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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新訊
一、 訂 定 「 臺 中 市 二 ○ 一 八 臺 中 世 界 花 卉 博 覽 會 門 票 收 費 標 準 」。
(106.11.2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54)

最新訊息
一、 本府將於 106 年 12 月 11 日舉辦「臺中市政府法律扶助顧問律師聘任
大會」
，會中將頒發 107 年~108 年度本府法扶顧問律師聘書，並感謝社團
法人臺中律師公會、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中分會及財團法人法
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等團體對法律諮詢業務協助及前屆本府顧問律師提
供優質的法律諮詢服務，解決市民朋友的法律疑難問題。
二、 本局於 106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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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期）
，邀請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方文萱律師講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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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為使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業務經驗得以相互交流與學習，並針對
各區辦理調解業務進行分析檢討，以提昇本市調解業務績效及服務品質，
訂於本(106)年 12 月 27 日上午 11 時舉辦「臺中市 106 年度調解行政業務
年終檢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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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2.0 版 12 月 27 日前往霧峰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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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本局與社團法人台中律師公會等團體於 11 月 4 日合辦「司法科學、刑
事證據及冤獄救援」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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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6 年 11 月 15 日本局消保官室於本府惠中樓 4 樓 401 會議室辦理
消保志工教育訓練，邀請陳秋伶律師講授「如何利用法律簡單催討債務：
簡述支付命令及強制執行程序」
。

三、 為向社會宣導更生保護及監所藝文教化的努力成果，本局協助臺灣更
生保護會於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舉辦「2017 更生美展」
，盼透過美展活動
喚起社會重視更生人在出獄後所面臨的生活困境，並消除對更生人的歧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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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市法律行動專車 11 月 28 日前往新社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臺中市政府法律行動專車將於 11 月 28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前往
新社區月湖社區活動中心進行法律服務，除有市府法制局人員受理民眾消
費爭議、訴願、國賠等申請案件及法律諮詢外，曾琬鈴律師也隨同提供免
費法律服務。
這次法律行動專車將開往新社區月湖社區活動中心提供免費法律服務，
而當日下午 1 點到 4 點時段，由市府法律扶助顧問曾琬鈴律師共同於現場
提供法律服務，尤其曾律師有豐富的法律諮詢的經驗，而且認真傾聽民眾
的不同紛爭問題，像是 9 月隨專車至東勢服務時，曾律師就幫忙婆婆解決
困擾已久的繼承問題。
五、 林市長表揚法制局前局長陳朝建 感謝無私奉獻市政
立法院日前通過台中市政府前法制局長陳朝建出任中央選舉委員會副
主委，市長林佳龍今(27)日在市政會議上，頒贈紀念品予陳前局長，感謝他
對市政的努力與貢獻。林市長表示，到中央服務，是榮譽也是責任，相信
以陳前局長的才學與經驗，將為社會帶來更多貢獻；感謝他過去對台中市
政的付出，歡迎他常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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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市新任法制局長吳梓生上任 林市長盼更完善法制業務
法制局長布達交接典禮 12 月 1 日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舉行，由林市長
主持，主計處長蔣建中監交，法制局副局長張本松代表將印信移交給新任
吳局長，完成交接儀式。副市長林陵三、林依瑩、市政顧問吳闖、吳局長
夫人蔡苑宜、台中律師公會理事長洪明儒、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主委林坤賢、法扶台中分會會長趙建興、雲林同鄉會理事長李天成等人都
到場觀禮。
林市長表示，市府團隊是一個「台中隊」
，不論是業務或幕僚單位，都
齊心齊力並具備團隊精神，期望在新任局長帶領下，以其專業知識並輔以
「以民為本」的精神，協助市府各項業務順利推動。
吳局長表示，在擔任律師公會理事長期間，就與法制局經常互動，他
