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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416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4樓)透天住宅 有(部分雙側) 中清路43巷

417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4樓)有4樓獨棟

住宅
有(部分雙側) 中清路大德巷

418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7樓)有7樓集合

住宅
有(部分雙側)

雷中街2巷.18巷.32巷.38巷.42
巷.61巷

419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7樓)有7樓集合

住宅
有(部分雙側)

文華路2~197號.139巷.155巷.157
巷

420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7樓)有集合住宅 有(部分雙側) 逢甲路20巷

421 第八大隊 東山分隊
有（6樓，集合住

宅）
有(全部雙側) 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47巷內一帶

422 第八大隊 東山分隊 無 無 北屯區軍功路1段226巷一帶

423 第八大隊 東山分隊 無 無 北屯區軍功路2段722巷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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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1259761號

廢止「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並自即日生效。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126234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

　附「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 

序號 委託機關 受託機關 權限委託事項 備註

綜合-1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臺中市政府法制

局 

行政罰鍰執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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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 

   

教育-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轄經

區公所同意之運動場館管

理維護事項。 

 

建設-1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轄區寬頻管道規劃、建設、

管理、維護等相關事宜。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石岡區、神

岡區、和平區等

十一區公所。 

建設-2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豐原區公

所及臺中市烏日

區公所 

轄區共同管道管理維護作

業、進入使用許可核發、維

護規範及巡檢計畫核定、違

反禁止挖掘之查報。 

 

建設-3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市區道路及鄰里巷道以及

其附屬設施之維護管理及

轄區內天橋、人行、車行地

下道之清潔、維護、管理。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僅負

責天橋、人行地

下道之清潔。 

建設-4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市區道路及鄰里巷道申請

挖掘道路許可證之核發及

收費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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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5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轄區公園、綠地、廣場、園

道、行道樹之維護管理業

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建設-6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轄區道路公用照明路燈維

護管理業務（含零星增設、

遷移、清潔）。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僅負

責次要巷道路燈

維護。 

建設-7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道路障礙物之查報及拆除

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建設-8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道路供公眾通行及其附屬

設施公用之證明資料提

供，無妨礙交通認定。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建設-9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市區道路及鄰里巷道道路

側溝搭排許可核發。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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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1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許

可核發。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建設-11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道路工程用地及地上物拆

遷補償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建設-12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道路使用費核算、審核等相

關事宜。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建設-13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受理市區道路及鄰里巷道

管線工程聯合挖掘案件申

辦作業。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交通-1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交通標誌、標線、反射鏡、

彈性柱、路面標記等相關交

通管制設施規劃設計施工

及維護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交通-2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區公所轄區公車候車亭之

管理及維護。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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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3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臨時施工使用道路申請。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交通-4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 臺中市各區公所 區公所轄區公有路外停車

場之收費、清潔維護、巡查

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都發-1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核發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及使用分區查詢業

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都發-2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違

規事項通報業務。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都發-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無農舍證明。  

都發-4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

備業務。 

 

水利-1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小型抽水機及沙包防災整

備措施。 

 

水利-2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防汛搶險所需工程機具、人

力調配事項。 

 

水利-3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輕微災情之搶修、搶險及復

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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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4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1.雨水下水道違規事項之

巡查、通報。 

2.防潮閘門管理。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農業-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1.受理平地造林申請並進

行審查表初審。 

2.自新植造林年度起累計

二年檢測合格之案件，

其檢測作業自第三年起

委由區公所辦理。 

 

農業-2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樹木褐根病防治計畫（由區

公所調查轄區內罹患樹木

褐根病之樹種、數量、面

積，函報農業局彙整）。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農業-3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小花蔓澤蘭防治計畫（由區

公所分別調查轄區內公、私

有土地遭小花蔓澤蘭覆蓋

面積，函報農業局彙整）。 

受託機關不包括

臺中市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

等八區公所。

農業-4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林產物處分伐採案件(三公

頃以下採伐案件)。 

 

農業-5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轄區畜牧機械用油、用電優

待及統一核發畜牧機械使

用證明業務。 

 

農業-6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轄區畜牧機械設備免徵營

業稅燃料用油之申請核發

業務。 

 

農業-7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太平區公

所 

太平買菸場之管理。  

農業-8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東勢區公

所 

臺中市東勢屠宰場經營管

理業務。 

溯自民國 101 年

2 月 17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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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1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

款項核撥及管理作業。 

 

社會-2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

補助審核作業。 

 

社會-3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房

屋租金補助作業。 

 

社會-4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

請、審核。 

 

社會-5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各項之

初、複審核、核發緊急生活

扶助款項、核發子女學雜費

減免證明公文等事項業務。 

 

社會-6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補

助審核業務。 

 

社會-7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臺中市中低收入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審核作業。 

 

社會-8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各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含

相關產權）之管理。 

 

社會-9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調

查及生活扶助作業之審查

與核定及申復案件之受理

等事項。 

 

衛生-1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建所需

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

審核作業。 

 

文化-1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大甲區公

所 

1.中正紀念館一般管理：業

務對口、人事業務、會計業

務及行政業務(公文收發、

庶務採購、工程驗收等)。 

2.地方文化館館務推動：地

方文化館計畫申請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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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2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大里區公

所 

1.大里杙文化館一般管

理：業務對口、人事業務、

會計業務及行政業務(公文

收發、庶務採購、工程驗收

等)。 

2.地方文化館館務推動：地

方文化館計畫申請及執行。 

 

地政-1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農地重劃區農路及非農田

水利會管理水路之管理、維

護。 

受託機關不包括

轄內無農地重劃

區之區公所。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法秘字第1020012410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會議室使用管理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會議室使用管理要點」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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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會議室使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7月2日中市法秘字第1020012410號函下達

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有效充分運用本局會議室，

並妥善管理維護，特訂定本管理要點。

二、本管理要點所稱會議室為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臺灣大道市

政大樓文心樓十樓十之二會議室。

三、會議室之管理單位為本局秘書室（以下簡稱秘書室）。本局借用單

位逕於NAS公布欄登記使用；本府其他機關應於使用日五日前（不

含例假日）向本局秘書室提出使用申請，並以先登記先使用原則辦

理。但遇特殊情形，本局得於各機關登錄使用日前一日註銷並優先

調用。

四、會議室設有投影設備，借用機關或單位應事先申請，並自行備妥筆

記型電腦；投影機遙控器使用前向本局秘書室借用，用畢歸還。

五、會議室使用時應將該會議名稱、時段及承辦機關或單位公布於會議

室門口電子看板。

　　本局借用單位以電子看板影片輪播系統登錄；本府其他機關借用者

由本局秘書室代為登錄。

六、借用機關或單位應自行引導參加人員至會議室，不得於會議室牆面

張貼海報或其他宣傳品。

七、借用會議室開會應使用重複用杯具及作好垃圾分類等環保節能措

施。

八、借用機關或單位使用會議室當日，由本局秘書室人員陪同並說明本

管理要點，使用後應即自行回復原狀、清潔場地及將桌面。如有損

壞、污漬或其他財產損失，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若於使

用前即已產生瑕疵或損壞者應事先告知處理。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秘總字第1020126261號

附件：如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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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車輛採購作業及管理使用要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原訂定「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

車輛管理及使用要點」及「臺中市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同

時停止適用，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車輛採購作業及管理使用要點」

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除外)、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總務科）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車輛採購作業及 
管理使用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府授秘總字第1020126261號函訂定

第一章　總則

一、為統一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公務車輛

之管理，以提高使用效率，並規範公務車輛採購事宜，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公務車輛，指各機關供公務而管理使用之各種車輛。但

業務車、工務車及特種車等車輛，各機關基於業務需要，得參照本

要點另訂管理使用規定。

三、本要點所稱特種車，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

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包括吊車、救濟車、消防車、救護車、

警備車、憲警巡邏車、工程車、教練車、殘障用特製車、灑水車、

郵車、垃圾車、清掃車、水肥車、囚車、殯儀館運靈車及經交通部

核定之其他車輛。

四、本要點所稱採購作業，指公務車輛之增購及汰換；所稱管理使用，

指公務車輛調派使用、油料管理、保養修理及駕駛人之管理等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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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採購汰換

五、為撙節購車及落實節能減碳政策，並配合中央各機關學校事務勞力

替代措施推動方案，各機關公務車輛採購原則如下：

（一）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座車、一級機關首長、副

首長座車、特種車、各型貨車及機車，依實際需要辦理增購

或汰換。

（二）公務小客車、大客車及客貨兩用車，除有特殊情況外，不得

增購或汰換。

（三）各機關採購各式公務車輛，鼓勵購置電動車、油電混合動力

車及電動機車等低汙染性車種。如無符合使用需求者，應以

節能標章之車種為優先。

（四）公務車輛報廢年限，除特種車依本府及所屬各機關特種車汰

換標準表（如附表）規定外，其餘車輛應達該年度臺中市地

方總預算各機關共同費用編列基準表規定之使用年限且不堪

修護、使用者。

六、前點第二款所稱特殊情況，指基於業(勤)務特殊性，採臨時性租車

方式無法滿足業務所需者，如菸酒查緝，災害工程勘查，水土保育 

，水利、水災防救及河川巡防保育，特定事業稽查，公共安全稽查 

，禽畜屠體衛生(包括病、死豬流向及私宰查緝)稽查，環境衛生( 

包括空氣及水污染查緝)稽查，疫病防制，動物防疫，地籍測量鑑

界複丈等。

　　前項所需公務車輛，得由各機關衡酌業務實際需要，並本精簡原則

核實汰購。

七、各機關採購各種公務車輛，應依各年度臺中市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所定公務車輛費用編列標準辦理。

　　前項編列標準已含該車輛所需之各項配備，於辦理採購時，不得逾

越該標準之規定；採購公務車輛應依各機關預算書所列車種辦理，

若因特殊原因需變更車種時，應報經本府核定後，始得辦理。

八、各機關對於公務車輛之採購，得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

九、各機關購置或汰換公務車輛，其汽缸總排氣量規定如下：

（ㄧ）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座車二千四百ＣＣ以下。

（二）副秘書長、一級機關首長座車二千ＣＣ以下。

（三）一級機關副首長、一般公務轎車一千八百ＣＣ以下。

　　機關首長汰換座車，採用既有公務車輛作為替用座車時，不受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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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缸總排氣量之限制，但仍應兼顧經濟效益及節能減碳環保目的，

妥適擇定替用車輛。

十、各機關公務車輛採租賃者，除市府勘災車及禮賓車不受前點汽缸總

排氣量之限制外，準用前點規定辦理。

十一、公務車輛租賃，本要點未訂事項準用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租賃公

務車輛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十二、各機關不得勻用各界捐款及外募款項等經費，支應購車價款。

　　　各機關應確實依本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公務車輛之採購，不得於

工程或勞務採購契約項目，納列提供機關使用之公務車輛。

十三、各機關汰換公務車輛時，其採購新車之預算，應分配於舊車屆滿

使用年限之當月份，不得提前，每一車輛預算執行之賸餘，應予

繳庫。

　　　前項採購之新車如屬免稅車輛，應將免繳之稅額，列為預算賸餘

繳庫。

十四、各機關以接受補助經費或各類基金採購車輛者，準用本要點之規

定。

第三章　管理使用

十五、各機關應指定專人負責公務車輛之調派、管理及維修保養等事宜 

。

十六、車輛管理應備齊必要表卡，隨時將調派使用、里程登記、油料管

理、保養檢修等情形，詳盡記錄，按月統計分析，俾作為駕駛人

考核之依據及擬定工作計畫參考。

十七、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和一級機關首長得配置專用座

車及專任駕駛人；一級機關副首長得配置專用座車。非本要點配

置專用座車人員，因公務推動需要得依本要點規定向機關車輛管

理單位申請派車。

十八、公務車輛除專用座車外，其他車輛均應停放於指定地點集中調派 

。各機關得設置公務車輛集用場，同一地區內各機關為相互支援 

，亦得聯合設置公務車輛集用場。

　　　各機關基於行政一體得相互行政協助提供車輛調派支援，行政協

助相關規定適用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十九、機關依法兼職人員執行其所兼任職務，因業務需要申請配車或派

車時，應由其兼任業務機關依本要點規定辦理配車或派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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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人員執行跨機關業務，因業務需要申請派車時，其業務屬經

常性業務者，應由其業務執行主管機關提供派車事宜；其業務屬

臨時性業務者，應參酌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五款規定，

由人員所屬機關或兼任臨時業務機關負責提供派車事宜。

二十、申請調派公務車輛，應符合下列用途：

　（一）出外接洽公務或參加會議認有必要者。

　（二）接待與公務有關之貴賓。

　（三）經機關首長核准之團體活動。

　（四）其他緊急事故。

二十一、員工使用公務車輛，應事先填寫派車單由各機關管理單位核派

始可行駛；行駛前應依相關規定實施清潔及安全檢查，確保行

車安全，並應將行車狀況詳細記載於行車紀錄表，使用完畢後

將行車紀錄表交車輛管理單位收執。

二十二、公務車輛行駛地點以派車單所填地點為限，不得挪為私用，申

請人如因公務需要臨時改赴他處，事後應補填派車單。

二十三、公務車輛申請借用時間在一日以內者，由三級主管核可；二日

以內者，由二級主管核可；三日以上者，應由一級主管核可。

並依派車單申請先後順序登錄調派。

二十四、上班時間以外或例假日，因公必須借用車輛者，除依程序申請

派車外，並應檢附相關計畫文件或公函。如遇公務緊急事件需

用車輛者，得逕洽車輛管理單位調派，但事後應補辦申請手續 

。

二十五、各機關辦理文康活動，經機關首長核准借用車輛，其駕駛之指

派、汽油費及其他費用，由借用機關自行負擔，車輛如有毀損 

，應由借用機關負責修復。

二十六、各機關員工因直系親屬婚、喪或配偶、配偶父母喪葬，申請借

用車輛者，在不妨礙公務原則下，經簽奉該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准後得准予借用，但應由借用人自行尋覓合格駕駛，駕

