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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13020號

修正「臺中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

辦法」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六條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

任期辦法」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六條條文。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 
專任主任任期辦法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六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府授法規字第1020213020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條　　中華民國國民現任本市市立幼兒園或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現

職教師，並具備本法第十九條所定幼兒園園長資格者，得檢具學

經歷及資格證明文件、現任職務績效報告及幼兒園之基本經營方

針向教育局提出參加園長遴選。

　　　　　前項人員有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教

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者，不得參加園長遴選。

　　　　　第一項人員經遴選確定或聘任後，如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

教育局應撤銷其聘任資格或解除其聘任：

　　　　　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者。

　　　　　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者。

第十二條　　園長任期四年，以學年為單位計算任期。

　　　　　　同一幼兒園園長連聘得連任一次。

第十六條　　園長於任期中因故無法任職時，由教育局指派適當人員代 

        理至當學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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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13098號

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

六條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辦法」第四條、第五

條、第六條條文。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辦法 
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府授法規字第1020213098號令修正發布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不利條件之幼兒如下：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第五條　　公立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以設籍臺中市之幼兒為

限。

第六條　　公立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之幼兒入園順序及其證明文件

如下：

一、身心障礙：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

定之證明文件。

二、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社政單位核發之身心障礙手

冊或證明。

三、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

四、中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

五、原住民：戶口名簿正本。

六、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社政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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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13195號

修正「臺中市幼兒園收費退費辦法」第七條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幼兒園收費退費辦法」第七條條文。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幼兒園收費退費辦法第七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府授法規字第1020213195號令修正發布

第七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讀而離園者，幼兒園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即無法就讀者，全數退還。但於

教保服務起始日前三十日內始提出無法就讀者，私立幼 

兒園得扣除行政作業費最高不超過新臺幣一千元。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

之一離園者，退還二分之一費用。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

一未逾三分之二離園者，退還三分之一費用。

（四）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

二離園者，不予退費。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依幼兒未就讀月數比例退

費；以月為收費期間者，按離園當月未就讀日數比例退費； 

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發還成品。

三、保險費：依幼兒團體保險相關規定辦理。                           

幼兒園有下列事由之一，致幼兒離園者，應於離園之次日起十 

日內，按幼兒未就讀日數比例退費，並應賠償所退學費三分之一之 

金額：

一、未經核准擅自停辦教保服務。

二、擅自變更教保服務地點。

三、因違反規定受停止招生、停辦、撤銷或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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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可歸責幼兒園之事由。

幼兒園依前二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

目、數額及退費基準。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13496號

訂定「臺中市都市計畫參考圖收費標準」。

　附「臺中市都市計畫參考圖收費標準」。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都市計畫參考圖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府授法規字第1020213496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第三條　　臺中市都市計畫參考圖（以下簡稱參考圖），係指非屬法定圖說，

但可供參考之臺中市都市計畫圖說。

第四條　　申請發給參考圖，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及繳納規費後，向都發局

領取。

第五條　　參考圖之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六條　　本標準所收取之費用，應依預算程序辦理，並繳入市庫。

第七條　　本標準所需書表格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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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都市計畫參考圖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

種　　類 比　例　尺 每　張　價　格

未

裱

褙

都市計畫參考圖(一)    二萬分之一     三百五十元

都市計畫參考圖(二)   三萬五千分之一     二百五十元

裱

褙

都市計畫參考圖(一)    二萬分之一     四千五百元

都市計畫參考圖(二)   三萬五千分之一     二千五百元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13642號

修正「臺中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二十一條條文。

　附「臺中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二十一條修正條文。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二十一條修
正條文

第 十五 條　　本會議長、副議長辭職、去職、死亡或被罷免，本會 

應即報行政院備查，並函知市政府。

議長、副議長出缺時，由本會議決補選之。議長、副 

議長同時出缺時，由行政院指定議員一人暫行議長職務， 

並於備查之日起三十日內召集臨時會，分別補選之。

議長或副議長之補選及宣誓就職，準用第八條之規 

定。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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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辭職、去職或被罷免，應辦理移交，未辦理移交 

或死亡者，由副議長代辦移交。議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

由秘書長代辦移交。

第二十一條　　本會非有議員總額減除出缺人數後過半數之出席，不 

得開議。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議員過半數或達地方制度法 

及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特別規定額數之同意為通過，未 

過半數或未達地方制度法及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特別規 

定額數之同意為否決。如差一票即達過半數，或有特別規 

定額數而差一票即通過時，會議主席得參加一票使其通過，

或不參加使其否決。

前項出缺人數，係指因辭職、去職、死亡者。

本會進行施政報告及質詢議程時，不因出席議員未達 

開會額數而延會。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17562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程」；「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組織規

程」；「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組織規程」；「臺中市政府新聞局組織

規程」；「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組織規程」；「臺中市捷運工程處組

織規程」；「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組織規程」；「臺中市立仁愛

之家組織規程」；「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組織規程」；「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七條、第十四條；「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組織

規程」第四條、第六條、第十四條；「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組織規程」第

三條、第六條、第十三條；「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組織規程」第二條、第

六條、第十四條；「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組織規程」第五

條、第六條、第十條；「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第三條、第

六條、第十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程」；「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組織規

程」；「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組織規程」；「臺中市政府新聞局組織

規程」；「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組織規程」；「臺中市捷運工程處組

織規程」；「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組織規程」；「臺中市立仁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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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組織規程」；「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組織規程」；「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七條、第十四條；「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組織規

程」第四條、第六條、第十四條；「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組織規程」第三

條、第六條、第十三條；「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組織規程」第二條、第六

條、第十四條；「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組織規程」第五

條、第六條、第十條；「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第三條、第

六條、第十條。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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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17575號

廢止「臺中市立文化中心組織規程」、「臺中市立屯區藝文中心組織規

程」、「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組織規程」，並溯及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秘採字第1020220554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第二十二點及第

二十三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係為解決目前實務上審標常遇機關對投標文件文字或文

義不察解或語文限制而生審標困難與爭議，引導廠商參與投標更加謹

慎，強化廠商資格確認及履約能力之確保並明訂採購文件應妥善保存

之規定，以維護公共利益與機關權益。

二、檢附修正「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及修正對照

表各1份。

三、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除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各分局、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

各市立幼兒園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採購管理科)(均含附

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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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財務字第1020212969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爭取及執行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業務績效考核

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檢附修正後之「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爭取及執行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業務

績效考核要點」乙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請協助刊登市府公報及刊登法規網

站。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財政局除外)、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臺中

市政府財政局(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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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爭取及執行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業務 
績效考核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2月8日府授財務字第1000240806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2年11月4日府授財務字第1020212969號函修正發布

一、臺中市政府為鼓勵及提升所屬各機關積極爭取中央計畫型補助 

款及執行計畫型補助款業務績效，以增裕市庫收入，挹注市政建設，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爭取中央計畫型補助款係指各機關主動撰寫計畫書 

向中央爭取之補助款。

三、為臺中市各項重大建設得以推展，及順利籌編下一年度預算，各 

機關應積極配合中央預算編列時程，務必於爭取中央年度經費之前ㄧ 

個年度二月底前將完整計畫書呈報中央各部會，俾利獲得補助款。

四、各機關向中央爭取計畫型補助款並經中央核定者，應副知臺中市 

政府財政局。

五、計畫型補助款經執行後，工程發包結餘款或經費執行賸餘款達原 

計畫百分之二十者，各機關應分析其賸餘原因及持續執行之預期效益 

，積極再向中央提報計畫，爭取賸餘款繼續補助臺中市執行。

六、各機關應於每年年度結束後，就主管業務之計畫型補助款爭取及 

執行績效做通盤評估與檢討，對有顯著績效、表現優良或執行不力、 

績效不彰者，適時予以獎勵或懲處。

七、各機關擬定計畫向中央爭取並獲核定補助達一定金額者，得自行 

依下列標準酌予主辦人員、其主管、其他相關幕僚、核稿、督導及協 

辦人員適當獎勵：

獲補助金額

最高獎勵

總額度

(嘉獎數)

首功額度
記一

大功

記功

二次

記功

一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一次
獲補助金額

五億元以上
54次

至多

三人
　 　 　 　

獲補助金額

一億元以上

未達五億元

33次 　
至多

三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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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補助金額

