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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50066584號

修正「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附修正「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改善殯葬文化，加強殯葬服務

業、殯葬設施之設置管理，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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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

局)，並委由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及臺

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以下簡稱生命禮儀所）執行。

第三條　　前條區公所及生命禮儀所之權責如下：

一、區公所：

（一）經管轄區內除生命禮儀所經管之公立殯葬設施以外

公立殯葬設施與土地之經營、管理及遷葬之公告、

查估與複核。

（二）經管轄區內公墓之埋葬、起掘許可證明及其他相關

證明之核發。

（三）轄區內違法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

之查報。

（四）其他經民政局指定辦理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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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禮儀所：

（一）殯儀館、火化場、大肚山公墓、臺中軍人忠靈祠、

南區、西屯區、南屯區、北屯區、大甲區之公墓、

納骨堂(塔)及樹葬區等公立殯葬設施及土地之經

營、管理。

（二）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之經營、管理、輔導、監督

及獎勵。

（三）違法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及殯葬行為之查報。

（四）受理對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之申訴。

（五）經管公墓之埋葬、起掘許可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之

核發。

（六）經管公立殯葬設施之設置。

（七）其他非區公所權責之事項及經民政局指定辦理之事

項。

第四條　　生命禮儀所因業務需要，得設置工作站。

第二章　　殯葬設施之設置管理

第五條　　生命禮儀所或區公所得視實際需要，選擇適當地點，報請民

政局設置公立殯葬設施。

第六條　　私立殯葬設施，其最小面積規定如下：

一、公墓不得小於五公頃。

二、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不得小於一公頃。

三、樹葬區、殯儀館或火化場，其面積不得小於二公頃。

四、骨灰(骸)存放設施，其面積不得小於一點五公頃。但有

特殊情形，經生命禮儀所陳報民政局核准者，不在此

限。

各類殯葬設施合併設置時，依前項最小面積合併計算設置最

小面積。

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前已核准設置之私立殯葬設施，得不受第

一項面積之限制。但擴充時，應符合第一項面積之規定。

第七條　　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殯葬設施者，應填具申請書，檢

附下列文件，向生命禮儀所提出，報請民政局核准：

一、地點位置圖：位置應明確標示，比例尺不得少於

一千二百分之一。

二、地籍謄本、地籍圖：地籍圖比例尺，不得少於一千二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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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土地位於都市計畫內者，另檢附使用分區證

明。

三、配置圖說：以六百分之一比例地形測量圖為依據，等高

線間距不得大於一公尺。

四、興建營運計畫：包括建築計畫(含量體分析、規劃設計

及施工計畫)及營運計畫(含管理計畫及維護計畫)。

五、管理方式：含組織編制、業務職掌。

六、收費標準表。

七、申請人之證明文件。

八、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及土地登記謄本。

九、環境影響評估計畫書及水土保持計畫書等之核定本。

十、其他經民政局指定應檢附之文件。

殯葬設施用地應符合使用分區或使用地類別之規定，始得許

可開發使用。

殯葬設施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使用都市計畫土地者，其

設置開發準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六編規定。但第五

點規定不適用之。

第八條　　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應選擇不妨礙公共利益之適當地點

為之。

公墓專供樹葬者，其與下列地點之距離不得少於五十公尺。

但於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施行前已供人埋葬之墳墓用地或已設置之

其他殯葬設施者，不在此限：

一、學校、醫院、幼兒園。

二、戶口繁盛地區。

三、河川。

四、工廠、礦場。

第九條　　公墓應有符合下列規定之設施：

一、墓基：墓基之施作須符合水土保持規定，其設計耐用期

限至少十年。

二、骨灰(骸)存放設施：存放骨灰(骸)以納骨塔(堂)形式

者，其設施應符合第十二條規定。

三、服務中心：每處面積不得小於三十平方公尺，設有服務

臺、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四、家屬休息室：每室面積不得小於二十平方公尺，設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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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五、公共衛生設施：男、女盥洗設施應分隔設置。

六、排水系統：應依地形、地勢做適當規劃設計施作。位於

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公墓，其排水系

統應納入污水處理系統內。

七、給水設施：應於墓間道路與墓區道路旁每五十公尺設置

供水設施。

八、照明設施：應於墓間道路與墓區道路旁每一百公尺設置

照明設施。

九、墓道：墓區間道寬度不得少於四公尺，墓區內步道寬度

不得少於一點五公尺。

十、停車場：墓區用地每一千五百平方公尺或墓基一百個以

下，應有五個小客車停車位，每增加三百平方公尺墓區

用地或五十個墓基，應增加一個小客車停車位。大型車

停車位應設置一位，每增加三十位小客車停車位，應增

加一位大型車停車位。

十一、公墓標誌：應於公墓臨接道路旁設置。

十二、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少於六公尺。

十三、其他經民政局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第十條　　殯儀館應有下列設施並符合標準：

一、冷凍室：每設一禮廳應置四櫃以上，並具防止異味措施

或設施。

二、屍體處理設施：應達衛生法規標準，並具獨立之空間，

區分停屍、洗屍及屍體化妝間、退冰室、防腐處理室及

入殮室，各具獨立之空調及污水處理設施。

三、解剖室：得與屍體處理設施合併設置，每室面積不得小

於十二平方公尺，設有解剖設施、照明、獨立之空調及

污水處理設施。

四、檢察官偵訊室：每室面積不得小於十二平方公尺，設有

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五、消毒設施：應具備移動式車輛消毒設施及固定式人員器

具消毒設施。

六、廢(污)水處理設施：應分開處理一般設施污水及屍體污

水，並符合下水道法之規定；依下水道法規定設置之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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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水道系統應依水污染防治法取得排放許可。

七、停柩室：應以獨立空間設置六室以上，置防火之祭祀設

施、照明、桌椅等設施，並具防止異味措施或設施，得

兼具小型禮堂功能。

八、禮廳及靈堂：各設二室以上，置祭拜、照明、桌椅等設

施，並具防止異味措施或設施。靈堂之祭拜檯應與冷

凍櫃數量相符，其寬度不得少於一公尺。每一禮廳及靈

堂，依容納人數之多寡，設置至少三處以上疏散通道。

九、悲傷輔導室：每室面積不得小於十平方公尺，設有照

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十、服務中心：每處面積不得小於三十平方公尺，設有服務

臺、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十一、家屬休息室：每室面積不得小於二十平方公尺，設有

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十二、公共衛生設施：依禮廳及靈堂數量配置每室至少一處

以上，男、女盥洗設備應分隔設置。

十三、緊急供電設施：應具備緊急供電及不斷電系統。

十四、停車場：殯儀館之停車場，以禮廳及靈堂計畫使用人

數計算，應能提供每五個使用人數設一部小客車停車

位，並另設足夠大客車停車位及機車停車位。

十五、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少於六公尺。

十六、其他經民政局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第十一條　　火化場應有符合下列規定之設施：

一、撿骨室及骨灰再處理設施：具有真空灰燼收集設施及

防塵、噪音措施；骨灰再處理設施，具有研磨等效

能。

二、火化爐：二爐以上，並設置火化爐空氣污染防制設

施、排放管道及採樣設施；其設置並應符合環保法令

規定。

三、祭拜檯：應以防火耐燃之材料設置。

四、服務中心：每處面積不得小於三十平方公尺，設有服

務臺、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五、家屬休息室：每室面積不得小於二十平方公尺，設有

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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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衛生設施：男、女盥洗設施應分隔設置。

七、停車場：每一火化爐數應有三個以上小客車停車位。

八、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少於六公尺。

九、緊急供電設施。

十、骨灰暫存設施：設有適當數量之骨灰罐暫寄存設施。

十一、冥紙、殯喪雜物焚化設施：應符合環保法令規定。

十二、其他經民政局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第十二條　　骨灰(骸)存放設施應有符合下列規定之設施：

一、納骨灰(骸)設施：

（一）設有納骨櫃，各樓層、區（排列層）、納骨灰

（骸）櫃位數量，應繪製配置圖說。

（二）納骨櫃間距不得少於一點二公尺。

（三）納骨櫃位製材達耐燃二級以上性能，並取得室內

裝修合格證明。

二、祭祀設施：應於適當空間設置祭拜檯、祭拜設施。

三、服務中心：每處面積不得小於三十平方公尺，設有服

務臺、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四、家屬休息室：每室面積不得小於二十平方公尺，設有

照明、空調、桌椅等設施。

五、公共衛生設施：男、女盥洗設施應分隔設置。

六、停車場：以骨灰(骸)存放設施用地每五百平方公尺或

五千位骨灰(骸)存放數以下，應有三十個小客車停

車位；每增加骨灰(骸)存放設施用地五十平方公尺或

五百位骨灰(骸)存放數，應增加二個小客車停車位。

七、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少於六公尺。

八、其他經民政局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第十三條　　殯葬設施設置、擴充、增建、改建完工，應檢送下列文件

報送生命禮儀所初審；生命禮儀所會同相關機關檢查符合規定

並報請民政局核准，由民政局將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

域及申請人及經營者之名稱或姓名公告後，始得啟用、販售：

一、申請書：申請內容包含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

域及申請人及經營者之名稱或姓名。

二、設置許可函(含興辦事業計畫書)、環境影響評估計畫

書及水土保持計畫書等之核定本、建照執照、使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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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或其他完工證明。

三、應有設施之現場照片。

四、消防安檢證明。

五、耐火硬度測試證明：設置骨灰(骸)櫃位者，應有由登

記有案專業法人或學術機關(構)認證之二級以上耐火

硬度測試證明。

六、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七、設備來源證明。

八、設施配置竣工圖。

九、經營者證明文件。

十、營運計畫。

十一、收費標準。

十二、使用管理辦法。

十三、其他依法應具備之資料文件。

第十四條　　殯葬設施之一部或全部廢止者，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

件，報請生命禮儀所初審；生命禮儀所必要時會同相關機關檢

查符合規定並報請民政局核准，由民政局公告廢止之。

一、申請書：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

二、殯葬設施文件：

（一）名稱。

（二）地點。

（三）地號、建號。

（四）面積。

三、廢止之原因說明書。

四、預定廢止之期日。

五、殯葬設施之使用現況說明書。

六、廢止之善後措施。

廢(污)水處理設施、冷凍庫內屍體、公墓及骨灰(骸)存放

設施，應於遷移完竣後，始得廢止。

生命禮儀所經管殯葬設施之一部或全部廢止者，應檢具第

一項所列文件報請民政局廢止之。

第三章　　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

第十五條　　本市公墓內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浮厝、露棺或露置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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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掘取土石、鑿池、墾作或放牧。

三、其他民政局公告禁止之行為。

第十六條　　公立公墓墓基使用年限為十年；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

神主牌位使用年限為五十年，以入葬、進塔之日起算，複數櫃

位以第一罐進塔起算。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使用者，以本自治條例施行日為

起算日。

第一項使用期限屆滿前，得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方式處理之。但有特殊情形需延長使用年限者，應於

