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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動物屍體處理自治條例」
，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寵物屍
體處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例」
，自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效。
(106.12.1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94)

二、 制定「臺中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優惠地價稅房屋稅
自治條例」，自一百零六年一月十三日生效。(106.12.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87)

三、 廢止「臺中市民間興辦社會住宅減徵地價稅自治條例」
，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十三日生效。(106.12.12)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88)

四、 廢止「臺中市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自治條例」
，自一百零七年一月
一日生效。(106.12.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09)

五、 廢止「臺中市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自治條例」
，自一百零七年一月
一日生效。(106.12.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10)

六、 廢止「臺中市臺中港特定區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自治條例」
，自一百零
七年一月一日生效。(106.12.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11)

七、 廢止「臺中市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自治條例」
，自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生效。(106.12.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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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正「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組織規程」
，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106.12.0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79)

九、 修正「臺中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四條，
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效。(106.12.21)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01)

十、 修 正 「臺 中市 政府 都 市發 展局 」，自 一 百零 七年 一月 一 日生 效。
(106.12.1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97)

十一、 訂定「臺中市寬頻管道使用費及保證金收取辦法」，自一百零六年
十二月六日生效。(106.12.0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72)

十二、 訂定「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六日
生效。(106.12.0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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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訊息
一、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1 月 27 日前往梧棲區公所（民政大樓）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自 104 年起服務民眾，每年度都會參考民眾意見進
行改版，由於民眾反應平日需上班工作，苦無諮詢管道，希望能有假日法
律服務，為解決問題及順應民意，自 107 年起採全面假日服務方式，服務
更多民眾。107 年度法律行動專車服務時間及地點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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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一、 本局於 106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於本市南屯區
豐樂雕塑公園參加「移民
節」活動，相關科室聯合
設攤宣導調解、法扶、訴
願、消費者保護及行政執
行等業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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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林佳龍市長蒞臨致詞，會中除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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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來對法律諮詢業務之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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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年 12 月 13 日本局消保官室於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8 樓 801
會議室辦理消保志工年終檢討暨教育訓練，由康馨壬主任消保官講授「常
見的消費爭議案件類型及申訴程序的實地操作簡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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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辦理臺中市 106 年度調解行政業務年終檢討會，
針對年度調解業務進行簡報並檢討業務及交換意見，以提昇本市調解業務
績效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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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律行動專車 106 年最終場到霧峰 107 年改假日服務更便利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106 年最後一個場次，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至霧峰
區公所里長聯合服務中心二樓提供免費法律服務，除有法制局協助消費爭
議、訴願、國賠案件等申請及法律諮詢，下午 1 時至 4 時律師白裕棋將到
場免費法律服務；而自 107 年起，法律行動專車更將改為假日服務，讓民
眾更方便利用。
法制局表示，霧峰區法律行動專車服務由律師白裕棋提供法律服務，
白律師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律師，為家事及勞動案件專業律師，對
民眾諮詢案件誠懇認真，協助民眾各類法律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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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於消保園地~

（一） 進入餐廳廚房「體檢」
，中市府輔導 41 家大型餐飲業營造更完善食
安環境：
本府在 105 年推出「樂活台中食安篇 APP」，陸續獲得衛生福利部 1
千萬元獎勵及行政院頒發政府服務品質獎肯定，今年更利用部分獎金委託
朝陽科技大學針對台中市 41 家大型餐飲業進行深度輔導，並於 106 年 12
月 8 日舉行成果發表會，由副秘書長郭坤明頒發感謝狀給受輔導餐飲業者，
期望未來與市府共同營造良好的食安環境。
當天舉行之 106 年度「樂活台中食安篇 APP」及消費者保護宣導輔導
成果發表會，接受輔導的 41 家大型餐飲業者均出席共襄盛舉，並由潘朵拉
餐廳、大富豪鐵板燒餐廳、赤沐 TAIKO 和洋爐端燒業者分享心得，氣氛熱
絡。
市府法制局表示，食安是人民相當關心的議題，如何促進業者提供給
消費者的美味餐飲，建立在安全衛生的前提，是需要業者將法規規定內化
為企業文化，無法僅依賴行政稽查來達成。為此，市府委託朝陽科大、中
國醫大、東海大學、明道大學等食品相關科系師生及業界主廚組成輔導團
隊，進入 41 家業者的廚房，與餐飲廚師、經理人進行溝通與輔導，讓業者
知道法規規定的內涵及緣由。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42507&ctNode=28226&mp=122020)

