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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236185號

主旨：有關本府103年8月28日公告之『臺中市外埔區廍子社區農村再生計

畫』計畫書名稱誤繕為「臺中縣外埔鄉廍子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特

此更正，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103年8月28日府授農輔字第10301643621號公告辦理。

正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中分

局、臺中市外埔區公所、臺中縣外埔鄉廍子社區發展協會、本府秘書

處

副本：本府徐副市長室、農業局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公告撤銷徵收本府辦理改善梅川改道及便道工程，原核准徵收
北區賴厝廍段22-81地號土地 .......................................................

公告張祐馨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
公告楊文昶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
公告孫志爽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
公告註銷蔣洪鈞地政士開業執照 .........................................................
公告註銷劉水清地政士開業執照 .........................................................
公告張志忠先生申請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換發登記 .......................
預告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草案 .......................
預告訂定「臺中市宗教場所紙錢減量暨集中燃燒辦理規則」草案.....
預告訂定「臺中市低碳商店賣場百貨認證辦法」草案 .......................
預告訂定「臺中市滯洪設施管理辦法」草案 ......................................

141
142
143
143
144
144
145
145
157
161
167

附 錄

更正本府103年8月28日公告之『臺中市外埔區廍子社區農村再
生計畫』計畫書名稱誤繕為「臺中縣外埔鄉廍子社區農村
再生計畫」 ................................................................................... 171



※※※※※※※※

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43349號

制定「臺中市工業園區管理維護自治條例」。

　附「臺中市工業園區管理維護自治條例」。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臺中市工業園區管理維護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7日府授法規字第1030243349號令公布

第一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健全本市開發工業園區之管理維

護，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

經發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工業園區：指臺中市政府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

業區及產業創新條例開發之產業園區。

二、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工業園區管理機構（以下簡稱

管理機構）為維護供公共使用之土地、建築物及設施，

向園區土地使用人（以下簡稱使用人）收取之維護費

用。

三、工業用地：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

稱之生產事業用地、相關產業用地及產業創新條例第

三十九條所稱之產業用地。

第四條　　管理機構得收取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前項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由各管理機構依各該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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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營運成本及收益擬定，報經臺中市政府核定後，依各承購土

地面積計收；承租標準廠房者，依土地承租面積計收。

前項費率得視管理營運成本、收益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之

物價指數變動調整。

第五條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自管理機構接管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

建築物與設施日之次日起計收。

第六條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按月起徵並應於當月末日前繳納，末日

為例假日者，繳納期限順延至下一上班日。

第七條　　使用人逾期未繳納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者，依產業創新條例

第五十三條第三項處理。

第八條　　使用人取得經濟部工業局綠色工廠標章者，於標章有效期限

內，每月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為應繳總額百分之九十八。

第九條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使用人得採預繳方式為之。一次預繳

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預繳金額為應繳總額或前條金額百分之

九十八；一次預繳一年以上者，預繳金額為應繳總額或前條金額

百分之九十五。

第十條　　各工業園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不足時，得由本市工業區開

發管理基金支應。

第十一條　　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工業用地未滿八年，所有權移轉時應繳

納實際交易價金百分之一入本市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取得滿

八年者，應繳納實際交易價金千分之五入本市工業區開發管理

基金。

第十二條　　工業園區內之工業用地，其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檢附經

發局出具同意移轉證明文件，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並由地政

機關於土地登記簿謄本加註臺中市工業園區用地字樣。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經發局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4 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冬字第　5　期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秘廳字第1030243864號

附件：管理要點

主旨：修訂「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要點」，並自即日起施

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隨文檢附「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要點」一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4月16日府授秘廳字第1010061649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6日府授秘廳字第1030243864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管理本府市政大樓監視系統，以

充分發揮其效能及維護府內安全，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府市政大樓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單位為本府秘書處（以下簡稱秘書

處），負責所轄空間監視系統之申裝與管理，包括使用與維護保養

及攝錄資料之建檔、調閱與複製。

三、本要點所稱監視錄影系統，指本府為維護市政大樓安全所設置之影

像攝錄相關設備與系統，但本府各機關自行設置之監視系統，不在

此限。

四、秘書處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系統，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

五、秘書處負攝錄資料保密之責，各監視攝錄資料備份期限，為其主機

備份容量之上限；其管理人員離職或調職後，對在職期間之攝錄資

料仍負保密義務。

六、攝錄資料之影像調閱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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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內調閱：本府各機關填具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監視器攝錄資

料調閱申請表(以下簡稱申請表)，向秘書處提出申請，經核准

後將派員陪同調閱。

(二)府外調閱：需至警政單位報案後，持報案三聯單並填具申請

表，經核准後將派員陪同調閱。

七、攝錄資料之影像複製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府內複製：本府各機關填具申請表，由申請單位之政風(處)室

人員向秘書處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將派員陪同複製。

(二)府外複製：需警政單位持報案三聯單並填具申請表，經核准後

將派員陪同複製。

八、本要點適用於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及陽明市政大樓。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地字第1030236885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成立大會辦理代表宣誓就職典禮與主席

及副主席選舉選務工作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附「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成立大會辦理代表宣誓就職典禮與主席

及副主席選舉選務工作要點」及相關附錄各乙份。

正本：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府民政局(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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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成立大會辦理代表宣誓就職典禮
與主席及副主席選舉選務工作要點

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府授民地字第1030236885號函訂定

壹、總則

一、為規範一百零三年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以下簡稱區民代表會)成

立大會之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以下簡稱區民代表）宣誓就職與主

席及副主席選舉程序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區民代表會成立大會辦理區民代表宣誓就職典禮，定於一百零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時○分在代表會所在地舉行，由臺中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召集；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應於區民代表宣誓

就職典禮後即時舉行，由區民代表會辦理。

貳、區民代表宣誓就職典禮

三、本府依據臺中市選舉委員會公告之區民代表當選人名單，通函召集

各區民代表當選人準時出席宣誓就職典禮與選舉主席及副主席，並

由區民代表會另行通知區民代表當選人。

四、區民代表宣誓就職典禮之主持人，由區民代表當選人互推一人主持

之。

五、區民代表宣誓就職由本府派員監誓。

六、區民代表宣誓應於區民代表會公開行之，由宣誓人肅立向國旗及國

父遺像，舉右手向上伸直，手掌放開，五指併攏，掌心向前，宣讀

誓詞。

七、區民代表宣誓誓詞如下：

. 　　余誓以至誠，恪遵憲法，效忠國家，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職權，

不徇私舞弊，不營求私利，不受授賄賂，不干涉司法，如違誓言，

願受最嚴厲之制裁，謹誓。

八、誓詞應由宣誓人及監誓人簽名蓋章後，送監誓人所屬機關存查。並

副知臺中市和平區公所(以下簡稱本區公所)。

參、區民代表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

九、區民代表會置主席及副主席各一人，由區民代表以無記名投票分別

互選之。舉行選舉時，先投票選舉主席，再選舉副主席。

十、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其主持人，仍由依第四點區民代表宣誓就職

典禮時所推舉之主持人擔任之。選舉時應有宣誓就職區民代表總額

過半數之出席，以得票達出席總數之過半數者為當選。選舉結果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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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選時，應立即舉行第二次投票，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得票相

同時，依本要點第十七點規定之抽籤定之。

. 　　前項選舉，區民代表出席人數不足時，應即訂定下一次選舉時

間，由區民代表會以書函最速件通知區民代表。第三次舉行時，區

民代表出席仍未過半數，但已達區民代表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得

以實到人數進行選舉，並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第二次及第三次選

舉，均應於區民代表宣誓就職當日舉行。

十一、主席及副主席選出後應即宣誓就職，其宣誓就職之主持人，亦由

區民代表宣誓就職典禮時所推舉之主持人擔任之。如主席或副

主席為主持人時，由區民代表會另行依第四點規定，再另互推一

人主持主席及副主席宣誓就職典禮，並由本府核派之人員為監誓

人。其誓詞如下：

　　　　　余誓以至誠，恪遵國家法令，盡忠職守，報效國家，不妄費

公帑，不濫用人員，不營私舞弊，不受授賄賂，如違誓言，願受

最嚴厲之處罰，謹誓。

十二、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由區民代表會行政單位遴派三人至七人擔

任管理員，辦理投票、開票工作，並指定一人為主任管理員。由

代表互推三人至五人擔任監察員，監察投票、開票工作，並由監

察員互推一人為主任監察員。區民代表會行政單位未成立前，由

籌備小組遴派管理員。

十三、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票無效之情事，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六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即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圈選二人以上。

(二)不用區民代表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八)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不用區民代表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 　　前項無效票之認定，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場為

之；認定有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含主任監察員)表決之。表決

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應為有效。監察員於行使表決爭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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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票，而涉及自身利益時，應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迴

避，並另推選監察員一人補充之。

十四、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票由區民代表會依下列方式印製：

(一)選舉票得比照區民代表選舉票規定式樣印製，號次欄、相片欄

得刪除。

(二)候選人姓名將全體區民代表姓名依區民代表當選人名單公告之

順序，在適當長度下由區民代表會自行決定，視候選人多寡，

以一排或二排或三排之方式橫列印製，分排橫列時上下之間隔

至少應達一公分。

(三)選舉票應冠以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第一屆主席(副主席)選舉

選舉票，名稱分主席及副主席二種分別印製各二套，其上並加

蓋代表會印信。

十五、投票人領取選舉票時應在選舉人名冊上簽名或蓋章。經唱名三次

未經到場領取選舉票時，視同棄權。投票完畢應即當場開票。

十六、開票完畢後應將選舉票按用餘票、有效票、無效票及選舉人名冊

分別包封，並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於封口處簽名或蓋

章，交由區民代表會保管六個月，除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行使職權

外，任何人不得開拆。如有訴訟者，應保管至訴訟程序終結為

止。

十七、主席及副主席選舉，如經第二次投票，得票數相同時，應以抽籤

決定，其抽籤方式如下：

(一)先依經公告之區民代表當選人名單順序抽籤決定抽籤順序。

(二)依前款抽籤抽定之順序先後，抽籤決定是否當選。

十八、印信交接於區民代表會併同區民代表宣誓就職典禮與主席及副主

席選舉程序舉行，於主席宣誓就職後致詞前由本府派員監交。

十九、本要點第十八點所定之致詞係指新當選之主席致詞。

二十、主席及副主席選出後，應即由區民代表會造具選舉結果清冊及當

選人名冊各一份，先行傳送本府，並於三日內備文將上開表件、

主席及副主席最近二吋半身彩色相片三張函報本府發給當選證

書，並由代表會函知本區公所。

肆、附　則

二十一、區民代表會辦理區民代表宣誓就職典禮與主席及副主席選舉事

務，應事先妥為規劃並視實際需要，自行訂定實施要點及任務

分工表，函報本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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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區民代表會辦理本要點工作，得協調本區公所調用人員支援。

