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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政府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月十三日生效。
(106.10.1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890)

二、 修正「臺中市地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
。(106.10.1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893)

三、 修正「臺中市立仁愛之家院民安置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五條。
(106.10.1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895)

四、 修正「臺中市中山堂場地使用管理辦法」。(106.10. 19)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08)

五、 廢止「臺中市亞太花卉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106.10. 2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896)

六、 修正「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106.10. 2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12)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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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 2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11)

八、 修正「臺中市東勢區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東勢
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另廢止「臺中市新社區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
「臺中市
石岡區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
「臺中市和平區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一日生效。(106.10. 2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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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訊息
一、 本局與社團法人台中律師公會等團體將於 11 月 4 日合辦「司法科學、
刑事證據及冤獄救援」研討會，將透過個案分析與經驗分享，並從再審證
據調查出發，討論刑事判決確定後案件影音卷證之取得，希望透過本次研
討會，激發出各式各樣的討論火花，找到本次主題新的方向與動力。
二、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2.0 版 11 月 28 日前往新社區月湖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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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8 日前往新社區
月湖社區活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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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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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6 日辦理辦理消保志工參訪活動，至嘉義頂菜園鄉土館觀
摩社區照顧及輔導經驗。

二、 市長林佳龍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上午邀請本市 16 位服務年資 30 年
以上獲頒總統感謝狀之資深調解委員，共同分享多年之調解經驗，並感謝
委員們長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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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年 10 月 11 日於本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 8 次
教育訓練」
，特邀請本局消費者保護官室謝明謙消保官擔任講座，課程以「消
保法實例解析」為專題，俾提升志工服務品質及專業能力。

四、 於 106 年 10 月 19 日在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4 樓集會堂，辦理本
府 106 年度第 2 場次訴願法規與實務講習，特邀請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
學系盛子龍教授擔任講座，課程以「訴願法規與實務案例解析」為專題，
期以提昇本府各所屬機關承辦訴願業務人員之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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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局已於 106 年 10 月 23、25、30 日分別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
集會堂、豐原陽明市政大樓 4-1 會議及沙鹿區公所 5 樓大禮堂與法務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合辦三場次「臺中市 106 年度調解委員教育訓練
研習會」。

六、 106 年 10 月 24 日辦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邀請真善美地政士事務所
負責人黃怡臻代書主講：「不動產入門的第一堂課:認識權狀與謄本講師」，
地點:本府惠中樓 4 樓 40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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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為促進法律扶助業務績效及志工服務品質，本局於 106 年 10 月 27 日
