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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新訊 

 

一、 修正「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五條，自一百零七

年一月二十五日生效。 (107.1.2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55) 

 

二、 修正「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自一

百零七年一月十八日生效。(107.01.16)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43) 

 

三、 訂定「臺中市政府住宅審議會設置辦法」，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生效。(107.01.2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57)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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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時註銷本府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七日府授人企字第

1060178869 號令修正之「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編制表」。(107.01.1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54) 

 

五、 修正「臺中市立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自一百零七年一月

十三日生效。(10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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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修正「臺中市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 」，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排水

規劃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107.01.08)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30)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54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672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43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57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55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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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訊息 

 

一、 為提昇本府法律扶助志工專業能力，本局訂於 107 年 2 月 27 日於本

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 2 次教育訓練」，課程以「基本電腦

操作解析」為專題，俾運用於法律諮詢資訊系統，提昇志工資訊處理能力。 

 

二、 臺中市政府審查年貨大街活動內容並實施聯合稽查保障消費者權益 

臺中市政府為有效管理商店街區於春節期間辦理年貨大街活動，於100

年 6 月 15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00109946 號令訂定發布「臺中市商店街區

年貨大街管理辦法」，提供商圈年節期間申請舉辦年貨大街活動之法源依據

及作業規範。依規定商店街區辦理年貨大街活動，應於舉辦活動一個月前

檢附活動企劃書、交通維持計畫、環境清潔維護計畫、災害應變計畫等書

件向經發局提出申請，並經交通局、環保局、消防局等相關單位審核通過

後始得辦理活動。 

107 年臺中市商店街區依上述辦法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計畫書經各該

主管機關審核後准予備查的年貨大街活動如下： 

申辦單位 活動名稱 核准活動期間 承辦單位 

天津路服飾商圈

管理委員會 

2018 天津旺服‧ 

十犬十美年貨大街 

107.02.02-107.02.

15(共計 14 天) 

圓周率顧問

有限公司 

一中街(含育才南

街)商店管委會 

2018 一中來福  

旺年市集 

107.02.09-107.02.

25(共計 17 天) 

台灣紅顧問

有限公司 

 

年貨大街為我國年節期間民眾採買年貨的好去處，提供眾多年節應景

食品及商品，並在短期間聚集大量人潮，為確保市民採買年貨之食品安全

及良好品質與維護年貨大街公共安全，法制局（消保官室）乃會同衛生局、

經濟發展局、消防局、市警局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規定辦理年貨大街聯

合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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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年貨大街為每年年節期間之定期活動，活動開始前均由各主管機

關進行宣導，攤商違規情況逐年減少，自 105 年度起年貨大街試行稽查扣

點機制，由各機關就其權責部分進行稽查扣點，作為下一年度年貨大街廠

商申辦核辦天數或停止辦理之依據，將可更有效督促及管理年貨大街攤商，

保障消費者權益。 

 

三、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2 月 3 日前往和平區梨山里基督長老教會 

市府法律行動專車自 104 年開辦以來，每年均做不同程度調整，貼近

民眾需求，從 104 至 105 年「在地（區公所）服務」、106 年「到里服務」

外，107 年起在週六假日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讓平日上班的民眾亦有機會

近用相關資源。為擴大服務，107 年 5、7 及 10 月的行動專車場次，將與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合作，宣導酒駕、反毒、性別平等、原

住民專案等相關法令，將法治觀念帶入民眾日常生活。 

107 年度法律行動專車服務時間及地點如下表，在地市民如有法律疑

難，請把握難得機會諮詢： 

時間 區別 服務地點 地址 

2 月 3 日（六） 和平區 梨山里基督長老教會 和平區中正路 8 號 

3 月 24 日（六） 和平區 梨山里梨山耶穌堂 和平區福壽路介壽巷 20 號 

4 月 28 日（六） 清水區 清水旅遊導覽中心 清水區清水街 2 號 

5 月 26 日（六） 和平區 三叉坑真耶穌自由教會 和平區東崎路二段三叉巷 6 號 

6 月 30 日（六） 大安區 大安區老人文康中心 大安區興安路 376 號 

7 月 28 日（六） 和平區 南勢長老教會 和平區東關路三段 85 號 

8 月 18 日（六） 外埔區 外埔區調解委員會 外埔區六分路 390 號 

9 月 29 日（六） 后里區 臺中市立圖書館后里分館 后里區文化路 28 號 

10 月 27 日（六） 東勢區 下新里善教堂 東勢區粵寧街 19 號 

11 月 24 日（六） 新社區 臺中市立圖書館新社分館 新社區新社村興社街四段 1 巷 1 號 

12 月 15 日（六） 霧峰區 霧峰區本堂里辦公處 霧峰區中正路 74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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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報導 

 

一、 107 年 1 月 8 日本局消保官室於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4 樓 401

會議室辦理消保志工教育訓練，由張百佑消保官講授「國外旅遊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 