二十三、區民代表會通知區民代表宣誓就職典禮報到時，應請其攜帶本

府寄發之召集函、本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並不得攜帶危險物

品或影響秩序維護之物品入場。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財務字第1030239295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行政罰鍰案件作業要點」，並自即

日起生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行政罰鍰案件作業要點」修正後條

文及修正對照表各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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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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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財務管理

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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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行政罰鍰案件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6月24日府授財務字第1000120228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1年2月24日府授財務字第101002967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9月5日府授財務字第101015495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0日府授財務字第1030239295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高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

關）行政罰鍰案件執行績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各機關行政罰鍰案件之開單、管理、送達、催繳、分期繳納及

債權憑證管理作業，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之規定辦

理。

三、依法裁處行政罰鍰之案件，各機關應將裁處書及繳款書一併送達受

處分人。.

. 罰鍰應由繳款人持繳款書至本府市庫代理銀行或代辦機構繳納。但

情況特殊需由各機關自行收納者，應專案報請本府核可，並依臺中

市市庫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期限，解繳市庫。

四、行政罰鍰裁處書及繳款書之送達方式，依行政程序法有關送達之規

定辦理。.

五、各機關對於屆期未繳納之行政罰鍰案件，除其他法令規定應經催繳

者外，依行政執行法規定，移送強制執行。.

六、各機關辦理行政罰鍰案件應設置登記簿(或電子檔)，逐案登錄受處

分人名稱、裁處書日期、文號、金額、繳納期限、移送強制執行或

取得債權憑證等情形，並由專人控管，列入移交。

七、債權憑證之保管、清理及帳務控管規定如下：

(一)各機關承辦人員收到債權憑證時，應先檢查憑證內容各欄記載

是否正確，如有錯誤或不符者，應即函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

分署更正；行政罰鍰執行業務委託本府法制局(以下簡稱法制

局)者，由法制局逕行辦理。

(二)各機關取得債權憑證後，除影印一份併案歸檔外，應列冊指派

專人或交由出納單位存放於各機關保管品專戶保管，並將該憑

證影本或造冊列表通知會計單位據以登帳；行政罰鍰執行業務

委託法制局者，該憑證正本由法制局列冊管理，影本(或電子

檔)送原機關據以辦理本款業務。

(三)出納單位應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底前列印債權憑

證保管清冊，送業務單位核對；行政罰鍰執行業務委託法制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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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者，由法制局提供債權憑證保管清冊，送原機關核對，原

機關核對結果有錯誤或遺漏應通知法制局。

(四)債權憑證管理人員每年應定期全面清理債權憑證，清查受處分

人財產及所得資料，即時再移送強制執行。請求權時效或法定

執行期間屆滿前六個月，得視實際需要再辦理清理作業，並將

每次清理結果裝訂成冊，備供查核及列入移交。

(五)本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處，得依其業務特性另訂債權憑證保

管、清理及帳務控管規定。

八、債權憑證應妥善管理。如屆法定收繳期限或逾行政執行期限而有辦

理註銷之必要時，應查明管理、催繳程序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並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註銷經費賸餘－待納庫（押金、材料）

及應收歲入（保留）款會計事務處理作業規定辦理註銷作業。

. 債權獲償或因前項以外之情形消滅時，各機關承辦人員應即辦理實

收繳庫並通知會計單位辦理帳務處理。

. 前二項情形，各機關債權憑證管理人員應將該憑證另行抽出裝訂成

冊歸檔。

九、各機關對於受處分人因經濟狀況、天災或事變，致無法一次繳清應

繳罰鍰者，得同意其於移送行政執行前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延繳或分期繳納。

. 前項延繳或分期繳納期間不得逾三年，並應於請求權時效屆滿前六

個月繳納完畢。

. 第一項分期繳納，每期應繳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二千元。

. 各機關得不受第二項規定，依其業務特性逕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報

經本府同意另訂分期繳納作業規範。

. 經核准延繳或分期繳納者，其任一期應納數額未如期繳納者，逕依

第五點規定辦理。

十、各機關每年應自訂應收未收行政罰鍰清理催收計畫並定期檢討執行

績效。

. 各機關裁罰之行政執行業務移由法制局統合執行之應收未收行政罰

鍰清理催收計畫，由法制局訂定並檢討執行績效。

. 辦理行政罰鍰收繳作業有具體績效者，由各機關依規定簽報獎勵。

十一、各機關每年應依案件之年度及科目別編製應收未收行政罰鍰情形

彙整表(如附表一至附表五)，於規定期限前，以一級機關別彙總

簽報機關首長核定，並副知本府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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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設字第1030236454號

主旨：訂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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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北屯區公所、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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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委員會、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

工程科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府授都設字第1030236454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為辦理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以下簡稱本特定區）應

送景觀審議地區之景觀審議作業，以標準行政流程及審查書圖格

式，並提昇審議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執行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三、本要點之用語定義如下：

（一）開發單位：指辦理建築開發之業主或建設公司，代表人為建築

物之起造人。

（二）設計單位：指由開發單位委託辦理設計業務之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顧問公司或景觀規劃設計公司，代表人為受託事務所或公

司負責人。

四、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並依「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規劃設

計審查收費標準」繳納規費，向都發局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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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託書。

（三）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報告書（以下簡稱報告書）。

.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應載明基地座落地段、地號及使用用途、開

發單位名稱、地址及代表人簽章及設計單位名稱、地址、營業證書

字號及代表人簽章。

. 　　申請案如需辦理水土保持計畫者，應另檢附水土保持計畫審核

通過之證明文件。

五、景觀審議報告書應包含下列書圖，並依序排列：

（一）申請表（附件二）、書件檢核表（附件三）。

（二）基地位置圖：應載明基地位置、範圍、使用分區及附近道路名

稱與現況，且須包含以基地為中心之半徑三百公尺範圍。

（三）基地現況圖與周邊環境特徵說明：應載明基地地形地勢、..................

面臨道路與周邊道路寬度、基地主要出入口與鄰地出入口、毗

鄰建築物高度或樓層數及基地內現有植栽景觀。

（四）大坑風景特定區淺崩塌地套繪圖：坡向圖、五千分之一坡地防

災環境地質敏感資料庫之基地套繪圖。

（五）現況照片：建築物周邊整體環境、基地現有植栽。

（六）平面配置圖：應標示基地範圍、地形及高程，並於圖面表達建

築物座落位置、開放空間與法定空地留設位置、基地內外動

線、各類出入口與周邊道路之關係。

（七）景觀設計圖：應表明基地之地形、整地、動線、植栽配置、喬

木灌木位置、排水、水循環系統及照明設備等相關位置圖。

（八）綠化與植栽設計圖：植栽配置圖、植栽表、澆(滴)灌排水系統

及綠覆率計算圖。

（九）建築設計圖：建築平面圖、各向立面圖，應註明建築物外牆形

式、材質、色彩及立體綠化設計，並表達建物與周邊環境之關

係。

（十）其他應檢附之文件。

六、第四點之申請案屬變更設計者，應檢附變更設計申請書及變更設計

報告書。

. 　　前項變更設計報告書應包含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許

可案件變更設計檢討表（附件四）、變更前後之申請表及圖面，變

更圖說需以紅色雲朵符號標註，並加註變更設計項目說明。

七、景觀審議及變更設計報告書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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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以A3橫向橫式，以彩色雙面列印製作。

（二）封面應標註案名、開發單位、設計單位及基地座落地段號。

（三）統一加註頁碼。

八、都發局受理各階段申請案時，應查核所附之圖說、文件及書表，其

有不合規定者，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因故無法於期限內補正者，

得敘明理由以書面申請展期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 　　逾期未補正或申請展期者，駁回其申請。

九、都發局受理本特定區申請案，於審查相關圖說及文件齊備後，依規

辦理審議程序如下（如附件五）：

（一）由總幹事召集幹事召開會議審查，並經審查通過，或依審查意

見修正，提送委員會審議。

（二）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並依歷次審查會議決議修正後，申請人

應於會議紀錄發文日起六個月內提送經開發單位及設計單位簽

章用印之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審定書（以下簡稱審定書）

至都發局審查。

（三）前款審定書不得以影本、複本或其他方式代之。

（四）審定書審查通過後，申請人應提交通過之審定書核定版及歷次

會議簡報之電子檔案光碟三份至都發局以供存檔。

. 　　前項審議程序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者，得採簡化程序，經本

委員會之幹事先行書面檢核後，送本委員會審查（如附件五）：

（一）申請建築之總樓地板面積三千平方公尺以下或建築戶數十五戶

以下者。

（二）第二種或第三種遊憩區申請建築之總樓地板面積三千平方公尺

以下者。

（三）公有建築及公共工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小組審查通過

者。

十、第九點第一項第二款之審定書，申請人因故無法於期限內提送者，

得敘明理由以書面申請展期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逾期者未提送

者，駁回其申請。

十一、申請案審議會議規定如下：

（一）議程原則以各案受理期日及時間順序排定，並依序審查。

（二）議程審查時，設計單位逾期未到場，得延至該次會議最後一

案審議，若會議結束仍未到場者，另行排定會議時間。

（三）幹事審查時設計單位應予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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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員會議審議時，開發單位應應予列席，並由設計師或設計

建築師備妥申請案簡報、基地周邊環境模型及草模，親自簡

報，簡報時間十分鐘。

（五）前款設計師或設計建築師設計師或設計建築師因故不克出席

者，應出具委託書並委託代理人出席。如未檢附模型者，另

行排定會議時間。

（六）臨時動議案，須於開會一週前申請，並經主任委員同意，始

得列入臨時動議議程審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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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管字第1030243308號

