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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七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

月三日生效。 (106.05.0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582) 

 

二、 修正「臺中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部分條文。

(106. 05.0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583)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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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03) 

 

四、 修正「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辦法」。(106.05.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02) 

 

五、 修正「臺中市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第七條、第八條。

(106.05.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05) 

 

六、 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十一條。(106.05.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04) 

 

七、 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雜費減免辦法」。

(106.05.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12) 

 

八、 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第三條。(106.05.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1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58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58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0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1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58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0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0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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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十四條，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六月一日生效。(106.05.1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18) 

 

十、 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

(106.05.1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21) 

 

十一、 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

辦法」。(106.05.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20) 

 

十二、 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

(106.05.1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19) 

 

十三、 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一

日生效。(106.05.1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41) 

 

十四、 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106.05.1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29) 

 

十五、 修正「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五月二十日生效。(106.05.1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38) 

 

十六、 修正「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編制表」，朔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

二十日生效。(106.05.2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4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2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1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4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1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4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3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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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修正「臺中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

九條。(106.05.2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49) 

 

十八、 訂定臺中市低碳校園認證作業辦法(106.05.2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51) 

 

 最新訊息 

 

一、 預訂 106 年 6 月 6 日於本府 401 會議室辦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邀請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俊傑主任，講授「遊戲場相關法令、規

範的要求」課程。 

 

二、 本局預計於 106 年 6 月 20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 10 分於本府臺灣大道

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辦理「106 年度第 1 梯次行政執行業務講習」，邀請輔

仁大學法律學系陳信安老師講授「行政處分之理論與實務」。 

 

三、 本局於 106年 6 月 21日下午 2 時假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

堂舉辦本府 106 年政府採購爭議處理機制與實務講習（第 1 期）講習，邀

請高峰法律聯合事務所高宗良律師講授「採購實務上之爭議處理及案例解

析」，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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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6 年 6 月 22 日於本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五次教育

訓練」，邀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李美玉執行秘書擔任講座，

針對家庭暴力及處理流程之解析詳細說明，使志工瞭解遭遇家庭暴力時應

如何處理，充分提昇法律諮詢服務品質。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5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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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訂 106 年 6 月 28 日於本府 401 會議室由本府法制局康馨壬主任消

保官主持消保志工年中座談會，宣導消費爭議常見案例(如:網路購物、或各

類問題詢問等)。 

 

六、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2.0 版 6 月 28 日前往和平區梨山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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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06 年 6 月 28 日前往和平區

梨山里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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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日（三） 和平區梨山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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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本府法制局與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桃園市政府法

務局、臺南市政府法制處及高雄市政府法制局訂於 106 年 6 月 29 日及 30

日，於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 507 會議室共同舉辦「106 年度直轄市法制業

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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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106 年 5 月 8 日於本府 401 會議室辦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邀請弘光

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教授，講授「食品衛生與安全」課程。 

 

 

二、 本局已於 106 年 5 月 18 日假沙鹿區公所 5 樓大禮堂完成「106 年度

本市各區公所調解委員教育訓練」第 3 梯次講習及調解經驗分享活動，本

次講習及分享有助提升調解委員調解車禍及其他調解案件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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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年 5 月 9 日及 106 年 5 月 10 日假本府新市政大樓 2 樓電腦教室

舉辦「法案管理系統教育訓練」課程，邀請本局秘書室許資訊管理師從宜

擔任講師，為使本府所屬機關法規提案人員及本局人員瞭解法案管理系統

操作流程，以達系統化、流程化控管本府自治法規，提升本府自治法規品

質之目的，特舉辦本次教育訓練課程。 
 

四、 106 年 5 月 19 日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邀請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費雯綺所長，講授「蔬果安全」課程。 

 
 

五、 106年5月19日會同農業局於台中世貿舉辦素食有機暨健康農產業展

稽查「有機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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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6 年 5 月 20 日於麗寶樂園參加 106 年度「志工首都，花現臺中」

