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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小字第1020256702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整併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

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整併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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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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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20100764號

附件：請至本局網站／組織職掌／各科業務／幼兒教育科／幼兒教育及照顧

相關法規項下下載

主旨：修正「臺中市合作園收費調整諮詢小組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合作園收費調整諮詢小組作業要點」修正條文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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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合作園收費調整諮詢小組、臺中市各私立幼兒園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事

業學會、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暨福利協會、社團法人台中市學前

教育協會、社團法人台中縣同心愛幼協進會、財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

育基金會、本局督學室、本局秘書室、本局幼兒教育科（均含附件）

1020025291  

102010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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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社字第1020100263號

附件：臺中市書法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要點

主旨：本局訂定「臺中市書法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要點」案，自即日起生效，

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書法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要點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本府法制局，請惠予刊登公報及上傳法規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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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秘書室、本局社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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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公字第1030002054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加強推動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管考

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加強推動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管考

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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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載法規資料

庫)、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市場

管理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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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003241號

附件：如說明(詳見行政院公報第20卷第5期，網址:http://gazette.nat.

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005/ch07/type7/gov62/

num12/Eg.htm)

主旨：檢送「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

查辦法」第8條條文勘誤表1份，請　查照更正。

說明：

一、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年01月06日農輔字第1020023966號函辦理。

(影本附後)

二、檢附勘誤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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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區農會、大甲區農會、大里區農會、

大肚區農會、大雅區農會、太平區農會、外埔區農會、石岡區農會、

后里區農會、沙鹿區農會、和平區農會、東勢區農會、神岡區農會、

烏日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梧棲區農會、新社區農會、潭子區農會、

霧峰區農會、龍井區農會、豐原區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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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婦字第103000159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新修訂「臺中市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實施計畫」一份，並追溯

自103年1月1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副本抄送秘書處辦理刊登公報事宜及法制局上傳至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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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傳至法規資料庫）、本

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1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17



16 1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1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19



18 1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2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21



20 2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2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23



5

0-2

22 2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就字第1030001539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藝級棒獎勵實施要點」，並溯及自中華

民國103年1月1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前開要點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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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本局綜合規劃科、本局勞資

關係科、本局勞動基準科、本局福利促進科、本局就業安全科、本局

政風室、本局會計室、本局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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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管字第103000745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風災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前段作業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風災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前段作業規定」條文乙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請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除外)、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

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海岸巡防總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

洋巡防總局第三海巡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中部地區機

動海巡隊、臺中市後備指揮部、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臺中市風

景區管理所、臺中市各區公所、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雪霸

警察隊、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太魯閣警察隊、交通部公路

總局臺中區監理所、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交通部中央

氣象局臺中氣象站、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區營業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欣彰天然

氣股份有限公司、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

司、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台中市支會、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經

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中華電信臺中營運處、台灣中油股份有限

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

副本：臺中市災害防救辦公室、本府消防局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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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2013120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項保管使用要

點」，並溯自103年1月1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項保管使用要

點」修正條文1份。

二、前開要點另載於本局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epb.taichung.

gov.tw)「環保新聞-重要公告」網頁。

三、惠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

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各區清潔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本局秘書室、本局會計室、

本局人事室、本局清潔隊管理及勞工安全科、本局廢棄物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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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書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設字第1020132909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茲修訂「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廚餘堆肥化堆肥產品販售及領用要

點」乙種，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廚餘堆肥化堆肥產品販售及領用要點」

乙份。

二、副本抄送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及法制局，請協助刊登市府公報及法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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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正本：本局人事室、本局政風室、本局會計室、本局秘書室、本局綜合計畫

科、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本局廢棄

物管理科、本局環境檢驗科、本局環境衛生及毒化物管理科、本局清

潔隊管理及勞工安全科及各區清潔隊、本局環境工程科、本局環境稽

查大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本局環境

設施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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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港字第1020024848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典藏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及「臺中市港

區藝術中心藏品蒐集管理要點」，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典藏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及「臺中市港

區藝術中心藏品蒐集管理要點」修文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請惠予刊登公報及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港區藝術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視覺藝術科、本局秘書

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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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葫字第102002476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藏品蒐集管理要點」及「臺中市葫蘆墩

文化中心典藏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藏品蒐集管理要點」及「臺中市葫蘆墩

文化中心典藏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條文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請惠予刊登公報及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葫蘆墩文化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視覺藝術科、本局秘書

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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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墩字第1020024734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圖書資料報銷作業要點」及「臺中市大墩

文化中心學生志工服務要點」自即日起生效，並同時停止適用原臺

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所訂定之「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圖書資料報銷

工作須知」及「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學生志工服務要點」，請　查

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圖書資料報銷作業要點」及「臺中市大墩

文化中心學生志工服務要點」條文一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請惠予刊登公報及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藝文推廣科、本局視覺藝術科、本局表演藝術科、本局圖書資訊

科、本局大墩文化中心、本局葫蘆墩文化中心、本局港區藝術中心、

本局屯區藝文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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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視字第1030000975號

主旨：本局訂定之「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各文化、藝術、藝文中心藏品蒐

集管理原則」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各文化、藝術、藝文中心典

藏審議委員會設置原則」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　查照。

正本：本局大墩文化中心、葫蘆墩文化中心、港區藝術中心、屯區藝文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本府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本局秘書室、視覺藝術科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主五字第102025311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編製一百零二年度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

決算應行注意事項」。另「臺中市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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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102年12月18日院授主會金字第1020500866A號函辦理。
二、旨揭注意事項及各種書表，將由本府主計處編印專冊，另案分送。
三、「臺中市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點」停止適用，請本府秘書

處惠予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惠予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

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府主計處（第
五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5573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活化性別友善地下道整體計畫專案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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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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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5690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英語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名稱並修正為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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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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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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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52112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編制

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

三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編制表」、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

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清水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編制表」、「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編制

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和平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

幼警察隊編制表」，自民國103年1月1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編制

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

三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編制表」、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

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清水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編制表」、「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編制

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和平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

幼警察隊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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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52127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

警察大隊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編制表」、「臺中

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編制表」，自民國102年12月26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

警察大隊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編制表」、「臺中

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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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婦字第103000011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103年度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補助執行計

畫、103年自費療育單位名冊各乙份，請　貴單位惠予公告周知民眾，

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補助執行計畫辦

理。

二、有關102年12月10日-31日費用補助，請各受理單位轉知民眾請於103年

第1季併同收件受理。

三、本年度第4季補助配合低收入戶及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計畫改為於

12月10日截止收件，逾期不受理。12月10日至12月31日之療育補助申

請，將列為次年度第一季辦理。

四、相關103年自費療育單位詳如所附名冊，另請轉知民眾可上本局網站->

分眾導覽->兒童及少年福利->早期療育服務查詢。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第一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第二區兒童發展社