附件：見說明一

主旨：檢送「臺中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要點」修正為「臺中市建築

物室內裝修審查機構作業事項規範」條文等一份，業奉核定，發布施

行，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旨揭作業事項規範總說明、規範條文、申請表格及修正條文對照

表一份供參。

二、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法制局建立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除外)

副本：本局秘書室、本局使用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臺中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機構作業事項規範

中華民國100年1月26日府授都建字第099100354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7月11日府授都管字第1000132882號函修正第11點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府授都管字第1030243308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審查機構，係指經內政部指定置有審查人員執行室內裝修審核

及查驗業務之臺中市建築師公會、臺中縣建築師公會或專業技

術團體，並經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核備而得於臺

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執行業務者。

(二)簡易室內裝修，係指依本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申請室內裝修建

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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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府委由審查機構辦理室內裝修之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應由雙方

訂定契約，明定雙方權利、義務及責任之劃分。

四、審查機構辦理室內裝修之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應依本辦法第七條第

一項及本規範規定，擬訂作業事項並載明工作內容與應負之責任及

義務，報請都發局核備。

五、除休閒娛樂服務業及電子遊戲場業外，申請簡易室內裝修之建築

物，其申辦程序如下：

(一)裝修圖說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

人員簽章負責，免申請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如涉及分間牆變更

者，應依本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

(二)消防安全設備於申報施工及工程完竣審查時，由消防設備師或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簽證負責，免送本府消防局(以

下簡稱消防局)審查。

(三)施工完竣後由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室內裝修專業施工技術人

員查驗簽章。

. 前項第二款簽證文件副本應送消防局備查。

六、審查機構辦理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應指派具有本辦法規

定審查人員資格者為之，並應將審查人員造冊送都發局備查。

七、審查機構於本市設有分支機構者，得以各該分支機構為受理申請單

位辦理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但應以審查機構名義行之。

八、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作業流程如附表一、附表二。

. 簡易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作業流程如附表三、附表四。

九、審查機構圖說審核，應依下列辦理：

(一)申請書圖文件應齊全。

(二)室內裝修及使用材料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三)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應符合規定，

不得有破壞或妨害情形。

十、審查機構竣工查驗，應依下列辦理：

(一)現場查核與圖說相符。

(二)使用之防火材料應附具檢測合格之證明文件及出廠證明。

. 符合本規範第五點規定者，經審核其申請文件齊全後，發給室內裝

修合格證明，得免現場查核，必要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十一、本辦法第二十七條所定改正期限為六個月；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

定修改期限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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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室內裝修施工期限自核發施作許可函起六個月為限，申請人因故

未能如期完工時，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六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其許可文件

自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但因工程鉅大或情形特殊，經都

發局核可者，不在此限。

十三、審查機構應設審查小組，就所受理申請案(審核圖說及竣工查驗)

實施複查，每半年複查一次，其複查件數不得少於總申請案之十

分之一，複查結果應報都發局備查。

十四、室內裝修相關書表，依內政部訂頒之格式辦理；必要時審查機構

得報請都發局補充之。

十五、都發局得就審查機構審核及查驗合格之案件實施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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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302184661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現有巷道廢道改道處理原則」及

公告（如附件）各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請本府秘書處將發布之旨開原則規定及公告刊登市政府公報及張貼本

府公告欄。

二、請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灣省臺中農田水利會、臺灣省南投農田水利會、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

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臺中市東勢區公所、臺中市大

里區公所、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臺中市大甲區公所、臺中市大安區公

所、臺中市外埔區公所、臺中市清水區公所、臺中市梧棲區公所、臺

中市沙鹿區公所、臺中市龍井區公所、臺中市大肚區公所、臺中市烏

日區公所、臺中市霧峰區公所、臺中市后里區公所、臺中市神岡區公

所、臺中市大雅區公所、臺中市潭子區公所、臺中市石岡區公所、臺

中市新社區公所、臺中市和平區公所、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室、都計測量工程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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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302184662號

主旨：修正公告「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現有巷道廢道改道處理原則」，

並自公告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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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臺中市政府100年11

月30日府授都工字第10001798081號公告權限劃分由都市發展局執行事

項(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都市發展局及各區公所。

二、規定內文:如附件。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現有巷道廢道改道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100年1月26日府授都建字第0991003545號函頒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0日府授都測字第10302184661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配合本市都市發展及都市計畫道路開

闢情形辦理廢道改道事宜，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內既成道路廢道及下列地區之非屬都市計畫道路

用地之現有巷道申請廢道、改道，不予受理：

(一)應辦理細部計畫尚未發布實施地區。

(二)應辦理市地重劃地區。

(三)應辦理都市更新地區。

(四)應辦理區段徵收地區。

(五)禁建地區。

(六)都市計畫書規定應辦理整體開發地區。

(七)其他依法應不予受理地區。

. 　　前項不予受理地區，如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所管轄目的

事業作業需要，申請辦理公告該等地區及銜接區域之現有巷道廢

道、改道者，不在此限。

三、本府都發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受理現有巷道土地所有權人、巷道兩

側相關土地權利關係人申請現有巷道廢道、改道時，應審查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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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如下:

(一)申請書

1、申請人姓名、通訊地址及電話；非屬土地所有權人者，應檢

附委任書。

2、申請廢道、改道土地全部地號及位置。

(二)測量成果圖及會勘圖資

1、申請基地及圖資標示範圍應包括一個街廓及其鄰接計畫道路

或分區界線。

2、道路現況彩色相片。

3、三個月以內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土地登記謄

本、地籍圖謄本。

(三)廢道、改道兩側土地所有權人全部名冊及地址。但申請改道

者，應檢附新設巷道土地所有權人供公眾通行及變更地目為道

或捐獻土地為道路使用之同意書。

四、都發局受理同時申請現有巷道之廢道及改道者，於審查核准前，應

審查事項如下：

(一)申請改道部分，應將新設巷道開闢完成供公眾通行之日起，其

土地所有權人不得為違反供公眾通行之使用。

(二)原巷道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新設巷道開闢供人通行，並辦理變更

地目為道或將新設巷道土地完成捐獻於本府並辦妥移轉所有權

登記手續之日起，始得核發巷道廢道證明。

　　前項所稱新設巷道開闢完成，係指新設巷道應依市區道路條例

第一條規定主管權責，經建設局審查符合道路設置規定，並檢附道

路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證明文件。

五、都發局辦理會勘作業應審查事項如下:

(一)街廓之長、短邊距離超過二百公尺以上時，應標示申請基地周

邊一百公尺以上之都市計畫位置及範圍圖、道路、邊溝現況測

量圖及地籍套繪圖。

(二)著色分別標明申請廢道、改道之道路位置及範圍界線、現況道

路、道路邊溝(含暗溝)(灌、排水設施)邊界線及其排水方向、

道路邊毗鄰建築物範圍及其出入口。

(三)都市計畫範圍圖(以細部計畫圖為主)及地籍套繪圖之比例尺，

應與都市計畫圖及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地籍圖相同，但範圍圖比

例尺標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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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路現況彩色相片，能全部通視道路狀態及兩側建築物出入口

為原則，並於道路現況圖上標示照片拍照位置及方向。

(五)申請廢道之現有巷道範圍經實地現勘認定不明確而無法勘查確

認時，應限期申請人依相關道路證明圖資範圍或其主管機關確

認回復道路範圍後重新會勘。

六、現有巷道之廢道、改道申請案，現場勘查機關或單位權責劃分如

下：

(一)臺中、南投農田水利會：有無影響農田灌溉及排水。

(二)本府建設局：有無影響市區交通及市區排水(道路邊溝)。

(三)本府交通局：有無影響區域性交通、交通管制及防護設施之設

置、協調及管理維護。

(四)本府水利局：有無妨礙區域排水、都市土地山坡地範圍內農路

設置管理。

(五)本府農業局：有無影響農地利用及管理。

(六)本府地政局：有無影響農地重劃增設道路、農地重劃區農水路

管理維護使用。

(七)都市發展局：

1、有無影響已核准建築基地未鄰接道路通行（建造管理科）。

2、有無妨礙都市計畫書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城鄉計畫科

或綜合企劃科）。

3、廢道、改道案件綜合審核作業（都計測量工程科）。

(八)本市各區公所：有無影響下列事項:

1、市區道路及鄰里巷道之公眾通行、妨礙交通及側溝管理審查

事項。

2.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協調及管理維護。

(九)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指界、圖地是否相符。

七、現有巷道於廢道、改道後之巷道寬度應合於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二十條所規定之寬度，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改道後之寬度大於原有寬度且整齊規則者。

(二)改道後之路線不得較原有道路迂迴彎折。

(三)廢道、改道後不得影響當地之公共通行等情事。

(四)改道之土地不得妨礙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五)廢道後不得造成已核准建築基地未鄰接道路通行。

八、申請廢道之土地為公有土地者，得由都發局轉請該公有土地管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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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確認是否同意由該公有土地所在道路毗鄰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辦

理廢道。

九、申請現有巷道之廢道、改道，應公告三十天，徵求異議，並於現

場、當地區公所、里辦公室(處)及都發局張貼公告。

十、於公告徵求異議之日起十日內，申請人應掛號通知公告廢止巷道所

臨兩側土地所有權人，並於公告期滿前檢送全部通知名冊及地址之

證明文件正本至都發局；必要時，得由都發局於公告時併同副知擬

廢止巷道所臨兩側土地所有權人。

十一、公告事項應敘明異議人應於公告異議期間以書面向都發局提出異

議，並載明理由、通行期間、通行必要性、所有土地地段地號及

土地所有權人及居住通行事實狀態證件、姓名、住址、連絡電話

(三人以上聯名提出時，請指定代表人及製作異議人名冊)。但經

本府建設局、交通局、水利局、區公所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單位確認有影響或妨礙公眾通行時，得免經公告程序逕予退回