（二） 法國問題奶粉 確認 6 萬罐流入台灣市面(轉貼:聯合新聞網)：
法國問題奶粉疑受沙門氏菌汙染，下令大規模召回，其中包括台灣。
衛福部食藥署證實：佳格食品、友華生技、端強實業三業者共計進口生產 8
項、10 個批號產品，約 6 萬罐問題奶粉已流入市面，已要求業者於今天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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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前下架問題產品，明天啟動後市場販售端稽查，確保民眾食用安全。
問題產品分別為：桂格 Procare 優質嬰兒配方奶粉新一代配方、桂格
Probaby 特選嬰兒配方奶粉新一代配方、桂格 Procare 優質成長奶粉乳鐵
蛋白配方、貝比卡兒ＨＡ水解蛋白幼兒配方、新安琪兒舒哺無乳糖嬰兒奶
粉-新配方、新安琪兒Ｓｕｐｅｒ幼兒成長奶粉、新安琪兒成長奶粉乳鐵配
方、新安琪兒安哺成長奶粉。
法國 26 名兒童疑喝嬰兒奶粉製造商 Lactalis 的沙門氏菌汙染奶粉而生
病，法國當局下令全球大規模召回問題奶粉，其中包括台灣市場，引發關
注，食藥署掌握佳格食品、友華生技、端強實業三家進口業者。食藥署食
品組簡任技正鄭維智表示，目前三家業者共計出貨了 6 萬罐奶粉，食藥署
已令業者將產品全面下架，未上架之產品則不得上架，違者可依食安法處 3
萬到 300 萬元罰鍰。
佳格食品、友華生技、端強實業也於官網發布聲明，強調所有嬰兒產
品進口皆經過逐批檢驗，未受沙門氏菌感染，飲用安全無虞，但為讓消費
者安心，配合預防性下架作業，另消費者可持問題批號奶粉罐至購買處退
換貨。民眾若仍有疑問，可撥打消費者服務專線，佳格食品 0800-006600，
友華生技 0800-055499，端強實業 0800-211807。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42640&ctNode=28226&mp=122020)

