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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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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6.0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74) 

 

二、 訂定「臺中市谷關警光山莊使用收費標準」。 (106.06.0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65) 

 

三、 廢止「臺中市體育處組織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十日生效。

(106.06.0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76) 

 

四、 廢止「臺中市體育處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十日生效。

(106.06.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87) 

 

五、 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第九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

四月十日生效。(106. 06.0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75) 

 

六、 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實驗教育獎補助辦法」。

(106.06.0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89) 

 

七、 修正「臺中市災害救助金核發辦法」。(106.06.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8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7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7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8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7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7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8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6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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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正「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

五條。(106.06.1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90) 

 

九、 訂定「臺中市鍋爐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106.06.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02) 

 

十、 廢止「臺中市大墩工藝師審查辦法」。(106.06.3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11) 

 

 最新訊息 

 

一、 預訂 106 年 7 月 12 及 13 日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8 樓 801

會議室辦理志願服務特殊訓練，邀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吳柏昇技

士、本府地政局楊曉龍科長、陳淑惠秘書長及本府消保官，講授有關「產

品檢驗制度、不動產買賣糾紛案例處理、食品標示之認識、車輛消費爭議

及消保法之解析」等課程。 
 

二、 本局訂於 106 年 7 月 20 日假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2 樓電腦教室舉辦「調

解書製作應行注意事項及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教育訓練」，邀請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李悌愷庭長及晶茂公司陳惠雯專案經理，分別講授「調解書製作

應行注意事項」及「本府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操作問題研析」。 
 

三、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2.0 版 7 月 25 日前往外埔區公所老人文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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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69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0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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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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5 日前往外埔區

公所老人文康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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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5 日（二） 外埔區公所老人文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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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6 日（四） 石岡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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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106 年 6 月 1 日至本府社會局石岡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向社區長輩宣

導消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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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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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6 年 6 月 20 日於本府市政廳召開第 2 次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本次

會議主要議題為 106 年 3 月至 106 年 8 月有關學校營養午餐查核、觀光遊

樂業查核、有機農產品查驗、老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查核、托育機構查核、

製酒業者營業狀況查核、補習班聯合公共安全稽查及百貨公司節慶公共安

全聯合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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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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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78 人參加，成效頗佳。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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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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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提問及反應熱烈，提昇法律諮詢服務品質頗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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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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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臺中市政府法律行動專車 106 年 6 月 28 日至和平區梨山里之法律服

務行程延後辦理 

臺中市政府法律行動專車原訂於 106 年 6 月 28 日前往本市和平區梨

山里辦公處進行法律服務，茲因 6 月上旬連續豪雨，進入梨山地區多處路

段需要修復，法制局陳朝建局長表示，為減輕工務單位之車流管制業務，

原訂 6 月 28 日至和平區梨山里辦公處之法律行動專車服務行程，另擇適

當時日再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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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冷凍魚肉供應鏈未標示保存期限 中彰投苗消保律師團建議中央修

正法規 

臺灣部分縣市日前傳出數起業者販賣逾期冷凍水產、肉品事件，對此，

中彰投苗消保聯合律師團建議行政院衛福部修正食安法規，不論是國外進

口冷凍水產及肉類產品，在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每一供應鏈中都

應強制業者標示食材的保存期限，以利衛生人員稽查溯源，確保消費者食

的安全。 

 

(http://www.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73729&ctNode=24068&mp=1001D) 

 

（二） 線上教材消費糾紛層出不窮 消保官教你聰明自保 (聯合新聞網) 

每年畢業季，數位教材糾紛達到高峰期。本府消保官指出，業者相準

升國、高中的學生用力推銷，但糾紛層出不窮，故製作宣傳單張提醒慎選

數位教材。消保官說，很多家長花大錢買教材，但後悔想退已過猶豫期，

白白花 10 幾萬元。 

http://www.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73729&ctNode=24068&mp=100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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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官提醒：1.秉持理性消費態度 2.簽下大名前，要求檢視購買的全部

