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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 

替人修車替人修車替人修車替人修車，，，，怎可將原廠零件掉包怎可將原廠零件掉包怎可將原廠零件掉包怎可將原廠零件掉包?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新北市一家汽車修理廠雇用一名陳姓技工為顧客修理汽車，這位技工修車技術

雖然一流，但為人不守本份。某天，一位黃姓女子開著一輛賓士新型轎車前來他

任職的修理廠修車，他就起了歹念，趁老闆不在時，偷偷地對黃女誆稱：「妳每

次到修理廠修車，要花費很多錢，妳可以將車開到我家裡，我下班後替妳修，價

錢至少可以便宜個八折。」同時交給黃女一張字條，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電話

號碼以及地址。直性子的黃女聽他說的頭頭是道，便把誆話當真，答應下次車子

有毛病直接找他，可以少支出修車費用。 

 有天，黃女開車時覺得車子的煞車有點不聽使喚，為了安全著想，在下班時間

直接將車開到陳姓技工家裡，陳姓技工正好下班回家，見著黃女便說：「妳先將

車子開進我家車棚內，我吃過飯仔細檢查一下，該修的會替妳全修好。」黃女聽

他言詞合情合理，就放心將車交給他修理，誰知這一頓飯一吃就是兩個禮拜，期

間黃女一連去過他家好幾次，每次去碰了頭，都是說：「非常抱歉，修車廠裡要

修的車輛特別多，幾乎每天都在加班，抽不出時間替妳修車，過幾天 一定會把

車修好！」一天又一天、一週又一週的拖延，直到第三週，車子還是無法要回來。

有一次黃女氣得很想給他一個耳光，消消心頭恨！但仔細一想，對方是個年青方

壯的男人，一個耳光打過去，對方如果反撲，自己是個弱女子 怎能抵擋？說不

定會因此吃了眼前虧，只好將要舉起的手收回來，再露出笑臉同他周旋，讓對方

失去戒心，其實她已決定下次來的時候，一定要將車子要回來！ 

 這天，黃女事前約好兩位有工夫底子的朋友，並租好一輛拖車，在萬全的準備

下，到陳家便說車子不修了，不容陳姓技工解說，用租好的拖車將車子拖了就走。

但黃女不是將車子拖回家裡，而是直接拖到賣車公司特約的修理廠，經過廠內的

技工仔細檢查，發現車內一些值錢的原廠零件已被換成雜牌貨，黃女忍無可忍，

決心要循司法途徑討回公道。她請檢驗技工開立估價單，將被調換的零件詳細列

出，並標明這些零件的原廠價格，將這估價單作為附件，具狀向檢察官告訴陳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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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侵占，檢察官調查後認定黃女指訴屬實，將陳姓技工提起公訴。最後被法院

以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必須進入監獄吃牢飯。 

 刑法上的侵占罪，依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是指行為人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陳姓技工以前沒有前科，初次觸犯刑章，在法

官的立場來說，己經算是從重量刑了。 

 不過，這紙判決就被害人黃女看來似乎不盡合理？她認為陳姓技工是以修車為

業，應該論以業務侵占罪才算公道？黃女的說法是偏重於主觀的看法，刑法上的

確有業務上侵占的罪名，規定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法定刑是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犯罪的構成要件，必須是從事業務

之人侵占業務上所持有之物，所謂業務，是指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所繼續經營

的事務來說。如果係偶然為之，就不算是業務，陳姓員工在服務的修車廠內為廠

商客戶修車，這是他的業務；他為黃女修車，是私下約定將要修的車子開到他家

中，由他在修車廠工作完畢回家後再來修理，這種方式只是想在正薪之外，另找

點外快而已。故法官認定他是普通侵占，是有他的道理！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 111 年 2 月 18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

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以上內容轉載自法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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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 

如何辨識親友傳來的訊息真偽如何辨識親友傳來的訊息真偽如何辨識親友傳來的訊息真偽如何辨識親友傳來的訊息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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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資安素養網站最後更新日期：2021/0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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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 

清明防火清明防火清明防火清明防火 

為了強化清明節期間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災搶救整備及降低掃墓

祭祖不慎引發火災案件之發生，本署特將上開事項列為重點工作，並印製

宣導海報及宣導光碟供消防機關張貼使用，以及委託 6家無線電視台(台

視、中視、華視、民視、原住民及客家電視台)於公益時段播出宣導短片，

希望將防火的觀念深植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提醒鄉親務必於祭祖後將墓地

周圍的火苗熄滅；但防火觀念宣導並不能僅靠消防人員單方面的推動，希

望請民眾一起來推廣，如此才可以讓火災確實遠離。 

 