舉辦「106 年第 2 梯次法律扶助志工觀摩活動」
，特安排志工至阿里山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環境教育中心觀摩他機關志願服務情形，期以提昇志工之服
務品質。
八、 法律行動專車 10 月到和平、石岡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臺中市政府法律行動專車 106 年 10 月 24 日前往和平區達觀里辦公處、
26 日到石岡區公所提供法律服務，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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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和平區全時段由律師徐承蔭、謝惠晴陪同，
石岡區則於下午由林修弘律師到場提供免費法律服務。
局長陳朝建表示，為落實「和平專案」政策，今年度已第三次前往和
平區進行法律服務，此次法律行動專車深入和平區達觀里辦公處，並邀請
兩位律師全時段為民眾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另外也順應石岡區民眾反
應，增加一場石岡區公所法律行動專車服務，滿足民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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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市府捍衛食安再罰力勤 1032 萬元，相關企業亦列入加強稽查對
象：
有關媒體報導力勤農產改名再進口含有瘦肉精肉品一事，本府衛生局
10 月 4 日表示，力勤公司負責人旗下雖有不同公司，但衛生局已有掌握並
堅決捍衛食安，皆列入定期加強稽查對象，迄今已稽查相關公司、冷凍庫
21 次，而力勤農產於今年 5 月遭罰，雖訴願成功，但衛生局再次罰 1,032
萬元，罰鍰仍達千萬以上，盼業者切勿以身試法。
今年 5 月間被查獲違法販賣逾期食品，衛生局緊急封存肉品總數達 1
萬 6548 公斤，並對業者開出 1200 萬元罰鍰，不料此時力勤公司負責人仍
以旗下兆基冷凍公司名義，進口一批含有瘦肉精的「冷凍豬腳」
，但在邊境
即遭中央食藥署查獲並未流入市面。
衛生局也強調，梁俊仁同時擔任力勤、兆基、兆烽等企業負責人，且
過去也曾成立兆強行公司，善於利用不同公司名義進口、銷售肉品，僅勒
令力勤公司停業並非釜底抽薪的方法，因此該局改以梁俊仁為中心，加強
查緝其名下所有公司的食品衛生，自 5 月起已稽查相關公司、冷凍庫 21 次，
並抽驗產品送驗，同時發函食藥署建請中央加強力勤等相關公司邊境抽驗，
衛生局也配合後續追蹤稽查，若再查獲販賣不合格食物，絕對重罰。
對於力勤農產公司遭罰 1,200 萬元，卻不服訴願一事，市府衛生局強
調，雖然業者依法訴願成功，但是市府維護食安的決心沒有改變，因此再
度裁罰力勤公司 1,032 萬元，金額仍達千萬元以上，盼業者不要以身試法。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18987&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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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稱食藥署)會同保七總隊第三大隊等單
位共同查獲「清○國術館」販售偽禁藥：
食藥署接獲民眾陳情服用高雄市「清○國術館」開立之不明藥物後身
體不適，經移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協助偵察，日前
會同該單位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至「清○國術館」查察，當場查獲並扣押
來路不明之膠囊 7000 顆，經衛生局檢驗含有「Betamethasone(類固醇)」
、
「Furosemide(利尿劑)」
、
「Oxethazaine(胃藥)」及「Piroxicam(止痛抗發
炎)」等西藥成分，後續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案內膠囊檢出西藥成分，應以藥品列管，惟未取得藥品許可證，已涉
屬藥事法第 20 條規定之偽藥或第 22 條禁藥；查獲之偽藥或禁藥，依同法
第 79 條沒入銷毀之；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
販賣而陳列偽藥或禁藥者，依第 83 條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00 萬元以下罰金。
食藥署提醒消費者「生病找醫師、用藥找藥師」的正確觀念，身體若
有不適請至醫療院所就診，或向藥局或領有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的藥商購
買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用藥，經專業藥事人員諮詢正確使用，勿在網
站、菜市場、夜市、國術館或民宅等聽信不當訊息及自行購買標示不清、
來路不明的藥品，以免破財傷身。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18990&ctNode=28226&mp=122020)

（三） 青年旅舍大抽查，高達 8 成違規(轉貼中時電子報)：
國人入住青年旅舍風險不得不慎！行政院消保處針對國內 25 家青年
旅舍進行建築、消防、經營與契約等 4 大項目查核，結果高達 20 家不合規
定，不合格率高達 80％，像是定金退還方式不合規定、消防安全不符等。
其中承億輕旅台南館全數違規，共遭罰 11 萬元，台北旅人國際青年旅館也
全數違規，遭罰 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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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處指出，建築安全管理共 9 家不合規定，部分店家安全梯堆置物
品等；消防安全管理有 8 家不合規定，像是未使用防焰標示物品，與防火
管理措施不符消防法規等。
旅宿業經營管理有 8 家不符規定，其中又以未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為
最嚴重的疏失；定型化契約更是高達 18 家不符規定，像是解除契約返還定
金不符標準等等。消保處消保官王德明表示，依規定，業者可向訂房民眾
收取定金或價金，定金最高收取房價 30％，且入住前 2 天可全數退還，入
住前一天可退還 20％，當天不退；若是收取價金，最高可收取房價全額，
入住前 3 天全數退還，入住前 2 天至前 1 天退還 50％，當天不退；但多數
業者向民眾收取房價全額定金，已屬違規。
根據消保處資料，本次 25 家違規業者中，台北旅人國際青年旅館、承
億輕旅台南館 4 大檢核項目全數違規，分別遭處 11 萬、6 萬元；對此，承
億輕旅台南館表示不願回應，台北旅人國際青年旅館則尚未回覆。儘管多
數旅宿不符規定，但仍有 5 家業者全數合格，包含紅米國際旅館、奇異果
快捷旅店、宜舍單人旅店、六合舍中鴨家青年旅館、台悠丸作夥憩海邊等。
消保處並提醒消費者訂房應確認業者是否有合法營業登記與相關保險，
收取定金或價金是否合乎規定，入住時要注意逃生動線與安全門、梯是否