 
 

二、 107 年 1 月 12-15 日本局消保官室於台中國際展覽館辦理 2018 年台

中國際旅展駐點禮券健檢活動及業務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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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7 年 1 月 19 日於本局 10-2 會議室辦理「法律扶助志工第 1 次

教育訓練暨志工聯繫會議」，會中頒發 106 年志願服務績優志工並選任本屆

志工隊長，及由本局吳梓生局長與各志工座談，藉由志工間彼此經驗交流，

有效凝聚法扶志工的團隊向心力及服務品質。 

  

 

 

四、 為使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針對調解業務上之問題得以與本局相互反映、

交流與學習，本局於 107 年 1 月份安排訪視西屯區、南屯區、大雅區、北

屯區、中區、龍井區及沙鹿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並由吳梓生局長與區長及調

解委員座談，針對年度調解業務進行交換意見，以提昇本市調解業務績效

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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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市府法律行動專車 1 月 27 日到梧棲 假日服務更便利 

臺中市政府今年起推出假日版法律行動專車，讓平日需要上班的民眾，

在週六假日也能諮詢律師解決法律疑難，今年首站於 1 月 27 日前往梧棲區

公所民政大樓，自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進行法律諮詢服務，並受理消費爭

議、訴願、國賠案件等申請，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律師陳世川也到場提供

免費法律服務。 

107 年法律行動專車的第一站在梧棲區公所民政大樓展開，有台中律

師公會陳世川律師駐點服務，陳律師除在臺中市政府及區公所擔任法律顧

問律師外，也分別在法律扶助基金會擔任義務律師及市府勞工局擔任勞資

爭議調解委員，法學素養及實務經驗豐富。 

  

 

 消保專區 

 

一、 消保新訊 ~引錄自消保園地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一） 中市公布首波年節食品檢驗結果 1 件葡萄柚不合格移外縣市調查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年節腳步接近，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提早稽查年貨商品，首波抽查

142 件，含生鮮蔬果 20 件、生鮮禽肉 16 件、生鮮畜肉 16 件、生鮮魚肉

15 件、脫水蔬菜 23 件、蜜餞食品 28 件、糖果及果凍 24 件，共計 14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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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結果 1 件生鮮蔬果不合格，已移至外縣市調查續辦，其餘食品均與規

定相符。 

這波年節食品抽驗專案，食安處提早派員到各大賣場、生鮮超市、雜

貨商店等處加強應景食品稽查抽驗，檢驗結果 1 件不合格，是在大買家股

份有限公司大里國光分公司抽驗的「省產葡萄柚」芬普尼 (Fipronil) 

0.006ppm（標準：0.001ppm）不符合規定，已移至嘉義縣衛生局後續調

查續辦，而本市販賣點也立即下架違規產品不得繼續販售。 

芬普尼為農藥殺蟲劑，動物試驗發現若過度大量暴露，可能危害肝腎

健康，甚至影響呼吸系統。提醒民眾清洗蔬菜時，可先用清水浸泡至少 15

至 20 分鐘，再以流動水沖洗 2 至 3 遍以上洗淨，以減少攝入殘留在蔬菜上

的農藥。 

食品藥物安全處表示，若市售食品檢出農藥殘留超標，則涉違法食安

法第 15 條規定「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可依同法第

44 條處新台幣 6 萬元以上至 2 億元以下之罰鍰。 

年節將近民眾購買應景食品增多，食安處責無旁貸加強源頭廠商及市

場端抽驗，多一層把關多一層安心，讓市民健康安心過年。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51590&ctNode=28226&mp=122020) 

 

（二）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與臺中地檢署、保七總隊、食藥署共同查獲

糖果工廠使用逾期配料 問題產品全面下架回收(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捍衛食安，查緝不法！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以下簡稱食安處)於 1 月

10 日與 15 日分別會同食藥署中區管人員配合臺中地檢署指揮保七總隊第

三大隊第二中隊，共同查獲轄內神岡區宜農生物科技食品有限公司使用逾

期配料調配產品之食安不法案件，於工廠2樓冰庫發現逾有效日期之配料，

由食安處當場依規封存。並針對業者 104-106 年間生產產品製令單、領料

單與進料檢驗單結果進行交叉比對，發現業者使用逾期配料「蘋果汁」、「均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51590&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51590&ctNode=28226&mp=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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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牛奶香料」、「連豐-柳橙果汁」與「佳美-柳橙果汁」進行調配生產「鮮