肯定法制局的同仁都非常優秀，也在陳前局長的帶領下，展現積極的活力，
未來他將與同仁在現有基礎上一起努力，將克盡全力、盡忠職守，推動消
費者保護、法律扶助諮詢、調解等業務，為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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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重申有關奈米食品器具及容器之管理：
針對宣稱「奈米」之食品器具及容器，如未經申請核可即上市販售，
經衛生機關查獲一律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相關規定處辦。
日前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稱食藥署)已針對有宣稱或標示奈米之食品
器具容器包裝成立稽查專案，如經衛生機關查獲一律依照違反食安法規定
處辦，食藥署也呼籲食品業者應盡速依食安法檢視製售之產品有無違反相
關規定，做好自主管理，並依照食藥署公告之含奈米物質食品器具容包裝
申請作業指引，經審查通過後始得販售。
奈米科技為新穎性技術，其應用於食品生產之安全性不明，在確認其
安全性前，不得添加於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中，亦不得宣稱或標示於產品
外包裝。食藥署已公開「含奈米物質食品器具容器包裝申請作業指引」
，業
者如欲應用奈米技術於食品包材容器具之生產，需依指引內容向食藥署提
出申請，經確認其食用或接觸食品之安全性，始得用於食品或食品器具、
容器、包裝。如將未經申請核准之奈米物質用於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涉及
違反食安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依同法第 44 條規定處新臺幣 6 萬
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鍰；如有宣稱或標示不實，則屬違反同法第 28 條相關
規定，依同法第 45 條規定處新臺幣 4 萬元以上 400 萬元以下罰鍰。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33704&ctNode=28226&mp=122020)

（二）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共同公
布市售「兒童用高腳椅」商品檢測結果：
為便於照護兒童，多數家庭會選購兒童高腳椅產品(可供 6 個月至 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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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除了便於孩童乘坐及餵食外，許多家庭亦使用該產品訓練孩童獨立
自理能力，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及加強商品安全，標準檢驗局與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合作，針對市售「兒童用高腳椅」主動進行查核，
106 年上半年於臺南地區婦幼用品專賣店、百貨公司及網路等販售通路，
隨機購買 22 件樣品進行檢測，檢測結果發現，品質項目計有 4 件不符合國
家標準規定，標示查核計有 11 件不符合規定。
壹、檢測標準
標準檢驗局表示，本次購樣檢驗係依據國家標準 CNS 15017「兒童用
高腳椅」檢測「材料(包含外觀、8 種重金屬含量【銻、砷、鋇、鎘、鉻、
鉛、汞、硒】
、甲醛釋出量、8 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DEP、DMP、DEHP、
DBP、BBP、DINP、DIDP 及 DNOP】及其混合物含量總和)」
、
「結構」及
「穩定性」等項目，另依據前述標準及商品檢驗法查核「商品檢驗標識」
與「中文標示」。
貳、不符合規定後續處置事項
標準檢驗局說明，本次檢測不符合規定者處置如下：
一、
「品質項目」不符合規定部分，將依「商品檢驗法」第 63 條之 1 規定，
通知業者限期回收或改正，違者將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
鍰，並將依同法第 42 條第 1 款規定廢止其商品驗證登錄(項次 8 及 12)。經
查證屬逃避檢驗者，將依同法第 60 條第 2 項規定，處以新臺幣 25 萬元以
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另依同法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通知業者限期回收
或改正，違者將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項次 20 及 21)。
二、「商品檢驗標識」不符合規定部分，其中屬未依規定完整標示者(項次
17 及 19)，將依商品檢驗法第 59 條規定，通知業者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者，將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另未有報驗紀錄經查證
屬逃避檢驗者(項次 20、21)，因亦涉及「品質項目」不符合規定，處置已
於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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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文標示」不符合規定者(項次 2、3、6、7、10、11、12、19、20
及 21)：將依商品檢驗法第 59 條規定，通知業者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將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標準檢驗局指出，
「兒童用高腳椅」為公告之強制檢驗商品，業者應完
成檢驗程序後，始得運出廠場或輸入；另對於市場上流通之商品，該局每
年度均訂有市場檢查計畫，倘發現該類商品不合格者，即派員追蹤調查不
合格原因，並作成訪談紀錄後依相關法規處理，以雙重把關機制維護消費
者權益。
參、選購及使用注意事項之呼籲
標準檢驗局強調，塑化劑屬環境荷爾蒙的一種，會干擾正常內分泌系
統的平衡及功能，長期暴露於塑化劑下可能會引起男童雌性化、女童性早