臺中市志願服務擺攤宣導消費者保護法。 

 

 

七、 106 年 5 月 25 日於本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四次教育

訓練」，由本府法律扶助顧問律師王通顯律師擔任講座，以志工日常生活中

經常遭遇之法律糾紛為題演講，並開放志工自由提問法律問題，志工反映

熱烈，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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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市法律行動專車前往和平區公所 提供免費法律服務 

臺中市和平區幅員遼闊，面積約占全市 47％，為服務偏遠的和平區民

眾，市長林佳龍市長啟動「和平專案」，解決在地民眾各項問題並提供多項

便民服務，期能縮短城鄉差距。今年法制局安排 4 場次法律行動專車開往

和平區，繼 2 月及 5 月後，6 月 28 日、10 月 24 日將分別至和平區梨山里

及達關里，受理消費爭議、國賠、訴願案件及提供免費法律諮詢。 

此外，法律行動專車今年升級為2.0版，有律師隨行提供免費法律諮詢，

5 月份由台中律師公會洪塗生律師於上午 10 時到下午 1 時共同服務；洪律

師執業 29 年，承辦房地糾紛、遺產繼承、訴訟程序、家事事件等業務，實

務經驗豐富，歡迎民眾踴躍前來諮詢。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 106 年 6 月 30 日 2G 業務將依法屆期終止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6 年 6 月 30 日 2G 業務將依法屆期終止，提供相關處理機制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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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已公告「因應行動電話業務終止用戶權益保障行動方

案」供各界因應及辦理相關事宜。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60794&ctNode=28226&mp=122020) 

 

（二） 有關正露丸事件，民眾要如何辦理退費？(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新北市三重區的中榮貿易公司涉嫌竄改「正露丸」標籤及有效期限，

本市政府衛生局接獲訊息後，立即通知各相關藥事公會轉知所屬會員，停

止供應購自中榮貿易及嫦娥藥品代理的正露丸，並下架回收。目前藥商同

意不限購買時間憑「極東正露丸」或「極品正露丸」瓶身皆可退費，真品

以 1︰1 比例退費，偽品以 1︰2 比例退費，退費處理期限自 106 年 5 月

22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止，請消費者持「極東正露丸」或「極品正露丸」

之玻璃瓶身向原購買之藥局辦理退貨及退費，但如果消費者忘記購買之藥

局及售價，或是由親友贈與藥品等，消費者退貨遇到困難，可撥打退費專

線 02-82876566(4 線)請求協助。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66619&ctNode=28226&mp=122020)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對於依法申請之案件，人民可否以行政法院為「被告對於

原告之申請，應依本院之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

義聲請強制執行？ 

 問題提出： 

甲向乙機關依法申請之案件，經乙機關予以駁回，甲經依訴願程序後，

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乙機關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經行政法院依行政

訴訟法第 200 條第 4 款規定，判決主文諭知：「（第 1 項）訴願決定及原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60794&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66&is_history=0&pages=0&sn_f=36369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66619&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66&is_history=0&pages=0&sn_f=3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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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撤銷。（第 2 項）被告對於原告之申請，應依本院之法律見解另為適

法之處分。（第 3 項）原告其餘之訴駁回。」於該判決確定後，乙機關未

另作處分前，甲以上述確定判決主文第 2 項部分為執行名義，向行政法院

聲請對乙機關強制執行，行政法院應否准許？ 

 

 解析： 

本案爭議經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1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討論

如下： 

（一）否定說： 

1、我國有關課予義務訴訟之規定，雖係仿自德國立法例，惟我國行政訴訟

法第 8 編強制執行之規定，僅對撤銷判決、給付訴訟判決之強制執行有明

文規定，對於課予義務訴訟判決並未如德國行政法院法第 172 條定有執行

之規定，即反覆課予一定數額之強制金之間接強制方法，而行政訴訟法第 5

條請求行政機關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性質上行政法院無法對之為直

接強制執行，課予義務訴訟判決自不得作為請求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2、另觀諸本題上述判決主文第 2 項，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4 款規定