奶牛奶糖」、「優格柳橙風味 QQ」、「魚油水果果膠軟糖」與「常春藤-嘎咪

熊軟糖(綜合風味)」等 9 項產品，除當場封存蘋果汁配料及水果果膠軟糖成

品(未出貨)共 30.24kg 外，其餘皆已供應於下游業者，食安處已於 1 月 17

日通知外縣市所轄衛生機關進行下架回收作業。 

案內業者係為經營糖果、軟糖等食品製造與販售之公司；當日現場查

獲部分逾期冷凍配料，業者皆宣稱領用時並未過期，但於調製時已逾有效

日期，屬於操作上疏失，對此食安處說明依法不得使用逾期原料進行調配

生產，也請業者提出回收銷毀計畫表，並將可依食安法處新臺幣 6 萬元以

上 2 億元以下罰鍰，業者已提供（04）2563-4684 消費者服務專線，受理

申請退費事宜。 

食安處表示，打擊不法、建構食安模範城市為市府積極致力目標；提

醒食品業者，調配、包裝、貯存、販賣逾有效日期之食品，涉違反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依同法第 52 條應予沒入銷毀；

並可依第 44 條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鍰；食品業者應遵守本法

第 7 條第 5 項之規定，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即主動停止製

造、加工、販賣及辦理回收，提醒市民朋友可選擇信譽良好商家購買並注

意包裝標示、效期等，共同維護食品安全。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53467&ctNode=28226&mp=122020) 

宜農生物科技食品有限公司聲明稿如下: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53296&ctNode=28226&mp=122020) 

宜農公司以逾期原料代工糖果案：106 年 6 月 22 日(含)後購買者，可憑包

裝、發票或購買憑證退費，退費電話 04-25634684(週一至週五

9:00-17:0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public/data/122020/812314403771.pdf)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53296&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53467&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public/data/122020/8123144037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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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統油獲賠償案: 

1、獲賠人數：台中於一審審理時移送該會受理人數為 889 人，經一審判決

後，彰化地院認定適格者為 696 人(每人賠償金新台幣 3 萬元)，本案和解

的內容也是以一審判決結果來賠償，所以台中獲賠人數為 696 人。相關受

償名單請消費者逕洽社團法人臺灣消費者保護協會（以下簡稱台灣消協

會）。 

2、給付方式：依和解內容，大統長基公司及負責人高振利，首期應先給付

每位消費者 1 萬 5 千元、總數 4260 萬元，台灣消協會今早宣布，首期 4260

萬元已入帳。台灣消協會表示，獲賠消費者於收到掛號通知後，請於 3 日

內將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及存摺簿影印本，以掛號寄至台灣消協會，並

限參加本團訟的本人領取及銀行轉帳，不發現金。至於剩餘的 4845 萬元，

台灣消協會將假執行扣押高振利名下的財產，強制執行，屆時再做分配。 

3、台灣消協會連絡方式： 

電話：07-9700726 

傳真：07-9700675  

地址：高雄市(806)前鎮區保泰路 355 號 6 樓之 2  

E-mail：cpat3706222@seed.net.tw  

網 址：www.cpat.org.tw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53470&ctNode=28226&mp=122020) 

 

（四） 掌握美甲美睫三要事，既美麗又安心! 

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繁榮進步，對「美」的追求，同時代表了產業市場

的發展契機與消費環境的多元變化，行政院消保處期勉相關業者，在積極

開發商品及服務來吸引消費者時，也應重視消費者權益。同時，行政院消

保處也提醒消費者，進行美甲美睫消費時應注意三件事，才能享有安心又

滿意的服務： 

1、確認商品及服務的安全衛生：美甲美睫相關商品及服務多使用於人體之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53470&ctNode=28226&mp=122020
http://www.cpa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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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故對其安全衛生事項尤須注意，如商品是否符合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或商品標示法等相關規定、營業場所及工作人員對於安全衛生條件的要求

等；當然消費者對自身體質亦應有所認識瞭解，盡量避免因使用商品而發

生過敏或不良反應之窘況。 

2、瞭解收費及退費規定：美甲美睫業常見採預付型消費模式，如預繳儲值

金額、預購服務或商品禮券，消費者應事先即充分瞭解業者所訂條款約定，

評估自身消費需求、使用習慣及負擔能力後再決定採取行動。 

3、熟悉商品及服務的使用規則：美甲美睫業者服務之提供多需事先預約，

並規定消費者若臨時取消、遲到或未到，可能不提供服務且扣除已預繳費

用…等約定條款，消費者應確實掌握，避免因消費資訊落差而衍生爭議。 

(https://www.cpc.ey.gov.tw/News_Content.aspx?n=3840722B002ADEAB&s=6D0C64DBD624E284) 

 

（五） 健身(含教練課程)契約轉讓要注意 

消保處再次提醒消費者，在簽訂健身（含教練契約）契約時須注意下

列事項： 

1、勿因業者積極行銷或優惠而倉促簽訂契約。 

2、簽約前務必參考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詳細瞭解業者契約內容。 

3、倘遇有健身消費糾紛，可向消費者保護團體、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

心申訴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www.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

以保障自身權益。 

參考資料：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1 點 

(https://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9559B255B3B9F27&s=813FE01931281201) 

 