產品，並逐項列出內容及金額 3.在未瞭解各項細節之前，不要自行拆封或

同意業者代為拆封產品 4.訪問交易有疑慮，請把握猶豫期(簽約後 7 日內)

趕快行使解約權。 

(https://udn.com/news/story/7320/2532268) 

（三） 恭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食安推進器-樂活臺中食安篇 app）勇奪

國家發展委員會第九屆規劃類「政府服務品質獎」 

為讓消費者獲得充足資訊，掌握餐廳服務品質，推出「樂活臺中食安

篇 APP」，一年半以來廣受各界好評。而這樣的食安利器繼去年獲得衛福部

食安拔尖計畫 1 千萬元獎金，也於日前獲得 2017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第 9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這也是政府機關推動民眾服務品質的最高榮譽。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68568&ctNode=28226&mp=122020) 

 

https://udn.com/news/story/7320/2532268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68568&ctNode=28226&mp=122020


 
  

 

9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薪資所得未許實額減除費用違憲 

 問題提出： 

甲自乙公司領得收入，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為執行業務所得，

減除必要費用後，申報執行業務所得。財政部某區國稅局認定該收入性質

為薪資所得，依法僅能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而不許甲於該年

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是

否合理？ 

 

 解析： 

（一）憲法第 7 條規定人民之平等權應予保障。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

障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

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

法院釋字第 682 號、第 722 號解釋參照）。  

（二）所得稅法第 14 條所定各類個人所得中，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同

屬個人提供勞務所得，性質相近。關於執行業務所得，現行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類規定：「執行業務所得：凡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

減除業務所房租或折舊、業務上使用器材設備之折舊及修理費，或收取代

價提供顧客使用之藥品、材料等之成本、業務上雇用人員之薪資、執行業

務之旅費及其他直接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關於薪資所得， 90

年 1 月 3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 規定（下

稱系爭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及與納稅義務人合併計

算稅額報繳之個人有薪資所得者，每人每年扣除 7 萬 5 元……。」（82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5 條之 1 定有依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幅度調整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規定；97 年 12 月 26 日修正為 10 萬元；103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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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修正為 12 萬 8 千元。）顯見所得稅法對於執行業務所得之計算，採

實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方式（下稱實額減除）；就薪資所得之計算，則

未容許列舉減除超過法定扣除額之必要費用，且以單一額度特別扣除額方

式，一體適用於全部薪資所得者（下稱定額扣除），不僅形成執行業務所

得者與薪資所得者間之差別待遇，亦形成薪資所得者間之差別待遇。 

（三）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

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作為稅基。此項要求，於各類所得之計算均應有

其適用。定額扣除額為必要費用之總額推估，亦應符合上開要求。主管機

關考量薪資所得者與執行業務所得者是否為自力營生之不同，固得就各自

得減除之必要費用項目及最高額度等為合理之不同規範。然現行法令為兼

顧稅捐稽徵成本之降低與量能課稅原則，准許執行業務所得者得按必要支

出項目及額度減除必要費用，以計算執行業務所得。系爭規定關於薪資所

得之計算，僅許定額扣除，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

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形成顯然之差別待遇。

此項差別待遇，與薪資所得者之是否為自力營生並無必然關聯。又現行單

一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未考量不同薪資所得者間之必要費用

差異，過於簡化，對於因工作必要，須支出顯然較高之必要費用者，確會

產生適用上之不利差別待遇結果，致有違量能課稅所要求的客觀淨值原則。

在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手段與其目的之達成間欠缺合理關聯，

而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 

 

 結論 

財政部某區國稅局認定甲的收入性質為薪資所得，惟薪資所得僅能減

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而不得於超過法定扣除額時，以列舉或其

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經司法院釋字

745 號解釋宣告違憲，相關機關應自解釋公布之日（106 年 2 月 8 日）起

二年內，依本解釋之意旨，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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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司法院釋字第 745 號解釋。 

 