區資源中心、第三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第四區兒童發展社區資

源中心、第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第六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

心、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動字第103000103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103年度補助民間團體協處勞資爭議實施計

畫」，並溯及自民國103年1月1日起生效，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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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0條規定辦理。

二、依本計畫六(二)內容，請貴會選派調解人至本局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每次提供服務時間不得少於3小時，每月服務至少1次，每次補助1,000

元，每年最高補助12,000元，並請貴會於文到14日內擬具申請計畫(含

參與之調解人名冊與輪值時間等)向本局提出申請。

三、依本計畫六(三)內容，與法律服務團體合作於民間團體辦公室提供勞

工法律諮詢與訴訟資訊服務，每次提供服務時間不得少於3小時，每週

服務至少1次，每次補助1,500元，每年最高補助78,000元，並請貴會

於文到14日內擬具申請計畫(含排定次數與輪值時間等)向本局提出申

請。

四、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敬請協助刊登政府公報及法規網站。

正本：社團法人台中市勞資關係協會、社團法人臺中市（縣）勞資關係協

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促進勞動力品質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中市勞

雇關係協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會計室、本局勞動基準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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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256433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貴公所視導于寶生違法失職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不受懲戒，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2年12月30日臺會議字第1020002922號函

辦理。

二、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2年度鑑字第12697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證

書1紙，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當事人簽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人事處。

正本：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藝字第1030000627號

主旨：本局因故遺失「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丙字第099756號收據乙式四

聯，請刊登本市公報聲明作廢，請　查照。

說明：依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各項收入憑證管理要點」第十四點

規定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財政局、本局秘書室、本局會計室、本局表演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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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300005102號

主旨：本市私立育瑋幼兒園申請自103年1月1日起停辦乙案，本局同意停辦一

年，特予公告。

依據：依據本市私立育瑋幼兒園102年12月31日102瑋托字第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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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園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江○洲。身分證字號：M120***531。園

名：臺中市私立育瑋幼兒園。園址：臺中市大雅區上雅里雅環路二段

22號。

二、「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自請停辦者，

停辦期限以一年為原則，必要時，得申請縮短或延長一年。停辦期限

屆滿未申請延長或復辦，或申請復辦未經核准者，本局得廢止其設立

許可。

局長　吳榕峯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30002103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貝貝兒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貝貝兒幼兒園102年12月31日字第1021231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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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貝貝兒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林倉照。身分證

字號：L***527***。園址：臺中市南屯區大誠里6鄰大墩二街5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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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

※※※※※※※※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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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中市教幼字第1010021955號)。

局長　吳榕峯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202557591號

附件：如文

主旨：公示送達麥尼特資訊休閒館商業廢止陳述意見通知函一份，請　查

照。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辦理。

公告事項：公示送達名冊所列旨揭商號負責人死亡，又其繼承人應為送達之

處所不明，致文書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並自刊登之日

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該商號負責人之繼承人於生效日前攜帶

身分證及印章至本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科洽領主旨所示公文書，逾

期未辦理者，即依有關規定處理，請勿延誤，特此公告。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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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20256491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臺中市102年工廠校正後應行廢止工廠登記之工廠，總計200家，如附

名冊。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列冊工廠經100、102年度連續兩年工廠校正後因歇業、遷址、大門深

鎖、停工等原因，未辦理工廠校正、經通知工廠事業主體、工廠負責

人限期陳述意見，逾期未陳述意見或陳述無理由者，依工廠管理輔導

法第20條規定廢止其工廠登記。另經經濟部、本府核准解散公司或商

業登記在案等工廠，因事業主體確已歇業，隸屬於事業主體工廠已失

所附麗，認定其為歇業，本府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項規定「行

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不予通知業者陳述意

見。

二、廢止後之廠地廠房應依法令規定使用。

三、對本處分如有不服，應於接到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依訴願法第58條規定

30日內繕具訴願書正、副本(均含附件)各一份向本府遞送，再由本府

層轉經濟部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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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202568471號

主旨：公示送達辰峰企業社(負責人林正村)因涉有商業登記法第29條擅自

歇業或他遷不明6個月以上情事，本府103年1月3日府授經商字第

1020256847號函乙份。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29條、行政程序法第78、79、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林正村(即辰峰企業社)，因送達不明，致本府旨揭商號涉有擅自歇業

或他遷不明6個月以上情事，旨揭函文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自黏貼公告欄翌日起發生送達效力，旨揭函文現由本府(經

濟發展局商業科)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向本府洽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20050439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舉發蔡○生等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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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列蔡○生等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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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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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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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30000111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1份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計1143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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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曾冠偉君等共計1143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

者，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

地、居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

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局長　林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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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300070671號

主旨：公告本市沙鹿區鹿寮段350-7地號部分土地上之現有巷道廢止圖說並徵

求異議，請周知。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3年1月14日至民國103年2月17日止，計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沙鹿區公所（公告欄）、臺中市沙鹿區鹿寮里

辦公處（公告欄）、沙鹿區鹿寮段350-7地號廢道現場位置、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與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與名稱、聯絡地址、異

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准否

之參考。

局長  沐桂新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保字第10202513501號

主旨：公告實施103年「寵物登記收費優惠減免措施」。

依據：「動物保護法」、「寵物登記管理辦法」暨「寵物登記管理及營利性

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管理收費標準」等相關法規。

公告事項：

一、實施期間：自民國103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

二、實施目的：為提升本市寵物登記率，強化寵物管理工作以減少流浪動

物產生，落實動物保護法。

三、實施區域及寵物種類：本市轄內所有犬、貓。

四、實施辦法：

(一)優惠對象：年滿20歲且設籍於本市之市民或居留地為本市之外國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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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飼主應於寵物出生日起4個月之內，向本府所指定之機關或其委託之

民間機構、團體（以下簡稱寵物登記站）辦理寵物登記。

(三)寵物登記時飼主應出示：1、飼主身分證明文件。2、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文件。

(四)前項寵物若由經營特定寵物之買賣業者提供飼主，其來源應由取得

許可證之寵物繁殖場或寵物買賣業者供應之；並應於完成晶片植入

後，始得買賣或轉讓他人。

五、優惠減免收費：

(一)寵物晶片成本及植入手續費每件收費新臺幣300元整。

(二)登記費：已絕育寵物者免收登記費，未絕育寵物者收取新臺幣100元

登記費。

(三)透過經營特定寵物之買賣業者取得寵物之飼主，應持寵物繁殖或買

賣業者提供登載寵物相關資料之文件，於本市寵物登記站辦理登

記，得免收寵物晶片成本及植入手續費。

六、有關本市寵物登記站詳見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頁，網址：http://

www.animal.taichung.gov.tw/，請市民就近辦理。

七、本市如有實施其他優惠活動時，將另訂公告周知。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余建中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保字第1020254320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103年犬貓絕育手術補助事項。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19條、「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第12條、「寵物登記