（六） 瓦斯業者應交付鋼瓶押金收據 並不得向消費者收取鋼瓶檢驗費 

行政院核定內政部及經濟部擬訂之「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範瓦斯業者如有收取容器保證金(鋼瓶押金)，

http://www.cpc.ey.gov.tw/
https://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9559B255B3B9F27&s=813FE01931281201
https://www.cpc.ey.gov.tw/News_Content.aspx?n=3840722B002ADEAB&s=6D0C64DBD624E284
https://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CB3F3C82C7F9A700&s=4186928212B88A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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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同時提供消費者收據；容器檢驗費由瓦斯業者負擔，不得向消費者加收

檢驗費；瓦斯業者回收之容器內如有殘餘氣量時，應按比例退還消費者氣

價，提供消費者更完善之保障。 

國內目前使用桶裝瓦斯的用戶約506萬戶，瓦斯零售業者約2,856家。

行政院消保處統計 106 年桶裝瓦斯申訴案件約 150 件，主要糾紛類型為業

者未全額退還瓦斯鋼瓶押金，以及因鋼瓶屆滿檢驗期限而向消費者加收檢

驗費。為使瓦斯業者與消費者雙方之權利義務更加明確，行政院核定內政

部及經濟部擬訂之「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 規範之重要內容如下： 

容器檢驗費：容器之購置、檢驗及相關維修等費用由瓦斯業者負擔，

瓦斯業者不得藉故向消費者加收檢驗費。（第 7 點、第９點） 

容器保證金：鑑於瓦斯業者於首次送瓦斯時向消費者收取容器保證金，

而於消費者不再使用時拒絕退還或僅退還部分保證金之糾紛類型，應記載

事項規範業者如有收取保證金時，應同時提供消費者收據，消費者不再使

用液化石油氣時，應將容器歸還瓦斯業者，瓦斯業者應將保證金全數退還

給消費者。（第 6 點、第 13 點） 

容器使用費：鑑於消費者將容器長久置放家中卻不常使用，衍生瓦斯

業者增加經營成本，遂將檢驗費轉嫁給消費者，致消費糾紛頻傳，為衡平

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權益，應記載事項明訂消費者購買液化石油氣使用同一

容器逾 1 年返還者，瓦斯業者得向消費者收取容器使用費，但不得逾 200

元，逾 2 年返還者不得逾 400 元。（第９點）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違反公告事項，經

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不改正者，最高可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企業

經營者應遵守相關規範，避免衍生消費爭議。 

(https://www.cpc.ey.gov.tw/News_Content.aspx?n=3840722B002ADEAB&s=390D9787F3FD4BE0) 

 

https://www.cpc.ey.gov.tw/News_Content.aspx?n=3840722B002ADEAB&s=390D9787F3FD4B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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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報導 

 

一、 法制專題：強制執行扣押命令效力之探討 

 問題提出： 

地方政府或所屬機關為第三人收到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規定所核發之扣押命令時，該扣押命令如係禁止債務人收取對第三人地

方政府或所屬機關之工程款等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債務人

清償，則該扣押命令之效力範圍為何？ 

 

 解析： 

（一）按地方制度法第 62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政府之組織，由內政部

擬訂準則，報行政院核定；各直轄市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經

直轄市議會同意後，報行政院備查；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織規

程，由直轄市政府定之。」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

第 2 款規定：「地方行政機關依下列規定，分層級設機關：一、直轄市政

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其名稱如下：（一）局、處、委員會：一級

機關用之。處限於輔助兼具業務性質之機關用之。（二）處、大隊、所、

中心：二級機關用之。二、縣（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其名

稱如下：（一）局：一級機關用之。（二）隊、所：二級機關用之。」地

方政府除了上述所屬一級機關及二級機關之外，尚得設置一級單位(地方行

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11 條第 1 項)，惟此等內部單位並非行政程序法第 2 條

第 2 項所規定之行政機關，不得以內部單位名義對外行文，而係以直轄市、

縣(市)政府名義為之。 

（二）其次，地方政府在上開地方制度法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規定之

框架下，得本於自主組織權設置所屬機關與內部單位。於此前提下，我國

各直轄市及縣、市，依其地方自治團體規模及地區特性等因素，於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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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行政機關之組織，乃有不同之規劃，即便同屬直轄市政府層級，其組

織亦不盡相同。 

（三）基此，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收到執行法院之扣押命令，禁止債

務人收取對第三人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工程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時，應