駛之誤餐費及車輛油料費，應由借用人員負擔。出借之公務車

輛如有毀損，應由借用人負責車輛修復及相關賠償費用。

二十七、專供首長、副首長使用之車輛，在不妨礙公務原則下，得由專

用人借用；借用人應自行覓妥合格駕駛，駕駛人員之誤餐費及

車輛油料費，由借用人負擔。

　　　　前項油料費計算額度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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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公務用車借用人或駕駛人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有酗酒或於車內從事傷風敗俗之行為。

（二）不得無照駕駛或越級駕駛。

（三）機件發生故障時應即檢修，不得勉強行駛，並通知管理

單位。

（四）不得裝載易燃、爆裂及危險物品。

（五）儀容保持整潔。

（六）愛惜車輛，保持車體內外清潔，並做好一級保養工作。

（七）遵守交通法令並注意行車安全。

（八）不得私自搭客載貨、盜賣零件、油料或私用公車。

（九）禁止超載。

（十）服從任務指派，並專心駕駛車輛。

（十一）禁止兼營車輛相關之業務。

（十二）不得為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二十九、駕駛人違反前點規定辦理者，車輛管理單位除依規定簽請議處

相關失職人員外，有涉嫌觸犯刑責者，移請政風單位查辦。

三十、公務車輛借用人或駕駛人應依核派時間、路線、地點行駛，並於

使用完畢後停放於指定場所，不得公器私用或擅自複製鑰匙。如

實際行使路程、地點與申請不符者，經查明與公務無關，除油料

費由使用人自行負擔外，並由車輛管理單位移請人事單位依規議

處，有涉嫌觸犯刑責者，另移請政風單位查辦。

三十一、公務車輛應由管理單位依行車紀錄表或里程數實施定期檢查、

保養。

三十二、公務用車應定期檢驗、換發行照，違反者，經管理單位查知即

停止該車之用油及維修費用。

三十三、公務車輛於行駛路程中發生故障，應立即通知管理單位派人處

理，但情況緊急不立即處理有危害生命或公共安全之虞者，得

由駕駛人先行做必要處理，但應於事後依規定補辦請修手續。

　　　　公務車輛機件損壞或需維護保養時，應由車輛管理單位按行車

紀錄表或依規定程序填具車輛請修單，經核定後始得送廠檢修

。

三十四、公務車輛管理單位應依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第三人責

任險，並辦理車輛檢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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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各車輛保管人或借用人使用車輛前往加油站加油時，應將加油

後之收據（加油確認單）送交管理單位備查。

三十六、首長及副首長專用車仍須按日填報行車紀錄，經首長或指定人

員簽章，以為核銷油料之依據。

三十七、各機關每年均應對公務車輛駕駛員定期實施再教育，內容應包

含駕駛道德、交通法令、肇事之預防及處理、車輛保養常識等

。

三十八、各機關公務車輛保管人或駕駛人，對所保管、借用之公務車輛

應善盡保管維護之責，如有遺失或毀損，除因天然災害或不可

抗力之事由，經查明屬實者外，應負賠償責任，並應於遺失或

毀損之日起三個月內賠償完畢（按使用之年限折舊計算之）。

第四章　附則

三十九、本要點未盡事宜，管理使用依行政院車輛管理手冊相關規定辦

理；採購作業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相關規

定辦理。

 

 

 

 

 

 

 

 

附表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特種車汰換標準表 

特種車名稱 
汰換標準 

依據規定及說明 
使用年限 行駛里程 

工程車 
特種工程車 
高空作業車 
路樹修剪車 
灑水車 
水車 

10 年 
超過 

125,000 
公里 

1. 依「臺中市地方總預算各機關
共同費用編列基準表」除大型
交通車、偵緝車、警用巡邏車
外，車輛之汰換年限為 8年。

2. 依「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
目」，公務車輛 10 年以下或未
滿 15 年且里程數未超過 12 萬
5000公里，不得編列汰購經費。

3. 參酌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
潔 車 輛 報 廢 作 業 程 序
（101.2.23）及本項特種車使
用機關之使用情形，明定本項
特種車使用年限為 10 年，或行
駛里程超過 12 萬 5,000 公里
者，得予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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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車名稱 
汰換標準 

依據規定及說明 
使用年限 行駛里程 

壓路機 
推挖機 

15 年  

1.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財務標準
分類」（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明
細表）規定最低使用年限 6年。

2. 依「臺中市地方總預算各機關
共同費用編列基準表」除大型
交通車、偵緝車、警用巡邏車
外，車輛之汰換年限為 8年。

3. 參酌本項特種車使用機關之使
用情形，明定本項特種車使用
年限為 15 年得予汰換。 

消毒車 
水肥車 
資源回收車 
廚餘回收車 
清潔車（垃圾
車） 
子母垃圾車 
掃街車 
洗街車 
清溝車 
海報清洗車 
運土車 
拖吊車 
流動廁所 
鏟土機 
堆高機 

10 年  

1. 依「臺中市地方總預算各機關
共同費用編列基準表」除大型
交通車、偵緝車、警用巡邏車
外，車輛之汰換年限為 8年。

2. 參酌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
潔車輛報廢作業程序
（101.2.23）及本項特種車使
用機關之使用情形，明定本項
特種車使用年限為 10 年得予
汰換。 

巡邏車 
巡邏機車 

5 年  

1. 依「臺中市地方總預算各機關
共同費用編列基準表」警用巡
邏車汰換年限為 5年。 

2. 依內政部警政署 102 年 4月 15
日台內警字第 1020871482 號
函頒布之「警察機關車輛設置
基準」規定，巡邏車及巡邏機
車使用年限為 5年。 

3. 依上開規定明定本項特種車使
用年限為 5 年得予汰換。 

偵防車 
小型警備車 

8 年  
1. 依內政部警政署 102 年 4月 15

日台內警字第 102087148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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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車名稱 
汰換標準 

依據規定及說明 
使用年限 行駛里程 

勤務車 
現場勘查車 
通訊車 
現場指揮車 
偵防機車 

函頒布之「警察機關車輛設置
基準」規定，除巡邏車、巡邏
機車、特種警備車、大型警備
車、大型重型機車、大型工程
車外，其餘車輛使用年限均為
8 年。 

2. 依上開規定明定本項特種車使
用年限為 8 年得予汰換。 

大型警備車 
特種警備車 
大型重型機車 

10 年  

1. 依內政部警政署 102 年 4月 15
日台內警字第 1020871482 號
函頒布之「警察機關車輛設置
基準」規定，特種警備車、大
型警備車及大型重型機車使用
年限為 10 年。 

2. 依上開規定明定本項特種車使
用年限為 10 年得予汰換。 

消防車 
救災指揮通訊
平台車 

10 年  

1.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財務標準
分類」（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明
細表）規定最低使用年限 10
年。 

2. 依「臺中市地方總預算各機關
共同費用編列基準表」除大型
交通車、偵緝車、警用巡邏車
外，車輛之汰換年限為 8年。

3. 參酌本項特種車使用機關之使
用情形，明定本項特種車使用
年限為 10 年得予汰換。 

救助器材車 
化學災害處理
車 
救災指揮車 
災害預防宣導
車 
消防安檢查察
車 
火災鑑識車 

6 年  

1.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財務標準
分類」（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明
細表）規定最低使用年限 6年。

2. 依「臺中市地方總預算各機關
共同費用編列基準表」除大型
交通車、偵緝車、警用巡邏車
外，車輛之汰換年限為 8年。

3. 參酌本項特種車使用機關之使
用情形，明定本項特種車使用
年限為 6年得予汰換。 

救護車 8 年  1.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財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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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車名稱 
汰換標準 

依據規定及說明 
使用年限 行駛里程 

分類」（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明
細表）規定最低使用年限 6年。

2. 「救護車及救護車營業機構設
置設立許可管理辦法」規定，
經許可設置之救護車，自首次
發給汽車行車執照日起滿 10
年者，應廢止其設置許可，惟
前項規定參照「緊急醫療救護
法」，排除消防機關及衛生機關
之適用。 

3. 依內政部警政署 102 年 4月 15
日台內警字第 1020871482 號
函頒布之「警察機關車輛設置
基準」規定，救護車使用年限
為 8 年，爰參酌此項規定及本
項特種車使用機關之使用情
形，明定本項特種車使用年限
為 8 年得予汰換。 

吊車 8 年  

1.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財務標準
分類」（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明
細表）規定最低使用年限 6年。

2. 依「臺中市地方總預算各機關
共同費用編列基準表」除大型
交通車、偵緝車、警用巡邏車
外，車輛之汰換年限為 8年。

3. 參酌本項特種車使用機關之使
用情形，明定本項特種車使用
年限為 8年得予汰換。 

備註： 
1. 本表係參酌本府各機關提供資料及相關規定（行政院主計總處財務標準分類、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各機關共同費用編列基準表、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
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目、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車輛報廢作業程序、
警察機關車輛設置基準、救護車及救護車營業機構設置設立許可管理辦法、
緊急醫療救護法等）制定。 

2. 本汰換標準表僅作為本府各機關申請汰換特種車及本府年度總預算新購及汰
換車輛先期計畫審查之參考。 

3. 已達汰換標準之特種車，其車況良好者，得視實際情形，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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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住字第1020126333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訂定「臺中市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都市發展局102年6月13日第361020089749號市長簽奉核准辦

理。

二、檢送旨揭作業要點一份，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及本府法制局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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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秘書

室、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府授都住字第1020126333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減輕青年購屋貸款利息負擔，特訂

定本要點。

二、辦理臺中市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以下簡稱本補貼）之住宅

應位於臺中市轄區。

三、申請者應具備條件如下：

（一）二十歲以上未滿四十六歲，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二）取得本府核發之一百零二年度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以下簡稱本方案）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者。

四、本補貼方式如下：

（一）除依本方案所核定住宅貸款之額度、利率、償還方式及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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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府增加補貼百分之零點五貸款利率，貸款額度最高新

臺幣三百萬元，補貼年限為一年。

（二）本補貼與本方案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合計補貼使申請人應

繳購屋貸款利息最低至零為上限。

五、本補貼由本府就下列事項辦理公告：

（一）申請資格。

（二）受理申請期間及方式。

（三）計畫辦理戶數。

（四）補貼貸款之額度、利率、償還方式及年限。

（五）受理申請之機關（並註明聯絡地址及電話）。

（六）申請書及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七）其他必要事項。

六、申請者應檢附資料：

　　申請本補貼者，須依本方案之作業規定檢附相關書件及本補貼申請

書，於申請期間內，向本府申請之。

七、資格審查程序如下：

（一）由本府就一百零二年度本方案審核通過之自購住宅貸款利息

補貼核定戶中，依提出本方案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申請日

所檢附之資料及所具備之條件，審查其年齡。

（二）經依前項審查合格者，本府應按公告辦理戶數，於審查完成

後一個月內依本方案評點基準評定之點數高低，依序發給本

補貼證明。

（三）申請本補貼者如因最低評分相同致超過公告辦理戶數時，本

府就上開評分相同者，以抽籤方式決定，抽籤辦法由本府公

告之。

八、受補貼者於接受補貼期間，如有不符本要點或違反本方案者，本府

應停止利息補貼；承辦貸款金融機構應將自事實發生月份起至停止

月份期間，已撥付之補貼利息，返還本府。

九、本補貼配合本方案對正接受補貼者之資格現況予以查核，但其家庭

年收入、每人每月平均收入、非住宅之不動產價值、動產價值，不

列入查核。

十、當年度經核定戶數未達計畫戶數時，本府得視辦理情形，調整本補

貼計畫辦理戶數。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宜，依本方案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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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127000號

附件：如主旨及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市容美化督導會報設置要點」第五點如附件，請　查照

轉知。

說明：檢附旨揭設置要點第五點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

庫）、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市容美化督導會報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127000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設臺

中市市容美化督導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報之任務如下：

(一)審定市容美化之基本方針、政策與措施。

(二)劃分市容美化業務之權責單位。

(三)列管計畫執行績效之督導及考核。

(四)市長交議有關市容美化事項。

(五)其他有關市容美化之事項。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指派副秘書長以上人員一人兼任、副

召集人一人，由本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局長兼任；委

員五十一人至五十四人，由市長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本府民政局副局長。

(二)本府財政局副局長。

(三)本府教育局副局長。

(四)本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五)本府建設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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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府交通局副局長。

(七)本府都市發展局副局長。

(八)本府水利局副局長。

(九)本府農業局副局長。

(十)本府觀光旅遊局副局長。

(十一)本府社會局副局長。

(十二)本府警察局副局長。

(十三)本府消防局副局長。

(十四)本府衛生局副局長。

(十五)本府環保局副局長。

(十六)本府文化局副局長。

(十七)本府地政局副局長。

(十八)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十九)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任秘書。

(二十)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秘書。

(二十一)本府各區區公所副區長或主任秘書。

(二十二)具有市容美化專長、環境衛生、環境景觀顧問等之專家 

學者三人至五人。

四、本會報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委員出缺時，由本

府補派（聘）之，補派（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

止。但代表單位、機關出任之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五、本會報每三個月定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均由召集

