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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投資：42 萬 9 千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通過決議 1 項：
1.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110 年度預算「支出」項下「業務
支出」編列 1 億 9,313 萬 8 千元，凍結 1,160 萬 3 千元，俟向立
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04851 號

茲修正民法第二百零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蘇貞昌

民法修正第二百零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公布
第二百零五條

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
無效。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04861 號

茲增訂民法債編施行法第十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三十六條條文，
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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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債編施行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三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公布
第十條之一

修正之民法第二百零五條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
行前約定，而於修正施行後發生之利息債務，亦適用之。

第三十六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債編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債編修正條文及本施行法修正條文，除另定施行
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民法債編
修正條文及本施行法修正條文，自八十九年五月五日施行。
但民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司法
院另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民法第六百八
十七條及第七百零八條，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民法第二
百零五條，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03421 號

茲增訂護照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 條文；並修正第四條及第十六條
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外交部部長

蔡英文
蘇貞昌
吳釗燮

護照條例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四條及第十六條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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