可知，人民該部分之訴雖部分有理由，然因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

行政機關之行政裁量決定，法院乃判命行政機關應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解

對人民作成行政處分，並非命行政機關為一定給付內容之給付判決，故其

判決內容之實現，端賴行政機關以該判決所示之見解為依據，重為處分或

決定，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殊非得以該課予義務判決作為執行名義而聲

請強制執行。 

 

（二）肯定說： 

1、本件採取否定說之見解，將使行政法院所為課予義務之判決無從貫徹，

不僅形成權利保護之漏洞，且與行政訴訟法增訂課予義務訴訟之立法意旨

未合，行政訴訟法第 305 條之解釋，不宜囿於文義及立法理由，而應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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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解釋，對於所謂「給付判決」之意涵，作廣義解釋，使之包括課予義

務判決在內，以維人民權利，並使行政強制執行體系趨於完備。 

2、縱認為課予義務訴訟判決之執行，我國法漏未規定，惟課予義務訴訟之

本質為給付訴訟，行政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4 款規定，命行政機

關為特定給付內容之行政處分或決定之判決，本質上亦為給付判決，應可

類推行政訴訟法第 305 條規定，聲請行政法院強制執行，只是其強制執行

之方法，不能直接強制，代替行政機關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惟行政

法院辦理強制執行事件，依行政訴訟法第 306 條第 2 項規定，既準用強制

執行法之規定，對於未遵照確定判決意旨作成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依強

制執行法第 128 條規定，行政法院得先定履行期間命該行政機關依確定判

決意旨作成行政處分，逾期未為履行者，得對該行政機關反覆處以怠金之

間接強制方法，使其自行履行義務，亦非不能執行。 

 

 結論 

採肯定說之見解 

（一） 按「行政訴訟之裁判命債務人為一定之給付，經裁判確定後，債務

人不為給付者，債權人得以之為執行名義，聲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強制

執行。」行政訴訟法第 305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二） 行政法院為「被告對於原告之申請，應依本院之法律見解另為適法

之處分」之判決，為課予義務訴訟判決，然亦屬給付判決之一種，所為「命

行政機關為處分」之內容，該當上述所謂「命債務人為一定之給付」，且

非不能確定，自得聲請法院為強制執行。 

（三） 惟作成行政處分乃行使行政權，法院或第三人無從代替行政機關為

之，行政機關怠於履行時，無法採取直接強制或代履行之執行手段，然執

行法院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306 條第 2 項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28 條第 1 項規

定，對行政機關課處怠金及再處怠金，以促使其履行作成處分之給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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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行政訴訟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

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

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

政處分之訴訟。」第 200 條規定：「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 5 條規定請求

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應為下列方式之裁

判：……四、原告之訴雖有理由，惟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行政機關之

行政裁量決定者，應判命行政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原告作成決

定。」第 305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訴訟之裁判命債務人為一定之給付，

經裁判確定後，債務人不為給付者，債權人得以之為執行名義，聲請地方

法院行政訴訟庭強制執行。」第 306 條第 2 項規定：「執行程序，除本法

別有規定外，應視執行機關為法院或行政機關而分別準用強制執行法或行

政執行法之規定。」 

強制執行法第 128 條第 1 項規定：「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之

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者，債務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

債務人履行之期間。債務人不履行時，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之怠金。其續經定期履行而仍不履行者，得再處怠金或管收之。」 

 

二、 訴願講堂-【訴願參加--與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反之第三人】 

  前言： 

訴願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之訴願參加，係指與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之

人所為之參加。但是針對受理訴願機關通知與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反之第三

人參加訴願程序，該第三人是否為訴願參加人？目前學說與實務見解分歧。

考量訴願程序中利害關係相反之人參加訴願程序，其必要性遠大於利害關

係相同者之參加，並有助於訴願管轄機關發現真實，且將利害關係相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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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視為訴願參加人，受理訴願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該第三人進行言詞辯