暢通等，以維護自身權益。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17003059-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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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行政機關依產業園區內部管理規章所開立繳費單之性質是
否為行政處分？
問題提出：
緣廠商甲設立於○○產業園區，為其污水處理事宜，前向乙機關○○
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申請聯接使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經乙機關同意甲聯接使
用，並請其依該產業園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之規定事項辦理相關事宜。
惟乙機關派員會同甲人員至甲之放流口執行廢（污）水採樣作業，所採取
之樣本經檢測「懸浮固體（SS）」、「化學需氧量（COD）」均逾其進廠
限值。其後，乙機關依○○產業園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下稱管理規章）
等規定，通知甲應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併同甲另應繳納之一般公
共設施維護費檢送繳款單，請甲限期繳納。甲對乙機關認定其異常違規並
據此加重計收其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不服，依管理規章規定向乙機關申請
複查，經乙機關函復申請複查無理由。問系爭繳款單是否為行政處分?
解析：
有關系爭繳費單之性質爭議，其定性及相關理由分述如下：
（一）行政處分說
１、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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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行政行為而言。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處分相對人之姓名
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
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住居所」、「主旨、
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與「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申言之，
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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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方行政行為，皆屬行政處分，不因其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行為或
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異（司法院釋字第 423 號解釋參照）。
２、為促進產業經濟之健全發展，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得勘選面積達一定規模之土地，擬具可
行性規劃報告，並依都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他相
關法規提具書件，送請各該法規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產業園區」之設置。而除單一興辦產業人申請設置之產業園區或該產
業園區全部租售予另一單一興辦產業人單獨使用時，得免成立管理機構外，
「產業園區」均應依產業創新條例（下稱產創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成立「管理機構」，負責辦理產業園區內有關公共設施用
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管理事宜；其中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開發之產業園區，其產業園區內之「管理機構」，由各該主管機
關─即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成立；有關管理機構之組
織、人員管理、薪給基準、退職儲金提存、撫卹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並由上舉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３、產業園區管理機構，得向區內各使用人收取「一般公共設施維護、污
水處理系統使用或其他特定設施使用、維護」等費用。上列各類費用之費
率，由「管理機構」擬訂，產業園區屬中央主管機關開發者，應報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開發者，應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又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開發之產業園區內使用人屆期不繳納上開費用者，每逾 2 日按滯納數
額加徵百分之 1 滯納金；惟加徵之滯納金額，以應納費額之百分之 15 為限。
４、系爭繳款書（通知）載有：甲之名稱及地址、應繳納之一般公共設施
維護費暨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金額、繳款期限、收款銀行帳號與戶名、逾
期不繳納加徵之滯納金等項，並蓋用乙機關負責人姓名章後，送達甲收受，
該繳款書已直接影響甲之權利義務，並對外發生效力。乙依甲之廢（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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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排放情形，依管理規章規定，通知甲應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併
同甲另應繳納之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檢送繳款單，請甲限期繳納，係基於
公法上優越之公權力地位，以單方決定對甲作成具有規制效力之行政處分，
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自屬行政處分。
（二）非行政處分說
１、工業區管理機構有辦理供公共使用之污水處理系統，並訂定污水處理
系統使用費之費率，向使用人收取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之行政職務，為產
創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項及其施行細
則第 2 條第 1 款所明定，業如前述。