五千萬以上

未達一億元

18次 　 　
至多

三人
　 　

獲補助金額

三千萬以上

未達五千萬

12次 　 　 　
至多

三人
　

獲補助金額

一千萬以上

未達三千萬

6次 　 　 　 　
至多

六人

八、計畫型補助款因執行不力致補助款遭收回或註銷者，相關人員懲 

處如下：

(一)可歸責於計畫執行機關者，主辦人員及其主管各申誡一次，相關 

幕僚、核稿、督導及協辦人員應一併檢討責任歸屬，覈實議處。

(二)因下列不可歸責於計畫執行機關者，免予議處：

1、中央補助機關停止政策推行。

2、中央補助機關變更政策執行。

3、執行標的因情事變更無法執行且事先無法預知者。

4、其他不可歸責於計畫執行機關，並簽奉核准者。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體字第102008660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低碳校園認證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乙份(如

附件)，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低碳校園認證作業要點第4點辦理。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秘書室)(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34 3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4　期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低碳校園認證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推動低碳校園認證，依臺中

市低碳校園認證作業要點第四點設低碳校園認證審查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特制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職掌依頒布之評估指標標準辦理下列事項：

(一)審議適用臺中市低碳校園認證標章之學校所提申請認證及其相

關事項。

(二)審議申請案件並將准駁建議報教育局核備。

(三)審議低碳校園認證標章授予或撤銷之案件。

(四)有關低碳校園認證標章評選制度之研修事項。

(五)其他有關低碳校園認證標章受領學校之後續追蹤管理。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一

人為副召集人，由教育局副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教育局局長就專

家學者派(聘)之，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派(聘)之。

前項召集人與副召集人不參與審查工作。

第一項委員會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育局體育保健科科長兼任之。

四、本委員會審查方式採分組獨立進行，各組委員三人，視學校申請情

形召開審查會議。

各組審查結果應由出席委員簽名或蓋章。

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及團體派員列席說明，若有

必要，並得現場查核。

五、本委員會之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支給審查費及出席費，必要時並

得報支差旅費。

前項各項費用之核支標準依臺中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小字第102021931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訂「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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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份，自下達日生效，請　查照。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均含附

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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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運規字第1020216506號

附件：如說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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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訂定「臺中市市區汽車客運審議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

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市區汽車客運審議作業要點」總說明、逐點說明及條文

乙份。

二、敬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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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運管字第1020215675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補貼市區汽車客運業特殊性路線虧損作業規定」第

六點，並溯自中華民國101年12月8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附「臺中市政府補貼市區汽車客運業特殊性路線虧損作業規定」修

正條文乙份。

正本：台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仁友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統聯汽車

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巨業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全航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豐原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東

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豐榮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苗栗汽車客

運股份有限公司、中台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和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交通局運輸管理科、臺中市公共運輸處(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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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書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政字第1020183386號

主旨：訂定本局102年度「多功能事務機器機密維護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

實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政風處102年度維護績效執行策略說明辦理暨102年11月5日簽

奉本局局座核可辦理。

二、請本局各單位依據本作業要點，確實管制多功能事務機機密維護作

業。

三、執行重點:請於每季最後一個月十五日前將執行成效報本室彙整，本室

將視執行成果依作業要點規定獎懲。

正本：綜合企劃科、都市設計工程科、建造管理科、營造施工科、使用管理

科、都市更新工程科、都計測量工程科、住宅管理科、廣告物管理

科、城鄉計畫科、都市修復工程科、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政風處、本局政

風室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多功能事務機器機密維護 
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確保多功能事務機器 

處理資訊及維護資訊機密之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各單位使用多功能事務機器，複製、封發或傳遞機密性文書 

資料、報表等，除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及文書處理作業要點規定外， 

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多功能事務機器，係指具有影印、傳真、列印、掃描 

或PC傳真等功能之設備；資訊機密，係指使用多功能事務機器來處

理、複製或傳送機密文書資料。

四、本局各單位對於多功能事務機器及資訊機密應採取安全與維護措

施，其有關主管與負責人，應於權責範圍內負監督之責。

五、本局政風室及秘書室(資訊管理人)每年底應檢討本年度各單位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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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多功能事務機器之成效，並據以訂定下年度資安維護實施計畫，以 

利推動與執行。

六、本局秘書室(資訊管理人)應建立資訊稽核制度並得視需要設置稽 

核專責人員，定期或不定期(配合政風室)至各單位稽核多功能事務機 

器處理資訊及機密維護情形，並建立使用登記簿，確實管制，登記備 

查。

七、本局各單位新購或移撥多功能事務機器，其放置位置、線路架構 

及使用空間，應由資訊管理員協助安排或調整，以確保電力、網路負

荷之安全。

八、本局各單位使用之多功能事務機器，如有報廢或汰換時，不得擅 

自分解或搬離辦公區域，應先與秘書室財產管理人員接洽，經由資訊

管理人員檢視確認不堪用後，再行辦理後續事宜。

九、本局各單位多功能事務機器之保管人或使用人平時應注意設備基 

本保養與維護，並應加強天然災害及其他意外災害之防護。

十、多功能事務機器所輸出之機密性文書資料、報表等，各單位應依 

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自行區分機密等級，並加以標示。

十一、絕對機密之文書資料，不得使用傳真機傳送。其他機密文件原 

則上不得使用傳真機傳送，但機密性與時效性兩者權衡，確有使用傳 

真之必要時，應先確認接收單位與人員後再行傳送，傳送完畢應核對 

張數，傳送過程傳送人、接收人應全程在場，並嚴禁使用自動傳送。

十二、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含電磁資料），機關內部借（調）閱、影 

 (複)印，應經業務承辦單位主管核准，他機關借調者應經局長或其他 

授權人員核准；國家機密文書借(調)閱、影(複)印，依國家機密保護 

法規定辦理。

十三、由多功能事務機器輸出、影(複)印所廢棄之機密文書、紙張或 

照片等應立即銷毀，不得外流洩密。

十四、以電話通訊應避免談及公務上知悉及有關民眾權益之秘密事 

項，對於探詢或洽辦公務上秘密事項，應拒絕回答。

十五、電話機及電路線應由業務單位定期檢查，以防止洩漏機密，發 

現異常裝置物，應保持現場完整，除迅即通知本局政風室外，並洽請 

有關機關派員處理。

十六、本局各單位與多功能事務機器維修廠商簽訂採購或維修契約 

時，應簽訂保密條款，並於廠商維修時，派員在場全程監看，以防止 

非法查詢、盜拷或竊取機密性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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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凡使用或保管多功能事務機器之人員，發現機密資料有不當輸 

出或有洩漏、遺失之虞時，除逐級陳報外，應即知會本局政風室，會 

同研擬適當補救措施，使洩密損害減至最低程度，並個案分析洩密原 

因及管道，以防範再發生。

十八、執行本要點績效卓著者，由本局政風室簽報獎勵；違反保密規 

定致洩密者，依情節輕重簽辦懲處。

十九、本局政風室(配合秘書室)定期或不定期實施資訊保密及安全防 

護教育訓練。

二十、其餘未盡事宜，另函通知。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20215806號

附件：如文

主旨：「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

法」，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銜內政部於中華民國102年11月7日以

農輔字第1020023632號、台內團字第1020336457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1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1月07日農輔字第1020023632D號辦理。

(檢附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臺

中市農會、臺中地區農會、豐原區農會、大里區農會、太平區農會、

東勢區農會、大甲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沙鹿區農會、梧棲區農會、

后里區農會、神岡區農會、潭子區農會、大雅區農會、新社區農會、

石岡區農會、外埔區農會、臺中市大安區農會、烏日區農會、大肚區

農會、龍井區農會、霧峰區農會、和平區農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農業局局長室、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均含附

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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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07日

發文字號：農輔字第1020023632D號

附件：發布令影本

主旨：「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

法」，業經本會會銜內政部於中華民國102年11月7日以農輔字第

1020023632號、台內團字第1020336457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茲檢送發

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1份，請查照。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附掃描檔，請刊登公報)、各直轄市政府、各縣

(市)政府、勞工保險局、中華民國農會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內政部、本會法規會、本會秘書室、本會輔導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07日

發文字號：農輔字第1020023632號

　　　　　台內團字第1020336457號

修正「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

法」。

　附修正「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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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縣（市）      鄉（鎮、市、區）農民參加農民健康保險申請表 

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年 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     )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戶   籍 