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

人、副召集人均不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六、本會報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單位、機關之委員，得派代

表出席。

七、本會報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決

議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為之，可否同數時

由主席裁決之。

八、本會報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環保局主任秘書兼任，綜理本會報幕

僚行政事宜；另置幹事二人，由環保局派員兼任，襄助本會報行

政事務。

九、本會報會議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民間業者及有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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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會報下設下列二個小組，其任務及成員如下：

(一)市容美化巡查督導小組：

1.任務：辦理主要幹道影響市容景觀案件之巡查督導工作。

2.成員：

(1)組長一人，由本府環保局副局長兼任。

(2)組員若干人由本府都市發展局、本府建設局、本府觀光

旅遊局、本府經濟發展局、本府交通局、本府警察局、

本府環保局指派科長級以上人員一人兼任。

(3)幹事一人，由本府環保局派員兼任。

(二)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專案工作小組：

1.任務：辦理環保示範區推動計畫之各項行政事務。

2.成員：

(1)組長一人，由本府環保局副局長兼任。

(2)組員由本府都市發展局、本府建設局、本府交通局、本

府財政局、本府民政局、本府經濟發展局、本府示範區

區公所、本府警察局、本府衛生局、本府環保局指派科

長級以上人員一人兼任。

(3)幹事一人，由本府環保局派員兼任。

　　前項小組之會議決議及巡查結果均應提報本會報決議或備查。

十一、本會報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為之。

十二、本會報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三、本會報所需經費，由環保局編列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118538號

修正「臺中市中區區公所編制表」，自民國102年7月16日生效。

  附「臺中市中區區公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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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中區區公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四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九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俟 現 職 技 士 出 缺

後，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係由本職稱一人

與助理員職稱尾數

一人，合併計給)。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 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 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三十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九」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編制表所列技佐，由留用原職稱原官等之技士出缺後改置。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七月十六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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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116609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財政局編制表」，自民國102年7月1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財政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員  額備           考

局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
等，為地方制度法所
定。 

副 局 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一  

主 任 秘 書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專 門 委 員 簡任 第十職等 二  

科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六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二  

秘 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七  

股 長 薦任 第八職等 十五  

設 計 師 
委 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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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員 
委 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四十  

助 理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八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 

助理設計師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 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  

會
計
室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 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 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一○四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

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秘書、專員、科

員等職稱指定辦理法制業務人員。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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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124378號

修正「臺中市豐原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大里區公所編制表」、「臺中

市太平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清水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沙

鹿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大甲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東勢區公

所編制表」、「臺中市神岡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大肚區公所編制

表」、「臺中市后里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霧峰區公所編制表」、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編制表」、「臺中

市新社區公所編制表」，自民國102年8月15日生效。

附「臺中市豐原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大里區公所編制表」、「臺中

市太平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清水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沙

鹿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大甲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東勢區公

所編制表」、「臺中市神岡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大肚區公所編制

表」、「臺中市后里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霧峰區公所編制表」、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編制表」、「臺中

市新社區公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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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豐原區公所編制表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九」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原臺中縣豐原市民代表會秘書一人，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

至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區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二  

視導 薦任 第七職等 五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二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十七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六 內十三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由
本職稱一人與會計室佐
理員職稱一人，合併計
給。）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佐理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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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里區公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副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視導 薦任 第七職等 五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九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三十九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四 

內七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由本職稱一人與會計

室佐理員職稱一人，合

併計給。）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六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四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九十六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九」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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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區公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至

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視導 薦任 第七職等 五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四十一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二 

內六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由本職稱一人與會計

室佐理員職稱一人，合

併計給）。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七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九十七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九」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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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清水區公所編制表

 

附註： 
ㄧ、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

之九」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原臺中縣清水鎮民代表會秘書一人，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

務至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職 稱 官 等 職 等員 額備 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視導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技士 
委 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六  

課員 
委 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三十三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六 
內八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單一編制計給)。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六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 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八十  

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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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沙鹿區公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視導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六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十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一 

內五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單一編制計給）。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由本職稱一人與里幹事

職稱尾數一人，合併計

給。）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六十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九」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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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甲區公所編制表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九」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原臺中縣大甲鎮民代表會秘書一人，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

至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職 稱 官 等 職 等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視導 薦任 第七職等 二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五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三十四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三
內六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單一編制計給）。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ㄧ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ㄧ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ㄧ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ㄧ 

 

佐理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ㄧ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由本職稱一人與里幹
事職稱尾數一人，合併
計給）。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ㄧ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ㄧ 

 

合 計七十八  

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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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東勢區公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五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十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七 

內九人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其中一人
係由本職稱尾數一
人與技佐職稱一
人，合併計給)。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六十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九」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原臺中縣東勢鎮民代表會秘書一人，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

至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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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神岡區公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視導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五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三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二 

內六人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五十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

之九」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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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肚區公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三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七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八 

內四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由本職稱一人與助理
員職稱尾數一人，合併
計給。）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五十四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九」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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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后里區公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六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五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 

內五人得列薦任
第六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係由本職稱一
人與技佐職稱一
人，合併計給。）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五十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九」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原臺中縣后里鄉民代表會秘書一人，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

至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三、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課員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法

制業務。 

四、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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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霧峰區公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視導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八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八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二 

內六人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六十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九」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原臺中縣霧峰鄉民代表會秘書一人，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至

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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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龍井區公所編制表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九」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原臺中縣龍井鄉民代表會秘書一人，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

至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六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四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三 

內六人得列薦
任第六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係由本
職稱一人與里
幹事職稱尾數
一人，合併計
給。）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五十三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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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公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四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一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內二人得列薦任

第六職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三十二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九」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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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社區公所編制表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

之九」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生效。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四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四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一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 

內五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由本職稱一人與會計室

佐理員職稱一人，合併

計給。）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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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1243781號

修正「臺中市梧棲區公所編制表」，自民國103年1月1日生效。

　附「臺中市梧棲區公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區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四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十四  

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七 

內三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由
本職稱一人與技佐職稱
一人，合併計給。）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四十六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九」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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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水秘字第1020034989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會議室使用管理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請　查照。

說明：檢送旨揭要點1份，並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及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

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

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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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臺中

市政府政風處、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

勞工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臺

中市政府文化局

副本：本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會議室使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中市水秘字第1020034989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妥善管理維護本局會議室，

發揮會議室之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會議室位於本府陽明市政大樓二樓及六樓，其中二樓會議室

開放本府各機關或單位借用，各會議室規模設備詳如附表。

三、本局會議室管理單位為本局秘書室(以下簡稱秘書室)，會議室借

用申請方式如下：

(一)本局各單位：逕至本局會議室借用系統登錄或至秘書室登記

申請使用。

(二)本府其他機關或單位：應於使用日前五日至秘書室登記申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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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順序採先登記先使用原則辦理。但遇特殊情形，本局得於各

機關登記使用日前一日註銷並優先調用。

四、使用管理：

(一) 使用本局會議室，如需佈置應事先徵得秘書室同意。

(二) 本局會議室具有投影設備者，使用前得向秘書室借用投影機

遙控器，用畢立即歸還；另筆記型電腦、麥克風、延長線、

電腦訊號線等設備，由借用機關或單位視需要自行準備及負

責保管。

(三) 使用機關或單位如須張貼海報、宣傳及標語等，應在秘書室

指定地點設置，不得擅自張貼，並於會議結束後清除及回復

原狀。

(四) 使用會議室召開會議或舉辦研討會、講習會等活動時，應準

備可重複使用之杯具及做好垃圾分類等環保措施。

五、具有下情事之一者，本局得禁止機關或單位借用：

(一) 與申請登記使用內容不符，或轉借其他機關或單位使用者。

(二) 損壞會議室設備，經勘驗需修繕者。

(三) 未做好垃圾分類及清除垃圾、污漬、海報、宣傳及標語者。

(四) 借用物品遺失或未於會議結束後歸還者。

六、使用機關或單位應自行負責會議室之維護及清潔，離場前應請會

議室管理人員勘驗，如有損毀，照價賠償；若於使用前即已產生

瑕疵或損壞者應事先告知處理。

附表：

會議室 2-1 6-1 6-2 6-3 6-4

樓層位置 2樓 6樓 6樓 6樓 6樓

容納人數 40人 20人 10人 27人 10人

會議桌 U型 U型 長型 U型 U型

麥克風 桌上型
無線

(2支)
無 無 無

投影設備 有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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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20045882號

主旨：函轉本市西寧國民小學遺失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編號為「000844

號」，請貴　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西寧國民小學102年6月26日西寧小字第1020002755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清水區西寧國民小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119362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大隊偵查佐簡寬政違法乙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簡寬政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2年7月1日臺會議字第1020001334號函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2年7月2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於

翌日（民國102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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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鑑字第12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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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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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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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119363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分局警員邱世明違法乙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邱

世明記過貳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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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1日臺會議字第1020001350號函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2年7月2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於

翌日（民國102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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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鑑字第12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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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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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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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119364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局科員童雅黎違法乙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童雅

黎記過貳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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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1日臺會議字第1020001337號函辦

理。

二、本府於民國102年7月2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於

翌日（民國102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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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鑑字第12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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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副知本府人事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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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120419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局科員童雅黎違法乙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童雅

黎降貳級改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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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2日臺會議字第1020001360號函辦

理。

二、本府於民國102年7月3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於

翌日（民國102年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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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33條至35條再審議規定

期間內逕向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2年度鑑字第12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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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副知本府人事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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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201195412號

主旨：公告本市臺中生活圈特3號道路（向上路、中龍路、中興路、港南

路）整併道路名稱為「向上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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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路」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年7月3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向上路」寬約20至50公尺，長約21公里；東起西區民

權路，西至梧棲區臨港路二段，並分段如下：

(一)向上路一段：西區民權路至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二)向上路二段：南屯區文心路一段至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三)向上路三段：南屯區黎明路二段至南屯區環中路四段。

(四)向上路四段：南屯區環中路四段至南屯區忠勇路。

(五)向上路五段：南屯區忠勇路至龍井區遊園南路。

(六)向上路六段：龍井區遊園南路至沙鹿區屏西路。

(七)向上路七段：沙鹿區屏西路至龍井區中華路三段。

(八)向上路八段：龍井區中華路三段至梧棲區港埠路一段。

(九)向上路九段：梧棲區港埠路一段至梧棲區臨港路二段。

三、「向上路」門牌整編生效日期：102年9月9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201197822號

主旨：公告本市北屯區昌平路、潭子區民族路、大雅區中正路、神岡區民族

路等4條道路整併道路名稱為「昌平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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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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路」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年7月3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昌平路」寬約12至20公尺，長約10.3公里；南起北屯

區北屯路，北至神岡區中山路，並分段如下：

(一)昌平路一段：寬約20公尺，長約1,500公尺；南起北屯區北屯路，北

至北屯區崇德二路。

(二)昌平路二段：寬約15公尺，長約2,900公尺；南起北屯區崇德二路，

北至北屯區環中路一段。

(三)昌平路三段：寬約15公尺，長約2,000公尺；南起北屯區環中路一

段，北至大雅區雅潭路。

(四)昌平路四段：寬約15公尺，長約2,000公尺；南起大雅區雅潭路，北

至大雅區及神岡區明顯區界處。

(五)昌平路五段：寬約12公尺，長約1,900公尺；南起大雅區及神岡區明

顯區界處，北至神岡區中山路。

三、「昌平路」門牌整編生效日期：102年9月9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201198192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雅區「學府路359巷、中清路二段196巷、中清路二段203號

至203之9號前道路」整併道路名稱為「中清北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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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清北街」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年7月3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中清北街」寬約10公尺，長約315公尺；東起學府路，

西至中清南路。

三、有關「中清北街」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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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201232992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里區新里里上田街22巷、愛心路130巷及170巷、德芳路二

段137巷2弄、新興路98巷、樹王路20巷等路段整併道路名稱為「德芳

一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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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芳一街」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年7月8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德芳一街」寬約8公尺，長約520公尺；東起上田街，

西至樹王路。

三、有關「德芳一街」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201258932號

主旨：公告本市「豐原交流道特定區計畫-主三號道路延伸銜接潭子區計畫道

路」命名為「豐栗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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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栗路」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年7月11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豐栗路」寬約15公尺，長約1,017公尺；東起潭子區中

山路，西至神岡區承德路。

三、有關「豐栗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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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2046919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惠能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惠能幼兒園102年6月26日102惠幼字第1020006號函及「幼

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管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2年8月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惠能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徐雪霞。身分證字

號：L***303***。園址座落：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261巷37號。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廢止該

園設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號：中

市教幼字第1010031388號)。

局長     吳榕峯   出國

  副局長  王銘煜  代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200451272號

主旨：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林

森幼兒園自102年8月1日至103年7月31日停辦案，特予公告。

依據：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林

森幼兒園102年6月26日甘霖社幼字第102121號函暨「幼兒園與其分班

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2年8月1日至103年7月31日停辦。

二、該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謝信男。身分證字號：B100***346。

園名：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中市

私立林森幼兒園。園址：臺中市西區東昇里13鄰林森路89號1樓。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同意該

園停辦。

局長  吳榕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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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運字第1020023941號

主旨：公示送達蘇輝炎君等11人因喪失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運資格，廢

止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業執照。

依據：　

一、公路法第77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蘇輝炎君等11人為臺中市個人經營計程車行駕駛人，因車輛或