申請。

十二、現有巷道之廢道、改道經完成公告徵求異議後，無異議者核發給

廢道、改道證明，有異議者提交臺中市政府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

員會審議。

. 臺中市政府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於審議異議案件時，於不影

響或妨礙公眾通行或民眾既有信賴保護原則，得修正或不同意廢

道、改道範圍。

十三、現有巷道寬度大於都市計畫道路，計畫道路依計畫寬度開闢完

成，其兩側剩餘非都市計畫道路土地部分，如無妨礙都市計畫及

供公眾通行之必要時，得由道路主管機關、當地公所或相關毗鄰

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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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30238689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有關本府103年11月27日府授都計字第10302386891號令修正「臺中市

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第六點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第六

點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一份（如附件）。

二、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本府法制局惠予協助上傳本府

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台中市建築師公會、台中縣

建築師公會、台中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建築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台中市地政士公會、台中縣地政士公會、台灣省都市計畫技

師公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302386891號

修正「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第六點，並

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第六點

規定。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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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 
作業要點第六點修正規定

103年3月11日府授都計字第10300387982號令修正發布

103年9月15日府授都計字第10301447841號令修正發布

103年11月27日府授都計字第10302386891號令修正發布

六、下列各款土地不得為接受基地：

(一)位於農業區、河川區、風景區、保護區或其他非都市發展用地。

(二)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但捷運系統用

地不在此限。

(三)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原臺中市轄區內之第一

種住宅區。

(四)基地臨接已開闢寬度未達十五公尺以上之道路者；但基地同時面

臨計畫道路寬度達十五公尺以上，及已開闢之一條計畫道路或經

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寬度達十二公尺以上之道路者，不在此

限。

(五)基地面臨已開闢寬度達十五公尺以上道路但基地臨接該道路之面

寬未達十公尺者。

(六)臨接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土地。

(七)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告之山坡地。

(八)未依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規定辦理補照的擅自建造之

建築物。

(九)本市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十)因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之地區，經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設會決議，並由本府公告禁止容積移轉

地區之土地。

(十一)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列為禁限建區域之土地。

前項第四款土地之認定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文。

60 6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冬字第　5　期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247165號

附件：如文(詳見行政院公報第020卷第227期；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gazette.nat.gov.tw/).

主旨：「農會人事管理辦法」，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03年11

月28日以農輔字第1030023122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茲檢附發布令影本

（含法規命令條文）1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年11月28日農輔字第1030023126號函辦理。

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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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婦字第103011704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訂「臺中市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實施計畫」一份，並

追溯自103年1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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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均含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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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00年1月3日中市社婦字第099100063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9月1日中市社婦字第100007262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12月19日中市社婦字第100009540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月22日中市社婦字第101010465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中市社婦字第1030117047號函修正

一、本計畫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

條第五項、第六項及第十項規定，及臺中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第一條至第六條及第十四條至第十七

條，訂定之。

二、本計畫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三、目的：為加強協助弱勢家庭無力撫育之子女，改善其生活、度過困

境，免於因經濟困難造成生活擔憂，可得生活上扶助，使其健康成

長。

四、生活扶助之補助對象如下：

（一）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或實際居住於本

市之未辦理戶籍登記、無國籍、未取得居留、定居許可前之兒

童及少年，年滿十五歲未繼續升學者除外，且未獲政府所提供

其他項目生活補助及未接受公費收容安置者，並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1、遇困境之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

2、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

3、因父母雙亡、一方監護或一方死亡、失蹤、離異、遭遇重

大傷病或因案服刑中，以致生活遭遇困難之兒童及少年。

4、經法院判定負監護教養之人且生活遭遇困難之兒童及少

年。

5、非婚生子女且生活遭遇困難之兒童及少年。

6、其他經社會局評估無力撫育及無扶養義務人或撫養義務人

無力維持其生活之兒童及少年。

（二）第一款第一目之遭遇困境定義如下：

1、父母一方非自願性失業，非自願性失業者須檢附非自願離

職證明；逾兩年者需出具持續至就業服務站求職之登記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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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2、戶內兒童及少年患有重大傷病。

3、父母一方患有重大傷病致無法工作。

（三）扶助對象如有因特殊疾病無法就學得以申請；於外縣（市）就

學者得以申請；本計畫所指其他生活補助：低收入戶兒童生活

補助、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生活津貼、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

急生活扶助、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

補助、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等。

（四）第一款第二目所指懷孕為三個月以上，並需檢附醫師開立證

明；其子女分娩後登記戶籍完成，得列入受補者資格，需主動

提出申請。

（五）第一款第三目失蹤係指已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並登記為失蹤人

口達六個月以上；父母離異，前配偶與本人、子女同戶籍含同

址分戶及共同生活戶者，非本計畫補助對象；所稱服刑，係指

判決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確定，應附在監證明相關文件；重大

傷病證明需附區域醫院以上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並敘明短期內三

個月以上無法工作，但其重器障極重度者或符合特定身心障礙

範圍免附。

（六）受補助者之戶籍設於戶政事務所，但未提供實際居住本市之相

關證明者，視為未實際居住本市。

（七）申請生活扶助者，應由兒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填具

申請表，申請表上需填寫前配偶、一等親直系尊親屬姓名及身

分證字號，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若因特

殊事由無法親自申請，需提出證明文件及委託書由三等親屬代

理申請：

1、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但申請人可提供所有家庭應計算

人口之身分證字號者，不在此限。

2、受補助者郵局存簿影本。

3、申請人身分證（或有效期間內之居留證）及印章。

4、其他經社會局指定之文件。

前款第一目所指全戶戶籍謄本為申請人、受補助人之家庭全戶戶籍

謄本。

五、本計畫所稱家庭總收入，係指全家人口之工作收入、存款利息、不

動產收益及其他收入之總額，申請資格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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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計畫第四點第一款第一目中低收入戶審查規定為本市法定中

低收入戶補助。

（二）本計畫第四點第一款第二目至第六目申請資格，應符合下列各

項條件：

1、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

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一點五倍。

2、全家人口動產（含存款、有價證券、股票、投資等）平均

分配每人未超過新台幣十五萬元。本金由存款利息推估，

以當年度台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

3、全家人口之不動產（土地、田賦、房屋）公告現值合計未

超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者，另依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二

規定之土地，不列入家庭不動產計算。

4、如申請事由為父母死亡且死亡時間未超過二年者，須檢附

其財稅資料並列計動產及不動產，工作收入則不列計。

六、本計畫所稱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範圍如下：

（一）申請人因非婚生子、失蹤、因案服刑中，應計算人口為本人、

子女、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之申請人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及受

補助者之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二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

（二）申請人者一方監護或一方死亡、離異，且確定監護權歸屬者，

應計算人口為本人、子女、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之申請人一親等

直系血親尊親屬及受補助者之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二親等直系血

親尊親屬，共同監護子女將不列計亦不補助。

（三）因受補助之兒童少年之父母雙亡者，申請人為法判監護權者，

應計人口為監護權者、受補助者及受補助者之同戶籍含同址分

戶二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

（四）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對兒童少年有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四十九條等濫用親權行為，經主管機關委託親屬家庭收容者，

應計人口為受補助者及受補助者之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二親等直

系血親尊親屬。

（五）經協議監護權歸屬祖父母者，則祖父母其中一方須年滿六十五

歲以上、單親或無工作能力者始得提出申請；經法院判定監護

權歸屬者，則無論是否年滿六十五歲以上、單親或無工作能力

者，皆可提出申請，應計算人口為本人、配偶及受補助者，若

受補助者之生父、生母有共同生活或同戶籍含同址分戶則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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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列計。

（六）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應計算人口為申請人

本人子女、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之二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及受補

助者之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三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

（七）申請人遭遇重大傷病，應計算人口為本人、配偶、子女、同戶

籍含同址分戶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及受補助者之同戶籍含

同址分戶二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

（八）申請人再婚者，應計算人口為本人、現任配偶、子女、同戶籍

含同址分戶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及受補助者之同戶籍含同

址分戶二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排除列計現任配偶之父母；除

申請人再婚後與配偶共同監護、同戶籍含同址分戶或由現任配

偶收養者，不適用本補助對象。

（九）上述條款如有下列情況者得依下列規定認定：

1、若申請人子女已成年者，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之未婚子女應

列入人口計算範圍，已婚者將不列計，不同戶之已婚或未

婚子女亦不列計。

2、受補助者如有被其他親屬認列綜合所得稅撫養親屬免稅

額，須檢附納稅義務人財稅資料並列入計算。

3、如夫妻尚未離異當年度致必須合併報稅者，則免計前配偶

之財稅資料；如離異後隔年前配偶仍認列其子女為撫養親

屬者，則不符合本補助之申辦對象。

七、所稱有工作能力，指十六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全家人口中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工作能力；但有工作收入者則依實際收入

計算：

（一）未滿十六歲或年滿六十五歲。

（二）年滿十五歲以上至二十五歲以下就學者須檢附在學證明，就讀

高中(職)夜間部或進修學校致不能工作者，認定為無工作能

力；就讀空中大學、大學院校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

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學校者，仍屬具工作能

力。

（三）身心障礙中度以上（含）致不能工作。

（四）婦女懷胎六個月以上至分娩後二個月內致不能工作，或懷孕期

間經醫生診斷不宜工作。

（五）罹患重傷、病需要三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者；及需照顧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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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親屬致不能工作者。

（六）獨自扶養六歲以下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致不能工作。

（七）其他特殊情形，經區公所審核人員認定無法工作者。

（八）受監護宣告。

依前項第三款所稱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之範圍，依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前項第五款規定主張無工作能力者，同一扶助家庭以一人為

限。

八、全家人口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計入全家人口，亦不核算其所

得、動產及不動產：

（一）尚未設有戶籍的非本國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

（二）應徵（召）在營服役者。

（三）在學領有公費者。

（四）因案服刑、保安處分或其他依法拘禁者。

（五）失蹤六個月以上經警察機關證明者。

九、家庭總收入之工作收入計算方式，計算基準如下：

（一）已就業者，依序核算：

1、依全家人口當年度實際工作收入並提供薪資證明核算，低

於基本工資以基本工資列計。

2、無法提出薪資證明者，依最近一年度之財稅資料所列工作

收入核算。

3、最近一年度之財稅資料查無工作收入，且未能提出薪資證

明者，依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每人月平均

經常性薪資核算。

4、未列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者，依中央勞

工主管機關公布之最近一次各業初任人員每月平均經常性

薪資核算。

（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依基本工資核算。但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認定失業者或五十五歲以上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媒介工作三