期限屆滿前向生命禮儀所或區公所申請延長，延長以一次並以

一年為限。

墓基使用年限屆滿時，應通知墓主於三個月內撿骨存放於

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之。無墓主或墓主不處理者，由

生命禮儀所或區公所代為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以其他方

式處理之，其所需費用得由墓主負擔。

公立公墓墓基起掘後，原墓基使用權無條件收回。

前項墓基起掘撿骨後，應安置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

處理之。

公立公墓內無主墳墓逾使用期限者，由生命禮儀所或區公

所代為起掘、火化及安置。

第十七條　　申請本市公立公墓墓地使用，自核發證明文件之日起，逾

三個月仍未使用者，以放棄使用論，由生命禮儀所或區公所廢

止其使用權，所繳規費無息退還。

第十八條　　死亡後屍體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二十四小時內不得閉棺、

埋葬或火化。

第十九條　　本市公立殯儀館屍體冷凍及火化場骨灰暫存設施使用期限

為二個月，必要時得於繳清使用費用後申請延期，期間合計不

得超過四個月。逾期使用者，得由生命禮儀所會同衛生、警察

及相關機關逕予處理，所需費用由申請人或家屬負擔。

因法院或檢察官辦案需要通知暫不殮葬者，不受前項四個

月期間之限制。

屍體退冰、洗身、化妝及入殮，應由領有喪禮服務證照之

專業人員辦理。

第二十條　　申請屍體埋葬、火化許可證明、存放或骨灰(骸)研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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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填具申請書，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向生命禮儀所或各區

公所提出：

一、醫師出具之死亡證明書。

二、醫師出具之死產證明書。

三、檢察機關相驗屍體證明書。

四、遺體火化證明。

前項屍體埋葬、火化、存放或骨灰(骸)研磨需使用公立公

墓或火化場時，應同時繳納使用規費。但符合申請減免者，不

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在境外死亡運回國內之屍體或骨灰(骸)，申請屍體埋

葬、火化許可證明、存放或骨灰(骸)研磨等事項，應檢具境

外死亡證明書及通關證明等。

前項死亡證明書須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並檢附經駐外

機構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第一項文件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製作者，應經行政

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第二十二條　　申請使用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應向生命禮儀所或區

公所繳納規費，並於核准使用三個月內將骨灰(骸)移入骨

灰(骸)存放設施，骨灰(骸)之容器須符合骨灰(骸)櫃位之尺

寸。逾期未將骨灰(骸)移入者，廢止其使用權，所繳規費無

息退還。

骨灰(骸)移出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應向生命禮儀所

或區公所申請許可，並於許可日起三十日內移出；逾期未移

出，已繳之規費者，不予退還。移出後再行申請使用者，應

重新申請並繳納規費。

移出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後，原納骨灰(骸)櫃位使用

權無條件收回。

埋藏骨灰之墓基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年限屆滿

時，應依規定之骨灰拋灑、植存或其他方式處理，不得再申

請骨灰(骸)存放。

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無主骨灰(骸)逾使用期限者，由

生命禮儀所或區公所以樹葬、骨灰抛灑、植存方式處理，其

使用本市樹葬、骨灰抛灑、植存者，免繳規費。

第二十三條　　火化限使用板厚一點六公分以下棺木，嚴禁棺內放置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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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類、尼龍類、石灰等及其他易產生黑煙之物品或以油灰封

棺；屍體裝有醫療器具時，應於火化前取出，如未取出致發

生意外事故，由申請人或禮儀業者負責。

第二十四條　　公立殯葬設施收費及減免標準，由民政局另定之。

第四章　　殯葬服務業之管理、輔導

第二十五條　　殯葬服務業應將相關證照、商品或服務項目、價金或收

費標準展示於營業處所明顯處，並應備置收費標準表供消費

者取閱。

前項情形，民政局、生命禮儀所得隨時派員檢查；必要

時，並得會同有關機關檢查。

第二十六條　　民政局對公、私立殯葬設施及殯葬服務業，應辦理評

鑑，經評鑑成效良好具有示範作用者，酌予獎勵；其評鑑及

獎勵之規定，由民政局另定之。

殯葬服務業應參加評鑑。

第一項之評鑑，民政局得按評鑑優、劣結果予以分別等

級，於網站或以其他方式公告之。

第二十七條　　辦理殯葬事宜，如因本市殯儀館設施不足需使用道路搭

棚者，應擬具使用計畫報經當地警察機關核准。

前項管理辦法，由民政局定之。

第二十八條　　私立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就其設施之使用、收費、管

理、基(管理)金收支等，應訂定管理辦法，報經民政局備

查；修正時，亦同。

私立殯葬設施經營業者應於每月二十五日前向民政局函

報殯葬設施經營管理情形及前一月埋葬、火化或存放骨灰

(骸)等使用情形表；並於每年四月底前，就其設施上一年度

之使用收費、管理費收費等收支，且經會計師簽證之年報

表，向民政局申報。

生命禮儀所或區公所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上一年度

公、私立殯葬設施管理及使用情形，函報民政局，民政局得

上網公告之。

第二十九條　　區公所應將權責範圍內違法殯葬設施設置、擴建、增

建、改建或經營殯葬設施、違法從事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

行為之查報情形，填具查報表送生命禮儀所，生命禮儀所將

處理情形、結果及相關資料併送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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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墳墓遷葬之查估補償

第三十條　　墳墓遷葬之查估補償對象為依法設置及於墳墓設置管理

條例施行前所設置之墳墓。非依法設置須遷葬之墳墓，依第

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應行遷葬之墳墓，由需

地機關編列預算並檢附下列文件，函請生命禮儀所或區公所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辦理遷葬墳墓公告：

一、墳墓所在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正本。

二、地籍圖謄本。

前項應行遷葬之墳墓，由需地機關及生命禮儀所或區公

所派員會同查估、複核。

前項墳墓墓主不配合辦理或無人認領時，得由會同查估

人員共同認定之。辦理墳墓遷葬補償查估時，應將墳墓現狀

拍照及繪製墳墓位於該公墓之位置略圖，並編號黏存於調查

表上存卷備查。

墳墓遷葬作業辦法，由民政局定之。

第三十二條　　依法應行遷葬墳墓之墓主應自公告日起三個月內，檢具

下列文件並攜帶領取遷葬補償費通知文件、國民身分證、印

章、切結書，向需地機關辦理認領登記：

一、家屬授權同意書。

二、與被埋葬者之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三、被認領人除戶戶籍謄本一份。

前項無法提出文件及逾期無人認領之墳墓，視為無主墳

墓。

第三十三條　　應行遷葬之墳墓，經查明確屬無主墳墓者，依殯葬管理

條例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三十四條　　應行遷葬之合法墳墓，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民眾自行辦理墳墓起掘者，得選擇本市任一公立骨

灰(骸)存放設施單一納骨灰(骸)櫃位，免費存放，

並免收取第三十八條之清運廢棄物保證金。

二、無主墳墓：由需地機關統一辦理墳墓起掘。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辦理者，不發給遷葬補償費。

未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自行起掘，並選擇本市任一公立

骨灰（骸）存放設施單一納骨灰(骸)櫃位免費存放者，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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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條規定，發放遷葬補償費。

第三十五條　　應行遷葬之合法墳墓，其遷葬補償標準如下：

一、墳墓面積未滿八平方公尺，新臺幣三萬元。

二、墳墓面積八平方公尺以上未滿十六平方公尺，新臺

幣四萬元。

三、墳墓面積十六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平方公尺，

新臺幣五萬元。

四、墳墓面積二十四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三十二平方公

尺，新臺幣六萬元。

五、墳墓面積三十二平方公尺以上，新臺幣七萬元。

六、僅有墓碑或僅以土堆、石塊、磚塊為記之墳墓，新

臺幣一萬元。

七、骨灰、骨骸露置未葬者，每罐補償新臺幣六千元。

前項墳墓面積之計算，指覆蓋遺骨(骸)之主體(墓塚)與

墓廓及墓庭部分，不包括墓園部分。

墳墓遷葬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依第一項規定補償

外，並增發補償費標準如下：

一、合葬者每增加遺骸一具，新臺幣三萬元。但骨灰、

骨骸之改葬者，每增加一罐，新臺幣六千元。

二、屍體尚未腐盡，必須連棺遷葬者，新臺幣五萬元；

合葬者，每棺加發遷移補償費新臺幣六千元。

第三十六條　　前條墳墓遷葬補償費之發放期間，由需地機關公告並通

知墓主；墓主領取補償費時，應檢具身分證明與被埋葬者之

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及起掘相片，向需地機關申請。

墳墓由需地機關代為起掘、火化及安置者，其墓主申請

領取遷移補償費時，應先將該骨灰取回，並應就其補償費扣

除代處理費用新臺幣六千元後發給之。

第三十七條　　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後段所指非依法設置之

墳墓，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軍事設施、公共衛生、都市發展

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虞或因公共工程需要，經需地機關認定屬

實者，應予遷葬。但經公告為古蹟者，不在此限。

前項須遷葬之墳墓得按第三十五條查估補償金額之百分

之五十發給遷葬救濟金。如於公告拆遷限期內自行遷葬者，

加發遷葬救濟金額百分之二十之自動遷葬獎勵金。

1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5



遷葬補償費、救濟金或獎勵金經需地機關送達後逾十年

未領取者，不予發放。

第三十八條　　起掘撿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骨骸應行消毒。

二、撿骨時所挖出之廢棺及其他廢棄物，應予清理。

三、撿骨後所挖墓穴應填土回復原狀。

四、本市公立公墓內墳墓撿骨前，墓主應向生命禮儀所

或區公所申請起掘許可，並繳納清運廢棄物保證金

新臺幣五千元。

前項保證金於墓基之廢棺及廢棄物清理完畢，墓穴填土

回復原狀後，無息退還。

墓主自起掘日起一個月內未清理完竣者，其已繳保證金

不予退還。

第六章　　殯葬設施修繕

第三十九條　　殯葬管理條例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施行前依法設置之私

人墳墓及墳墓設置管理條例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施行前

既存墳墓，於該條例施行後申請修繕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

一、應依墳墓原有之形式。

二、進行部分之修繕。

三、不得增加高度及擴大面積。

四、不得違反其他相關法令。

前項私人墳墓之修繕，申請人應備具下列文件向生命禮

儀所或區公所申請，經文件審查及現地會勘後核定，始得修

繕：

一、申請書(應敘明原墳墓設置時間、修繕原因及修繕

方式等)。

二、原墳墓照片(墓碑及墳墓全景各至少一張)。

三、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亡者之除戶謄本(如申請人向戶政機關查無亡者戶

籍資料，得檢附繼承系統表及切結書代替)。

五、墳墓設置地點位置簡圖。

六、墳墓座落土地登記謄本及其範圍之地籍圖(最近三

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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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八、申請人與亡者關係證明文件。