２、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9 條及第 19 條第 1 項之規定，水污染防治法所指之
事業，得依下水道法及下水道管理規章之規定接用下水道，成為下水道用
戶，依下水道管理規章之規定，排放廢（污）水，作為其遵守水污染防治
法所要求義務之方式。而有遵守水污染防治法所規定放流水標準排放廢（污）
水義務之事業，經申請廢污水聯接使用污水下水道系統，而給付污水處理
系統使用費；下水道機構則就事業所排放廢（污）水，予以處理，而為相
對之給付義務，此亦有助於為行政機關之下水道機構執行其職務，而達成
其行政目的。從而，水污染防治法所指之事業依管理規章向下水道機構申
請納管或聯接使用，經同意時，事業與下水道機構間應成立行政契約。於
事業與下水道機構間存有行政契約之情形下，應認管理規章第 21 條所謂
「違規使用費」，非屬污水處理系統之直接使用費，實係用戶異常違約排
放，依其情節所訂含有處罰性質之違約金規定。
３、乙機關係屬產創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1
款規定之產業園區，依產創條例第 5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項前段及下
水道法第 9 條、第 19 條第 1 項等規定負有建設及管理供公共使用之污水處
理系統，並訂定管理規章等，管理使用人使用污水處理系統及向其收取污
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之行政職務。廠商甲則為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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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指之事業，得依下水道法及管理規章規定申請聯接使用污水下水道系
統，成為下水道用戶，而有遵守管理規章，繳納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之義
務。甲依管理規章之規定向乙機關申請聯接使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經乙機
關同意時，二者間即成立行政契約。則乙機關以繳款單通知甲繳納系爭污
水處理系統使用費，僅係依據行政契約之法律關係要求甲繳納污水處理系
統使用費，並非基於公法上優越之公權力地位，以單方決定對廠商甲作成
具有規制效力之行政處分。
結論
系爭行政機關依產業園區內部管理規章所開立繳費單之性質是否為行
政處分尚有爭議，按 106 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提
案五之大會研討結果係以行政處分說占多數，惟另作成建請最高行政法院
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決議，故於最高行政法院作成決議前，此類案件
之定性仍宜視個案事實是否涉及公法上優越之公權力地位再予認定。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106 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提案五
(參考連結：http://www.judicial.gov.tw/work/work03/106 年.docx)

二、 訴願講堂-【訴願期間】
導言：
爲維持法律安定，人民提起訴願應於一定期間內提起，逾期即構成訴
願不受理的原因，此項由法律所規定的法定期間，原則上不得以當事人的
意思加以變更，又稱為不變期間。關於得提起訴願的期間，以下分為「撤
銷訴願」、「課予義務訴願」、「在途期間」、「回復原狀」及「救濟告
知錯誤」等 5 個面向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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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撤銷訴願
以訴願人的身份為「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來區分。關於「相對
人」部分，因行政處分須通知相對人，始能對其生效。依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如
果行政處分係以公告的方式，通知相對人，以該公告「是否定有期間」來
作區分，如果該公告定有期間，依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應自行
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提起訴願。如果該公告未定有期間，一
經布告即生效力，應自布告之次日起 30 日內，提起訴願。
至於「利害關係人」部分，無論行政機關是否知有「利害關係人」而
為通知，並不妨礙行政處分的成立。如「利害關係人」有提起訴願的需要，
依訴願法第 14 條第 2 項的規定，以利害關係人主觀上知悉該行政處分時，
起算 30 日之訴願期間，但「利害關係人」必須舉證證明其何時知悉該行政
處分，且依訴願法第 14 條第 2 項後段之規定，自該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
滿後 3 年內，不得提起訴願。此為「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期間的客觀限
制。
２、課予義務訴願
以課予義務訴願的類型為「拒為處分訴願」或「怠為處分訴願」來區
分。關於「拒為處分訴願」部分，當人民向行政機關申請為一定行政處分，
遭行政機關拒絕時，該駁回決定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應類推適用訴
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項的規定，來計算「拒為處分訴願」的訴願期間。
至於「怠為處分訴願」的情形，係人民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行政機
關未依限決定，依訴願法第 2 條第 1 項的規定，人民可在法定期限經過後，
隨時提起訴願。但是究竟在什麼時間之前，必須提起「怠為處分訴願」，
訴願法第 2 條並未規定，似可以訴願人提起「怠為處分訴願」，是否還存
有訴願利益？做為提起「怠為處分訴願」，是否為訴願期間末日的判斷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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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途期間
依訴願法第 16 條的規定，訴願人若未住居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如
果未扣除路途所須時間，可實際利用訴願期間已不足 30 日。為求公平，應
扣除「在途期間」。但如訴願人有委任訴願代理人，該訴願代理人住居受
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且該訴願代理人得為訴願期間內應為的訴願行為，則
例外不扣除「在途期間」。
４、回復原狀
訴願人如果因為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已的事由，例如：依行政程序
法第 114 條第 3 項的規定，當事人因補正行為致未能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不