如何處理？於此以臺中市為例，由於臺中市政府實際執行業務者概為所屬

機關，已如前述，於政府採購契約之訂定與執行，現階段亦多係以各該機

關名義與廠商為之，惟亦不排除以臺中市政府名義為之，則該扣押命令之

效力似及於臺中市政府各所屬機關以「臺中市政府」名義與債務人簽約之

工程款債權。故收受該扣押命令之機關，應先調查其他臺中市政府所屬機

關是否有以「臺中市政府」名義與債務人簽約之工程款債權，並通知該機

關如有強制執行法第 119條第 1項規定之情事(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

財產權之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應於

接受執行法院命令後 10 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 

（四）至於上開扣押命令之效力是否及於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各該機

關」名義與廠商簽訂採購契約？分析如下： 

1、首先，臺中市政府與所屬機關均屬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之行政

機關，以臺中市政府名義簽約與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名義簽約，主體並不

相同，故對於第三人「臺中市政府」之扣押命令效力似不及於「臺中市政

府所屬機關」。 

2、其次，由於執行法院辦理強制執行程序僅作形式審查，並依照債權人所

陳報之債務人財產執行，如發見債權人查報之財產確非債務人所有者，亦

係依強制執行法第 17 條規定命債權人另行查報，故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對

於上開扣押命令之效力如有疑義，應依據強制執行法第 119 條第 1 項規定

以書面聲明異議，由債權人另行查報執行標的或依強制執行法第 120 條第

2 項規定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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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綜上，因為各地方政府其內部組織型態有所不同，以致相同型態的扣

押命令，在不同的直轄市、縣、市，即有不同的效力，上述有關臺中市政

府面對執行法院所核發扣押命令的處理模式，於其他不同組織型態之地方

政府，即會有所不同。此於債務人就同一地方政府所屬不同機關或單位有

多筆債權關係時，更是治絲益棼。雖然地方政府之組織跟業務職掌，一般

來說不易為民眾(執行債權人)所了解，且各地方政府之組織亦有不同，但執

行債權人陳報之執行標的倘不明確，扣押命令之效力範圍即有疑義，故建

議執行法院向執行債權人闡明陳報執行標的時，應盡可能明確，例如應先

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等管道，查明債務人對於行政機關之服務費債權或工

程款債權，並明確指認第三債務人究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哪一機關，

以避免執行上產生爭議。 

 

二、 訴願講堂-【訴願文書的送達】 

  導言： 

為了避免訴願文書的送達，造成受理訴願機關的困擾，或者成為與訴

願人間爭執的事項。訴願法特別在總則篇第五節增設「送達」之相關規定。

第 43 條規定送達為受理訴願機關的職權；第 44 條就無訴願能力人、法人、

非法人團體、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送達加以規定；第 45 條、第

46 條則分別就外國法人、訴願代理人之送達定有明文；第 47 條除明定訴

願文書以郵政送達為原則，囑託原處分機關或警察機關送達為例外。有鑑

於送達事務甚為瑣碎，立法者亦於訴願法第 47 條第 3 項規定，有關訴願文

書之送達，除訴願法第 47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特別規定外，準用行政訴訟

法第 67 條至第 69 條、第 71 條至第 83 條之規定，以收執簡御繁的效果，

同時亦可滌除訴願法就送達事項所設規範掛一漏萬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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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訴願文書的送達-對法人之送達 

甲公司因菸酒管理法事件，於 106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由丙在甲公

司之營業所在地「臺中市」，以「應受送達處所接收郵件人員」之名義，簽

名收受財政部之訴願決定書。如甲公司直至 107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始具

狀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則甲公司之起訴有無逾越自財政部

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 個月的不變期間？ 

 

本件訴願決定書之送達，係依訴願法第 44 條第 2 項的規定，對甲公司

的代表人乙為送達，因送達於營業所在地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乙，乃依訴

願法第 47 條第 3 項規定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7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的規定，

將該送達之文書交付與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丙收受，並由丙蓋用甲公

司的印章，同時丙亦有簽名在該郵務送達證書上，已經發生合法送達的效

力。因送達日期為 106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而甲公司設址於臺中市，並

無須扣除在途期間的問題。則甲公司提起撤銷訴訟的期間，應自 106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起算，至 107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即已屆滿，然甲公司遲

至 107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始具狀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已

逾行政訴訟法第 106 條第 1 項所規定 2 個月的法定不變期間，其起訴為不

合法，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6 款「起訴逾

越法定期限者」之規定，以裁定予以駁回。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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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願法第 47 條第 3 項規定：「訴願文書之送達，除前 2 項規定外，準

用行政訴訟法第 67 條至第 69 條、第 71 條至第 83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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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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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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裁字第 2793 號行政裁定 

 

（二） 訴願文書的送達-寄存送達 

甲因房屋稅事件，不服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復查決定書，向臺中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作成「訴願駁回」之訴願決定後，

該訴願決定書於 106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二)寄存送達在鄰近訴願人住居所之

臺中民權路郵局，若訴願人於 106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始向台中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有無逾越 2 個月的法定不變期間？ 

 

本府作成訴願決定後，該訴願書按甲在訴願書內載明之住居所為送達，

因未獲會晤甲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雇人，且無願代為收受而

居住於同一住宅之主人，郵務人員已製作送達證書粘貼於應送達人門首，

並於 106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二)寄存在台中民權路郵局。依訴願法第 47 條