九、其他證明文件。

第四十條　　私人墳墓之修繕應於核定之日起三個月內完工，必要時得

經生命禮儀所或區公核准後展延，期間最長以二個月為限。

申請人修繕完竣後應檢附施工前、中、後照片，報請生命

禮儀所或區公所查驗。於修繕期間生命禮儀所或區公所並得隨

時派員查察。

私人墳墓修繕之申請及審查程序，由生命禮儀所定之。

公立公墓內之墳墓修繕，得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

理。

第七章　　罰則

第四十一條　　違反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第六項規定，經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第四十二條　　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經通知仍拒絕

辦理，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四十三條　　非殯葬服務業，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供人使用而獲

取利益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四條　　殯葬服務業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參加評鑑，經

通知仍拒絕辦理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列入下一年之評鑑對象。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定，即進行修繕工

程者，應命其停工並限期補辦手續，拒不停工或屆期仍未補

辦手續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未如期完工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得連續處罰。

第八章　　附則

第四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民政局另定之。

第四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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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50072613號

修正「臺中市體育處組織規程」第六條、第十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四

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體育處組織規程」第六條、第十條。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體育處組織規程第六條、第十條修正條文

第六條　　體育處設會計室，置主任、組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

計事項。

第十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七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修

正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文施

行日期，由臺中市政府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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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500737352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五年四月

二十日施行。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    地政局設下列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地籍科：土地建物登記、不動產糾紛調處、地籍清理、

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列冊管理、地籍管理、地政志願服務

及督導地政事務所有關土地登記、地籍管理、地政志願

服務等事項。

二、地價科：公告地價、查編公告土地現值、辦理地價基準

地作業、編製都市地價指數業務及房地產交易價格簡

訊業務、不動產估價師管理、地政士開業登記、證書核

發、獎懲、行政罰鍰、不動產經紀業許可、獎懲、行政

罰鍰、消費爭議協調及督導地政事務所地價業務等事

項。

三、地權科：私有及市有耕地登記案件之核備、國有耕地代

管、市有耕地管理、耕地租佃爭議調解調處、外國人及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移轉不動產、公地放領及督導地政事

務所、各區公所有關三七五租約之業務等事項。

四、地用科：土地徵收、一併徵收、更正徵收、撤銷徵收業

務、受理早期土地徵收、未辦產權移轉業務、未領取徵

收補償費保管業務及公有土地撥用等事項。

五、重劃科：公辦市地重劃、農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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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研議、評估、重劃計畫書之報核與公告、土地分

配、交接、清償、抵費地處分、核發重劃負擔總費用證

明書、財物結算及成果報告、各期重劃及平均地權基金

預算編列及管理、督辦自辦市地重劃及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案等事項。

六、區段徵收科：區段徵收案之研議、評估、用地取得、土

地分配、拆遷戶之安置事宜、土地處分與接管、財務結

算及成果報告等事項。

七、測量科：地籍圖重測、不動產糾紛處理、控制測量、再

鑑界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業務督導等事項。

八、土地編定科：非都市土地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定、分區

變更、補辦編定、變更編定、註銷編定、更正編定、補

註用地別、違反區域計畫法之裁處、督導考核地政事務

所及公所有關非都市土地業務及其他使用編定相關業務

等事項。

九、工程管理科：公辦市地、農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區

段徵收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驗收及移管、農水路

更新改善及管理維護、督導所辦土地重劃工程進度及品

質、補償費發放提存管理等事項。

十、資訊室：地政業務資訊化之規劃、督導、推廣、審議、

執行與協調聯繫及地政資訊、設備維護管理、操作與訓

練、督導地政事務所資訊作業。

十一、秘書室：文書、檔案、印信、事務、採購、出納、法

制、研考、財產管理、工友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

管理、公共關係、新聞發布、及不屬於其他科、室之

事項。

第四條　　地政局置主任秘書、專門委員、科長、主任、專員、秘書、

技正、股長、分析師、管理師、科員、技士、技佐、助理員、助

理管理師、辦事員及書記。

第十二條　　地政局局務會議，由局長召集並為主席，以下列人員組成

之：

一、局長。

二、副局長。

三、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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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門委員。

五、科長。

六、主任。

七、專員、秘書、技正。

八、地政事務所主任。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有關人員出席或列

席。

第十四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四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國

一百年四月十五日施行；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三十日修正

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文施

行日期，由本府以命令定之。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500739872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四條，自中華

民國一○五年四月二十日施行。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四條。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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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研考會設下列組、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研究發展組：市政發展研究、辦理民意調查、召開研究

委員會議、自行委託研究報告審議、出國報告與其他有

關市政研究發展等事項。

二、綜合規劃組：施政願景、施政策略之研擬，辦理綜合發

展計畫、彙編中長程計畫及年度施政計畫、召開市政會

議以及施政報告之彙編等事項。

三、管制考核組：年度標案列管、標案進度管制會報、議會

決議事項管制、公文稽核等事項。

四、為民服務組：為民服務業務策劃、推動、管制、考核、

聯合服務中心與其他有關為民服務等事項。

五、工程品質管理組：工程施工查核業務、工程維護管理品

質訪查業務、公共工程品質提升之教育訓練業務、公共

工程品質管理、公共工程品質推動委員會幕僚業務、全

民督工、基本設計審議機制幕僚作業、輔導參加公共工

程品質各項獎項相關業務等事項。

六、話務管理組：辦理為民服務專線流程規劃與管理、話務

中心資訊設備與系統管理、話務人員督導與管理、宣導

行銷、陳情與派工分案、統計分析、教育訓練、客訴處

理及庶務管理等事項。

七、秘書室：文書、檔案、印信、事務、採購、出納、法

制、研考、財產管理、工友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管

理、公共關係、新聞發布及不屬於其他組、室之事項。

第四條　　研考會置主任秘書、專門委員、組長、主任、秘書、研究

員、專員、股長、助理研究員、組員、助理員、辦事員及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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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50076470號

制定「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附「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105年4月20日府授法規字第1050076470號令公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道路挖掘、提昇道路服務

品質及維護公共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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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

局)，並得將道路挖掘申請之受理及許可或施工及維護管理之權

限，視區域特性、道路規模等情形委託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

執行。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管線埋設人：指電力、電信（含軍警專用電信）、自來

水、排水、污水、輸油、輸氣、交通控制設施、社區共

同天線電視設備、有線電視等需要利用管道或管線之機

關(構)、團體或個人。

二、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指建設局為管理公共管線而蒐

集道路挖掘資料，並結合地理資訊系統所建置，可供進

行網路申請道路挖掘管理及相關資訊查詢之資訊應用系

統。

第四條　　道路挖掘分類如下：

一、緊急性挖掘：指道路及其附屬設施、地下公共設施管線

(路)因臨時重大損壞、故障或其他特殊狀況須立即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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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者。

二、計畫性挖掘：指管線埋設人年度籌辦之專案工程須挖掘

道路者。

三、一般性挖掘：指前二款以外之事由申請挖掘道路者。

前項道路挖掘分為明挖及非明挖之施工方式。但公共管線之

新設、更換及維修等工程應優先採用非明挖技術方式施工。

第五條　　管線埋設人應將所屬地下管線資料及平面、斷面位置圖等有

關圖資送交建設局建置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

前項資料未繳交或繳交資料不完全者，建設局應通知限期繳

交。

第一項有關公共設施管線圖資維護管理作業要點由建設局另

定之。

　　　第二章　道路挖掘之申請

第六條　　管線埋設人辦理道路挖掘應使用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向建

設局提出申請，經許可後，始得施工；其因配合公共建設工程辦

理遷移或埋設管線者，得併同該工程提出申請。

建設局辦理道路修復工程時，管線埋設人應配合工程辦理人

孔、手孔蓋下地或減量，無法配合時，得由建設局代為辦理，其

應繳納之相關費用由管線埋設人負擔。

有多種管線工程需於同一道路挖掘時，建設局得協調各相關

管線埋設人同時辦理。

管線埋設人於道路進行人孔、手孔蓋開啟或關閉，應先申請

建設局核准，始得辦理。

第七條　　申請緊急性挖掘者，應於施工前先以電話、傳真、網路通訊

或口頭方式通報建設局，並於通報後三個工作天內向建設局申請

補辦一般性挖掘許可。

未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請者，視為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挖掘道

路。

第八條　　申請計畫性挖掘者，應於前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工程計畫、施工位置平面圖、道路橫斷面及管溝橫斷面

圖各一式二份向建設局提出本年度計畫，逾期不再受理。

建設局受理前項申請後，應邀集相關管線埋設人或有關機關

（單位）協商管線工程辦理方式及作業時程。

第九條　　申請一般性挖掘、計畫性挖掘經許可者，管線埋設人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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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登入道路挖掘相關資料，並檢附相關文

件，向建設局提出申請。

　　　第三章　道路挖掘之收費

第十條　　申請道路挖掘應依建設局所定期限繳納道路挖掘附加路面修

復費（以下簡稱修復費）及道路養護費。

未依前項規定繳納者，建設局應駁回其申請。但民生管線案

件或特殊情形經建設局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申請緊急性挖掘者，應於搶修完竣後，按附表繳納修復

費。

第十二條　　申請計畫性及一般性挖掘者，由建設局核算修復費及道路

養護費並一次收取，完工後按實作面積計算，多退少補。

前項道路養護費按所計修復費加收百分之二十。但不含第

四項加倍收取之費用。

政府機關施作之道路工程、重劃區鄰接之道路工程或其他

特殊情形經建設局核准自行刨除修復道路者，得免繳納修復

費。

管線埋設人於道路禁止挖掘路段、時間及範圍內申請挖掘

道路者，建設局得加倍收取修復費，申請展延道路挖掘期間者

亦同。

第十三條　　採用非明挖技術方式施工並符合公路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五

項第二款規定者，得經建設局核准免繳納修復費。但因施工造

成路面、路基損壞或其他損傷者，應負保固及修復責任。

第十四條　　修復費及道路養護費應以臺中市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基

金管理之。

第十五條　　修復費及道路養護費之用途如下：

一、代辦各類管線挖掘工程之路面修復。

二、市區道路刨除、翻修、封層工程。

三、道路人孔、手孔蓋升降、標線繪製等交通改善工程。

四、各項代辦工程之管理費。

五、辦理道路及交通安全維護管理所需設備費、業務費及

人事費。

六、其他有關道路及其附屬設施之維護管理。

　　　　第四章　道路挖掘之施工管理

第十六條　　下列期間內禁止道路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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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建或拓寬自驗收合格日起三年內。

