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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三月一日生

效。(106.03.0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21) 

 

二、 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三月一日生

效。(106.03.0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20) 

 

三、 廢止「臺中市政府提供地理資訊收費標準」。(106.03.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36) 

 

四、 修正「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並自

即日起生效。(106.03.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34) 

 

五、 訂定「臺中市公用天然氣輸儲設備申請及查核辦法」。(106.03.1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42) 

 

六、 修正「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一日生

效。(106.03.1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46) 

 

七、 修正「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一

日生效。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6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6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3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4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2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4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3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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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一

日生效。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67) 

 

九、 訂定「臺中市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63) 

 

 最新訊息 

 

一、 預訂 106 年 4 月 6 日於本府 801 會議室辦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邀

請食安青年軍，講授「食品安全議題」課程。 

 

二、 本局預定106年4月20日於新天地餐廳舉辦調解績優人員表揚大會，

榮獲 105 年度市長獎共有 454 位，包括 208 位獨任調解成立者、29 位領

導有方主席、16 位熱心服務調解委員、198 位轉介調解成立者，3 位服務

年資達 12 年以上者。 

 

三、 本局預定 106 年 4 月 25、27 日及 5 月 18 日下午分別於臺灣大道市

政大樓 4 樓集會堂、陽明市政大樓 5 樓大禮堂及沙鹿區公所 5 樓禮堂舉辦

「106 年度調解委員教育訓練」，各場次分別邀請西區、潭子區、大雅區調

解委員分享調解經驗。 

 

四、 本局於 106 年 4 月 25 日上午假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辦

理「臺中市政府 106 年法制業務講習會」，特別邀請輔仁大學法律學系陳信

安教授以「行政程序法專題-行政處分之廢棄與程序再開」為主題進行專題

演講，講座兼論理論與實務案例，期待與參訓同仁探討其疑義及應如何適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6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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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政法規來針對行政處分相關議題進行探討，使參與同仁更能了解行政

處分之廢棄與程序再開之議題如何落實於平日行政實務之中。 

 

五、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106 年 4 月 25 日前往大安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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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5 日前往大安區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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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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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於 106 年 3 月 5 日參加「性平大會考~婦權科舉、赴中趕考」大

型宣導活動，聯合宣導調解、訴願、消費者保護及行政執行等業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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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已於 106 年 3 月 10 日、14 日、

17 日假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市龍井區公所及本府陽明大樓完成各區

公所調解業務績效考評作業。考核結果將再送法務部辦理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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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年 3 月 10 日至 13 日於烏日國際會展中心旅展設置「禮券健檢中

心」檢查民眾購買禮券是否有履約保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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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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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6 年 3 月 18 日參加本府衛生局於崇倫公園舉辦之「定期篩檢不可少 

潛伏治療效果好」活動，設攤宣導法律諮詢、調解及消保法等相關業務。 

  

 

 

六、 本局法規審議科於 106 年 3 月 20 日及 106 年 3 月 27 日上午 9 時假

本局 10-2 會議室舉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簡介」講習，邀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王育瑜副教授擔任講座，增進

本局同仁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內容及意涵之瞭解，計 73 人次參加，成效

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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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6年3月22日於女兒紅會館舉辦法制局志工聯繫餐會暨表揚大會。 

 

 

八、 106 年 3 月 23 日於本府 9 樓市政廳召開 106 年消費者保謢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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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至清水區調解委員會及國姓里里辦公處服務 

臺中市政府法律行動專車今年起進入 2.0 版，推出「到里服務」。3 月

29 日市府法制局消保官及法制人員前往清水區調解委員會提供免費法律諮

詢；當日下午更有律師陳金村與法制局人員至清水區國姓里里辦公處提供

法律服務。 

陳律師是土生土長的清水人，具有執業地政士二十餘年的經驗，並曾

擔任原台中縣地政士公會理事長、台中地方法院調解委員和原台中縣及台

中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因此對於地政及不動產法令非常嫻熟，也具有

解決不動產相關糾紛的豐富經驗；近年，更不遺餘力為台中港區許多從日

據時代即承租軍方土地的農民爭取其應有的權益，深獲肯定。 

法律行動專車自今年起實施「到里服務」，凡各里長有需要市府法律行

動專車之法律服務者，均可向該區公所反應或直接向市府法制局申請。有

任何法律行動專車相關問題，請洽詢法制局 04-22289111 轉 23032。 

 