二、 訴願講堂-【課予義務訴願】 

  導言： 

訴願法第 2 條規定：「(第 1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

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

起訴願。(第 2 項)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 2 個

月。」。訴願之標的，除可對積極作為之行政處分表示不服，尚包括行政

機關消極之不作為，稱之為「課予義務訴願」。 

課予義務訴願之要件如下：1.訴願標的：未依限作成所申請之行政處分。

2.訴願利益：須未依限作成行政處分，損害特定人民或公法人之權利或利益。

3.訴願主體：提起訴願之人，須為因行政處分之不作成，致其權利或利益受

有損害之人民或公法人。4.訴願管轄機關：原則上向上級機關提起。5.訴願

目的：請求訴願管轄機關審查原行政機關不為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

並為一定之決定。 

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之始期：依訴願法第 2 條第 2 項之規定，須先依相

關法令所訂定之作業期間，如無相關規定，自機關受理人民申請作成行政

處分之日起，屆滿 2 個月之翌日起算。 

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之期間：行政機關怠為行政處分時，訴願法並未針

對申請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特別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之期

間，而係綜合考量對於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之訴願人或利害關係人而言，有

無訴願利益(亦即行政機關如果補做其怠為的行政處分，對於訴願人或利害

關係人是否還有實益)？做為提起課予訴願，是否逾越期間的判斷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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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申請補繪地籍線事件怠於作為提起訴願 

甲於民國 105 年 9 月 27 日繕具申請書，就其名下所有之 A 地號土地，

與毗鄰土地(即 B 地號土地)間的地籍線有遺漏為理由，向乙地政機關申請補

繪上開 2 筆土地間地籍線。乙地政機關以「台端對旨案之意見、陳訴及方

案，本局敬悉，後續本局將與地政事務所依法辦理，期能早日解決問題。」

等內容之函文回復甲。請問甲可否針對乙地政機關就其申請補繪上開 2 筆

土地間的地籍線，有怠於作為之情形提起訴願？ 

 

本件甲於 105 年 9 月 27 日繕具申請書，向乙地政機關申請補繪 A、B

地號土地間之地籍線，乙地政機關僅以「本局敬悉，後續將依法辦理」等

內容之函文回復甲，並未對甲表明後續針對補繪地籍線申請案將有何實質

行政作為（例如：何時召開說明會、何時至現場測繪等等），又乙地政機關

並未就人民申請案件訂有處理期限，則本件甲申請案的辦理期限，依行政

程序法第 51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應為 2 個月，A 機關於 105 年 9 月

27 日受理甲之申請後，直至甲於 105 年 12 月間提起訴願時，已逾越 2 個

月的法定處理期間，仍未就補繪 A、B 地號土地間地籍線之申請案，作出實

質之准駁，甲自可依訴願法第 2 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願」，請求命乙地

政機關於一定期間內，速為適法之處分。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規定：「(第 1 項)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按各事項類別，訂定處理期間公告之。(第 2 項)未依

前項規定訂定處理期間者，其處理期間為 2 個月。」 

訴願法第 2 條規定：「(第 1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

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

訴願。(第2項)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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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依第 2 條第 1 項提起之訴願，受理訴願機關認

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 

 

（二） 因申請起掘無主墓地事件怠於作為提起訴願 

甲名下所有 A 土地被人無權占用建有墳墓，甲遂在 A 土地豎立告示，並

於某報之全國廣告板公告 3 天，請該座墳墓所有人於 3 個月內自行移除，

嗣因該墳墓並無人起掘並移除，甲即向乙主管機關申請起掘許可證明，欲

將該無主墓地骨骸起掘存放至骨灰（骸）存放設施，惟乙主管機關遲未予

以准駁，甲認為已損害其權益，於是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請問甲可

否針對乙主管機關的消極不作為提起訴願？ 

 