（三） 市府法制局抽查市售瑜伽墊 2 成驗出甲醯胺：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抽檢市面販售之 10 件瑜伽墊，檢測結果發現有 3 件
瑜伽墊的商品標示違反商品標示法，不合格率為 3 成，已由本府經濟發展
局依照商品標示法規定發函本市業者限期改善或移由業者所在地地方政府
續行處理；商品安全部分則有 2 件甲醯胺含量超過 CNS15493「拼接塑膠
地墊安全要求」之國家標準，消保官除已通知業者下架並辦理進行退貨回
收外，並考量瑜伽已為國人普遍之運動，建議經濟部訂定瑜伽墊之安全標
準及納入應施檢驗商品品目，以保護消費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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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局吳梓生局長表示，我國現行法規只對於「拼接塑膠地墊」訂有
國家標準，並將有圖案、數字、文字之兒童用塑膠彩色地墊納入商品檢驗
法「應施檢驗玩具商品」品目加以管理。至於瑜伽墊雖常見以軟質發泡塑
膠材質製造並鋪於地面使用，僅其為「素面」且非屬「拼接式」
，就排除於
應施檢驗商品品目之外，又無國家標準可直接適用，在瑜伽已成為國人普
遍之運動類型的現代，可能會成為消費者健康保護的漏洞。法制局主任消
保官康馨壬也表示，瑜伽墊是否含有對人體有害的物質，現在全靠業者自
律。臺中市政府消保官有鑑於此，於 106 年 11 月間至臺中市各賣場及於
網路上購買 10 件瑜伽墊，並參照國家標準 CNS15493 拼接塑膠地墊之安
全標準就甲醛釋出量、重金屬含量、塑化劑含量及甲醯胺含量進行檢驗。
發現在好市多販售的 CELLYOGA 瑜伽墊（8mm 厚度，TPE 材質）及屈臣
氏網路商店販售的 JHT 瑜伽墊(10mm 加厚款，NBR 材質）
，甲醯胺含量分
別為 458ppm 及 500ppm，超過國家標準 200ppm。因為甲醯胺可能在發
泡式塑膠地墊的發泡過程中產生，屬於毒性物質，研究結果顯示甲醯胺不
會有累積性，可藉由尿液排出，但與皮膚接觸或不慎吸入、吞入，可能影
響中樞神經及生殖系統。為保障消費者健康，消保官已立即請業者將商品
下架。
關於退貨事宜，由於採樣檢測之 CELLYOGA 瑜伽墊為 2017 年 8 月份
製造，僅於好市多賣場販售，經業者再次將 2017 年 11 月份製造瑜伽墊送
檢驗後已符合 CNS15493 標準，如消費者仍有疑慮可備妥商品及相關購買
憑證至好市多賣場辦理退貨，業者亦承諾未來將於彩盒外包裝上記載符合
CNS15493 標準，供消費者購買時辨識；JHT 瑜伽墊因多於網路賣場銷售，
消費者可備妥商品及相關購買憑證，在 107 年 3 月 12 日前致電 JHT 杰西
科技客服專線(02)2765-1756 詢問辦理。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43022&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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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原行政處分經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機關重為更不利
處分，是否違反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
問題提出：
甲向乙機關依法申請之案件，經乙機關作成原處分後，甲不服提起訴
願，經訴願機關作成撤銷原處分，重為適法之處分，惟原處分機關於訴願
審理期間發現原處分適用法條有誤，依據應適用之法條規定應為更不利處
分相對人之決定，則原處分機關於重為處分時，是否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
則之限制？
解析：
本案爭議經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討論
如下：
（一）肯定說：
查受不利處分之人提起行政救濟，旨在請求除去對其不利之處分，受
理行政救濟之行政機關（包括作成原處分之機關）如就原處分加以變更，
但其結果較原處分對其更為不利，則有失受處分人提起行
政救濟之本意，因此應加以禁止，此即「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本院 31
年判字第 12 號及 35 年判字第 26 號判例即揭示不得於訴願人所請求範圍
之外，與以不利益之變更，致失行政救濟之本旨。又依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
或處分。」行政訴訟法第 195 條第 2 項規定：「撤銷訴訟之判決，如係變
更原處分或決定者，不得為較原處分或決定不利於原告之判決。」均無類
似刑事訴訟法第 370

條但書對於「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無適用

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之規定。換言之，原行政處分係適用法規不當而予變
更時，並無得排除適用「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之規定。故如原處分經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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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機關撤銷後，如原處分機關在同一事實基礎上重為處分時，不得為較原
來處分更不利之處分，但如原處分被撤銷後，原處分機關基於不同之事實
基礎重為處分時，因事實基礎已不同，則不受「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之
限制。按本院雖著有 62 年判字第 298 號判例：「依行政救濟之法理，除
原處分適用法律錯誤外，申請復查之結果，不得為更不利於行政救濟人之
決定。」然該判例意旨與前述本院 31 年判字第 12 號及 35 年判字第 26 號
判例意旨已有不符，且增加現行有效之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所無
之要件，自難謂合於現行法制，故本案應優先適用現行有效之上引訴願法
規定，而不能適用本院 62 年判字第 298 號判例。至本院 102 年度判字第
496 號判決，係重為處分時，所依據之事實與原來處分依據之事實已不同，
與本案僅適用法律發生錯誤，兩者案情顯然不同。
（二）否定說：
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但書係規定訴願決定變更原處分機關之行政處分
時，在對訴願決定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系
爭原處分乃上訴人即原處分機關作成之行政處分，並非訴願機關作成變更
原處分機關之行政處分，與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無涉。本院 62 年判
字第 298 號判例：「依行政救濟之法理，除原處分適用法律錯誤外，申請
復查之結果，不得為更不利於行政救濟人之決定。」可知，原處分如有適
用法律錯誤情形，稽徵機關仍得更為適法之處分。被上訴人第 1 次裁罰處
分既有事實認定錯誤，致適用法律錯誤之違法，被上訴人自行撤銷使之溯
及既往失其效力（行政程序法第 118 條參照），並另依本件事實作成系爭
原處分，核其適用法律並無錯誤。原判決認本件原處分並無違不利益變更
禁止原則，即無不合。
結論
採否定說之見解