服者，其期間之遲誤視為不應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等等，以致發生遲誤訴
願期間的情形。依照訴願法第 15 條的規定，可以於導致遲誤訴願期間的原
因消滅後 10 日內，向受理訴願機關請申請回復原狀，但遲誤訴願期間已逾
1 年者，不得為之。申請回復原狀的同時，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願行
為。
５、救濟告知錯誤
可分為「救濟期間告知錯誤」、「救濟機關告知錯誤」二種類型。救
濟期間告知錯誤時，依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99 條的規定，原處分機關
告知的訴願期間有錯誤時，應由該機關以通知更正之，並自通知之翌日起
算法定期間。原處分機關告知之訴願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者，原處分機關
雖已通知更正，如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信賴原告知之訴願期間，以致無法
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而於原告知之期間內提起訴願，視為於法定期間
內所為。如果原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
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自原處分送達後一年內提起訴願，視為於法定期間
內所為。
救濟機關告知錯誤時，因原處分機關未為告知或告知錯誤，以致相對
人或利害關係人，向無管轄權之機關提起訴願者，該機關應於 10 日內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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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轄權之受理訴願機關，同時視為訴願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機關提起訴
願。
（一） 訴願期間-重複處分與第二次裁決
甲於 106 年 1 月間以存證信函向乙市政府工務局申請，確認其名下土地
是否為既成道路，經乙市政府工務局於 106 年 2 月間，再次與甲前往現場
重新會勘，並依據當時會勘之現場狀況重新為實質審認，乃於 106 年 2 月
20 日函(下稱系爭函文 2)復甲略以：旨揭事項，業於 105 年 3 月 10 日召開
協調會辦理會勘，審認台端名下土地，屬供公眾通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
既成道路，並於 105 年 4 月 20 日函(下稱系爭函文 1)送會勘紀錄予台端，
因囿於政府經費困難，尚無法辦理全面之徵收補償。」甲不服，針對系爭
函文 2 提起訴願，請問訴願期間應自系爭函文 1 或系爭函文 2 送達予甲之
次日起算？
人民對於一個之前已經作成行政處分的事件，再度要求行政機關作出決
定。行政機關重複為相同之決定或重申先前所為之確定處分者，該決定的
型態屬於「重複處分」
，訴願期間的計算，應以第 1 次行政機關對外作成行
政處分後，送達予人民之次日起計。如果經人民向行政機關重複請求，行
政機關有變更第 1 次決定的內容，或者有重新實體審查的情事，則行政機
關作成該決定的型態屬於「第二次裁決」，以行政機關作成「第二次裁決」
後，送達予人民的次日，開始計算訴願期間。本件系爭函文 2 業經乙市政
府工務局再次至現場辦理會勘後，重新為實體審查，雖未改變系爭函文 1
所依據之事實及法律狀態，仍屬於「第二次裁決」
，應自乙市政府工務局作
成「第二次裁決」後，送達予甲之次日起，開始計算 30 日之訴願法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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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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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
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351 號判決
（二） 訴願期間-未告知救濟期間
乙縣政府港務處依商港法，於 93 年 8 月 6 日函(下稱系爭函文)請甲公司
限期繳納商港服務費，系爭函文雖於 93 年 8 月 7 日送達予甲公司，但未表
明不服該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甲公司嗣於 93 年 10
月 23 日發函予乙縣政府，表明不服系爭函文。乙縣政府依訴願法第 57 條
之規定，函請甲公司應於不服系爭函文之日起，30 日內補送訴願書，甲公
司逾越應於不服系爭函文之日起，30 日內補送訴願書之期間，遲於 94 年 2
月 10 日，始補送訴願書至乙縣政府，請問乙縣政府得否以訴願法第 77 條
第 2 款後段「未於第 57 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之規定，而為不
受理之訴願決定？
訴願法第 57 條規定之立法意旨乃在保護訴願人之訴願權利，並非在縮
短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所定「自處分書送達後 1 年內聲明不服時，視
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之期間。本件系爭函文因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載明教示救濟期間等事項，致甲公司遲誤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定之訴願期間。惟考量甲公司已於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所定之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之期間內提起訴願，若仍要求甲公司
應依訴願法第 57 條但書規定「應於 30 日內」補送訴願書，不啻縮短行政
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所定之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之期間，違背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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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57 條規定保護訴願人提起訴願權利之立法意旨。本件乙縣政府雖有定
期請甲公司補正，但在乙縣政府依訴願法第 57 條但書、第 77 條之規定，
以甲公司逾期未補送訴願書為由，而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前，倘甲公司已
補送訴願書，乙縣政府即不得以甲公司逾期未補送訴願書為由，而為不受
理之訴願決定。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57 條規定：「訴願人在第 14 條第 1 項所定期間向訴願管轄
