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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四條，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一日生效。 (106.07.0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5) 

 

二、 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一日生

效，並同時註銷本府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60042869

號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編制表」發布令。(106.07.0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19) 

 

三、 修正「臺中市捷運工程處組織規程」第四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七月一日生效。(106.07.0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9) 

 

四、 修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組織規程」第三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生效。(106.07.0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8) 

 

五、 修正「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三條、第八條，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106.07.0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7) 

 

六、 修正「臺中市公共運輸處組織規程」第四條、第五條、第十條，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106.07.0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6) 

 

七、 修正臺中市議員區民代表及里長福利互助辦法部分條文。(106.07.0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1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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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正「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106.07.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38) 

 

九、 修正「臺中市公共運輸處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

效。(106.07. 1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60) 

 

十、 修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

效。(106.07.1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49) 

 

十一、 修正「臺中市殯葬服務業評鑑及獎勵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臺中

市殯葬設施及殯葬服務業查核評鑑及獎勵辦法」。(106.07.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45) 

 

十二、 訂定「臺中市誘捕籠借用管理辦法」。(106.07.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46) 

 

十三、 廢止「臺中市市立高級中學收取學生費用辦法」。(106.07.2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65) 

 

十四、 訂定「臺中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獎勵補助辦法」。(106.07.2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6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4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4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6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6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3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4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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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訊息 

 

一、 106 年 8 月 22 日於本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 6 次教育

訓練」，由本局採購申訴審議科何怡萱科長擔任講座，以車禍事件處理實務

為專題，使志工瞭解發生車禍時應如何保障自身之權益，以提昇法律扶助

志工法律專業素養。 

 

二、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2.0 版 8 月 30 日前往臺中市立圖書館后里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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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0 日前往臺中市

立圖書館后里分館，受理訴願、國賠、消費者保護等業務，106 年度法律

行動專車後續辦理時間及地點臚列如下： 

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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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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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106 年 1 至 6 月總計共舉辦 5 場旅展，本府法制局「禮券健檢中心」

藉由贈送宣導品方式，吸引並教導購買禮券民眾如何選購有保障的禮券，

為獎勵協助查獲旅展無履約保證禮券的違規業者的熱心消費者，法制局特

舉辦抽獎活動，得獎名單已於 7 月 3 日公告於法制局網站消保園地。 

 

二、 106 年 7 月 12 日及 13 日， 於本府文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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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秘書長陳淑惠秘書

長及本府消保官等擔任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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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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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局已於 106 年 7 月 20 日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2 樓電腦教室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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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參訓人數

為 34 人。 

  

 

四、 中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7 月 25 日至外埔區 提供免費法律服務 

臺中市政府法律行動專車 7 月 25 日前往外埔區老人文康中心，由市府

法制局人員受理民眾消費爭議、訴願、國賠案件等申請及法律諮詢，當天

專車在外埔大街上以客語宣傳服務時間，提醒市民多加利用。 

此外，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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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台中食安 app」2 個臉書粉絲專頁，提供實用的法律

常識及消費安全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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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局行政執行科與法務部法制司共同於 106 年 7 月 27 日假本府臺灣

大道市政大樓集會堂辦理「106 年兩公約地方政府人權教育訓練」，由法制

司陳大偉副司長及本局陳朝建局長親臨致詞，並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法律

學研究所廖福特研究員以「國際人權公約與生命權之保障」為主題進行專

題演講，本市各機關同仁當日均熱情參與本場次訓練，參訓人數共計 289

人左右，此次講習收穫頗豐，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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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即時通訊軟體服務有規範囉！ 

我國民眾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服務（例如 Line、Skype、Juiker 等）之

民眾已達 1,000 萬人以上，消費糾紛日益增加，如帳號遭冒用、停權、付

費購買加值服務商品（例如貼圖）消失等問題。為維護消費者相關權益，

經濟部已研擬「即時通訊軟體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

案）」，並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52 次會議討論通過，俟經濟部完成法定

程序，即可公告實施。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82119&ctNode=28226&mp=122020) 