 



 

 

9 

十、 106 年 3 月 29 日於本府政風處會議室召開 106 年中彰投苗消費者保

護聯合律師團第 1 次會議。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不出席消費爭議協商卻在旅展狂促銷 本府消保官旅展現場協商業

者退費(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本府接獲數起旅行社的消費糾紛案，發現

業者於臺中、高雄等地參加旅展，販售的服務

多係未載明旅遊日期的旅遊行程，事後因未能

依消費者指定日期安排行程，衍生消費爭議，

消費者要求退還定金，業者不但拒絕退還定金

還不出席協商會議。本府消保官發現業者會參

加 106 年 3 月 10 日旅展行銷，特會同旅行社

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及策展單位，前往該旅

行社攤位稽查的同時一併協商業者解決先前

的消費爭議案件，業者當場同意退費。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99130&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99130&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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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售電影造型塑膠杯，商品標示 4 件不合格，其中 2 件未經輸入查

驗(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市面上各種電影造型塑膠杯是常見受歡迎的電影周邊商品，為確保消

費者所購買之造型塑膠杯符合標準，本府消保官抽查本市電影院、賣場或

在網路所販售各種電影造型塑膠杯 10 件，檢測結果在食品容器安全衛生部

分，包含材質有無鉛鎘重金屬或塑化劑，以及承裝液體是否會溶出重金屬

或塑化劑等項目，10 件均合格。但在食品容器標示部分，史奴比馬卡龍冰

淇淋杯等 4 款，商品標示不完整，經移送業者所在地之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限期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並發現其中兒童壓克力冰雪奇緣造型水

杯等 2 款，未申請輸入查驗即在網路販售，亦移由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裁處

業者罰鍰新臺幣 3 萬元，並限期回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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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89857&ctNode=31920&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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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市府聯合稽查美髮業 不合規定者依法處置(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為改善美髮業營業安全，保障消費者權益，本府消保官邀集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台中分局和本府衛生局、經發局等機關組成專案查核小組，今年

初隨機抽查 16 家業者，檢驗結果日前出爐，其中 9 家業者的美(護)髮藥劑

標示不符規定，衛生局已裁罰製造商或轉請轄管縣市政府處理；另有 1 家

美髮用品逾期，則已要求業者下架；另也查獲 25 台未經檢驗合格貼標的燙

髮機也由標準檢驗局依法處理。法制局提醒，燙髮時可檢視燙髮機是否有

貼「商品檢驗標識」，以保護自身權益。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38881&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38881&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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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行政機關為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之損失補償，以

有無經查報為違章建築及查報之時點作為認定補償之標準，有無違平等原

則？ 

 問題提出： 

某甲所有土地及其上建築改良物（下稱系爭建物），位於乙市道路開

闢工程徵收範圍，業經內政部核准徵收在案，並經乙市政府公告建築物改

良物補償費清冊，其中關於系爭建物部分計新臺幣 100 萬元，公告期間自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 月 31 日止。嗣於公告期間，乙市政府發現系

爭建物有部分係屬 99 年 12 月 25 日之後查報有案之違章建築物，依法應

不予發給補助金及獎勵金，乙市政府乃以公告更正，但某甲不服，循序聲

明異議及提起復議均未獲變更，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問：行政機關為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之損失補償，以有無經查報

為違章建築及查報之時點作為認定補償之標準，有無違平等原則? 

 

 解析： 

有關本案爭議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某甲敗訴確定，判決理由分述如

下： 

（一）違章建築改良物依建築法令規定，本不具容許存續之正當性，其所

有權人自始即負有應予拆除之公法上義務，並不因未被舉發而解免該義務。

是以坐落於被徵收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原非屬徵收標的範圍，因其基地被

徵收而強制拆除，乃維持法秩序之應然狀態，所有權人並無受特別犧牲，

自無受領損失補償之權源（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706 號判決意旨

參照）。建築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第 2 點明定建築改良物係指依法

興建或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之建物，核與土地徵收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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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旨並無牴觸，且未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自得予以適用。又違章建築