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作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者，視為已在法定期間內
提起訴願。但應於 30 日內補送訴願書。」訴願法第 77 條第 2 款規定：
「訴
願事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
或未於第 57 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
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
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
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1162 號判決
三、 國家賠償講堂：人民得否以政府機關未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改進相關行政措施，而向該機關請求國家賠償？
案例事實：
某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刑確定，於桃園監獄執
行刑罰。某甲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及第 10 條主張服刑時應
享有不受非人道處遇之懲罰，要求桃園監獄增加受刑人生活空間，且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兩公約）施
行法第 8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於 2 年內完成相關行政措施之改進，桃園
監獄怠於執行上開職務，使空間過於擁擠，致某甲受有精神上之損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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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請求國家賠償？
解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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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法律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
且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
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猶因故
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得依國
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 469 號解釋參照）。
（二）審酌兩公約施行法第 8 條規定之內容，無非廣泛要求各級機關就法
令訂定及行政措施依兩公約為檢討改正，而各級機關主管法令牽涉甚廣，
其依兩公約檢討改善之長遠目標固屬明確，然究不能因此認其規範目的在
於保障可得特定範圍之個人。是以，兩公約施行法第 8 條規定之性質應涵
攝於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範疇，而非論以國家機關對於可得特定之人
應負之作為義務，依前揭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見解，該規定應非屬國家賠
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所謂之「職務」
。
結論
某甲主張桃園監獄違反兩公約施行法第 8 條所規定之職務，得依國家
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情，已有過度擴張解釋之違
誤，自有未合。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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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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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7條：
「任何人不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
不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自願同意，尤不得對任何人作醫學
或科學試驗。」第10條：
「一、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
賦人格尊嚴之處遇。二、(一)除特殊情形外，被告應與判決有罪之人分別羈
押，且應另予與其未經判決有罪之身分相稱之處遇；(二)少年被告應與成年
被告分別羈押，並應儘速即予判決。三、監獄制度所定監犯之處遇，應以
使其悛悔自新，重適社會生活為基本目的。少年犯人應與成年犯人分別拘
禁，且其處遇應與其年齡及法律身分相稱。」。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8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
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
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上國字4號判決。
四、 行政執行講堂：義務人於執行憑證再移送前死亡，可以再移送執行嗎？
案例事實：
義務人劉○因違反水土保持法遭行政機關(水利局)開立裁處書經合法
送達移送強制執行後，取得執行憑證。隔年進行受處分人財產定期清查，
查報義務人劉○名下新增有實益的財產，欲再移送強執行時義務人業已死
亡，方能再移送強制執行否？
解析：
（一）定期清查財產，受處分人名下有財產，得再移送強執行：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規定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27 條規定第 1 項:「債
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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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債務時，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債務人財產。債權人不為
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應發給憑證，交債權人收執，載明俟發現有財產時，
再予強制執行。」及「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行政罰鍰案件要點」第 7
點第 4 項規定:「債權憑證管理人員每年應定期全面清理債權憑證，清查受