次以上未媒合成功、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全日制職業訓練，其

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入，所領取之失業給

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仍應併入其他收入計算。

（三）未提供實際工作收入證明或最近一年財稅資料查無工作所得或

未就業者：

1、十六歲以上未滿二十歲或六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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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收入依其核算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計算。

2、身心障礙者，工作收入依其核算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計

算；若取得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敘明無法工作者則視為

無工作能力。

十、符合本計畫補助之兒童少年，每人每月發給生活扶助費新臺幣

一千九百元整。

十一、已接受政府公費安置或領取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

貼者，其金額度低於前條規定金額者，得補助其差額。

前項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由社會局認定之。

十二、定期辦理申請人資格查核，每兩年至少辦理一次。

十三、申請本計畫補助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停止補助或不予補

助；已領取者，應命其返還並停止其補助，申請人拒不繳回經催

繳仍不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一）年滿十八歲或就讀國民中學畢業未繼續升學者、接受職業訓

練、軍校者。

（二）國民中學、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肄業或輟學者。

（三）重複或以虛偽不實文件申請同性質之各項補助。

（四）經區公所人員訪視結果不符合社會救助精神者。

（五）接受扶助之原因消滅。

（六）拒絕或隱匿提供社會局或區公所要求之資料者。

十四、申請流程及扶助款之核發，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區公所辦理申請案件應以隨到隨辦為原則，符合第四點規

定者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逕向受補助者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二）申請人及其家屬之各類所得、稅籍證明及財產資料，由各區

公所統一造冊，得請國稅局及稅捐稽徵單位依稅捐稽徵法提

供。如有需要提供其他戶籍資料，由區公所逕向戶政單位洽

詢，若為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負責人章。

（三）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依本計畫儘速辦理調查及完成審核作

業，並應將核定結果函知申請人。如申請人對審核結果有不

服時，應於文到一個月內向區公所提出申覆，申覆以一次為

限，逾期視同放棄；經區公所重新審核核定符合者，得以追

溯自申請案件備齊日生效。

（四）申請人備齊證件提出申請當月即發給生活扶助費，資料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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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者，以應備文件補齊資料日期為申請日；經區公所審核後

於每月三十日前送達社會局(以收文日為準)彙整，逾期送件

自次月份起生效。

（五）若申請人情況特殊，可由區公所人員實地訪查，並於特殊記

載欄位中註記作為審核依據。

（六）各區公所應將申請資料確實建檔、登錄系統進行審核，並按

每月三十日造冊送社會局統一彙整，遇例假日提前一日送

達，社會局依每月發放清冊將扶助款項於十日撥付入帳。

（七）國中以上在學者，應先完成註冊手續並加蓋該學期註冊章，

始得辦理；國中在學應屆畢業擬繼續升學者，若於學期交替

期間提出申請，因學期結束無法檢附學生證明者，請檢附畢

業證書文件，依規審核通過後將核定至當年度八月，並於當

年度十月三十一日前補齊升學後之證明文件，符合資格者將

延續補助，逾期未提出證明者將註銷資格。

（八）如有特殊情事者，該納稅義務人可依規定於公所通知一個月

內補繳認列稅額，至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重新提出申請，得

以追溯原備齊日起生效，逾期者補件當日起算。

（九）區公所受理申請時應確實審核，社會局得就區公所核定結果

予以抽核。

（十）有關辦理本項業務執行有功或不力之專責人員，於年度結束

後依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及各機關

之工作獎懲規定辦理敘獎或懲處。

（十一）受補助者之權利義務行使人或法定監護人，應於申請調查

表上簽名或蓋章，並填寫申請日期，以確認資料屬實。

（十二）如有檢舉、通報及陳情申請資格與事實現況不符之情事

者，區公所應派員(社建課人員或里幹事)進行實地訪查

並將結果函覆申請人並副知本局，如有不實應立即停止補

助。

（十三）若申請人欲申請相同性質補助，應從優辦理，避免溢領狀

況發生，如申請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特殊境遇家庭之

子女生活津貼、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身心

障礙者生活補助等不符合案件，轉申請本補助得以追溯自

上述補助申請日生效。

十五、受補助兒童及少年如有戶籍或家庭內人口異動時，區公所應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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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逕行比對，辦理原則如下：

（一）兒童及少年戶籍遷出本市者：區公所函知申請人至遷入地之

區公所重新提出申請並副知遷入地之區公所，區公所應於遷

出日次月註銷資格並停止補助。

（二）兒童及少年戶籍於本市內遷徙者：區公所函知申請人並副知

遷入地之區公所，並請申請人儘速至遷入地之區公所補齊異

動資料(如最新戶籍謄本等)，若於一個月內補齊且核定資格

不變者，則予以追溯至遷出日當月，逾期則以新案辦理。

（三）兒童及少年家庭內人口異動者：申請人應於一個月內主動通

知原申請之區公所申報，區公所並應重新審核其補助資格。

（四）戶內人口如有異動、受補助者死亡、滿十八歲等情事致不符

合補助資格者，則以事實發生日次月註銷並停止補助。

十六、本計畫所需經費由中央補助部分經費及本府編列相關預算項下支

應。

十七、本計畫自一百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239125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獎勵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請　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臺中市政府獎勵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及

修正對照表各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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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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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獎勵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7日府授人考字第099100038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1月24日府授人考字第102001724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4月10日府授人考字第102006200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5月23日府授人考字第103009657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0日府授人考字第1030239125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激勵士氣，提升行政效能，表揚本

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模範公務人員，特依公務人

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各機關編制內人員，最近三年具有下列事蹟之一者，得選拔為模範

公務人員：

（一）對經辦業務，能針對時弊，提出革新措施，經採行確具成效

者。

（二）對上級交付之重要工作，能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者。

（三）個人發明或著作，經有關機關審查認定，對學術或本機關業務

有重大貢獻者。

（四）察舉不法，對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寧或澄清吏治有重大貢獻

者。

（五）搶救重大災害或消弭重大意外事故，奮不顧身，處置得宜，對

維護生命、財產有重大貢獻者。

（六）其他特殊優良事蹟或落實執行核心價值著有成效，足為表率

者。

本府表揚之模範公務人員以最近五年內未曾依本要點接受表揚且最

近三年考績均考列甲等者為限。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遴薦為模範公務人員：

（一）最近三年內，曾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受申誡以上

之處分者。

（二）經監察院彈劾、糾舉尚未結案者。

（三）因違法失職等行為，正在調查中或移送法院偵辦或移送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審議尚未結案者。

四、模範公務人員之遴薦，以配合行政院每年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辦

理期程為原則，遴薦方式如下：

（一）模範公務人員應由各機關遴薦，機關首長應由上一級機關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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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薦。

（二）各機關遴薦之模範公務人員，應先提經各機關考績委員會或專

案審查委員會，依第二點及第三點選拔條件切實考評後，檢附

相關具體資料，連同推薦表（格式如附件）層報本府評審。

（三）各一級機關遴薦本府評審人數（含所屬機關）以二人為限；同

一機關以遴薦一人為限，但編制員額超過一千人者得遴薦二

人。

（四）各區公所遴薦本府評審人數以一人為限。

五、模範公務人員之審議程序如下：

（一）初審：由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依第二點及第三點規定辦理初審。

（二）複審：初審合格者由本府遴聘高級幕僚或市政顧問及前年度本

府遴薦參加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者共七人組成專案小組審

議，評審時應以工作績效為依歸，審查候選人員所提具體事

蹟，對機關或社會之貢獻、困難程度、創新、便民及廉潔等。

審查結果由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簽報市長核定。

為鼓勵基層人員，每年模範公務人員銓敘審定委任官等人員及薦任

官等非主管人員當選比例以不低於三分之一為原則。在依名次錄取

人員時，若銓敘審定薦任官等主管以上人員當選人數已達三分之二

時，以下則直接依序錄取銓敘審定委任官等人員及薦任官等非主管

人員。

六、評審方式：

（一）第一階段：採序位法，以計點方式計算（即依每位評選委員所

評定之名次順序換算相當之點數，再將所有點數合計，點數最

低者為第一名，次低者為第二名，餘類推）。由評審委員就候

選人依序評以名次，再由人事處換算成點數彙整。第一名至第

二十名，依名次給予點數；第二十一名以後均給予二十一點，

第三十一名以後均給二十五點，計算點數後以累計點數最低者

為第一名，依序排出名次，選出年度模範公務人員；若累計名

次(點數)相同者，以多數委員評以較高名次(較低點數)者為優

先。

（二）第二階段：召開審查會議，由委員針對第一階段中入選之前十

名模範公務人員進行討論後，再由委員依序評以名次，其中第

一名至第五名，依名次給予點數；第六名至第十名給予六點，

以累計點數最低者為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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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本要點核定之模範公務人員，由本府頒給獎狀一幀、最高新臺幣

五萬元之獎金及給予公假五天，並公開表揚，同時登載於個人人事

資料中，以供陞遷考核之重要參考。

前項公假，應於當年度請畢。

第一項模範公務人員依當選名次列前四名提請市長圈定二人參加行

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經獲行政院表揚者，另記功一次。

八、獲選之模範公務人員，事後如發現有不實之情事，應由原遴薦機關

自知悉之日起查明後，函送主辦機關註銷其獲選資格並追繳其獎

金、獎狀，取消記功乙次之獎勵。

九、各機關模範技工、駕駛、工友之選拔，得準用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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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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30121850號

主旨：茲因本局遺失「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規甲

字第027299-027300號壹式四聯2份，敬請貴處惠予協助刊登市府公報

聲明作廢，請　查照。

說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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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二、本局人員103年11月10日於辦公室作業整理時誤遺失收據壹式四聯2份

(規甲字第027299-027300號)，故報請聲明作廢。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局秘書室、本局會計室、本局廢棄物管理科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墩字第1030025369號

