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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106.08.1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811)

二、 修正「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部分條文。(106.08.1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802)

三、 修正「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編制表」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生效。(106.08.1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813)

四、 訂 定 「 臺 中 市 政 府 補 助 及 獎 勵 企 業 營 運 總 部 投 資 實 施 辦 法 」。
(106.08.1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805)

五、 訂定「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組織規程」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
一日生效。(106.08. 2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534)

六、 修正「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一月一日生效。(106.08. 2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533)

七、 訂定「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編制表」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
生效。(106.08.2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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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正「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編制表」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
效。(106.08.2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822)

最新訊息
一、 為表揚 105 年度調解有功及資深之調解委員，內政部將於 9 月 12 日
於台北國軍英雄館舉行中央表揚大會頒獎典禮，本局將帶領本年度獲獎之
調解委員前往受獎，總受獎人數 75 位。今年度表揚大會，在本市積極爭取
下，首次增設頒發年資 30 年以上調解委員總統感謝狀計 16 位，以表揚資
深調解委員對於調解業務之貢獻。
二、 為促進臺中市與其他縣市調解業務經驗交流與觀摩，本局局長陳朝建
將於 9 月 20 日率本市 29 區調解主席及委員前往桃園市中壢區公所參訪，
就調解業務之推動做經驗交流。
三、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2.0 版 9 月 27 日前往東勢區南平里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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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7 日前往東勢區
南平里辦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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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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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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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7 日於本府 401 會議室辦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 邀請內
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張燕玲講師講授「至武陵遇見鴛鴦」課
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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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提問及
反應熱烈，有效提昇志工基本法律常識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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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年 8 月 29 日舉辦 106 年度法律扶助志工觀摩活動暨聯繫會報，
藉由觀摩其他機關志工志願服務人員服務及導覽情形，以提高志工之服務
熱忱及提昇本局法律諮詢業務服務品質。

四、 中市法律行動專車 8 月 30 日到后里 法制局與律師免費法律諮詢
臺中市政府法律行動專車 106 年 8 月 30 日前往臺中市立圖書館后里
分館 2 樓研習教室，除有市府法制局人員受理民眾消費爭議、訴願、國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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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等申請及法律諮詢外，當天下午 1 時至 4 時，實務經驗豐富的林玲珠
律師也到場共同提供免費法律服務。林律師執業達 24 年，尤其對於智慧財
產權、遺產繼承、房地糾紛等業務有豐富的經驗。
法制局長陳朝建表示，市府除了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陽明市政大樓
及 29 區公所各地提供多場次的法律諮詢服務外，更利用法律行動專車深入
鄉里，主動為民眾提供多元的法律服務，歡迎多加利用。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布市售家庭用瓦斯爐檢驗結果：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與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經濟部標檢局)合作，隨機採樣 15 件不同廠牌之家庭
用瓦斯爐進行品質檢驗及標示查核。檢驗結果，品質部分有 1 件不符合商
品檢驗法規定；標示部分有 8 件不符合商品檢驗法或商品標示法規定，對
不合格之產品，行政院消保處均已請主管機關經濟部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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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瓦斯爐，是家庭必備的日常生活用品，惟偶有聽聞因使用此類
商品而發生意外事件者，行政院消保處為瞭解市售家庭用瓦斯爐是否符合
安全規範，於本(106)年 2 月起與經濟部標檢局合作，聯合派員赴各大賣場、
零售商及網購平台等通路，隨機購樣 15 件不同廠牌之家庭用瓦斯爐，分別
依據國家標準 CNS13604「家庭用燃氣炊煮器具」之規定，進行「燃氣通
路之氣密性」、「燃氣消耗量」、「燃燒狀態」、「電器點火性能」、「熄火安全
裝置」
、「油過熱防止裝置」、
「熱效率」等 7 項安全檢測項目，並依據商品
檢驗法、CNS 13602「家庭用燃氣器具構造通則」及商品標示法第 9 條及
第 10 條規定，查核「商品檢驗標識」及「中文標示」。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在選購及使用家庭用瓦斯爐時，應特別注意
下列事項：
(1)、購買貼有「商品檢驗標識」
（圖例如 或 )之瓦斯爐商品。
(2)、檢視商品是否標示製造商資訊、商品成分、製造日期等內容。
(3)、檢視商品是否標示用途、使用、保存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4)、使用瓦斯爐炊煮食物時，應保持室內通風狀態，避免造成缺氧或一氧
化碳中毒之意外。
(5)、為防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建議於家中適當位置安裝一氧化碳偵測器，
即時警報，多一份保障。
(6)、應定期檢查瓦斯管之完整性及氣密性，如有彎折、破損、漏氣等情形，
請儘速更換。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9559B255B3B9F27&sms=9101EB18DCFCC
739&s=C8F910F733CF82F7)