清明防火其實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只要你牢記「4不 2記得」口訣： 

1.「「「「不不不不」」」」任意燒雜草任意燒雜草任意燒雜草任意燒雜草－－－－儘可能不燃燒雜草儘可能不燃燒雜草儘可能不燃燒雜草儘可能不燃燒雜草，，，，如有必要如有必要如有必要如有必要，，，，應先將雜草除下後應先將雜草除下後應先將雜草除下後應先將雜草除下後，，，，

再找空曠的地方燒棄再找空曠的地方燒棄再找空曠的地方燒棄再找空曠的地方燒棄，，，，並在旁警戒並在旁警戒並在旁警戒並在旁警戒，，，，以免飛火延燒以免飛火延燒以免飛火延燒以免飛火延燒。。。。 

 

2.「「「「不不不不」」」」隨意丟煙蒂隨意丟煙蒂隨意丟煙蒂隨意丟煙蒂－－－－抽煙時抽煙時抽煙時抽煙時，，，，請注意勿隨意丟棄煙蒂請注意勿隨意丟棄煙蒂請注意勿隨意丟棄煙蒂請注意勿隨意丟棄煙蒂，，，，避免造成林野火避免造成林野火避免造成林野火避免造成林野火

災災災災。。。。 

 

3.「「「「不不不不」」」」讓冥紙飛揚讓冥紙飛揚讓冥紙飛揚讓冥紙飛揚－－－－燃燒冥紙時燃燒冥紙時燃燒冥紙時燃燒冥紙時，，，，應在旁留意其燃燒情形應在旁留意其燃燒情形應在旁留意其燃燒情形應在旁留意其燃燒情形，，，，以免因冥紙以免因冥紙以免因冥紙以免因冥紙

飛揚而造成災害飛揚而造成災害飛揚而造成災害飛揚而造成災害。。。。 

 

4.「「「「不不不不」」」」放爆竹煙火放爆竹煙火放爆竹煙火放爆竹煙火－－－－建議使用環保鞭炮代替燃放爆竹建議使用環保鞭炮代替燃放爆竹建議使用環保鞭炮代替燃放爆竹建議使用環保鞭炮代替燃放爆竹，，，，如果必須燃放鞭如果必須燃放鞭如果必須燃放鞭如果必須燃放鞭

炮炮炮炮，，，，也應格外注意周邊防火及自身的安全也應格外注意周邊防火及自身的安全也應格外注意周邊防火及自身的安全也應格外注意周邊防火及自身的安全。。。。 

 

5.「「「「記得記得記得記得」」」」撲滅餘燼撲滅餘燼撲滅餘燼撲滅餘燼－－－－離開墓地時別忘了仔細檢查是否有未熄滅的火源離開墓地時別忘了仔細檢查是否有未熄滅的火源離開墓地時別忘了仔細檢查是否有未熄滅的火源離開墓地時別忘了仔細檢查是否有未熄滅的火源，，，，

請妥善運用水源將餘火澆熄後再離去請妥善運用水源將餘火澆熄後再離去請妥善運用水源將餘火澆熄後再離去請妥善運用水源將餘火澆熄後再離去，，，，切勿因一時的不察切勿因一時的不察切勿因一時的不察切勿因一時的不察、、、、大意而造成無大意而造成無大意而造成無大意而造成無

法挽回的後果法挽回的後果法挽回的後果法挽回的後果。。。。 

 

6.「「「「記得記得記得記得」」」」隨手收拾垃圾隨手收拾垃圾隨手收拾垃圾隨手收拾垃圾－－－－帶來或製造的垃圾帶來或製造的垃圾帶來或製造的垃圾帶來或製造的垃圾，，，，在離開墓地時在離開墓地時在離開墓地時在離開墓地時，，，，請舉手之請舉手之請舉手之請舉手之

勞一併帶走勞一併帶走勞一併帶走勞一併帶走，，，，以維護環境的整潔以維護環境的整潔以維護環境的整潔以維護環境的整潔。。。。 

 

如果不慎引發火災，請鄉親不要驚慌，先撥打 119向當地消防單位求救，

如果火勢不大，可以試著用身邊現有的水源進行初期滅火，若火勢已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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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到身邊工具無法處置程度，則要儘快離開現場，靜待消防人員前來搶

救，以避免民眾自身受到傷害。 

 

  

【以上內容轉載自內政部消防署網站，最後更新：110-09-27】 

 