第 3 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73 條第 3 項寄存送達之規定，本府所作成之訴願

決定，自寄存之日起，經 10 日(即 106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發生合法

送達之效力。因甲在訴願書內所載明之住居所與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均設於

臺中市，毋庸扣除在途期間，其提起行政訴訟之期間，應自 106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起算，至 106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即已屆滿。因甲遲至 106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始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已逾越起訴之 2

個月不變期間，其起訴不合法。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訴願法第 47 條第 3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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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第 73 條規定：「(第 1 項)送達不能依前 2 條規定為之者，

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 2 份，1 份黏

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1 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應

受送達人之信箱或其他適當之處所，以為送達。(第 2 項)前項情形，如係以

郵務人員為送達人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附近之郵務機構。(第3項)寄存送達，

自寄存之日起，經 10 日發生效力。……。」 

行政訴訟法第 106 條第 1 項規定 

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裁字第 150 號行政裁定 

 

三、 國家賠償講堂：如主管機關就職務之執行時程有裁量權，依其行政裁

量空間判斷，而未立即執行該職務，難謂怠於執行職務而構成國賠之理由。 

 案例事實： 

甲所有之建物，經乙機關前以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處分，認定屬實質

違章建築，且因未能補正相關程序，故需強制拆除而不得緩拆。然乙機關

迄今均未執行前揭拆除處分，造成甲認受有遭課處該期間房屋稅之損害，

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向乙機關請求國家賠償。 

 

 解析： 

（一）按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所揭示之保護規範理論，指公務員執行

職務時，若該職務之目的僅單純在維護公益，則人民對之僅有反射利益，

縱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人民亦無請求國賠之主張可言。但如依該職務之

性質或規範之目的，除公益外尚有保護或增進特定或可得特定人民利益之

作用者，則該等人民即享有主觀公權利，如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人民即

可主張國賠。 

（二）次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所稱之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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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不作為國家賠償責任，自保護規範理論擴大對人民保障而言，凡國家制

定法律之規範，不僅授與推行公共政策之權限，而係為保障人民生命、身

體及財產等法益，且該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之作為義務有明確規定，

並未賦予作為或不作為之裁量餘地，如該管機關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行使

公權力，復因具有違法性、歸責性及相當因果關係，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

利遭受損害者，即應負上開消極不作為之國家賠償責任。惟如該法律賦予

主管機關就職務之執行時程有裁量權，主管機關依其行政裁量空間判斷，

而未立即執行該職務，即難謂有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 

（三）再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既存違章建築影

響公共安全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訂定拆除計畫限期拆除；不影響公共

安全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分類分期予以列管拆除。」，足認主管建築機

關對於既存違章建築負有執行拆除之職務，然關於該等職務應如何執行及

具體執行期程一節，則賦予主管機關得綜合衡量各違章建築對公共安全影

響程度、違章型態等因素後，逐批分期執行拆除之裁量權限。則乙機關考

量其現有執行人力、物力及系爭建物之拆除順位，迄今未依上開處分書內

容強制拆除系爭建物，尚難謂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怠於執

行職務之國賠責任存在。 

 

 結論 

綜上，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復因具有違法性、歸責性及

相當因果關係，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即應負消極不作為之

國家賠償責任。惟如主管機關就職務之執行時程有裁量權，依其行政裁量

空間判斷，且未有裁量濫用或不法情事，而未立即執行該職務，難謂怠於

執行職務而構成國賠之理由。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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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6 年度國字第 2 號民事判決 

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6 年度上國易字第 6 號民事判決 

4、廖義男，國家賠償法，頁 15，修訂版 

 

四、 行政執行講堂：私募有價證劵行政執行之容許及限制 

 案例事實： 

甲公司因違反勞動基準法經本府勞工局裁罰新臺幣 100 萬，全案移送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在案;臺中分署查調公司資產後扣押一筆發行期

間1年以上未逾3年之私募有價證劵並來文詢問本局(移送機關)是否對該筆

私募有價證劵進行拍賣？ 

 

 解析： 

（一）有價證劵的私募及其對象 

所稱私募，謂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之公司依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對特定人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簡言之，係指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

交易法規定向特定人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亦即洽特定人購買證券，而不

對社會大眾公開招募。由於投資人並非均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因此上述特

定人需具備可取得賣出證券公司相關且充足的資訊，準此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明文規定得買受私募有價證劵者的資格。 

（二）私募有價證劵轉售之限制 

私募有價證劵係方便公司經營取得資金而簡化股份發行，為避免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之特定人利用轉售的方式規避公開招募程序，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設有限制轉讓的規範，除有第 1 項但書各款情形外，禁止轉讓。其中第 2.3

款即針對取得私募證劵 3 年內轉讓的限制，即自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

滿 1 年以上，且自交付日起第 3 年期間內，依主管機關所定持有期間及交

易數量之限制，轉讓予符合第 43 條之 6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人與自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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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滿三年，方得轉售。 