（二） 消保處公布兒童書包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結果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消保處）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
為保護學童身體健康權益，分別在國內經銷商及網路採樣兒童書包進行品

6

質檢測及標示查核，共計購樣 20 件，其中品質檢驗部分，有 1 件塑化劑超
標；商品標示部分有 5 件不符合「商品標示法」規定。針對不合格產品，
主管機關均已依法要求業者下架或限期改善中。
消保處為辦理本項查核，於 106 年 4 月間分別在網路購買 4 件樣品；
在實體通路購買 16 件樣品(大台北地區 9 件及中南部 7 件)，合計 20 件樣
品，送請標準局依據國家標準 CNS 15503「兒童用品一般安全要求」
，檢
測「可遷移元素含量」
、
「游離甲醛含量」
、
「特定偶氮色料含量」及「8 種鄰
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含量」；另依據 CNS 15331「袋、包及箱產品評估準
則」，檢測「裝載試驗」，並針對具拉桿及輔助輪者進行「伸縮拉桿功能試
驗」及「行走試驗」
；至「中文標示」則由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依據商品標示
法進行查核。
本次檢測查核結果如下列情形（詳如附表）
：
(1)、品質部分:20 件樣品，19 件符合規定，1 件不符合規定，即「8 種鄰
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含量」檢出為 2.036%，超過國家標準 0.1%限量值規
定(項次 3)。
(2)、標示部分:20 件樣品，15 件符合規定，5 件不符合規定。不符合情形
包括商品本體未以中文標示原產地、外包裝（或吊牌）未標示製造日期、
製造廠商、進口廠商及原產地等(項次 16、17、18、19、20)。
有關「8 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是塑膠工業中常被添加的塑化劑種
類，目的在賦予塑膠具有良好的延展性與穩定的物理化學特性，惟其為環
境荷爾蒙的一種，會干擾內分泌系統的平衡及功能，使男性雌性化及增加
女性罹患乳癌機率。行政院消保處、標準局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共同呼籲
業者應落實商品之安全性與標示正確性，以維護消費者權益，並提醒消費
者選購及使用時注意下列事項：
(1)、注意是否貼附詳細中文標示，並選購標示清楚及完整資訊的商品。
(2)、請勿選用具有異味之兒童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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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依兒童身高選購適合之書包尺寸大小。
(4)、使用背包時，宜雙肩背負，肩帶宜寬，肩背帶的調整範圍必須和背部
的長度相符合，才能使重心落在理想的位置，重量接近骨盆，貼緊腰背，
不良的背負姿勢可能造成兒童腰椎歪斜、長短腳或肩部斜歪等問題。
(5)、依研究指出，合理書包重量建議以不超過學生體重八分之一為宜。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02002&ctNode=28226&mp=122020)