按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29條的規定，公墓內之墳墓棺柩、屍體或骨灰（骸），

非經主管機關核發起掘許可證明者，不得起掘。復依內政部 99 年 8 月 5

日台內民字第 0990155705 號函釋略以：「有關私有土地上墳墓之遷葬事宜，

涉及私權爭執，土地所有權人可訴請法院審理以排除侵害，如經查明確為

無主墳墓，因無訴求對象，致無法依私權爭執訴請法院審理，土地所有權

人為使該筆土地得以有效合理運用，得逕向該轄區公所申請核發起掘許可

證明後，將骨骸起掘存放至骨灰（骸）存放設施…」本件甲名下所有 A 土

地被他人無權占用建有墳墓，依前開規定及函釋意旨，甲得逕向乙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起掘許可證明，乙主管機關就甲之申請案件，無論是否許可，

均負有處理的義務，並將處理的結果通知當事人。本件因乙主管機關未能

於 2 個月法定處理期間內，針對甲申請核發起掘許可證明予以准駁，甲自

可依訴願法第 2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之規定，就乙主管機關的消極不作

為，提起「課予義務訴願」，請求命乙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內，速為適法之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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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 

訴願法第 2 條、第 82 條第 1 項。 

殯葬管理條例第 29 條規定：「公墓內之墳墓棺柩、屍體或骨灰（骸），

非經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關核發起掘許

可證明者，不得起掘。但依法遷葬者，不在此限。」 

 

三、 國家賠償講堂：國家賠償請求權之 2 年消滅時效期間，是否應如同民

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悉「受有損害」及「賠償義務

機關」時起算？ 

 案例事實： 

民眾甲於 101 年 10 月 25 日駕車行經未設置路燈、防護網、防護柵之

某路段，因撞擊掉落在路面之落石，致車輛受損並支出修繕費用新臺幣 30

萬元；嗣民眾甲因不知悉賠償義務機關，遂以電子郵件之方式，向交通部

公路總局詢問本件國家賠償成立要件及賠償義務人，經交通部公路總局於

101 年 11 月 1 日回覆後，民眾甲於 103 年 10 月 28 日向該路段之修建養

護機關乙，主張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而應依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負國家賠償之責。本件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應自何時起算？乙機

關能否拒絕賠償？ 

 

 解析： 

（一）按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年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又

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知有損害，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

之原因事實，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之 1 亦有明定。而所謂知有國家

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指知悉所受損害，係由於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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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行為，或怠於執行職務，或由於公有公共設施

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所致而言。 

（二）民法固為國家賠償法之補充法，惟必於國家賠償法未規定者，始有

依該法第 5 條之規定，適用民法有關規定之餘地。而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前段，既參考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短期時效之體例，作有別於該條項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時效起算點之規範，特別

明定為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算 2 年之請求權時效期間。故其請

求權時效之起算，應以知有損害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為已足，無庸

一併知悉至何一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三）次按不能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或於賠償義務機關有爭議時，得請求其

上級機關確定之；其上級機關自被請求之日起逾 20 日不為確定者，得逕

以該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而請求其上級機關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時，

如其不能確定，則應由其再上級機關確定之。被請求賠償損害之機關，認

非賠償義務機關或無賠償義務者，得不經協議，於收到請求權人之請求起

30 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拒絕之，並通知有關機關。國家賠償法第 9 條第

4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9 條分別定有明文。衡以國家賠償法係規

範國家對人民之賠償責任，係整體不可分割，於不能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或

孰為賠償義務機關有爭議時，除可依國家賠償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定其賠

償義務機關外，同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復規定被請求賠償損害之機關，認非

賠償義務機關或無賠償義務者，得不經協議拒絕之，並通知有關機關，則

是否知悉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國家賠償請求權之行使並無影響。是國家賠償

法第 8 條第 1 項前段所定之賠償請求權時效，自以請求權人知悉應由國家

負賠償責任即足，不以知悉賠償義務機關為必要。 

 

 結論 

依上開說明，國家賠償請求權時效之起算，以請求權人知悉應由國家



 
  

 