二、翻修或改善自驗收合格日起一年內。

三、重要慶典或活動期間。

四、公告禁止挖掘期間。

五、經建設局公告劃定為共同管道實施計畫之道路範圍或

共同管道建設完成之道路。

第十七條　　於下列情形經核准者不適用前條之規定：

一、與國家或本市重要建設有關之管線工程。

二、既有管線之緊急搶修工程。

三、重大軍事管線工程。

四、沿該道路橫向或直向至人孔、手孔之用戶聯接管線工

程及其附帶直向人行道聯接管線工程。

五、道路交通控制之管線工程。

六、為完成區段性之管線系統所須辦理之管線工程。

七、足以影響公共安全之號誌或路燈用電等管線工程。

八、其他經建設局核准之管線工程。

道路之新闢、拓寬及翻修或改善之相關資訊，公共工程主

辦機關應登錄於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並主動公開之。

第十八條　　管線埋設人取得挖掘道路許可書後，應於開工前通知有關

之里辦公處，並公告於施工路段，另由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

向建設局申報開工及施工情形，並依許可期限、位置及面積施

工。

管線埋設人因故未於許可期限內施工或完工，應於許可期

限屆滿前，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建設局申請

展期或註銷施工許可，並以一次為限。

未於前項許可期限內申請者，挖掘道路許可書自期限屆滿

時失其效力，其已繳交修復費按實際施作面積計算或核退。

第十九條　　道路挖掘或管線佈設，應於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

三十分內施工，並完成回填及路面修復工作。但經建設局公告

之主要道路應於下午四時前收工。

前項道路挖掘情形特殊並經建設局核准者，得於其他時段

施工。

未及於規定時段內回填或修護時，應於管溝上加蓋相當強

度之止滑板與道路齊平，並加強安全警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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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管線埋設人於申請道路挖掘前，應蒐集有關資料，勘查地

上、地下設施之設置情形，其作業應符合交通工程規範、職業

安全衛生法及環境保護法規等相關法令辦理。

第二十一條　　道路挖掘施工期間，建設局得派員現場勘查施工品質、

安全措施及交通安全管制設施。經發現缺失者，應即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道路挖掘許可，並令其停工

及回復原狀。

第二十二條　　建設局核發之挖掘道路許可書，僅賦予道路挖掘之許

可。管線埋設人於施工或保固期間，如有致人民生命、身體

或財產遭受損害者，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前項情形建設局並得命其停止挖掘或廢止許可證。未依

規定報請竣工查驗或查驗不合格者，亦同。

第二十三條　　道路挖掘前，管線埋設人應先測定施工地點、標定管溝

寬度之定線，其施工應使用切割機按標定線平直全厚度切割

路面後，再行挖掘路基及路床。

第二十四條　　施工單位挖掘道路致地下管線(路)損壞時，應即通知該

管線管理機關(構)派員搶修，並通報建設局。

第二十五條　　道路挖掘產生之土石、廢棄物，管線埋設人應即運至合

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管線(路)鋪設完畢後，管線埋設人應以機軋砂石級配料

或經由建設局核定之材料回填路面，以砂石級配料回填時，

應分層壓實至相對壓實度百分之九十以上，其施工品質應符

合相關公共工程施工綱要或規範之要求。

道路挖掘長度逾三十公尺者，管線埋設人應於挖掘路面

修復後委請具有國家實驗室認證標記之機構檢測，並於路面

修復後七日內，將檢測合格之試驗報告書提送建設局備查。

建設局得隨時抽驗施工品質；抽驗相關費用由道路挖掘

之管線埋設人全額負擔。

第二十六條　　道路挖掘後之路面修復，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寬度六公尺(含)以下之瀝青混凝土道路，應依道路

全寬度銑刨重鋪五公分厚度之面層。

二、寬度超過六公尺之瀝青混凝土道路，應依挖掘範圍

內之車道全寬度銑刨重鋪五公分厚度之面層。

三、道路挖掘係施作人孔、手孔或接點至用戶間聯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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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工程且施作長度在三十公尺以下者，經建設局認

有必要，除依前二款規定辦理者外，應依其挖掘長

度銑刨重鋪一車道寬之原材質路面。

四、重鋪之面層材料應使用與原路面相同材質之材料。

重鋪後之路面平坦度以三公尺直規沿平行於路中心

線之方向檢測，其任何一點高低差，面層不得超過

正負零點六公分；或使用高低平坦儀以每二百公尺

為一檢驗單位量測平整度標準差不得超過二點八公

厘。

五、混凝土之道路應先打除一車道寬度之路面後，再依

原路面材質修築平順，並為與原路面相同之修飾。

第二十七條　　管線埋設人應於道路挖掘竣工後七日內至道路挖掘管理

資訊系統申報竣工；並應於申報竣工完成後三十日內，將挖

掘施工之寬度、深度、回填材料、分層壓實、實驗報告、完

工報告書、安全防護設施及相關照片等資料製成電子檔，利

用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報請建設局審查。

建設局接獲竣工報告後，得派員進行查(抽)驗，如查

(抽)驗不合格，應限期改善。

前項有關道路挖掘工程竣工查驗抽驗標準作業要點由建

設局另訂之。

管線埋設人應於道路挖掘竣工後三十日內，將竣工圖檔

送交建設局，並以建設局指定之檔案格式及精度上傳至道路

挖掘管理資訊系統申報竣工。建設局並得回饋建置完成之圖

資給原管線埋設人。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建設局得視情形停發後續道路挖

掘申請之許可至管線埋設人改善為止。

第二十八條　　道路挖掘相關工程之管溝路面修復，應於道路挖掘次日

內完成。

前項修復應由管線埋設人依原有路面種類、品質及厚度

復原。

前項修復及第二十六條規定之修復，管線埋設人應於修

復完工後負責路面保固一年、路基保固三年。

保固期間發生路面高低不平、龜裂或凹陷等情事，經通

知限期改善未依限改善者，建設局得代為修復。但情形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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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建設局得逕行修復。

前項修護所需費用由管線埋設人負擔。

第二十九條　　申請計畫性挖掘者限於當年四月至九月間施工完成。但

符合第十七條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條　　建設局核發挖掘道路許可書後，如涉及公有或私有土地產

權之爭議問題時，管線埋設人應即停工，並於協調解決後始得

復工。

有前項情形時，建設局得廢止挖掘道路許可。

第三十一條　　管線埋設人於道路上設置附屬設施，應填具申請書檢附

施工圖說，向建設局申請核准後，始得申請道路挖掘。

第三十二條　　管線埋設人應確保所埋設之管線及其相關設施不影響道

路之安全。

管線埋設人應擬訂年度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並依該計

畫訂定檢測紀錄，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報請各管線埋設人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或備查，並副知建設局。

前項年度維護管理計畫至少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計畫概要（含工作時程、範圍、管線、設施位置

圖）。

二、檢測項目及頻率。

三、維修及改善方式(含處理程序、材料)。

第三十三條　　管線埋設人辦理前條規定之定期檢測或自辦不定期檢

測，如發現所埋設之管線、人孔、手孔蓋座及其相關設施有

老舊腐蝕、破損或與路面有高低不平之情形者，應即改善。

第三十四條　　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故障或不能使用時，管線埋設人

應改以書面申請之。

　　　　　第五章　罰則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規定情形之一，經建設局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管線埋設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五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

三十一條規定繳交相關圖資及文件。

二、未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

二十八條規定施工。

三、施工品質查(抽)驗不符臺中市道路挖掘工程竣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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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抽驗標準作業要點之要求。

管線埋設人違反前項規定，同一申請案達二次或不同申

請案同一年度內達五次者，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停止道路挖

掘施工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第三十六條　　未依第六條、第七條規定申請及第十八條第二項、第

十九條規定核准期限、時間、位置施工，處管線埋設人或行

為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其得補辦手續者，

命其限期補辦手續及補繳相關費用；不得補辦手續者，命其

限期回復原狀；屆期不補辦、補繳或回復原狀者，得按次處

罰。

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經建設局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三十八條　　逾越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期限，仍未改善者，建設

局得代為回復原狀，其所需費用由管線埋設人、承攬人或行

為人負擔，並限期繳納，逾期未繳納移送強制執行。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　　申請於建設局管理之公園、綠地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挖

掘者，準用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第四十條　　除公路法、市區道路條例另有規定外，本自治條例未規定

之事項，應依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及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

活動施工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建設局另定之。

第四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30 31



3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3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32 33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50077079號

修正「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第六條、第八條、第十四條。

　附「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第六條、第八條、第十四條。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第六條、第八條、 
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六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應由提案之領銜人檢具公民投票案主

文、理由書及提案人名冊正本、影本各一份，向本府為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限，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限，理由書

以不超過一千五百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

及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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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提案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分區別裝訂

成冊；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第八條　　本府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經審查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應於

十五日內予以駁回：

一、提案有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情事者。

二、提案不合第六條規定者。

三、提案人數不合前條規定者。

四、提案人有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或未簽名、未蓋

章，經刪除後致提案人數不足者。

五、提案有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情事者。

六、提案內容相互矛盾或顯有錯誤，致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

者。

公民投票案經審查無前項各款情事者，本府應將該提案送請

本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認定，審議委員

會應於三十日內將認定結果通知本府。

前項公民投票案經審議委員會認定合於規定者，應送請行政

院核定；經審議委員會認定不合規定或行政院不予核定者，本府

應予駁回。

第十四條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應由提案之領銜人，於領取連署

人名冊格式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選委會提出；逾期未提出

者，視為放棄連署。

前項連署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分區別裝訂

成冊，以正本、影本各一份向選委會提出；連署人應親自簽名

或蓋章。

公民投票案依第一項或第十二條規定視為放棄連署者，自

視為放棄連署之日起，原提案人於三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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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行字第105006729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及施工審查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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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政府交通局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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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交通局交通規劃科、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工程科、臺中市政府

交通局運輸管理科、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行政科、臺中市公共運輸

處、臺中市停車管理處(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及施工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25日府授交規字第100000800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11月3日府授交行字第103022403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2月2日府授交行字第104002592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4月6日府授交行字第1050067294號函修正

一、本要點依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施工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第四

項、第五條第三項、第六條第三項、第七條第二項、第十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

二、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設「臺中市政府交通維持計畫審查

會」（以下簡稱審查會），辦理交通維持計畫審查事項。

三、審查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交通局局長擔任；副召集人一人，由

本府交通局副局長擔任；其餘成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

之：

（一）本府交通局交通規劃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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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府交通局交通工程科科長。

（三）本府交通局運輸管理科科長。

（四）本府交通局交通行政科科長。

（五）本府建設局代表。

（六）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代表及各案件轄區分局組長。

（七）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表。

（八）臺中市公共運輸處代表。

（九）臺中市停車管理處代表。

（十）府外專家學者至少二人。

四、審查會視需要召開會議。會議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

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

召集人指派成員擔任主席。審查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與交通維

持計畫內容相關人員列席。審查會會議時除主席外，其他成員不克

出席時，得委託代理人出席。

五、使用道路施作工程，其工程規模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除緊急搶修

工程、刨鋪道路、修剪路樹、施設道路交通設施及開啟人手孔蓋等

外，應於施工前十五日提出交通維持計畫送審查會審查。

（一）於設有快慢分隔島之道路，不論天數封閉慢車道施工。

（二）單向十公尺以上未達十五公尺道路(不含人行道)且佔用道路單

向寬度一半以上，連續佔用天數達七天以上者。

（三）單向十五公尺以上道路(不含人行道)且佔用道路單向寬度一半

以上，連續佔用天數達十天以上者。

（四）快速道路、隧道、橋樑、車行陸橋、車行地下道等封閉型道

路，連續佔用天數達十天以上者。

（五）佔用人行道施工，連續佔用天數達三十天以上者。

（六）五百噸以上輪式吊車佔用道路，連續佔用二十四小時以上者。

六、使用道路辦理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施工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活動，其活動規模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應於活動前三十