職業駕駛執照經註銷處分，已喪失營運資格，本局依法通知辦理繳回

原領車輛牌照及廢止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業執照，因應受送達人

行方不明，致其公文書無法送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

定送達程序。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應送達文件現由本局運輸管理科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

間內領取。

三、上開送達自最後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依本函主旨，請應受

送達人攜帶印章向保管機關領取附件所示公文書，逾期未辦理者，逕

依規定辦理。

局長  林良泰

　 車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送達文書名稱
1 930-L* 蘇輝炎 B10005****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270C號
2 OJ-97* 陳振榮 B10012****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9182號
3 OE-47* 鄭金章 B10034****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9183號
4 V9-60* 蔡麟雄 B12008****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9189號
5 OU-91* 黃敏錫 N10135****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918A號
6 7P-21* 翁英基 Q12210****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918C號
7 9P-39* 邱崇欽 B12065****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918F號
8 746-L* 賴慶安 B10043****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918M號
9 6P-81* 余振文 B10042****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8565號
10 OL-54* 廖至平 B10150****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8567號
11 457-M* 吳明源 L10145**** 中市交運字第1020020856F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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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201005501號

附件：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臺中市后里區墩南段535地號部分土地上現有巷道廢止，徵求異

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2年7月9日至民國102年8月8日止，計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公告欄)、轄區里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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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請以書面載明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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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審議准否之參考。

局長  何肇喜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觀管字第10201191481號

主旨：公告於臺中市轄區（不含雪霸國家公園、參山國家風景區）從事水域

遊憩活動適用法令及活動種類相關事項。

依據：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3條第3款及第29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本市轄區（不含雪霸國家公園、參山國家風景區）從事風箏衝浪

及沙灘戲水活動種類適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並自公告日起

生效。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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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觀管字第1020126253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臺中市轄區（不含雪霸國家公園、參山國家風景區範圍），從事

水域遊憩活動適用法令相關事項。

依據：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

公告事項： 公告臺中市轄區（不含雪霸國家公園、參山國家風景區範圍）水

域，從事水域遊憩活動適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如附

件），並自公告日起生效。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行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發展觀光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中央法令及地

方自治法規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水域遊憩活動，指在水域從事下列活動：

一、游泳、衝浪、潛水。

二、操作乘騎風浪板、滑水板、拖曳傘、水上摩托車、獨木舟、泛舟艇、香蕉船等各

類器具之活動。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域遊憩活動。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水域管理機關，係指下列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

一、水域遊憩活動位於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所轄範圍者，為該特定管理機關。

二、水域遊憩活動位於前款特定管理機關轄區範圍以外，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前項水域管理機關為依本辦法管理水域遊憩活動，應經公告適用，方得依本條例處罰。

第五條　　水域管理機關依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限制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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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時，應公告之。前項水域 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土地使用，涉及其他 

機關權責範圍者，應協調該權責單位同意後辦理。

第六條　　水域管理機關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

第七條　　水域管理機關或其授權管理單位基於維護遊客安全之考量，得視需要暫停水域遊

憩活動之全部或一部。

第八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違背水域管理機關禁止活動區域之公告。

二、不得違背水域管理機關對活動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之限制公告。

三、不得從事有礙公共安全或危害他人之活動。

四、不得污染水質、破壞自然環境及天然景觀。

五、不得吸食毒品、迷幻物品或濫用管制藥品。

第九條　　水域管理機關得視水域遊憩活動區域管理需要，訂定活動注意事項，要求水域遊

憩活動經營業者投保責任保險、配置合格救生員及救生（艇）設備等相關事項。

水域管理機關應擇明顯處設置告示牌，標明該水域之特性、活動者應遵守注意事

項，及建立必要之緊急救難系統。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違反第一項注意事項有關配置合格救生員及救生（艇）

設備之規定者，視為違反水域管理機關之命令。

　　　第二章　　分則

　　　　 第一節　　水上摩托車活動

第十條　　所稱水上摩托車活動，指以能利用適當調整車體之平衡及操作方向器而進行駕

駛，並可反復橫倒後再扶正駕駛，主推進裝置為噴射幫浦，使用內燃機驅動，上甲板下

側車首前側至車尾外板後側之長度在四公尺以內之器具之活動。

第十一條　　租用水上摩托車者，駕駛前應先經各水域水上摩托車出租業者之活動安全教

育。

前項活動安全教育之教材由水域管理機關訂定並公告之，其內容應包括第十二 

條及第十三條之規定。

第十二條　　水上摩托車活動區域由水域管理機關視水域狀況定之；

水上摩托車活動與其他水域活動共用同一水域時，其活動範圍應位於距領海基線或陸岸

起算離岸二百公尺至一公里之水域內，水域管理機關得在上述範圍內縮小活動範圍。

前項水域主管機關應設置活動區域之明顯標示；從陸域進出該活動區域之水道

寬度應至少三十公尺，並應明顯標示之。

水上摩托車活動不得與潛水、游泳等非動力型水域遊憩活動共同使用相同活動

時間及區位。

第十三條　　騎乘水上摩托車者，應戴安全頭盔及穿著適合水上摩托車活動並附有口哨之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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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衣。

第十四條　　水上摩托車活動區域範圍內，應區分單向航道，航行方向應為順時鐘；駕駛水

上摩托車發生下列狀況時，應遵守下列規則：

一、正面會車：二車皆應朝右轉向，互從對方左側通過。

二、交叉相遇：位在駕駛者右側之水上摩托車為直行車，另一水上摩托車應朝右轉， 

由直行車的後方通過。

三、後方超車：超越車應從直行車的左側通過，但應保持相當距離及明確表明其方

向。

　　　　 第二節　　潛水活動

第十五條　　所稱潛水活動，包括在水中進行浮潛及水肺潛水之活動。

前項所稱浮潛，指佩帶潛水鏡、蛙鞋或呼吸管之潛水活動；所稱水肺潛水，指

佩帶潛水鏡、蛙鞋、呼吸管及呼吸器之潛水活動。

第十六條　　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應具有國內或國外潛水機構發給之潛水能力證明。

第十七條　　從事潛水活動者，除應遵守第八條規定外，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應於活動水域中設置潛水活動旗幟，並應攜帶潛水標位浮標（浮力袋）。

二、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應有熟悉潛水區域之國內或國外潛水機構發給潛水能力證

明資格人員陪同。

三、不得攜帶魚槍射魚及採捕海域生物。

第十八條　　從事潛水活動之經營業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僱用帶客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應持有國內或國外潛水機構之合格潛水教練能力

證明，每人每次以指導八人為限。

二、僱用帶客從事浮潛活動者，應具備各相關機關或經其認可之組織所舉辦之講習、

訓練合格證明，每人每次以指導十人為限。

三、以切結確認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持有潛水能力證明。

四、僱用帶客從事潛水活動者，應充分熟悉該潛水區域之情況，並確實告知潛水者，

告知事項至少包括：

　　活動時間之限制、最深深度之限制、水流流向、底質結構、危險區域及環境保育

觀念暨規定，若潛水員不從，應停止該次活動。另應告知潛水者考量身體健康狀

況及體力。

五、每次活動應攜帶潛水標位浮標（浮力袋），並在潛水區域設置潛水旗幟。

第十九條　　載客從事潛水活動之船舶，除依船舶法及小船管理規則之規定配置必要之通

訊、救生及相關設備外，並應設置潛水者上下船所需之平台或扶梯。

第二十條　　載客從事潛水活動之船長或駕駛人，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向港口海岸巡防機關報驗載客出海從事潛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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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發前應先確認通訊設備之有效性。 

三、應充分熟悉該潛水區域之情況，並確實告知潛水者。 

四、乘客下水從事潛水活動時，應於船舶上升起潛水旗幟。 

五、潛水者未完成潛水活動上船時，船舶應停留該潛水區域；潛水者逾時未登船結束

活動，應以通訊及相關設備求救，並於該水域進行搜救；支援船隻未到達前，不

得將船舶駛離該潛水區域。

　　　　 第三節　　獨木舟活動

第二十一條　　所稱獨木舟活動，指利用具狹長船體構造，不具動力推進，而用槳划動操作

器具進行之水上活動。

第二十二條　　從事獨木舟活動，不得單人單艘進行，並應穿著救生衣，救生衣上應附有口

哨。

第二十三條　　從事獨木舟活動之經營業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備置具救援及通報機制之無線通訊器材，並指定帶客者攜帶之。

二、帶客從事獨木舟活動，應編組進行，並有一人為領隊，每組以二十人或十艘獨木

舟為上限。

三、帶客從事獨木舟活動者，應充分熟悉活動區域之情況，並確實告知活動者，告知

事項至少應包括活動時間之限制、水流流速、危險區域及生態保育觀念與規定。

四、每次活動應攜帶救生浮標。

　　　　 第四節 泛舟活動

第二十四條　　所稱泛舟活動，係於河川水域操作充氣式橡皮艇進行之水上活動。

第二十五條　　於水域遊憩活動管理區域從事泛舟活動前，應向水域管理機關報備。

從事泛舟活動前應先接受活動安全教育。

前項活動安全教育之內容由水域管理機關訂定並公告之。

第二十六條　　從事泛舟活動，應穿著救生衣及戴安全頭盔，救生衣上應附有口哨。

　　　第三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不具營利性質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由水域管理機

關依本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處罰之： 

一、違反第八條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遵守事項之規定。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駕駛前應先經活動安全教育之規定。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限制水上摩托車活動區域、第三項不得與非動力型活動使用

相同活動時間及區域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應戴安全頭盔及穿著附有口哨救生衣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四條航行規則之規定。 

六、違反第十六條應具潛水能力證明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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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違反第十七條從事潛水活動應遵守事項之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條船長或駕駛人應遵守事項之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應穿著附有口哨之救生衣及不得單人單艘進行之規定。 

十、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從事泛舟活動前應向水域管理機關報備、第二項應先經 

活動安全教育之規定。 

十一、違反第二十六條應穿著附有口哨救生衣及應戴安全頭盔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具營利性質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由水域管理機關

依本條例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處罰之： 

一、違反第八條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遵守事項之規定。 

二、違反第九條第一項水域管理機關所定注意事項有關配置合格救生員及救生（艇）

設備之規定。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限制水上摩托車活動區域、第三項不得與非動力型活動使 

用相同活動時間及區域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四條航行規則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七條從事潛水活動應注意事項之規定。 

六、違反第十八條潛水活動經營業應遵守事項之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條船長或駕駛人應遵守事項之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三條獨木舟活動經營業應遵守事項之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從事泛舟活動前應向水域管理機關報備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未列舉於第三條所稱之水域遊憩活動種類，由主管機關認定並由各管理機關

公告之，適用總則及附則規定。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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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一字第1020109926號

附件：古蹟指定公告表、公告圖

主旨：公告指定「清水黃家瀞園」為市定古蹟。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暨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4條。

公告事項：　

一、古蹟名稱：清水黃家瀞園。

二、種類：宅第。

三、地址或位置：臺中市清水區三美路57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清水區朝天段450、451、452、

453、454、455、456、457、458、459、460、461等地號，佔地共計

8853.11平方公尺。

五、指定理由及其法定依據：

　(一)指定理由：

１、黃宅為非常精緻之臺灣中上階層精英分子住宅，建築本體見證日

治中期各式工法及材料之運用發展，建築樣式融合臺、日、洋之

裝飾風格，為珍貴文化資產，值得保存。

２、建築格局完整，構造施工精緻，具有地方發展史意義、文化藝術

價值，且足以印證當時代之營造技術與藝術表現。

(二)法令依據：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3、4、5

款規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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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條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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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以實際收受訴

願書日期為準，非投郵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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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指定公告表

一、名稱 清水黃家瀞園

種類 宅第

位置或地址 臺中市清水區三美路 57 號

二、古蹟及其所定著

土地之範圍

臺中市清水區朝天段 450、451、452、453、454、
455、456、457、458、459、460、461 等地號，佔

地共計 8853.11 平方公尺。（詳公告圖）

三、指定理由

1. 黃宅為非常精緻之臺灣中上階層精英分子住

宅，建築本體見證日治中期各式工法及材料之

運用發展，建築樣式融合臺、日、洋之裝飾風

格，為珍貴文化資產，值得保存。

2. 建築格局完整，構造施工精緻，具有地方發展

史意義、文化藝術價值，且足以印證當時代之

營造技術與藝術表現。

3. 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3、4、5 款規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四、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 條暨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第 3、4 條。

五、公告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7 日府授文資一字第

10201099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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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一字第1020112915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分區使用位置圖、保存範圍與使用配置圖

主旨：公告變更本市歷史建築「林懋陽故居」土地影響保存範圍北屯區北屯

段520地號等13筆土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及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第2、3、4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林懋陽故居。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北屯區舊街二巷62號及69號兩戶及其附屬建築。

（門牌為53、55、56、57、59、61、62-1、63、67、68號）

四、所定著土地範圍：

（一）建物本體：林懋陽故居；建物投影面積：1404.71平方公尺；建物定

著地號(詳地籍套繪圖)：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520-1、521、521-1、

521-2、521-4、521-6、521-8等7筆土地。

（二）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520、521、521-1、

521-2、521-4、521-5、521-6、521-7、521-8、522、522-2、524-

56、524-59等十三筆土地。

五、登錄理由(詳後登錄公告表)

（一）具歷史文化價值。

（二）具稀少性、不易再現。

（三）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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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條及第

58條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

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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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
一、名稱 林懋陽故居