熟及增加女性罹患乳癌機率等；重金屬對人體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影響，透
過飲水、飲食、呼吸或是直接接觸的路徑進入人體，倘接觸過量之金屬砷
會有噁心、嘔吐、腹痛、腹瀉或水樣大便等中毒現象，同時伴有肝、脾、
腎功能損害、血壓下降和循環系統衰竭，甚至出現中樞神經系統麻痹、意
識模糊和昏迷等；因此兒童用品商品是否含不符合規定之「塑化劑」及「重
金屬」
，是該局歷年來市場監督查核重點項目之ㄧ。
標準檢驗局呼籲，廠商應落實商品之安全性及標示之正確性，以維護
消費者權益，並提醒家長於選購及使用兒童用高腳椅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應購買有貼附「商品檢驗標識」之兒童用高腳椅商品。(商品檢驗標識
查詢網址：http://civil.bsmi.gov.tw/bsmi_pqn/do/pqn5860/form)
二、注意是否貼附詳細中文標示，並應詳細閱讀商品適用年齡、主要成分
或材質、警語及產品使用說明書等資訊內容。
三、兒童用高腳椅商品建議供能自主配合坐穩之 6 個月至 36 個月兒童使用，
勿提供非適用年齡幼童乘坐，以避免不必要之傷害。
四、兒童於乘坐前應確認高腳椅之安全裝置已安裝妥當，乘坐時安全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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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調整及繫好兒童。
五、高腳椅應在平整的地方使用，於使用時請勿單獨置留兒童於兒童用高
腳椅無人看顧，亦不可隨意移動或讓兒童於高腳椅上站立、跳躍或其它危
險行為。
標準檢驗局提醒，消費者對於所購買之商品多一些瞭解，商品使用時
就有多一分安全保障，消費者可至該局網站「商品安全資訊網
（http://safety.bsmi.gov.tw）」項下查閱或撥打免付費電話 0800-007123
洽詢。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36905&ctNode=28226&mp=122020)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大學得否依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就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
問題提出：
甲大學對所屬教師乙不予續聘決定，乙不服提起申訴，經申訴評議決
定駁回後，乙復提起再申訴，再申訴決定不予維持甲大學不予續聘決定及
原申訴評議決定，甲大學得否就再申訴決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解析：
本案爭議經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6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討論
如下：
（一）否定說：
依教師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1 條第 2 項及第 33 條規定，得對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教師個人之措施不服，提出申訴者，厥為教師；
而得對申訴決定不服，提起再申訴者，則為教師、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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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惟得對再申訴決定不服，依法請求救濟者，僅為教師，不包括學校及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此乃立法者有意排除。故公私立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就教師聘任、權利義務、待遇等事項之爭議，除依教師法第 31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得就申訴決定提起再申訴之救濟途徑外，對於終級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所為之評議決定即有遵從之義務。易言之，中央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既為終級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其就上開教師權益事項所為之決
定，乃本於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對大學行使法定監督權，核其性質，與一般
上級行政機關所為之訴願決定無異，大學自應服從其監督，無許可對之提
起行政訴訟之餘地。
（二）肯定說：
教師法第 33 條雖未明文將學校列入得對再申訴決定不服提起行政訴
訟救濟之主體，但也未明文排除之，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應肯認
大學得對不利於自治權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救濟。
（三）折衷說，即公立大學部分採否定見解；私立大學部分採肯定見解：
1、公立大學部分：
教師之不予續聘，非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之學術事項，教師法明文嚴
格列舉學校對教師不予續聘之事由，公立大學對所屬教師作成不予續聘決
定，係居於機關地位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足見公立大學不續聘教師係行政
機關行使職權而非行使自治權。公立大學對再申訴決定，尚不得主張其自
治權受侵害而得提起行政訴訟（撤銷訴訟）。
2、私立大學部分：
私立大學基於聘任契約與教師間所形成之法律關係為私法契約關係。
再申訴決定不予維持私立大學不予續聘決定及原申訴評議決定，使得私立
大學不予續聘決定不成立，無從消滅私立大學與教師間之私法契約關係，
限制私立大學（財團法人）之契約自由，私立大學得對該再申訴決定循序
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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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採否定說之見解