處分人財產及所得資料，即時再移送強制執行。…」故本府執行憑證再移送
案件針對受處分人財產有訂定查報期間，如查有財產所得資料，得再移送。
（二）再移送執行前義務人死亡，應以義務人之繼承人為執行義務人，其
執行標的限於義務人之遺產：
按「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
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訂有明文，係負有公法上金錢给付義務之人死亡後，應
如何強制執行，所為之特別規定。
依該法之意旨，義務人在再移送執行前死亡，已無執行當事人能力，
故移送機關移送執行時，應以義務人之繼承人為執行義務人（如有遺產管
理人或遺囑執行人，則以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為執行義務人）。
結論
綜合上述，本案義務人劉○因違水利法而經行政機關(水利局)開立裁處
書在案，完成合法送達、移送強制執行、取得執行憑證等相關程序，日後
如義務人死亡，因義務人係於裁處書合法送達後死亡，故本案仍發生移送
執行效力。
再移送執行時應以義務人之繼承人為執行義務人，而執行標的則限於
義務人之遺產，不得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執行，故本案於行政執行法第 7
條規定之執行期間應移送執行。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司法院釋字第 621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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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採購爭議講堂：因工期展延衍生增加監造服務費用之爭議。
案例事實：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並委託廠商辦理規劃設計監造服務（以下簡稱該廠
商為「監造廠商」），監造廠商是否得請求超出技術服務契約或工程契約規
定施工期限所需增加之監造、專案管理及相關費用？
解析：
（一）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106 年 4 月 6 日更新
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 4 條第 9 款，若增加監造服務期間，不可
歸責於廠商事由者，應依下列計算式增加監造服務費用（由機關擇一於招
標時載明）
，若機關與廠商合意以甲、之約定計算增加監造服務費用，公式
如下：超出『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因乙方因素增加之日數）／工程契約
工期之日數＊(監造服務費)＊（增加期間監造人數／契約監造人數）。
（二）查 91 年 12 月 11 日工程會修正發布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
計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中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
「第 17 條服務費
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另加。但以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者為限。二、
超出契約規定施工期限所需增加之監造及相關費用。」嗣工程會於 101 年
12 月 27 日修正發布本辦法第 31 條第 2 款規定：「服務費用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予另加：二、超出技術服務契約或工程契約規定施工期限所需增
加之監造、專案管理及相關費用。」。
（三）本辦法於 101 年 12 月 27 日修法前，實務上法院曾以本辦法並未規
定超出契約規定施工期限所需增加之監造及相關費用「應」予另加，而係
「得」予另加，而駁回廠商關於增加監造服務費用之請求（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建上字第 64 號民事判決參照）
，惟本辦法於 101 年 12 月 27 日修
正後，業規定超出技術服務契約或工程契約規定施工期限所需增加之監造、
專案管理及相關費用「應」予另加，是以於機關與監造廠商按範本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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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款甲、約定增加監造服務費用之計算公式之情形，對於增加期限請求
增加監造服務費用之請求，法院業回歸雙方契約約定，審核工程契約工期
是否業已超過及超過之天數、增加期間是否係可歸責於監造廠商之事由、
實際派駐現場監造之人數等事實，計算應判予監造廠商增加之監造服務費
用（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建上字第 112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上字第 789 號民事判決參照）。
結論
綜上說明，依現行規定，超出技術服務契約或工程契約規定施工期限
所需增加之監造、專案管理及相關費用「應」予另加，是以於工程採購案
有委託監造廠商監造，且工期有展延情事時，需注意增加期間是否係可歸
責於監造廠商之事由、實際派駐現場監造之人數等事實，依合約計算、給
付監造廠商增加之監造服務費用。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31 條。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建上字第 64 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建上字第 112 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上字第 789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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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學堂
父親未盡扶養義務，可否向子女請求扶養費？
案例事實
小張與小玲於民國八十年結婚，育有二子阿明和阿章，但父親小張因
為好賭成性，四處積欠賭債，未盡扶養二子之義務，當阿明九歲和阿章十
一歲時，小張與小玲終於離婚，由媽媽小玲獨自扶養二子長大成年，父親
小張現年六十六歲，無業且無其他收入來源，領有中低收入戶證明，無謀
生能力；每月領取中低收入補助七千餘元，於是找上阿明兄弟倆，要求給
付扶養費每月六千元至死亡之日止，但阿明和阿章因學歷僅國中畢業，擔
任臨時工維生，月收入約一萬餘元，請問阿明和阿章是否應如數給付父親
扶養費？
解析：
一、民法直系血親卑親屬扶養義務之規定：
民法第 1114 條規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另第 1115 條
規定，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
血親卑親屬。(二)直系血親尊親屬。(三)家長。(四)兄弟姊妹。(五)家屬。(六)
