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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2014年國內不斷爆發出重大食安問題，從混油、餿水油、飼料油、

牛油等，對消費者的健康造成重大損害，政府衛生部門除不斷查緝外，

檢警調更大動作直接介入辦案，但總囿於人力，而無法有效發揮行政效

率。消費者保護雖屬後端之行政工作，自非屬第一線查緝人員，但卻與

民眾消費權利息息相關，在政府維護食品安全的宣示下，自然成為民眾

所重視與期待的工作。 

    而過去消費者服務中心功能的發揮雖已有成效，而如何快速協助消

費者處理食安等重大消費爭議，未來將結合地方政府資源，導入民間參

與機制，透過政府及民間團體間之定期開會方式，集思廣益，協助地方

政府檢視法規不足之處，以督促中央徹底立法。 

    臺灣在區域發展上，因為公共建設、政策議題的跨區域特質、公共

財生產的規模效益、區域過度集中的外部不經濟，以及整體政策效益考

量等因素，促使地方政府逐漸走出傳統對立競爭，展開跨縣市的府際合

作，藉由中彰投三縣市政府之合作，達到資源共享且能快速有效解決政

府執行食安等重大消費爭議處理，透過法制研究提供專業意見，來維護

消費者權益，透過聯合主動出擊來確保消費市場的交易安全，最終達建

立中部友善消費環境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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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臺中市自 2010年升格為直轄市，成為西部地區的交通、經濟、文

化、商業等重心，更因為原臺中縣、市文化與地理、人文環境的不同，

造就多元文化的城市。除此，隨著便利交通建設的完成，臺灣已成為一

日生活圈，更造就臺中市商業的迅速發達，消費人口的迅速增加，消費

生活區擴大至中部地區，然而在消費環境日益複雜下，卻也衍生不少消

費爭議，因此建立友善的消費環境，已成為提昇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條件

之一。 

    而 2014年國內不斷爆發出重大食安問題，從混油、餿水油、飼料

油事件等，對消費者的權益造成重大損害，綜觀，這些食安問題，已非

單純之縣市個案，中央機關之怠惰，而成為最大之絆腳石，未來是有建

立既競爭又合作的方式之必要，以結合地方政府資源，導入民間參與機

制，透過政府與政府及民間團體間之定期開會方式，集思廣益，協助地

方政府檢視法規不足之處，以督促中央停止怠惰而朝向積極之作為。 

    藉由中彰投三縣市政府之合作，既可達到資源共享且能快速有效解

決政府執行食安等重大消費爭議處理，亦可透過法制研究提供專業意見

問題，來維護消費者權益，進而達成建立中部友善之消費環境之目標。

本文即藉此目標來研究如何建立中彰投消費保護合作機制，做為區域治



理之前哨研究。 

二、研究之方法與內容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中文資料為主，並大量引用官方統計資料，在蒐集文獻