 

（二） Airbnb 條款上路，非法旅宿攬客將受罰（蘋果新聞） 

全面打擊非法旅宿業，交通部昨公告修正《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

非法營業的日租套房、旅館，無論透過網路或媒體等任何形式刊登攬客營

業訊息，都可開罰 3 萬到 30 萬元，被視為「Airbnb 條款」，部落客在臉書

上非法攬客旅遊也一樣比照開罰。 

近年日租套房蔚為風潮，但多數都未合法申請營業執照，知名民宿平

台 Airbnb 或國外訂房網站興起，更提供不少非法日租套房攬客空間。由於

這些日租套房的逃生和消防未經過檢查，且恐成吸毒或賭博犯罪溫床，若

有消費糾紛要退費可能求償無門，地方政府雖有在取締，但因舉證困難，

去年全台僅取締約 1500 件，交通部這次公告修正裁罰標準，新增「Airbnb

條款」，非法旅宿業者刊登廣告或攬客訊息就可取締，張貼臉書也不行。 

日租套房多隱藏在觀光夜市或景點中，以網路照片與低價行銷吸引消

費者，但未經建管、消防、衛生、警察跟觀光等單位審核通過，未投保公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82119&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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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意外險，旅客安全無保障。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70714/37714774/) 

 

（三） 新型態自行車租賃，亦適用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隨著環保及健身觀念之興起，以自行車代步風氣日盛，再加上暑假期

間，各地自行車租賃頻率大增，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簡稱行政院消保處)

表示只要是提供自行車租予他人使用者，不論是近日話題正夯之 oBike，或

者 U-bike、一般河濱租借、風景區租借等場域之自行車租賃，均有交通部

公告之「自行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 

有鑑於近來媒體報導數起 oBike 自行車違規停放事件，引發各界熱烈

討論，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其實要避免類此事件發生，業者如確實依照自

行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5 點及第 7 點規定，向消費者明白告知

下列事項，將有助於降低消費者違規停放車輛事件之發生： 

一、應於契約中載明還車地點、還車方式及其他還車應注意資訊。 

二、應告知承租人(使用人)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章慢車等

交通法規，例如駕駛人如不依規定停放車輛時，得處以新臺幣 3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罰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4 條第 4 款)。 

因此，如消費者還車時，係因業者未善盡前揭「還車地點」資訊充分

提供之義務，致將車輛停放於地方主管機關公告之「禁停路段」，並收到交

通罰單時，消費者得就該罰鍰金額，向業者主張其未善盡告知還車地點資

訊之契約責任。 

此外，依自行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8 點規定，同時也要求

消費者於租賃期間內，如發生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違反交通法令之情形

(違規行為除前述之「不依規定停放車輛」外，「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在

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等亦均屬之)，消費者應自行負擔相關交通罰鍰之繳

付。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70714/3771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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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所有的自行車租賃契約雙方，在租借騎乘自

行車時，均應確實了解交通法令之重要性，並遵守之，因為「安全」才是

租借自行車最高原則。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88964&ctNode=28226&mp=122020)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攙偽或假冒」

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罪，其成立與否之判斷標準為

何？ 

 問題提出： 

甲食品公司為降低成本，在其產品中添加皮革廠廢棄物之豬皮油脂，

是否該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攙偽或假冒」或「添

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罪？ 

 

 解析： 

依據 105 年 11 月 22 日最高法院 105 年度第 18 次刑事庭會議之討論

內容認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攙偽或假冒」或

「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罪，其成立與否之判斷，是否祇

須行為人之作為，符合該項規定之構成要件，即已該當？抑或仍須以行為

本身之一般情況或一般的社會生活經驗為根據，判斷該行為應存在危害國

民健康之抽象危險，始克當之？有下列二種見解： 

甲說：有「攙偽或假冒」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之行

為即成立犯罪，毋庸實質判斷行為有無存在抽象危險。 

一、 本條項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九日修正公布，刪除舊法「致危害人體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88964&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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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後，已非結果犯、實害犯。依立法院該次修法說明：