物非屬憲法規定應予保障之財產權範疇，本不在法定徵收補償之列，故地

方主管機關對於不具徵收補償適格之違章建築物所有權人從寬發給自動拆

遷獎勵金，係出於便捷遂行行政目的所為之鼓勵措施，並非徵收補償費之

性質，要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各地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本得考量自

身財政負擔能力及其他情況，斟酌其措施之實效性及必要性，設定發給獎

勵金之標準，倘該標準並無個案針對性，對於具備相同條件者，均得一致

性適用，發生相同效果，即不能謂其有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之情形。 

（二）乙市政府制定之補償自治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將無法

證明為合法建物者，其發給補助金及自動拆遷獎勵金之標準，區別為未經

查報違章有案之建築物、經查報有案之違章建築、99 年 12 月 25 日前查報

有案之違章建築、補償自治條例施行前未經查報有案之違章建築等 4 種情

形，以有無經查報為違章建築及查報之時點作為認定之標準，查違章建築

本非財產權保障之範圍，主管機關就違章建築之拆遷發給獎勵金或處理費，

係基於獎勵自動拆遷之精神，較之某甲所主張應以違章建築建造完成之時

間為認定之標準，不但構成違章及查報時點明確，而且可以節省諸多認定

違章建築建造時間之人力物力及程序延宕之耗費，雖難防有行政機關恣意

查報而形成差別待遇之可能，惟行政機關對於違章建築之認定及查報本有

一定之程序及相關法令之制約，除有特殊情形外，行政機關通常不會因財

政節流之目的而恣意查報違章建築，是乙市政府以有無經查報為違章建築

及查報之時點作為認定補償之標準，並無違平等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及比例原則，亦無違法律保留原則。 

 

 結論 

行政機關對於違章建築之認定及查報本有一定之程序及相關法令之制

約，除有特殊情形外，行政機關通常不會因財政節流之目的而恣意查報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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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建築，故本案例中乙市政府以有無經查報為違章建築及查報之時點作為

認定補償之標準，並無違平等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比例原則，亦

無違法律保留原則。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1、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規定：「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2、土地徵收條例第 31 條規定：「建築改良物之補償費，按徵收當時該建

築改良物之重建價格估定之。農作改良物之補償費，於農作改良物被徵收

時與其孳息成熟時期相距在一年以內者，按成熟時之孳息估定之；其逾一

年者，按其種植及培育費用，並參酌現值估定之。建築改良物及農作改良

物之補償費，由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其查估基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第 3 號。 

4、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706 號。 

 

二、 訴願講堂【是否可以提起訴願】 

（一） 因行政執行事件提起訴願案 

甲為本市某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經本府環境保護局至該土地稽查，查

得現場露天堆置疑似為廢棄物之桶槽，因未設置適當之防制設施，認甲已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6 條第 1 項之規定，遂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限期訴願人提出「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及可證明訴願人具

清理意願或清理能力之證明文件，並經原處分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清理

上開桶槽，因甲屆期未履行。本府環境保護局再次限期甲完成系爭廢棄物

之清理作業，若屆期未完成清理，限於 105 年某日前繳納代履行費用。甲

不服向本府提起異議，經本府駁回訴願人之異議，訴願人仍不服，請問甲

是否可向本府提起訴願？ 



 

 

15 

原處分係延續前處分，依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所規定之執行機關為進行

執行程序，命義務人繳納代履行費用之情形，原處分係依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之規定命甲繳納代履行費用，而非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之規定，命甲

繳納已清理之費用，原處分同時具有執行命令及行政處分之性質，甲不服

仍應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規定聲明異議之程序辦理，再由本府作成異議決

定，甲對該異議決定如有不服，應依法提起訴願，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廢棄物清理法第 36 條規定：「（第 1 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

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第 2 項）前項事業廢棄物之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53 條第 2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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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

停工或停業：二、貯存、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 36 條第 1 項

規定。」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

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

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

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 

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

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

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12 月份第 3 次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三)：「行政執行法第 9 條規定……旨在明定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對於執

行命令、執行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利益之情事，如何向執行機

關聲明異議，以及執行機關如何處理異議案件之程序，並無禁止義務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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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害關係人於聲明異議而未獲救濟後向法院聲明不服之明文規定，…，是在