陽光月刊 111年 4月號 

9 

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 

大電池故障大電池故障大電池故障大電池故障，，，，特斯拉汽車不特斯拉汽車不特斯拉汽車不特斯拉汽車不「「「「拉拉拉拉」」」」 

業者應主動業者應主動業者應主動業者應主動召回檢修召回檢修召回檢修召回檢修，，，，做好善後做好善後做好善後做好善後 

隨著各界對環境與氣候的危機意識抬頭，以電池為動力的電動汽車，愈

來愈獲得擁抱高科技購車消費者的愛好。據媒體統計，光是 2020年一

年之間，在台灣的汽車市場中，就有高達 5,819輛電動汽車的銷售成績，

而其中前三名的銷售王，都是特斯拉（TESLA）汽車。 

               

今（2022）年 2月 21日上午，共有 338 位民眾組成的「TESLA動力電池瑕疵

自救會」13 位車主代表到消基會投訴，在消基會代表的接待中，這些特斯拉車

主沈痛表達他們熱烈擁抱的 TESLA 汽車，因為車上動力電池系統（簡稱大電池）

有重大瑕疵，車主接車之後，經常造成故障，上路之後，帶給他們高度的憂慮、

恐懼、不平和憤怒。 

  

一位自救會的胡先生表示，依據該會持續對於特斯拉汽車電池故障事故

的調查與統計顯示，特斯拉汽車發生電池系統故障的車型，大多集中在

2018年末及 2019年度出廠的特斯拉 X型車款及 S型車款（TESLA 

MODEL X或MODEL S）。而發生問題的焦點，復集中在使用 D版及 E

版本電池的電動汽車上。據統計，2019年度特斯拉在台灣地區共售出

約 1,400多輛 X型及 S型車款，但累積竟已有超過百輛以上該年度 X型

及 S型汽車，都陸續發生動力電池故障的瑕疵、因電池故障而致行駛中

的汽車動力消失，無法繼續行駛，或無法上路的困擾。等到車主脫困，

將汽車送到特斯拉修車廠修繕後，不少的車主發現，特斯拉修車廠並未

有充足的備份電池可以立即替換、而將汽車留在維修廠內、等候 1至 6

個月不等或甚至更久等候時間，才能更換動力電池系統。而在這段等候

期間，這些車主多數要面臨無車可用的窘境，更只有少數人可以享有代

步車的待遇。 

  

除了特斯拉為車主更換動力電池系統耗時長是車主抱怨的問題之外，也

有不少車主反映，在車主不知情情況下，特斯拉竟將車主汽車上的故障

電池，以整修過（翻修品）的電池替換；而更讓一位車主不滿的是，當

他將換上整修過舊電池的車輛開出特斯接的維修廠之後，當天立即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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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廠的路上發生動力消失的故障。運氣好一點，沒有出廠日在路上掛

掉的車主，也有幾位反映他的維修過電力系統的車子，在出廠行駛 1周

至 6個月之後，也再度發生相同動力電池故障狀況，而需要再度進場等

待維修。 

  

據自救會的統計據自救會的統計據自救會的統計據自救會的統計，，，，特斯拉汽車電池故障的樣態特斯拉汽車電池故障的樣態特斯拉汽車電池故障的樣態特斯拉汽車電池故障的樣態，，，，顯著者顯著者顯著者顯著者，，，，包括如下包括如下包括如下包括如下：：：： 

• 一、在高速公路及一般道路上行駛時，汽車的大電池突然故障，

汽車瞬間失去動力。計有多達 13 位以上駕駛人遇過此種狀況。 

• 二、在國道行駛中，儀表上雖顯示汽車的動力電池，仍有電量，

但是接著不久，竟然突然完全失去動力，汽車無法加速，車主只

得趕緊停靠路肩，更有一些車輛，在汽車失去動力之後，直接在

內線車道上拋錨，無法動彈，驚險萬分。 

• 三、車主已將電池超充至 90%，但突然間竟歸零。 

• 四、車主在自家充電，雖顯示已經充電完成，但是直到要用車出

門時，竟發現汽車不能啟動。 

• 五、超充後電池電量顯示竟是歸零，經救援中心檢視後又恢復正

常，車主心有不安，被迫立即將特斯拉汽車開往台中體驗中心留

車確認。 

• 六、汽車充完電，正要離開，但待拔起充電線後，汽車的大電池

就陣亡。 

• 七、動力電池故障，原廠說，更換全新電池；但換上新電池後，

車主發現新電池的可行里程減少、超級充電速度變慢。 

• 八、同一電池連續二次以上故障。車主王先生等了二個多月，當

日第一次超充後又隨即故障，再度回廠待料維修，前後共等了約

五個多月，才獲得修繕完成。 

  