教師法第 29 條、第 31 條、第 33 條規定教師對有關其個人措施得提
出申訴、再申訴及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之程序，係為糾正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或學校違法或不當損害教師權益行為所設之特別行政救濟制度。大學對所
屬教師不予續聘決定，教師不服而提起申訴、再申訴，其程序標的為不予
續聘之措施，大學則為作成該措施之主體，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大學自不
得就再申訴之結果復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方符該特別行政救濟制度之設
立本旨。參酌教師法第 33 條僅規定「教師」得對再申訴決定按其性質循序
提起行政訴訟，此與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後段特別規定「學校」亦得對申訴
決定提起再申訴之情形顯不相同；又綜觀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之立法歷程，
立法者係基於立法裁量而有意不將學校納入得對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之範圍，並非立法上有所疏漏。從而，甲大學自不得針對不予維持其不予
續聘決定之再申訴決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教師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
「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
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者，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提出申訴。」第 31 條規定：
「
（第 1 項）教師申訴之程序分申訴及再申訴二
級。
（第 2 項）教師不服申訴決定者，得提起再申訴。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不服申訴決定者亦同。」第 33 條規定：
「教師不願申訴或不服申訴、
再申訴決定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
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6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參考連結：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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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訴願講堂-【訴願主體-當事人能力、當事人適格及行為能力】
導言：
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有訴願之權，但並非任何人皆可藉訴願指摘行政
機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具體措施有違反或不當之處，如果從保護人民權
利的角度觀察，必須是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不作成人民所申請的行
政處分有違法不當，導致人民的權利或利益受有損害時，人民提起訴願，
才有實益。而針對具體特定的事件，如何確認人民具有提起訴願之資格，
可分別經由訴願當事人能力、訴願當事人適格及訴願行為能力等 3 種面向
來加以界定：
１、訴願當事人能力
所謂訴願當事人能力，是指作為訴願主體的資格，而可以承受因參與
訴願程序所產生的權利義務。依訴願法第 18 條規定，無論自然人、法人或
其他有代表人的組織體，應皆具有訴願當事人能力。無訴願當事人能力提
起訴願時，仍形式上成立訴願案件，受理訴願機關仍須進行訴願程序。在
受理訴願機關經審查認定無訴願當事人能力，引用訴願法第 77 條第 3 款
「訴
願人不符合第 18 條之規定者」作成訴願不受理之決定前，該無訴願當事人
能力者，仍為訴願程序之當事人。
２、訴願當事人適格
所謂訴願當事人適格，又可稱為「訴願權能」，是指限於其權利或利
益，因行政機關作成違法或不當行政處分，或不作成所申請之行政處分而
受損害之人民，始得合法提起訴願，目前在訴願法上並無明文規定，乃是
法理上的要求。訴願人欠缺當事人適格時，受理訴願機關可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3 款「訴願人不符合第 18 條之規定者」作成「不受理」之訴願決定。
如訴願人已為前揭主張時，通常可認定其有訴願當事人適格，但如訴願人
客觀上不具有其所主張受損害之權利或利益時，仍然不是適格的訴願人。
至於須與「訴願當事人適格」有所區辨的是「訴願利益」，訴願利益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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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人之權利或利益，實際上是否確因行政機關作成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
分，或因行政機關不作成其所申請的行政處分而受有損害，並且可因行政
機關撤銷或變更行政處分，或作成其所申請的行政處分而獲得救濟。受理
訴願機關如認訴願人欠缺「訴願利益」
，應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之規定，
作成「駁回」之訴願決定。
３、訴願行為能力
依訴願法第 19 條規定：「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訴願能力。」
有無訴願行為能力，並非僅依民法規定來作判斷，須視各行政事件所應適
用法規之不同而有所區別。例如：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0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年滿 18 歲之未成年人針對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不服行政機
