名下早已無財產所得，分署予以核發債權(執行)憑證，由

該機關收執，經過十年執行期間，吳某於整理房間時發現有罰鍰未繳納，

於是主動繳納罰鍰，事後覺得本案已過執行期間，應可不必繳納，可否主

張向裁罰機關索回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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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一）按行政程序法（下稱本法）第 131 條第 1 項有關公法上請求權消滅

時效，係指已發生且可得行使之公法上請求權，因經過一定期間不行使，

致使該請求權消滅之法律制度。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除本法或其他法

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復得類推適用民法有關消滅時效期間、中斷、重行起

算及不完成等相關規定，以補充法律規定之不足。而行政機關為實現公法

上請求權而「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者，該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

時效應可中斷，並於整個執行程序終結時，重行起算其時效（類推適用民

法第 129 條第 2 項第 5 款及第 13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二）又行政執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之執行期間，乃法定期間，並非消

滅時效，分署核發執行憑證並無中斷執行期間之效果；經核發執行憑證交

由行政機關收執者，亦不生執行程序終結之效果。行政機關就核發執行憑

證之案件，於未逾執行期間時，得再移送行政執行。惟縱具體個案之公法

上請求權因時效中斷重行起算而尚未罹於時效，但如已逾前開行政執行法

第 7 條所定執行期間者，不得再予執行。 

（三）然如於公法上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前，雖執行期間屆滿，義

務人如仍自行繳納，原處分機關自仍得受領，並不構成不當得利，不得再

索回罰緩。 

 

 結論 

參照前開說明，本案吳○先生所繳納之罰鍰，不得再向移送機關請求

返還。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法務部 100 年 4 月 29 日法律字第 1000003460 號函。 

2、法務部 101 年 6 月 22 日法令字第 10103104950 號令。 

3、法務部 102 年 9 月 14 日法律字第 1020350955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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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採購爭議講堂：投標廠商經判定為無效標，得否對該標案他廠商得標

結果提起申訴？ 

 案例事實： 

甲、丙廠商參與乙機關工程標案，甲廠商因審標時其營造業登記證失

效，經乙機關判定無投標基本資格，甲雖當場書面異議，但未對異議處理

結果提起申訴。其後乙機關決標給丙廠商，甲廠商不服決標結果提起異議、

申訴，請問是否有理由？ 

 

 解析： 

按採購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認為

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以下合稱法令），致損害其權利或利

益者，得於下列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三、對採購之

過程、結果提出異議者，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日起十日。其過

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十日。但……。」，

甲廠商在本案採購上經機關認定為無效標，不得為決標之對象，甲未對該

異議處理提起申訴，反就決標結果提起申訴。按甲就其未具投標資格部分

無爭執，則招標機關之決標結果對其而言，即無上開規定所稱「致損害其

權利或利益」之情事。故其對於決標結果欠缺權利保護要件，其申訴顯無

理由。 

 

 結論 

投標廠商於遭判定為無效標之機關異議處理應續行救濟，其就決標結

果始具有權利保護要件而得就決標結果提出異議、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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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小學堂 

 

媳婦對於公公再婚配偶，是否負擔扶養義務？ 

 

案例事實： 

媳婦之婆婆過世，公公再婚，公公再婚配偶已年逾 70 歲不能維持生活

而無謀生能力，媳婦是否對公公再婚配偶負擔扶養義務？ 

 

 解析： 

一、「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

同。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

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

受影響。」「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一、直系血親相互間。二、夫妻

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三、兄弟姊妹相互間。四、家長

家屬相互間。」「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家置家長。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

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民法第 107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第 1114 條、第 1117 條第 1 項、第 1123 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案若媳婦之夫被媳婦之公公再婚配偶收養，則媳婦之公公再婚配偶

與媳婦之夫的關係，為養母養子關係，權利義務與婚生子女相同；媳婦與

公公再婚配偶（即媳婦之夫養母）若同居，則負擔扶養義務。 

三、本案若媳婦之夫沒有被媳婦之公公再婚配偶收養，則媳婦之公公再婚

配偶與媳婦之夫間並非養母養子關係；惟媳婦與公公再婚配偶間雖非親屬，

若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惟雙方為家屬間非家長

家屬間關係，則媳婦對於公公再婚配偶不負擔扶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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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民法第 107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1114 條、第 1117 條第 1 項、第

1123 條。 

2、最高法院 27 年上字第 1412 號民事判例。 

 

 時事英文 

 

1、 Finding a parking space in Taipei is difficult, but Taipei Mayor Ko Wen-je is attempting 

to alleviate the capital's parking woes with a new initiative encouraging city residents to 

rent out their unused parking spaces. 

台北停車大不易，市長柯文哲最新提出「車位共享計畫」，鼓勵民眾把閒置的停車

位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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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Islamabad High Court in Pakistan’s capital issued an order Monday that banned the 

celebration of Valentine’s Day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immediate effect.’ It also directs 

the media not to promote or cover Valentine’s events. The order was a response to a 

private petition which argued that Valentine’s Day was contrary to Islamic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Dawn newspaper, the petition argued that the festival promoted 

immorality, nudity and indecency .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城高等法院週一發佈一項命令，禁止全國慶祝情人節， 而且

「立即生效」。該命令也指示媒體不要宣傳或報導情人節活動。這項命令是為回應

一項私人請願，它主張情人節與伊斯蘭教義相左。據巴國「黎明報」報導，這項請

願認為，這個節日促進不道德、裸露和猥褻。 

（參考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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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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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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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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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照研討會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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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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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aw.moj.gov.tw/
http://www.consumers.org.tw/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http://www.cpc.ey.gov.tw/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jsp/indexOnline.action
http://www.taiwanlawsociety.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