子婦、女婿。(七)夫妻之父母。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
者為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
義務。
本案阿明和阿章是父親小張的直系血親卑親屬，依法相互間互負扶養
義務，阿明和阿章是扶養義務人中之第一順序，故阿明和阿章在法律上是
有扶養父親小張之義務。
二、 負扶養義務者可否請求法院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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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1118 條之 1：「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
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
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
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
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
得免除其扶養義務」
。
本案小張因為好賭成性，四處積欠賭債，未盡扶養二子之義務，當阿
明九歲和阿章十一歲時，小張與小玲離婚，由小玲獨自扶養二子長大成年，
阿明和阿章可以因父親小張未曾聞問子女生活、負擔扶養費用，屬情節重
大，請求法院免除扶養義務。
三、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是專屬管轄案件，但可以合意管轄排除：
有關父親小張之扶養請求事件或阿明和阿章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
事件，究竟由何法院管轄？是否僅能在某一專屬法院起訴？或者當事人可
自由約定管轄法院？雖家事事件法第 125 條第 1 項：
「下列扶養事件，除本
法別有規定外，專屬受扶養權利人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轄：一、關於扶
養請求事件。二、關於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三、關於因情事變
更請求變更扶養之程度及方法事件。四、關於其他扶養事件。」但家事事
件法第 6 條第 1 項前段：
「法院受理家事事件之全部或一部不屬其管轄者，
除當事人有管轄之合意外，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
此種立法明顯與民事訴訟法之合意管轄無法排除專屬管轄相當不同（民事
訴訟法第 26 條：
「前二條之規定，於本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
），
民事訴訟法中專屬管轄無法以合意管轄排除。
但家事事件法是有特殊規定，故如果當事人有合意管轄之約定將會排
除專屬管轄。易而言之，如案例中之父親小張與阿明、阿章對於請求扶養
費事件約定由臺中地方法院管轄，即便父親小張之住所地或居所地為彰化
市，臺中地方法院仍有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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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目前父親與子女間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之訴訟，因當事人主動向法院
起訴請求與否，而產生兩種不同訴訟態樣，第一種多因父親年邁生活困難
而向請求子女請求履行扶養義務，聲請人為父親（受扶養權利者）
，第二種
為子女（負扶養義務者）慮及無謀生能力之父親可能向子女請求履行扶養
義務，而且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事證明確，而由子女先
向法院起訴請求，此時聲請人為子女，法院均可為裁定減輕或免除其扶養
義務。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民法、家事事件法、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家親聲字第 397 號民事裁定、106 年度家
親聲字第 612 號民事裁定。

時事英文
1、 The FDA is cracking down on authorized sales of a medicinal chewing gum from Japan.
The brand in question contains gingko leaf extract and claims to boost the consumer's
memory. Though it's not officially on sale in Taiwan, it's become a craze on auction-style
sales websites. The FDA says the gum is legally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s on medicinal
drugs. Online retailers were ordered to discontinue its sale last month, and the FDA
warns it may press charges against unauthorized sellers.
日本現在最夯的「記憶力口香糖」，號稱含有銀杏葉萃取物，可維持記憶力，目前
台灣沒有代理商進口，但在網路拍賣平台上，已經成了熱賣商品。不過食藥署最新
認定，這款口香糖歸類於藥品管理，九月底就要求網路通路得全面下架。
（參考自：民視英語新聞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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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rting on January 1, 2018, Taipei City Government will ban the sale of consumer
plastic bags in all convenience stores, supermarkets and wholesalers. Businesses must
instead sell reusable eco-friendly bags which can double as trash bags.
為了要擴大減塑政策，台北市在明年元旦起，超市、超商和量販店，通通不能再賣
購物用塑膠袋，必須改賣能充當垃圾袋重複使用的"環保兩用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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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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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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