「業者有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十款之行為時，係惡性重大之行

為，為免難以識明『致危害人體健康』，而難以刑責相繩，參酌日本食品

衛生法之規定，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逕對行為人課以刑事責任，以收嚇

阻之效」。解釋上，祇要行為人有同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所定「攙偽

或假冒」行為或第十款之「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行為，

即成立本罪，不論其行為是否確有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存在。 

二、 綜合立法院一○二年五月間，審查食品衛生管理法（嗣於一○三年二

月五日修正公布名稱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正草案委員會就本條文之

修正動議說明：「…因為食品案件之舉證相當困難，因此，本條難有適用之

餘地；…爰提案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條，增設危險犯之形態，俾規

範完整。」及一○三年二月五日修正公布提高本罪刑度之立法理由：「一、

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乃以劣質品混充

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

響甚鉅，應予遏止。二、對於此類不法行為，…應加重處罰，以維國人健康

及消費權益。…」、一○三年十二月十日修正公布提高同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刑度，並於該條第一項後段增訂情節輕微者，處以較低刑度之規定，該次

立法理由：「三、違規食品態樣繁多，食品業者規模大小亦有不同，若一

律處以第一項重刑，似不符比例原則，故對違規情節輕微者，以維持現行

刑度為宜，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四、…原條文第一項為抽象危險犯，第二

項為實害犯…」，足認本罪之修正係為維護國人健康、消費者權益等法益，

祇要在食品中攙偽或假冒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即有立

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毋庸為實質判斷。 

乙說：有「攙偽或假冒」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之行

為，仍須實質判斷行為有無存在抽象危險。修正後本條既屬抽象危險犯規

定，而抽象危險是立法上推定之危險，則對抽象危險是否存在之判斷仍有

必要，若行為時確定排除法律預設之抽象危險存在，因無危險即不具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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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自不成罪，是有「攙偽或假冒」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之添加物」之行為，仍須實質判斷該行為是否存在危害國民健康之抽象危

險。 

決議：採甲說。 

 

 結論 

按105年11月22日最高法院105年度第1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認為，

一○二年六月十九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刪除舊法「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後，已非結果犯、實害犯。

復按本次修法理由足認，本罪之修正係為維護國人健康、消費者權益等法

益，祇要在食品中攙偽或假冒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即

有立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毋庸為實質判斷。 

綜上，甲公司只需客觀上有添加行為，主觀上認知其所添 加之廢豬皮

油係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並基於 此認識嚇而為添加之意圖，

即該當本罪，不須實質判斷該行為是否存在危害國民健康之抽象危險。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１、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104.12.16）。 

２、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 條（103.12.10 版）。 

３、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 條（103.02.05 版）。 

４、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49 條（102.06.19 版）。 

５、105 年 11 月 22 日最高法院 105 年度第 18 次刑事庭會議。 

 

資料來源： 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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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訴願講堂-【一般處分】 

  導言： 

所謂「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在公法領域上，爲規制具體事件，

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為目的，所為之單方公權力措施或決定。要件可細分

為：1.行政機關、2.單方規制措施、3.公權力、4.具體事件、5.「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相關條文可見諸訴願法第 3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兩者規定大致相