管理及營利性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管理收費標準」第3條及「臺中市

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7條等相關法規辦理。

公告事項：

一、實施日期：自103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15日止（或經費用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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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二、實施目的：為鼓勵市民主動為其管領之犬貓完成外科絕育、寵物登記

及狂犬病預防注射，以防範寵物繁殖過量及落實本市寵物管理工作。

三、實施方式：市民至本市犬貓絕育手術委辦動物醫院填具申請書後執行

絕育手術，由委辦動物醫院向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申請補助，俟審核

通過後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將補助經費代為核撥至委辦動物醫院。

四、補助對象及條件：

(一)設籍及犬貓飼養地點為臺中市之年滿20歲市民（含居住地在本市之

外國人及僑胞）。

(二)該犬貓應於公告期限內完成絕育手術。

(三)該犬貓應完成寵物登記及領有核發有效年限狂犬病證明書。

(四)為考量動物福祉及公平原則，倘有特殊情形者，本市動物保護防疫

處得另採專案先行審核後再依規定辦理。

五、申請及核撥補助款方式：

(一)申請人（限寵物登記飼主本人）需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寵物登

記證明及本市或其他縣市政府機關核發有效年限內狂犬病證明書至

委辦動物醫院填寫申請書並辦理絕育手術。

(二)倘委辦動物醫院施行絕育手術需求考量或術後照顧等需額外收取相

關醫療費用，應事先向飼主說明並取得同意後方得酌收。

(三)同意補助申請案件，由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將補助款代為核撥至委

辦執行絕育手術動物醫院。

(四)如未完成寵物登記及狂犬病預防注射，飼主需自費晶片植入費300

元，另狂犬病疫苗費用部分則依社團法人台中市獸醫師公會訂定之

開業醫院小動物診療收費標準，且須完成前揭事項後辦理寵物登

記，以符合申請要件。

(五)另為鼓勵市民辦理寵物登記，申請絕育手術併同辦理寵物登記，其

絕育寵物免收登記費。

六、補助金額：公犬（貓）每頭補助新臺幣800元，母犬（貓）每頭補助新

臺幣1,400元。

七、補助原則：依先申請先審核方式辦理，並得視經費預算額度予以審核

是否核撥補助款。

八、稽查方式：為落實本絕育補助稽核，將依據「臺中市犬貓絕育手術補

助經費審核及稽查標準作業流程」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申請人需配

合不得藉故規避、妨礙或拒絕。如查核過程發現與事實不符或不願意

配合查核者，即限制當年度不得再申請犬貓絕育補助案，情節重大者

將追回補助之款項，並依法追究相關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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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若有未盡事宜，逕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有關103年犬貓絕育手術委辦動物醫院名冊詳見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

頁，網址：http://www.animal.taichung.gov.tw。

市長　胡志強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余建中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藥字第10202533311號

主旨：公告「辦理本市103年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事項」。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3條暨獸醫師法第15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實施目的：為預防狂犬病發生，防止人畜共通傳染病蔓延，維護市民

生命財產安全。

二、實施日期：自民國103年1月1日起至民國103年12月31日止。

三、實施對象：凡本市轄區所飼養滿3月齡之犬貓或將屆滿狂犬病免疫1年

效期之犬貓。

四、實施方法：由飼主攜帶所飼養犬貓前往注射地點，每年定期施打狂犬

病疫苗。

五、實施動物狂犬病疫苗注射地點：

(一)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於上班時間辦理，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

和路1段28-18號）。

(二)本市特約合法獸醫診療機構（詳見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頁，網

址：http://www.animal.taichung.gov.tw/，請市民就近辦理）。

(三)狂犬病預防注射費用：

1、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每頭次110元。另基於公共利益及狂犬病防

疫特殊需求，依規費法第13條符合相關條件者得免（減）徵相關

規費。

2、本市特約合法獸醫診療機構：依社團法人台中市獸醫師公會訂定

之開業醫院小動物診療收費標準辦理。

(四)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證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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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犬貓完成狂犬病疫苗注射，本市特約合法獸醫診療機構應發給飼

主本府印製『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及『狂犬病預防注射

證明牌』。

2、犬貓完成狂犬病疫苗注射、飼主應將證明牌繫於動物頸項，以資

識別。證明書應妥為保存1年，以便查核。

3、非本府或其他縣市政府公告印製之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牌或證明

書，均視同未完成狂犬病疫苗注射。

六、飼主如未能配合完成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者，將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

例第45條規定處新台幣1萬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七、犬貓參加展示會、比賽等群聚活動，其狂犬病疫苗注射需在當年免疫

效期內，飼主應將證明文件備妥以利查核。

八、本市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牌，103年底色為綠色（樣式如下），惟因應

證明牌製作行政作業銜接期，於103年證明牌尚未製作完成前仍延用

102年底色為黃色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牌。

  

    

市長　胡志強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余建中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007601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神岡區新庄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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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

日府授農輔字第1020256140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神岡區新庄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神岡區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本社區位於臺中市神岡區之北邊村落-新庄里，排除新庄里內東

南角涉及都市計畫範圍區域，北鄰大甲溪，東接圳堵里，南接清水區

東山里，西通清水區海風里舊庄，面積約3.38平方公里。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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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工字第1030001287號

附件：詳主旨

主旨：檢送本局102年度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犯罪行為人公告名單，請貴處惠予

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34條規定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

副本：本局社會工作科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007604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后里區仁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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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

日府授農輔字第1020254723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后里區仁里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后里區仁里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本社區位於臺中市后里區仁里里，北接泰安里，南與廣福里交

界，西鄰后里里、義里里，東與東勢區埤頭山陵線為界。區內海拔高

度250~500公尺之間，旱溪貫穿東西，地形東西狹長，由東南向西逐漸

遞減傾斜，總面積約為395.09公頃，範圍內因部分土地為鐵路用地範

圍，並未含括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範圍之內。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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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30000256號

主旨：公告本市「103年藥癮愛滋減害計畫-清潔針具自動販賣機設置」已締

結行政契約之對象。

依據：依據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第六條及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8年7月1日衛署疾管愛字第098001337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經資格審核合格之締約名單，請詳見本局網站（http://uip.