 遷   入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通 訊 處 □同戶籍地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農 民 資 格 審 查 填 列 項 目 應 檢 具 之 證 明 資 料 

年滿十五歲以上（以申請日計算） □全戶戶籍謄本(申請前十日內請領)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本人確實每年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九十天以上 
本人確實符合左列各款情形 
 
切結人簽名：                

本人確實無農業以外專任職業 
本人確實未參加軍保、公教保及其他社會保險 
本人確實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或老年給付 

全年實際出售自營農、林、漁、畜產品銷售金額達月投保金額三倍以上或投入
農業生產資材達月投保金額二分之一以上 

二
擇
一 
□銷售憑證(新臺幣 30,600元以上/每人) 
□購買憑證(新臺幣 5,100元以上/每人) 

 農       地 
（土地持有人） 
 地 籍 資 料 

農地地段  農 地 地 號  
□土地登記謄本(申請前十日內請領) 

□申請前一個月內之農地現況照片二張以上 
土 地 
持 有 人 
姓 名 

 
土地持有人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

請

擇

一

填

寫

相

關

資

料

) 

資

 
 

 
 

格

 
 

 
 

別 

  □ 
自有農地者 

□以本人農地加保 

 － 

□非以本人農地加保 
與 
土 地 
持有人
關 係 

□配偶 

□同戶滿一年之直系血親、翁姑或媳婦： 

  親屬關係：       (填寫範例：父子、翁姑、媳婦等等) 

□利用固定農業設施從農  設施面積 公頃 
(僅為固定農業設施從農投保者需檢附) 
□依法令核准設置之室內固定農業設施證明文件 

  □ 
承租農地者 

□以本人承租 
 
□以配偶承租 

 承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至 

民國   年   月   日 

(僅以承租農地方式加入農保者需檢附) 

三
擇
一 

□三七五減租耕地租賃契約書 
□經公證之農地租賃契約書 
□無需經公證之農地租賃契約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現

地

勘

查 

是

否

辦

理 

  □否 

□有效期間內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過去一年內申請天然災害救助有案者 
□過去一年內公所造具之「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轉(契)
作補貼清冊」有案者 
□林業用地之森林登記證 
□其他機關出具可供證明有農業經營使用之文件 

□左列免現地勘查相關證明文件 

  □是  －  － 
※以上所填資料均屬事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如偽造文書、詐欺取財或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等），嗣後有關農保資格 
  條件如有異動或喪失、戶籍及保險事項如有變動應主動通知農會。同意農會於本人參加農保期間取得本人個人資料，並瞭解其
目的在於農保資格認定及審(清)查，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申請人簽名                           
--------------------------------------------------------------------------------------------------------------------------------------------------------------------------------------------------------------------------------------- 

農  會  審  查 
 
 

證
明
資
料
內
容
查
核 

書  面  審  查 現  地  勘  查 

□自有農地者 □承租農地者  
 
□已附相關資料得免現地
勘查 

 
□訂於 
    年   月   日   時 
  辦理現場勘查 

□全戶戶籍謄本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應攜正本供查驗) 
□銷售憑證或購買憑證符合規定 
□土地登記謄本 
□申請前一個月內之農地現況照片二張以上 
□(僅為固定農業設施從農投保者需檢附) 
  依法令核准設置之室內固定農業設施證明文件 

□全戶戶籍謄本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應攜正本供查驗) 
□銷售憑證或購買憑證符合規定 
□土地登記謄本 
□申請前一個月內之農地現況照片二張以上 
三
擇
一 

□三七五減租耕地租賃契約書 
□經公證之農地租賃契約書 
□無需經公證之農地租賃契約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初審

結果 

□符合申請資格(經現地勘查有實際農業經營事實及從事農業工作能力) 
□符合申請資格(免現地勘查及具從事農業工作能力) 
□不符合申請資格，理由：                                        

承
辦
人 

 初審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 

審  查  小  組  審  查 
主

任 

保

險

部 

 

股

長 

會

務

股 

 總

幹

事 

 指
派
人
員 

主
管
機
關 

 指
派
人
員 

主
管
機
關 

 主
席
簽
章 

 審
查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 

結果 

□符合申請資格(經現地勘查有實際農業經營事實及從事農業工作能力) 
□符合申請資格(免現地勘查及具從事農業工作能力) 
□不符合申請資格，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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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農會審查農民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資格現地勘查紀錄表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住址：                                           

申請人電話：                 

申請人身分：□自有農地者 □承租農地者 

現勘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農地： 

（一）農地所有權人姓名：            

（二）農地地籍資料： 

地段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權利範圍：            

二、農地現況： 

（一）種植作物別或農業經營類型(養殖或畜禽飼養等)：                  

（二）經營規模及現況描述：                                          

(現勘時並拍攝 2張以上照片，附於本紀錄表後） 

說明： 

1.農作物種植應具合理之栽培密度，全區種植並有維護管理之事實及規模。 

2.養殖或畜禽飼養應實際經營。 

三、申請人是否具有農作能力：□是  □否 

四、現勘意見： 

□合格，農地作農林漁牧生產經營使用且申請人具農作能力。 

□不合格，農地未作農林漁牧生產經營使用。 

□不合格，申請人不具農作能力。 

□不合格，原因：                                            

五、現勘人員簽名： 

申請人 

鄉(鎮、市、區)公所 

農會人員 

(其他) 

 

備註： 

1、申請人經農會通知現勘而未到場時，得由農會及鄉(鎮、市、區)公所依農地現況逕行認定之。 

2、申請人現勘未到場時，其是否具有農作能力，由農會於申請人親自至農會申請加保時逕行認定之。 

6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4　期

61



 

 

 

 

 

 

 

 

 

 

 

 

 

附件三 

    年    月      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基層農會審查 

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情形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農會名稱 
審查件數 

(A)＝(B＋C＋D) 

符合資格 

已加保件數 

B 

不符合資格件數 申請案件經農會審查後

符合加保者，其資格 

經本府確認後均符合 

法令加保規定 

備註 
農會 

審查 

C 

主管機 

關退件 

D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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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助字第1020094366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工代賑僱用實施要點」，詳如說明，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名稱修正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工代賑進用實施要點」，檢附「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以工代賑進用實施要點」修正條文乙份。

二、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惠予上載法規

資料庫，各用人單位轉知以工代賑人員。

正本：本局長青福利科、本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本局身心障礙福利科、本

局社會工作科、本局人民團體科、本局綜合企劃科、本局秘書室、本

局人事室、本局會計室、本局政風室、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本局社會

救助科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工代賑進用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1日中市社助字第1020094366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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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20097168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社會團體經費辦理公益活動計畫」乙

種，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旨揭名稱修正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社會團體經費辦理公益活動

作業規範」，茲檢附「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社會團體經費辦理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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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作業規範」修正條文乙份(如附件)。

二、副本抄送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及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惠予上

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人民團體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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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秘字第10200979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請

查照。

說明：檢送旨揭要點1份，並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及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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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除外)、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副本：本局長青福利科、本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本局社會救助科、本局身

心障礙福利科、本局社會工作科、本局綜合企劃科、本局人民團體

科、本局會計室、本局人事室、本局政風室、本局秘書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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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企字第1020116882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所屬各區衛生所獎勵金發給績效評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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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所屬各區衛生所獎勵金發給績效評核原

則」，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所屬各區衛生所獎勵金發給績效評核原則」

條文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區衛生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人事室、本局會計室、

本局企劃資訊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所屬各區衛生所獎勵金發給績效 
評核原則

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中市衛企字第1020116882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為使各區衛生所（以下簡稱

各所）遵循績效指標據以發給獎勵金，依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各衛生

所人員獎勵金發給規定第九點，特訂定本原則。

二、醫療作業基金獎勵金之發給，依本原則評估個人之工作績效，分等

發給獎勵金，不得平均分配，且為鼓勵同仁充分發揮績效，視個人

實際業務表現，予以達適當之激勵，並成立績效評估小組（以下簡

稱評估小組）。

三、除醫師之外，其餘工作人員獎勵金發給績效評核原則如下：

（一）醫療獎勵金之基本點數，由各所衡量門診收入、實際參與門診工      

作人員數、門診天數等參數，由績效評估小組自行訂定。

（二）對評核績效良好之同仁（例如對患者之特殊照顧、關心，獲民眾

特予肯定者、地段篩檢轉介率特佳者、執行團體衛教、辦理行銷 

活動成效良好者等），酌以增加獎勵金發放點數，以激勵士氣；對 

績效不彰之同仁，酌以減少獎勵金發放點數，以達改善業務績效

之目的。

（三）應考量各所同仁出勤狀況，獎勵金依規定按月發給工作人員，除

新任或離職人員按月在職日數比率計發外，下列人員應予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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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奉派或奉准參加國內訓練、進修、研究或實習超過一個月者。