同，條文內容僅在於「中央或地方機關」及「行政機關」有所差別。 

「一般處分」是由「行政處分」演化出來，「行政處分」的特徵是針

對「具體事件」、「特定相對人」、「內容不具持續性，一次完成」；一

般處分的特徵，雖然在針對「具體事件」的要件上，與行政處分雷同，但

所針對之「相對人」僅須「可得特定」，內容儘管通常亦不具持續性，但

如果是「對物之一般處分」完成後，相關者的權利義務關係可能反覆發生。

因此，「一般處分」的性質，雖然屬於「行政處分」，但與「行政處分」

不完全相同。 

「一般處分」依照訴願法第 3 條第 2 項前段與後段之規定，可分類為

「對人之一般處分」、「對物之一般處分」。「對人之一般處分」雖然是

針對「具體事件」，但所針對的「相對人」卻「不特定」，不過「相對人」

的範圍可經由一般性特徵(如：時間、地點、空間)來確定。相關事例諸如：

因地層下陷而命令某一村落的住戶遷村、依據集會遊行法對於參與某一示

威活動的群眾命令解散及警察以手勢指揮行車等等。「對物之一般處分」

又可分為「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公物之一般使用」。「公物之

設定、變更、廢止」的有關事例如下：路邊停車位的劃定、將某一建物列

為古蹟及指定私有的通路為公眾通行的道路等等。與「公物之一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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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例子有：公立圖書館之借書數、期限、閱覽室禁止飲食及使用行動

電話等之相關規定、公立博物館禁止拍照或攝影的規定等等。 

 

（一） 因申請塗銷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事件提起訴願 

本市○○區公所（下稱原處分機關）於坐落在本市某區某地號土地上之

巷道，劃設禁止臨時停車標線。該土地所有權人甲認該巷道為一私設道路，

且原處分機關未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及相關規定設置標線，

影響住戶人車進出，甲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塗銷禁止臨時停車標線，原處分

機關否准所請。甲若不服，請問甲是否可以提起訴願？ 

 

本件原處分機關劃設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係屬劃設交通標線之行為，其

法律性質參酌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裁字第 622 號裁定意旨，為一般處分，

其送達得以公告為之。本件原處分機關之「劃設行為」，即屬一種「公告」

措施，於對外劃設完成時，即對外發生「規制作用」的效力。甲為該巷道

原處分機關劃設禁止臨時停車標線旁之住戶，如認原處分機關劃設禁止臨

時停車標線，已損害其於家門前停車之權益，經原處分機關否准其塗銷禁

止臨時停車標線之申請，應得提起訴願，以資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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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規定：「（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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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直接發

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2項）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

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亦為行政處分。有關公物之設定、變

更、廢止或一般使用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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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裁字第 622 號裁定意旨：「禁制標線之性質非屬

法規命令，而是行政處分。其既屬一般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 100 條第 2

項、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一般處分之送達得以公告為之，除公告另訂不

同日期者外，自公告日起發生效力。就禁制標線而言，主管機關之『劃設

行為』，即屬一種『公告』措施，故具規制作用之禁制標誌於對外劃設完成

時，即發生效力。人民對禁制標線之行政處分如有不服，得循序提起訴願

及撤銷訴訟尋求救濟。」 

 

（二） 因申請遷移捷運墩柱位置事件提起訴願 

本府○○局(下稱原處分機關)為辦理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

線高架橋樑工程，在本市○○路中央分隔島上設置捷運全線共611支墩柱。

民眾甲檢具陳情書，主張該工程某區段標高架路線所規畫之某編號墩柱，

落柱位置正對為甲所有之土地及建物前方的道路上，請求原處分機關遷移

該墩柱至其他位置。嗣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函文回復甲略以：「……有關捷運

墩柱位置協調乙案……經本局評復，墩柱遷移將影響柱梁結構安全及增加工

程經費，並連帶擴大影響工程進度……仍採依原設計施工為宜，惟將建議未

來營運機構，以美化橋樑墩柱方式減緩柱體之視覺衝擊，或再行協調施工

單位於工程誤差許可範圍內，妥予考量調整。」甲若不服，請問甲可否針

對系爭函文提起訴願？ 

 

本件甲係針對原處分機關設置系爭墩柱地點之「決定」表示不服，並非

對興建捷運墩柱之事實行為聲明不服。而捷運墩柱設置地點之決定，將使

物之公法性質或公用關係發生變動，故該決定應屬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後段所定「物之一般處分」。本件原處分機關未依甲之請求，遷移系爭墩

柱之設置位置，仍以系爭函文回復甲，決定將系爭墩柱設置於甲所有建物

前方，實質上已經發生駁回甲請求遷移該捷運墩柱之法律上效果，依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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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裁字第 1587 號裁定意旨，系爭函文之性質仍屬行政處