taichung.gov.tw/mp.asp?mp=108010）之『醫療院所交流平台』。

二、聯絡人：疾病管制科朱靜勉小姐。

三、聯絡電話：04-25265394分機5230。

局長　黃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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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30000844號

主旨：公告本市「103年藥癮愛滋減害計畫-預防愛滋病衛教諮詢站」已締結

行政契約之對象。

依據：依據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第六條及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8年7月1日衛署疾管愛字第098001337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經資格審核合格之締約名單，請詳見本局網站（http://uip.

taichung.gov.tw/mp.asp?mp=108010）之『醫療院所交流平台』。

二、聯絡人：疾病管制科朱靜勉小姐。

三、聯絡電話：04-25265394分機5230。

局長　黃美娜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30000241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徵求辦理「臺中市103年整合性預防保健服務計

畫」醫療院所，請有意願之醫療院所踴躍申請加入，收件日期至103年

2月14日。

依據：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注意事項、老人福利法第21條、老人健康

檢查保健服務及追蹤服務準則第4條、臺中市70歲以上老人健康檢查作

業要點。

公告事項：　

一、甄選對象、方式、服務內容：請參詳103年臺中市整合性預防保健計畫

需求說明書。

二、服務期程:自簽約日起至103年11月30日止。

三、本案整合篩檢項目係屬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項目及「臺中市政府辦理

七十歲以上老人健康檢查計畫」，合約之醫療院所不得向民眾收取任

何費用，民眾篩檢之相關費用由承做單位依「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

保健服務注意事項」及「臺中市政府辦理七十歲以上老人健康檢查計

畫」之相關規定向主管單位辦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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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意願參與合約之醫療院所，請於103年2月14日前將計畫書(一式二

份)、合約書(一式二份)用印後寄送本局辦理。相關表單(合約書、需

求說明書)請逕至本局全球資訊網(本市各醫院與衛生局資訊交流平台)

下載。

五、收件方式及地點:本局三樓保健科健管股(收受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AM8:00至PM17:00)。

局長　黃美娜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300023431號

主旨：徵求「103年臺中市辦理65歲以上銀髮族暨55歲以上原住民全口活動式

假牙裝置補助計畫」配合執行口腔檢查及全口活動式假牙裝置之本市

牙醫醫療院所，請牙醫醫療院所踴躍申請。

依據：依據老人福利法第5條，行政程序法第15、16、135條規定及「103年

臺中市65歲以上銀髮族暨55歲以上原住民全口活動式假牙裝置補助計

畫」辦理。

公告事項：　

一、甄求配合牙醫院所及牙醫師資格：

(一)需為本市核准設立之牙醫醫療院所。

(二)領有執業執照之牙醫師。

二、可接受執行口腔檢查及全口活動式假牙裝置對象：設籍本市滿1年之65

歲以上銀髮族暨55歲以上原住民。

三、配合服務項目：口腔檢查及全口活動式假牙裝置。

四、配合服務內容：

(一)計畫執行期程：103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

(二)配合本項計畫費用支付標準如下：

１、口腔檢查費：每案50元。

２、全口活動式假牙裝置補助費用：全口活動式假牙補助每付最高上

限為4萬元。

五、願意參與配合執行計畫期間：103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相關表

單、需求說明書、契約書等請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專業服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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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管理-假牙補助計畫下載。）

六、如因103年預算經費預算刪減或未完成法定預算編列，依據行政程序法

第147條本局得調整或終止部份或全部契約內容。

局長　黃美娜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20246304號

附件：場址航照套繪圖（請逕向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閱）、公告明細表

各乙份

主旨：公告本市大甲區福安段996地號、后里區墩北段556地號、大里區詹厝

園段8地號、霧峰區吳厝段43-35地號等51個坵塊農地為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規定及本府環境保護局執行

「102年度臺中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調查結果。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臺中市大甲區福安段996地號、后里區墩北段556地號、大里

區詹厝園段8地號、霧峰區吳厝段43-35地號等51個坵塊農地。

二、場址地址、位置、地號:臺中市大甲區福安段99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

塊(面積770平方公尺)、后里區墩北段55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268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8(部分)、9(部分)、11(部分)、

12-2(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4097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30-

10(部分)、30-4(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344平方公尺)、大里區

詹厝園段30-3(部分)、30-19(部分)地號、國有地無地號所構成坵塊

(面積55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30-5(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1057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8-4(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2294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8-3(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1088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8-2(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768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1446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4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35平

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3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34平方公

尺)、大里區詹厝園段39(部分)、3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641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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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8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225平方公

尺)、大里區詹厝園段85-3(部分)、87(部分)、8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

塊(面積962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83-1(部分)、83-8(部分)地

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39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2-14(部分)、

172-20(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199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

172-12(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497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

176-117(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205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

段176-11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325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

段172-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06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

176-71(部分)、176-1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79平方公尺)、大

里區詹厝園段174(部分)、174-2(部分)、174-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

(面積1809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4-3(部分)、174-1(部分)地

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665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0-2(部分)地號

所構成坵塊(面積387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4-3(部分)地號所

構成坵塊(面積1076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37(部分)地號所構成

坵塊(面積1069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32(部分)、31-1、31-2(部

分)、135(部分)、124-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76平方公尺)、

大里區詹厝園段124-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564平方公尺)、

大里區詹厝園段234(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278平方公尺)、大

里區詹厝園段234(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423平方公尺)、大里

區詹厝園段92-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43平方公尺)、大里區

詹厝園段96-1(部分)、96-4(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675平方公

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34-1(部分)、234-3(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2970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14-1(部分)、114-2(部分)地號所

構成坵塊(面積809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34-1(部分)地號所構

成坵塊(面積2037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05-4(部分)、205-5(部

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688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41-33(部

分)、241-32(部分)、241-30(部分)、24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1450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41-33(部分)、241-32(部分)、241-

31(部分)、241-30(部分)地號、國有地無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674平

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37(部分)、209(部分)地號、國有地無地

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902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6-20(部分)地

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187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60-1(部分)、

260(部分)、259(部分)、259-1 (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474平方

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56-17(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823平方

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56-40(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586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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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4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796平方公

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49-13(部分)、24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2828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段43-35(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60

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段43-3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298平方

公尺)、霧峰區吳厝段43-75(部分)、43-30(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3014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段43-82(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2327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段43-73(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671

平方公尺)；以上如公告明細表。

三、場址現況概述:場址為農業使用，目前停耕中。

四、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概述:臺中市大甲區福安段996(部分)地號為重金屬

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后里區墩北段556(部分)地

號為重金屬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

段8(部分)、9(部分)、11(部分)、12-2(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

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0-10(部分)、30-

4(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

30-3(部分)、30-19(部分)地號、國有地無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0-5(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