2、奉派或奉准參加國外訓練、進修、研究或實習者。

3、請事假、病假或其他假別者。

4、曠職者。

　　前項停發期間不滿一個月者，均按該月全月日比率折算。

四、評估小組應依第三點規定辦理獎勵金發給績效評核，並以評核紀錄

為發給獎勵金依據。

五、評估小組置三或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衛生所主任兼任，

其餘委員由該所正式人員票選兼之。

六、評估小組除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應再行辦理改

選委員會，並函文衛生局備查。委員任期中途調職、離職、留職停

薪或請育嬰假超過六個月以上，則予以解任重新辦理補選。

七、評估小組每六個月至少召開獎勵金評核檢討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

召集辦理之。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推字第1020021722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志工管理要點」，並自102年11月14日起生

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志工管理要點」條文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

中心、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臺中市立屯區藝文中心、臺中市文化

資產管理中心、臺中市太平區公所(古農莊文物館)、臺中市大里區公

所(大里杙文化館)、神岡溪洲社區發展協會、本局圖書資訊科(請轉知

區圖書館)

副本：本局藝文推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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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一字第102020339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差額地價分期無息

繳納申請案件處理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差額地價分期無息

繳納申請案件處理要點」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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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差額地價分
期無息繳納申請案件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3日府授地區一字第1020203397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臺中市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

站區段徵收案件應繳納差額地價（以下簡稱差額地價）之土地所有權

人，因財務困難或其他重大原因，無法於規定期限內一次繳清者，得

向本府申請分期無息繳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差額地價，指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應繳納之差額地價。

　　　　本要點所稱分期，每期為一個月。每期繳納金額以總應繳金額按

該核准期數平均分攤之，除不盡餘數於第一期收取。

三、土地所有權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填具差額地價分期無息繳納申

請書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分期繳納：

（一）土地所有權人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二）因財務困難或其他重大原因，無法於規定期限內一次繳清差額地

價。

四、分期繳納之期數，依應繳總金額區分如下：

（一）應繳總金額未滿新臺幣十五萬元者，最長得分十二期。但每期繳
納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五千元。

（二）應繳總金額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未滿三十萬元者，得分十八期。

（三）應繳總金額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未滿五十萬元者，得分二十四

期。

（四）應繳總金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未滿一百萬元者，得分三十六

期。

（五）應繳總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得分四十八期。
五、土地所有權人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因其他特殊情況，向本府申

請延長分期無息繳納之期限並經核准者，不受前點規定之限制。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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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1133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

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11月4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211335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議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原住民
民族教育事務，特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設臺中市
政府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教審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教審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本市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之審議事項。
（二）關於本市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之諮詢事項。

六、前項申請延長繳納最後一期之期限末日，不得逾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 

十一條規定之請求權時效及行政執行法第七條之執行時效屆滿日前六

個月。

七、經核准分期繳納者，其任一期應繳納數額未如期繳納者，本府得以書

面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喪失分期繳納之權益。

　　　　前項情形，經本府限期一次繳清餘額屆期仍未繳納者，依土地徵

收條例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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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本市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之協調事項。
（四）關於本市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之評鑑事項。
（五）其他應經教審會審議之事項。

三、教審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
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主
任委員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會及本府教育局代表各一人。
（二）校長或教師代表三人至六人。
（三）學生家長代表三人至四人。
（四）專家學者五人至七人。

　　前項委員除具原住民身分者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及委員任一
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外，並應考量各級各類學校、原住民族
各族群及地域之均衡。

四、教審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一次。但代表機關出任之委
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應補行遴聘（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五、教審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會主任秘書兼任，承召集人之命，辦 
理教審會相關行政業務。

六、教審會會議以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或經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提議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召集或出席 
時，由副召集人為之。

七、教審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逾二分之一之出席始得開會；議案之表 
決，以出席委員逾二分之一同意決議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 
席。

八、教審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但代表機關出任之委員，因故不 
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九、教審會委員之利益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 
定為之。

十、教審會會議得視需要邀請學者、專家或相關單位列席說明、討論及 
提供意見。

十一、教審會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二、教審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三、教審會所需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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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1827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標案督導會報設置要點」第一點、第四點、第五點

如附件，請　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

庫）、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標案督導會報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99年12月28日府授研管字第0991000123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1年11月16日府授人企字第101020393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2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10058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列管重要標案之執行，確實控制

工程進度，特設置臺中市政府標案督導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協

調推動市政建設，以期達成施政預定目標。

二、本會報依政府採購法〈分工程、勞務或財物採購〉預算達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之標案採網路管考，透過本府標案管考系統依各期程檢核點

預定及實際進度列管。

（一）府列管：工程採購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勞務或財物

採購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

（二）機關列管：工程、勞務或財物採購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者由系統列管；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者，由機關自行列管。

三、本會報任務如下：

（一）研議加強預算執行及列管標案規劃設計、用地取得、招標發包、

工程施工、聯繫配合等工作之綜合推動、協調與督導。

（二）追蹤管制本市年度列管標案執行績效。

（三）列管標案執行績效及效益之評估與考核，進度落後案件之實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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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四）列管標案調整或撤銷申請案之審議與核議。

（五）核議有關列管標案執行工作人員績效優劣之獎懲事宜。

（六）其他有關促進本市列管標案順利執行事項。

四、本會報由市長指定參議層級以上各一人分別兼任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任期中市長得依任務需要改派之，委員由本府各一級機關及各區公所

主任秘書派兼之。

　　前項委員任期為四年，期滿得續兼之。但召集人、副召集人及代表機

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報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指派簡任層級人

員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本小組幕僚事務。

五、本會報每月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本會報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規劃單位、監工、承包商、建築（設計 

）師及有關業務機關及管線單位列席。

七、本會報所需作業經費，由本府各項相關經費項下支出。

八、本會報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10503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編制表」、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編制表」，均自民國103年1月1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編制表」、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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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地

方制度法所定。 

副 局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二 

內一人必要時得依醫事人

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

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主 任 秘 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專 門 委 員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科 長 薦 任 第九職等 八 

醫事管理科、食品藥物管理

科、保健科、疾病管制科、

檢驗科之科長，必要時得依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

師（二）級之相關醫事人員

擔任。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技 正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五 

一、技正及技士員額總數

十五分之ㄧ以下，必要

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

條例規定，技正由師

(二）級、技士由師(三）

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

任。 

二、內一人得列簡任第十

職等。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三  

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十四  

衛生稽查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三十七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十  

技 士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五十七 

技正及技士員額總數十五

分之ㄧ以下，必要時得依醫

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技正

由師(二）級、技士由師(三）

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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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九 內九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四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四  

助理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五  

佐理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合 計 二○七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專員、科員等職稱指定

辦理法制業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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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

地方制度法所定。 

副 局 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二  

主 任 秘 書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專 門 委 員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科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八  

大 隊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二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技 正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八 內二人得列簡任第十職等。 

專 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四  

股 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二十六  

隊 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二十八  

分 隊 長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三  

衛生稽查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四十四  

科 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二  

技 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五十七  

技 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七 
內十三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助 理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八 內四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三  

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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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室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四  

助 理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會

計

室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 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二  

科 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六  

佐 理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由本職稱一人與技佐職稱

尾數一人，合併計給。） 

政

風

室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助 理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合合                                   計計 二八七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專員、科員等職稱指

定辦理法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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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18524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編制表」，自民國102年8月30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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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20084183號

主旨：函轉本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遺失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編號為「信小

字第0549號」，請　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102年10月24日信小總字第1020004755號函

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20087728號

主旨：函轉本市大甲區文武國民小學遺失自行收納統一收據編號為「0050」

號，請　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大甲區文武國民小學102年11月14日文武小字第1020004127號

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大甲區文武國民小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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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20084286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晨光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晨光幼兒園102年10月31日字第1021031001號函及「幼兒園

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2年11月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晨光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邱燕卿。身分證字

號：M***233***。園址：臺中市南屯區大業里1鄰大聖街428號1-3樓。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同意該