16 

負賠償責任為已足，而不以其確知賠償義務機關為必要，民眾甲雖於 101

年 11 月 1 日始知悉本件賠償義務機關為乙機關，但仍應自 101 年 10 月

25 日起算 2 年時效，民眾甲遲至 103 年 10 月 28 日始向乙機關請求國家

賠償，已逾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前段所定 2 年之時效期間，乙機關得

據以拒絕賠償。此外，為便於民眾能迅速明瞭請求國家賠償對象，於不能

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或對於賠償義務機關有爭議時，民眾得依國家賠償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請求其上級機關確定賠償義務機關，且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

則第 19 條規定，被請求賠償損害之機關，認其非賠償義務機關或無賠償義

務時，得不經協議拒絕之，並通知有關機關。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9 條規定。 

2、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3 條之 1、第 19 條規定。 

3、最高法院 103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會議（三）。 

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5 年度上國易字第 6 號民事判決。 

5、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3 年度羅國簡字第 4 號民事判決。 

 

四、 行政執行講堂：承租人得否視同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案例事實： 

甲因違反動物保護法之規定，經本府農業局裁處新臺幣 3,000 元整，

因逾期未繳納罰鍰，而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辦理行政執行，惟

甲主張未收受相關裁處文書，該相關裁處文書係由承租人乙所收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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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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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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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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僱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之人 (行政程序法第 73 條第 1 項參照)，而

自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僱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代為收

受送達文書之時發生效力，且不論代收送達之人員，是否或何時將送達文

書轉交應送達人，皆不影響送達之效力。 

（二） 本案，相關裁處文書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甲時，得將文書付與有

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僱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之人，為補充送

達。所謂「有辨別事理能力」係指有普通常識而非未滿 7 歲之未成年人或

精神病人而言，並以郵政機關送達人送達時，就通常情形所得辨認者為限，

並不以有行為能力人為限；而「同居人」係指與甲居住一處共同為生活者

而言。另所謂「受僱人」係指被甲僱用服日常勞務有繼續性質而言。實務

上認為應受送達人之房屋承租人與民事訟訟法第 137 條第 1 項所稱之同居

人或受僱人有別；再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僅有租賃關係，一般而言，自難

期待承租人願代出租人處理郵件並隨即轉交之，故難視承租人屬應送達處

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結論 

本案，相關裁處文書係由承租人乙所收受，不符合上開規定，甲之主

張有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最高法院32年上字3722號民事判例參照。 

2、最高行政法院84年度判字2634號判決參照。 

3、臺灣高等法院93年度交抗字第473號刑事裁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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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採購爭議講堂：機關於簽約後發現廠商有採購法第50條第1項情形，

可否撤銷決標？ 

 案例事實： 

甲、丙廠商參與乙機關勞務標案，履約期間經乙機關發現 2 家廠商投

標文件中之委託書字跡相同，且繳納押標金之銀行本票及郵局匯票均為同

一人購買，乙機關遂撤銷該採購案決標，由於甲、丙已履行契約一段期間，

故通知終止契約，甲、丙以不知委任同一人投標及購買銀行本票、郵局匯

票為由提出異議及申訴，請問是否有理由？ 

 

 解析： 

按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規定：「(第一項)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

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

予該廠商：:……。五、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第二項)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銷決標、

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另行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1 年

11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 號令已列舉所謂「重大異常關聯者」

如下：「1.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者。2.押標金由同

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者。……」，甲、丙廠商在本案委託同一人

書寫投標文件，並由同一人繳納押標金，雖投標廠商主張不知情，但其縱

非故意，亦有過失，故其申訴顯無理由；惟依據上開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

規定，其處理原則應是 1.尚未開標前發現者，不予開標。2.開標後尚未決標

前發現者，不予決標。3.決標後尚未簽約前發現者，撤銷決標。3.簽約後發

現者，視履約情況予以終止或解除契約。本案係簽約後始發現廠商投標文

件有重大異常關聯，若無公共利益考量，乙機關應予以解除或終止契約即

可，而毋須再為撤銷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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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機關於簽約後發現廠商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情形，若無公共利益考