日提出交通維持計畫送審查會審查：

（一）參加人數三千人以上。

（二）參加人數一千人以上、未達三千人且使用道路面積二千平方公

尺以下、使用道路時間超過八小時。

（三）參加人數未達一千人且使用道路面積超過二千平方公尺、使用

道路時間超過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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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道路辦理活動之交通維持計畫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活動實施計畫概要。

（二）活動管制方式。

（三）交通衝擊評估。

（四）交通衝擊減輕方案。

（五）週邊停車場配置。

（六）大眾運輸系統之協調。

（七）交通疏導計畫宣導措施。

（八）緊急應變疏散計畫及處理方式。

（九）環境清潔、衛生計畫。

（十）活動準備與復舊方式。

（十一）附圖及附表其內容包括：

1、活動範圍圖。

2、交通維持人力配置圖。

3、周邊停車場位置圖（含標註汽機車停車位數量）。

4、車流動線導引圖。

5、週邊公車站位配置圖。

6、接駁公車行駛路線圖。

7、交通管制時程一覽表。

8、活動區域周邊現場照片。

八、使用道路施作工程之交通維持計畫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工程概要。

（二）交通現況評估。

（三）工程進行說明。

（四）交通維持方案。

（五）大眾資訊服務提供計劃。

（六）交通維持設施相關費用。

（七）施工區域周邊現場照片。

（八）附圖、附表其內容包括：

1、工程範圍圖。

2、交通維持人力配置圖。

3、工程影響之路邊停車場位置圖（含標註汽機車停車位數

量）。

4、車流動線導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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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週邊公車站位配置圖。

6、交通管制時程一覽表。

九、使用道路施作工程，工程規模未達第五點規定者，由本府該工程之

目的事業主管單位或該工程主辦單位逕行實施交通維持計畫。

十、使用道路辦理活動，活動規模未達第六點規定者，由本府該活動之

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後由該活動主辦單位逕行實施交通維持計

畫。

十一、已核定之交通維持計畫，其計畫變更時，應以書面檢附變更之交

通維持計畫向本府交通局提出申請，經核定後始得辦理及施工。

前項變更如屬展期者，以二次為限。

十二、已核定之交通維持計畫，相關交通狀況變動時，本府得要求變更

該交通維持計畫。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5007026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編制設置基準」部分規定如附件，

並溯自民國103年8月1日生效，請查照。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

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

科)

副本：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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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編制設置基準

中華民國100年7月18日府授人企字第100013753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1年3月9日府授人企字第101003839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5月29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9546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府授人企字第1050070267號函修正

一、本基準依臺中市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二、臺中市立高級中學（以下簡稱高級中學）置校長一人，專任。

三、高級中學員額兼行政職務人員設置基準如下：

（一）學校得置副校長一人，由校長就曾任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聘

兼之；未置副校長者，得置秘書一人，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

師中聘兼之。

（二）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圖書館各置主任一人，其所屬

各組各置組長一人。組長除生活教育組長得由軍訓教官兼任及

總務處組長專任外，餘均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聘兼之。

（三）附設有職業類科或學程二科以上者，每一職業類科置科主任一

人，就各該職業類科編制內專任教師中聘兼之。

（四）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另置主任輔導教師

一人，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聘兼之。所屬各組各置組長一

人，由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不足者，得由具有輔導教師資

格之專任教師兼任。

（五）設有國中部學校且總班級數六十一班以上者，得置副組長一人

至三人，均由教師兼任。

四、高級中學教師員額設置基準如下：

（一）普通班國中部每班置教師二人，每滿九班增置教師一人，最多

增至七人；高中部每班置教師二人，每滿四班增置教師一人，

最多增至十五人。

（二）特殊班及實驗班每班置教師三人。

（三）專任輔導教師每十二班置一人，其尾數達七班以上者，增置一

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教師充任之。

（四）教師兼任各處室主任之員額得依實際兼任人數增置二至五人；

其他職務由教師兼任者，不另增置員額。

（五）每班置導師一人，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聘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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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級中學為應運動訓練需要得置專任運動教練。

六、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員額編制，依教育部頒「高級中等學校軍訓

（護理）人員編制員額設置基準表」辦理。

七、高級中學專任職員設置基準如下：

（一）總務處所屬各組，各置組長一人。

（二）人事人員之設置，依人事機構設置規定辦理。

（三）會計人員之設置，依主計人員設置規定辦理。

（四）幹事：六班以下者，置二人，超過六班部分，每六班增置一

人，超過六班之班級數除以六之餘數三班以上者，增置一人。

（五）佐理員、助理員、技佐、管理員、書記之設置，於現有專任職

員總員額不變原則下，依「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

則」規定辦理。

（六）每校置護理師一人，四十班以上得增置一人。

（七）學校設廚房供應膳食且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得置營養師一

人。

八、高級中學工友設置基準如下：

工友（含技工、駕駛）員額設置，參考各級公立學校工友員額設置

基準精神，並依學校各學年度實際招生人數及校地面積等情形進行

調整配置。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給字第1050072125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殯葬業務提成獎金支給要點」，並溯自一○五年一

月一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修正之「臺中市政府殯葬業務提成獎金支給要點」總說明、對照

表及全條文各一份。

二、敬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週知，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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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政府主計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

(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殯葬業務提成獎金支給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5月11日府授人給字第1010078894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4月28日府授人給字第103007695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2月12日府授人給字第103025694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府授人給字第1050072125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激勵員工工作潛能，提昇廉潔殯葬

形象及工作服務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員工，係指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以下簡稱生命禮儀

處）編制內人員及由本府核准之約（聘）僱及臨時人員、駐衛警

察、技工、工友、職務代理人等實際在殯葬設施場所專職從事殯葬

業務人員。

三、經費來源及支給基準：每月由生命禮儀處，按當月實際殯葬規費收

入總額百分之十五以內提撥支給，當月實際可提之規費不敷分配獎

金時，其獎金應比例降低。

四、技術人員每人每月最高新臺幣三萬元內，行政人員按技術人員標準

最高百分之二十內，各按其工作績效，實際工作項目，評定等級發

給，並依評核分數為考評依據，其支給標準表如附表。

評定等級與獎金額度如下：

（一）評定八十五分以上者，按應領獎金全額發給。

（二）評定八十分以上未達八十五分者，按應領獎金百分之九十發

給。

（三）評定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按應領獎金百分之七十發給。

（四）評定未達七十分者，獎金不予發給。

五、生命禮儀處提成獎金按月支給，員工當月到、離職者，其提成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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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實際在職日數核發。因工作性質變動致提成獎金支給標準不同

時，亦同。

考試分發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不支給提成獎金。

六、生命禮儀處員工有下列情事者，其提成獎金依各該規定辦理：

（一）曠職（工）者，扣除一個月提成獎金百分之五十；曠職（工）

已達行政懲處規定者，依第五款規定再扣除提成獎金。

（二）請事假一日以上，按日扣除提成獎金，另請事假以外之其他假

別（不含補假及行政院規定可休假日數），按日扣除提成獎金

百分之五十。

（三）經機關指派公務以公（差）假登記者，不停發獎金。因個人事

由簽請機關同意以公假登記當月超過五日者，按日扣除次月提

成獎金百分之五。

（四）請延長病假、因案停職或留職停薪及依規定復職者，均按當月

實際在職日數比例核給。

（五）受行政懲處者，申誡一次，扣除一個月提成獎金百分之五十，

記過一次，停發一個月提成獎金，記大過者，停發三個月提成

獎金，均自命令發布日起執行。功過得相抵者自相抵日之次月

依比例規定恢復發給。

（六）受公務員懲戒處分者，申誡一次，停發一個月提成獎金，記過

以上處分者，停發三個月提成獎金，撤職、休職者，不核發提

成獎金，均自懲戒處分開始執行日起執行。

七、因收受任何餽贈違反廉政事項而受行政懲處或懲戒處分者，停發一

年提成獎金，自懲處命令發布日或懲戒處分開始執行日起執行。

八、因工作性質變動致提成獎金支給標準不同時，執行扣除之比例應依

各該月份實際支給標準計算。

九、已支領殯儀職務加給或依規定支領獎金者，僅得與本提成獎金擇一

支領。

十、提成獎金經費需依預算程序辦理，並於當年度預算額度內支應，另

提撥所賸餘額應繳庫。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42 43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5007299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資訊推動小組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點如

附件，並溯自民國105年3月1日生效，請查照。

正本：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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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科、考訓科、給與科、秘書室)

(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資訊推動小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8月14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15096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府授人企字第1050072999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配合推動電子化政府之工作，

有效運用現代資訊科技，增進本局及所屬機關行政績效及各項藝術

與文化資訊整合效率，特設資訊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

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負責推動本局及所屬機關下列事項

(一)共通性資訊系統之發展構想、推行計畫、應用之研議事項。

(二)各業務單位納入資訊作業之研究、審查及指導事項。

(三)資訊作業效率之查詢及指導事項。

(四)資訊安全政策及處理個人資料保護之推動及指導事項。

(五)各業務單位資訊作業規劃之審議及指導事項。

(六)管理資訊系統共同使用之研議及協調事項。

(七)資訊設備維護技術之研討及經驗交流。

(八)資訊教育訓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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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資源調度之協調及研議。

(十)共通性資訊系統與其他機關電腦作業配合之協調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推動全面性資訊作業之協調、審議及指導事項。

三、本小組採任務編組，成員十三人，其中召集人、副召集人、組長各

一人、副組長二人與委員八人，本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三分之一。

本小組召集人由本局副局長兼任，副召集人由本局主任秘書兼任，

組長由本局秘書室主任兼任，副組長二人由本局秘書室承辦資訊業

務者兼任，其餘委員八人由局長就本局科(室)、中心主管業務相關

人員派兼之，其職掌如附表。

四、本小組成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五、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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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50075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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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並自即日起

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臺中市政府獎勵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對照表

及條文各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及(大)隊、臺中市

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除外)、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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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臺中市政府人

事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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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府授人考字第1050075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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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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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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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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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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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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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選名單中應有一名銓敘審定委任官等人
員或薦任官等非主管人員。但經評選結果，前四名無上述人員時，
第四名則直接由銓敘審定委任官等人員或薦任官等非主管人員名次
最佳者遞補之。
依前項規定參加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獲行政院表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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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5007968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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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