園廢止設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立案證書(證書字號:中

市教幼字第1010022607號)。

局長　吳榕峯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2004149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舉發邱○佳等213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公

告暨應受送達人清冊乙份。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冊列邱○佳等213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因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通知單無法送達，爰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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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規定辦理

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清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送至各處分（監理）機關留存，

逾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林良泰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違規停車錄案舉發作業 公示送達案件清冊

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應到案處所

1 2GA005227 邱○佳 L*M-632 102/08/0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 2GA006156 邱○佳 L*M-632 102/08/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 2GA006568 邱○佳 L*M-632 102/08/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 2GA009970 邱○佳 L*M-632 102/08/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 2GA010745 邱○佳 L*M-632 102/08/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 2GA011912 邱○佳 L*M-632 102/09/0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 2GA012477 邱○佳 L*M-632 102/09/0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 2GA014734 邱○佳 L*M-632 102/09/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 2GA018019 邱○佳 L*M-632 102/09/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 2GA017079 邱○佳 L*M-632 102/09/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 2GA016062 邱○佳 L*M-632 102/09/0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 2GA020014 邱○佳 L*M-632 102/09/2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 2GA020293 邱○佳 L*M-632 102/09/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 2GA022172 邱○佳 L*M-632 102/09/3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 2GA021454 邱○佳 L*M-632 102/09/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6 2GA020477 一○企業有限公司 2*-9070 102/09/2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7 2GA001956 B○RSUK.ULADZIMIR N*G-189 102/07/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8 2GA001750 力○土木包工業 2*-7558 102/07/2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9 2GA020869 三○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I*L-269 102/09/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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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GA003701 久○輪業有限公司 E*P-662 102/08/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1 2GA014649 久○輪業有限公司 E*S-756 102/09/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2 2GA013677 于○蓮 9*5-JDH 102/09/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3 2GA005597 大○當舖 I*R-031 102/08/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4 2GA014714 山○斯 8*3-GWP 102/09/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5 2GA015087 尤○花 5*1-GXE 102/09/0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6 2GA003465 王○升 D*-1280 102/08/0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7 2GA005202 王○清 M*X-990 102/08/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8 2GA003256 王○崴 5*0-DRC 102/08/0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9 2GA005053 王○儒 9*7-LLL 102/08/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0 2GA000283 王○蘋 H*-5573 102/07/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1 2GA000937 王○蘋 H*-5573 102/07/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2 2GA021986 永○水電行 J*C-917 102/10/0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3 2GA013917 安○娜 R*P-640 102/09/0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4 2GA017475 江○恵 6*0-GWC 102/09/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5 2GA009376 江○琴 4*99-WD 102/08/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6 2GA007025 江○煌 A*U-905 102/08/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7 2GA006368 江○龍(JONES.DAVID) I*V-673 102/08/1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8 2GA000883 竹○理沙 7*3-DTB 102/07/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9 2GA006709 艾○伯OZTURKOGLU.IB F*3-985 102/08/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0 2GA007367 余○ T*N-090 102/08/1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1 2GA003428 吳○芳 3*38-P7 102/08/0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2 2GA003615 吳○芳 3*38-P7 102/08/0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3 2GA007950 呂○豪 9*1-QAF 102/08/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4 2GA022349 宋○毅 1*66-N8 102/10/0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5 2GA005728 李○宇 A*S-5568 102/08/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6 2GA018890 李○嫻 Y*O-907 102/09/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7 2GA015507 李○樺 V*B-393 102/09/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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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GA020556 李○融 E*X-925 102/09/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9 2GA020017 杜○維 3*8-HMY 102/09/2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0 2GA018046 房○璇 J*T-051 102/09/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1 2GA017041 房○璇 J*T-051 102/09/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2 2GA017911 東○鋼鋁業行 J*S-693 102/09/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3 2GA016286 林○伶 X*3-983 102/09/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4 2GA017772 林○揚 N*D-469 102/09/1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5 2GA016331 林○貴 Q*-7599 102/09/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6 2GA019992 林○鈞 R*-3076 102/09/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7 2GA021418 林○鈞 R*-3076 102/09/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8 2GA007562 花○隆 Y*Q-082 102/08/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9 2GA000399 邱○玟 2*3-QGA 102/07/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0 2GA017807 金○盛輪業有限公司 Z*A-072 102/09/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1 2GA020486 金○盛輪業有限公司 Z*A-072 102/09/2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2 2GA009356 長○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1*86-U3 102/08/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3 2GA011223 城○磨裕實 7*7-KZS 102/08/2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4 2GA003992 姚○霖 0*2-JMD 102/08/0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5 2GA005752 威○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5868 102/08/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6 2GA012113 星○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7*77-F9 102/08/3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7 2GA006211 洪○仙 2*70-U3 102/08/1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8 2GA000566 紀○妤 U*7-990 102/07/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9 2GA004890 唐○縈 O*M-853 102/08/0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0 2GA009956 徐○涵 T*N-183 102/08/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1 2GA015706 涂○宸 K*L-083 102/09/0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2 2GA001635 高○宗 X*-6087 102/07/2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3 2GA013417 高○宗 X*-6087 102/09/0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4 2GA013121 張○淓 A*A-0928 102/09/0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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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2GA019156 張○清 1*1-LNS 102/09/1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6 2GA016811 張○源 G*P-826 102/09/1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7 2GA016483 張○瑜 5*75-F9 102/09/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8 2GA005979 張○蓉 B*B-719 102/08/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9 2GA010239 張○蓉 B*B-719 102/08/2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0 2GA010244 梁○禾 C*C-320 102/08/2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1 2GA016546 梁○禾 C*C-320 102/09/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2 2GA007438 畢○瑞 X*6-516 102/08/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3 2GA010836 統○實業有限公司 J*I-196 102/08/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4 2GA002833 許○月 A*S-2062 102/07/3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5 2GA021877 陳○光 Y*-8007 102/10/0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6 2GA013921 陳○名 G*A-478 102/09/0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7 2GA000516 陳○成 2*-6483 102/07/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8 2GA010242 陳○芬 V*P-706 102/08/2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9 2GA011183 陳○盆 1*7-DTM 102/08/2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0 2GA018651 陳○娟 F*2-831 102/09/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1 2GA014629 陳○匙 T*F-602 102/09/0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2 2GA015846 陳○匙 T*F-602 102/09/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3 2GA003356 陳○雀 2*2-HMU 102/08/0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4 2GA021017 陳○隆 4*58-ZD 102/09/2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5 2GA005801 陳○暉 K*A-531 102/08/1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6 2GA005926 陳○福 S*8-121 102/08/0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7 2GA011085 陳○諄 5*1-NSA 102/08/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8 2GA019640 陳○穎 L*O-568 102/09/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9 2GA011765 陳○龍 H*6-478 102/08/2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0 2GA020018 傑○瑞HAURAT.JAY.MU D*F-110 102/09/2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1 2GA006590 彭○毅 C*-0630 102/08/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2 2GA005410 華○出版社 N*-4007 102/08/0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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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2GA007097 順○興車行 J*L-965 102/08/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4 2GA018276 馮○莉 J*5-309 102/09/1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5 2GA019214 馮○莉 J*5-309 102/09/1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6 2GA021559 馮○莉 J*5-309 102/09/3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7 2GA021674 馮○勳 8*05-N9 102/09/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8 2GA007795 黃○涵 5*9-JLS 102/08/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9 2GA015059 黃○堯 1*1-BXU 102/09/0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0 2GA006467 黃○惠 4*18-H7 102/08/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1 2GA018853 黃○惠 4*18-H7 102/09/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2 2GA020657 黃○惠 4*18-H7 102/09/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3 2GA021425 黃○聖 3*-0021 102/09/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4 2GA004234 新○清平TAN.THI.THAN V*T-218 102/08/0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5 2GA004178 楊○恩 A*Q-7353 102/08/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6 2GA016165 楊○茵 6*G-680 102/09/0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7 2GA003513 葉○真 A*S-2626 102/08/0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8 2GA016465 葉○瑜 S*3-753 102/09/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9 2GA021381 葉○毅 6*66-HV 102/10/0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0 2GA010429 葛○仁 F*L-021 102/08/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1 2GA007151 詹○祥 O*L-415 102/08/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2 2GA013220 詹○祥 O*L-415 102/09/0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3 2GA015625 廖○杰 G*G-233 102/09/0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4 2GA019313 廖○嫈 G*-8246 102/09/1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5 2GA007322 廖○榮 I*N-415 102/08/1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6 2GA019802 廖○榮 L*L-156 102/09/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7 2GA009824 廖○誼 5*5-QEA 102/08/2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8 2GA002269 蜜○斯實業有限公司 2*81-LM 102/07/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9 2GA014709 劉○力 7*9-BRH 102/09/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0 2GA021317 劉○松 S*3-217 102/10/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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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2GA009412 劉○美 8*6-CRB 102/08/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2 2GA015118 劉○霖 A*Z-3397 102/09/0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3 2GA021207 數○佳能企業有限公司 P*8-280 102/09/3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4 2GA004237 潘○姮 S*X-329 102/08/0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5 2GA004168 潘○蘋 6*E-796 102/08/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6 2GA020053 蔡○言 T*Q-631 102/09/2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7 2GA016391 蔡○瑋 I*G-358 102/09/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8 2GA004017 蔡○道 A*F-7559 102/08/0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9 2GA001509 蔡○儀 6*9-GXC 102/07/2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0 2GA003967 蔣○卉 A*Z-2666 102/08/0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1 2GA006148 鄭○伶 8*5-LLC 102/08/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2 2GA007757 鄭○伶 8*5-LLC 102/08/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3 2GA005208 鄭○伶 8*5-LLC 102/08/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4 2GA006488 鄭○伶 8*5-LLC 102/08/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5 2GA011468 鄭○伶 8*5-LLC 102/08/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6 2GA012913 鄭○伶 8*5-LLC 102/09/0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7 2GA012474 鄭○伶 8*5-LLC 102/09/0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8 2GA010056 鄭○呈 T*L-993 102/08/2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9 2GA006117 鄭○呈 T*L-993 102/08/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0 2GA019947 鄭○呈 T*L-993 102/09/2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1 2GA003708 鄭○淇 P*R-070 102/08/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2 2GA021552 鄭○婷 6*9-QBQ 102/09/2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3 2GA006857 學○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1*66-PS 102/08/1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4 2GA000306 賴○中 7*1-LMP 102/07/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5 2GA008669 賴○成 9*1-BXP 102/08/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6 2GA002948 賴○涵 A*F-3658 102/07/2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7 2GA005085 賴○婷 S*7-893 102/08/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8 2GA019006 閻○如 6*5-NSF 102/09/1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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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2GA008714 顏○靜 9*6-EJH 102/08/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60 2GA021315 李○筑 G*P-921 102/10/01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161 2GA010274 李○儒 7*6-LJZ 102/08/25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162 2GA008422 邴○欣 1*9-BXY 102/08/19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163 2GA012013 陳○甄 P*7-482 102/09/01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164 2GA017322 楊○鳳 5*91-HR 102/09/12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165 2GA011442 劉○典 0*3-LHH 102/08/27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166 2GA016685 賴○ 6*B-010 102/09/11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167 2GA016820 柴○綺 3*P-063 102/09/12 公示送達 澎湖監理站