過程中，發現有關消費保護實務聯合治理研究較缺乏，然就消費保護理

論及其他實務面資料較多，因此將以個人實務經驗，結合聯合治理理論

來提出分析，有關研究方法如下： 

1、文獻分析法 

    主要針對我國已公開發行之圖書、期刊、論文為主，另輔以網路相

關資料為次，對於相關之文獻資料進行內容分析。 

2、次級資料研究法 

   次級資料主要來源，主要係以政府機關之會議資料、研究報告及問

卷調查等，將資料予以分析後結合前開文獻分析，能提出兼具理論與實

務之研究。 

（二）研究內容 

    由於中彰投各區域之地理人文環境不同，消費環境與消費爭議亦各

具其特色，在消費保護行政組織因案件及首長重視程度更有所不同，因

此主要已針對人力組織、案件類型分析、及過去重大消費案件之處理為

研究內容。因此研究內容將以中彰投消保組織現況、案件類型分析、消



保體制建立、政策制定等為主。 

貳、 區域治理與消費保護 

  一、區域治理在臺灣的實踐 

    在全球化及自由化的趨勢下，跨界資源的快速流動、產業結構不斷

重組、經濟情勢也迅速變遷，國家與國家間為尋求共同利益或避免共同

的危機，不斷地透過各種結盟或協力方式進行合作，以創造夥伴關係的

綜效利益（partnership synergy）1，區域聯盟的網絡治理模式，顯然

成為邁向區域治理的重要策略機制。 

    臺灣在區域發展上，因為公共建設、政策議題的跨區域特質、公共

財生產的規模效益、區域過度集中，以及整體政策效益考量等因素，促

使地方政府逐漸走出傳統對立競爭，而展開跨縣市的合作，並擴散發展

為網絡的互動型態，近年來更積極地採取區域聯盟的合作方式，以尋求

更穩固的夥伴關係，區域聯盟的興起無異為台灣區域治理開創了新的治

理模式。 

    但臺灣在推動縣市合作方面，至今進展仍極為有限，究其所面臨之

困難實包括以下數端 2： 

一、縣市發展落差過大，影響若干縣市合作意願。 

1
公司管理階層為了追求綜效，透過各種會議與檢討，以腦力激盪出更有效的合作方法，成立跨事業

單位小組，以發展重要計畫、協調整合產品的生產、傳播優良的方法與技能，對共同分享知識、領

先優勢及顧客等資訊的行為，設計激勵措施，將製程與流程標準化，改變組織結構，以搭配新的跨

事業單位管理制度。麥克‧古德（Michael Goold） 
2
江大樹、曾士瑋，臺中都會區的全球競爭力與全觀型治理－一個初探性分析，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

治理學術研討會。 

                                                      



二、現有縣市合作機制尚未制度化，未能有效發揮合作機能。 

三、地方自治規模不足以有效整合資源，不利區域內縣市合作之推展。 

四、受限於相關主管法律及財政預算之限制。 

    因此在發展策略上可從「建立合作機制，促進區域合作」方面著手： 

（一）將區域內跨行政區之對話平台與協調機制制度化或法制化。 

    透過定期的區域內各直轄市、縣市地方政府首長會議（或聯繫會報），

針對區域內跨域的共同問題進行討論，以聽取各方專業建議，進行地方

政府各部門意見的交流，期能就區域內重大難題找到解決方案，進而在

各縣市形成適當的執行方法或步驟，以有效解決區域內共同發展課

題 3。 

（二）強化現有區域合作機制之角色、功能，使其能夠在協調區域合作、

推動整體建設時發揮更大的機能。 

    為有效促進並帶動區域合作，宜由直轄市都會區扮演區域發展火車

頭的角色，各自帶動區域內相鄰縣市的共同成長和繁榮，中央政府各部

會應鼓勵各直轄市提出帶動地區特色發展或共同發展計畫 4。 

3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2015-05-27 新聞稿：「中彰投區域治理平台」今(27)日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舉行

三縣市第一次首長會議，臺中市市長林佳龍、彰化縣縣長魏明谷、南投縣縣長林明溱共同宣布包括

共同防治禽流感疫情、建構中彰投食安平台，以及 2015 臺灣燈會中臺灣整合行銷等議題的具體合作

機制及共同防禦策略，以「跨縣市、跨議題、跨黨派」行動，展現中彰投區域治理「1加 1加 1 大

於 3」的效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2015-06-02新聞稿：中彰投區域合作平台持續擴展各種契機，

三縣市副首長今(2)日齊聚台中市政府，出席綠能產業策略論壇暨商機交流展示大會，與五百多位產

官學界人士交流，希望促成更多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產業進駐中彰投，共同推動綠色產業。台中市

政府表示，台中水湳經貿園區將成為綠能示範區，歡迎綠能技術或設備進駐。 
4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2015-06-02新聞稿：中彰投區域合作平台持續擴展各種契機，三縣市副首

長今(2)日齊聚台中市政府，出席綠能產業策略論壇暨商機交流展示大會，與五百多位產官學界人士

交流，希望促成更多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產業進駐中彰投，共同推動綠色產業。台中市政府表示，

                                                      