分。該捷運墩柱的興建地點，雖非位在甲所有的土地上，然因甲對於其所

有土地前方的道路，並非單純的一般使用人，而係具有依存使用關係之沿

線居民，甲如認對於其土地前方道路之依存使用關係，已因該墩柱之設置

而可能遭受侵害，自得依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針對系爭函文提起撤

銷訴願。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第 3 條。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裁字第 1587 號裁定意旨：「……。查陸橋之設置

係供不特定之公眾使用，包括因物之公法性質或公用關係而權利義務受影

響之人，此種設定應屬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後段所定物之一般處分，

故相對人將其決定函知抗告人，實質上即生駁回抗告人請求之法律上效果。

次查依抗告人起訴意旨，抗告人係對相對人設置陸橋之決定表示不服，並

非對興建陸橋之事實行為聲明不服，故原裁定以系爭人行陸橋之興建，僅

為公物興建之事實行為，並非將興建完成之公物為提供公用之表示，非屬

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所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之情形，自非有發生法律效果之

行政處分乙節，尚屬誤解而有可議。……。」 

 

三、 國家賠償講堂：警察局公布偵查中之犯罪，是否對被公布者造成名譽

隱私侵害構成國家賠償 ？ 

 案例事實： 

甲警察局於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許以破獲暴力討債

集團為由舉行記者會，發布標題為「夫入監、妻代理、率幫眾逞兇鬥狠」

之新聞參考資料，指摘乙於九十四年起委託幫派其他成員恐嚇、討債，逼

迫被害人致心生恐懼等不實內容，致乙在社會上評價遭到貶損。且甲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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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所涉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案）仍在偵查中，竟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洩漏乙部分姓名、任職公司名稱及地址予媒體。經自由時報、中國時報揭

露乙全名，並與聯合報、蘋果日報、中央通訊社、蕃薯藤新聞網將上開不

實事實，刊載於報紙或網路，致社會大眾誤認乙犯罪，侵害其之名譽權等

情，是否可請求國家賠償？ 

 

 解析： 

（一）按國家機關依國家賠償法負賠償責任，係以其所屬公務員行使公權

力之行為，具違法性為前提要件，此觀國家賠償法第二條規定自明。而偵

查中之犯罪，尤以社會暴力犯罪影響社會治安及大眾生活安全至鉅，與公

共利益有關，社會大眾自有知的權利。為期偵查刑事案件慎重處理新聞，

以符合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原則，避免發言不當，並兼顧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及相關人士之隱私與名譽，以便媒體之採訪，由法務部訂定依檢察、

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下稱系爭要點），合先敘

明。 

（二）復按系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影響社會大眾生命、

身體、自由、財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必要者，及對於社會治

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據查證，足以認定為犯罪嫌疑人，而有告知民眾

注意防範或有籲請民眾協助指認之必要者時，得發布嫌疑人聲音、面貌之

圖畫、相片、影像或其他類似之訊息資料」。 

（三）查本案調查筆錄及警察大事記記載，乙於系爭刑案之警詢中似不否

認其製作催討債務使用之告示牌，且該案並扣得土造震撼長槍一枝、犯案

用手銬、本票、討債用標語等證物，系爭刑案似已影響社會治安及大眾生

活安全，而與公共利益有關。又系爭新聞資料已遮隱乙部分姓名，且無證

據證明甲所屬員警故意洩漏被上訴人全名之情事，則甲所屬公務員於查獲

上開攸關社會治安、大眾生活安全等公共利益之系爭刑案，依系爭要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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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點規定發布系爭新聞資料，並兼顧乙之隱私及名譽，遮隱其真實姓

名，似此情形，能否仍謂其所為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或系爭要點之規定，

而具有違法性？已非無疑。 

（四）又警察機關將案件移送檢察署後，尚須經檢察官相當之偵查，始能

作成起訴或不起訴處分。果爾，能否以上訴人發布系爭新聞資料前，檢察

官已作成不起訴處分，及系爭刑案嗣後經檢察官偵查後，處分不起訴，推

認甲所屬公務員發布系爭新聞資料，係過失侵害被上訴人名譽權？亦非無

研求之餘地。 

 