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38-4(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

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38-3(部分)地號為重金屬

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38-2(部分)地號為重金

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38(部分)地號為重金屬

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48(部分)地號為重金

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9(部分)地號為重

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9(部分)、38(部

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89(部

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85-3(部

分)、87(部分)、89(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大里區詹厝園段83-1(部分)、83-8(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2-14(部分)、172-20(部分)地號

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2-12(部分)地

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及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

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6-117(部分)地號為重金屬

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6-119(部分)地號

為重金屬鉛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

172-6(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

176-71(部分)、176-16(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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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及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

園段174(部分)、174-2(部分)、174-1(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4-3(部分)、174-1(部分)地號

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30-2(部分)地

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34-3(部

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7(部分)

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2(部

分)、31-1、31-2(部分)、135(部分)、124-1(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

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24-1(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

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34(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34(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92-1(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

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96-1(部分)、96-4(部分)地號

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34-1(部分)、

234-3(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

園段114-1(部分)、114-2(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

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34-1(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05-4(部分)、205-5(部分)地號為重

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41-33(部分)、

241-32(部分)、241-30(部分)、241(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41-33(部分)、241-32(部分)、241-

31(部分)、241-30(部分)地號、國有地無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37(部分)、209(部分)地號、國有地無

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6-20(部

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60-

1(部分)、260(部分)、259(部分)、259-1(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56-17(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鋅超

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56-40(部分)

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48(部

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49-

13(部分)、249(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霧

峰區吳厝段43-35(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霧峰

區吳厝段43-36(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霧

峰區吳厝段43-75(部分)、43-30(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霧峰區吳厝段43-82(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霧峰區吳厝段43-73(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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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以上如公告明細表。

五、其他重要事項：

(一)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自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臺中

市政府審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日期為

準而非投郵日）。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

科（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

66337）。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30000534號

附件：公告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請逕向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閱）

主旨：公告臺中市大甲區福安段996地號、后里區墩北段556地號、大里區詹

厝園段8地號、霧峰區吳厝段43-35地號等51個坵塊農地為土壤污染管

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農地經本局執行「102年度臺中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

作計畫」調查結果，臺中市大甲區福安段996(部分)地號重金屬鋅超過

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后里區墩北段556(部分)地號重

金屬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8(部

分)、9(部分)、11(部分)、12-2(部分)地號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

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0-10(部分)、30-4(部分)

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0-3(部

分)、30-19(部分)地號、國有地無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

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0-5(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38-4(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38-3(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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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38-2(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38(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48(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9(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39(部分)、38(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89(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85-3(部分)、87(部分)、89(部分)地

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83-1(部分)、83-

8(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

172-14(部分)、172-20(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大里區詹厝園段172-12(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及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

段176-117(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

厝園段176-119(部分)地號重金屬鉛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2-6(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6-71(部分)、176-16(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

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及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4(部分)、174-2(部分)、174-1(部分)地號重

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4-3(部分)、

174-1(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

130-2(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

段134-3(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

37(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

32(部分)、31-1、31-2(部分)、135(部分)、124-1(部分)地號重金屬

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24-1(部分)地號重金屬鎳

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34(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34(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92-1(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96-1(部分)、96-4(部分)地號重金

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34-1(部分)、234-3(部

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14-

1(部分)、114-2(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

里區詹厝園段234-1(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大里區詹厝園段205-4(部分)、205-5(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41-33(部分)、241-32(部分)、

241-30(部分)、241(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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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詹厝園段241-33(部分)、241-32(部分)、241-31(部分)、241-30(部

分)地號、國有地無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

園段237(部分)、209(部分)地號、國有地無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6-20(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60-1(部分)、260(部分)、259(部

分)、259-1(部分)地號重金屬鉻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

園段256-17(部分)地號重金屬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56-40(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

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48(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49-13(部分)、249(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霧峰區吳厝段43-35(部分)地號重金屬鎳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霧峰區吳厝段43-36(部分)地號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霧峰區吳厝段43-75(部分)、43-30(部分)地號重金屬

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霧峰區吳厝段43-82(部分)地號重金屬

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霧峰區吳厝段43-73(部分)地號重金屬

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臺中市政府業以102年12月24日府授環

水字第1020246304號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為保障居民健康及生

活環境，特劃定該等農地範圍為土壤污染管制區，並對區內之土地使

用或人為活動進行管制。

二、管制區範圍：臺中市大甲區福安段99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70

平方公尺)；后里區墩北段55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683平方

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8(部分)、9(部分)、11(部分)、12-2(部分)

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4097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30-10(部分)、

30-4(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344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

30-3(部分)、30-19(部分)地號、國有地無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553

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30-5(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057平

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8-4(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294平

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8-3(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088平

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8-2(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68平方

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446平方公

尺)；大里區詹厝園段4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35平方公尺)；

大里區詹厝園段3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34平方公尺)、大里區

詹厝園段39(部分)、3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641平方公尺)、大

里區詹厝園段8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225平方公尺)；大里區

詹厝園段85-3(部分)、87(部分)、8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962

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83-1(部分)、83-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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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839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2-14(部分)、172-20(部分)地

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199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2-12(部分)地

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497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6-117(部分)地

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205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6-119(部分)地

號所構成坵塊(面積325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2-6(部分)地號

所構成坵塊(面積806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6-71(部分)、176-

1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79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4(部

分)、174-2(部分)、174-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809平方公

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4-3(部分)、174-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1665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0-2(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387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34-3(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1076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37(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069

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32(部分)、31-1、31-2(部分)、135(部

分)、124-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76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

園段124-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564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

段234(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278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

234(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42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92-

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4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96-1(部

分)、96-4(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675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

段234-1(部分)、234-3(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970平方公尺)；

大里區詹厝園段114-1(部分)、114-2(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09

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34-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037平

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05-4(部分)、205-5(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

(面積688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41-33(部分)、241-32(部分)、

241-30(部分)、24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450平方公尺)；大里

區詹厝園段241-33(部分)、241-32(部分)、241-31(部分)、241-30(部

分)地號、國有地無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674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

園段237(部分)、209(部分)地號、國有地無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902

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6-20(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187

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60-1(部分)、260(部分)、259(部分)、

259-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474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

256-17(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82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

256-40(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586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

24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796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49-

13(部分)、24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828平方公尺)；霧峰區吳

厝段43-35(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60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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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298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段43-

75(部分)、43-30(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3014平方公尺)；霧峰區

吳厝段43-82(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327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

段43-73(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671平方公尺)；位置詳如航照套

繪圖及公告明細表。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種植食用作物、畜養家禽、家畜及養殖食用水產動、植物。

(五)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為。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

項及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

污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五、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