（三）中央加強訂定法令，鼓勵特定區域內的各行政區地方政府進行合

作，以避免都會區和生活圈之發展建設因行政轄區切割，而遭到延宕或

阻礙。以強化縣市政府之間的夥伴關係，截長補短、互通有無，以整合

有限地方資源以及解決建設發展問題。 

二、中彰投消保實務執行現況 

  （一）組織概況 

    我國消保法於 1992年 1月 1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由總統於同

日公布施行，並於同年 7月 1日成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正式將落實消

費者保護理念納入行政體系，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來推行。而消費者保

護緣起於 1962年 3月 15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在其致國會保護消費者權益

咨文，特別明示消費者四項基本權利，消費者有安全的權利、明瞭事實

真相的權利、意見受尊重的權利及自由選擇的權利。1969年尼克森總統

又增列了消費者受害有求償的權利，此後蔚為世界潮流，並喚起各國政

府重視消費者權益，透過立法訂定行政措施，將消費者保護之理念正式

納入政府行政體系，透過行政作為來完成國家的義務。 

    次依地方制度法第 19條規定將消保業務列為自治事項 5，另消保法

第 39條規定：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直轄市、縣 (市) 政府各應置消費

台中水湳經貿園區將成為綠能示範區，歡迎綠能技術或設備進駐。 
5
地方制度法第 19條下列各款為縣（市）自治事項：七、關於經濟服務事項如下：(一)縣（市）農、

林、漁、牧業之輔導及管理。(二)縣（市）自然保育。(三)縣（市）工商輔導及管理。(四)縣（市）

消費者保護。 

                                                                                                                                                              



者保護官若干名。消費者保護官之任用及職掌，由行政院定之。消費者

保護官制度之設計目的，乃在使行政院消保會除具有協調監督各主管機

關之功能外，尙有手足可於主管機關無法或不能發揮其應有功能時，機

動地介入幫助各主管機關以發揮其功能 6。其次依消費者保護官任用及

職掌辦法第 4條消費者保護官之職掌：以處理消費爭議申訴事項、擔任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主席、處理消費爭議調解事項，就消費者保護團體

提起之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不作為訴訟，行使同意權、向法院訴請停

止或禁止企業經營者重大違反本法有關保護消費者規定之行為。因此就

消保官在地方消保實務上顯具重要之地位。 

    由於消保業務在地方自治事項之規定下，中彰投各縣市對消保組織

之設置有所不同，如臺中市政府則於法制局組織下設置消保官辦公室 7，

彰化縣政府於法制處設置消保科 8，南投縣政府則於府本部設置消保官 9，

故有關消保業務是否設立專責單位，由各縣市政府基於消費爭議案件之

多寡、特性及首長重視程度而有所不同，而凸顯其成效 10。 

    其次在人力配置方面，臺中市消保編制設置消保官 5名（其中 1名

6 消費者保護法專案研究實錄（84 年 11 月至 86 年 2 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編印，頁 499
有關廖義男教授之見解。 
7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組織規程第 3條：本局設下列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六、消費者保護

官室：消費者保護之法令諮詢、教育宣導、消費爭議申訴處理及調解等事項。 
8
 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 6條：本府設下列各處，分別掌理有關事項：十五、法制處  掌理法

制、國家賠償、訴願、消費者保護、消費爭議調解等事項。 
9
南投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 4 條 本府置秘書長一人，為幕僚長，承縣長之命及副縣長之指導，襄

理縣政  ；置顧問、參議，秘書辦理縣政設計、撰擬專案研究、政策諮詢、動員、協調、核稿等事

項及置消費者保護官辦理消費者保護事項，均受秘書長之指揮、監督；另秘書必要時得配置於處內，

兼受處長之指揮監督。 
10 臺中市政府在行政院 102年度消費保護業務即榮獲分組績優單位。 

                                                      