主旨：本局所屬大墩文化中心因故遺失「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一份(中心

字第015355號)，請刊登本市公報聲明作廢，請　查照。

說明：依據「臺中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各項收入憑證管理要點」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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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大墩文化中心

※※※※※※※※

政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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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237303號

附件：如說明三、四

主旨：貴分局警員賴深河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賴

深河降壹級改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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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1月17日臺會議字第1030002392號函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3年11月18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3年11月19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

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3年度鑑字第12940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

證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四、另依法官法及各級法院法官評核辦法規定，辦理103年各級法院法官評

核，檢附法官評核通知書1份，請一併代為送予受懲戒人，上網填寫調

查表。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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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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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244026號

附件：如說明三、四

主旨：貴分局警員蘇森暉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蘇

森暉記過貳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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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1月24日臺會議字第1030002434號函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3年11月25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3年11月26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

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3年度鑑字第12942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

證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四、另依法官法及各級法院法官評核辦法規定，辦理103年各級法院法官評

核，檢附法官評核通知書1份，請一併代為送予受懲戒人，上網填寫調

查表。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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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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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30096283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陽光幼兒園自103年11月2日起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

告。

依據：本市私立陽光幼兒園103年10月29日中市陽光幼第1031029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該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郭金瑛。身分證字號：S202***378。

園名：臺中市私立陽光幼兒園。園址：臺中市北區文莊里1鄰文化街3

號。

二、本案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

立許可證書（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10042169號）。

局長　吳榕峯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30097215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育同幼兒園自103年4月30日起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

告。

依據：本市私立育同幼兒園103年11月17日育同字第1031117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該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張祖望。身分證字號：L121***511。

園址：臺中市潭子區東寶里6鄰大豐路2段1號1~3樓。

二、本案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

立許可證書（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10046911號）。

局長　吳榕峯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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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30053717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舉發賴○寬等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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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冊列賴○寬等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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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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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A036907 賴○寬 S*R-681 103/02/2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 2GA036855 麥○ L*D-229 103/02/2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 2GA039879 陳○安 5*85-KZ 103/03/1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 2GA041003 林○美 5*33-UR 103/03/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 2GA040979 蕭○雯 7*3-CKB 103/03/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6 2GA042240 李○偉 7*Y-978 103/04/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 2GA044796 張○欣 A*Q-6785 103/05/2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 2GA046945 藍○哲 5*55-UA 103/05/2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 2GA047443 楊○文 3*7-GXQ 103/06/0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 2GA049932 周○伊 P*9-960 103/07/1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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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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GA050987 陳○瑜 3*-3092 103/07/2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 2GA051249 詹○瑾 A*G-1818 103/08/0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 2GA051645 黃○子 9*89-U7 103/08/0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 2GA052391 林○蘭 S*P-575 103/08/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 2GA052224 江○儒 3*2-MNP 103/08/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6 2GA053436 巫○萱 A*J-0512 103/08/2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7 2GA055605 黃○儀 6*7-NSA 103/09/2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8 2GA055582 廖○豊 6*0-LMZ 103/09/2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9 2GA055091 王○備 9*6-BGH 103/09/2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0 2GA054854 吳○生 8*9-BYU 103/09/2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1 2GA055581 潘○惠 V*L-122 103/09/2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2 2GA054980 楊○美 K*K-131 103/09/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3 2GA054922 張○玉 1*93-UR 103/09/2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4 2GA055316 張○蓁 6*70-N9 103/09/2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5 2GA055322 嚴○ 8*3-LHL 103/09/2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6 2GA055334 吳○芬 1*5-NTF 103/09/2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7 2GA055370 劉○珠 K*R-582 103/09/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8 2GA055252 林○維 P*Y-739 103/09/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9 2GA055358 楊○坤 A*S-6396 103/09/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0 2GA055368 廖○豊 6*0-LMZ 103/09/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1 2GA055371 鄭○芳 B*I-387 103/09/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2 2GA055175 王○備 9*6-BGH 103/09/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3 2GA055224 袁○恩 A*B-5577 103/09/2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4 2GA055405 余○嬌 9*-7628 103/09/3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5 2GA055649 王○祥 A*F-3067 103/10/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6 2GA055453 江○容 T*2-193 103/10/0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7 2GA055687 游○昌 P*2-953 103/10/0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8 2GA055552 李○寰 P*7-425 103/10/0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9 2GA055933 謝○展 P*2-508 103/10/0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0 2GA055910 謝○喬 7*3-NSZ 103/10/0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1 2GA056030 蘇○鳳 P*D-209 103/10/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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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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2GA056233 林○芬 4*87-N7 103/10/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3 2GA056218 邵○豪 A*L-2077 103/10/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4 2GA016050 施○文 3*61-WJ 102/09/0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5 2GA036901 梁○烈 G*V-499 103/02/20 公示送達 基隆監理站

46 2GA055633

保○通

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2*-1850 103/09/30 公示送達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47 2GA044893 李○玲 6*86-A5 103/05/03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48 2GA049337 李○玲 6*86-A5 103/07/09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49 2GA054233 白○芳 G*5-451 103/09/06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50 2GA054859 孫○門 C*E-213 103/09/22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51 2GA056078 沈○娟 2*80-NM 103/10/13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52 2GA054536 閻○瑜 V*G-111 103/09/13 公示送達 桃園監理站

53 2GA055167 外○人商行 1*73-FV 103/09/25 公示送達 新竹市監理站

54 2GA055208 夏○詩 6*6-GMC 103/09/27 公示送達 新竹市監理站

55 2GA055731 黃○筑 M*K-172 103/10/04 公示送達 新竹區監理所

56 2GA056094 賴○怡 B*T-157 103/10/15 公示送達 苗栗監理站

57 2GA055031 邱○春 M*8-231 103/09/23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58 2GA055712 廖○軒 5*0-JJC 103/10/03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59 2GA054844 林○俞 0*6-BCQ 103/09/20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60 2GA055009 李○昌 H*I-128 103/09/23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61 2GA055860 楊○存 G*5-853 103/10/06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62 2GA052300 王○娟 8*2-DXT 103/08/14 公示送達 雲林監理站

63 2GA056123 堯○奇 T*V-313 103/10/15 公示送達 嘉義市監理站

64 2GA046706 阮○凱 0*3-DUU 103/06/02 公示送達 臺南裁決中心台南辦公室

65 2GA054914 蘇○婷 W*M-059 103/09/18 公示送達 臺南市裁決中心

66 2GA055056 王○然 H*-4286 103/09/23 公示送達 高雄市裁決所

67 2GA055199 宋○雄 3*-7506 103/09/27 公示送達 屏東監理站

68 2GA056184 陳○霖 6*6-HVF 103/10/17 公示送達 屏東監理站

69 2GA053226 黃○陞 F*5-939 103/08/22 公示送達 金門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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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3005382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103年7月至9月於本市轄區內道路違停移置保管車輛清冊乙

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80、81及82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

三、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103年7月至9月於本市轄區內道路違停移置保管車輛逾期尚未領回，經

雙掛號郵寄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因查無此人、遷移不明等而無

法送達，茲依法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逾期未領回車輛由本局移置保管，清冊所列車輛經公告20日未認領者

以送達論，逾期仍未領回者將續由本局依法公告拍賣之。

局長  林良泰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拖吊場拖吊違規車輛逾期未領汽.機車清冊  

汽車 8 輛 .機車 11 輛  103年 07-09月  文心場

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車身)號碼 保管場地

1
103.07.30

大容東街
轎 2710-R9 1794 TOYOTA 白 2002 1ZZ4157378 .文心場

2
103.08.06

南門路
轎 6P-7999 2393 AUDI 銀 2000 WAUZZZ8DZ1A075935 .文心場

3
103.08.08

五權南一路
廂

A7-3700.........

懸掛A3-

0780

3275 NISSAN 白銀 1998 057045291 .文心場

4
103.09.02

大英西二街
轎 X9-5402 1597 NISSAN 深綠 1997 B14XTA02389 .文心場

5
103.09.17

東英二街
轎 4727-M9 1597 MITSUBISHI 黑 2000 4G92L064768 .文心場

90 9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冬字第　5　期



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車身)號碼 保管場地

6
103.09.23

惠文七街
轎 0712-U8 2962 BENZ 黑 1989 WDB1260251A477028 .文心場

7
103.09.30

大容東街
旅行 3631-R2 2261 FORD 灰 2008 82110707Z .文心場

8
103.09.30

復興北路
廂 MZ-3005 1597 MITSUBISHI 黃綠 1987 4G32-K0063A .文心場

9
103.07.06

建國北路
重機 JKY-632 124 SYM 綠 1993 FG295650 .文心場

10
103.07.18

高鐵一路
重機 K88-517 101 KYMCO 黑 1995 ST20BX-118740 .文心場

11

103.07.28

市政北.河

南路

輕機 TKK-800 49 KYMCO 白 1995 SA10AX-101238 .文心場

12
103.08.07

向心路
重機 PYM-108 101 SYM 淺藍 2001 KK124755 .文心場

13
103.08.13

忠明南路
重機 LBQ-505 124 SYM 黑 1998 RG034253 .文心場

14
103.08.24

建國路
輕機 ZCG-772 49 YAMAHA 黃銀 2003 5FP-402598 .文心場

15
103.09.07

新民街
重機 226-BXP 101 KYMCO 紅白 2007 SG20KC-201005 .文心場

16
103.09.07

新民街
輕機 DOG-519 49 SYM 白 1996 ET648888 .文心場

17
103.09.07

中華路一段
重機 908-BWM 124 YAMAHA 銀黑 2007 E373E-173115 .文心場

18
103.09.17

中山路
重機 YIX-067 82 SYM 銀 1999 BB016573 .文心場

19
103.09.23

大墩12街
重機 CCK-326 147 KYMCO 黑 1992 KN7D-203031 .文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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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拖吊場拖吊違規車輛逾期未領汽.機車清冊 