（三） 行政院農委會公布部分雞蛋殘留芬普尼(Fipronil)，為確保市民食安，
本府農業局也啟動蛋雞場抽檢機制，針對臺中市 29 家蛋雞場進行雞蛋採樣
檢驗，將樣品送至中興大學農產品農藥殘留檢測中心，進行芬普尼檢驗，
檢驗結果發現新社區高昇畜牧場雞蛋樣品有芬普尼殘留，其餘蛋雞畜牧場
樣品檢驗結果則未檢出。
行政院農委會公布部分雞蛋殘留芬普尼(Fipronil)，為確保市民食安，
本府農業局也啟動蛋雞場抽檢機制，針對臺中市 29 家蛋雞場進行雞蛋採樣
檢驗，將樣品送至中興大學農產品農藥殘留檢測中心，進行芬普尼檢驗，
檢驗結果發現新社區高昇畜牧場雞蛋樣品有芬普尼殘留，其餘蛋雞畜牧場
樣品檢驗結果則未檢出。
市府接獲檢驗結果通知後，立即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36 條規定進行移動
管制，除禁止雞蛋上市外，衛生局立即前往台中市有疑慮雞蛋的 3 家下游
商家稽查並封存問題雞蛋 2040 公斤，3 家下游分別為：潭子區建利蛋行、
豐原區建豐蛋行、北屯區高人商行；其中，建豐蛋行現場無庫存蛋品，建
利蛋行已退回庫存蛋品，高人商行則於 8 月 25 日自行將庫存蛋品運回高昇
牧場銷毀；後續農業局將持續進行追蹤，並加強宣導使用合法用藥，以保
護消費者蛋品食用安全，民眾如仍有疑慮，相關資訊亦可逕洽本府農業局
畜牧科查詢。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02270&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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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 管轄法定原則
問題提出：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接獲檢舉，某空地有民眾甲停車阻礙出入情形，是
以發函予當地 A 區公所釐清該空地是否為道路範疇。嗣後 A 區公所回函表
示該道路屬於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並由 A 區公所維護。警察局遂以民眾甲停
放車輛係屬違規予以舉發，並經該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處以罰鍰。甲提起行
政訴訟，主張 A 區公所並無認定道路之管轄權限。
解析：
（一）按「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管
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1 項及第 5 項定有
明文。可知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機關之管轄權，須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
政法規定之，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
（二）又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1 條規定：「臺南巿（以下簡稱
本巿）為明確釐定本市市區道路及其附屬設施分工權責、設施維護、使用
管制等事項，特制定本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第
1 項）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政府，各管理機關業務權責劃分如下：
一、工務局：（一）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及挖掘。（二）共同管
道、照明設施、行道樹、橋樑、涵洞與隧道之設置、管理及維護。（三）
公共設施使用市區道路及建築使用市區道路之管理。．．．。三、都市發
展局：現有巷道之認定．．．。（第 2 項）前項第 1 款、第 2 款業務，必
要時得委任或委託區公所或其他機關辦理。」
（三）依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之規定，臺南市之市區道路
現有巷道之認定權限係劃分予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而市區道路之修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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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養護及挖掘等事項則劃分予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後再委任區公所辦理。
是以 A 區公所僅有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及挖掘；共同管道、照明
設施、行道樹、橋樑、涵洞與隧道之設置、管理及維護及公共設施使用市
區道路及建築使用市區道路之管理權限，但關於現有巷道之認定，屬臺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之權責，A 區公所並無認定權限，是以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認為本案屬對缺乏事務權限之事項予以實質認定，而做成確認性行政處
分，而此欠缺事務權限之情事，其瑕疵並非明顯重大而一望即知，尚難認
係無效處分，而屬有效而得撤銷之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結論
綜上所述，依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臺南市之市區
道路現有巷道之認定權限劃分予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A 區公所確實無
認定道路之管轄權限，是以 A 區公所回函表示該道路屬於供公眾通行之道
路之確認性行政處分，依據前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係違反行政程
序法第 11 條之管轄法定原則，係屬有瑕疵之行政處分，應予以撤銷。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１、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104.12.30)
２、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1 條、第 4 條（101.12.18）
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 233 號判決。
二、 訴願講堂-【管轄-原行政處分機關的認定】
導言：
人民不服行政機關的行政處分，應向何機關提起訴願？已涉及訴願法
中有關訴願管轄的規定。有關訴願管轄機關的決定，可以從行政機關與訴
願管轄機關之間的關係，究竟屬於「隸屬關係」或「監督關係」？來做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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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探討。
如果是依據「隸屬關係」來決定訴願管轄機關，基本上應向原處分機
關所隸屬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法第 4 條第 2、4、6、7 款參照)，不過
當原處分機關為國家最高機關時，則仍以原處分機關為受理訴願機關(訴願
法第 4 條第 8 款參照)。
倘若是依據「監督關係」來決定訴願管轄機關，例如在中央、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皆為公法人之情形，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相互間，並不
具有上下級機關之行政隸屬關係，而是屬於「自治監督關係」。故而，在
不服鄉(鎮市)公所或縣(市)政府、直轄市政府所為之行政處分的情形，係分
別向縣(市)政府、中央主管部會提起訴願(訴願法第 4 條第 1、3、5 款參照)。
在決定訴願管轄機關時，須先依訴願法第 13 條本文及但書之規定決定
原行政處分機關，通常以作成行政處分時之名義為準，實務見解多採「顯
名主義」為原則。上級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所為之行政處分，自屬上級機關
之行政處分，縱然交予下級機關執行，亦應以上級機關為原行政處分機關。
但是，如果是下級機關擬定辦法，報請上級機關核准後，再以下級機關的
名義對外作成行政處分的情形，則屬於下級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
（一） 因電信法事件提起訴願
甲縣政府所屬環境保護局某日至該縣依廢棄物清理法公告指定清除區域
內稽查，發現乙公司在該區域內之建築物牆面，繫掛大型廣告物，該廣告
物上登載丙電信業者之服務電話，作為廣告宣傳。如因該大型廣告物有礙
觀瞻，則有權限依電信法第 8 條第 3 項之規定，通知丙電信業者停止提供
該廣告物所登載之電話電信服務 3 個月之行政機關，究竟為甲縣政府或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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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電信法第 8 條第 3 項之規定，如有於擅自設置廣告物上，登載電話號
碼，作為廣告宣傳者，廣告物主管機關得通知電信業者，停止提供該廣告
物登載之電信服務。其立法理由為「違法者隨意四處張貼廣告物，嚴重破
壞市容景觀，影響環境衛生、生活品質甚鉅，且違法者一犯再犯，防不勝
防。為杜絕此一歪風，明定電信事業得依廣告物主管機關之通知，停止提