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26日府授民宗字第1000015364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5年4月19日府授人企字第1050079683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等相關

事宜，設臺中市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

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殯葬設施設置事項之審議。

（二）公共性紀念墓園設置之審議。

（三）有關殯葬設施以公共藝術造型設計之審議。

（四）其他與殯葬設施設置、經營管理相關措施之審議。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六至十九人，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臺中

市政府民政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專

門委員以上人員兼任；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本府下列各機關之專門委員：農業局、建設局、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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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環境保護局、消防局、文化局、交通局、教育局及社

會局。

（二）專家、學者三人至六人。

（三）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以下簡稱生命禮儀處)處長。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但代表機關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

止。

五、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生命禮儀處秘書擔任，承主任委員之

命，處理委員會幕僚事務；置幹事若干人，由生命禮儀處派員兼

任。

六、本委員會視業務需要召開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

委員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均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中互推一人擔任主席，主持會議。

七、本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或單位代表兼任之委員，除

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外，得指派他人代理出席。

八、本委員會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委員會之決議事項應

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之。

本委員會委員對於審議之議案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時，應依法迴避。

九、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人員列席說明；

必要時並得選派委員若干人組成專案小組調查。

十、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一、本委員會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為之。

十二、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生命禮儀處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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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50071098號

修正「臺中市北區區公所編制表」，自民國一百零五年四月十五日生效。

　附「臺中市北區區公所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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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50074063號

修正「臺中市體育處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四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體育處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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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50074607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四月一日生

效。

　附「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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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研展字第1050068611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諮詢委員作業要點」自即日起停止

適用，請查照。

說明：檢附「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諮詢委員作業要點」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請

更新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展組）（均含

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研展字第1050070175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臺中市政府規劃研究設計報告獎助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

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規劃研究設計報告獎助要點」乙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法制局更新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

審議科）(請更新法規資料庫)（含附件）、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研展組）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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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研展字第1050075046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臺中市政府年度自行研究發展案件評審及獎勵作業規定」自即日起

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檢附「臺中市政府年度自行研究發展案件評審及獎勵作業規定」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

（請更新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

組）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研管字第1050074720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標案管制考核作業要點」及「臺中市政府標案管制

考核實施計畫」，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研考會105年4月7日簽核辦理。

二、檢附「臺中市政府標案管制考核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附

件1）、「臺中市政府標案管制考核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附件2）、「臺中市政府標案管制考核作業要點」（附件3）、「臺

中市政府列管標案管制考核實施計畫第五點、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附件4）、「臺中市政府列管標案管制考核實施計畫第五點、第七點

修正對照表」（附件5）及「臺中市政府標案管制考核實施計畫」（附

件6）各1份。

三、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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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管制考核組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標案管制考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9年12月28日府授研管字第0991000123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101年5月9日府授研管字第101007765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9月4日府授研管字第102016658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9月2日府授研管字第103017195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3月31日府授研管字第104007252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府授研管字第1050074720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控標案執行進度，提升管理績

效，於公共工程品質推動委員會，下設標案進度管制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研議加強預算執行及列管標案規劃設計、用地取得、招標發

包、工程施工、聯繫配合等工作之綜合推動、協調與督導。

（二）追蹤管制本市年度列管標案執行績效。

（三）列管標案執行績效及效益之評估與考核，進度落後案件之實地

查證。

（四）審議有關列管標案執行工作人員績效優劣之獎懲事宜。

（五）其他有關促進本市列管標案順利執行事項。

三、本小組每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召開會議時，

得視需要邀請規劃單位、監工、承包商、建築（設計）師及有關業

務機關及管線單位列席。

四、本小組所需作業經費，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

會）相關經費項下支出。

五、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府各機關及學校（以下簡稱各主辦機關）。

六、符合下列原則之標案由研考會統籌規劃及督導管制考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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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畫。

（二）各主辦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法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

標案〈分工程、勞務或財物採購，排除以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

標案〉。

（三）一般徵收用地案。

（四）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五）其他經交辦列管標案。

未屬上列之各項標案，應由各主辦機關自行列管，並確實掌握及督

導標案執行情形。

七、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預定期程應由各主辦機關首長核定，若

該計畫經市長核定者，依市長核定日期推算各檢核點，由本府標案

管考系統〈網址：http://assess.taichung.gov.tw〉依各期程檢

核點預定及實際進度列管，列管層級區分原則如下：

（一）府列管標案：工程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勞務或財

物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由研考會統籌列管。

（二）機關列管標案：非屬前款所規定之列管標案，且預算金額達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由機關列管。

標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解除列管：

（一）已完成結算驗收付款及系統填報者。

（二）因故須暫緩辦理，且無法預期後續辦理期程，經依前項列管層

級簽奉核准者，得暫免於系統列管，惟原因解除後，應即恢復

列管，否則視同未依規定提報列管。

八、各主辦機關評估計畫期程，應考量所遭遇天候、用地、土方、管

線、環保等因素，訂定合理性及正確性之期程，且列管標案於多處

列管時，期程應一致性。

列管標案需跨年度執行時，除經本府專案核定者外，應分年編列預

算分期付款，以提升預算執行率。

九、列管標案及列入中央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畫之平時管制作

業模式及獎懲標準，由研考會另定實施計畫，其他標案相關管制作

業應參照辦理。

本府應於每年上半年辦理標案年度考核作業，其作業模式及獎懲規

定由研考會另定考核實施計畫辦理。

十、列管標案之預定期程於決標後至開工前，得依據契約工期修正預定

期程一次，並貫徹執行。但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調整預定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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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撤銷管制：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調整預定期程：

1、機關或其所屬二級機關任務變更、編併或裁撤，影響標案執

行。

2、政策或法規變更，影響期程執行。

3、標案預算金額(資源)因故增減，影響期程執行。

4、遭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機關之事由，嚴重影響期程

執行。

5、併案或分案管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撤銷管制：

1、機關或其所屬二級機關任務變更、編併或裁撤，無法辦理。

2、政策或情勢變更，不再辦理。

3、原奉核定之資源條件消失，無法辦理。

4、併案或分案管制。

前項第一款得同意調整預定期程次數原則如下：

（一）預算金額為新臺幣一百萬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得於總期程內

調整一次。

（二）預算金額為新臺幣一千萬以上未達五千萬元者，得於總期程內

調整二次。

（三）預算金額為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得於總期程內調整三次。

調整期程或撤銷管制，府列管標案應簽會研考會後，陳請市長核

定；機關列管標案應簽由所屬或受指揮監督之一級機關首長核定，

區公所由區長核定。逾第二項調整期程次數規定，但有工程採用特

殊設計、工法或仍有本點第一項第一款等情事，有再調整之必要

者，無論列管層級，皆需簽會研考會後，陳請市長核准。

列入中央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畫，如需更換計畫、調整期

程或撤銷管制時，不論預算金額多寡皆需由各主辦機關述明理由及

檢具事證文件，簽會研考會及主計處後，陳請市長核定。

十一、本要點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之標案，各主辦機關應於經費

持有一個月內主動提報本府標案管考系統列管，因故無法於所規

定時間內提報列管者，應於經費持有一個月內簽請核准。

前項所謂經費持有，係指各機關預算經本市議會通過並可開始執

行、議會同意先行墊付或收到代辦經費核定函(無須納入預算)後

即屬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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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簽准層級，依本要點第七點規定簽奉核准。

未依規定提報列管，經研考會通知限期改善後，仍未於規定期限

內完成提報，漏列一件者，經費持有之主辦機關承辦人申誡一

次，以此類推，如同一單位同一年度累計漏列五件以上，直屬單

位主管申誡一次。

十二、各主辦機關辦理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工程，於施工

過程中影響當地居民者，應於決標後，確定開工時間及開工地

點，至本府標案管考系統新增開工預告，並提前於開工日前通知

當地里、鄰長及居民，廣為宣導。

未依前項規定通知里、鄰長及居民者，經查明確屬主辦機關疏

失，相關承辦人員及單位主管各申誡一次。

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辦理開工預告：

（一）工程性質屬緊急性或臨時性。

（二）不影響民眾出入及安全之整修工程、檢修工程、景觀工程或

植栽整理。

臺中市政府標案管制考核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99年12月28日府授研管字第0991000123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101年5月9日府授研管字第101007765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9月4日府授研管字第102016658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9月2日府授研管字第103017195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3月31日府授研管字第104007252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府授研管字第1050074720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標案管制考核，特依臺中市政

府標案管制考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九點規定，訂定本

計畫。

二、各主辦機關應依下列規定擬定各年度預算之標案管考系統期程：

(一)各項工程標案應於當年度三月底前完成遴定規劃設計單位，並

應於當年度十月十五日前完成第一次上網招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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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活動應於當年度三月底前完成決標。

(三)無法依上列規定時程辦理者，應敘明理由，依本要點第七點列

管層級簽奉核定。

列入基本設施補助計畫之管制考核中央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但

各項期程仍不得牴觸上述規定。

三、平時管制考核分為以下二類模式：

(一)書面管制：以各主辦機關每月於臺中市政府標案管考系統(以下

簡稱本系統）及其他標案相關管考系統填報之管考進度為主。

(二)實地考核：以管考進度落後或隨機選項進行實地查核。

四、各項列管標案依執行進度於每月五日前填報至本系統，各一級機關

應指定研考人員負責該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之資料彙整、稽催

填報等相關作業；如有執行疑義，應於彙整後提請本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協助解決。

當月逾期未填報，經研考會通知機關研考人員累計達三次以上者，

負責填報機關之標案承辦人員及協辦人員應記申誡處分，累犯者得

加重處分，同一單位同一年度累計漏列五件以上，直屬單位主管申

誡一次。

其他標案相關管考系統填報作業比照前項規定辦理懲處，未據實填

報系統者亦同。

工程發包施工後，須於本系統上傳開工前、施工中、完工後現場數

位照片，以利管制。

五、府列管標案之執行情形，每月提報本府標案進度管制會報檢討，機

關列管案件之執行情形，由各一級機關及本府所屬各區公所每月召

開機關標案進度管制會報檢討，並依下列標準予以獎懲，作為平時

管考依據：

（一）獎勵部分：

1、府列管標案於年度執行完畢，執行過程中管考進度無累積落

後三個月達百分之十以上之情事，有應予獎勵，以為楷模情

事者，得對主辦人員及負責督導之主管各予以記功一次，一

件案件敘獎額度不得超過十次嘉獎，由研考會統一提報專簽

市長核定。

2、機關列管標案於年度執行完畢，執行過程中管考進度無累積

落後三個月達百分之十以上之情事，有應予獎勵，以為楷模

情事者，得對主辦人員及負責督導之主管各予以嘉獎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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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案件敘獎額度不得超過六次嘉獎，經機關評定後，簽由