查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局長  劉邦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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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20246494號

附件：場址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臺中市大里區仁美段1372-0000及1373-0000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及本府環境保護局執行「102年

度臺中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應變措施計畫」查證結果。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名稱：宏江科技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大里區仁美段1372-0000及1373-0000地號。

三、場址地址：大里區仁化路249號。

四、場址地號：大里區仁美段1372-0000及1373-0000地號。

五、場址面積：面積共1,109.63平方公尺。

六、場址座標：如場址航照套繪圖。

七、場址現況概述：場址目前由宏江科技有限公司設廠使用中。

八、污染物及污染情形：

(一)污染情形：場址土壤重金屬鉻濃度測值達1220毫克/公斤，超過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250毫克/公斤)；重金屬鎳濃度測值達363毫克/公

斤，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200毫克/公斤)。

(二)污染範圍：大里區仁美段1372-0000及1373-0000地號。

九、其他重要事項

(一)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如有不服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臺中市政

府審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

為準而非投郵日）。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

科。（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

66313）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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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0000 1373-0000

:
1,109.63m2

 
 X Y 

1372-0000
1373-0000

 

A 220092.267 2665625.368 
B 220139.478 2665614.654 
C 220125.692 2665590.713 

D 220085.048 266560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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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2013169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義務人林佳玄　君等19人（如名冊）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經本局

依法裁處，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林佳玄　君等19人（如名冊）於101-102年度因違反空氣污染防

制法第42條第2項及第68條規定處新臺幣3,000元整罰鍰；或因違反空

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第67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2,000元整罰

鍰；或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第67條第2項規定處新臺

幣1,500元整罰鍰。因義務人行方不明，致其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

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裁處函，逕行繳款銷案。【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04-

2227-6011轉66236】逾期未繳者，即依法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劉邦裕

序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反法條
罰鍰

金額
處分書字號

1 林佳玄 NQG-676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2項
1500 21-101-120068

2 黃忠萬 JQL-953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1-120304

3 鄧依帆 7GS-771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1-120344

4 陳婉柔 660-QBJ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1-12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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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反法條
罰鍰

金額
處分書字號

5 陳怡君 ZZI-700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2條第2項及

第68條
3000 21-102-030200

6 陳瑞成 SQH-295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2條第2項及

第68條
3000 21-102-030209

7 陳怡芬 M8Y-830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2-040022

8 蔡林桂花 TWK-330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2條第2項及

第68條
3000 21-102-040166

9 吳淑卿 EZM-730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2條第2項及

第68條
3000 21-102-040192

10 陳耀賓 VQZ-256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2條第2項及

第68條
3000 21-102-040208

11 陳意璋 YJX-016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2條第2項及

第68條
3000 21-102-040210

12 陸福利 QQY-289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2-040452

13 張渝雲 TDB-991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2-040454

14 張蕊英 BZE-825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2-040487

15 林坤明 HF7-541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2-040501

16 許樂生 XN9-232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2-040519

17 陳宏賓 PM6-770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2-040539

18 蔡憲彥 TVW-306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2-040557

19 潘寶鈺 HG7-962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

第67條第1項
2000 21-102-0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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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20133583號

主旨：公告修正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噪音管制區內禁止從事妨礙安寧行

為之時間、地區或場所。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八條第四款。

公告事項：

一、於本市各級學校、幼兒園、圖書館、衛生醫療機構（診所除外）周圍

五十公尺範圍內，全日不得從事下列行為：

(一)施放爆竹煙火。

(二)使用擴音設施、敲鑼、打鼓、吹號從事神壇、廟會、婚宴喜慶等民

俗活動。

(三)使用擴音設施從事夜市攤販及其他各類商業廣告行為。

二、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不得從事下列行

為：

(一)施放爆竹煙火。但元旦（含跨年日）、春節（農曆一月一日至三

日）、農曆一月九日、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元節、中秋

節、國慶日及特殊民俗活動（如迎神遶境）等節日全日，不予管

制。

(二)使用擴音設施、敲鑼、打鼓、吹號從事神壇、廟會、婚宴喜慶等活

動。

(三)使用動力機械從事住宅、公寓大廈裝修工程。

(四)使用擴音設施從事夜市攤販及其他各類商業廣告行為。

(五)使用擴音設施從事室外集會、遊行或音樂表演等活動。但元旦（含

跨年日）、春節（農曆一月一日至三日）、元宵節、清明節、端午

節、中元節、中秋節、國慶日、特殊民俗活動（如迎神遶境）及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六)使用擴音設施於公園內從事歌唱、跳舞、表演及打拳強身等活動。

三、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及例假日中午十二時

至下午二時，除營業項目屬經濟部公告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之

「視聽歌唱業」並經登記許可之營業場所外，不得使用卡拉OK。

四、各級學校慶典活動及特殊民俗活動，有於管制時段施放爆竹煙火之必

要者，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報活動申請書，經核准後，始得為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應將核准文件副知本府環境保護局。

五、營建工程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七時至翌日上午八時，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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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機械從事施工致妨礙安寧之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在此

限：

(一)有危及公共安全、環境污染及影響民生用水、用電、用氣或通訊之

搶救、搶修等工程。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於管制時段施工之結構體施工、基樁(不含

撞擊式打樁工程)、連續壁、地下結構物工程(含開挖作業)安全措施

組立、巨積混凝土灌築及大型橋樑吊裝之連續性必要工程。

(三)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於管制時段施工之連續性必要工

程。

(四)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前項核准時，應將核准文件副知本府環境保護

局。施工單位應於施工現場備妥核准文件以供查核，未遵行者，視為

違反前項規定。

七、施工單位施作包括路面切割、打樁、拔樁及結構物拆除等易產生高噪

音污染之營建工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公告事項第五項核准時，應

限制其施作條件或期限。施工單位未遵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為之限

制，視為違反公告事項第五項規定。

八、經核准於管制時段施工者，仍應符合噪音管制標準第六條營建工程噪

音管制標準之規定。

九、違反本公告者，依噪音管制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立即改善，未遵行者，按次處罰。

局長  劉邦裕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20250941號

主旨：公告解除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76-140地號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之

管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76-140（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423平

方公尺）農地因土壤重金屬鉻、鎳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前經

本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經土地所有人進行土壤污染改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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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府環境保護局驗證土壤污染物濃度已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依

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臺中市

政府審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

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

科(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

66313)。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30000600號

主旨：公告解除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76-140地號農地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76-140（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423平

方公尺）農地因土壤重金屬鉻、鎳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前經

臺中市政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本局公告為土壤污染管制區，

經土地所有人進行土壤污染改善，並由本局驗證土壤污染物濃度已低

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臺中市政府業於102年12月31日以府授環水字第

1020250941號公告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依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管