供該廣告物登載之電信服務。」可知，當在甲縣政府公告指定區域內牆面
繫掛有礙觀瞻之廣告物，除已構成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1 款規定之「污
染行為」外，且亦合致電信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之「有礙景觀之廣告物」。
此時，身為該廣告物主管機關(即甲縣政府)，自有依電信法第 8 條第 3 項之
規定，通知丙電信業者停止提供廣告物所登載電信服務之權限。依據國家
通訊傳播委會員組織法第 2 條之規定，電信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地方政府」雖非電信法之主管機關。然因甲縣政府所為行政
處分，係源於其身為廢棄物清理法主管機關之地位，並非以電信法主管機
關地位所為。因此，甲縣政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1 款與電信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所作成之行政處分，應屬廢棄物清理法規制之範疇。丙
電信業者如不服該行政處分，應依訴願法第 4 條第 3 款之規定及廢棄物清
理法第 4 條規定，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起訴願。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電信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
「電信事業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電信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
「擅自設置、張貼或噴漆有礙景觀之廣告物，
並於廣告物上登載自己或他人之電話號碼或其他電信服務識別符號、號碼，
作為廣告宣傳者，廣告物主管機關得通知電信事業者，停止提供該廣告物
登載之電信服務。」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規定：
「自本會成立之日起，通訊傳
播相關法規，包括電信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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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涉及本會職掌，其職權原屬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交通部電信總局
者，主管機關均變更為本會。其他法規涉及本會職掌者，亦同。」
廢棄物清理法第 4 條規定：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1 款規定：
「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
為：……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訴願法第 4 條第 3 款規定：
「訴願之管轄如左：……三、不服縣(市)政府
之行政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行、處、局、署提起訴願。……。」
訴願法第 13 條規定：「原行政處分機關之認定，以實施行政處分時之
名義為準。……。」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76 號判決
（二） 不服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之扣分行為提起訴願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依大學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受大學招生
委員會聯合會委託，辦理考試相關業務所為之行政處分，應以「財團法人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或「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為原處分機關？
依大學法第 24 條規定：「(第 1 項)大學招生，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
則單獨或聯合他校辦理；其招生 (包括考試) 方式、名額、考生身分認定、
利益迴避、成績複查、考生申訴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大
學擬訂，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第 2 項)大學為辦理招生或聯合招生，得組
成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聯合會並就前項事項共同協商擬訂，報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得就考試相關業務，委託學術
專業團體或財團法人辦理。」次依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3 項及訴願法第 13
條本文分別規定「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
行政機關。」、「原行政處分之認定，以實施行政處分時之名義為準。」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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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開規定，可知「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係依大學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受「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的「委託」辦理考試相關業務，在
受委託的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因此，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依
據考試簡章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所為之行政處分(如：扣分行為)，核屬
攸關招生權利義務關係(即考生是否錄取)之行政處分。復依訴願法第 10 條
規定：
「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以其團體或
個人名義所為之行政處分，其訴願管轄，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因此，
如果考生不服「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依考試簡章試場規則與違規
處理辦法所為之扣分行為，應向原委託機關(即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提起
訴願。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
「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
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
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
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
訴願法第 10 條規定：「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
或個人，以其團體或個人名義所為之行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向原委託
機關提起訴願。」
訴願法第 13 條規定
大學法第 24 條規定：
「第 1 項)大學招生，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單獨或聯合他校辦理；其招生 (包括考試) 方式、名額、考生身分認定、利
益迴避、成績複查、考生申訴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大學
擬訂，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第 2 項)大學為辦理招生或聯合招生，得組成
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聯合會並就前項事項共同協商擬訂，報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得就考試相關業務，委託學術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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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團體或財團法人辦理。」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8 號判決
三、 國家賠償講堂：監察院調查義務之定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
國簡上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案例事實：
