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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法規是落實政策的工具

法規是落實政策的工具

透過良好之法制作業

才能建構完善的法規體系

進而提升行政效率維護人民權益

法制作業應遵守依法行政原則

一般行政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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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主法治國家之權力分立體制

其概念包括「法律優位」及「法律保留」二原則

民主法治國家之權力分立體制下

國家之一切作用須具備合法性

就行政領域而言，即所謂「依法行政原則」

為保障人權及增進公共福祉之目的



法律優位原則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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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應受憲法直接約束

行政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行政應受法律之拘束



法律保留原則-層級化法律保留：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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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保留

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
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

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
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
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

絕對法律保留

相對法律保留

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
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
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非法律保留

指憲法制定機關或修改機關對於國家重要事項直接以憲法
條文予以規範之謂，例如憲法第8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
予保障。



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行政程序法、地方制度法、臺中市
法規標準自治條例、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等規定，基本上，
除了「法律」這個類型外，各種的法規型態：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自治條例、自治規則等類型，在地方政府都有
可能會用到，歸納如以下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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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

1

2

3

自治規則

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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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行政規則

名
稱

臺中市○○○○
自治條例

臺中○○○○
辦法（或規程
、規則、細則
、綱要、標準
、準則）

（機關名稱）
○○○○要點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行政規則

程
序

經臺中市議會通
過，由本府公布

本府訂定及發布 本府或所屬機
關學校訂定及
下達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Legal Affairs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行政規則

一、法律或自治條例
規定應經市議會
議決者。

二、創設、剝奪或限
制居民之權利義
務者。

三、關於本市及所營
事業機構之組織
者。

四、其他重要事項，
經市議會議決應
以自治條例定之
者。

前述自治條例所規
範以外，涉及人民
權利義務之事項。

＊第一類行政規則：
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
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
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
(名稱可為要點、須知、注
意事項、基準、規定、程
序、方案等)

＊第二類行政規則：
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
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
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
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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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行政規則

擬定
作業

提案→本府法規會
→市政會議→臺中
市議會→公布

提案→本府法規會
→市政會議→發布

提案→機關首長核
定→下達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行政規則

效力
範圍

有對外效力 僅具對內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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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針對本市攸關市民權利的重大事項，本

府可以舉辦「地方性公民投票」。

為此，除了依公民投票法規定辦理外，

本府還可以訂定什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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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民投票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公民投票案
相關事項，除本法已有規定外，由直轄市、縣
（市）以自治條例定之。」

因地方性公投作業方式的擬定，具有原則上的

重要性，攸關人民投票權之行使，

故公民投票法於授權地方時，特別規定應以制

定「自治條例」方式為之，

本府已制定「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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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本市境內名山甚多，登山攬勝者眾，

為避免登山活動意外事故，

維護人民生命安全，

可否訂定相關規定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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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我國的入山管制，其立法目的主要是確保
山地治安，甚至以戒嚴法來說，更具有國家安
全的意味；現階段，主要是依國家安全法與國
家公園法等規定來管制。

近來，民眾爬黑山、浪費救難資源等事端迭有
所聞，本府為避免消防救難資源浪費，落實使
用者付費原則，並希望導入登山保險制度，應
如何擬訂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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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市轄內重要山岳之登山管理，應依上述國家安全法等
規定向警政機關或國家公園提出申請，倘本府再增加管制作
為，應有上開規定以外更積極、更明確的行政目的；又此等
規定加重登山民眾之負擔，針對違規者甚且定有罰則，因已
涉及人民權利的剝奪與限制，應以制定自治條例方式為之。

本府已制定「臺中市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

明文規定保險之義務，於特定情形所發生救難支出，

本府可以向獲救者請求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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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有關本市的道路建設，其管
理事項繁複且多元，其中有