關作成或不作成行政處分提起訴願時，有訴願行為能力；依兵役法第 3 條，
年滿 18 歲未成年之中華民國男子，就其服兵役之事務，不服行政機關作成
或不作成行政處分提起訴願時，亦有訴願行為能力。無訴願行為能力者，
依訴願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由該無訴願行為能力者之法定代理人代
為訴願行為，復依同條第 3 項之規定，關於訴願之法定代理，依民法規定。
（一） 因電子遊戲場業事件提起訴願-當事人適格
甲市政府因查獲民眾乙所開設之電子遊戲場業涉有賭博行為，違反電子
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1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乃依同條例第 31 條規定，
作成命乙「自本處分書送達日起迄判決確定前停止營業」之行政處分。民
眾丙主張與乙為合夥關係，乙所開設之電子遊戲場業屬 2 人所公同共有之
合夥財產，甲市政府所為命乙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之行政處分，對其營
業自由及工作權造成損害，向經濟部提起訴願，請問經濟部是否應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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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市政府查獲涉有賭博行為之電子遊戲場業屬「獨資」商號，負責人為
乙，非如丙主張之合夥組織。即便丙主張其與乙間有締結合夥契約之情屬
實，則丙對於乙所經營之電子遊戲場業遭甲市政府命令停業之行政處分，
至多僅具有經濟上利害關係。丙不是行政處分的相對人，對於甲市政府命
令停業之行政處分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係。本件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3
款之規定，經濟部應作成不受理之訴願決定。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18 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獲其他受行政處分
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
訴願法第 77 條第 3 款規定：
「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
不受理之決定：……。三、訴願人不符合第 18 條之規定者。……。」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1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者，應遵守下列事項：「……。六、不得有涉及賭博、妨害風化或其他犯罪
行為。」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31 條規定：
「違反第 1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
定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停業，並於判決確定前，停止受
理其公司或商號名稱及代表人或負責人變更登記之申請。經法院判決有罪
確定者，廢止其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公司或商業登記或部分登記事
項。」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87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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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違章建築事件提起訴願-訴願利益
本府都市發展局於 106 年 1 月間查獲民眾甲未經核准即擅自在合法建物
的屋頂搭蓋鋼製花架(下稱系爭鋼架)，屬於無法補辦建築執照的實質違章建
築，已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遂開立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下稱原處分)，認
定系爭鋼架屬於施工中違章建築，應立即拆除，且應於 106 年 2 月 28 日
前自行改善，逾期將強制拆除。甲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於本府訴願審議
委員會審議期間，甲又自行拆除系爭鋼架，請問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針對
甲不服原處分所提起之訴願，應如何作成決定？
因甲已自行拆除系爭鋼架，縱認甲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可能因原處分
之違法或不當受有損害，亦已無法透過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作成撤銷或變
更原處分之訴願決定，而獲得救濟。考量此時甲所提訴願，已無訴願利益，
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僅能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之規
定，作成駁回之訴願決定。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
「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
駁回之。」
建築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
「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
於第 78 條及第 98 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建築法第 86 條第 1 款規定：
「違反第 25 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
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