法律明定行政執行行為之特別司法救濟程序之前，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如

不服該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所為異議決定者，仍得依法提起行政訴訟，至何

種執行行為可以提起行政訴訟或提起何種類型之行政訴訟，應依執行行為

之性質及行政訴訟法相關規定，個案認定。其具行政處分之性質者，應依

法踐行訴願程序，…」 

 

（二） 因國宅配售事件提起訴願 

某專案國（住）宅，係政府機關專案取得土地而興建之國（住）宅，經

以電腦配對方式公開抽籤，由配售人取得優先承購某國宅的權利，嗣因配

售人死亡，經配售人之繼承人甲等 5 人繼承配售國宅的權利。嗣配售人繼

承人 5 人中之乙，以繼承人間權利比例存有爭議，調解不成立，已依法提

起民事訴訟為由，繕具陳情書向主管機關請求展延簽約期限至民事訴訟確

定為止，經主管機關函復甲、乙礙難同意，且已逾期未辦理簽約視同放棄

承購權利。甲、乙不服上開函文，請問可否提起訴願？ 

 

上開函文認為甲、乙逾期未辦理簽約視同放棄承購權利，依其文義除了

否准甲乙申請展延簽約日期外，並有撤銷甲乙承購權的意思。依司法院釋

字第 540 號解釋意旨，國宅之配售，如由國宅主管機關代表國家或地方自

治團體與承購人訂立買賣契約，因此等契約並非行使公權力而生的公法上

法律關係，若涉爭執屬私權關係之民事事件。至於在未訂買賣契約之前，

國家以行政裁量決定何人取得國宅之承購權或撤銷人民承購國宅的權利，

均屬因公權力措施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如有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人民之權利或利益，民眾自得對此提起訴願。因此，本件甲、

乙可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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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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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

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司法院釋字第540號解釋理由：「……主管機關直接興建及分配之住宅，

先由有承購、承租或貸款需求者，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主管機關認定

其申請 合於法定要件，再由主管機關與申請人訂立私法上之買賣、租賃或

借貸契約。此等契約係為推行社會福利並照顧收入較低國民生活之行政目

的，所採之私經濟措施，並無若何之權力服從關係。性質上相當於各級政

府之主管機關代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與人民發生私法上各該法律關係，

尚難逕謂政府機關直接興建國民住宅並參與分配及管理，即為公權力之行

使。至於申請承購、承租或貸款者，經主管機關認為依相關法規或行使裁

量權之結果，…不符合該當要件，而未能進入訂約程序之情形，既未成立任

何私法關係，此等申請人如有不服，須依法提起行政爭訟。……」 

 

（三） 因核准變更建造執照起造人及承造人事件提起訴願 

訴願人甲公司與乙公司為於 A 地上建造建築物，由訴願人甲公司申請領

有建造執照，並由訴願人乙公司擔任承造人。後 A 地號土地、A 地號土地

之土地使用權、建造執照三者一併經法院拍賣，由丙、丁、戊、己等 4 人

拍定取得，並領有法院發給之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在案。拍定人丙、丁、

戊、己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申請變更起造人及承造人

並經核准變更，甲、乙不服該函文，請問可否提起訴願？ 

 

得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

之人，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惟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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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含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最高行政法院 75 年

判字第 362 號判例意旨參照)。甲、乙雖非系爭核准變更起造人及承造人之

處分相對人，惟依建築法之規定，建造執照影響土地上新建建築物公法上

權利之有無，是以本府都市發展局核准變更起造人、承造人後，原起造人、

承造人即因而喪失新建建築物之公法上權利，故原處分核准之決定使原起

造人甲公司、承造人乙公司法律上之權利受到影響，訴願權能應已具備，

因此甲、乙可提起訴願。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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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律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建築法第 12 條：「本法所稱建築物之起造人，為建造該建築物之申請

人，其為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本法規定

之義務與責任，亦由法定代理人負之。起造人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

團體或法人者，由其負責人申請之，並由負責人負本法規定之義務與責任。」

第 25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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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合於第 78 條及第

98 條規定者，不在此限。」第 28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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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雜項執照：

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

之使用或變更使用，應請領使用執照。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

請領拆除執照。」第 55 條：「起造人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後，如有左

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即申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案：一、變更起造人。

二、變更承造人。三、變更監造人。四、工程中止或廢止。前項中止之工

程，其可供使用部分，應由起造人依照規定辦理變更設計，申請使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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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供使用部分，由起造人拆除之。」 