論以釐清爭議，俾利審查訴願案件。 

另參照訴願法之章節體系及行政程序法第 20 條(當事人範圍)、第 23

條(通知第三人參加為當事人)等規定，在實務見解分歧時，本府目前採取對

於利害關係相反之第三人較為有利之認定(即與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反之第三

人，經受理訴願機關通知參加訴願程序後，視為訴願參加人)。 

 

（一） 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 

為出租人甲所有 2 筆土地，與承租人乙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嗣租約期

滿，出租人甲以其能自任耕作而所有收益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為由，向本

市某區公所申請收回耕地自耕，經本市某區公所交付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

作成「一筆土地由出租人甲收回、一筆土地出租人甲與承租人乙續訂租約」

之決議，本市某區公所隨即將核定結果通知出租人甲及承租人乙。出租人

甲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承租人乙為與出租人甲利害關係相反之人，經

本府依訴願法 28 條第 2 項規定通知承租人乙參加訴願程序後。請問承租人   

乙於出租人甲因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事件提起訴願程序進行中，僅能單純

陳述意見，或為出租人甲訴願事件之訴願參加人？ 

 

本件經本府通知與訴願人甲利害關係相反之承租人乙參加訴願程序後，

乙為訴願參加人，得為一切訴願行為（得依法陳述意見、申請言詞辯論、

調查證據、提出證據或證物、申請鑑定等）。且為釐清事實，本府依訴願法

第 65 條規定，通知訴願人甲、參加人乙、原處分機關(即本市某區公所)進

行言詞辯論。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行政程序法第 20 條規定：「本法所稱之當事人如下︰一、申請人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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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之相對人。二、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三、與行政機關締結

行政契約之相對人。四、行政機關實施行政指導之相對人。五、對行政機

關陳情之人。六、其他依本法規定參加行政程序之人。」第 23 條規定：「因

程序之進行將影響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行政機關得依職權或依

申請，通知其參加為當事人。」 

訴願法第 18 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

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第 28 條規定：「（第 1 項）與訴願

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經受理訴願機關允許，得為訴願人之利益參加訴願。

受理訴願機關認有必要時，亦得通知其參加訴願。（第 2 項）訴願決定因撤

銷或變更原處分，足以影響第三人權益者，受理訴願機關應於作成訴願決

定之前，通知其參加訴願程序，表示意見。」 

第 31 條規定：「訴願決定對於參加人亦有效力。經受理訴願機關通知

其參加或允許其參加而未參加者，亦同。」第 65 條規定：「受理訴願機關

應依訴願人、參加人之申請或於必要時，得依職權通知訴願人、參加人或

其代表人、訴願代理人、輔佐人及原行政處分機關派員於指定期日到達指

定處所言詞辯論。」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 條規定：「(第 1 項)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一、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二、出

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

其家庭生活依據者。……(第 3 項)出租人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第 1 項第

3 款情事時，得申請鄉 (鎮、市、區)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 

 

（二） 學校法人董事會之董事 

甲為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某高級中學，因該校第 O 屆董事會任期於 105

年 3 月 10 日到期，依私立學校法第 21 條規定董事會應於當屆董事任期屆

滿 2 個月前開會選舉下屆董事，並應於選舉後 30 日內，檢具全體董事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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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冊，報請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董事應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行

使職權。甲於 105 年 3 月 10 日檢具 105 年 2 月 25 日及 105 年 11 月 8

日召開會議資料函請原處分機關核定第 O 屆董事當選名冊，原處分機關函

復略以：請該法人依所定捐助章程及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重新召開會議

討論董事改選在案，甲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甲學校法人董事會之其餘

董事乙等人認甲學校法人第 O 屆董事選舉不合法，以其等為與訴願人甲利

害關係相反之人，依訴願法 28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參加訴願程序。請問甲學

校法人董事會之其餘董事乙等人，於甲學校法人因私立學校法事件提起訴

願程序進行中，僅能單純陳述意見，或為甲學校法人訴願事件之訴願參加

人？ 

 