168 2GA009606 黃○芳 N*L-323 102/08/23 公示送達 澎湖監理站

169 2GA009463 費○華 L*H-992 102/08/23 公示送達 臺南裁決中心台南辦公室

170 2GA017977 葉○櫻 O*D-856 102/09/13 公示送達 臺南裁決中心台南辦公室

171 2GA018148 S○AH.KRUNAL.PLYU C*D-305 102/09/13 公示送達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172 2GA005061 呂○遜 T*D-655 102/08/08 公示送達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173 2GA001623 呂○遜 T*D-655 102/07/20 公示送達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174 2GA005060 黃○禎 A*L-591 102/08/08 公示送達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175 2GA008203 董○寶 9*9-EKJ 102/08/20 公示送達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176 2GA003445 李○麗霞 L*Y-002 102/08/02 公示送達 嘉義區監理所

177 2GA010547 吳○蓉 S*6-867 102/08/26 公示送達 嘉義市監理站

178 2GA016558 周○龍 R*5-756 102/09/10 公示送達 嘉義市監理站

179 2GA002323 陳○誠 T*6-907 102/07/27 公示送達 嘉義市監理站

180 2GA000137 陳○誠 T*6-907 102/07/09 公示送達 嘉義市監理站

181 2GA003160 鄭○秀梅 H*V-757 102/07/31 公示送達 嘉義市監理站

182 2GA012792 張○婷 P*R-312 102/09/04 公示送達 新竹區監理所

183 2GA020256 郭○玲 3*7-GFY 102/09/18 公示送達 新竹區監理所

184 2GA016333 黃○皇 1*37-UD 102/09/10 公示送達 新竹市監理站

185 2GA002551 王○文 L*T-056 102/07/25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186 2GA018582 浩○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M*3-168 102/09/16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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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2GA020237 浩○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M*3-168 102/09/24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188 2GA016399 馬○青 9*1-HYJ 102/09/10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189 2GA015008 陳○安 B*R-198 102/09/09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190 2GA013079 陳○安 B*R-198 102/09/03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191 2GA003460 蔡○璋 A*I-202 102/08/02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192 2GA022008 唐○華 A*U-6399 102/10/04 公示送達 高雄區監理所

193 2GA018025 陳○廷 1*5-HXU 102/09/13 公示送達 高雄市裁決所

194 2GA010539 蔡○棻 1*1-DAB 102/08/26 公示送達 高雄市裁決所

195 2GA002915 鍾○恩 G*A-465 102/07/27 公示送達 高雄市裁決所

196 2GA015420 鍾○恩 G*A-465 102/09/08 公示送達 高雄市裁決所

197 2GA015531 林○瑜 J*3-769 102/09/08 公示送達 桃園監理站

198 2GA002162 温○庭 3*5-JNT 102/07/26 公示送達 埔里監理分站

199 2GA011911 張○鎧 3*2-EKX 102/09/02 公示送達 埔里監理分站

200 2GA016305 蔡○輝 J*E-519 102/09/10 公示送達 埔里監理分站

201 2GA000141 劉○佑 0*2-HBB 102/07/09 公示送達 苗栗監理站

202 2GA012837 洪○位 P*R-020 102/09/04 公示送達 恆春監理分站

203 2GA004395 吳○女 5*W-561 102/08/07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204 2GA018489 周○利 9*51-D2 102/09/15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205 2GA001224 林○鐘 L*Q-219 102/07/18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206 2GA021509 許○卿 8*90-ZF 102/09/27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207 2GA000757 黃○龍 C*E-781 102/07/16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208 2GA020008 群○製茶廠 M*-6409 102/09/13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209 2GA016484 劉○賢 8*97-FZ 102/09/10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210 2GA012615 蔣○才 3*63-G3 102/09/04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211 2GA004130 林○青 9*3-CNV 102/08/06 公示送達 東勢監理分站

212 2GA018693 李○瑜 U*9-811 102/09/16 公示送達 宜蘭監理站

213 2GA011653 曹○強 J*W-378 102/08/28 公示送達 中壢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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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20215972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新社區協成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行監督辦法第11條，以及本府102年10月29

日府授農輔字第1020207582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新社區協成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縣新社鄉協成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協成社區位於新社區西邊之村落，北界永源里及復盛里二里，

南界與太平區接連，東界慶西里及中和里二里，西界毗北屯區，社區

範圍為全里界，面積約1203.99公頃。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消預字第1020043250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告陳淑玲等123人違反消防法經本局書函通知及處分(限期改善、舉

發)通知，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消防法第9條第1項及38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列冊陳淑玲等123人(如附件名冊)，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消防法之

書函通知及處分書(限期改善通知單、舉發及限期改善通知單)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報，自臺中市政府公報刊登日起經20

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書函及處分書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來領取並完成銷

案。【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九路119號(火災預防科)，電話：

(04)23811119轉455】

局長  廖明川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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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201180451號

主旨：公告註銷「三豐蔘藥行」等3家中藥商許可執照。

依據：依據藥事法第73條及第27-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藥商名稱：三豐蔘藥行。

(一)藥商執照字號：中市藥販字第6017050196號。

(二)負責人：林益鋒。

(三)營業地址：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37號1樓。

(四)註銷原因：負責人死亡。

二、藥商名稱：全世生蔘藥行。

(一)藥商執照字號：中市藥販字第6017021524號。

(二)負責人：張淦源。

(三)營業地址：臺中市東區建新街65號1樓。

(四)註銷原因：負責人死亡。

三、藥商名稱：國勳中藥行。

(一)藥商執照字號：中市藥販字第60170520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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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負責人：蕭國勳。