11

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
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
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
之變更或處分。」此項本文規定係規範受理訴願機關於訴願有理由時，應
為如何之決定。其但書明文規定「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顯係限
制依本文所作成之訴願決定，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自是以受理
訴願機關為規範對象，不及於原處分機關。本項規定立法理由雖載有「受
理訴願機關逕為變更之決定或原行政處分機關重為處分時，均不得於訴願
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之文字。然其提及參考
之民國 69 年 5 月 7 日訂定之「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
審議規則」第 15 條，僅規定受理訴願機關認訴願為有理由時之處理方法，
並未規定原行政處分機關於行政處分經撤銷發回後重為處分時，不得為更
不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處分。在法無明文時，尚不得以立法理由所載文字，
限制原行政處分機關於行政處分經撤銷發回後重為處分時，於正確認事用
法後，作成較原行政處分不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行政處分，否則不符依法行
政原則。因此，原行政處分經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機關重為更不利
處分，並不違反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惟原行政處分非因

裁量濫用或逾越裁量權限而為有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裁量者，原行政處分機
關重為處分時，不得為較原行政處分不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裁量，否則有違
行政行為禁止恣意原則。
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
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
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
之變更或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 62 年判字第 298 號判例：
「依行政救濟之法理，除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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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適用法律錯誤外，申請復查之結果，不得為更不利於行政救濟人之決定。」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參考連結：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二、 訴願講堂-【其他參與訴願程序之人-訴願代理人及輔佐人】
導言：
訴願法仿效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等規定，分別於訴
願法第 32 條至 40 條與同法第 41 條、第 42 條等規定，設有訴願代理人及
訴願輔佐人等制度。訴願代理人係指代訴願人或參加人為訴願行為之人，
訴願代理人之設置，目的在於代理訴願人或參加人為訴願行為，由訴願法
第 5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推論，關於訴願書記載事項，既已明文規定如有
委任訴願代理人，須載明訴願代理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訴願代理人應以自然人為限。
依訴願法第 32 條之規定，每一訴願人或參加人委任之訴願代理人，不
得超過 3 人。至於訴願代理人的資格，依訴願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左列
之人，得為訴願代理人：一、律師。二、依法令取得與訴願事件有關之代
理人資格者。三、具有該訴願事件之專業知識者。四、因業務或職務關係
為訴願人之代理人者。五、與訴願人有親屬關係者。」所示，訴願代理人
的資格可歸納為具有「專業能力」或「與訴願人有一定關係者」等 2 種類
型。針對受理訴願機關審查訴願代理人資格與專業知識所產生的相關疑義，
行政院曾於民國 90 年 3 月 1 日以台 90 規字第 010485 號函釋示在案，
該函釋認為訴願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依法令取得與訴願事件有關
之代理人資格」，係指依各該相關法令，對於相關事件具有代理人資格者，
例如會計師法第 15 條(現已變更為第 39 條)第 4 款及第 5 款規定，會計師
對於稅務、工商登記或商標註冊案件，得為代理人；商標法第 9 條(現已變
更為第 6 條)規定，申請商標註冊及處理有關商標之事務者，得委任商標代
理人辦理之；專利法第 9 條(現已變更為第 11 條)規定，申請人申請專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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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有關專利事項，得委任專利代理人辦理之(依現行專利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專利代理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專利師為限)。至訴願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具有該訴願事件之專業知識」，係指對於該訴願事
件所涉法令或訴願標的有關事項，具有專業之研究或一定程度之認知，例
如學者、專家。另公司行號之承辦人，具有該訴願事件之專業知識者，亦
得為訴願代理人，或依訴願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4 款「因業務或職務關係為
訴願人之代理人者」，亦取得訴願代理人資格。而公司行號負責人，則應
列為訴願人之代表人。另關於民法第 490 條之定作人或承攬人、第 528 條
之委任人或受任人、行政程序法第 24 條之當事人或代理人等情形，係屬各
該當事人間之內部關係，得否為訴願代理人，仍應依訴願法第 33 條第 1 項
之規定，針對個案加以審查。依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
議規則第 3 條之規定，訴願代理人資格經受理訴願機關審查不符訴願法第
33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者，受理訴願機關應通知委任人，並副知受任人。復
依訴願法第 33 條第 2 項之規定，依訴願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5 款
「具有該訴願事件之專業知識者」、「因業務或職務關係為訴願人之代理
人者」、「與訴願人有親屬關係者」等規定取得訴願代理人資格者，如經
受理訴願機關認為不適當時，得禁止其為訴願代理人，並以書面通知訴願
人或參加人。
依訴願法第 34 條規定，訴願代理人由訴願人或參加人自行委任，並應
於最初為訴願行為時，向受理訴願機關提出委任書。倘未提出委任書，則
該訴願代理人之委任應不合法，並無法代理訴願人或參加人為訴願行為。
為了讓訴願程序順利進行，如果訴願人或參加人所委任之訴願代理人有 2
人以上時，各訴願代理人均得單獨代理訴願人。即便訴願人或參加人於委
任 2 人以上之訴願代理人時，有於委任書載明各訴願代理人應共同為訴願
代理，依訴願法第 36 條第 2 項之規定，該應為共同代理之約定不生效力，
各訴願代理人仍得單獨代理訴願人或參加人為訴願行為。
此外，為了防止訴願程序延宕，同時兼顧訴願人的利益。訴願法第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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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特別規定，訴願代理權不會因為訴願人本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訴願能力
而消滅。如果是法定代理有變更，或機關經裁撤、改組，乃至於公司、團
體有解散、變更組織的情形，訴願代理人亦不會隨之消滅。
至於訴願輔佐人，依訴願法第 41 條民國 87 年 10 月 28 日的立法理由
所示，考量訴願事件錯綜複雜，有非訴願人本人所能承擔的情形，於是設
立訴願輔佐人制度，以輔佐訴願人之不及。至輔佐人的資格以及輔佐人到
場後之陳述是否適當？委由受理訴願機關決定。依訴願法第 41 條第 1 項、
第 2 項之規定，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經受理訴願機關之許可，得
於期日偕同輔佐人到場。受理訴願機關認為必要時，亦得命訴願人、參加
人或訴願代理人偕同輔佐人到場。復依同條第 3 項之規定，對於不適當的
輔佐人，受理訴願機關得廢止其許可，或禁止其續為輔佐。而訴願輔佐人
到場之陳述，依訴願法第 42 條的規定，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不即
時撤銷或更正者，視為其所為。