（三）私募有價證劵可否強制執行？ 

承上所述，私募有價證劵因其性質特殊，故在承買資格及交付後轉讓限制

均以法律明文規定，是否得以強制執行法上拍賣的方式移轉所有？ 

1、否定說 

按我國強制執行之拍賣，通說認為拍賣本質係私法行為並以債務人為出賣

人，復依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應禁止再行賣出。 

2、肯定說 

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基於法律規定所生效力之移轉」

可不受限制，故而應可認為強制執行拍賣之私募有價證劵乃基於「強制執

行法」規定所生效力所移轉。 

兩說應以肯定說可採，惟拍賣時可事前限制拍定人資格，以符合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之規定。原財政部證期會 91 年 12 月 3 日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6007 號函同此見解。 

 

 結論 

本例甲公司所有私募有價證劵仍可為行政執行客體，惟拍定人需具備

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第 1 項第 1.2.3 款資格。另拍定人再行轉讓仍有證交法

第 43 條之 8 本文的限制。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證券交易法第43-6條（有價證券及公司債之私募）：「公開發行股票之公

司，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

之二以上之同意，對左列之人進行有價證券之私募，不受第二十八條之一、

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項及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限

制：一、銀行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法人或機構。二、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三、



  

 

21 

該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第１項）前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之應募人總數，不得超過三十五人。（第２項）普通公司債之私募，其

發行總額，除經主管機關徵詢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不得逾全

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餘額之百分之四百，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

之限制。並得於董事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理。（第３項）該公司應第

一項第二款之人之合理請求，於私募完成前負有提供與本次有價證券私募

有關之公司財務、業務或其他資訊之義務。（第４項）該公司應於股款或公

司債等有價證券之價款繳納完成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相關書件，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第５項）依第一項規定進行有價證券之私募者，應在股東會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左列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一、價格訂定之依

據及合理性。二、特定人選擇之方式。其已洽定應募人者，並說明應募人

與公司之關係。三、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第６項）依第一項規定進行有

價證券私募，並依前項各款規定於該次股東會議案中列舉及說明分次私募

相關事項者，得於該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理。（第７項）」 

２、證券交易法第43-7條（有價證券之私募及再行賣出之禁止行為）：「有

價證券之私募及再行賣出，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第１項）

違反前項規定者，視為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之行為。（第2項）」 

3、證券交易法第43-8條（私募有價證券再轉讓之條件）：「有價證券私募之

應募人及購買人除有左列情形外，不得再行賣出：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第

一項第一款之人持有私募有價證券，該私募有價證券無同種類之有價證券

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而轉讓予具相同資格者。二、

自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滿一年以上，且自交付日起第三年期間內，依

主管機關所定持有期間及交易數量之限制，轉讓予符合第四十三條之六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人。三、自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滿三年。四、

基於法律規定所生效力之移轉。五、私人間之直接讓受，其數量不超過該

證券一個交易單位，前後二次之讓受行為，相隔不少於三個月。六、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第1項）前項有關私募有價證券轉讓之限制，應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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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以明顯文字註記，並於交付應募人或購買人之相關書面文件中載明。

（第2項）」 

4、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台財證一字第0910006007號：「所詢有關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有價證券私募之應募人

及購買人轉讓之相關疑義，釋復如下：（一）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

一項第四款所稱「基於法律規定所生效力之移轉」，係指繼承、贈與及強制

執行等基於法律規定效力而取得或喪失所有權者。（二）因繼承、贈與、強

制執行及質權設定所取得之私募有價證券，再行賣出仍應受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三）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辦理私人間直接讓受者，其受讓人及嗣後再行賣出不受證券

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五、 採購爭議講堂：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適用爭議 

 問題： 

A公司承攬B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契約總價為新臺幣(以下同)500萬元，

B 機關認 A 公司就「壁櫃」工項(該工項契約金額為 20 萬元)未施做夾板，

驗收不合格，通知其限期改善，惟 A 公司逾期未改善，B 機關爰終止部分

契約，並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通知 A 公司將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A 公司異議其違約情節尚非重大，遂提申訴，是否有理由？ 

 

 爭點 

按機關辦理採購，如有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

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定有明文。惟自本款文義觀之，

並無如同條項第 3、8 或 10 款般，將「情節重大」明定於構成要件中，是

以，本案爭點在於招標機關是否須審酌廠商違約達「情節重大」，方可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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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報？ 

 

 解析： 

參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3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略以：「依

政府採購法第 1 條規定及同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由可知，政府採購法之目

的在於建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維護公平、公正之競爭市場，並排除

不良廠商，以達有效率之政府採購。而採購契約成立後，得標廠商即負有

依債務本旨給付之義務，茍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並有可歸責之事由，致…

採購契約被解除或終止，即該當…第 12 款…，至是否予以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仍應審酌違約情形是否重大…及符合比例原則。」，基此，有關政府採