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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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賠償講堂：有關地方自治團體首長（鄉、鎮、市長）之過失行為，
致自治團體受上級機關裁罰，該團體得否類推適用民法第 544 條或國家賠
償法第 2 條規定，向該首長請求賠償？
案例事實：
A 鄉公所前鄉長 B 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3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所定行政法上義務，致 A 鄉公所遭主管機關裁處罰緩，A 鄉
公所得否類推適用民法第 544 條或國家賠償法第 2 條規定，向該首長請求
賠償？
本案爭點：
地方自治團體首長（鄉、鎮、市長）之過失行為，致自治團體受上級
機關裁罰，是否符合民法第 544 條或國家賠償法第 2 條規定之要件而得以
類推適用？
解析：
（一）按類推適用者，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類似事
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之方法，
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推適用而補充之問題。又法律未規定之事項，如
係基於立法政策之考量而故不為規定者，即無關法律漏洞，亦無類推適用
其他法律之餘地（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923 號判決參照），合先敘
明。
（二）查鄉（鎮、市）長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 條第 2 款之地方公職
人員，依地方制度法第 84 條規定，渠等適用公務員服務法，是以，鄉（鎮、
市）長與鄉（鎮、市）間，為一公法上之關係，性質上與私法上之委任契
約關係，尚屬有別。
（三）其次，地方自治團體首長（鄉、鎮、市長）之過失行為，致自治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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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受上級機關裁罰，此與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違法侵害人民自
由或權利所成立之國家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
，亦
屬有間，故本件情形可否謂與民法委任契約或公務員國家賠償責任，性質
上有其類似而予以類推適用，誠非無疑。（法務部 105 年 12 月 27 日法律
字第 10503519440 號函參照）。
結論
地方自治團體首長（鄉、鎮、市長）之過失行為，致自治團體受上級
機關裁罰，因鄉（鎮、市）長與鄉（鎮、市）間，為一公法上之關係，性
質上與私法上之委任契約關係，尚屬有別，且與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時違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所成立之國家賠償責任，亦屬有間，故該
地方自治團體尚難類推適用民法第 544 條或國家賠償法第 2 條規定，向該
首長請求賠償。
四、 行政執行講堂：行政執行程序與強制執行程序之競合
案例事實：
A 所有之房屋因欠稅被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查封，B 持 A 應償
還借款新台幣 100 萬元之確定終局判決，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聲請查封 A 的房屋，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得否再行查封?B 仍欲就 A 之房屋
執行時，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
解析：
（一）參與分配係指債權人依據金錢債權之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對債
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後，他債權人向執行法院請求就執行所得金額，同受
清償之意思表示，基此，債務人之總財產，為一切債權之總擔保，因此債
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後，除有優先債權，他債權人自得參加強制執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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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執行所得金額請求同受清償。
（二）本案，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已先行查封 A 之房屋，故應適用強制執
行法第 33 條之 1 規定，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不得再對 A 之房屋再行查封，
而 B 仍欲就 A 之房屋執行時，執行法院應將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行政執
行署臺中分署合併辦理，並將併案之事通知 B。
（三）承上， B 可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規定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31 條以下
參與分配之規定向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聲明參與分配，並準用強制執行法
第 28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繳納參與分配之執行費。
結論
衡諸上開規定，本案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已先行查封 A 之房屋，臺中
地院民事執行處不得再對 A 之房屋再行查封，而應將卷宗函送行政執行署