(三)營業地址：臺中市北區榮華街212號1樓。

(四)註銷原因：負責人死亡。

局長　黃美娜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20118515號

主旨：「寶顏有限公司」經稽查原址已無營業事實，業經102年10月9日中市

衛食藥字第1020107362號函通知代表人張惠齡君限期提出申請藥商變

更登記，因無法投遞，特此公告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及藥事法第27-1條及第73條。

公告事項：　

一、藥商名稱：寶顏有限公司。

二、藥商執照字號：中市藥販字第6217068807號。

三、營業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上石北5巷8號1樓。

四、代表人：張惠齡。

五、身分證字號：N220****58。

六、戶籍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上石北5巷8號1樓。

七、請代表人於本公示送達公告刊登之日起經20日內提出異議，逾期未辦

者即由本局逕為已無營業事實認定。

八、前開函「藥事機構變更申請書」由本局保管，請代表人儘速領取並依

規辦理藥商變更登記，如逾期未辦理者，本局將藥商執照註銷。

局長　黃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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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20118435號

主旨：「台灣貝爾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經稽查原址已無營業事實，業經102年

9月26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20101977號函通知代表人高俊雄君限期提出

申請藥商變更登記，因無法投遞，特此公告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及藥事法第27-1條及第73條。

公告事項：　

一、藥商名稱：台灣貝爾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藥商執照字號：中市藥販字第6217022409號。

三、營業地址：臺中市東區自由路四段312號8樓。

四、代表人：高俊雄。

五、身分證字號：P120****60。

六、戶籍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0號（北屯區戶政事務所）。

七、請代表人於本公示送達公告刊登之日起經20日內提出異議，逾期未辦

者即由本局逕為已無營業事實認定。

八、前開函「藥事機構變更申請書」由本局保管，請代表人儘速領取並依

規辦理藥商變更登記，如逾期未辦理者，本局將藥商執照註銷。

局長　黃美娜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20119742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告李春田等9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通知，特為此辦理公

示送達。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列冊李春田等9人(如附件名冊)，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

之裁處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黏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牌示處及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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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

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轉3151，承

辦人：陳小姐】

局長  黃美娜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公示送達名冊
序號 受處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發文日期 處分書文號

1 李春田 A12162**** 102/9/3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0868號

2 江誼德 L12189**** 102/9/10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5026號

3 吳冠毅 D12189**** 102/9/11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5122號

4 許信得 H12014**** 102/9/12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5588號

5 黃柏儒 F12450**** 102/9/12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5655號

6 賴崑成 L12365**** 102/9/12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6004號

7 曾茂榮 B12016**** 102/9/27
中市衛保字第

1020102104號

8 林文豪 V12101**** 102/10/9
中市衛保字第

1020107092號

9 周輔鈞 B12124**** 102/10/9
中市衛保字第

10201070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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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201199022號

主旨：公告本市新增新菩提醫院為身心障礙鑑定指定醫院及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中興分院新增鑑定項目，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條暨衛生福利部102年8月6日衛部照字第

1022863741C號函暨本局102年度第1次身心障礙者鑑定審議諮詢小組委

員會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新菩提醫院鑑定項目：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記憶功能、

高階認知功能。

二、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新增鑑定項目：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排尿功能。

局長　黃美娜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201199023號

主旨：公告本市辦理身心障礙鑑定指定醫院及鑑定項目，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條暨衛生福利部102年8月6日衛部照字第

1022863741C號函暨本局102年度第1次身心障礙者鑑定審議諮詢小組委

員會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市身心障礙鑑定指定醫院及鑑定項目一覽表(如附件)。

二、新增項目：

(一)新菩提醫院新增鑑定醫院：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記憶

功能、高階認知功能。

(二)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新增鑑定項目：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排尿功能。

局長　黃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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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一字第1020215511號

附件：歷史建築廢止公告表

主旨：公告廢止登錄本市歷史建築「戰後A01號碉堡」、「戰後A02號碉

堡」、「戰後A03號碉堡」及「戰後A04號碉堡」，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7條

規定暨本府102年9月25日府授文資一字第102017788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市歷史建築「戰後A01號碉堡」、「戰後A02號碉堡」、「戰後A03號

碉堡」及「戰後A04號碉堡」，業經本府於102年9月25日以府授文資

一字第1020177884號函公告更名為「戰後望高寮砲堡群(A01、A02、

A03、A04)」，原登錄名稱予以廢止。

二、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56及

58條規定，應於本件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一式3份及

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

期為準)。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A01 A02 A03
A04

169 ( 2498.91 )
176 ( 2235.02 ) 180 ( 2465.08

) 186 ( 2438.07 ) 4
 ( )

A01 A02
A03 A04

102 9 25 1020177884
(A01 A02 A03 A04)

102 11 13 10202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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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14414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大里區內新里益民段步道開闢工程，奉准徵收本市大里

區益民段783地號等3筆土地，合計面積0.013893公頃及其土地改良

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20340895號函辦理。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20340895

號函辦理。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土地地價及

農作改良物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大里區公所

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8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9日止)。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公告事項

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

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

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

第58條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

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

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

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

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

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

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

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

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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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

日期通知領取徵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

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

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府

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375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第77

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定，

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人。

十二、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其工程訂於103年3月開工，預計

103年12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有：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

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三種情形之一

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外，不得申請收回土地。原

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六個月

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十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

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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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15417號

主旨：公告經濟部所屬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豐原廠淨水設備更新

汰換改善工程徵收豐原區師範段1563地號等14筆土地，合計面積

0.683571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0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20331416函辦理。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公用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0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20331416

號函核准徵收土地。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補償清冊，

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

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8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9日止）。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

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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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

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以

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

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相關徵收補償

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

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

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項

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

例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

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

人。

十二、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3年3月開工

預計106年12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有：（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

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三）依原徵收計

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三種情形之

一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外，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六個月

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十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因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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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14422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梧棲區10-57-2號計畫道路工程徵收梧棲區大庄段火燒橋

小段195-6地號土地，面積0.0026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20340894號函辦理。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20340894

號函核准徵收土地。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補償清冊，

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梧棲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

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2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3日止 )。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

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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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

償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相關徵

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

議不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

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

人。

十二、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3年3月開工

預計103年12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有：（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

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三）依原徵收計

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三種情形之

一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外，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向該管直轄巿或縣

（巿）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六個月

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十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因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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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14428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太平區坪林排水治理工程，奉准徵收本市太平區大源段

907-4地號等14筆土地，合計面積0.069146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

良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20340825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水利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20340825

號函。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土地地價及

農林作物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太平區公所公

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3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3日止)。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徵收補償

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

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

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

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

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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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償

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徵收補償

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

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

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府

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

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

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3年5月開

工，預計104年12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

畫使用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外，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6個月內

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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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0901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太平區溪洲路（宜昌東路以東200公尺）拓寬工程」，

奉准徵收本市太平區欣欣段407地號等21筆土地，合計面積0.1919公

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32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之機關日期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32

號函核准徵收土地。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土地地價及

地上物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太平區公所公開

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6日止)。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徵收補償

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

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

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

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

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

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

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

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

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

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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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償

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徵收補償

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

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

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府

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

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3年2月開

工，預計103年12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

畫使用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外，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6個月內

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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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0907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大雅區民權街39巷及民富街拓寬工程」，奉准徵收本

市大雅區上楓段1275-2地號等5筆土地，合計面積0.1020公頃，並一併

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21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21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土地地價及

地上物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大雅區公所公開

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6日止)。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徵收補償

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

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

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

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

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

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

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

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

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

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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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償

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徵收補償

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

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

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府

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

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3年3月開

工，預計104年4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

畫使用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外，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6個月內

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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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0316號

主旨：公告徵收北屯區景賢北街(景賢9路至景賢8路)開闢工程徵收北屯區青

雲段578地號等5筆土地，合計面積0.0709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

良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03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03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補償清冊，

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北屯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

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徵收土地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6

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徵收當期之

市價，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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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相關徵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

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

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

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九、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

議不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訂

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第77

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定，於

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人。

十一、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因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二、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3年2月開

工，預計104年3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

畫使用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外，不得申請收回土

地。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向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土地，該申請經查