種類 宅第

位置或地

址

臺中市北屯區舊街二巷 62 號及 69 號兩戶及其附屬建築(門牌為 53、55、56、

57、59、61、62-1、63、67、68 號)

二、歷史建築

及其所定

著土地之

範圍

1.所定著土地範圍（詳登錄保存範圍與使用配置圖）：

  (1)建築本體：林懋陽故居及其附屬建築群。

  (2)建物使用面積合計：1404.71 平方公尺。

(3)建物定著地號 (詳地籍套繪圖) ：A 棟-北屯區北屯段 520-1、521、521-4、

521-6 地號；B 棟-北屯區北屯段 521、521-1 地號；C 棟-北屯區北屯段

521-2、521-8 地號；D 棟-北屯區 521、521-1、521-2、521-4 地號。

2.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詳地籍套繪圖）：北屯區北屯段 520、521、521-1、521-2、

521-4、521-5、521-6、521-7、521-8、522、522-2、524-56、524-59 地號等

十三筆土地。

三、登錄理由 登錄理由：

1. 具歷史文化價值。

2. 具稀少性、不易再現。

3. 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

說明：

本市北屯區一德新村眷村內「林懋陽故居」原屋主為林懋陽，清光緒 10

年(1884)出生，在南洋一帶經商致富，娶長榮公長女賴端為妻，約於日治大

正末年至昭和年初(1924~1928)興建此一洋樓。

民國 37 年，青島糧秣廠撤退來臺，並至臺中安頓。為安置廠內員工，以

員工福利金購買一德新村土地及地上建物，民國 39 年 9 月產權移轉為聯勤糧

秣廠所有，並將主體建築前方原有水塘及土地改建眷戶，主體建築房舍則保

留分配由五戶眷戶居住，均為階級較高之軍官幹部，後由國防部軍備局統一

管理。

目前主體建築保存狀況尚可，建築外型為日治時期磚造洋樓之典型，與

臺灣眷村文化之歷史脈絡、社會背景相互對照，更顯現出特殊的歷史意涵，

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林懋陽故居」業於 96 年 7 月 13 日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原登錄名稱

為「一德洋樓」。為符合本歷史建築實際意義，經本市 100 年度第三次古蹟歷

史建築及聚落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決議，正式更名為「林懋陽故居」。

四、法令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 條及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3、4
條規定。

五、登錄日期

及文號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5 日府授文資一字 1020112915 號

備註：

1.本表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本府依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之規定，得隨時更正之。

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
一、名稱 林懋陽故居

種類 宅第

位置或地

址

臺中市北屯區舊街二巷 62 號及 69 號兩戶及其附屬建築(門牌為 53、55、56、

57、59、61、62-1、63、67、68 號)

二、歷史建築

及其所定

著土地之

範圍

1.所定著土地範圍（詳登錄保存範圍與使用配置圖）：

  (1)建築本體：林懋陽故居及其附屬建築群。

  (2)建物使用面積合計：1404.71 平方公尺。

(3)建物定著地號 (詳地籍套繪圖) ：A 棟-北屯區北屯段 520-1、521、521-4、

521-6 地號；B 棟-北屯區北屯段 521、521-1 地號；C 棟-北屯區北屯段

521-2、521-8 地號；D 棟-北屯區 521、521-1、521-2、521-4 地號。

2.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詳地籍套繪圖）：北屯區北屯段 520、521、521-1、521-2、

521-4、521-5、521-6、521-7、521-8、522、522-2、524-56、524-59 地號等

十三筆土地。

三、登錄理由 登錄理由：

1. 具歷史文化價值。

2. 具稀少性、不易再現。

3. 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

說明：

本市北屯區一德新村眷村內「林懋陽故居」原屋主為林懋陽，清光緒 10

年(1884)出生，在南洋一帶經商致富，娶長榮公長女賴端為妻，約於日治大

正末年至昭和年初(1924~1928)興建此一洋樓。

民國 37 年，青島糧秣廠撤退來臺，並至臺中安頓。為安置廠內員工，以

員工福利金購買一德新村土地及地上建物，民國 39 年 9 月產權移轉為聯勤糧

秣廠所有，並將主體建築前方原有水塘及土地改建眷戶，主體建築房舍則保

留分配由五戶眷戶居住，均為階級較高之軍官幹部，後由國防部軍備局統一

管理。

目前主體建築保存狀況尚可，建築外型為日治時期磚造洋樓之典型，與

臺灣眷村文化之歷史脈絡、社會背景相互對照，更顯現出特殊的歷史意涵，

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林懋陽故居」業於 96 年 7 月 13 日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原登錄名稱

為「一德洋樓」。為符合本歷史建築實際意義，經本市 100 年度第三次古蹟歷

史建築及聚落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決議，正式更名為「林懋陽故居」。

四、法令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 條及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3、4
條規定。

五、登錄日期

及文號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5 日府授文資一字 1020112915 號

備註：

1.本表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本府依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之規定，得隨時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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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一字第1020118221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建物測量成果圖、地籍圖

主旨：公告登錄本市太平區「太平買菸場」為歷史建築。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3、4

條。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太平買菸場。

二、種類：產業設施。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太平區東平里東平路464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所定著土地範圍（詳建物測量成果圖）

1、建築本體：太平買菸場。

2、建物面積：686.65平方公尺。

3、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太平區東平段1248-1地號。

(二)劃設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詳地籍圖）：臺中市太平區東平段

1248-1、1257地號等2筆地號，共計2106.36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本案建物為太平地區日治時期以來菸業產業之實務見證，

其建築構造具特殊性，整體空間具再利用之潛力，符合歷史建築登錄

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3、4款評定基準。

六、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56及

58條規定，得自本件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一式3份及

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

期為準)。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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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

一、名稱 太平買菸場

種類 產業設施

位置或地址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里東平路 464 號

二、歷史建築及其所

定著土地之範圍

1.所定著土地範圍（詳建物測量成果圖）：

  (1)建築本體：太平買菸場

  (2)建物面積：686.65 平方公尺。

  (3)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太平區東平段 1248-1 地號。

2.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詳地籍圖）：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段 1248-1、1257 地號等 2 筆地號，

共計 2106.36 平方公尺。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

令依據

本案建物為太平地區日治時期以來菸業產業之實務

見證，其建築構造具特殊性，整體空間具再利用之潛力，

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3、4 款評定基準。

四、登錄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3 日府授文資一字第 1020118221 號

備註：本表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本府依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之規定，得隨時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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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126096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6年（98- 

103）計畫─東勢林場聯外道路（中47-1）拓寬工程（2K+800~5K+ 

800）用地案內農作改良物乙案，公告周知。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199405號函辦理。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199405號

函。

四、本案徵收土地部分，前經本府以102年7月1日府授地用字第1020114336

號公告徵收。

五、農作改良物徵收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7月12日起至民國102年8

月11日止 )。

六、上項公告分別張貼於本府、本府地政局及東勢區公所公告欄，於並公

布於被徵收農作改良物所在地里辦公處。另徵收農作改良物補償清冊

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東勢區公所公開閱覽。

七、本案發放徵收補償費日期及地點，另案通知。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

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

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

出，逾期不予受理。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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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126085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為辦理清水區都市計畫30-30-1號道路工程原報准徵

收清水區銀聯段1534-5地號等3筆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7月8日台內地字第1020254114號函辦理。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合併改制前原臺中縣清水鎮公所。

二、興辦事項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依臺灣省政府78年3月27日78府地四字第34127號函「准予徵收」。

(二)依內政部102年7月8日台內地字第1020254114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三)撤銷徵收之原因：本案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申請

撤銷徵收，並屬於部分徵收之土地未辦理分割，致以全筆土地辦理

徵收，分割完成後其非道路部分予以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土地之詳細區域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撤銷徵收土地範

圍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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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水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撤銷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3年2月20日前。

六、公告期間：30日(自民國102年7月17日起至民國102年8月16日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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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臺灣土地

銀行各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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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

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價

額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另如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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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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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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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1203821號

主旨：公告呂玟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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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玟宜。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27號。

三、證書字號：（8 5）台內地登字第016476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悉地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榮華街108號一樓。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1221001號

主旨：公告註銷地政士顧國楨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顧國楨。

二、執照字號：（101）中市地士字第00031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顧國楨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大慶街二段27巷6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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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122396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張瓅勻申請地址變更登記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瓅勻。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朝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二段35巷86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宗字第1020121984號

主旨：預告修訂「臺中市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1點、第3點、第4

點及第10點修正草案。

依據：殯葬管理條例、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

公告事項：

一、修訂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及條文，登載於以下網站（網址：http://www.

civil.taichung.gov.tw/ct.asp?xItem=468127&ctNode=1164&mp=1020

10）網頁。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翌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6樓。

　(三)聯絡人：潘茹雄。

　(四)電子信箱：patrick@taichung.gov.tw。

　(五)電話：(04)22289111*29303。

　(六)傳真：(04)22510805。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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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三點、
第四點及第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原係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四

條第二項定之。殯葬管理條例101年1月11日修正公布，行政院發布定自 

101年7月1日施行，原第四條「得設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修正為第一 

百零一條「主管機關得邀集專家學者、公正人士或相關人員審議或諮詢

之」，爰修正本要點。

本要點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要點之法源（草案第一條）。

二、修正代表機關委員之層級及文字、增列性別平等比例（草案第三條）。

三、明定代表機關出任委員者，應隨其本職進退（草案第四條）。

四、修正文字委員為無給職（草案第十條）。

臺中市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三點、
第四點及第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 頁 4

 
 
 
 
 
 
 
 
 
 
 
 

臺中市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三
點、第四點及第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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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殯葬

管理條例第一百零一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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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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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殯葬管理條例

第四條第二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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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殯葬管理條例 101 年 1 月

11 日修正公布，行政院

發布定自101年 7月1日

施行，原第四條「得設殯

葬設施審議委員會」修正

為第一百零一條「主管機

關得邀集專家學者、公正

人士或相關人員審議或

諮詢之」，爰修正本要

點。 

二、本委員會殯葬管理條例雖

修正為「審議或諮詢

之」，惟本要點第 2點任

務，對本市殯葬設施審議

仍有極大之助益，爰予以

保留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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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

五至十七人，本委員

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本府民政局局長兼

任；副主任委員一

人，由本府民政局專

門委員以上人員兼

任；委員一人至十五

人，由本府就下列人

員派（聘）兼之：  

（一）本府農業局、建

設局、都市發展

局、地政局、環境

保護局、消防局、

文化局、交通局、

教育局、社會局專

門委員以上人員各

一人。 

（二）專家、學者三人

至五人。 

（三）臺中市生命禮儀

管理所所長。 

    前項第二款委員，

性別比例不得低於該

款委員人數之三分之

一。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

五至十七人，本委員

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本府民政局局長兼

任；副主任委員一

人，由本府民政局主

任秘書以上人員兼

任；委員一人至十五

人，由本府就下列人

員派（聘）兼之：  

（一）本府農業局主任

秘書以上人員一

人。  

（二）本府建設局主任

秘書以上人員一

人。 

（三）本府都市發展局

主任秘書以上人員

一人。 

（四）本府地政局主任

秘書以上人員一

人。  

（五）本府環境保護局

主任秘書以上人員

一人。 

（六）本府消防局主任

秘書以上人員一

人。  

（七）本府文化局主任

秘書以上人員一

人。 

（八）本府交通局主任

秘書以上人員一

人。 

（九）本府教育局主任

秘書以上人員一

人。 

（十）本府社會局主任

秘書以上人員一

一、代表機關之委員，原訂主

任秘書以上人員，因各局

業務繁忙，修正為專門委

員以上人員兼之。 

二、第一項「委員一人至十五

人，由本府就下列人員派

（聘）兼之」，修正文字。

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款，

修正文字。第十一款款次

變更。 

四、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辦

理職掌之公立殯葬設施

經營、管理及新設殯葬設

施之初審，爰增列所長為

委員。 

五、配合兩性平等法案，增列

第二項「前項第二款委

員，性別比例不得低於該

款委員人數之三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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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十一）專家、學者三

人至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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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

二年，期滿得續派(聘)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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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代表機關出任委員者，應

隨其本職進退。 

十、本委員會之委員及

兼職人員均為無給

職。 

十、本委員會之委員及兼

職人員均為無給。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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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20047979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

務作業要點。

三、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54402。

（四）傳真：04-25274559。

（五）電子郵件：d8759571@tc.edu.tw。

局長     吳榕峯   出國

  副局長  王銘煜  代行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之補

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爰配合修正「臺中市公立幼

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實施要點」，修正要點如下：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

作業要點」第五點第四款規定，修正課後留園服務實施時間。（修

正草案第三點）

二、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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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五款規定，修正課後留園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修正草案第四點）

三、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

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修正開班辦理原則。（修正草案第五點）

四、內文名稱修正。（修正草案第六點）

五、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

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二款規定，修正經費支用原則。（修正草案第

七點）

六、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

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三款規定增列收托身心障礙幼兒參與所辦課後

留園服務之公立幼兒園補助對象。（修正草案第八點）

七、「暑假期間」之名稱修正為「教保活動課程起迄日期外」。（修正

草案第九點）

八、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

作業要點」第六點第四款規定，修正各園申請期程。（修正草案第

十點）

九、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

作業要點」第八點第一款規定修正獎勵條件。（修正草案第十一點）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課後留園服務實施時