汽車9輛.機車16 輛　103年07-09月   崇德場

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號碼

（車身號碼）
保管
場地

1
103.07.09.中華

路2段193號旁
轎 B7-2673 1590 三陽 銀 1998 VA-AN15721 崇德場

2
103.07.11.衛道

路91巷29號
轎 5301-HV 1493 三陽 紅 1988 M4V00892 崇德場

3
103.07.16.大源

19街1巷1號
框 1513-LP 1061 中華 藍 1991 4G82-M4079A 崇德場

4
103.08.04.梅亭

街.華信街
轎 A2-5166 1998 中華 白 2000 6A12S02515A 崇德場

5
103.08.06.崇德

路近文心路
轎 3V-3202 1598 福特 銀 2002 22554110X 崇德場

6
103.08.15.漢口

路4段87號
轎 1401-D3 796 台朔 黑.銀 2005 F8CV280491KA1 崇德場

7
103.09.02.雅潭

路4段699號對面
轎 4369-LP 796 台朔 銀 2005 F8CV279580KA1 崇德場

8
103.09.04.甘肅

路大仁國小
轎 2C-8662 1275 日產 紅 2001 CG13079813 崇德場

9
103.09.04.福星

北二街13號旁
廂

6R-8643

無牌
1061 中華 紅 1992 4G82M086237 崇德場

10
103.07.19.梅川

西路2段30號前
重機 GAR-701 125 山葉 黑 1994 4JM-300437 崇德場

11
103.07.27.衛道

路與五常街
重機 MK9-663 124 三陽 銀 2002 KC312200 崇德場

12
103.07.27.衛道

路與五常街
輕機 WJM-959 49 山葉 白 1994 4DY-536731 崇德場

13
103.08.04.北屯

路47巷口
輕機 STC-355 49 三陽

橙

黃.白
1985 122230 崇德場

14
103.08.07.北屯

路49-3號
重機 GV7-349 124 三陽 銀 2000

KP000762............................
(懸掛他牌
L6H-053)

崇德場

15
103.08.12.梅川

東路.安順2街口
重機 PED-635 124 三陽 紅 1991 FG006933 崇德場

16
103.08.12.梅川

東路.安順2街口
重機 KUL-833 101 三陽 深綠 1994 GK014265 崇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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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號碼

（車身號碼）
保管
場地

17
103.08.15.大連

路.熱河路
輕機 TK7-462 49 山葉 紅灰 2004 5ST-217047 崇德場

18
103.08.27.台灣

大道3段620號
重機 J32-426 124 光陽 銀 2003 SD25KF-113428 崇德場

19
103.08.29.中連

西路.中清西2街
輕機 TEX-642 49 比雅久 藍 1997 KP06330332 崇德場

20
103.09.11.梅川

西路4段105號旁
重機 216-EKZ 124 三陽 藍 1998 RR040387 崇德場

21
103.09.14.至善

路18巷口對面
重機 MZF-608 124 光陽 紅 1999 SA25HB-109332 崇德場

22
103.09.16.至善

路22號
輕機 TVW-539 49 三陽 藍 1996 ET616995 崇德場

23
103.09.16.至善

路22號
輕機 TKU-698 49 光陽 藍 1997 SA10AX-120029 崇德場

24
103.09.23.三民

路3段88號
輕機 ZTR-365 49 光陽 藍 2001 SB10BC-185103 崇德場

25
103.09.25.文華

路140號前
輕機 SZU-916 49 光陽 紅 1994 GR1B6-105953 崇德場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拖吊場拖吊違規車輛逾期未領汽.機車清冊 

汽車2輛.機車1輛　103年07-09月   豐原場

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號碼

（車身號碼）
車主

1
103.08.08潭子區

潭興路3段40號
轎 9K-1890 1794 國瑞 銀 2001 1ZZ4004214 何珮琪

2
103.09.19新生北

路120號對面
轎 4829-UD 1497 國瑞 銀 2007 X669077 楊美玉

3
103.08.29中正路

5號
輕機 VQZ-468 49 山葉 白 1998 4DY-272719 楊張美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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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30230876號

主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文教區7」為體育場用地）」

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四張犁地區）細部計畫（增訂體育場用地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自103年11月24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北屯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3年11月24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民國103年12月10日上午9時30分整假北

屯區公所三樓會議室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302324392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廣場用地（廣5）為停車場用地）案」

計畫書、圖，並即日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03年11月10日台內營字第1030314980號函。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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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內容：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

科、山城服務中心公告欄及本市豐原區公所公告欄。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302354671號

主旨：「變更豐原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金融服務專用區、商業區、體育場

用地、綠地用地、綠地兼滯洪池用地、園道用地及道路用地)案」再公

開展覽案自103年11月28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03年11月14日內授營都字第1030813371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府都市發展局山城服務中心公告欄、本市豐原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3年11月28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3年12月11日上午10時假本市豐原區公所4

樓會議室。

五、本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3年10月28日第838次會議審決，依

會議決議：「本案變更計畫內容新增或超出公開展覽範圍部分，請

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

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或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

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

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六、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及檢附地籍

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表示意見，據以彙整提報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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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236433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外埔區六分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第一次變更計畫。

依據：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行監督辦法第11條，農村再生計畫社區範

圍修正SOP規定，以及本府103年10月6日府授農輔字第1030193391號函

辦理。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外埔區六分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外埔區六分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位於臺中市外埔區六分里，農村再生面積約3.7419平方公里。

東、西、南界為六分里行政區域範圍；北界參考永豐里地籍線套圖，

將桐花步道保留於永豐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二排劃設於本社區

範圍內；另外，六分里六分路163-9號(永豐班集會所)週邊環境多為永

豐社區居民使用，因此規劃於外埔區永豐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

以上涵蓋部份外埔區永豐里行政區域，相關執行計畫為共同維護管

理。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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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3010818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台灣農金光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40件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地掛號郵寄冊

內被通知人，該郵件無法送達；復於第2次投遞戶籍地，因無人領取，

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已送至各處分（監理）機

關，違規人得逕至處分（監理）機關領取並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領

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邱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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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077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臺中火車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

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臺中火車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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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469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仁愛醫院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

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仁愛醫院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600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茄苳腳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茄苳腳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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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655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茄苳腳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茄苳腳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707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中正國小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中正國小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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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719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中正國小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中正國小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748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科博館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科博館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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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756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科博館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科博館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782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忠明國小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忠明國小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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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799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忠明國小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忠明國小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816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頂何厝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頂何厝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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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825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頂何厝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頂何厝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869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市政府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市政府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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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884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市政府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市政府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00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新光/遠百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新光/遠百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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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03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新光/遠百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新光/遠百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11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秋紅谷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秋紅谷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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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12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秋紅谷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秋紅谷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20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福安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

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福安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12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冬字第　5　期

121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24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福安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

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福安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43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中港新城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中港新城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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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58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中港新城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中港新城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78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澄清醫院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澄清醫院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12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冬字第　5　期

123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83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澄清醫院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澄清醫院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94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玉門路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玉門路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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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8999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玉門路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玉門路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008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榮總/東海大學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榮總/東海大學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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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012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榮總/東海大學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榮總/東海大學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033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東海別墅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東海別墅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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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045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東海別墅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東海別墅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054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坪頂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

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坪頂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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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061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坪頂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

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坪頂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098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正英路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正英路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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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106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正英路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正英路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123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弘光科技大學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

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弘光科技大學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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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136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弘光科技大學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

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弘光科技大學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167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晉江寮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晉江寮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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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177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晉江寮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晉江寮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182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靜宜大學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靜宜大學東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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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302291831號

主旨：公告本市BRT車站靜宜大學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為全面禁止吸菸場

所，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BRT車站靜宜大學西行站之候車亭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301226191號

主旨：公告徵求「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醫療院所，請醫療院所踴

躍申請，截止日期為103年12月19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35條、老人福利法第8條及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甄選對象、方式、服務內容：請參詳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計

劃需求說明書。

二、服務期程：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10日。

三、本案檢查費用申報，係屬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部分，由承作單位依「醫

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向中央健保局辦

理申報；係屬老人健康檢查部份則由本局全額負擔。胸腔X光、甲型

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為必檢項目，糞便潛血檢查依實際檢查按實核

銷；檢查費用支付標準如下：

(一)方案一：胸腔X光、甲型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糞便潛血檢查等4

項均檢查者，每人給付新臺幣650元。

(二)方案二：僅檢查胸腔X光、甲型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未執行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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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血檢查者，每人給付新臺幣550元。

四、案屬104年預算經費，採限額辦理，如經費用罄，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四十七條得終止或解除部份或全部契約。

五、有意願參與合約之醫療院所，請於12月19日前將相關資料乙份、契約

書(一式三份)用印後寄送本局辦理。相關表單(需求說明書、契約書)

請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院所交流平台─保健科下載。

六、收件方式及地點：本局三樓保健科健康管理股陳沛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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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3023157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3年11月10日環署土字第1030093329A號公告

影本及整治場址清冊各乙份，敬請公告張貼提供閱覽並依說明內容配

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3項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3年

11月10日環署土字第1030093329B號函辦理。

二、本案土地(臺中市大里區振坤段0001-0000及0002-0000地號)經本府及

本府環境保護局分別於103年1月9日及1月15日公告為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控制場址及管制區，並由該局提本控制場址初步評估結果報請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經審核公告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敬請各單位

依權責配合執行相關管制措施。

正本：臺中市大里區公所(公告正本1份及影本2份請協助於貴公所公告)、臺

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請協助

於公告欄公告)

副本：本府環境保護局秘書室(公告正本1份及影本1份請協助於公告欄公

告)、本府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本府環境保護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

制科、本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本府環境保護局環境衛生及毒

化物管理科、本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大隊、本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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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保護科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0日

發文字號：環署土字第1030093329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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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　魏國彥

13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冬字第　5　期

135



1
00

01
 

00
00

 

10
3

11
10

10
30

09
33

29
A

10
3

11
14

10
30

12
05

76

10
3

11
14

10
30

12
05

76
:

:

2
00

02
 

00
00

 

10
3

11
10

10
30

09
33

29
A

10
3

11
14

10
30

12
05

76

10
3

11
14

10
30

12
05

76
:

:

 
 

 
 

 
 

 
 

 

134 13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冬字第　5　期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30123527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所有行政區域(不含和平區)為指定清除地區。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三條。

公告事項：　

一、基於維護環境衛生需要，於指定清除地區內，不得有違反環境衛生之

行為，違反者依廢棄物清理法暨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公告自103年12月25日生效，原102年9月2日中市環廢字第