量，應予以終止或解除契約，不須再為撤銷決標。 

 

    法律小學堂 

 

僱主的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案例事實 

王老闆經營一間火鍋店，聘請李小姐當店長，以及張小姐和陳小姐當

店員。王老闆平日指揮監督店長李小姐負責管理火鍋店的營運。王老闆平

日雖然會在店內走動式管理，但是時間並不規律。至於王老闆所訂內部員

工手冊，內容著重於餐點材料保存，並無關於顧客消費及場所安全之注意

事項。而王老闆為了節省營運成本，並沒有為李小姐投保勞、健保，也沒

有簽訂書面的勞動契約。某日，李小姐見店中只有一位年老富有的熟客謝

先生來店用餐，認為有機可趁，於是將預先準備好的安眠藥粉，摻入火鍋

當中，送交謝先生食用。謝先生食用後，表情痛苦，昏迷無力。當時店員

張小姐與陳小姐都看見，卻因為均遭店長李小姐支開去打掃廁所，且 2 位

店員均認為店長李小姐應該會照顧謝先生，故不以為意。店長李小姐於是

將謝先生扶到火鍋店後方偏僻的樹林內，以水果刀刺死後，再奪取謝先生

身上所有的財物。事後，謝先生的子女提告王老闆，要求王老闆與店長李

小姐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請問是否有理？ 

 

 解析： 

一、 請求精神慰撫金的請求權基礎為何？ 

店長李小姐殺害謝先生致死，謝先生的子女依據民法第 194 條規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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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店長李小姐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即精神慰撫金。 

二、 謝先生的子女能否要求王老闆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 

（一） 要求王老闆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的請求權基礎為何？ 

按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規定，僱用人應與受僱人負連帶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 王老闆是否為店長李小姐的僱用人？ 

民法第 188 條所稱之受僱人，係以事實上之僱用關係為標準，僱用人與受

僱人間已否成立書面契約，在所不問，且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

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務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 45

年台上字第 1599 號判例、57 年台上字第 1663 號判例參照）。換言之，依

一般社會觀念，若其人確有使用他人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

在，自應認其人為該他人之僱用人。顯見，雖然王老闆沒有為店長李小姐

投保勞健保，也沒有簽訂書面的勞動契約，但是因為王老闆平日指揮監督

店長李小姐負責管理火鍋店的營運，所以王老闆是店長李小姐的僱用人。 

（三） 店長李小姐殺害謝先生之侵權行為，是否為其利用職務上機會所為

之行為？ 

1、按「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所稱之執行職務，初不問僱用人與受僱人之

意思如何，一以行為之外觀斷之，即是否執行職務，悉依客觀事實決定。

苟受僱人之行為外觀具有執行職務之形式，在客觀上足以認定其為執行職

務，就令其為濫用職務行為，怠於執行職務行為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

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自應涵攝在內」、「僱用人藉使

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

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受

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

人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

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即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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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

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即令其係為自己利益所為之違法行

為，亦應包括在內 (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1991 號判決、91 年度台上

字第 2627 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店長李小姐既係於謝先生到火鍋店消費時，利用為謝先生準備火

鍋之機會，將安眠藥粉加入謝先生點用之火鍋，俟謝先生食用後藥效發作

陷於意識不清、不能抗拒之狀態時，再將謝先生扶至店外後方之偏僻樹林

內，以預藏之水果刀刺死謝先生。足見店長李小姐將滲有安眠藥之火鍋，

交給謝先生食用，實為店長李小姐著手實施殺人犯罪行為之一部分。而火

鍋店為店長李小姐執行職務之地點，為顧客準備鍋品，為店長李小姐執行

職務之範圍，而顧客前往火鍋店消費，係相信在安全無虞的環境消費始前

往之，惟店長李小姐竟將安眠藥粉摻入謝先生點用之火鍋，且時間上為其

執行職務之期間，足見店長李小姐於其上班時間，在火鍋店其執行職務地

點內，利用為謝先生準備鍋品之職務上機會，將安眠藥粉摻入謝先生於火

鍋店販賣之項目單上所點選之鍋品，其行為外觀上具有執行職務之形式，

在客觀上足以認為係在執行職務或與執行職務有關，揆諸「利用職務上之

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

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即令其係為自己利益所

為之違法行為，亦應包括在內」之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1991 號判決、

91 年度台上字第 2627 號判決意旨，應認係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所稱之執