 最高行政法院 75 年判字第 362 號判例：「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行政處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之人，依現有之解釋判例，固

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

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訴外人陳某雖為原告同財共居

之配偶，但並未因此使陳某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致受罰鍰之處分，與原告有

當然之法律上利害關係，而得以其自己之名義對陳某之處分案件為行政爭

訴。」 

 

（四） 學生因懲處等事件提起訴願 

甲係某私立高級中學學生，涉嫌未經學校同意擅自以校方名義於網路發

表對學校不實指控言論，經該校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依學生獎懲規

定，將甲記大過 2 次。甲不服前開懲處，向該校提起申訴，案經該校召開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決議申訴不成立，維持原懲處記大過 2 次。甲仍不服，

請問可否提起訴願？ 

 

人民因學生身分受學校之處分，得否提起行政爭訟，應就其處分內容分

別論斷。如學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

侵害其受教育之權利者（例如記過、申誡等處分），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

謀求救濟外，尚無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反之，如學生所受者為退學

或類此之處分，則其受教育之權利既已受侵害，自應許其於用盡校內申訴

途徑後，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業經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

闡釋甚明。本件訴願人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前開大過 2 次之處分僅學校

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而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懲處，非屬足以改

變訴願人之學生身分，並未損及其受教育機會之處分，另參照最高行政法

院103年裁字第1353號裁定要旨：「國民中小學對學生所為之公權力措施，

如未侵害學生受教育權利，依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意旨，仍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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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無從援引前揭釋字第 684 號解釋理由，提

起行政爭訟。」，故本件訴願人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外，尚無許

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本件甲若提起訴願，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訴

願委員會將不予受理。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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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

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4 條規定：「高級中等學校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審議學生與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

議之申訴事。前項申訴範圍、期限、委員會組成、評議方式、評議結果之

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

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

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

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

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理由：「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

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

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

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應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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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賠償講堂：當具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

人權利時，得否提起國家賠償之訴？ 

 案例事實： 

甲向乙提出刑事告訴，詎某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丙以乙所涉顯與犯

罪無關為由，逕以函文結案。嗣甲以檢察官丙顯有故意或過失侵害人權之

行為向該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國家賠償，復該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丁以

前揭情事並無不法或不當等情為由而駁回聲請。是甲以丙、丁上開所為已

犯職務上或故意過失侵害甲權利甚鉅為由，為此提起國家賠償之訴有無理

由？ 

 解析： 

按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 項前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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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國

家對公務員之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一般規定。而同法第 13 條：「有

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就其參與審

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適用本法規定」，則係就

國家就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之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特別規

定。按憲法所定平等之原則，並不禁止法律因國家機關功能之差別，而對

國家賠償責任為合理之不同規定。國家賠償法針對審判及追訴職務之特性

而為前開第 13 條之特別規定，為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不受外界干擾所必要，

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第 7 條、第 16 條、第 23 條及第 24 條並

無牴觸（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228 號解釋及理由書意旨）。是甲如對

於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丙、丁，主張因其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

權利，而欲請求該公務員所屬之機關賠償損害時，須符合國家賠償法第 13

條就審判及追訴職務之特性所為之特別規定，即須該公務員就參與審判或

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得為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5 年雄國簡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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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228 號解釋文:「國家賠償法第十三條規定：

「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就其參

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適用本法規定。」

係針對審判與追訴職務之特性所為之特別規定，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

與憲法並無牴觸。 

 

四、 行政執行講堂：行政執行查封義務人之動產應如何保管？ 

 案例事實： 

義務人甲因違反菸酒管理法而遭本府財政局開立裁處書，義務人甲自

裁處書送達後，經催繳仍未繳納罰鍰，因逾繳納期間行政機關續而辦理移

送執行作業，於移送後經執行分署查封義務人之動產，爰查封之動產應如

何保管？ 

 