 結論 

綜上，甲所屬公務員依法務部訂定之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

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規定發佈新聞報導，

系爭新聞資料已遮隱乙部分姓名，且無證據證明甲所屬員警故意洩漏被上

訴人全名之情事，則甲所屬公務員於查獲上開攸關社會治安、大眾生活安

全等公共利益之系爭刑案，依系爭要點第二、三點規定發布系爭新聞資料，

並兼顧乙之隱私及名譽，遮隱其真實姓名，具阻卻違法事由且該公務員又

無故意過失，於此情形，應不得主張國家賠償。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民法第 184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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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項）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

失者，不在此限。（第２項）」。 

２、民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三審法院認上訴為有理由者，就該部分應廢

棄原判決。（第１項）因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廢棄原判決者，其違背之訴訟

程序部分，視為亦經廢棄。（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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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家賠償法第 2 條：「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第１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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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項）前項情形，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

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第３項）」。 

４、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 2 點：「檢察、

警察暨調查機關，應指定新聞發言人並設新聞發布室，與偵查案件有關之

新聞統一由發言人或其代理人於新聞發布室發布。（第１項）檢警調人員除

經機關首長指定為發言人或有本要點第五點第二項之情形者外，對偵查中

之案件，不得透漏或發布新聞。（第２項）各機關應設置記者休息室或適當

處所作為媒體採訪地點，媒體採訪時以電話聯絡發言人到記者休息室或適

當處所為之。採訪時間，每日宜分上、下午各一次，確實時間由機關首長

斟酌實際情況自行決定。（第３項）」、第３點：「案件於偵查終結前，檢警

調人員對於下列事項，應加保密，不得透漏或發布新聞；亦不得任被告、

犯罪嫌疑人或少年犯供媒體拍攝、直接採訪或藉由監視器畫面拍攝：（一）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自首或自白及其內容。（二）有關傳訊、通訊監察、

拘提、羈押、搜索、扣押、勘驗、現場模擬、鑑定、限制出境等，尚未實

施或應繼續實施之偵查方法。（三）實施偵查之方向、進度、內容及所得心

證。（四）足使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

共犯或證人之虞。（五）被害人被挾持中尚未脫險，安全堪虞者。（六）偵

查中之筆錄、錄音帶、錄影帶、照片、電磁紀錄或其他重要文件及物品。（七）

犯罪情節攸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其親屬或配偶之隱私與名譽。（八）有關

被害人之隱私或名譽暨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照片、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

身分之資訊。（九）有關少年犯之照片、姓名、居住處所、就讀學校及其案

件之內容。（十）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身分資料、居住處所、電話及其供

述之內容或所提出之證據。（十一）其他足以影響偵查之事項。」、第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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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於偵查終結前，如有下列情形，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

認有必要時，得由發言人適度發布新聞，但仍應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一）

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已經逮捕，其犯罪事實查證明確者。（二）越獄脫逃之

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案者。（三）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被

告於偵查中之自白，經調查與事實相符，且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四）

偵辦之案件，依據共犯或有關告訴人、被害人、證人之供述及物證，足以

認定行為人涉嫌犯罪，對於偵查已無妨礙者。（五）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

體、自由、財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必要者。（六）對於社會治

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據查證，足以認定為犯罪嫌疑人，而有告知民眾

注意防範或有籲請民眾協助指認之必要時，得發布犯罪嫌疑人聲音、面貌

之圖畫、相片、影像或其他類似之訊息資料。（七）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

響之案件，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藏匿或不詳，為期早日查獲，宜請

社會大眾協助提供偵查之線索及證物，或懸賞緝捕者。（第１項）依前項發

布新聞之內容，對於犯罪行為不宜作詳盡深刻之描述。（第２項）」。 

５、102 年 05 月 09 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重國字 1 號判決。 

６、102 年 06 月 07 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重國字 1 號裁定。 

７、104 年 07 月 28 日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重上國字 9 號判決。 

 