監察院為監察機關，經甲陳情表示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違法失職應予糾
彈之請求，而監察院僅函請臺北地檢署覆函，並以此答覆甲，甲因監察院
不調查的行為，精神痛苦，且甲表示監察院係國家設立來保護人民免於遭
受不法公務人員之侵害之機關，而監察委員乃廣義之公務人員，對違反失
職的公務人員而言，有糾彈之職權，監察院功能亦不是郵政轉發機關，豈
可僅將人民陳訴公文等轉寄給受訴機關，再由受訴機關以覆函回辯再轉發
給陳訴人後，即謂已完成監察責任。是監察院不為調查，違反公務人員服
務法第 7 條、憲法第 16 條，造成甲精神及財產之損害金額 11 萬元，爰依
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7 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監察院提請
國家賠償。
解析：
（一）監察院就甲陳訴之事項是否已盡調查義務？
監察院以監察委員為主體，依據憲法第 95 條及第 97 條、憲法增修條
文第 7 條第 3 項、第 4 項及第 5 項、監察法第 1 條及第 2 條等相關規定獨
立行使職權。監察委員透過調查權之行使，如發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務人
員涉有違法失職情事，得依法提出彈劾；如認有先行停職或有其他急速處
分之必要時，得依法提出糾舉；如認行政院及其所屬各機關的工作及設施
有違法或失職情事，得提出糾正案。彈劾權、糾舉權及糾正案均係監察委
員依法定職權獨立行使，不受國家或人民之干涉，亦非經人民申請或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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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為之。次按，人民之檢舉或請願，毋寧為類似刑事訴訟程序中「告發」
行為，其功能在使監察院知悉公務人員可能有違法失職之情事，該院並不
因此負有調查或彈劾之義務，亦即監察院或特定監察委員對於人民檢舉之
事實是否加以調查或彈劾，係屬該院「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之裁量事
項，縱未依照人民請願或檢舉內容調查，亦非違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5252 號裁定參照）
。
甲雖稱監察院未盡調查義務，惟參考前揭意旨，監察院係依法行使監
察權之機關，目的在監督政府施政及維護公共利益，而甲之檢舉或請願，
其功能在使監察院知悉公務人員可能有違法失職之情事，監察院並不因此
負有調查或彈劾之義務，亦即監察院對於甲檢舉之事實是否加以調查或彈
劾，係屬監察院「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之裁量事項，縱未依照人民請
願或檢舉內容調查亦非違法，難認監察院對甲陳訴內容有調查義務。況依
監察院對上開處理甲陳訴書之時程以觀，監察院均能儘速處理，且觀各機
關函覆內容尚非無據，監察院憑此函覆甲，並無故意不為處理或怠為行使
職務之情形。故此，監察院就甲陳訴之事項已盡調查義務。
（二）甲是否因監察院之行為受有損害？
按人民之自由或權利受到侵害而請求國家賠償者，必須主張其損害與
公務員之不法行為有此等因果關係，亦即必須證明係由於公務員違背其職
務義務之行為所致，如該職務義務之行為與該受害之自由或權利無關，亦
即並不以保護被害人之自由或權利為目的，則不能認為有相當因果關係。
次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所謂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係指公務
員對於被害人有應執行之職務而怠於執行者而言。申言之，被害人對於公
務員為特定職務行為，有公法上請求權存在，經請求其執行而怠於執行，
致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
若公務員對於職務之執行，雖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利益，人民對於公務
員仍不得請求為該職務之行為者，縱公務員怠於執行該職務，人民尚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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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請求權可資行使，以資保護其利益，自不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損害（最高法院 72 年台上字第 704 號著有判例參照）。
甲主張監察院未盡調查義務，侵害其訴訟權，造成其書信往返郵務費
及精神上痛苦，請求賠償 11 萬元。惟監察院乃獨立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監察
權，無待人民請求，亦不受人民陳情或情求拘束。又監察院職務義務係關
於國家自我監督機制之實現，並不以保護被害人之自由或權利為目的，況
監察院並無未盡職務義務之情事，難認甲主張 11 萬元之損害與監察院之行
為有何因果關係，故甲並不因監察院之行為而受有損害。
結論
監察院針對人民之檢舉或請願，是否加以調查或彈劾，係屬監察院「依
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之裁量事項，縱未依照人民請願或檢舉內容調查亦
非違法，難認監察院對甲陳訴內容有調查義務，故甲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
第 2 項、第 7 條規定，請求監察院負國家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監察法第 1 條：
「監察院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使彈劾、糾
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除審計權之行使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法之規
定。」
；第 2 條：「監察院以監察委員行使彈劾權、糾舉權及以各委員會提
出糾正案。」
；第 19 條：
「監察委員對於公務人員認為有違法或失職之行為，
應先予停職或其他急速處分時，得以書面糾舉，經其他監察委員三人以上
之審查及決定，由監察院送交被糾舉人員之主管長官或其上級長官，其違
法行為涉及刑事或軍法者，應逕送各該管司法或軍法機關依法辦理。監察
委員於分派執行職務之該管監察區內，對薦任以下公務人員，提議糾舉案
於監察院，必要時得通知該主管長官或其上級長官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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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執行講堂：義務人已「遷出國外」
，裁處書應如何送達。
案例事實：
某甲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4 條規定，遭裁處機關處罰新臺幣
30 萬元整罰鍰。裁處機關向該戶政事務所查明義務人甲戶籍資料時已登載
「遷出國外」
，裁處書如何送達始為有效？
解析：
戶籍法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
「出境二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該法
48 條第 1 項規定：「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
之。」暨 42 條規定：
「依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應為出境人口之遷出登記者，
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得逕行為之。」其施行細則第 5 條：「…未依限辦理遷
出登記者，戶政事務所於查核當事人戶籍資料後，得依本法第四十二條規
定逕行為之，並通知應為申請之人。」
，內政部移民署定期將出境滿 2 年之
人名造冊，通知出境當事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該戶所便以公文方式告知
當事人(寄至當事人出境前最後戶籍地址)即將被除籍，若於公文發出後一定
期間內未前來戶所告知已入境，即被該戶所逕行辦理遷出登記。裁處機關
經洽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獲知義務人之國外地址（包含國別與地址）
，按行政
程序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86 條第 1 項：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者，應囑
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
或本條第 2 項：
「不能依前項規定為送達者，得將應送達之文書交郵政機關
以雙掛號發送，以為送達，並將掛號回執附卷。」
倘裁處機關洽詢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函復查無義務人之國外地址時，次
按本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第 1 項第 1
款「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
，係指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營業所、事務所
或其他應為送達之處所全部不明，不能以其他方法為送達者而言，此應受
送達人遷居國外，若無法查悉國外住所資料即屬之(法務部 97 年 9 月 4 日