10200860251號公告自本公告生效之日同時廢止。

代理局長  黃崇典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30125109號

主旨：公告一般廢棄物之廢食用油排出規定，並自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起生

效。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2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家戶及其他非事業產生之廢食用油，應交由執行機關清理或委託合法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除。

二、未依本公告規定排出廢食用油者，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12條及同法

第50條規定，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

代理局長  黃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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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300057551號

附件：古蹟指定公告表、地籍範圍圖

主旨：公告指定「詔安堂」為市定古蹟。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4條規定暨本

市103年度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第1次及第3次審議

委員會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古蹟名稱：「詔安堂」。

二、種類：宅第。

三、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471號。

(一)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北屯區松茂段6、6-1、6-2、

6-3、7、7-1、7-2、8-1等8筆地號。

(二)保存範圍土地面積：6,647平方公尺。

四、指定理由：

(一)詔安堂位在抗日戰役之一的溝背戰役場域上，具地方歷史意義，同

時該建築仍保存建造初期土确磚及竹編茅草屋頂之特殊構造，具臺

灣傳統與日治時期空間融合的特色，其構造與型態具有表現地域風

貌之文化資產價值，隨著時代之遷移逐漸消失，並存有大阪式菸樓

產業設施，具地方產業特色及歷史發展的見證意義，值得保存。

(二)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3、4、5款所列基

準。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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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本府遞送，並將副本抄送文

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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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229998號

主旨：公告廢止徵收本府（改制前為臺中縣政府）為辦理大甲區（改制前大

甲鎮）文小一學校用地工程，原報准徵收大甲區頂店段264-25地號

（重測後賢仁段482地號）等11筆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3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31302492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合併改制前原臺中縣政府。

二、興辦事項種類：教育事業。

三、原徵收及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79年4月4日79府地二字第142707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原臺中縣政府79年5月14日七九府地權字第

083406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3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31302492號函核准廢止徵收。

四、廢止徵收之原因：本案已無設校需求，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之土地

已無徵收之必要，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准予

廢止徵收。

五、廢止徵收土地之詳細區域及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之徵收價額：詳見廢

止徵收土地範圍圖、廢止徵收原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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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及大甲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

廢止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六、公告期間：30日(自民國103年11月18日起至民國103年12月18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4年7月30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戶名：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地政局）」，並

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及土地標示。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即辦理發

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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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原土地所有權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

府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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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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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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245215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辦理改善梅川改道及便道工程，原核准徵收北區賴

厝廍段22-81地號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3年11月24日台內地字第1031302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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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4月1日七二府地四字第30223號函核准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市政府72年4月14日府地用字第20484

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3年11月24日台內地字第1031302897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原因：本案原徵收北區賴厝廍段22-27地號逕為分割出22-81

地號土地，因位置勘選錯誤，致部分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辦理撤銷徵收。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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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地政局及北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撤銷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

處。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3年11月28日起至民國103年12月29日

140 14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冬字第　5　期



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4年6月30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本府建設局土木工程科（中港市政大樓文心樓5樓：臺

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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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原土地所有權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

府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

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於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

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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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435871號

主旨：公告張祐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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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祐馨。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08號。

三、證書字號：（103）台內地登字第02733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張祐馨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后里區成功路119號。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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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466141號

主旨：公告楊文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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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昶。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09號。

三、證書字號：（103）台內地登字第027336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楊文昶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文化街87號2樓。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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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473741號

主旨：公告孫志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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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志爽。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10號。

三、證書字號：（8.5）台內地登字第01842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松宜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英街3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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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337841號

主旨：公告註銷蔣洪鈞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蔣洪鈞。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10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蔣洪鈞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中區公園路21之6之20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395361號

主旨：公告註銷地政士劉水清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水清。

二、執照字號：（99）中市地登字第001355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劉水清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86號6樓之5。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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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446971號

主旨：公告張志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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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忠。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地估字第00007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威名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77號8樓之13。

備註：有效期限至107年12月15日。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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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宗字第1030238891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草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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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五條。

三、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如附件，並登載於下列網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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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1302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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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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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辦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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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草案 
修正總說明

本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自101年12月22日訂定發布以

來，相關條文已有不明確及模糊地帶，爰因應本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

費標準之實際需求，修正本辦法之部分條文，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定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草案第二條)

二、殯葬設施用詞定義增加「禮廳及靈堂」及修正文字。(草案第三條)

三、增列得申請亡者以本市籍市民收取費用及認定之情形。(草案第四

條)

四、使用公立殯葬設施之管理機關修正、雙人及複數櫃之收費情形、收

費標準表，由民政局公告之。(草案第五條)

五、修正非本市籍暫厝、樹葬、植存及灑葬之收費標準。(草案第六條)

六、統一骨灰(骸)用語及刪除暫厝但書規定、文字修正。(草案第七條)

七、統一骨灰(骸)用語、相關更換櫃位相關規定及保管費重新計次收

費。(草案第八條)

八、收取規費以每座墳墓為單位。(草案第九條)

九、本市公立殯儀館及火化場所屬區域範圍，由主管機關公告、社會救

助法、行政協助及萬善堂或納骨堂(塔)之處理。(草案第十條)

十、修正減半收費各款文字。(草案第十一條)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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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減免、減半使用公立殯葬設施項目，統一增列為第十二條規定。

(草案第十條、第十一條部分刪除及增列第十二條)

十二、增列公立納骨堂（塔）所在里收費優惠、及原法規較前項減免優

惠時，得依原法規使用納骨堂(塔)，至該設施滿載止。(草案第

十三條)

十三、增訂淡日火化減免冷藏費用五日。(草案第十四條)

十四、條次變更。(草案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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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宗字第10302401861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宗教場所紙錢減量暨集中燃燒辦理規則」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14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

三、旨揭草案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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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tem=1

303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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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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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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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偉。

(四)電子信箱：davidlin@taichung.gov.tw。

(五)電話：(04)22289111#29316。

(六)傳真：(04)22201603。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宗教場所紙錢減量暨集中燃燒 
辦理規則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已於一百零三年五月九日公布施行，

其中第十四條：「本市宗教場所使用紙錢應分年依規定減少使用量並

採取紙錢集中燃燒措施。但設有環保金爐者不在此限。前項分年減少使

用、紙錢集中燃燒及環保金爐等事項，由民政局會商相關機關定之」爰

依據上開自治條例之授權規定，訂定臺中市宗教場所紙錢減量暨集中燃

燒辦理規則草案計七條，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宗教場所紙錢減量規則。(第二條)

三、宗教場所紙錢集中燃燒規則及裁處規定。(第三條)

四、宗教場所設有環保金爐者之除外規定及環保金爐未能有效處理污染

之裁處規定。(第四條)

五、宗教場所辦理紙錢減量及紙錢集中燃燒申報備查規定及稽查措施。

(第五條)

六、宗教場所辦理紙錢減量及紙錢集中燃燒納入本市宗教團體績優表揚

評核項目之規定。(第六條)

七、本規則施行日期。(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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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經公字第10300560161號

附件：臺中市低碳商店賣場百貨認證辦法草案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低碳商店賣場百貨認證辦法」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12條。

三、訂定「臺中市低碳商店賣場百貨認證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府網站（http://www.taichung.gov.tw/default2mp.asp）臺中市法

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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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31411。

(四)傳真：04-22248671。

(五)電子郵件：m18211@taichung.gov.tw。

局長  王誕生

臺中市低碳商店賣場百貨認證辦法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已於一百零三年五月九日公布施行，

其中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本府各業務機關應針對下列場所

推動低碳認證：…七、商店、賣場、百貨。」爰依據上開自治條例之授

權規定，訂定臺中市低碳商店賣場百貨認證辦法草案計九條，其要點如

下：.

一、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本辦法適用對象定義。(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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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碳商店賣場百貨認證審核項目及評分標準。（第四條）

五、低碳商店賣場百貨認證審核小組成員。（第五條）

六、低碳商店賣場百貨認證期限及追蹤審核機制。（第六條）

七、低碳商店賣場百貨認證審核作業公告內容及期間。（第七條）

八、辦理認證作業經費來源。（第八條）

九、撤銷或廢止認證要件。（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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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水規字第1030238248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預告制（訂）「臺中市滯洪設施管理辦法」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制（訂）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制（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1項。

三、制（訂）「臺中市滯洪設施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

網站（http://www.taichung.gov.tw/default2mp.asp）臺中市法規資

料庫網頁。

四、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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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水利規劃科）。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6樓。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53400。

(四)傳真：04-25152317。

(五)電子郵件：linlh@taichung.gov.tw。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臺中市滯洪設施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為降低都市地區及新興開發區內外之淹水風險，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於權管之市有土地上依法設置滯洪設施。為使該滯洪設施管理

相關應作應為事項能有所依據，爰擬具「臺中市滯洪設施管理辦法（草

案）」，以期能發揮設置於市有土地之滯洪設施之功效並加強滯洪設施

範圍之管理。本辦法草案共計十一條，其條文說明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本辦法中滯洪設施及滯洪設施範圍之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主管機關、工程機關、管理機關。（草案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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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八條分類各管理機關。（草

案第四條）

五、工程機關施工前應徵詢管理機關之同意後使得辦理。（草案第五

條）

六、滯洪設施完成後，工程機關應檢具文件並交由管理機關保管。（草

案第六條）

七、明定滯洪設施範圍內禁止事項。（草案第七條）

八、明定滯洪設施之檢查範圍及項目。（草案第八條）

九、明定滯洪池得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委託本府各級

機關代管。（草案第九條）

十、明定本辦法中書表格式由水利局訂定。（草案第十條）

十一、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一條）

Ver.1.5.2.1 Ver.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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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236185號

主旨：有關本府103年8月28日公告之『臺中市外埔區廍子社區農村再生計

畫』計畫書名稱誤繕為「臺中縣外埔鄉廍子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特

此更正，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103年8月28日府授農輔字第10301643621號公告辦理。

正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中分

局、臺中市外埔區公所、臺中縣外埔鄉廍子社區發展協會、本府秘書

處

副本：本府徐副市長室、農業局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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