四、 行政執行講堂：社會福利金之禁止扣押與執行行為之救濟程序 

 案例事實： 

某甲因違反建築法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開立行政裁處書命限期改善

並處罰鍰 6 萬元新臺幣，某甲逾期未繳納罰鍰經市政府移送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臺中分署行政執行中，執行分署扣押甲之台灣土地銀行帳戶內存款並

命移送機關收取之。 

（一）甲主張該台灣土地銀行帳戶內之金錢係勞工保險、國民保險金，為

不得扣押之標的，請求移送機關返還該金額是否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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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如對執行分署扣押其台灣土地銀行帳戶之行為，應如何救濟？ 

 

 解析： 

（一）甲的主張為有理由 

   為了保障勞、國保按月領取年金的權益，使給付入帳不會有被扣押之虞，

103 年 1 月 10 日修訂施行的勞工保險條例第 29 條和增訂的國民年金法第

55 條規定，請領年金給付者，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的

標的。然是否全然不許扣押，分述如下: 

1、對勞保國保年金所禁止扣押者為義務人請領之權利 

為保障弱勢國民、勞工或遺屬之基本經濟安全，此二年金請領的權利

應予保障不受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風險。惟已領取後存入金

融機構之福利津貼，係存款人對於存款金融機構之權利，而非請領該福利

津貼之權利，自不在禁止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的標的之內。(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行執一字第 0930002806 號參照) 

2、為確保勞保、國保年金不被扣押應以專戶方式為之 

依 103 年 1 月 10 日修訂施行的勞工保險條例第 29 條和增訂的國民年

金法第 55 條規定，請領年金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

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年金給付之用。該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

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的標的。 

3、如甲能提出由承保機關出據證明文件，該帳戶係專供存入年金給付之用，

則行政執行署之扣押行為顯然違法。反之，僅為甲對台灣土地銀行的存款

請求權自得為扣押標的。  

（二）甲得提起撤銷訴訟並於同一程序中請求返還該筆金額。 

1、行政救濟程序可分為法院外救濟程序（即行政體系內部救濟程序）與法

院內救濟程序（即行政訴訟程序），二者功能有別，無從互相代替。行政執

行法第 9 條之聲明異議程序係屬法院外救濟程序，不能據以認為無需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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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之救濟程序。且執行雖貴在迅速，然為使執行爭議之救濟程序不過於

冗長，爭議早日決定，解釋上就對具行政處分性質執行措施之聲明異議 應

認行政執行法第 9 條所定之聲明異議程序實質上與訴願程序相當，義務人

經此異議程序，如有不服，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而非曲解行政執行法第 9

條規定，認立法者有限制提起行政爭訟之意。(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12 月份

第 3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2、行政執行法第 9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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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得以該條規定作為限

制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訴訟權之法律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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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待

言。 

3、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依據行政執行法針對甲違反建築法應納罰鍰

6 萬元新臺幣，就甲之個人帳戶予以扣押並命移送機關收取，係為一符合行

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之行政處分。如甲之聲明異議遭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駁回，由於聲明異議程序實質上與訴願程序相當，甲經此異議程序，如有

不服，得逕行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7 條、第 8 條提起撤銷訴訟並於同

一程序中請求返還該筆金額。 

 

 結論 

甲的主張為有理由且得提起撤銷訴訟並於同一程序中請求返還該筆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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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執一字第0930002806號參照。 

2、最高行政法院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五、 採購爭議講堂：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偽造、

變造」定義。 

 案例事實： 

A 公司承攬 B 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履約期間 B 機關發現 A 公司有偽造

檢驗報告之情事，爰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通知 A 公

司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A 公司提起申訴時主張所謂「偽造、變造投標、

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須有刑法上偽造、變造罪之構成要件事實亦即無權

製作文件者自行偽造、變造投標、契約及履約文件之內容，今其未構成刑

法偽造文書罪，機關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處分違法，請求撤銷， A

公司之主張是否有理由？ 

 