18

法律字第 0970031409 號函參照)。同條項：
「第 2 款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
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第 3 款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八
十六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而該條第 1 項第 3
款所稱「不能依 86 條之規定辦理」
，係指依本法第 86 條第 1 項不能囑託
送達之情形，如在該國並無我國之使、領館或其他駐外公、私機構，或我
國與該國之間並無就送達互相協助之條約或協定之情形；不能依同條第 2
項辦理，係指無法交郵政機關以雙掛號送達之情形，例如該國為我國郵件
無法投遞之地區，或該國因戰亂、天災等情事致郵政機關已無法正常運作
之情形(法務部 103 年 8 月 18 日法律決字第 10300152740 號參照)。
末按本法第 80 條規定：
「公示送達應由行政機關保管送達之文書，而
於行政機關公告欄黏貼公告，告知應受送達人得隨時領取；並得由行政機
關將文書或其節本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係指將應送達之文書，依一
定程式公告後，經過一定期間，不論應受送達人是否知悉，均與實際交付
文書生同一效力。其立法說明為：公示送達應由行政機關保管應送達之文
書，但應張貼公告，告知應受送達人得隨時領取；另為增加應受送達人知
悉應受送達文書之機會，亦得將文書或其節本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準
此，
「於行政機關公告欄黏貼公告」者，係屬公示送達之必備方式，至「將
文書或其節本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行政機關雖亦「得」為之，惟並非
公示送達之生效要件（法務部 98 年 10 月 26 日法律字第 0980035546
號函參照）
，不影響送達效力，僅係為增加應受送達人知悉應受送達文書之
機會。
結論
裁處機關應先向內政部移民署以「應受送達人之護照號碼或身分證統
一編號」查詢其是否出境。或應受送達人確已遷出國外者，則附具其護照
號碼或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函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查明其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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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應受送達人如已無本國國籍，則應製作其所屬國籍國語文之通知書；
如有本國國籍，則可免之。將該通知書(裁處書)以附件方式函請外交部條約
法律司代為送達；應受送達人入遷出至中國大陸、香港或澳門地區，則函
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代為送達等，依本法第 87 條、第 90 條規定辦理囑託
送達。若裁處機關於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查無義務人國外地址時，即可依本
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戶籍法第16條第3項、48條第1項、42條參照。
2、戶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參照。
3、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86條、第80條、第87條、第90條參照。
4、法務部97年9月4日法律字第0970031409號函參照。
5、法務部103年8月18日法律決字第10300152740號參照。
、法務部98年10月26日法律字第0980035546號函參照。
五、 採購爭議講堂：機關決標後得標廠商拒絕簽約，經機關沒收押標金，
可否提起異議、申訴？
案例事實：
甲廠商參與乙機關勞務標案，得標後以誤繕標價拒絕簽約，經乙機關
通知仍拒絕簽約，機關遂依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沒收其所
繳納之押標金，甲不服遂提出異議及申訴，請問是否有理由？
解析：
按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
「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

20

予追繳︰……。五、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甲廠商在
本案得標後拒絕簽約，機關通知簽約後仍遭甲拒絕，遂依上開規定沒收其
押標金。查該項各款規定不予發還或應予追繳之事由，有屬於違約性質者
（例如得標廠商拒不簽約），有屬於違法性質者（如以偽造文件投標）。參
照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 2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略以：「沒收押標金部
分，係因採購契約履約問題所生之爭議，屬私權糾紛而非公法爭議，行政
法院無審判權，…。」基於違約性質之事由不予發還或予以追繳，自非行政
處分，而其所衍生之爭議應循民事程序或向管轄機關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申請履約爭議調解解決之，故甲提起異議、申訴顯不合法。
結論
機關決標後得標廠商拒絕簽約，經機關沒收押標金之情形，應循民事
程序解決其所衍生之爭議。