（一） 因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事件提起訴願-提出委任書
乙為大陸地區人民，與我國人民甲在大陸地區結婚。嗣甲代理乙向內政
部移民署申請入臺與其團聚，經內政部移民署專勤隊對甲訪談，並以電話
與大陸地區之乙聯繫，將二人之訪談內容比對後，發現說詞有重大瑕疵，
遂依「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3 款的規
定，作成否准乙入臺團聚的行政處分。甲於收受上開行政處分書後，未提
出訴願委任書，即代理乙向受理訴願機關提起訴願，請問行政院訴願審議
委員會應如何作成決定？
依訴願法第 34 條之規定，訴願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訴願行為時，向受理
訴願機關提出委任書，本件因甲未提出經訴願人乙簽名或蓋章的委任書，
亦未提出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的代理委任書正本。經行政院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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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審議委員會函請甲於文到次日起 60 日內補正，但甲並未於期限內提出訴
願委任書予以補正。本件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僅能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1
款後段「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之規定，作成不受理之訴願決定。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34 條規定：「訴願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訴願行為時，向受理訴
願機關提出委任書。」
訴願法第 77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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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
正者。……。」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3 款規定：
「……。三、經面談後，申請人、依親對象無同居之事實或說詞有重大瑕
疵。……。」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200 號行政裁定