 解析： 

參諸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988 號判決要旨俱已肯認政府採購

法不僅包括刑法有關偽造、變造之規範，甚至亦不以刑法上之偽造、變造

之概念及其要件解釋為限。另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4 年 1 月 20 日工

程企字第 09400024600 號函內容略以：「…二、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有關『偽造、變造』之定義，應依本法之立法意旨認定，例如，

以廠商自己名義所製作之文書，然與真實不符者，雖為有權限之人所製作，

非刑法上之偽造、變造，仍違反本法；又如，廠商所檢送或出具之文書，

雖非以其自己名義所製作，然係其為不實之陳述或提供不實之資料，致使

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或業務上作成之文書

者，亦違反本法。…」。是以，廠商以自己名義所製作的文書，然與真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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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者，雖為有權限製作之人，非刑法上之偽造、變造，仍違反政府採購法。 

 

 結論 

A 公司主張其未構成刑法偽造文書罪，故未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請求撤銷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處分為無理由。 

 

    法律小學堂 

 

借名登記 

 

案例事實 

小明與小美是男女朋友關係，小明為了自己平日上下班的便利，以及

假日便於搭載小美一同外出旅遊，於是決定購買一輛全新的休旅車。然而，

小明因為曾經發生多次駕車肇事的不良記錄，所以應繳的汽車保險費率甚

高。所有，小明為了繳交較為低廉的汽車保險費，乃與小美約定將所購買

的汽車借名登記在小美的名下。怎知，半年之後，小明與小美卻因為個性

不合而分手，且雙方發生嚴重的爭吵以致於無法溝通。請問，小明要如何

辦理將汽車過戶回來的事宜？ 

 

 解析： 

一、 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

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

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

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

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76 號判

決著有要旨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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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 549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三、 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

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 條亦定有明

文。 

四、 在本案例當中，小明為了繳交較為低廉的汽車保險費，於是和小美約

定將所購買的全新汽車借名登記在小美的名下。按照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

第 76 號判決的意旨，借名登記是類推適用民法委任契約的相關規定。而再

按照民法第 549 條第 1 項的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

約。因此，小明可以隨時向小美為終止汽車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的意思表示。 

五、 汽車借名登記的法律關係一經終止，依法即向後失效，小美不再享有

登記為汽車所有人的權利。而按照民法第 179 條之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

已不存在者，亦同。因此，小美依法負有返還登記為汽車所有權人此一利

益之義務。 

六、 綜上所述，小明可以向小美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並提起民事訴訟，請

求法院判決確認自己為汽車的真正所有權人。並於取得勝訴判決，且判決

確定後，持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向管轄的監理所申請辦理汽車所有權人

過戶的相關事宜。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民法第 179 條、民法第 549 條。 

2、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76 號判決。 

 

  



 
  

 

25 

 時事英文 

 

1、 Fines Increased for Illegal Rentals. 

Unlicensed operators who charge travellers for staying in their apartments by the day 

could be fined as high as $300,000 NT dollars. They tend to advertise their rooms on 

Websites such as Facebook, Airbnb and Homeaway. 

交通部新修法，針對違法、無照的日租套房業者，刊登相關廣告在臉書、Airbnb、

Homeaway 等平台，最高可開罰 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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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New Taipei City's ban on oBikes left in public scooter parking places has already 

resulted in 3,000 oBikes being towed. It has demanded oBike pay a fine of almost 

NT$300,000. oBike refuses to accept the penalty or to reclaim the confiscated bikes from 

the New Taipei authorities, as it prepares to file a legal appeal. 

新北市嚴禁 oBike 停在公有機車停車格內，至今已拖吊超過 3000 輛 oBike，並要

求業者繳交近 30 萬的罰金，oBike 業者表示不接受裁罰，並會申請訴願，且暫時

不會向新北市領回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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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ore than 7 in 10 South Koreans support a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with most of them 

citing the need to make the decades-old basic law relevant to changes in today’s society, 

a survey showed Sunday. 

1 項調查週日指出，南韓民眾中，10 人就有逾 7 人支持修憲，多數支持者所舉的

理由是，有必要使這部數十年歷史的根本大法切合現今社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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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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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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