個資法專區
一、 印製同鄉會會員名冊分發會員使用，是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非公務機關對個
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二、與
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五、經當事
人同意。…」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
的外之利用：…六、經當事人同意。…」又設立社團時，應訂定章程。社團
之組織，及社團與社員之關係，以不違反民法第 50 條至第 58 條規定為限，
得以章程定之。查章程係多數人以設立社團為共同目的之共同（合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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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章程對設立人及所有未來加入的社員均有拘束力，社員的權利義務依
章程規定，章程未規定時依法律規定。故社團法人於「團體對會員或其他
成員名冊之內部管理」
（代號 052）及「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
務」（代號 069）之特定目的內，於符合「與當事人有契約關係」，而得蒐
集該等會員之個人資料，並得依本法第 20 條規定，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
要範圍內」利用。是以，宜先視同鄉會之章程有無規定得利用會員個人資
料編印會員名冊分送理監事及會員，如已於章程內明文規範會員個人資料
利用相關事宜，則得依章程規定處理，係屬特定目的內之利用，無須再經
當事人書面同意，惟利用過程仍應注意本法第 5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倘對
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於章程未有規定，則非於原先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
內利用者，仍應符合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各款情形之一（例如：經當事
人同意）始為適法
（摘自「法務部 106 年 7 月 21 日法律字第 10600606980 號函」-本函全
文可於本部全球資訊網點選「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512&ctNode=379&mp=1

二、 航空公司得否提供未成年乘客搭機資訊給其父母或行使親權之人？
一、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之性質為普通法，其他特別
法如有關於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規定者，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
之法理，自應優先適用各該特別規定。依個資法第 2 條第 9 款、第 3 條第
1 款及第 10 條規定，個人資料之本人為當事人，當事人對保有其個人資料
之非公務機關有查詢、請求閱覽之權利，故非公務機關除有個資法第 10 條
但書所列 3 款情形得拒絕提供外，應依當事人請求，就所蒐集之當事人個
人資料答覆查詢、提供閱覽。因父母係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民法第
1086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
，得行使同意權以補充其能力之不足，也得行使
代理權，逕行代為法律行為，此於夫妻離婚時，依夫妻協議或法院裁定擔

22

任對於未成年子女行使權利或負擔義務之人亦同（民法第 1055 條規定參
照）。
二、綜上，未成年乘客之父母或行使親權之人，雖非訂位時指定接機之人，
但除其他法律對於當事人查詢、閱覽個人資料有特別限制之規定外，由其
代理未成年子女依個資法第 10 條規定，向航空公司查詢該未成年子女之航
班資料，並無違反個資法之問題。
（摘自「法務部 106 年 6 月 1 日法律字第 10603507450 號函」-本函全
文可於本部全球資訊網點選「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511&ctNode=379&mp=1