本件與訴願人甲利害關係相反之董事乙等人申請參加訴願程序，乙為訴

願參加人，得為一切訴願行為（得依法陳述意見、申請言詞辯論、調查證

據、提出證據或證物、申請鑑定等）。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行政程序法第 20 條、第 23 條。 

訴願法第 18 條、第 28 條、第 65 條。 

私立學校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會應於當屆董事任期屆滿 2 個

月前開會選舉下屆董事，並應於選舉後30日內，檢具全體董事當選人名冊，

報請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董事應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行使職權。」 

 

三、 國家賠償講堂：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之欠缺，與事故之發生必須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案例事實： 

甲學童至學校頂樓，因一時貪玩踩上金屬條並翻躍女兒牆(約 12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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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足從頂樓跌落死亡，其法定代理人乙，主張頂樓鐵門未上鎖且未裝設監

視器，向 A 國民小學請求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有欠缺之國家賠償，是否有

理由？ 

 

 解析： 

（一）人民依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除公有公共

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外，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

與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亦

即在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

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亦不生該等損害

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1004 號、95 年度台上

第 923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上，既均有女兒牆環繞，本件墜樓處之女兒牆

高度亦有 127 公分，已及於一般成年人之胸部、肩部，遑論被上訴人校園

內使用系爭建物之人大多為國小學童，故在一般通常情況下，依系爭建物

頂樓之現場情形即該女兒牆之高度，當不致於發生失足墜落之意外事故；

另系爭建物頂樓平台上女兒牆下緣處，縱如上訴人所陳架設有高約 30 公分

之金屬管路，但除非係人為刻意踩踏該金屬管路攀爬上女兒牆，該女兒牆

下緣架設之金屬管路，當亦不致於造成失足墜落之意外事故。是參諸上情，

甲自系爭建物頂樓墜落死亡，與系爭出入口有無裝置安全監控設備，以及

系爭出入口之鐵門有無上鎖，從客觀上觀察，尚難認為兩者間有相當因果

關係。 

 

 結論 

依上開說明，甲自系爭建物頂樓墜落死亡，與系爭出入口有無裝置安

全監控設備，以及系爭出入口之鐵門有無上鎖，從客觀上觀察，尚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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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甲之法定代理人乙主張 A 國民小學，應負國家賠

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5 年度上國字第 3 號 

 

四、 行政執行講堂：就義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如第三人

不承認義務人之債權存在，第三人應如何處理？第三人若對執行命令置之

不理，有何後果？如何救濟？ 

 案例事實： 

甲因違反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經本府建設局裁罰新臺

幣 1200 元，案經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執行，嗣後臺中分署對甲

任職之 A 公司扣押甲之薪資債權，惟甲已離職，A 公司應如何處理？A 公

司若對臺中分署核發之執行命令置之不理，有何後果？ A 公司如何救濟？ 

 

 解析： 

一、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規定所謂之扣押命令亦稱禁止命令，乃凍

結債務人(義務人)處分金錢債權之方法。 

二、本案，A 公司收受臺中分署之執行命令，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強制

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規定，A 公司原則上不得向甲清償，並應於接受執

行命令後 10 日內，向臺中分署陳報執行扣押之結果。 

三、惟查，本案Ａ公司收到扣命令時甲已離職，依強制執行法第 119 條第

1 項規定，Ａ公司應於接受執行命令後十日內，提出書狀，向臺中分署聲明

異議。 

A 公司若對臺中分署核發之執行命令置之不理，依強制執行法第 119

條第２項規定，臺中分署得因移送機關之聲請，逕向該Ａ公司為強制執行。



 
  

 

18 

然Ａ公司對於實體上權利義務關係仍有爭執時，依強制執行法第 119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Ａ公司仍可提異議之訴，起訴後適用強制執行法第 18