間： 

(一)教保活動課程起

迄日期內：下午

四時起算，以二

小時為上限。 

(二)教保活動課程起

迄日期外（寒暑

假期間）：由學校

三、課後留園服務實施時

間： 

(一)平時上課日：學

期中放學後下午

四時三十分至六

時三十分止。 

(二)寒暑假期間：由

學校(幼兒園)依

家長需求規劃辦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

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四款規定，

修正課後留園服務實施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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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依家長

需求規劃辦理。 

 

理。 

 

四、課後留園師資： 

(一)以學校（幼兒園）

內教保服務人員

為主。 

(二)課後留園服務人

員資格準用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班

與中心設立及管

理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 

(三)教師助理員之資

格，得準用教育

部頒特殊教育相

關專業人員及助

理人員遴用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 

四、課後留園師資： 

(一)以學校（幼兒園）

內教師為主。 

 

(二)準用教育部頒國

民小學辦理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及

人員資格標準相

關規定辦理。 

 

(三)教師助理員之資

格，得準用教育

部頒特殊教育相

關專業人員及助

理人員遴用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

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

點」第四點第五款規定，

修正課後留園教保服務人

員資格。 

五、辦理原則： 

(一)學校(幼兒園)辦

理招生時，應列

入招生簡章服務

事項之一，並充

分告知家長此項

服務訊息，由家

長決定自由參

加，不得強迫。 

(二)辦理本服務不得

更動原定作息時

間及妨礙正常教

學之實施。 

(三)應考量幼兒身心

發展需求，提供

多元化之課後活

動，包括增強身

體健康的戶外體

能活動、養成幼

兒閱讀習慣的閱

讀導引，以及音

五、辦理原則： 

(一)學校(幼兒園)辦

理招生時，應列

入招生簡章服務

事項之一，並充

分告知家長此項

服務訊息，由家

長決定自由參

加，不得強迫。

(二)辦理本服務不得

更動原定作息時

間及妨礙正常教

學之實施。 

(三)應考量幼兒身心

發展需求，提供

多元化之課後活

動，包括增強身

體健康的戶外體

能活動、養成幼

兒閱讀習慣的閱

讀導引，以及音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

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

服務作業要點」第四

點規定，修正開班辦

理原則。 

二、增列第五款有關學校

附設幼兒園辦理原

則。 

三、原第五款規定挪至第

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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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遊戲或律動等

活動，得採團

體、分組或個別

方式為之。 

(四)全園參與人數達

十人即得開班；

參與人數未達十

人，且幼兒家庭

確有需求者，應

酌降收費開班；

服務之編班可不

依原班級設限，

一班最多不得超

過三十人，師生

比以一比十五為

原則；班級中如

有身心障礙學

生，應視身心障

礙學生照顧需

要，酌予減少班

級人數。 

(五)學校附設幼兒園

未辦理課後留園

服務，倘家長有

需求，得參加本

校國民小學辦理

之課後照顧服務

班。 

(六)場地以運用校

(園)內各項設備

及設施為主，必

須使用其他場

所、設施或設備

時，應以師生安

全及服務需要為

優先考量。 

樂遊戲或律動等

活動，得採團

體、分組或個別

方式為之。 

(四)服務之編班可不

依原班級設限，

參與人數達十人

以上即得開班，

最多不得超過三

十人，師生比以

一比十五為原

則。班級中如有

身心障礙學生，

應視身心障礙學

生照顧需要，酌

予減少班級人

數。 

 

 

 

 

(五)場地以運用校

(園)內各項設備

及設施為主，必

須使用其他場

所、設施或設備

時，應以師生安

全及服務需要為

優先考量。 

六、幼兒園辦理本服務之

每位學生費用收取

標準如下： 

（一）教保活動課程

六、幼兒園辦理本服務之

每位學生費用收取

標準如下： 

（一）學校(幼兒園)

一、第一款增列「教保活

動 課 程 起 迄 日 期

內」；「下班時間」修

正為「放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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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迄日期內，學

校(幼兒園)放學

時間辦理時，每

生收費新臺幣四

ＯＯ元×服務總

節數÷Ｏ.七÷學

生數，以小時為

單位核算，並以

二小時為上限，

收費上限每小時

不得超過四十

元。 

（二）教保活動課程

起迄日期外則視

各園實際辦理情

形，惟仍以小時

為單位予以核

算。 

（三）教保活動課程

起迄日期外午餐

費收取方式凖用

各校（園）營養

午餐收費標凖。 

本服務收費得採每月

收費或一次收費，並

開立收據。因故或放

假日未辦理課後留園

服務之時數，得於次

月繳費時扣減應收費

用。參加本服務之學

生欲中途退出，按比

例退還費用。 

下班時間辦理

時，每生收費新

臺幣四ＯＯ元×

服務總節數÷Ｏ.

七÷學生數，以小

時為單位核算，

並以二小時為上

限，收費上限每

小時不得超過四

十元。 

 

 

（二）寒、暑假期間

則視各園實際辦

理情形，惟仍以

小時為單位予以

核算。 

 

（三）寒暑期間午餐

費收取方式凖用

各校（園）營養

午餐收費標凖。

 

本服務收費得採每月

收費或一次收費，並

開立收據。因故或放

假日未辦理課後留園

服務之時數，得於次

月繳費時扣減應收費

用。參加本服務之學

生欲中途退出，按比

例退還費用。 

二、第二款、第三款「寒、

暑假期間」修正為「教

保活動課程起迄日期

外」。 

七點、經費支用： 

(一)本補助款應專款

專用，其收支由

學校（幼兒園）

會計程序辦理。 

(二)本服務費用支付

原則：教保服務

人員鐘點費占百

七、經費支用： 

(一)本補助款應專款

專用，其收支由

學校（幼兒園）

會計程序辦理。

(二)本服務費用支付

原則：教師鐘點

費占百分之七十

一、第二款： 

「教師」修正為「教

保服務人員」。 

二、第三款： 

(一)「教師」修正為

「教保服務人

員」。 

(二)「學校下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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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七十為原

則，行政費（含

行政人員加班

費、水電費、材

料費、勞健保

費、勞退金、資

遣費、獎金及意

外責任保險等勞

動權益保障費

用）以不超過百

分之三十為原

則。但所收費用

不足時，應優先

支付教保服務人

員鐘點費，各項

經費得相互勻

支。 

(三)教保服務人員鐘

點費︰教保活動

課程起迄日期內

下班時間及教保

活動課程起迄日

期外辦理時，授

課鐘點費每小時

以不超過四百元

為原則。 

(四)非於上班時間以

外提供服務之教

保服務人員，不

得領取課後留園

相關費用。 

 

 

(五)園內參與課後留

園之身心障礙幼

兒人數三人以下

得置一名教師助

理員，每增加二

人，再增置一名

教師助理員；其

為原則，行政費

（含行政人員加

班費、水電費、

材料費、勞健保

費、勞退金、資

遣費、獎金及意

外責任保險等勞

動權益保障費

用）以不超過百

分之三十為原

則。但所收費用

不足時，應優先

支付教師鐘點

費，各項經費得

相互勻支。 

 

 

(三)教師鐘點費︰學

校下班時間及

寒、暑假辦理

時，授課鐘點費

每小時以不超過

四百元為原則。

 

 

 

(四)寒暑假期間已支

領薪資之國幼班

代理代課教師，

不得於規定上班

之時間內再領取

課後留園之鐘點

費。 

(五)園內參與課後留

園之身心障礙幼

兒人數三人以下

得置一名教師助

理員，每增加二

人，再增置一名

教師助理員；其

修正為「教保活

動課程起迄日期

內下班時間」。 

(三)「寒、暑假」修

正為「教保活動

課程起迄日期

外」。 

三、第四款：依據「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

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

點」第四點第四款規

定，修正為「非於上

班時間以外提供服務

之教保服務人員，不

得領取課後留園相關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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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點費依勞動基

準法基本工資之

相關規定辦理，

並得不受原鐘點

費、行政費編列

比例之限制，依

實際服務時數予

以補助。 

 

鐘點費依勞動基

準法基本工資之

相關規定辦理，

並得不受原鐘點

費、行政費編列

比例之限制，依

實際服務時數予

以補助。 

八、本案補助對象有二： 

(一)參加公立幼兒園

辦理之課後留園

服務，且符合下

列經濟弱勢條件

之一之幼兒： 

1、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家庭

及其他本局

專案核准屬

經濟弱勢且

有必要協助

之家庭之幼

兒。 

2、家戶年所得新

臺幣〈以下

同〉三十萬元

以下之五足

歲幼兒。但不

包括家戶擁

有第三筆以

上不動產且

其公告現值

合計逾六百

五十萬元，或

年利息所得

逾十萬元者。 

3、符合前揭條件

之一，因就讀

之附設公立

幼兒園未提

八、本案補助對象有二：

(一)參加公立幼兒園

辦理之課後留園

服務，且符合下

列經濟弱勢條件

之一之幼兒： 

1、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家庭

及其他本局

專案核准屬

經濟弱勢且

有必要協助

之家庭之幼

兒。 

2、家戶年所得新

臺幣〈以下

同〉三十萬元

以下之五足

歲幼兒。但不

包括家戶擁

有第三筆以

上不動產且

其公告現值

合計逾六百

五十萬元，或

年利息所得

逾十萬元者。

3、符合前揭條件

之一，因就讀

之附設公立

幼兒園未提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

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

服務作業要點」第五

點第三款規定，增列

收托身心障礙幼兒參

與所辦課後留園服務

之公立幼兒園補助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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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課後留園

服務，而參加

本校國民小

學所辦課後

照顧班之幼

兒。 

 

(二)收托身心障礙幼

兒參與所辦課後

留園服務之公立

幼兒園。 

 

符合第二款所稱幼兒

園，身心障礙幼兒人數三

人以下得置一名教師助

理員，每增加二人，再增

置一名教師助理員；其鐘

點費依勞動基準法基本

工資之相關規定辦理，並

得不受原鐘點費、行政費

編列比例之限制，依實際

服務時數予以補助。 

 

所稱身心障礙幼兒，係指

經本局所設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

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

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

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供課後留園

服務，而參加

本校國民小

學所辦課後

照顧班之幼

兒。 

 

(二)收托身心障礙幼

兒參與所辦課後

留園服務之公立

幼兒園。 

 

惟所稱身心障礙幼兒，係

指經本局所設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專

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

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

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九、符合第八點規定補助

經濟弱勢幼兒，開辦

課後留園服務學校

（幼兒園），得依本局

所定收費標準所應繳

交之經費，申請教育

部補助。但參與教保

活動課程起迄日期外

課後留園服務者，每

人每月之補助金額以

九、符合前點規定補助經

濟弱勢幼兒，開辦課

後留園服務學校（幼

兒園），得依本局所定

收費標準所應繳交之

經費，申請教育部補

助。但參與暑假期間

課後留園服務者，每

人每月之補助金額以

不超過三千五百元並

一、「前點」修正為「第八

點」。 

二、「暑假期間」修正為「教

保活動課程起迄日期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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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過三千五百元並

以全天為原則。 

未開辦課後留園服務

之國小附設幼兒園，

符合第八點補助之經

濟弱勢幼兒，其參加

校內國小所辦課後照

顧班者，得比照前款

補助之。 

凡符合第八點補助之

經濟弱勢幼兒，由學

校(幼兒園)彙整相關

證明文件影本報請本

局，經本局審核無誤

後，彙送教育部請撥

經費。 

符合第八點補助之經

濟弱勢幼兒，其補助

適用期程為幼兒完成

註冊至結業離園前。

但四歲新生之補助期

間，以學年度開始(八

月一日)至結業離園

為止。另，教保服務

人員於上班以外之時

間提供服務者，始得

領取課後留園相關費

用。 

以全天為原則。 

 

未開辦課後留園服務

之國小附設幼兒園，

符合第八點補助之經

濟弱勢幼兒，其參加

校內國小所辦課後照

顧班者，得比照前款

補助之。 

凡符合第八點補助之

經濟弱勢幼兒，由學

校(幼兒園)彙整相關

證明文件影本報請本

局，經本局審核無誤

後，彙送教育部請撥

經費。 

符合第八點補助之經

濟弱勢幼兒，其補助

適用期程為幼兒完成

註冊至結業離園前。

但四歲新生之補助期

間，以學年度開始(八

月一日)至結業離園

為止。另，教保服務

人員於上班以外之時

間提供服務者，始得

領取課後留園相關費

用。 

十、本服務之補助作業程

序：學校（幼兒園）

依實際開辦人數，檢

附相關身分證明文

件、每位幼兒應繳費

用及幼兒園辦理幼兒

課後留園服務之實施

計畫、經費收支概算

表及經濟弱勢幼兒參

加課後留園申請補助

經費表，報請本局層

轉教育部申請經費補

十、本服務之開設申請期

間：學校（幼兒園）

依本要點相關規定於

每年六月十五日前提

出。 

本服務之補助作業程

序：學校（幼兒園）

依實際開辦人數，檢

附相關身分證明文

件、每位幼兒應繳費

用及幼兒園辦理幼兒

課後留園服務之實施

一、刪除「本服務之開設

申請期間：學校（幼

兒園）依本要點相關

規定於每年六月十五

日前提出。」此段敘

述。 

二、依據「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

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

服務作業要點」第六

點第四款規定，修正

各園申請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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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申請期程如下： 