行職務之行為。 

3、雖謝先生係店長李小姐將其扶出火鍋店至店後偏僻樹林內，以水果刀刺

殺，始發生死亡結果。惟店長李小姐於謝先生火鍋中下藥，實為其實施殺

害謝先生行為之一環，而無從割裂。若非店長李小姐先於謝先生之鍋品摻

入安眠藥粉，致使其陷於意識不清、不能抗拒之狀態，店長李小姐應無辦

法制服謝先生，並進而殺害謝先生。且謝先生為火鍋店之常客，與店長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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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熟識，店長李小姐將意識不清之謝先生自火鍋店內扶出，外觀上亦可

認係執行幫助、照顧身體不適、體力不支之顧客返家之職務上行為。 

4、店長李小姐所為下藥、將謝先生扶至店外、下手刺殺謝先生各階段行為

既係環環相扣不可割裂，應認係屬店長李小姐利用職務上因謝先生至該店

消費提供火鍋而摻入藥物致昏迷狀態再扶出機會之行為，而涵攝於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所稱「執行職務」之內。 

5、綜上，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本身，或執行該職務

所必要之行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言，尚包括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

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之行為在內，例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

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等，均屬於執行職務，這樣才可以保

護第三人之權利，使第三人有獲得賠償之機會，不能將店長李小姐在火鍋

店將安眠藥加入火鍋，讓謝先生食用，使其意識不清之行為，與嗣後將其

扶至店外殺害行為予以分開為兩個個別行為，而謂其在店外之殺害行為，

非屬執行職務，王老闆仍應負僱用人賠償責任。而且一般顧客願在火鍋店

消費，係相信可在安全無虞之環境消費始會前往，身任店長為顧客準備飲

品本屬李小姐之職務範圍，其將安眠藥摻入謝先生於該店所點選之火鍋，

該行為外觀上具有執行職務之形式，且該店亦為其執行職務之地點，客觀

上可認店長李小姐係在執行職務，不能以謝先生的生命遭侵害之地點係在

火鍋店後方的樹林，非在火鍋店內，即認為與店長李小姐執行職務無關。 

（四）王老闆是否已盡監督之相當注意義務？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

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是僱用人茍非於選任及監督已盡相當之注意，即應就

此損害負賠償責任。且按僱用人選任受僱人雖盡相當之注意，而監督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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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者，如無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之

情事，仍負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 22 年上字第 3116

號判例參照)。又為某種事業使用他人，於被用人執行事業加害於第三人時，

其選任被用人及監督其事業，已盡相當之注意，或雖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

者，使用主固不負賠償責任，但此種情形係為使用主之免責要件，使用主

茍欲免其責任，即應就此負舉證之責 (最高法院 19 年上字第 3025 號判例

參照)。 

2、民法第 188 條所以規定僱用人應對於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之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無非是因為僱用人藉由受僱人為其工作，因