臺中分署併案處理，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應將併案之事通知 B，B 可依據強
制執行法中參與分配之程序，繳納參與分配之執行費，向行政執行署臺中
分署聲明參與分配。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１、行政執行法第26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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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民事強制執行，其執行標的金額或價額未滿
新臺幣五千元者，免徵執行費；新臺幣五千元以上者，每百元收七角，其
畸零之數不滿百元者，以百元計算。（第2項）」
2、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第2項規定:「前項規定，於聲明參與分配者，適
用之。」
3、強制執行法第33條之1規定:「執行人員於實施強制執行時，發現債務人
之財產業經行政執行機關查封者，不得再行查封。（第1項）前項情形，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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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院應將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行政執行機關合併辦理，並通知債權人。
（第2項）行政執行機關就已查封之財產不再繼續執行時，應將有關卷宗送
請執行法院繼續執行。（第3項）」
4、強制執行法第33條之2規定:「執行法院已查封之財產，行政執行機關不
得再行查封。
（第1項）前項情形，行政執行機關應將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
送執行法院合併辦理，並通知移送機關。（第2項）執行法院就已查封之財
產不再繼續執行時，應將有關卷宗送請行政執行機關繼續執行。（第3項）」
5、行政執行與民事執行業務聯繫要點第2點規定:「辦理民事執行之執行人
員，於查封債務人之財產時，發現同一財產已經行政執行事件查封者，不
得再行查封，應將該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該管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合併辦
理，並通知債權人。（第1項）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就前項已查封之財產不再
繼續執行，而債權人私法上債權尚未受滿足執行者，應維持已實施之執行
程序原狀，將合併執行後之相關卷宗函送原執行法院繼續執行，並通知債
權人。
（第2項）前二項所稱債權人，係指聲請查封之債權人及已聲明參與
分配之債權人。
（第3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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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採購爭議講堂：逾期違約金爭議
案例事實：
A 公司承攬 B 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契約約定分二階段進度並於全部竣
工後使用，A 公司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於第一階段逾期 10 日完工，遭 B
機關扣罰逾期違約金 10 萬元，嗣 A 公司於契約約定工期內全部竣工， A
公司請求 B 機關返還已扣罰之分段逾期違約金是否有理由？另如本案屬分
段完工使用，A 公司主張是否有理由？
解析：
按採購契約要項第 48 點規定：
「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
屬全部完工後使用或移交者，其逾期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二)逾分段
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度已收取之違約金者，於未逾最
後履約期限後發還。…(四) 分段完工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關者，
逾分段進度，得計算違約金，不受第二款及第三款之限制。」同要項第 47
點規定：「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屬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者，
其逾期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二) 逾分段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者，
計算逾分段進度之違約金。…(四) 分段完工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
關者，逾分段進度，得個別計算違約金，不受前款但書限制。」是以廠商
於約定工期內全部竣工後，對於其有逾分段進度，機關是否扣罰分段逾期
違約金？端視契約約定屬全部完工使用(或移交)或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及
是否影響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而定。
結論
本案契約如係約定全部完工後使用，且分段完工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
之進行無關者，B 機關應於 A 公司履約未逾最後完工期限後返還已扣罰之
違約金 10 萬元；惟如契約係約定分段完工使用，A 公司雖未逾最後完工期
限，惟已逾分段指定期限，則 B 機關已扣罰之違約金 10 萬元毋庸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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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學堂
竊盜罪可以私了嗎？
案例事實
小莉每個月領薪水時都固定前去小美擺設之彩券行買刮刮樂彩券，某
日小莉又前往小美彩券行購買最新一期刮刮樂彩券，小美恰巧因內急至店