明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六個

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十三、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

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或對於

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

向本府提出異議，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

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

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

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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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0932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太平區富宜路248巷至中山路三段拓寬工程」，奉准徵

收本市太平區欣欣段124地號等6筆土地，合計面積0.086330公頃，並

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57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57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土地地價及

地上物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太平區公所公開

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6日止)。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

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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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

償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徵收補

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

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

議不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

例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

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

租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2年12月開

工，預計103年12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

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

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

畫使用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外，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6個月內

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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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0974號

主旨：公告經濟部所屬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大肚、龍井高地區監

理所高地配水池工程」，奉准徵收本市大肚區遊園段767地號等2筆土

地，合計面積0.538042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00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公用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00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土地地價及

地上物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大肚區公所公開

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6日

止）。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

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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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以

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

償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相關徵

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項

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

例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

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

租人。

十二、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3年3月開

工，預計105年12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有：（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

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三）依原徵

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三種情

形之一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外，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向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請經

查明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六

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十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因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12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4　期

127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1086號

主旨：公告徵收本府為辦理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松竹路陸橋下用

地取得工程，奉准徵收北屯區長春段375-1地號等9筆土地，合計面積

0.0825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911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911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補償清冊，

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北屯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

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徵收土地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6

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徵收當期之

市價，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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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相關徵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

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

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

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九、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

議不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訂

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第77

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定，於

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人。

十一、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因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二、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

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或對於

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

向本府提出異議，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

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

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

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3年3月開

工，預計105年3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

畫使用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

地。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6個月內

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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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0927號

主旨：公告徵收本府為辦理臺中市東區都市計畫廣場9（臺中車站專用區）用

地，奉准徵收東區復興段四小段2-2地號等4筆土地，合計面積0.1051

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27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類別：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廣場）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827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補償清冊，

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東區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

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徵收土地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6

日止)。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徵收補償

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

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

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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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徵收當期之

市價，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

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相關徵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

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

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

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

議不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

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因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3年1月開

工，預計106年12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

畫使用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

地。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6個月內

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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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1996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路

線及一般場站）工程，徵收北屯區北屯段372-6地號等100筆土地，合

計面積1.605138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351394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11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351394

號函。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說、徵收土地地價

補償清冊及土地改良物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本府地

政局及北屯區、北區、烏日區等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

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徵收土地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6

日止 )。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徵收補償

費有異議，得於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予

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

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

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

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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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

償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相關徵

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

議不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

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因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本建設計畫工程已開工，整體

計畫進度預計105年10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

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

使用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

收計畫使用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外，不得申請收

回土地。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土地，該申請經

查明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6個

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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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0756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80年安和路工程原報准徵收本市西屯區下七張犁段

181-6地號土地面積：0.0018公頃（重測後協成段84-1地號土地面積：

0.001674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4日台內地字第1020341669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80年5月2日八十府地二字第37997號核准徵收。

(二)內政部102年11月4日台內地字第1020341669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三)撤銷徵收原因：80年安和路工程徵收案逕為分割係於79年間以日據

時期地籍圖辦理，該道路於80年5月8日至80年6月7日辦理公告徵

收，同年辦理地籍圖重測，因原安和路計畫道路地籍分割線誤繆，

致重測前後地籍圖未合，係測量技術原因所造成。基於上述，本案

土地徵收前後均屬農業區，致徵收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應辦

理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撤銷徵收土地圖、撤銷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本

府地政局及西屯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撤銷徵收土地所在地協和里

辦公處。

(一)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11月19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18日

止）。

(二)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3年6月18日前。

(三)受理繳回地點：本府建設局土木工程科『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

段99號文心樓5樓』。

(四)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即辦理

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

該土地。

(五)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有異議

132 13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4　期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

應繳回金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

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

內，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109241號

主旨：公告方韻嵐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方韻嵐。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517號。

三、證書字號：（102）台內地登字第02705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信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39號六樓A室。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160561號

主旨：公告蔣曼娜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蔣曼娜。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538號。

三、證書字號：（8 5）台內地登字第0169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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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幸福不動產法律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2段876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190241號

主旨：公告吳宗霖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吳宗霖。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542號。

三、證書字號：（8 3）台內地登字第012139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吳宗霖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向上北路224巷9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200456131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炳凱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炳凱。

二、證書字號：（98）中縣字第0047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曾國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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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20045614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佾璋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佾璋。

二、證書字號：（90）中市字第00113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翔福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河南路4段672號1樓。

五、註銷原因：逾證書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曾國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20045621號

主旨：公告註銷徐培綺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徐培綺。

二、證書字號：（98）中市字第00648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無。

四、經紀業地址：無。

五、註銷原因：逾證書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曾國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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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214771號

主旨：公告郭文杰先生申請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換發登記，符合規定，准

予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郭文杰。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43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正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福仁街189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164172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張涵茹地政士違反地政士法，經本府地政士獎懲委員會102年第1

次會議決議記申誡1次。

依據：地政士法第48條。

公告事項：詳附102年度地懲字第1號臺中市政府地政士懲戒決定書。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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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宗字第1020216416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臨時使用道路搭棚辦理殯葬事宜管理辦法」部分條

文。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九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修正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62條第2項。

三、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如附件，並登載於以下網站（網

址：http://www.taichung.gov.tw/sys.content.asp?mp=102010&CuIt

em=655978&ctNode=1164）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翌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6樓。

(三)聯絡人：鄭怡婷。

(四)電子信箱：tinacheng824@taichung.gov.tw。

(五)電話：(04)22289111*29318。

(六)傳真：(04)22510805。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臨時使用道路搭棚辦理殯葬事宜管理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茲因殯葬管理條例101年1月11日修正公布，行政院發布定自101 

年7月1日施行，原第五十條第三項業已修正為六十二條第二項，爰修 

正本辦法之依據。

本辦法修正重點：

(一)第一條之依據法源。(草案第一條)

(二)第四條之道路搭棚者以二日為限規定。(草案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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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宗字第1020216511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墳墓遷葬作業辦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九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九條。

二、預告訂定「臺中市墳墓遷葬作業辦法」草案，並登載於以下網站（網

址：http://www.civil.taichung.gov.tw/ct.asp?xItem=656922&ctNo

de=1164&mp=102010）網頁。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翌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6樓。

(三)聯絡人：潘茹雄。

(四)電子信箱：patrick@taichung.gov.tw。

(五)電話：(04)22289111*29303。

(六)傳真：(04)22510805。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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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保字第102021591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草案，詳如附件，請　查照周

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暨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十條第二項

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暨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十條第二項規定。

三、修正草案總說明、草案條文對照表及條文草案如附件，並登載於以下

網站：

(一)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網址：http://www.animal.taichung.

gov.tw/）。

(二)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

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七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二)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28之18號。

(三)聯絡人：動物保護組 陸夢賢。

(四)電子信箱：tcapo021@taichung.gov.tw。

(五)電話：(04)23869425。

(六)傳真：(04)23869291。

市長 胡志強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余建中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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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家防字第1020091496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辦法」草案。

依據：內政部研商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免戶籍謄本』工作圈會議

討論事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三、「臺中市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七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3樓。

(三)電話：04-22289111轉38895。

(四)傳真：04-25293508。

(五)電子郵件：f49132@taichung.gov.tw。

局長　王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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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家防字第102009849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草案。

依據：內政部研商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免戶籍謄本』工作圈會議

討論事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三、「臺中市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七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五、承辦單位：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六、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3樓。

七、電話：04-22289111轉38847。

八、傳真：04-25293508。

九、電子郵件：lovin@taichung.gov.tw。

局長  王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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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廢字第10201937911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機關學校一般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24條第3項。

三、「臺中市機關學校一般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7日內，

以書面向本府承辦機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4030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76011分機66446。

(四)傳真：04-22294090。

(五)電子郵件：e0013@taichung.gov.tw。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機關學校一般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草案總
說明

為訂定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受機關學校委託清除、處理一般廢棄

物之收費標準，特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收費

標準。全文共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訂定本標準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標準專有名詞之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代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之收費標準。(草案第四條)

五、代清除、處理費用應解繳市庫。(草案第五條)

六、施行日期。(草案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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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南區信義國民小學遺失自行收納款項統
一收據編號信小字第0549號，因故遺失，聲明作廢....................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大甲區文武國民小學遺失自行收納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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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第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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