之規定，停止執行。 

 結論 

衡諸上開規定，臺中分署發扣押命令就義務人甲對於第三人 A 公司之

薪資債權為執行時，A 公司如不承認甲之債權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

其他得對抗甲請求之事由時，A 公司應於接受執行命令後 10 日內，提出書

狀向臺中分署聲明異議。倘 A 公司對臺中分署核發之執行命令置之不理，

臺中分署得因移送機關之聲請，逕向該Ａ公司為強制執行。然Ａ公司對於

實體上權利義務關係仍有爭執時，Ａ公司仍可依強制執行法第 119 條第 3

項規定提異議之訴循求救濟，並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9 條第 4 項準用強制

執行法第 18 條規定，提起異議之訴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 A 公司聲請定

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張登科，強制執行法，頁440以下 

2、行政執行法第26條：「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

執行法之規定。」 

３、強制執行法第18條：「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

止執行。」、「有回復原狀 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

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

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

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４、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

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

務人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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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

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接受執行

法院命令後十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第三人不於前

項期間內聲明異議，亦未依執行法院命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或將金錢、

動產或不動產支付或交付執行法院時，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逕向

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對於前項執行，第三人得以第一項規定之事由，

提起異議之訴。」、「對第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訴訟準用之。」 

 

五、 採購爭議講堂：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訴請機關償付

申訴審議費用，管轄法院為何？ 

 案例事實： 

甲公司因不服乙機關通知擬將甲公司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提起異議

及申訴，後經委員會審議結果將擬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處理結果撤銷，甲

公司依民事訴訟程序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乙機關返還申訴費用，普通

法院是否有管轄權？ 

 

 解析： 

依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792 號民事判決意旨略以：「依政府採

購法第 74 條、第 82 條及第 83 條規定，廠商就其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

標、決標之爭議，得提出異議及申訴，其提出申訴後，由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審議判斷；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可見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

審標、決標之爭議，係屬公法上之爭議。又於審議判斷指明原採購行為違

反法令者，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處置之情形，廠商得向招標機關請求償付

其準備投標、異議、申訴所支出必要費用，為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所

明定。則廠商是項給付請求權，既係基於上開公法上之爭議所發生，自應

循行政訴訟程序以資解決，不得依民事訴訟程序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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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廠商將列為不良廠商於政府採購公報部分，則係行政機關依採購法

第 101 條規定所為處分，屬公法事件」（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 2 月份庭長法

官聯席會議(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4 號提案結論參照）。基於公法上之爭議所發生之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自應循行政訴訟程序以資解決，不得依民事訴訟程序向普通法院

訴請裁判。 

 

 結論 

甲公司請求乙機關返還申訴審議費用，係屬公法上爭議，應循行政訴

訟程序為之，故本案受理之普通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 2 第 2 項規

定，裁定移送管轄法院即行政法院，方為適法。 

 

    法律小學堂 

 

以下行政處分效力如何？ 

 

案例事實（一）行政處分之無效： 

A 市政府民政局於 106 年 4 月 16 日對 B 役男發出役男徵集令，命令 B

役男應於 106 年 6 月 25 日至其戶籍地區公所集合出發，惟 B 役男於 106

年 4 月 15 日因車禍死亡。請問此役男徵集令之行政處分效力如何？ 

 

 解析： 

一、按「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三、內容對任

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第 3 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 B 役男於行政處分作成前既已死亡，依前開

規定，已屬客觀不能實現，因此，該行政處分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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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事實（二）行政處分之撤銷： 

C 稅務機關對 D 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款計算錯誤，以致於對 D 納稅義務

人個人所欠繳稅款誤算達 100 萬元以上之行政處分，後經由財政部函請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為限制 D 納稅義務人出境之行政處分。請問，C 稅務

機關對 D 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款之行政處分效力如何？ 

 

 解析： 

1、按「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其已確

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

單計或合計，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

上者；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營利

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

其出境；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

應解除其限制。」「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

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不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