法律小學堂
濫用個人資料之代價
案例事實
阿芳為了追求瘦身，於是到亞歷山大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之健身中心（以
下簡稱業者）
，加入會員，業者於簽立會員契約時，要求阿芳提供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及信用卡正反面影本給其留底，業者的行為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如健身中心受僱人小華，正巧與阿芳有債務糾紛，阿芳積欠小華二
十萬不還，小華想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給阿芳，但卻苦無阿芳住址資料，
於是央求健身中心經理阿昌提供阿芳之身分證影本住址資料，以便提供給
律師寄發存證信函，請問小華與阿昌使用阿芳個資應負擔什麼責任？業者
是否亦應負責？
解析：
壹、業者蒐集當事人身份證及信用卡卡號資訊之適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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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資料保護法
業者如因「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之特定目的，基於與當事人有
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在履行契約事務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消費
者（會員）之個人資料（例如：辨識個人之聯絡資訊、辨識財務之信用卡
號碼資訊等）
，並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者，並無違反個資法
(個資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1 項本文)。
二、消費者可否拒絕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信用卡正反面影本：
至於簽立會員契約時，業者除了請消費者填寫表單外，更要求消費者
「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信用卡正反面影本以留存檔案，是否符合個
資法之規定，應依個案事實考量，有否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有無其
他侵害較小的方法亦可以達到相同目的(個資法第 5 條)？此時消費者可以
請問業者留存身份證極卡號影本之目的為何，若消費者認為業者之要求不
合理，則可拒絕提供。
貳、業者、小華與阿昌使用阿芳個資，應負之責任：
一、刑事責任：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 條第 1 項之罪
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
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
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同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甚明。次按個人資料之蒐集（取得）
、處理（建檔）或利用（處理以
外之使用）
，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
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 5 條定有明文；再依同法第 20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
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即醫療之個人資料，例外基
於法律明文規定等事由方得蒐集、利用）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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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為之，除非有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例外狀況，方得為特定目的外之
利用。
小華與阿昌因阿芳健身中心加入會員之故，而取得阿芳之身分證影本
等住址資料，若在無該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例外狀況下，其使用阿芳
之個人資料，需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且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而阿芳之身份證影本資料是用來
加入健身中心會員使用，使用該資料時，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
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取得之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取得之目的
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等節。小華竟然於阿昌同意下，取得之阿芳上開資料，
傳送給律師知悉，顯已逾越取得之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與其取得之目的
不具正當合理關聯，係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之情形，應
不符合該等條款規定得為特定目的外使用之例外狀況。是小華就阿芳個人
資料之利用行為，已逾蒐集該個人資料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而足生損害
於阿芳之隱私權，其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規定，而犯同法
第 41 條第 1 項之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二、民事責任：
（一）阿芳得否併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
小華及阿昌求償？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
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195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
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
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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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金額；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
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 500 元以上 2 萬元以下計算；損害賠償，除依本
法規定外，公務機關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非公務機關適用民法之規定，
則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9 條第 2 項準用第 28 條第 2 項、
第 3 項及第 31 條所明定。
對照各該規定內容，個人資料保護法，採取較民法嚴格之歸責原則，
構成要件與民法侵權行為之一般規定不完全相同，應不發生特別規定排除
一般規定之問題（王澤鑑著，公路法關於損害賠償特別規定與民法侵權行
為一般規定之適用問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六冊，第 47 頁參照）。
本案小華使用阿芳之個資，難認係為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行為，與個
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所列免責事由不合，係屬違法行為，已侵害阿芳之隱
私權（所謂隱私權，乃係不讓他人無端地干預其個人私的領域的權利，此
種人格權，乃是在維護個人尊嚴、保障追求幸福所必要而不可或缺者）
，因
此，阿芳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小華及阿昌
求償。
（二）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法院如何酌定適當金額？
倘阿芳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向小華及阿昌求償，除不能證明其實
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 500 元以上 2 萬元
以下計算外，仍應適用民法之規定。若阿芳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
賠償隱私權受侵害之損害，則應以相當之金額為限，所謂相當，以實際加
害情形與其隱私權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
等關係定之。是阿芳無論依何項請求權向阿昌及小華求償非財產上之損害，
判斷標準應相同。故法院將會審酌兩造，學歷、工作，阿芳權利受害程度、
小華為行為時之情境、兩造資力財產概況等一切情狀，酌定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之合理金額。

26

（三）業者應否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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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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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而言，即受僱人職務上予以機會之行為，
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
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亦應包括在內，該等行為即令係受僱
人為自己利益而為，亦無不同。
而本案阿昌與小華為業者之受僱人，於健身中心營業時間內，在其僱
用人之營業場所，接觸及利用健身中心會員個人資料，乃係利用職務上予
以之機會，而為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及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
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阿昌及小華擅自利用會員阿芳個人資料，乃其職
務所給予之機會，特別增加其危險性，且屬業者得預見並能予防範之事項，
應屬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故阿芳依據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
請求業者、阿昌與小華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三、行政責任：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第 47 條規定，違反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之。故本案業者違
反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將被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另外，非公務機關之代表
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對於個人資料需有為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
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採取技術上及組織上之措施。業者違反第 20 條
第 1 項規定，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第 50 條規定，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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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該非公務機關依前三條規定受罰鍰處罰時，
除能證明已盡防止義務者外，應並受同一額度罰鍰之處罰。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本文部分內容參考自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2、法務部 106 年 2 月 8 日法律字第 10603500600 號函。
3、最高法院 47 年台上字第 1221 號、51 年台上字第 223 號判例要旨參
照。
4、相關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259 號、105 年度
訴字第 873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1837 號民事
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641 號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30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1235
號、86 年度台上字第 1497 號判決。
5、相關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簡字第 2497 號刑事簡易判
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中簡字第 230 號刑事簡易判決。
6、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4 年法律座談會。

時事英文
1、 In order to improve traffic safety, a new system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July 1 where
elderly people aged 75 and above must undergo physical examinations and cognitive
tests every three years before they are allowed to renew their drivers' licenses in a move
relating to problems caused by Taiwan's aging society.
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為了交通安全，自 7 月 1 日起實施新制度，滿 75 歲的汽
車駕駛，每三年必須重新強制做體檢和認知測驗，才能換照、上路開車。
（參考自：民視英語新聞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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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ban on pedestrians looking at mobile phones or texting while crossing the street will
take effect in Hawaii’s largest city in late October, as Honolulu becomes the first major
U.S. city to pass legislation aimed at reducing injuries and deaths from "distracted
walking."
一項針對行人邊過馬路邊看手機或打簡訊的禁令，將於 10 月底在夏威夷最大城市
實施，檀香山也成為第一座通過目的在於降低「走路分心」導致傷亡之法案的美國
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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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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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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