（二） 因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提起訴願-單獨代理權
甲公司因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委任 3 位訴願代理人(含乙會計師)，針
對財政部國稅局所為的復查決定，向財政部提起訴願。嗣財政部作成駁回
訴願的決定後，甲仍不服遞行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本件甲有委任 3
位訴願代理人，請問提起撤銷訴訟 2 個月的法定不變期間，可否僅以乙會
計師收受系爭訴願決定的日期開始起算？又本件行政法院應如何決定？
依訴願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
理訴願人。甲公司雖有委任 3 位訴願代理人，但乙會計師仍有單獨代理，
有代收送達的權限。本件甲公司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的期間，應自乙
會計師事務所的接受郵件人員於 98 年 8 月 6 日收受的次日(即 98 年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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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算，因乙會計師的事務所設在新北市，須扣除在途期間 2 日，至 98
年 10 月 8 日屆滿。然甲遲至 98 年 10 月 28 日始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已逾越行政訴訟法第 106 條第 1 項所規定 2 個月的法定不變期間。本件行
政法院僅能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6 款「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
之規定，已裁定駁回甲公司的起訴。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32 條規定：「訴願人或參加人得委任代理人進行訴願。每 1
訴願人或參加人委任之訴願代理人不得超過 3 人。」
訴願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
「訴願代理人有 2 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
理訴願人」
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
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
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行政訴訟法第 89 條規定：
「(第 1 項)當事人不在行政法院所在地住居者，
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之期間，但有訴訟代理人住居行政法院所在
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者，不在此限。(第 2 項)前項應扣除之在途
期間，由司法院定之。」
行政訴訟法第 106 條第 1 項規定：
「第 4 條及第 5 條訴訟之提起，除
本法別有規定外，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 2 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但訴
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
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
期間先命補正：……。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2736 號行政裁定

17

三、 國家賠償講堂：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知有損害」
，此所謂知
有損害，係指「明白知悉」而言，尚不包括「應該知悉」、「可能知悉」之
狀態。
案例事實：
甲前於 95 年 11 月 2 日向乙申報進口韓國產製之乾香菇一批，經乙查
驗後，認定貨源產地為中國大陸，於 96 年 4 月 9 日查扣該批乾香菇。甲於
97 年間提起行政訴訟程序，經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該查扣處分，並經最
高行政法院 99 年 7 月 29 日判決駁回乙上訴確定。嗣甲於 97 年 11 月 13
日及 99 年 10 月 25 日兩次申請發還香菇時，乙最後回覆系爭乾香菇生蟲
變質、腐敗，拒絕發還。甲遂於 99 年 9 月 6 日主張乙未盡保管義務，導
致系爭乾香菇質變無法輸入，其自 99 年 7 月 29 日知悉受有損害，依國家
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國家賠償；乙則主張乾香菇僅可保存約 9 個
月，甲未申請乙冷凍或冷藏保存，於香菇保存期限屆滿應已知悉香菇變質，
甲逾期請求國家賠償。甲、乙主張，何者有理由？
解析：
（一） 按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
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此所謂知有損害，係指「明白知悉」而
言，尚不包括「應該知悉」、「可能知悉」之狀態。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
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甲主張乙查扣系爭香菇後，其信賴乙會妥善保管，乙未曾告知該香
菇已變質，迄行政訴訟終結後，其申請發還系爭香菇時，始知悉系爭香菇
已生蟲變質，明知損害時間係在 99 年 7 月 29 日以後；乙以甲於 97 年 4
月 2 日提出行政訴訟準備書狀，抗辯甲明知乾香菇在室內溫度 25 度以下，
僅可保存約 9 個月，甲於系爭香菇保存期限屆滿後，應已知悉該香菇變質。
惟食品保存期限經過後，雖有變質損壞之虞，然因保存方式之差異，並非
即時當然發生變質損害。此外，甲於 97 年 11 月 13 日向乙申請發還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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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乙僅回覆行政訴訟已提起上訴，歉難照准，並未甲告知香菇現況，
甲於 99 年 10 月 25 日再度向乙申請返還香菇，乙始回覆甲香菇恐已日久
變質等情，則乙以香菇保存期限作為舉證，是否已盡證明甲「明知」損害
發生日之舉證責任，尚有探求之餘地，而雙方既對於甲「明白知悉」有損
害之時點有所爭執，即應由乙舉證證明。
結論
依上開說明，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知有損害」
，係指「明白
知悉」而言，本件當事人間就知悉時點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乙就請
求權人甲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481 號民事判決
四、 行政執行講堂：裁罰對象為公司，而公司之董事長已請辭董事長及董
事職務，惟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者，裁處機關如以其為義務人董事