（一）每年七月一日

至八月二十九

日課後留園於

同年八月三十

一日前。 

（二）第一學期課後

留園於每年十

月十五日前。 

（三）每年一月二十

一日至二月十

日課後留園及

第二學期課後

留園於同年四

月十五日前。 

計畫、經費收支概算

表及經濟弱勢幼兒參

加課後留園申請補助

經費表，報請本局層

轉教育部申請經費補

助，申請期程如下：

（一）暑期課後留園

於每年八月三

十一日前。 

（二）第一學期課後

留園於每年十

月十五日前。

（三）寒假課後留園

及第二學期課

後留園於每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前。 

十一、凡參與本服務之行

政人員及家長義

工，由學校（幼兒

園）於每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報請本

局給予獎勵，敘獎

標準如次： 

（一）教保服務人

員：嘉獎一

次。 

（二）行政人員：

校 長 （ 園

長）、幼兒園

主任、幼兒

園組長、校

(園)內行政

人 員 各 一

人，各敘嘉

獎一次。 

（三）家長義工：

頒發感謝狀

一幀。 

十一、凡參與本服務之行

政人員及家長義

工，由學校（幼兒

園）於每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報請本

局給予獎勵，敘獎

標準如次： 

（一）教保服務人

員：嘉獎一

次。 

（二）行政人員：

園 長 、 主

任、組長、

校內行政人

員各一人，

各敘嘉獎一

次。 

（三）家長義工：

頒發感謝狀

一幀。 

「園長、主任、組長、校

內」修正為「校長（園長）、

幼兒園主任、幼兒園組

長、校(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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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工字第1020017841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發布「為維護消防安全，本市狹小巷弄範圍（如附件）禁止臨

時停車，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並自即日起實施，違者依法處

理。」命令草案，詳如附件，請查照周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條。

三、發布命令草案如附件，並登載於以下網站：

(一)本府交通局網站（網址：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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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60400。

(四)傳真：(04)22259239。

(五)電子信箱：hongwen@taichung.gov.tw。

市長  胡志強

第 1 頁，共 1 頁

附件 

發布命令草案說明 

「為維護消防安全，本市狹小巷弄範圍（如附件清冊）禁止

臨時停車，並自即日起實施。前述狹小巷弄係依本府消防局

本專業及權責清查列冊之範圍，請勿於該範圍內停車，違者

依法處理，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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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圈)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公路
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新
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三
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巷3
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新城1號
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16
號、174巷2號至22號、206巷1至
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15號
(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1至
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30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秀巷1至67號(67
戶)

31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大富里民族路二段一巷32
至68號、21至89號48巷（52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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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32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富路二段萬豐巷1至46號
(46戶)

33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富路二段179巷15至127
號(45戶)

34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大豐路三段12巷1至40號
(36戶)

3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祥和東路一巷1至22號(16
戶)東二巷2至43號(14戶)東三巷2
至24號(14戶)

3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祥和路60巷32弄1至14號(7
戶) 60巷1至44號(26戶)

3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祥和路74巷1至13號(6戶)
潭子區祥和路90巷1至18號(6戶)
潭子區祥和路106巷1至66號(37
戶)潭子區祥和路104巷1至16號
(11戶)

3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祥和路182巷2至50號(21
戶)

3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祥和路185巷1至21號(20
戶)

40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祥和路154巷1至12號(7戶)
潭子區祥和路172巷1至52號(50
戶)

41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中山路三段287巷18弄3至
14號(8戶)

42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4樓) 無
潭子區中山路三段305巷50弄1至
15號(9戶)

43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中山路三段355巷6至28號
(12戶)

44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有(部分雙側)
潭子區潭陽里潭興路二段200巷1
號至62號(67戶)  

4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有(部分雙側)
潭子區潭陽里潭興路二段258巷1
號至29號(20戶)  

4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陽里潭興路二段193巷1
號至20號(18戶)  

4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陽里潭興路二段169巷1
號至54號(50戶)  

4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陽里潭興路二段140巷1
號至43號、潭興路2段140巷23弄1
至15號 (62戶)

4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陽里潭興路二段480巷1
號至80號(58戶)

50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子街2段58巷4號至15號
(7戶)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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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51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7樓) 無
潭子區興華一路422巷1至39號(38
戶)

52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勝利十二街70巷2至82號
(40戶)   

53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6樓) 無
潭子區光陽路82巷20弄1至10號潭
子世家集合住宅(1棟)

54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7樓) 無

潭子區圓通南路72巷36號福祿
家七樓集合住宅(1棟)、72巷
16.18.20.22號豐年七樓集合住宅
(1棟)

5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興華一路398巷7、9號集合
住宅(1棟)

5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7樓) 無
潭子區大智街15巷2弄20號金石園
集合住宅（1棟）

57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無 有(部分雙側) 大雅區平和一路1號至152號

58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無 有(部分雙側) 大雅區平和二路1號至132號

59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大雅區中清路四段315巷

60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大雅區月祥路60號至139號

61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有(4樓) 無 大雅區神林南路313巷

62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無 無 大雅區中山路大同巷

63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無 無 大雅區振興一路1號至31號

64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有(4樓) 無 大雅區雅潭路四段506巷

65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有(4樓) 無 大雅區學府路415巷

66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無 無 大雅區永和路三甲巷

67 第一大隊 大雅分隊 無 無 大雅區永和路富貴巷

68 第一大隊 神岡分隊 有（4樓） 無 神岡區溪洲里豐洲路1507巷

69 第一大隊 神岡分隊 無 無 神岡區北庄里林厝路25號後

70 第一大隊 神岡分隊 有（4樓） 無 神岡區北庄里八德路8號~333號間

71 第一大隊 神岡分隊 無 無 神岡區社南里中山路497巷

72 第一大隊 神岡分隊 無 無 神岡區社南里中山路483巷

73 第一大隊 神岡分隊 無 無 神岡區大社里大洲路217巷

74 第一大隊 神岡分隊 無 無 神岡區三角里大富路156巷

75 第一大隊 神岡分隊 無 無 神岡區三角里大富路186巷

76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無 潭子區大德一路二段1號到35號

77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無 潭子區興華一路70巷

78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有(部分雙側) 潭子區大成街13巷2號到18號

79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有(部分單側) 潭子區中山路一段185巷

80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有(部分雙側) 潭子區中山路一段326、362巷

81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無 潭子區復興路一段120巷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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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82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無 潭子區新興路一段185巷

83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無 潭子區福仁里復興路ㄧ段230號

84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有(部分單側) 潭子區潭子區中山路一段386巷

85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子區雅潭路二段132、
152巷

86 第一大隊
頭家厝分

隊
無 有(部分雙側) 潭子區潭子區中山路一段184巷

87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南片巷2至108-1號
（107戶）

88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匠寮巷1至65號（65
戶）

89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有（4樓）部分 無
臺中市東勢區匠寮前巷1至15號後
段（15戶）後巷1至15號（15戶）

90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有（4樓）部分 無
臺中市東勢區中正一巷1至16號
（16戶）中正二巷1至10號（16
戶）

91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里雪山莊4至
117號（104戶）

92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區東崎路五段
297巷（45戶）

93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里中泰街（25
戶）

94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本街1巷（30戶）

95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中嵙里中嵙里東崎
路四段188巷（33戶）

96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第六橫街72巷（30
戶）

97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東坑路東福巷3~79
號（76戶）

98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慶成1巷1至15號、2
巷1至8號、3巷1至10號、4巷1至
19號、5巷1至17號、6巷11至15號
（75戶）

99 第二大隊 東勢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150-6號

100 第二大隊 新社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一段114巷

101 第二大隊 新社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一段77巷

102 第二大隊 新社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新社區中興嶺135旁巷子

103 第二大隊 新社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五段2巷內

104 第二大隊 石岡分隊 無 無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岡尾巷2號

105 第二大隊 石岡分隊 無 無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街金川巷11號

106 第二大隊 石岡分隊 無 無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91巷86之5號

107 第二大隊 石岡分隊 無 無 臺中市石岡區萬仙街食水嵙巷2號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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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108 第二大隊 石岡分隊 無 無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復興巷8號

109 第二大隊 石岡分隊 無 無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萬墩巷33號

110 第二大隊 石岡分隊 無 無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國校巷26之1
號

111 第二大隊 石岡分隊 無 無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梅子巷37弄
45之2號

112 第二大隊 和平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和興巷

113 第二大隊 和平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三段和合道
路

114 第二大隊 和平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三段9鄰

115 第二大隊 和平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三段5鄰

116 第二大隊 和平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二段沙蓮巷

117 第二大隊 和平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二段求安產
業道路

118 第二大隊 和平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林場巷

119 第二大隊 梨山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瑞雪巷

120 第二大隊 梨山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光華巷

121 第二大隊 梨山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環山部落

122 第二大隊 雙崎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崎路二段52號旁
巷內

123 第二大隊 雙崎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崎路二段56號旁
巷內

124 第二大隊 雙崎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崎路二段育英巷
內

125 第二大隊 雙崎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崎路二段52號旁
巷內

126 第二大隊 雙崎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崎路二段上觀音
橋巷內產業道路

127 第二大隊 雙崎分隊 無 無 臺中市和平區東崎路二段扶輪巷

128 第三大隊 大里分隊 有（5樓） 無 大里區大里路434巷

129 第三大隊 大里分隊 有(5樓) 有(部分單側)
西村路1至67號、1巷、15巷、43
巷

130 第三大隊 大里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福大路1號至89號、福大路21巷、
33巷、43巷

131 第三大隊 大里分隊 有（6樓） 無
福大北路1至79號、16巷、29巷、
31巷、67巷、76巷、77巷、83巷

132 第三大隊 大里分隊 有（7樓） 有(部分單側)
吉隆路1號至60號、4巷、5巷、9
巷、15巷、17巷、、19巷

133 第三大隊 大里分隊 有（4樓） 無 文芳街45號至73號

134 第三大隊 大里分隊 有（4樓） 有(部分雙側) 大里區日新巷

135 第三大隊 大里分隊 有（4樓） 無 大里區國中路竹圍巷

136 第三大隊 大里分隊 有（5樓） 無 大里區祥興1.2.3巷

137 第三大隊 大里分隊 有（7樓） 無 大里區德芳路一段82.85.88巷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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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138 第三大隊 仁化分隊 有（5樓）
有(部分雙側，
近光正路60巷雙

側部分)
大里區光正路10至39號(30戶)

139 第三大隊 仁化分隊 無 有(部分雙側) 大里區光正路70巷

140 第三大隊 仁化分隊 有（9樓） 無 大里區上興街二段51巷

141 第三大隊 仁化分隊 無 無 太平區德安街42巷

142 第三大隊 仁化分隊 無 無 太平區光興路128巷12弄

143 第三大隊
十九甲分

隊
有（6樓，公寓） 無

大里區新仁路一段159巷、183
巷、213巷

144 第三大隊
十九甲分

隊
無 無

大里區立仁路42巷、42-5巷、57
巷、60巷、好來三街11巷

145 第三大隊
十九甲分

隊
無 無

大里區好來一街、24巷、46巷、
甲堤十一街

146 第三大隊
十九甲分

隊
無 無

大里區錦華街、中興路二段346
巷、352巷

147 第三大隊
十九甲分

隊
有（7樓，集合住

宅）
無

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82巷、218
巷、232巷、240巷、現岱路122巷

148 第三大隊
十九甲分

隊
無 無

大里區立仁三路、立仁三路17
巷、合信街、合作街、立新街265
巷

149 第三大隊
十九甲分

隊
無 無

大里區新仁路一段91巷、新仁六
街131巷

150 第三大隊
十九甲分

隊
無 有(部分雙側)

大里區公教街、131巷、立仁路
115巷

151 第三大隊
十九甲分

隊
無 無

大里區立仁路222巷、240巷、242
巷、245巷

152 第三大隊
十九甲分

隊
無 無

大里區立仁一路178巷35弄、立仁
二路

153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有(5樓) 有(部分雙側) 太平區永平路二段503巷

154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有(6樓) 有(部分雙側) 太平區東平路741巷2弄

155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有(4樓) 無 太平區新平路一段279巷

156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太平區長龍一段中山巷

157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太平區建成街1-57號共49棟

158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太平區正誠街2-482號共442棟

159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太平區精美路301巷

160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無 無
太平區太平一街2.6.8.10.12.16.
18.26.28.30.36.38.40.48.23.27
號共16棟

161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有(4樓) 無 太平區永成北路219巷

162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太平區成功路381巷5弄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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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163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有(6樓) 有(部分雙側)
太平區東村八街2.6.8.10.12.16.
18.20.22.26.1.3.5.7.9.11.13.1
5.17.19號共20棟

164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太平區中和街75巷

165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太平區永豐路277巷

166 第三大隊 太平分隊 無 無 太平區太平二十三街3巷內

167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有（6樓） 無 太平區中山路二段439巷

168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太平區新高路忠孝巷2弄、新高路
忠義巷1、3、5、7、9弄

169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有（4樓） 無 太平區宜信街52巷

170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88巷、364巷
及31弄.26弄、362巷

171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有（4樓） 無
太平區大興11街125巷及10弄.20
弄.30弄.50弄53弄.37弄

172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太平區新平路三段367巷
(2.3.4.5.6.7弄)、387巷
(1.2.3.4.5.6弄)、 403
巷(1.2.3.4.5弄)、403巷
(1.2.3.4.5弄)

173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有（6樓） 無 太平區坪林路14至43-21號(50戶)

174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無 無
太平區中山路二段541巷1、3、
5、7弄

175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無 無 太平區振福路215巷

176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有(12樓，集合住

宅)
無 太平區新民路6號

177 第三大隊 中山分隊 有(7樓) 無 太平區新平路三段293巷

178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成功社區(學田路便行巷、成功東
路、成功西路)