兼主任），承辦人 7名，彰化縣政府編制消保科長並由消保官兼任，承

辦人員 2名，另設置消費者服務中心主任 1名，南投縣政府則設置消保

官 1名，承辦人 2名。就消保人力編制來看，仍與首長是否重視有關。 

  （二）案件類型分析 

就臺中市政府 103年度消費申訴案件總計 3998件中，最多為電信

類，其次為補習類，第三為通訊類，第四為食品類；彰化縣 103年度消

費申訴案件總計 863件，最多為通訊類，其次為補習類，第三類為電器

類，第四為車輛類；南投縣最多為通訊類，其次為車輛類，第三為電信

類，第四則未統計。 

 中彰投縣市消費申訴案件統計表 

臺中市 電信 425 補習 352 通訊 212 食品 173 

彰化縣 通訊 126 補習 122 電器 121 車輛 66 

南投縣 通訊 35 車輛 19 電器 15  

   中彰投三縣市統計資料來看，都會與鄉村確實在消費申訴案件有些

許不同，但就各申訴類型來分析，仍有相同之處，如近年來因網際網路

的發達，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賴於網路及通訊，因此電信通訊類均佔較

高之比率 11。其次就是補習類爭議，在證照多元化的就業市場尚，卻也

意外衍生證照補習教育的爭議。 

11
 行政院消保處，103年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消費者申訴、調解案件統計報告。 

                                                      



 

  （三）志工管理 

     在目前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設有 1950消費者服務專線，均由

消保志工來接聽，以減輕消保專業人員之壓力，因此，如何提升消費者

自我保護意識及加強服務人員專業服務技能，為落實消費者保護工作最

基礎也最有效之工作。 

    而就臺中市消費者服務中心之消保志工，每月雖有固定辦理教育訓

練，其內容多元化，確實對消保志工值勤有所助益，但未來如能就中彰

投三縣市消保志工進行聯繫，因三縣市民情及經濟發展不同，其消費爭

議案件必有不同，藉由彼此交流，確實能收良好效果。 

参、區域治理在中彰投消保實務之建置規劃      

  一、消保平臺建立 

  由於消費保護係地方自治事項，在過去除行政院辦理消保官聯繫會

報外，各縣市消保官在業務橫向聯繫上並不積極，除非遇有管轄爭議案

件始有聯繫 12。近來由於食安問題層出不窮，尤其食安並非單一縣市所

發生之問題，往往衍生出跨域之問題，是有建立平台進行整合之迫切性。

因此，中彰投縣市消保業務平台建置更具重要與指標性，藉由平台將資

訊整合，同步進行稽查及發布新聞稿，除可避免訊息不一之情形發生，

12
 在消費者向地方政府申訴時，往往企業經營者營業處所設至其他縣市，因此必須考量案件特性透，

過縣市政府協調，來定消費者申訴案件的管轄。 

                                                      



對於重大案件甚至可進行跨縣市分工，能有效解決各縣市所面臨消保人

力不足之問題。   

 （一）即時訊息平臺之建置 

  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即時通訊軟體的方便性，中彰投三縣市可建

置消保即時資訊平臺，將相關消保即時資訊藉由通訊軟體來傳遞，或是

遇有非管轄案件，能及時透過平台聯繫，避免因公文往返，影響消費者

權益，另對重大案建議能即時掌握訊息，同步進行，強化消保稽查效能。 

 （二）消保定期會報 

  即時訊息平台之建立雖可有效解決即時消費資訊及爭議，但對於各

縣市之重大協議或共同政策制定，因涉及到地方自治，各縣市作法有所

不同，為解決因差異性帶來之難處，更須獲得首長之重視及釋放相當資

源及預算來協助消保業務推動，因此有召開跨區消保定期會報之必要性，

除由消保官、消費保護機關外，可建議由中彰投三縣市秘書長共同主持，

以有效解決跨區域之爭議。 

  二、政策整合後制定 

    消保法第 1條立法目的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

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為達成目的另於第 3條規定政府應實施

的相關措施。消保法課以政府保護消費者之任務，並訂立特定行政機關

負責實際規劃、執行消費者保護工作。其中行政院消保處負責研擬、審



議消費者保護基本政策，並監督各主管機關落實執行消費者保護工作。

行政院依據前開消保法規定，承續提出的 102~103年度消費者保護計畫

內容包括並列計 60項具體措施為主軸，包含 25個中央主管機關及 2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消費者保護業務，這顯示消費者保護計畫內容愈