所屬或受指揮監督之一級機關首長核定。

（二）懲處部分：

1、每一標案連續三個月實際管考進度比預定管考進度落後百分

之十以上或逾完工期限三個月以上仍未報竣，且可歸責於執

行機關者，除有特殊因素外，主辦人員及負責督導之主管各

申誡一次、協辦人員予以書面告誡；連續落後得連續懲處。

2、有關人員之獎懲，其負責列管標案時間(含落後月份，以下

同)未滿三個月者免議。

3、府列管標案落後懲處由研考會統一簽報市長核定，機關列管

標案落後懲處應簽由所屬或受指揮監督之一級機關首長核

定。

六、基本設施補助計畫之執行情形，於國家發展委員會評核各直轄市與

各縣市政府成績發布後，由研考會依各執行機關每月於「行政院政

府計畫管理資訊網（GPMnet）」系統填報情形，及列管標案執行進

度達成度，綜合評估後簽辦獎懲作業。

七、列管標案之平時管考以完成日期決定，各查核點之進度百分比如

下：

（一）財物、勞務採購案：

1、活動類：

(1)辦理事項或活動計畫簽准，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三十五。

(2)辦理事項或活動上網，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四十。

(3)辦理事項或活動決標，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七十。

(4)辦理事項或活動完成，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九十五。

(5)經費完成核銷，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一百。

2、非活動類：

(1)招標文件簽辦，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十。

(2)招標文件核定，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二十。

(3)上網(公告)，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三十。

(4)計畫書評選，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三十五。

(5)決標(發包或議價)，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四十。

(6)期初報告(第一次交貨)，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五十五。

(7)期中報告(第二次交貨)，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七十。

(8)期末報告(最末次交貨)，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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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驗收，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九十五。

(10)決算，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一百。

（二）設計、規劃案：

1、遴定規劃單位，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二十。

2、初步規劃，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四十。

3、細部設計，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八十。

4、設計完成日期，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一百。

（三）用地取得案：

1、都市中心樁測量，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十五。

2、點交中心樁，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三十。

3、分割、造冊及分算地價，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四十。

4、召開協議價購，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五十。

5、公示送達，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六十。

6、移送地政局辦理徵收，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七十。

7、函主管機關，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七十五。

8、公告，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八十五。

9、發價，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九十五。

10、繳存國庫專戶保管，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一百。

（四）發包工程案：

1、含委外設計、監造：

(1)遴定規劃單位，進度為百分之五。

(2)初步規劃完成，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十。

(3)細部設計完成，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二十。

(4)預算書圖審查、完成，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二十五。

(5)工程上網招標，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三十。

(6)工程發包決標，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四十。

(7)開工，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五十五。

(8)施工進度達百分之五十，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七十五。

(9)完工，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九十五。

(10)結算並完成付款，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一百。

2、無委外設計、統包：

(1)預算書審查，進度為百分之二十五。

(2)招標公告，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三十。

(3)工程發包決標，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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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工，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五十五。

(5)完工，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九十五。

(6)決算並完成付款，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一百。

3、單價發包、開口契約：

(1)預算書圖審查完成，進度為百分之二十五。

(2)上網招標，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三十。

(3)工程發包決標，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五十五。

(4)決算付款（結案日），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一百。

（五）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1、招標文件簽辦，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五。

2、招標文件核定，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十。

3、上網(公告)，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二十。

4、計畫書評選，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二十五。

5、決標(發包或議價)，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三十五。

6、設計完成，進度累計為百分之四十五。

7、開工，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五十五。

8、完工，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九十五。

9、啟用營運，進度累計為百分之一百。

八、本小組委員及各機關與研考會主辦本業務人員，辦理成效及表現優

異，足堪嘉許者，併同標案年度考核作業成績辦理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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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50028488號

主旨：函轉本市市立大甲國民中學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編號甲國中字第

007718、007729、008726號，因不慎遺失，請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

作廢事宜，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市立大甲國民中學105年4月13日甲國中總字第1050002111號

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本局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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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50071585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公所前區長陳芳隆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陳芳隆申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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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6日臺會議字第1050000865號函辦

理。

二、本府於民國105年4月7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於

翌日（民國105年4月8日）起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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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鑑字第13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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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送達證書函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人事處。

正本：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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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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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50075872號

附件：臺中市弘富重劃區道路簡圖

主旨：公告「臺中市弘富重劃區」道路命名。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公告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105年4月13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命名如下：

(一)弘勇街：「　 」字形道路，東起中山路三段，迄西南水圳止，

寬約8公尺，長約930公尺。

(二)弘福街：東起中山路三段，西迄擬命名道路弘勇街止，寬約8至12公

尺，長約446公尺。

(三)弘文街：東起中山路三段，西迄弘文中學大門口止，寬約12公尺，

長約266公尺。

(四)弘智街：「 」形道路，東北起擬命名道路弘福街，西迄擬命名

道路弘勇街止，寬約8至12公尺，長約1,002公尺。

(五)弘智一街：東起擬命名道路弘智街，西迄擬命名道路弘勇街止，寬

約8至12公尺，長約597公尺。

(六)弘智二街：「ㄏ」字形道路，起迄點均為擬命名道路弘智街，寬約8

公尺，長約250公尺。

(七)弘仁街：南起擬命名道路弘智街，北迄本重劃區底，寬約10至12公

尺，長約477公尺。

三、上開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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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50023211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鼎豐物業有限公司等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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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投遞車籍地址掛號郵寄

冊內被通知人，該郵件因無人領取；復於第2次投遞戶籍地址因無法送

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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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義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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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孟詢

胡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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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50061016號

主旨：「訂正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機關用地（五）

範圍】案」暨「訂正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細部

計畫【機關用地（五）範圍】案」，自105年4月8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5年4月8日起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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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大雅區公所。

三、公告內容：變更細部計畫書、圖（比例尺：1/1000）各1份（前述計畫

書、圖置於本市大雅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供各界公開

閱覽）。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105年4月20日（星期三）下午2時整假大

雅區公所4樓大禮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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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500323001號

主旨：公告本市沙鹿區福成段840、840-1地號部分土地上現有巷道廢止案，

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5年4月11日至民國105年5月11日止，期間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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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沙鹿區公所(公告欄)、臺中市沙鹿區福興里辦

公處(公告欄)、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廢道現場。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審

議之參考。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50072133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檢送內政部辦理公開展覽「變更潭子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高速公

路用地）（配合國道4號豐原潭子段工程）案」公告2份、計畫書圖各2

份，請張貼公告週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第28條規定辦理。

二、公開展覽說明會之說明作業及場地部分，屆時請貴所配合辦理，另請

將公告張貼週知，計畫書圖提供予民眾公開閱覽。

三、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都市計畫專區，可瀏覽計畫書內容。

正本：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副本：內政部、臺中市議會（含公告1份）、蕭議員隆澤（含公告1份）、張

議員雅旻（含公告1份）、羅議員永珍（含公告1份）、賴議員朝國

（含公告1份）、吳議員顯森（含公告1份）、張議員立傑（含公告1

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公告1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

程科（含公告1份）、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含公告1份）、本

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含公告1份）、總務（含公告1份並請登報3

日）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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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內授營都字第105040914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潭子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高速公路用地）

（配合國道4號豐原潭子段工程）案」計畫書、圖，並舉辦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8條及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暨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105年4月11日起至105年5月10日止，共30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分別於臺中市政府及臺中市潭子區公所公告欄公開展

覽30天，並訂於民國105年4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時假臺中市潭子

區公所4樓會議室舉辦說明會。

三、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

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並依式（如附件）向臺中市政府提出，公

開展覽期滿後，由該府彙整函轉本部，俾供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之參考。

部長　陳威仁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50072346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檢送內政部辦理公開展覽「變更豐原都市計畫（部分零星工業區、農

業區、斷層帶農業限建區、保護區、墓地用地、鐵路用地為高速公

路用地，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部分行水區為行水

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配合國道4號豐原潭子段工程）案」公告2份、計畫書圖各2份，請張

貼公告週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第28條規定辦理。

二、公開展覽說明會之說明作業及場地部分，屆時請貴所配合辦理，另請

將公告張貼週知，計畫書圖提供予民眾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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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都市計畫專區，可瀏覽計畫書內容。

正本：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副本：內政部、臺中市議會（含公告1份）、陳議員清龍（含公告1份）、謝

議員志忠（含公告1份）、翁議員美春（含公告1份）、張議員瀞分

（含公告1份）、陳議員本添（含公告1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

公告1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含公告1份）、本府都

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含公告1份）、本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含

公告1份）、總務（含公告1份並請登報3日）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內政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內授營都字第1050409143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豐原都市計畫（部分零星工業區、農業區、斷層

帶農業限建區、保護區、墓地用地、鐵路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部分

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部分行水區為行水區兼供高速公

路使用，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配合國道4號

豐原潭子段工程）案」計畫書、圖，並舉辦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8條及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暨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105年4月11日起至105年5月10日止，共30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分別於臺中市政府及臺中市豐原區公所公告欄公開展

覽30天，並訂於民國105年4月29日（星期五）下午2時假臺中市豐原區

公所4樓第3會議室舉辦說明會。

三、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

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並依式（如附件）向臺中市政府提出，公

開展覽期滿後，由該府彙整函轉本部，俾供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之參考。

部長  陳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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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500483421號

主旨：公告核准「賴銘昌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賴銘昌。

二、事務所名稱：賴銘昌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B12041****。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40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華美街32巷8號6樓之2。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901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500526431號

主旨：公告核准「高鼎翔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高鼎翔。

二、事務所名稱：高鼎翔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A12031****。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41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四川路132號4樓之2。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5706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出國 
　副局長　紀英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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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500529261號
主旨：公告核准「陳明輝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明輝。
二、事務所名稱：森然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L12271****。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42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685號。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917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出國 
　副局長　紀英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500530181號
主旨：公告核准「張志強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張志強。
二、事務所名稱：張志強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L12217****。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43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806號4樓之11。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754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出國 
　副局長　紀英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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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500535191號

主旨：公告核准「陳孟男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孟男。

二、事務所名稱：陳孟男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縣開業證字第N000041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170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五街246巷15弄39號1樓。

六、身分證字號：L12096****。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500567741號

主旨：公告核准「陳立庸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立庸。

二、事務所名稱：點建築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D12224****。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44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四川路21之5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889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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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500576961號

主旨：公告核准「陳怡鈞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怡鈞。

二、事務所名稱：陳怡鈞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L12214****。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45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16街21號5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226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林字第1050010655號

附件：臺中市受保護樹木解除列管清單

主旨：公告解除列管本市29株受保護樹木。

依據：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4條第3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解除列管本市受保護樹木共計29株，詳如附件清單。

二、公告日期：自民國105年4月8日起30日。

局長　王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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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海行字第1050067857號