內上廁所，櫃台放置五張各 100 元的刮刮樂彩券，小莉趁機取走彩券，得
手後逃逸無蹤。嗣小美返回座位發現彩券失竊報警處理，於同日下午 2 時
45 分許，在臺中市公益路為警盤查而查獲，並扣得刮刮樂彩券五張，小莉
認為小美與他熟識，可以私下解決，請問竊盜罪可以私了嗎？小莉應該如
何解決？
解析：
（一）竊盜罪為告訴乃論之罪或非告訴乃論之罪應視具體個案而定：
1、小莉與小美無親屬關係，竊盜屬非告訴乃論之罪：
一般情形下竊盜罪是非告訴乃論罪，依照刑法第 320 條規定：
「意圖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所以受害人或店家只要報警後，倘
警察查明真相後，發現犯嫌偷竊是情有可原或有特殊情事，或因店家怕後
續司法程序麻煩，而有心要寬恕犯嫌，不想提告者，但警方仍一定要將案
件移送地檢署，無法私了。
但也需知道，只要是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所列罪名之案件，如：普通
竊盜罪、侵占、背信、贓物或其他最重本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承
辦檢察官於終結偵查案件後，雖認為有足夠的犯罪嫌疑起訴犯罪嫌疑人，
但因考量刑法第 57 條所列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事項後，認為以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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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當，檢察官可依職權裁量決定，不對犯罪嫌疑人提出追訴（刑事訴訟
法第 253 條）
。
2、親屬間竊盜屬告訴乃論之罪，可撤回告訴：
依刑法第 324 條第 2 項規定，直系血親、配偶、同財共居親屬或其他
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竊盜罪者，須告訴乃論。因此，竊
盜案件如果是發生在親屬之間，這時竊盜罪會由「非告訴乃論之罪」轉變
成「相對告訴乃論之罪」
。親屬相盜罪與竊盜罪屬於「非告訴乃論之罪」不
同，親屬相盜罪是「告訴乃論」
，也就是要告訴人提告，檢察官才能合法起
訴，而且告訴人在 6 個月內提出告訴後，還是可以撤回告訴，另外刑法第
324 條第 1 項規定：
「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犯本章之罪
者，得免除其刑。」因此，縱然是親屬之間的竊盜，且被害人堅持提出告
訴不撤回時，法官還是可以斟酌案情，免除犯人刑罰。
（二）非告訴乃論之罪有關民事賠償部分可否進行和解？實益何在？
雖然非告訴乃論之罪無法經由告訴人撤回告訴而將案件終結，但是告
訴乃論之罪或非告訴乃論之罪，當事人均可就案件涉及民事損害賠償部分
進行和解，但「非告訴乃論罪」
，即便被害人與加害人間同意和解也無法撤
回告訴，那和解不是就沒有用了嗎？其實不然，法院會因當事人已達成和
解，考量幫被告減刑，也就是說被告能請求法院判輕一點，所以一般竊盜
罪雖屬非告訴乃論之罪，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仍可於區公所調解會
提出調解申請，達成和解後，可請求法院從輕量刑。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刑法、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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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英文
1、 Taichung today renewed the license of Taichung Power Plant's coal-fired units, despite
criticism of its continuing emissions of pollutan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plant's 30-year
history, it has been ordered to cut down its resource usage and emissions. Now it must
reduce coal usage by five million tons a year, and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must also drop
by 24% a year.
今天台中市府有條件地核准台中火力發電廠，9 部燃煤機組許可證的展延，市府要
求中火生煤使用量，每年必須減少 500 萬噸，減幅 24%；空汙排放量，也必須減
量 24%。而這也是火力發電廠，建廠以來首例。
（參考自：民視英語新聞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2、 Pope Francis on Wednesday chastised priests and bishops who take pictures with their
cell phones during Masses, saying they should focus on God instead. “The priest
says ’lift up your hearts’. He does not say, ’lift up your cell phones to take pictures,’”
Francis tol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t his weekly audience in St. Peter’s Square,
referring to a communion prayer in the Roman Catholic Mass.
教宗方濟各週三斥責在彌撒時用手機拍照的神父和主教們，並說他們該把焦點放在
天主上。方濟各在聖伯多祿廣場的每週接見信眾的活動上，提及一段羅馬天主教彌
撒儀式的聖餐祈禱文，告訴數萬民眾，
「神父說『振作你心』
。他沒說『舉起你的手
機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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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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