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是否予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仍應審酌違約

情形是否重大。 

 

 結論 

衡酌A公司驗收不符工項契約金額(20萬元)僅占契約總金額(500萬元)

之 4%，且依契約規定，B 機關尚得洽其他廠商施作後，自 A 公司工程款中

扣除其支出之費用以補償損失，故難認申訴廠商之違約情形係屬重大，B

機關將 A 公司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有違比例原則，A 公司主張有理由。 

 

    法律小學堂 

 

金融機構得否提供被繼承人生前之轉帳及匯款資訊予繼承人？ 

 

案例事實 

小華因妻子早逝，育有二子小明與阿其，阿其長年在外工作，小明則

與父親小華同住並照顧父親起居，但小華不幸於日前過世，因小華生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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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將其退休金四百餘萬存於台灣銀行中都分行，但父親過世

後，哥哥小明卻說存款只剩數十萬元，弟弟阿其為了瞭解父親小華帳戶存

款詳細狀況，以繼承人之身分向台灣銀行要求提供父親小華生前之轉帳及

匯款資訊，請問台灣銀行是否可以個人資料為由拒絕提供相關資料？ 

 

 解析： 

（一）被繼承人之銀行帳戶與繼承人之關係 

依民法第 1148 條第 1 項規定，繼承人基於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

權利、義務之地位，亦成為被繼承人之銀行帳戶法律關係之契約當事人，

享有個資法所揭示當事人權利（此係因繼承人成為銀行帳戶契約當事人而

產生之固有人格權）。又被繼承人之帳戶往來明細，雖無各該繼承人之名義，

惟經由法律關係之承受，該帳戶縱使尚未更名，其於法律上已為全體繼承

人公同共有（民法第 1151 條、第 831 條規定參照），繼承人已成為該帳戶

之契約當事人，各該繼承人出示相關繼承文件供銀行比對連結即可間接識

別繼承人即生存自然人之個人資料範圍（個資法第 2 條第 1 款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 3 條規定參照），是以，各該繼承人亦具有個資法第 3 條規定之當事

人權利。 

（二）銀行於契約上之報告義務 

銀行基於與被繼承人間存款帳戶（不論是甲種或乙種活期存款契約）

之委任或消費寄託契約，適用民法第 550 條至第 552 條規定而於契約關係

尚未消滅時，仍負有報告委任事務進行狀況之義務（民法第 540 條規定參

照），故繼承人請求銀行提供該帳戶之往來明細資料（例如：轉帳或匯款資

訊），銀行對其報告即屬履行契約之報告義務，而不論該帳戶往來明細資料

是否涉及第三人之個人資料。 

 

總結 

阿其以繼承人之身分向台灣銀行要求提供父親小華生前之轉帳及匯款



  

 

25 

資訊，台灣銀行不可以個人資料為由拒絕提供相關資料。 

 

 相關規定及實務見解 

1、民法、個資法相關條文。 

2、法務部 104 年 4 月 29 日法律字第 10403505250 號函。 

3、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個資法問與答。 

 

 時事英文 

 

1、 Taichung has been honor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for 

successfully helping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reduce atmospheric emissions and 

energy usage during the winter. Taichung Mayor Lin Chia-lung was in Taipei to receive 

the award for the EPA's best special municipality. He drew attention to the city's other 

wins, including requiring manufacturers to convert industrial boilers to natural gas, 

planning a fleet of 150 electric buses, and increasing supervision of the cooking fumes 

emitted by 1,000 restaurants. 

環保署表揚''秋冬期間積極協調公私場所降低空氣污染源與節能''有成的縣市，其中

直轄市組，由台中市獲得第一名。市長林佳龍親自北上領獎，關於降低空氣污染，

他提到台中的其他措施，包括要求鍋爐業者的燃料全面改為天然氣、電動公車會達

到 150 輛，餐廳油煙改善，會新增一千家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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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witzerland has banned the common culinary practice of throwing fresh lobsters into 

boiling water as part of an overhaul of its animal protection rules. Neighboring Italy’s 

highest court ruled in June that lobsters must not be kept on ice in restaurants because it 

causes them unjustifiable suffering before they head for death by fine dining.（Reuters） 

瑞士禁止把新鮮龍蝦丟進沸水的普遍烹調法，做為它大幅更新動物保護法規的一部

分。鄰國義大利最高法院 6 月判決，龍蝦不該被放在餐廳的冰塊上，因為會讓牠們

為精緻餐飲送死前承受不合理的痛苦。（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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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service.ltn.com.tw/Service/english/
http://english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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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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ngle.com.tw/post_news/news_show.asp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http://www.cpc.ey.gov.tw/
http://law.moj.gov.tw/
http://www.taiwanlawsociety.org.tw/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s://taichungmd.taichung.gov.tw/
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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