長送達相關處分文書是否合法？
案例事實：
天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義務人）因違反都市計畫法之規定，經都市
發展局(下稱都發局)裁罰 6 萬元且對該公司營業地及義務人之董事長寄送
相關裁處書資料，惟義務人主張董事長已請辭董事長及董事職務僅未向公
司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送達程序不合法，請問義務人之主張是否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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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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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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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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裁
罰對象為公司，按行政程序法（簡稱本法）第 69 條第 2 項規定，應向其代
表人或管理人為之。另依本法第 7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對於公司之代
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應向營業所行之；但必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或
其住居所行之。
（二）而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
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公司法第 12 條規定
參照）
。上開規定，係基於主管機關之公司登記具有公信力，一般人信賴該
登記，且所指第三人，並無善意或惡意之別，亦不以與公司有為交易行為
之第三人為限。
結論
本案，義務人主張董事長已請辭董事長及董事職務僅未向主管機關申
請變更登記。都發局如基於公司登記資料，以該董事長送達裁處相關文書，
並不因於送達前已向義務人請辭董事長及董事職務而影響送達之效力。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１、行政程序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
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２、行政程序法第72條第2項規定：「對於機關、法人、非法人之團體之代
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機關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必
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或其住居所行之。」
３、行政程序法第72條第3項規定:「應受送達人有就業處所者，亦得向該
處所為送達。」
４、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
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５、法務部行政執行署101年3月9日行執法字第10131001200號函參照
６、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00168號、01852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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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採購爭議講堂：採購爭議處理方式「申訴」之介紹。
問題：
申訴是處理何種爭議？若針對履約爭議提起申訴，法律效果為何？
說明：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75 條及第 102 條規定，得提起
申訴之類別可分為兩種。
1、若廠商對於機關之招標、審標、決標等行為，認為違反法令，得以
書面於本法第 75 條所定法定期限內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廠商異議後，若
對機關異議處理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議之次日起 15 日內不為處理者，
且該採購標的金額為公告金額以上（依現行規定為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之
採購案件），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15 日內，依採購
案件屬中央機關或地方機關辦理之採購，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
2、對於機關認定廠商在投標或履約之過程有本法第 101 條各款情形時
所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通知，廠商不服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 20 日
內以書面向該機關提出異議。若對異議處理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議
之次日起 15 日內不為處理者，無論該案件是否逾公告金額（依現行規定為
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件）
，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
日起 15 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
（二）不同於申訴係處理機關之招標、審標、決標等行為之爭議或針對擬
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通知，履約階段之爭議（例如給付款項爭議、
延展工期、解除或終止契約、驗收爭議等）協商不成，機關或廠商得向該
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亦可依仲裁法規定提起仲裁，或向法院
提起民事訴訟。實務上曾見有廠商針對履約爭議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
起申訴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針對此類誤提起申訴之履約爭議案件，會
發文通知申訴廠商改申請調解，若廠商接到通知後仍未改申請調解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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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 79 條規定，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將作出不受理之決議。
相關規定
政府採購法第 75、76、79、101、102 條。