趨繁雜亦愈趨重要 13。 

    而中彰投在消保業務及性質上雖有部分差異，但近年來重大消費議

題均涉及消費商品與服務之品質安全衛生，如塑化劑污染食品、工業用

硫酸銅掺入飼料、國小營養午餐肉品食材安全、瓦斯鋼瓶安全、真空包

裝及食品安全、偽劣假藥、大客車行車安全問題等事件 14，因此，在消

費者保護方案，中彰投可就共同之處，諸如食安、商品檢驗、觀光旅遊

等，共同擬訂方案，104~105消費者方案制訂在即，因此，中彰投三縣

是可透過合作機制共同來制訂更妥適之消費者保護方案。 

  三、舉辦消保論壇 

    透過前述之合作之機制，中彰投可就聯繫上所發現之機制，除共同

提供行政院消保處妥處外，亦可透過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同參與

討論並研擬政策及提供解決之道 15。有效結合地方政府資源，導入民間

13
 參照行政院 102~103年度消費者保護計畫內容。 

14
 新頭殼 newtalk 102.01.23新聞報導：高市查核大客車 維繫春節旅運安全，高雄市高雄市區監理

所、消保官與警方前往高雄火車站前今(23)日對營業大客車查核，總共抽查 35 輛大客車胎紋、滅火

器、緊急逃生的安全檢測，其中高雄客運公司 1輛大客車安全門未能簡單開啟，監理所當場開單處

罰並請業者現場改善完畢。 
15
臺北市政府 2013.9.9新聞稿：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將於 102年 9月 12日（星期四）、13日(星期五)

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會議廳（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48巷 7號 B1）舉辦「102年度人權法

制暨消費者保護實務研討會」。法務局表示，本次研討會所擇定的討論題目，是就人權法制及消費者

                                                      



參與機制，透過政府與政府及民間團體間之定期開會方式，集思廣益，

協助地方政府檢視法規不足之處，以督促中央停止怠惰而朝向積極之作

為。 

  四、共同加強民眾對消保之認知宣導 

    各縣市雖對消費保護業務的重視，近年來雖有長足的進步，例如在

申訴制度流程的簡化、效率的提升，但民眾對消費申訴制度仍有些許陌

生感，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統計，有 65.9%的民眾不清楚臺中市政府有

提供消費諮詢及消費申訴服務，且只有 12.2%民眾知道消費者服務專線

1950的設置 16，但前項調查所發現之問題，係各縣市均面臨相同的問題，

也就是對民眾宣導之不足，仍有改進空間。 

    然中彰投政府對廣告及宣導之預算各有不同，如何整合相關資源，

將預算作出最符合經濟效益之事，如針對相同之申訴案件—電信通訊類，

亦可藉由與企業經營者整合意見後，共同發布新聞稿，或製作宣導短片，

利用網際網路之無遠弗屆的特性，來擴大宣導等。在食品安全方面，可

藉由三縣市首長已公開方式共同宣示，打擊黑心食品，安定市場等，或

共同舉辦消費保護博覽會，皆能發揮宣導效能，讓民眾知悉，並加以善

保護於實務運作上所遭遇之重要爭議問題，希望藉由與會的學者專家及從事人權、消保實務之政府

部門相關人員共同參與，互相分享專業知能及經驗心得，以提升行政機關執行公務的品質及效能。

新北市政府 2014.7.11 新聞稿：新北市政府於今日在市府行政大樓 511 會議室舉辦「消保法實施 20

週年消費者保護學術研討會」，由陳伸賢副市長親臨開幕並致詞，陳副市長代表市府歡迎與會嘉賓參

與本場研討會，並期許透過本次研討會加強學術界與實務界的溝通，陳副市長也勉勵市府同仁藉由

本次研討會可以加強消費者保護專業知能及增加業務交流，俾能提供市民更優質的服務。 
16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市民對消費者保護制度了解及滿意度民意調查，頁 49。 

                                                                                                                                                              