關路燈部分，主管機關想開
放民間認養及管理維護，應
訂定何種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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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為本市有關道路施工
、道路使用與管理之基本規範。有關路燈的部分，
其第19條規定：「公有路燈之燈具、管制機具、燈
桿及其支架等，應經常巡檢維修。前項路燈之管理
維修及認養辦法，由建設局另定之。 」

有關路燈的開放認養事務，本自治條例已授權主管
機關另訂定自治規則之方式行之，毋庸於自治條例
中詳為規範。

本府爰依該自治條例規定之授權，訂定

「臺中市公有路燈管理及認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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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近來食品安全衛生事件

頻傳，造成人心惶惶，
除中央頻頻修正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加重食品攙偽
或假冒的罰則規定，地方政府
也希望鼓勵民眾檢舉違規案件，
以加強查緝違規，應如何擬訂獎勵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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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檢舉違反食安法案件之獎勵措施，

母法食安法中並沒有授權，但地方政府

得視政策需求等考量，本於職權訂定之。

為此，本府訂定了「臺中市檢舉重大違反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其中對於檢舉人檢舉重大食安案件，經衛生局查證屬實並裁罰確

定後，按罰鍰實收金額之70%發給檢舉獎金。

檢舉獎金之額度或比例，尚無一定之上限，只不過高額的獎勵必
然稀釋本府罰鍰收入，此部分宜充分衡酌行政目的之達成與行政
作業成本等利益之衡量加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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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本府舉辦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其參觀門票
的收費及市民免費等優惠措施，應如何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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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費法第8條：「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
用下列項目，應徵收使用規費：
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所。
二、標誌、資料 (訊) 、謄本、影本、抄件、公報、

書刊、書狀、書表、簡章及圖說。
三、資料 (訊) 之抄錄、郵寄、傳輸或檔案之閱覽。
四、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使用規費之項目。」

規費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業務主管機關應依下列原
則，訂定或調整收費基準，並檢附成本資料，洽商該級
政府規費主管機關同意，並送該級民意機關備查後公告
之：
一、行政規費：依直接材 (物) 料、人工及其他成本，

並審酌間接費用定之。
二、使用規費：依興建、購置、營運、維護、改良、管

理及其他相關成本，並考量市場因素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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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94年9月 27日台財庫字

第 09403515710號函：

1.各地方政府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

訂定收費基準，應以訂定自治規則為

原則。

2.惟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之自治規則，如

經地方立法機關援引地方制度法第28

條第4款規定，認為該收費事項為其他

重要事項，決議以自治條例定之，非

不得以自治條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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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博門票之收費，性質上為「使用規費」

之一種，其收費或優惠措施，應以訂定

「自治規則」方式為之，並應留意該法

所規定「送民意機關備查」及「公告」

等特殊程序。

•本府已訂定「臺中市二○一八臺中

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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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本府（地政局）為審議
市地重劃相關事務，

想成立市地重劃委員會，
應以何種規定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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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府所成立之各種任務編組，須有一定的法源
依據，而該規定屬機關內部組織的一般性規定，以
訂定「行政規則」的方式為之即可（第一類行政規
則）

本府已訂定「臺中市市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任務編組作業原則」第5
點規定：「…本府任務編組之設置要點，函報本府
(人事處) 函頒下達；各機關任務編組之作業要點，

由 各機關函頒下達。」如屬市府層級的任務編組，
應由本府人事處辦理設置要點之下達。



Q.針對民眾亂丟垃圾的處罰

本府（環保局）想針對不同程度的違

規情節，異其罰鍰額度，例如第一次
違反時，處一千二百罰鍰；第二次違

反時，處二千四百罰鍰，其後依序增

加最高六千元罰鍰…。應擬定何種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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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
第50條規定
「處一千二百
元以上六千元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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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為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屬第二類行政規則

其性質上仍屬機關內部作業規範，但已間接對人民發生外部效力

應比照自治規則之形式，發布令方式為之

本府（環保局）訂定「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處理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裁罰基準」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Legal Affairs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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