附件：烏石坑溪禁漁範圍圖

主旨：公告本市和平區烏石坑溪河段禁止使用任何方式採捕水產動物範圍及

相關規定事項，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實施。

依據：依據漁業法第44條第1項第4款及第9款。

公告事項：

一、禁漁範圍：如附圖

(一)烏石坑溪自大安溪會合口起至烏石坑七棟寮橋止，河段長約共5.8公

里〈主流〉。

(二)烏石坑溪第一支流唐山寮溪自與烏石坑溪處起止，河段長約共3.8公

里。

(三)烏石坑溪第二支流煙嘴溪自與交會處止，河段長約共6公里。

二、規定事項：前項河段禁止使用任何方式採捕水產動物，違反者依漁業

法第65條第6款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詢：

(一)承辦機關：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二)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北堤路3號。

(三)電話：04-26566494轉305。

(四)傳真：04-26561777。

(五)電子郵件：a804323@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農業局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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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秘字第1050077456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及期限增修刪彙整表

主旨：新增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並自即

日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新增畜牧類別編號13「展演動物業執照申請」項目。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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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50031938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西屯區大鵬路59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市新字第112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局長　呂建德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50030529號

附件：公示送達名冊

主旨：公示送達林俊良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共計三案。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林俊良（統一編號：B12357****），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

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如附件清單）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

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3170，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徐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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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50035311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局105年3月18日中市衛保字第1050023736號公告共計一件，惠

請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規定。

二、本案業已於本（105）年3月18日張貼於本局公告欄，惠請貴處協助刊

登市府公報，以完成送達程序。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局保健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50023736號

主旨：公示送達阮文仁(NGUYEN VAN NHAN)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

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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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阮文仁(統一編號：BC3003****)違反菸害防制法規定，經本

局於105年2月1日以中市衛保字第1050009541號裁處書處以新臺幣2

千元罰鍰在案，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3170，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徐永年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50033200號

主旨：本局委託中山醫學大學執行「105年臺中市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

港區環境污染物調查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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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委辦期間：自中華民國105年3月11日至中華民國106年3月10日止。

二、委辦事項：

(一)辦理本市轄內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指紋資料採樣及建立資料

庫。

(二)辦理本市PM2.5採樣及PM2.5質量、碳成分、陰陽離子、金屬、戴奧

辛、揮發性有機物及多環芳香烴化合物(PAHs)成分分析。

(三)辦理本次固定污染源與環境中重要污染物採樣檢測暨污染行為蒐證

紀錄等相關性之分析與探討。

(四)研析本市鄰近監測站與當地重大排放源與環境污染物流佈。

(五)模式解析各污染源之貢獻比例，鑑定重大排放源對居住環境之影響

程度。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12 113



(六)本計畫期間辦理之檢測分析，由中山醫學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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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本局臨時交辦事項。

三、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與中山醫學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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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03。

局長  洪正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50038587號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05年度「臺中市流

域污染總量管制、水污費徵收查核與水污染源稽查計畫」。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二、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2條。

三、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一)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等水污染源稽查管制工作(包含正常操作查

核、深度查核、科學蒐證、功能評鑑、水質採樣等作業)。

(二)水污費徵收及催補繳等相關行政作業及配合水污費徵收政策針對本

市水污費徵收對象進行查核與水質採樣相關事宜。

(三)污染事件成立污染源追查專案計畫(包含暗管、繞流排放管線或不明

管線查緝及封閉、拆除)。

(四)總量管制之目標水體推動流域污染總量管理相關事宜。

(五)畜牧業糞尿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使用推廣事宜。

(六)許可申請、定期申報及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系統等相關審查核

發及現場勘查作業。

(七)污染減量宣導及水污染法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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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配合架設水質連續自動監測相關設備。

(九)轄內工業(園)區雨水道巡查。

(十)河川巡守隊運作、教育宣導等工作。

(十一)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與攝錄影監視系統穩定操作。

(十二)執行資訊公開相關作業。

(十三)執行建檔管理及相關系統資料正確性維護。

二、自中華民國105年4月1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台灣曼

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所在地：臺中市西屯區大墩

19街186號3樓之1。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32。

局長　洪正中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743931號

主旨：公告蘇琬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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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琬婷。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694號。

三、證書字號：（102）台內地登字第027080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蘇琬婷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大同街210巷2號7樓之4。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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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744811號

主旨：公告李月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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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芬。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695號。

三、證書字號：（104）台內地登字第02747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嘉禾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10街249號4樓之3。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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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761261號

主旨：公告范鼎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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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鼎淇。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696號。

三、證書字號：（8 9）台內地登字第024240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耕源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遼陽四街72號。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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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775361號

主旨：公告楊冠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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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冠群。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697號。

三、證書字號：（104）台內地登字第027649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信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39號6樓A室。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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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777391號

主旨：公告吳美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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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玲。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698號。

三、證書字號：（104）台內地登字第027459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吳美玲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四街175號6樓之2。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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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807171號

主旨：公告王美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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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蓮。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699號。

三、證書字號：（8 3）台內地登字第01316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王美蓮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樂群街409號7樓之6。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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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678371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錦雀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錦雀。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12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黃錦雀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三街46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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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679961號

主旨：公告註銷趙一璘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趙一璘。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092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辰威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425號16樓之1。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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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71001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文洪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文洪。

二、執照字號：（101）中市地士字第00022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律品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9號6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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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76373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金章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金章。

二、執照字號：（101）中市地士字第00023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福貿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五福西路167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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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500122721號

主旨：公告註銷紀美花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紀美花。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10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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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500126821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鳳林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鳳林。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39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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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50013639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俊雄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俊雄。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90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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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500139991號

主旨：公告註銷宋文馨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宋文馨。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907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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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500144411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春迎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春迎。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560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永禎地產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1段46之11號。

五、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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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500144621號

主旨：公告註銷錢柏碩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錢柏碩。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56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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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500144551號

主旨：公告註銷葉炤彣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葉炤彣。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經紀字第0056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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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763811號

主旨：公告楊秀鳳女士申請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補發、換證及加入不動產

估價師陳沅玠共同執業變更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換發。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11、2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秀鳳。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1號（印製編號：000159），有

效期限至109年6月22日。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育賢路18號2樓之1。

備註：

(一)原開業事務所名稱：捷丞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二)原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新平路三段42巷13號。

(三)原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1號（印製編號：000117）。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12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23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77959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陳沅玠申請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換證及事務所變

更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1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沅玠。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0號(印製編號：000160)，有效

期限至109年4月18日止。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育賢路18號2樓之1。

備註：

(一)原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0號(印製編號：000033)。

(二)原開業事務所名稱：昊詮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三)原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新坪里新平路3段廍子25巷10號

2F。（門牌整編：臺中市太平區育賢路18號2樓之1）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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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稅財字第1050200073號

主旨：公告本市105年房屋稅開徵日期及繳納須知。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2條、臺中市政府104年9月21日府授稅財字第1040216684

號函。

公告事項：

一、開徵日期：自105年5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止。

二、課稅所屬期間：104年7月1日至105年6月30日。

三、繳納方式：各縣市之代理公庫及代收稅款銀行（庫）、農會均可繳納

（郵局不代收）；亦可使用自動櫃員機（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

稅」標誌）、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網址：https://paytax.nat.gov.

tw）、信用卡、活期（儲蓄）存款帳戶透過電話語音（412-6666/412-

1111，電話6碼地區請撥41-6666/41-1111，服務代碼166#）或至繳稅

服務網站轉帳繳稅（繳款書上印有QR-Code可快速連結）、或便利商

店（限稅額新臺幣2萬元以下，且為統一、全家、萊爾富、來來OK等4

家）繳納。

四、至便利商店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動櫃員機及活期（儲蓄）存

款帳戶等方式繳納稅款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繳納期間屆滿後2日

（6月2日）24時前。惟105年6月1日至同年6月2日繳納者，仍屬逾期繳

納案件，但不加計滯納金。另納稅義務人可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全民健

康保險卡，透過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網址：https://net.tax.

nat.gov.tw）登入，即可線上查詢繳款明細，並可直接連結至網路繳

稅服務網站，免輸入銷帳編號、繳稅金額等資料辦理線上繳稅。

五、納稅（代繳）義務人：房屋所有人、起造人、典權人、共有人、現住

人、使用人、管理人、承租人、受託人或管理機關。

六、繳款書送達：繳款書於開徵前以郵寄送達；辦理委託轉帳納稅者，於

開徵前寄發轉帳繳納通知書，請納稅義務人於105年5月31日24時前預

留應納稅款，以便105年6月1日扣款，於轉帳納稅完成後，另行寄發轉

帳納稅證明書，請納稅義務人收執，作為完稅憑證。

七、稅額計算方法：房屋課稅現值×稅率=本年度應納房屋稅額（詳見繳款

書背面計算方法）。

八、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如有不服本局所核定之稅額，請於收到繳款書後，

依規定格式敘明理由，連同證明文件，於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30日

內，申請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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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納稅義務人未收到繳款書者，請在繳納期限內，依房屋坐落地址，分

別向本局文心分局（西屯、南屯區）、大智分局（東、南區）、民

權分局（中、西、北區）、東山分局（北屯區）、豐原分局（豐原

區、神岡區、后里區、大雅區、潭子區）、沙鹿分局（大甲區、清水

區、沙鹿區、梧棲區、外埔區、大肚區、龍井區、大安區）、大屯分

局（烏日區、霧峰區、太平區、大里區）、東勢分局（東勢區、石岡

區、和平區、新社區）查明申請補發，依限繳納（本局免費服務電

話：0800-086969）。

十、逾繳納期間繳納者，每逾2日加徵1%滯納金（最高加徵15%），逾30日

仍未繳納且未申請復查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強制執

行。

局長　吳蓮英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設字第10500673691號

附件：如文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規劃設計審議準則」草案。

依據：類推適用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九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

三、訂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規劃設計審議準則」公告如附件，

本案載於下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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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公告訊息/都發公告。

(二)本府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站(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

GLRSout/)草案預告論壇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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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局陳述意見或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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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工程科)。

(二)地址：403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轉65401，聯絡人：周維倩。

(四)傳真：(04)22205675。

(五)電子郵件：ao3225@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規劃設計審議準則 
草案總說明

為維護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規劃設計、建築風貌管制事項，

並執行本特定區景觀審議事項，訂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規劃設

計審議準則，以臻完備；其訂定重點如下：

一、本準則之辦理依據、名詞定義與主管機關。(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說明變更設計免送審議委員會之規定。(第四條)

三、說明整體景觀、公共開放空間、生態、綠化、植栽設計、樹種、行

道樹設計、照明、公有管線及其他審議事項。(第五條至第十五條)

四、說明退縮地之植栽、人行道、圍牆及垃圾貯存空間規定。(第十六

條至第十九條)

五、說明建築物高度、立面屋頂、立面、節能減碳、綠覆綠及綠美化之

規定。(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六條)

六、說明相關法令、原則性規定及發布實施日。(第二十六條至第三十

條)

12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2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28 129



12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2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30 131



13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3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32 133



13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3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34 135



13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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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LINE 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夏字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