九條所列信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

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及行政程序

法第 117 條分別定有明文。 

2、本案 C 稅務機關對於對 D 納稅義務人個人所欠繳稅款金額誤算之前階

段行政處分，致使 D 納稅義務人受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之後

階段行政處分。依上開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之規定，若 D 納稅義務人沒有

不得撤銷行政處分之情形，原處分機關即 C 稅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皆得

依職權將 D 納稅義務人個人所欠繳稅款金額誤算之前階段行政處分予以撤

銷。因前階段違法行政處分已撤銷，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做成限制 D 納

稅義務人出境之後階段行政處分亦為違法，應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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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級機關予以撤銷。 

 

案例事實（三）行政處分之轉換： 

E 公司 95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收入總額、停徵之

證券、期貨交易損失、課稅所得額及基本所得額等資料，經 F 國稅局暫按 E

公司申報之數額書面審查，核定作成 E 公司應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新台

幣（下同）1 千萬元；嗣經 F 國稅局查獲 E 公司 95 年間出售未上市、上櫃

公司股票予該公司董事之售價顯較時價為低，F 國稅局重行核定 E 公司營業

收入總額、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課稅所得額及基本所得額，核定

作成 E 公司應補徵稅額 5 百萬元之原行政處分。E 公司不服申請復查，F 國

稅局於復查程序通知 E 公司代表人陳述意見，F 國稅局遂以「95 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將原行政處分適用之

法規轉換為 95 年 1 月 1 日實施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並據以補強原行政處

分之事實及理由。試問，F 國稅局將行政處分轉換之效力如何？ 

 

 解析： 

1、按「行政機關得將違法行政處分轉換為與原處分具有相同實質及程序要

件之其他行政處分。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轉換︰一、違法行政

處分，依第 117 條但書規定，不得撤銷者。二、轉換不符作成原行政處分

之目的者。三、轉換法律效果對當事人更為不利者。」「行政機關於轉換前

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行政程序法第 11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前

段分別定有明文。 

2、本案 F 國稅局後來的轉換處分，與先前核定作成 E 公司應補徵稅額 5 百

萬元之原行政處分具有相同實質及程序要件，並於作成轉換處分前給予 E

公司代表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原處分無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但書規定不

得撤銷之情，予以轉換亦符合作成原行政處分之目的，所轉換之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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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 公司並無更為不利，是本案行政處分轉換與行政程序法第 116 條規定

尚無不合，本案原行政處分違法瑕疵部分因轉換處分而治癒。 

 

案例事實（四）行政處分之補正： 

G 直轄市地政局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未依法提交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議而逕行作成行政處分，此行政處分效力如何？ 

 

 解析： 

1、按「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一百十一條規定而無效者

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一、……。四、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委員會已於

事後作成決議者。……。」「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

程序終結前為之；得不經訴願程序者，僅得於向行政法院起訴前為之。」

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 

2、本案 G 直轄市地政局因未依法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而逕行作成行政

處分，依前開規定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經地價評議委員會事後作成決議，

則原行政處分瑕疵即因而補正。 

 

案例事實（五）行政處分之更正： 

H 受處分人因違反商業登記法，I 縣政府以函文附帶裁處書方式送達 H

受處分人後，發現將 H 受處分人名字「王小明」誤繕為「王小朋」。請問此

由行政機關開立，屬於裁罰性質之書面行政處分效力如何？ 

 

 解析： 

1、按「書面之行政處分，應送達相對人……。」「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

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申請更正之。」「前項更正，

附記於原處分書及其正本，如不能附記者，應製作更正書，以書面通知相



 
  

 

24 

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行政程序法第 100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 