制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解除限制耕種。

(二)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各項行為管制項目。

三、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查

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局長  劉邦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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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20133614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宏江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土地(臺中市大里區仁美段1372-0000及

1373-0000地號)為土壤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

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場址經本局執行「102年度臺中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應變措施

計畫」查證結果，土壤重金屬鉻濃度測值達1220毫克/公斤，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250毫克/公斤)；重金屬鎳濃度測值達363毫克/公斤，

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200毫克/公斤)，臺中市政府業以102年12月27

日府授環水字第1020246494號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為保障居民

健康及生活環境，特劃定該場址所在土地範圍為土壤污染管制區，並

對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進行管制或限制。

二、管制範圍：臺中市大里區仁美段1372-0000及1373-0000地號，位置詳

如航照套繪圖。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為。

(五)從事土壤挖除、回填、暫存、運輸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

治計畫書，報請本局核定後，始得實施。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

項及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

污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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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萬元以下罰鍰。

五、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

查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局長  劉邦裕

1372-0000 1373-0000

: 1,109.63m2

( 1372-0000 1065.37m2+ 1373-0000 44.26m2)
 

 X Y 

1372-0000
1373-0000

 

A 220092.267 2665625.368 
B 220139.478 2665614.654 
C 220125.692 2665590.713 

D 220085.048 266560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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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30002828號

主旨：本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3年度「臺中市固定污

染源許可、空污費及揮發性有機物管制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辦期間：自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至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止。

二、委辦事項：

(一)協助執行固定污染源許可審核及專責人員申請相關作業。

(二)固定污染源許可證現場查核及缺失改善輔導。

(三)固定污染源清查作業。

(四)本市轄內工業區清查及管制作業。

(五)本市未列管或未登記工廠查核。

(六)固定污染源資料庫維護、更新、擴充及管理。

(七)固定污染源排放量審查及查核。

(八)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查核與相對準確度

查核稽查檢測。

(九)固定污染源稽查檢測與減量輔導。

(十)定期檢測及申報管制作業。

(十一)辦理本市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以下簡稱空污費)之收件、

建檔、審查、輔導、諮詢、現場查核、催補繳及原物料抽樣檢測

等相關作業。辦理自廠係數、空污費減免及空污費相關申請案件

之審查作業。

(十二)辦理本市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之查核管制及減量作業。

(十三)辦理本市石化業、半導體製造業、光電業、汽車表面塗裝業、聚

氨基甲酸合成皮業、乾洗業及膠帶業等特定行業別之申報資料審

查及現場查核作業。

(十四)辦理臺中港區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清查作業。

(十五)辦理宣導說明會暨相關事宜。

(十六)辦理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採樣、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情事，暨

污染行為蒐證作業，作為行政裁處依據。

(十七)本計畫期間辦理之檢測分析，由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可之環

境檢驗測定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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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三、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與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之

契約內容辦理。

四、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

話：(04)22289111轉66225。

局長  劉邦裕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30003218號

主旨：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3年「臺中市空氣品質資訊服務

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空氣污染物稽查管制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辦期間：自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至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止。

二、委辦事項：

(一)本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公私場所現場清查及稽查作業。

(二)本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公私場所總體評鑑作業，進行空氣污染物排

放減量輔導作業。

(三)本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廠家排放管道無機酸檢測。

(四)本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廠家揮發性有機空氣污染物防制設備效率驗

證檢測。

(五)本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周界無機酸檢測。

(六)本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周界異味檢測。

(七)本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廠家排放管道VOCs檢測。

(八)本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周界揮發性有機物（VOCs）採樣檢測。

(九)本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周界大氣重金屬、陰陽離子採樣及成分分

析。

(十)揮發性有機物（VOCs）自動採樣及連線系統架設暨採樣、分析作

業。

(十一)協助處理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包含臺中基地、后里基地及七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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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空污突發事件及天然災害之應變及善後作業。

(十二)配合本市空品不良應變作業或陳情案件，進行巡查作業。

(十三)針對屢遭陳情案件進行調查作業及巡查作業。

(十四)更新本市固定污染源指紋資料庫與固定空氣污染源管理資訊系

統。

(十五)辦理本市中部科學園區空氣污染物受體模式模擬及分析作業。

(十六)本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廠區排放管道異味污染物之假日或夜間採

樣、分析作業。

(十七)空氣品質資訊APP服務系統更新維護並辦理說明會。

(十八)辦理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採樣、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情事暨污

染行為搜證作業，作為告發處分依據。

(十九)本計畫辦理期間之採樣及檢測分析相關工作，由思維環境科技有

限公司委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

與管理系所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辦理。

(二十)其他本局臨時交辦事項。

三、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訂定之契約內容

辦理。

四、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

話：（04）22289111轉66213。

局長  劉邦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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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003907號

主旨：原臺中縣政府81年6月2日八一府地權字第115177號公告徵收用地補償

清冊內原豐原市圳寮段14地號（重測後豐圳段557-1地號）土地1筆，

應予撤銷。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7條。

公告事項：　

一、撤銷原因：原豐原市公所81年辦理都市計畫公園(3)工程，未將旨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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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轉原臺中縣政府報奉臺灣省政府核准徵收，公告徵收時卻列入用

地補償清冊，並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領竣地價補償費完成徵收移轉登

記，又該土地重測後豐圳段557-1地號係住二用地，本不應辦理徵收，

因屬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之違法處分，爰辦理旨揭撤銷事宜。

二、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3年1月9日起至民國103年2月10日止）。

三、溢領應繳回之補償價額：詳見原所有權人應繳回溢領之補償價額清

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覽並

公布於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四、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3年8月11日前，逾期不繳回溢領補償

價，本府將依據行政執行法第4條規定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

行。

五、受理繳回地點及帳戶：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戶名「臺

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活期存款022-001-

10914-0專戶帳號。

六、如不服本公告處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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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本府向內政部提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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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003537號

主旨：本府辦理南區細停59停車場開闢工程，原報准徵收南區城隍段六小段

4-17地號土地，因原徵收土地與中山地政所辦理土地鑑界時，實際使

用面積與原報准徵收面積不符，惟用地範圍不變，不涉及原核准徵收

之實體，報准更正徵收，公告周知。

依據：內政部103年1月3日台內地字第1020383937號函。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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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更正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內政部101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10355514號函核准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本府101年11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

1010199071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3年1月3日台內地字第1020383937號函核准更正徵收。

四、更正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更正徵收土地圖、更正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地價差額清冊（將於公告期滿逕行取出代為繳

回），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本府地政局及南區區公所公開閱覽

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南區城隍里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3年1月10日起至民國103年2月10日止）。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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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繳回