法律小學堂
受處分人無法因逃逸或拒收舉發通知書而免除裁罰
案例事實
小陳於貨運公司上班擔任大貨車司機，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載運貨
物行經國道高速公路彰化路段時，為了趕上送貨時間，在車陣中按鳴喇叭、
閃燈後驟然變換車道，迫使他車讓道，導致另一小客車駕駛應變不及，車
輛翻覆而受傷，小陳肇事後逃離現場，因自知無資力償付罰單及賠償金，
故四處逃逸躲藏，該案經警方調閱監視器，於 106 年 1 月 17 日通知小陳
到案說明，但小陳一直拖到 106 年 3 月 12 日才到案釐清，106 年 3 月 15
日警方開出舉發通知單，請問小陳是否可免除裁罰？
解析：
一、裁罰機關於三個月內舉發，受處分人無法因逃逸拒收舉發通知書而免
除裁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0 條規定：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
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三個月不
得舉發」
。故裁罰機關於違規行為成立之日起三個月內，對受處分人為舉發，
依其情形可分為：
（一）當場舉發，受處分人拒不簽收舉發通知單，視為已收受：
如受處分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經裁罰機關當場舉發，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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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三個月不得舉問題，受處分人如認為其無違規之事實而拒不簽收舉發通
知單，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1 條之規定，
拒絕簽章者，仍應將通知聯交付該駕駛人或行為人（受處分人）收受，並
記明其事由及交付之時間；拒絕收受者，應告知其應到案時間及處所，並
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視為已收受。
（二）非當場舉發，另行將通知書送達：
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1 條之規定，非
當場舉發案件或受處分人非該當場被查獲之駕駛人或行為人，舉發機關應
另行送達之。而依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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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
郵件人員。前項規定於前項人員與應受送達人在該行政程序上利害關係相
反者，不適用之。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雇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
理由拒絕收領文書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故受處
分人逃逸無蹤，仍可以留置送達、寄存送達、公示送達方式擬制送達，受
處分人無法以未實際收受應送達文書，為理由而免除裁罰。
二、裁罰機關未於三個月內舉發，原則上受處分人可免除裁罰
（一）交通違規的舉發，最多不能超過 3 個月：
依前揭條例第 90 條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
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三個月不得舉發。」而
本案裁罰機關已由相關事證認定小陳確有任意驟然變換車道迫使他車讓道
因而肇事之違規事實，即應可加以舉發，故本案違規行為日為 105 年 12
月 6 日，自 105 年 12 月 7 日起算 3 個月，末日為 106 年 3 月 6 日，舉
發機關遲至 106 年 3 月 15 日才填製舉發通知單，顯然早就超過規定的 3
個月期限，既然不得舉發，當然不能處罰。
（二）交通違規的舉發，例外可以延長之情形：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0 條但書規定「但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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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案件，因肇事責任不明，已送鑑定者，其期間自鑑定終結之日起算。」
但書所定情形，應係限於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案件，有無違反相
關交通法規，尚須賴事故責任鑑定始得釐清確認，而設有寬限期間。再依
法律解釋之「例外從嚴解釋」意旨，不得將駕駛人駕車發生交通事故所有
違反交通法規而得以處罰之情形，均認有前條但書情形之適用，否則無異
延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定之法定舉發時效限制，造成違規事實是否
處罰處於長期不確定之狀態，而害於人民對法秩序之信賴，故依法條文義
解釋，僅在於駕駛人因交通事故應否負過失等肇事責任不明，而送鑑定單
位就責任歸屬鑑定之情形，始有將舉發之 3 個月期間自鑑定終結之日起算
之適用。
本案小陳（受處分人）之違規事證明確，無須經事故責任鑑定始能釐
清之情形，故無前述但書之適用。
總結
警察機關於小陳違規三個月內舉發其違規行為，小陳無法因逃逸或拒
收舉發通知書而免除裁罰，如警察機關未於小陳違規三個月內舉發，即因
裁罰機關長時間怠於執行交通裁罰處分之不利益，應責由其自行承擔，並
無轉嫁由人民承受之理，故受處分人將免罰。
相關規定及參考資料
1、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
則。
2、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6 年度交字第 85 號行政訴訟判決。
3、106 年 12 月 8 日蘋果日報南投地方法院林奕宏法官投書。
(參考連結：https://tw.news.appledaily.com/forum/realtime/20171208/125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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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英文
1、 The second annual Taiwan-Japan Dialogue on Oceanic Affairs Cooperation came to a
close today in Taipei. The head of the Taiwan-Japan Relations Association Chiou I-jen
and 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 chief Mitsuo Oohashi signed an MOU for joint
marine rescue and recovery operations. However, the contentious fishing rights disputes
over the Okinotori islands have remained unresolved.
第 2 屆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今天在台北圓山飯店閉幕，台日關係協會會長
邱義仁，和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共同簽署台日海難搜索合作備忘錄，
加強雙方海巡單位，急難救助的合作。不過沖之鳥漁權問題，雙方還沒有達成共識。
（參考自：民視英語新聞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2、 Iran shut primary schools in Tehra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on Sunday as thick
smog blanketed the capital despite curbs on road traffic and industrial activity. Airborne
concentration of fine particles（PM2.5） hit 185 microgrammes per cubic metre in the
south of Tehran and 174 in its centre on Sunday morning, local authorities said. That is
far abov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ommended maximum of 25 microgrammes
per m3 over a 24-hour period.
伊朗週日關閉德黑蘭及該國其他地區的小學，因為儘管對道路交通及工業活動加以
管制，濃霧仍籠罩首都。週日上午，德黑蘭南部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PM2.5）濃
度達到每立方公尺 185 微克，中部則達 174 微克。這遠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
24 小時期間，每立方公尺最高濃度 25 微克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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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