而擴大或延伸其活動範圍，僱用人自應就其選任監督受僱人負注意之義務，

以預防受僱人在工作時發生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注意之範圍包括受僱人

之性格、操守等。 

3、火鍋店雖有內部員工手冊，然而其內容乃著重於其餐點材料保存，並無

關於顧客消費及場所安全之注意事項。而王老闆的走動式管理，顯非規律

性的走動式管理，且與對於顧客於店內發生狀況或身體不適時應如何處理，

應建制一套通報及處理流程無涉。並非對於身為店長之李小姐及其他員工，

即時、妥適處理顧客突發之身體異常狀況，建立監督之機制。王老闆並未

盡相當注意，亦非縱加以相當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 

4、王老闆經營火鍋店，出售鍋品，除負有提供衛生之餐食外，自負有提供

顧客安全用餐環境之責。然而，王老闆對於顧客於店內發生狀況，或身體

不適時應如何處理，並無建制一套通報及處理流程，亦無對於身為店長之

李小姐及其他員工，有無即時、妥適或送醫處理顧客突發之身體異常狀況

及於店內值勤不可無緣由任意離開，建立監督之機制，致店員陳小姐及張

小姐雖於當日發現謝先生表情痛苦、昏迷無力，卻未予關心提供協助，亦

未通報王老闆，錯失避免不幸事件發生之機會。如若王老闆有就員工此部

分職務之執行盡相當之監督注意，即時對謝先生伸出援手，即有可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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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之事件發生，使謝先生免於遭到店長李小姐之殺害。王老闆顯然並無

「縱加相當之注意，仍不免謝先生被殺害之結果發生」之情事，王老闆對

於店長李小姐之監督並未盡相當之注意義務。 

5、綜上，王老闆經營火鍋店雖有員工教育手冊，惟該手冊並無關於顧客消

費及場所安全之注意事項。且店員陳小姐及張小姐於當日已發現謝先生表

情痛苦、昏迷無力，卻未予關心，提供協助，亦未通報當時在辦公室內之

王老闆，致錯失避免不幸事件發生之機會，足認王老闆經營之火鍋店對於

顧客在店內發生狀況，或身體不適時應如何處理，並無建制一套通報及處

理流程，亦未對於店長及其他員工，有無適時處理顧客之身體異常狀況，

建立監督之機制。王老闆經營之火鍋店顯然對於店長李小姐之監督未盡相

當之注意義務，所以無法免除王老闆所應負之僱用人責任。 

 

 結論 

綜上所述，店長李小姐是王老闆的受僱人，店長李小姐殺害謝先生是

利用執行職務行為之機會，王老闆對於監督店長李小姐並未盡相當之注意

義務。因此，根據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之規定，僱主王老闆應該與受僱人

店長李小姐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賠償謝先生的子女精神慰撫金。王老

闆應負僱用人賠償責任，不是因為他未檢查李小姐為顧客所準備之火鍋是

否安全，而是因為他對李小姐未盡到選任及監督之注意義務，所以必須對

於李小姐所為侵害顧客之行為負責。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

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

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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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法第 194 條：「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

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3、最高法院 19 年上字第 3025 號判例、最高法院 22 年上字第 3116 號判

例、最高法院 45 年台上字第 1599 號判例、最高法院 57 年台上字第 1663

號判例、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1991 號判決、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

字第 2627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上字第 600 號判決。 

 

 時事英文 

 

1、 An American biotech company has applied to Taiwan's FDA for approval to import 

genetically modified potatoes into Taiwan. The modified potato will supposedly produce 

fewer carcinogens when fried at high temperatures. If the product is approved, the 

potatoes will enter Taiwan's market as soon as next year. Environmental and citizens' 

groups are voicing fierce opposition. 

有美國生技公司研發基改馬鈴薯，向食藥署申請進口台灣，號稱可以降低馬鈴薯因

高溫油炸而產生的致癌物。如果食藥署審核通過，最快明年上市，只是一聽到"基

改"兩個字，環團和民眾反彈聲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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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goal of the Paris agreement is to restrict temperature increases by 2100 to a 

maximum of two degrees Celsius more than before the global industrial age - and aim 

for 1.5C if possible. 

巴黎協定的目標是在 2100 年前，將升溫限定在最多不超過全球工業時代前攝氏 2

度；若有可能，則致力控制在攝氏 1.5 度。 

（參考自：自由時報-中英對照讀新聞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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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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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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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onsume.taichung.gov.tw/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www.taiwanlawsociety.org.tw/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http://www.cpc.ey.gov.tw/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
http://law.moj.gov.tw/
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https://taichungm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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