台灣特斯拉公司可議的售後服務台灣特斯拉公司可議的售後服務台灣特斯拉公司可議的售後服務台灣特斯拉公司可議的售後服務 

對於已經發生為數不少的特定車型相同類型大電池系統故障事件，台灣

特斯拉公司（簡稱台特）的善後處理與消費服務，自救會亦有高度的不

滿，這些為廣為自救會車主不滿並引起爭議的售後服務作為，自救會也

毫不客氣提出如下述： 

• 一、大電池發生大規模的「壞掉再修」（而且是ㄧ修再修），引

發車主對於所購買的特斯拉汽車，認為有「品質和安全上疑慮」。



陽光月刊 111年 4月號 

11 

而台特公司卻一直拿不出有力的解決方案，迫使車主集結起來組

成自救會。 

• 二、車主的汽車更換大電池之後，只有少數車主是以新電池更換，

大部分都是由特斯拉公司以換上整修過的電池更換，而據車主反

映，部分替換裝上的電池，竟是舊品，其使用年限甚至比車主汽

車年份更久（更老），這讓車主很惶恐和憤怒，覺得特斯拉做生

意不老實。 

• 三、台特公司曾保證不會在行駛中失去動力，但在自救會群組中，

就至少發生 15起行駛中，汽車喪失動力的狀況。 

• 四、特斯拉固然承諾在保固期間內，車主可以獲得免費維修大電

池。但是車主認為：過保固期之後，就要自求多福。而未來更換

大電池的費用十昂貴，車主對於大電池的的品質與可靠性，感到

十分憂心，似乎並不像特拉官方所宣傳的，可以跑 100萬公里。 

• 五、車主維修期間漫長，更換或整修動力系統之後，車主認為特

拉應該同步全面提供延長保固服務的期限。 

• 六、台特公司並未對維修中的車主全面、主動提供代步車或代步

津貼的服務，出現「有吵才有糖吃」的差別待待遇現象。 

• 七、最不滿意的是台特公司除了提供 0800電話服務之外，整個

台特公司沒有提供任何一個對口，妥善處理並對車主負責解釋，

並且服務態度十分高傲，甚至信口開河，無法取信消費者，並且

一旦談及申訴事項，台特公司便推出法務人員出面理應，根本沒

有客戶服務的標準作法，使車主感到特別焦慮。 

• 八、車主面對愛車經歷一再維修的困擾，已是心生恐懼，但因為

道德良心，不願將頻生故障的舊車再轉賣，以免貽害他人；（觀

察 TESLA MX中古車價，平均還有 300萬元的價值，但是經探詢

台特公司，該公司僅願以 220萬元回購）。 

   

消基會表示，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4條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於其

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維護交易之公

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

施」；同法第 7條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

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

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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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許多消費者反應特斯拉汽車電池系統有系統性、持續性、同性

質的故障問題出現、讓許多車主共同面臨上路行駛道路上失去動力情形

時，即顯示特斯拉相關車型的品質，確有危害消費者的安全上疑慮，或

可確認為特斯拉的某些型號汽車已有「重大汽車瑕疵問題」，台特公司

應加以重視，快速處理，以負責的態度回應消費安全上的疑慮，應發布

警訊，召回相關車型，回廠維修，進行完善的售後服務。 

  

「消費者保護法」第 33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為企業經

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之虞者，

應即進行調查。於調查完成後，得公開其經過及結果。」同法第 36條

亦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經第 33條之調查，認為確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或

確有損害之虞者，應命其限期改善、回收或銷燬，必要時並得命企業經

營者立即停止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加工、輸入、經銷或服務之

提供，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且第 38條復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認

為必要時，亦得為前五條規定之措施。」 

  

呼籲呼籲呼籲呼籲 

因此，針對特斯拉電池故障一案，鑑於消費者已經進行長期反映與申訴

（分別與台特公司、消保單位、交通部、民意代表交涉反映），惟始終

不見台特公司與主管機關受理，並提出具體解決方案，為此本會謹呼籲

業者及政府主管機關，儘速拿因應政策，以維護車主的權益： 

• 交通部和消保單位應趕緊立案調查，發布調查報告結果，以昭公

信，必要時應要求業者實施召回、更換電池系統新品，並要求業

者延長原有保固，以及維修期間提供代步車服務，以降低消費者

的損失與不便。 

• 台特公司應正視本案帶給企業的形象危機，應趕緊請客服人員（而

非法務人員）踏實面對問題，向社會大眾公開說明因應之策，挽

回企業形象。 

• 呼籲特斯拉汽車的車主（消費者），倘若車主的愛車也遇到相同

的電力系統瑕疵或故障現象，應立即回廠維護，以維護駕駛安全。 

 

以上內以上內以上內以上內容摘自容摘自容摘自容摘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2022/0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