加利用。 

  五、法律資源結合 

  （一）中彰投消保律師團成立 

    由於近年來黑心食品事件頻傳，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並填補制度性缺

失，中彰投正式共同成立「中彰投消保聯合律師團」，加速消保制度的

改革，成為消費者的後盾，期待律師團發揮力量，為消費者把關，消保

律師團的成立，象徵開創中臺灣維護消費者權益「跨域、聯防」的新合

作機制 17。 

     未來期許「中彰投消保聯合律師團」持續運作，對於重大食安及

消保事件則召開會議討論，藉由中彰投三縣市政府的共同合作，積極敦

促妥為修法，讓團體訴訟能有效落實保護消費者權益，重建產業秩序，

恢復消費者信心的目標。 

  （二）擴大與律師公會合作 

    2014年由於頂新集團等食用油製造公司，以飼料油混充食用油販售，

牟取不法暴利，但有許多下游廠商卻面臨求償無門困境，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結合臺中律師公會主動提供法律諮詢服務，由專人免費協助廠商向

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求償，針對其法律上之協助，將持續提供商家法

17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2015.3.23 新聞稿：近年來黑心食品事件頻傳，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並填補制度性

缺失，「中彰投消保聯合律師團」今(23)日正式成立，希望加速消保制度的改革；臺中市副市長張光

瑤表示，聯合律師團能成為消費者的後盾，期待律師團發揮力量，為消費者把關。「聯合律師團的成

立是中彰投聯合治理的里程碑!」臺中市張副市長表示，食安問題很重要，但一些工廠卻心存僥倖規

避責任，相信透過區域合作，能抓到不肖廠商。他也呼籲大家一起檢舉黑心廠商，保護民眾食安；

而臺中設有檢驗所檢驗黑心食品，加上今天成立的律師團，將讓消費者更有保障，不肖廠商無處跑。 

                                                      



律上諮詢與協助，如支付命令聲請等，未來也不排除進一步結合訴求相

近的廠商，由臺中律師公會向頂新集團提起集體訴訟，以節省廠商的訴

訟費用 18。 

    未來在中彰投更可擴大與在地律師公會合作，除針對不法商家主動

協助消費者提起訴外，更可協助更多的民眾在面臨法律求助無門時，由

政府與民間力量，來適時提供協助。   

肆、結論與建議 

    此次研究成果可發現，中、彰、投三縣市行政機關互動不佳，近二

年除行政院消保處聯繫會報外，僅在消保律師團有所展進，而在業務實

質面則欠缺聯繫，導致針對同一事件，處理方式不同，而造成民眾觀感

欠佳之結果。因此建立互聯網為重要之目標，過去各縣市消保官各自獨

立作業，但囿於人力及預算之不足，無法發揮最大效益，因此若能建立

互聯網模式，勢能解決前述問題，必能創造更大消保行政效益。 

    在 2015年初，中彰投已啟動相關機制，但仍無法在合作機制上全

面發揮，因此互聯網的設置更明顯的重要。茲提出互聯網觀點，也是就

建立消費保護聯繫平台之觀念，茲對本研究就多方面提出建議可在建立

聯繫平臺（單一窗口）、舉辦定期會報、舉辦消保法制論壇、共同發布

18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2014.11.3 臺中市政府新聞稿頂新集團等食用油製造公司以飼料油混充食用油

販售，牟取不法暴利，有許多廠商面臨求償無門的困境，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已於 103 年 10月 23 日

結合臺中律師公會主動提供法律諮詢服務，由專人免費協助廠商向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求償，並

發布新聞請需要協助的廠商與法制局聯繫，市府接續將無限期協助受害商家進行求償。 

                                                      



新聞稿及消費資訊、法律資源整合等層面整合，促使地方政府逐漸走出

傳統對立競爭，展開跨縣市的合作。 

    藉由中彰投三縣市政府之合作，既能達到資源共享且能快速有效解

決政府執行食安等重大消費爭議處理，亦能透過法制研究提供專業意見，

來維護消費者權益，透過聯合主動出擊來確保消費市場的交易安全，最

終達建立中部友善消費環境之目標，同時藉由中彰投之合作來達成廉能、

開放，與提升效率與品質之政府執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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