 解析： 

裁處書於合法送達後，自可移送執行，經執行分署查封債務人之動產

時，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第2項的規定，債務人即不得再就查封物為移轉、

設定負擔或其他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否則，對於債權人均不生效力。 

查封動產應如何為保管，依強制執行法第 59 條(以下稱本條)有明文規定，

說明如下： 

(一)移置指定之貯藏所：依本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查封之動產，應移置於

該管法院所指定之貯藏所或委託妥適之保管人保管之。」可知分署為保管

查封物，得在分署內或分署外設置貯藏所，將查封物移置於指定之貯藏所

保管。 

(二)委託第三人保管：依本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執行分署查封之動產亦得委

託妥適之保管人保管。至於是否委託第三人保管應由執行分署斟酌動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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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性質決之。例如易毀壞或腐敗之物品，得委由專業之倉庫業者保管。 

(三)交債權人保管：依本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封分署執行法院認為適當時，

亦得以債權人為保管人。 

(四)交債務人保管：依本條第 2 項：「查封物除貴重物品及有價證券外，經

債權人同意或認為適當時，得使債務人保管之」、第 3 項：「查封物交保管

人時，應告知刑法所定損壞、除去或污穢查封標示或為違背其效力之行為

之處罰」及第 5 項：「查封物以債務人為保管人時，得許其於無損查封物之

價值範圍內，使用之」可知除貴重物品及有價證券外，執行分署得在債權

人同意或依職權認為適當時將查封物交債務人保管。債務人於保管查封物

雖得繼續使用查封物，惟不得擅損壞、除去或污穢查封標示，否則將有刑

責。 

 

 結論 

依上述說明，查封後之動產原則上應由分署保管，或委託妥適之人保

管。如分署認為適當時，依強制執行法第 59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亦得交由

債權人保管；或如經債權人同意或認為適當時，依同法同條第 2 項規定，

除貴重物品或有價證券外，亦得交予債務人保管。 

爰本案義務人甲之動產經執行分署查封，查封物應依強制執行法第 59

條之規定，經執行分署職權認定其適當之方式而命為保管。惟無論交由何

人保管，分署均需告知保管人相關之刑責（即刑法第 139 條），並令保管人

出具收據。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強制執行法第 51 條第 2 項、第 59 條。 

2、刑法第 1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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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採購爭議講堂：廠商逾期申請展延工期是否發生失權效果？ 

 案例事實： 

甲機關將其工程交由乙廠商承攬， 102 年 5 月 19 日開工，預定竣工

日為 102 年 8 月 31 日，乙廠商於 102 年 9 月 15 日始申報竣工並經甲機

關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驗收完畢。甲機關嗣以乙廠商逾期 15 日，依契約

規定扣罰逾期違約金；乙廠商表示係因天候影響不能施工等不可歸責於廠

商之事由致影響工程進度，申請甲機關給予展延工期 20 日；甲機關則抗辯

乙廠商未依規定於事故發生或消滅後 7 日內通知機關展延工期，不得於嗣

後主張應予展延工期，甲機關之主張是否有理由？ 

 

 解析： 

關於廠商未依契約規定於影響施工之事由發生或消滅 7 日內通知機關

並檢具事證申請展延工期，嗣後得否再申請展延工期？即系爭契約條款有

無失權效力？實務判決迭有爭議，分述如下： 

(一) 權利失效說： 

本契約條款係為避免招標機關及廠商針對各延期事由之成因、影響範

圍及責任歸屬徒生爭議及舉證上之困難，因而課予廠商於一定期限內通知

之義務，且展延工期之各項事由，於契約成立時雙方即已知悉，亦能預見

其效果，自應受其拘束。準此，對於契約條款申請期限之約定，應認屬效

力規範，非僅為求舉證便利之訓示規定。如未能遵期提出申請，應生失權

效果。(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建上字第 77 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4

年上易字第 82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 權利不失效說： 

本契約條款係於不可歸責於廠商致需展延工期之情形，所謂不可歸責

於廠商固包括可歸責於招標機關及第三人，如廠商逾期聲請展延，即不得

再為聲請，無異過於苛責廠商之契約責任，且衡諸該契約條款之目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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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避免將來就逾期完工事由是否符合該條所定情事舉證之困難及舉證責

任分配之疑義，即廠商如未即時聲請，即可能受證據滅失或舉證困難等不

利益。職是，應認本契約條款約定非屬逾期失效規定，而僅為促使廠商從

速聲請之意。（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438 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 1088

號判決意旨參照） 

 