徵收地價補償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

府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更正徵收處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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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二字第1030006711號

主旨：有關本府辦竣地籍清理囑託登記為國有土地之土地，其權利人應自登

記完畢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金，公告

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第二次標售底價：詳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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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土地囑託登記國有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103年1月24日至103年4月24日止共3個月。

三、地籍清理條例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

土地銀行臺中分行之臺中市政府─地籍清理保管款305專戶。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詳如清冊）起

10年內。

五、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發給。

六、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依該土地

或建物第二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

戶之應收利息發給之。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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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0023131

主旨：公告註銷不動產估價師邱仕皇開業證書。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邱仕皇。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地估字第00001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駿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南平路296號8樓之1。

五、註銷原因：遷移至高雄市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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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003034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信鵬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信鵬。

二、執照字號：（99）中市地登字第001343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張信鵬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南陽街97號六樓之4。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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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0022271號

主旨：公告吳函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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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函蓁。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0848號。

三、證書字號：（8 6）台內地登字第02065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威綸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櫻城三街12號2樓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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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30000186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文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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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益。

二、證書字號：（90）中縣字第00073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住玖不動產經紀業有限公司。

四、任職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區美村路1段121號1樓。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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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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特字第10201007611號

附件：修正草案預告總說明

主旨：公告「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五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訂定之。

三、「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

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internet/main/index.aspx）之「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54614。

(四)傳真：04-25279060。

(五)電子郵件：signduck@taichung.gov.tw。

局長  吳榕峯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業於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府授法規字第一Ｏ一Ｏ二二九五六八號令修正發布，並自一百零
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為配合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三條修正暨同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前
項第一款學前教育階段及第二款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以就近入
學為原則。但國民教育階段學區學校無適當場所提供特殊教育者，得經
主管機關安置於其他適當特殊教育場所。」為使具特殊情形之身心障礙
學生交通費補助方式更臻完善，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以提供本市特
殊教育學生適性化的交通服務，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三條修正法規依據。（修正草案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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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釐正申請資格及新增特教類別。（修正草案第四條）
三、補助標準增訂但書規定。（修正草案第五條）
四、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草案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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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202514951號

附件：修正條文草案總說明、草案條文及附表修正對照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3條草案及辦理公聽會，請

周知。

依據：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十條規定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

條規定及本府都市發展局102年11月8日中市都更字第1020180069號函

送「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102年第5次會議紀錄、

102年12月3日中市都更字第1020197271號函送「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102年第6次會議紀錄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修正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十條規定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五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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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說明詳如附件，並已登載於以下網站，敬請自

行下載參考：

(一)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網址：http://www.ud.taichung.gov.tw/）-

公告資訊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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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區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公告之日起十日內以

書面載明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建議內容及理由向本府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地址：403台中市民權路99號。

(三)聯絡人：都市更新工程科 陳姿云。

(四)電子信箱：e6147@taichung.gov.tw。

(五)電話：(04)22289111分機65501-65506。

(六)傳真：(04)22246015。

五、公聽會時間：103年1月21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六、公聽會地點：臺中市政府州廳四樓簡報室（大型）（臺中市民權路99

號4樓）。

七、公聽會程序：如附程序表。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十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辦理都市更新，以促進土地有計畫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 

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以下稱本自治

條例)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制定公布，並自公布日施行。因本自治條例

第十三條附表二規定更新單元規模獎勵部分，不屬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辦法第七條規定之範疇，應屬同法第十條規定，且依同法第十條規定：

更新單元為一完整計畫街廓或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得給予容積 

獎勵，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本自治條例附表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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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獎勵上限值又與前開條文不符而有重複限制獎勵上限情形。為符合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有關獎勵上限規定，爰擬具「臺中市都市更 

新自治條例」第十三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為符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相關規定調整增刪條文部分文字；

附表二名稱部分修正；附表二項次五之獎勵容積額度上限修正及備註欄 

文字修正。

1 

240 24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2 

 

24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243

103年度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補助執
行計畫及自費療育單位名冊 .........................................................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103年度補助民間團體協處勞資爭議實施計
畫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丙字第099756號收據
乙式四聯，因故遺失，聲明作廢..................................................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視導于寶生違法失職案，經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依法議決 ...................................................................................

113

113

118

118

　　資料報銷工作須知」及「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學生志工
服務要點」 ...................................................................................

停止適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各文化、藝術、藝文中心藏
品蒐集管理原則」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各文化、藝
術、藝文中心典藏審議委員會設置原則」...................................

停止適用「臺中市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點」....................
訂定「臺中市活化性別友善地下道整體計畫專案諮詢小組設置

要點」 ...........................................................................................
修正「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英語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名稱並

修正為「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推動委員會設置要
點」...............................................................................................

修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
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編制表」、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第四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編
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編制表」、「臺中
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
峰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編制表」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大甲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
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編制表」、「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和平分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婦幼警察隊編制表」 ....................................................................

修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
年警察隊編制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編
制表」 ...........................................................................................

65

67
67

68

70

72

106

政 令

3 

 



春 字 第 二 期

刊　　　名：臺中市政府公報
發 行 機 關：臺中市政府
編　　　輯：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地　　　址：407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電　　　話：(04)22289111 轉 11122
傳　　　真：(04)22252235
訂閱工本費：公報全年 300 元
公報查詢網址：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上方選單/市政資訊/市政公報
　　　　　　　（網址 http://www.taichung.gov.tw）

※本公報每月十五及三十日發行(遇例假日順延一天）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5 日（星期三）出刊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編輯發行

法 規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春字第 2 期

訂定「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整併作業要點」....................
修正「臺中市合作園收費調整諮詢小組作業要點」 ...........................
訂定「臺中市書法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要點」 ......................................
訂定「臺中市政府加強推動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管考作業要點」 ........................................................................
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

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八條條文勘誤表 ................
修正「臺中市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實施計畫」 ...............................
訂定「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藝級棒獎勵實施要點」 .......................
訂定「臺中市風災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款前段作業規定」 .........................................................
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項保管使

用要點」 .......................................................................................
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廚餘堆肥化堆肥產品販售及領用

要點」 ...........................................................................................
訂定「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典藏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及「臺

中市港區藝術中心藏品蒐集管理要點」 ......................................
訂定「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藏品蒐集管理要點」及「臺中市

葫蘆墩文化中心典藏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
訂定「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圖書資料報銷作業要點」及「臺中

市大墩文化中心學生志工服務要點」，並停止適用原臺中
市立大墩文化中心所訂定之「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圖書

5
8
12

14

16
16
24

33

52

54

57

61

臺中市政府LINE 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