2、依司法實務見解，所謂「更正」，其可適用者亦應僅限於「顯然錯誤」

之情形。又所稱「顯然」者，乃係指相當明顯而言，即通常可從行政行為

之外觀上或從記載事項的前後脈絡明顯看出，判斷上除以文義予以判別外，

尚可參酌該行政行為之目的，作整體觀察，而行政行為相對人對於其內容

之理解程度，亦為判斷的重要指標，即行政行為相對人若從其內容或其他

相關情況，可以發現該行政行為有誤，並可毫無困難地知悉行政機關原本

所欲表示之意旨時，即屬顯然錯誤。（最高行政院 96 年度判字第 1372 號

判決、法務部 97 年 9 月 17 日法律字第 0970030961 號函釋參照）。 

3、本案 I 縣政府開立之裁處書係裁罰性質之書面行政處分，該裁處書應記

載受處人姓名事項存有明顯錯誤，且該錯誤更正後亦不影響原處分之效力，

依前揭規定及實務見解製作更正書，並以書面通知 H 受處分人，原行政處

分瑕疵即因更正而治癒。 

 

案例事實（六）行政處分之廢止： 

J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向 K 市政府建設局申請建築執照，經 K 市政府建設

局審核後核發。惟該建地上有一棵數百年以上的老樹，J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建照準備整地動工前，遭到建地附近民眾及護樹團體抗議，且抗議民

眾及護樹團體亦不斷向 K 市政府建設局陳情及抗議，認為 K 市政府建設局

應保留老樹以維護自然生態環境；K 市政府建設局經相關機關會勘，並給予

J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陳述意見，在與 J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協議後，將原先核

發的建築執照廢止。請問此廢止的行政處分效力如何？ 

 

 解析： 

1、按「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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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一、……。四、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

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五、其他為防止或

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者。」「原處分機關依第一百二十三條第四款、第五

款規定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者，對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

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第 4 款、第 5 款

及第 126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2、本案 K 市政府建設局原經審查認為符合法規規定始核發建築執照予 J 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該處分為合法授益之行政處分，J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該

處分而投資興建房屋，產生信賴保護。後因民眾及護樹團體以保護老樹及

維護自然生態為由抗議，K 市政府建設局經相關機關會勘後，認為保護老樹

及維護自態生態的公益大於 J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蓋房屋的私益，且經與 J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協議給予補償後，廢止原先核發的建築執照，則先

前的行政處分即因廢止而向將來失其效力。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行政程序法第 100 條、第 101 條、第 111 條、第 114 條、第 116 

條、第 117 條、第 123 條、第 126 條。 

2、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 

3、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372 號判決、101 年度判字第 909 號判決。 

4、法務部 97 年 9 月 17 日法律字第 0970030961 號函釋。 
 

 時事英文 

 

1、 Taiwan’s Constitutional Court today has ruled that same-sex couples have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marry, and has given lawmakers two years in which to change the 

law to guarantee that right. The ruling effectively makes Taiwan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recognize same-sex marriage, and was hailed by proponents of human rights, but 

obstacles to full legalization remain. 



 
  

 

26 

大法官今天做出 748 號釋憲文，認為現行民法不同意同性婚姻的規定違憲，限期要

求兩年內修訂相關法律，保障同性婚姻。台灣也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

家，這項釋憲結果出爐，正反雙方，反應兩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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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fter a fierce back and forth on the floor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the body's 

general committee has ruled not to include on the conference agenda a proposal to let 

Taiwan attend as an observer. But the vocal support that the US, Germany,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gave to the proposal has already brought much wider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Taiwan's exclusion from the WHA. 

在 WHA 會中，11 個台灣的友邦提案，讓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並在討論

中與反對方激烈的辯論；另外，美國、德國、澳洲等國家代表，也有發言、力挺台

灣的醫療人權。雖然最終總務委員會仍決定，不將提案排入議程，但台灣參與 WHA

的議題，以獲得更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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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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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taichung.gov.tw 

3、  線上調解聲請服務系統網址  

https://taichungmd.taichung.gov.tw/ 

4、  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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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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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
http://law.moj.gov.tw/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https://taichungmd.taichung.gov.tw/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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