 結論 

關於本案乙廠商未依契約規定於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發生或消滅 7 日

內通知機關並檢具事證，得否嗣後申請展延工期一事，揆諸上開法院判決

意旨，實務上有不同見解，尚未定論。基此，建議得標廠商於得申請展延

工期之事由發生或消滅之約定期間內，儘速向招標機關申請，以確保自身

權益。 

 

 【備註】 

採購契約範本規定略以：「工程延期：1.履約期限內，有下列情形之一(且

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影響進度網圖要徑作業之進行，而需展延工期者，廠

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滅後＿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7

日）通知機關，並於＿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45 日）

檢具事證，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工期。機關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

意延長履約期限，不計算逾期違約金。… (2)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10)

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經機關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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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小學堂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之管理員究竟有無權限代為收領文書？ 

 

案例事實： 

公寓大廈住戶甲，認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之管理員僅有從事保

全工作，不能代為收領文書，公寓大廈管理員究竟有無權限代為收領文書？ 

 

 解析： 

一、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但在行政

機關辦公處所或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為之。」、「應受送

達人有就業處所者，亦得向該處所為送達。」、「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

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

所之接收郵件人員。前項規定於前項人員與應受送達人在該行政程序上利

害關係相反者，不適用之。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雇人、接收郵件人

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

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第 73 條定有明文。 

二、查一般公寓大廈為謀全體住戶之方便，多設有管理處或管理委員會，

以統一處理大廈內各種事務，並僱用管理員或委由專業保全公司負責大廈

之安全事宜及代收文件等工作，該管理員或保全人員之性質，即與行政程

序法第73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之受雇人相當；故應送達大廈內住戶之文書，

如蓋有管理委員會之章，足證管理委員會有授權管理員代收郵件，否則不

會將管理委員會之收發章交管理員使用，並由管理員簽名簽收，即發生合

法送達於本人之效果。至該管理員何時將文書轉交應受送達人，對已生之

送達效力不受影響。 

三、雖然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之管理員，其所服勞務包括為公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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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住戶接收文件者，性質上應屬全體住戶之受僱人，郵政機關之郵差送達

文書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而將文書付與上

開公寓大廈管理員者，為合法送達；在行政程序中，公寓大廈管理員為其

住戶接收郵件，亦屬行政程序法第 73 條第 1 項所稱應受送達人處所「接收

郵件之人員」，將文書交與其人，亦生送達效果。惟此係以由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僱用之「管理員」所收受者為要件。是以行政機關之送達證書或郵

局之郵件收受簽收文書，僅蓋有大廈管理委員會圖戳代收，並未一併由該

管理員以受僱人之身分簽名或蓋其私章，則該應送達文書是否由應受送達

人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之「管理員」所收受，尚有不明，自不能僅

以送達證書或郵件收受簽收文書蓋有大廈管理委員會圖戳，即認已生送達

效果。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第 73 條。 

2、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裁字第 2664 號行政裁定、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裁字

第 4591 號行政裁定、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24 號判決。 

 時事英文 

 

1、 Tea is one of Taiwan's signature products, but legislators are worried that new pesticide 

standards released by the nation's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 will tarnish the reputation 

of Taiwan tea. The new standards allow 12 times more of one certain fungicide on tea 

leaves than in Japan, and 60 times more than allowed in the EU, and lawmakers 

demanded a rethink of the norms. 

食藥署公告放寬 128 種蔬果農藥殘留容許量，民進黨立委今天重砲轟擊，以前不曾

用在茶葉的農藥葉氟派瑞，一口氣放寬容許量 6ppm，比日本的 0.5、歐盟的 0.1

比日本、歐盟都高，不只傷食安，也衝擊台灣茶形象，勢必影響出口，要求政府收

回錯誤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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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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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majority of adults in the US receive health insurance from their employers as well as 

preventative care services under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or Obamacare. However, three 

quarters of adults do not use these benefits.. 

在「可負擔照護法」（俗稱「歐巴馬版健保法」）規定下，美國大多數成年人享有雇

主負擔的健保和預防醫療服務。然而，有 4 分之 3 民眾並未善用這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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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調解聲請服務系統網址  

https://taichungmd.taichung.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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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照研討會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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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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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aichungmd.taichung.gov.tw/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http://www.consumers.org.tw/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http://www.cpc.ey.gov.tw/
http://www.taiwanlawsociety.org.tw/
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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