179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有(5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廣惠三巷

180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學田路便行巷121弄

181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學田路便行巷70弄

182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三民街41弄

183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無 無 光明路225巷

184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山頂巷

185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有(5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中興街1號至29號(25戶)

186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五光路五堂巷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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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187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溪南路一段682巷

188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論子巷

189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學田路312巷

190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有(12樓集合住宅)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青仔巷

191 第三大隊 烏日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溪南路二段227巷

192 第三大隊 霧峰分隊 有（5樓） 無 霧峰區民生路364巷

193 第三大隊 霧峰分隊 無 無 霧峰區柳豐路141巷

194 第三大隊 霧峰分隊 無 無 霧峰區新厝路300巷

195 第三大隊 霧峰分隊 無 無 霧峰區山腳巷15弄

196 第三大隊 霧峰分隊 無 無 霧峰區曾厝街(林森路以東)

197 第四大隊 沙鹿分隊 無 無 沙鹿區中正街美秀巷

198 第四大隊 沙鹿分隊 有（10樓） 無 沙鹿區保寧路22巷

199 第四大隊 沙鹿分隊 有（8樓） 無 沙鹿區保安路55巷

200 第四大隊 沙鹿分隊 無 無 沙鹿區東英路青雲巷

201 第四大隊 沙鹿分隊 有（6樓） 無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街33至160號
(128戶)

202 第四大隊 沙鹿分隊 無 無 沙鹿區中山路76巷

203 第四大隊 沙鹿分隊 有（4樓） 有(部分雙側) 沙鹿區中山路紅竹巷

204 第四大隊 沙鹿分隊 無 無
台中市沙鹿區犁分里七賢南路29
號至48號(68戶)

205 第四大隊 沙鹿分隊 無 無
臺中市沙鹿區晉江里東晉東路1至
47號(47戶)

206 第四大隊 沙鹿分隊 無 無 沙鹿區東晉路三和巷

207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清水街營盤巷

208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中興街仁和巷

209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中山路417巷

210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橋江北街、橋江南街

211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高美路231、299巷

212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高美路392巷

213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海濱路375巷

214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高美路457號至710號

215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高美路721巷

216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港口路200巷

217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海口南路(路段 64戶)

218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海口北路(路段 52戶)

219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鎮南街(81-15~81-36.83-
1~83-18.85-12~85-16)(33戶)

220 第四大隊 清水分隊 無 無 清水區鎮新北路118巷32號

221 第四大隊 梧棲分隊 無 無 梧棲區中央路一段492號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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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222 第四大隊 梧棲分隊 無 無 梧棲區中央路一段540號

223 第四大隊 梧棲分隊 無 無 梧棲區中央路一段447號

224 第四大隊 梧棲分隊 無 無 梧棲區中央路一段473-1號

225 第四大隊 梧棲分隊 無 無 梧棲區中央路一段368-1號

226 第四大隊 梧棲分隊 無 無 梧棲區中央路一段402號

227 第四大隊 梧棲分隊 無 無 梧棲區中央路一段322號

228 第四大隊 梧棲分隊 無 無 梧棲區永興路一段559巷88-1號

229 第四大隊 梧棲分隊 無 無 梧棲區西建路119號

230 第四大隊 龍井分隊 無 無 龍井區麗水里三港路水裡港巷

231 第四大隊 龍井分隊 無 無 龍井區龍津里中央路一段29巷

232 第四大隊 龍井分隊 無 無 龍井區福田里茄投路海埔厝巷

233 第四大隊 龍井分隊 無 無 龍井區福田里茄投路福頭崙巷

234 第四大隊 龍井分隊 無 無 龍井區三德里中央路二段149巷

235 第四大隊 龍井分隊 無 無 龍井區三德里中央路二段174巷

236 第四大隊 龍井分隊 無 無 龍井區三德里中央路二段182巷

237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4樓） 有(部分雙側) 龍井區新興路1巷

238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4樓） 有(部分雙側) 龍井區新興路2巷

239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8樓） 有(部分雙側) 龍井區新興路3巷

240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7樓） 有(部分雙側) 龍井區新興路9巷

241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7樓） 有(部分雙側) 龍井區新興路15巷

242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7樓） 有(部分雙側) 龍井區新興路17巷

243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10樓） 有(部分雙側) 龍井區東園巷1弄

244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7樓） 有(部分雙側) 龍井區東園巷2弄

245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7樓） 有(部分雙側) 龍井區東園巷3弄

246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4樓） 有(部分單側) 龍井區台中港路東園巷

247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8樓） 無 龍井區藝術北街八巷

248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有（4樓） 無 龍井區遠東街143巷

249 第四大隊 犁份分隊 無 無 大肚區瑞井路51巷-65巷(30戶)

250 第四大隊 大肚分隊 有（4樓） 無 大肚區船頭巷

251 第四大隊 大肚分隊 無 無 大肚區沙田路二段562巷

252 第四大隊 大肚分隊 有（4樓） 無 大肚區沙田路三段824巷

253 第四大隊 清泉分隊 有（4樓，住家） 無 沙鹿區清泉里中清路五巷

254 第四大隊 清泉分隊 有（4樓，住家） 無 沙鹿區公明里忠孝巷

255 第四大隊 清泉分隊 有（4樓，住家） 無 沙鹿區公明里信義巷

256 第四大隊 清泉分隊 有（4樓，住家） 無 沙鹿區西勢里安樂巷

257 第四大隊 清泉分隊 有（4樓，住家） 有(部分雙側) 清水區吳厝里吳厝六街

258 第四大隊 清泉分隊 無 無 清水區吳厝里和睦路三段30巷

259 第四大隊 清泉分隊 有（4樓，住家） 無 清水區楊厝里頂三庄路

260 第四大隊 清泉分隊 無 無 清水區海風里海風二街

261 第四大隊 清泉分隊 無 無 清水區海風里海風三街

262 第四大隊 清泉分隊 無 無 清水區東山里神清路58到60號

263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彈正路32巷1號至10號

264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賢仁路94號至104號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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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265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有（4樓，民宅） 有(部分雙側)
大甲區中山路一段935巷1號至16
號

266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中山路一段961巷1號至10
號

267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中山路一段908巷7號至122
號

268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中山路一段1564巷1號至5
號

269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有（6樓，宿舍） 無 大甲區興安路31巷1號至91號

270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光明路211巷1號至10號

271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鎮政路57巷1號至17號

272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有（4樓，民宅） 無 大甲區鎮政路68巷2號至10號

273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有（5樓，民宅） 無 大甲區光明路119巷1號至60號

274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開元路11巷1號至76號

275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東安路497巷18號至80號

276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東安路501巷1號至65號

277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順天路156巷1號至39號

278 第五大隊 大甲分隊 無 無 大甲區順天路260巷5號至10號

279 第五大隊 外埔分隊 無 無 外埔區大馬路482巷43弄

280 第五大隊 外埔分隊 無 無 外埔區甲后路706巷2至46號

281 第五大隊 外埔分隊 無 無 外埔區長生路256至312號路段

282 第五大隊 外埔分隊 無 無 外埔區甲后路東泰一巷

283 第五大隊 外埔分隊 無 無 外埔區甲后路東泰三巷

284 第五大隊 外埔分隊 無 無 外埔區土城路299至391號路段

285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甲后路473巷

286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大興路2至22-6號

287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安眉路月光巷

288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安眉路公會巷、共和巷、
公益巷、

289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福德路202巷

290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三豐路66巷

291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甲后路138巷

292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禮儀路

293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枋寮路

294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甲后路30巷

295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甲后路49巷

296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甲后路219巷

297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寺山路38巷

298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福德路161巷

299 第五大隊 后里分隊 無 無 后里區柑宅路(全部約250公尺)

300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南勢厝路129巷

301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南北六路50巷

302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南北八路50、57巷

303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南海路11巷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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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304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南廟路(全段，消防車不易
通過)

305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甲六路(全段，消防車不易
通過)

306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南安路176巷、237巷、238
巷、358巷、400巷

307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興安路165、177巷

308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埔頭路75巷、99巷

309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龜殼路200巷

310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中山南路740巷、546巷

311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東西七路150巷、172巷

312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東西三路272、268、310、
318巷

313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三元路3巷

314 第五大隊 大安分隊 無 無 大安區南埔路198巷

315 第五大隊 幼獅分隊 有（4樓，民宅） 無 大甲區東明路81-90號

316 第五大隊 幼獅分隊 無 無 大甲區通天路101-1~130號

317 第五大隊 幼獅分隊 無 無 大甲區臨路93巷

318 第六大隊 協和分隊 有（5樓） 有(部分雙側) 黎明路三段302巷2號-16號

319 第六大隊 協和分隊 無 無 西屯區西林巷

320 第六大隊 協和分隊 無 無 西屯區永安一巷

321 第六大隊 南屯分隊 無 無 黎明路一段1086巷

322 第六大隊 南屯分隊 有（5樓，住宅） 無 永春東七路772巷

323 第六大隊 南屯分隊 無 無 楓樹巷

324 第六大隊 南屯分隊 有（4樓，住宅） 無 互榮巷

325 第六大隊 南屯分隊 無 無 樂田巷

326 第六大隊 黎明分隊 無 無 龍洋巷

327 第六大隊 春社分隊 有（4樓 住宅） 有(部分雙側) 同安西巷

328 第六大隊 春社分隊 有（4樓 住宅） 無 同安南北巷一帶

329 第六大隊 春社分隊 有（4樓 住宅） 有(部分雙側) 黎明路一段和成及和仁巷一帶

330 第六大隊
工業區分

隊
無 無 水尾巷全區

331 第六大隊
工業區分

隊
無 無 協和南巷全區

332 第六大隊
工業區分

隊
有（4樓） 無 文山北巷全區

333 第六大隊
工業區分

隊
有（4樓） 無 安和路46之7至70之5號

334 第六大隊
工業區分

隊
無 無 安和路84之6至90之68號

335 第六大隊
工業區分

隊
無 無 協和北巷1至12號

336 第七大隊 中港分隊 無 無 西區精誠14街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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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337 第七大隊 中港分隊
有（5樓加蓋，集合

住宅）
無 西區模範市場7.8巷

338 第七大隊 中港分隊
有（14樓，集合住

宅）
有(部分雙側) 西區向上路一段17巷10弄

339 第七大隊 中港分隊
有（12樓，集合住

宅）
有(部分單側) 西區美村路一段118巷

340 第七大隊 中港分隊
有（6樓，集合住

宅）
有(部分雙側) 西區中美街379巷

341 第七大隊 中港分隊
有（5樓加蓋，集合

住宅）
有(部分雙側) 西屯區何安二巷

342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巷口劃設紅

線)
中正路227巷

343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4樓透天厝)
有(巷口劃設紅

線)
中正路401巷

344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巷口劃設紅

線)
原子街24巷

345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巷口劃設紅

線)
原子街14巷

346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5樓透天厝)
有(巷口劃設紅

線)
中山路429巷

347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巷口劃設紅

線)
中華路一段93巷

348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雙十路一段12巷

349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4樓透天厝) 無 成功路430巷

350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4樓透天厝)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太平路31巷

351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5樓透天厝)
有(巷口劃設紅

線)
民族路154巷

352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巷口劃設紅

線)
中山路233巷

353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巷口劃設紅

線)
中山路257巷

354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4樓透天厝)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建國路193巷

355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4樓透天厝)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中正路135巷

356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4樓透天厝)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平等街56巷

357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4樓透天厝)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成功路228巷

358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6樓透天厝)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成功路248巷

359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光復路88巷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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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360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4樓透天厝)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三民路二段183巷

361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4樓透天厝)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公園路41巷

362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巷口劃設紅

線)
中正路275巷

363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5樓透天厝)
有(巷口劃設紅

線)
中正路291巷

364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巷口劃設紅

線)
中華路一段102巷

365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6樓，集合住

宅）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雙十路一段19巷

366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7樓透天厝)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中正路158巷

367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有(5樓透天厝)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中正路182巷

368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巷口劃設紅

線)
三民路三段93巷

369 第七大隊 中區分隊 無
有(巷口劃設紅

線)
水源街一帶

370 第七大隊 信義分隊 有(19樓)
有(部份劃設紅

線)
西區三民路一段50巷

371 第七大隊 信義分隊 有(7樓)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西區四維街2巷

372 第七大隊 信義分隊 無
有(整條雙邊劃

設紅線)
西區林森路24巷

373 第七大隊 信義分隊 有(4樓) 無 西區懷寧街107.109號

374 第七大隊 信義分隊 有(4樓) 無 南區瑞豐街南門市場

375 第七大隊 勤工分隊 有(13樓集合住宅) 無 南區樹德里樹德2巷3

376 第七大隊 勤工分隊 有(7樓透天厝) 無 南區永興里永興5巷13號

377 第七大隊 勤工分隊 無 無 南區福興里永和街139-1-8號巷

378 第七大隊 勤工分隊 無 無 南區樹德里正德3巷

379 第七大隊 勤工分隊 無 無 南區樹得里光明5巷

380 第七大隊 東英分隊 無 無 東區進德路107-127巷

381 第七大隊 東英分隊 無 無 東區建國路240巷

382 第七大隊 東英分隊 無 無 東區力行路75巷

383 第七大隊 東英分隊 無 無 東區建成路370巷39弄

384 第七大隊 東英分隊 無 無 東區育英路39-91巷一帶

385 第七大隊 東英分隊 無 無
東區尚武路一帶(雙十路至復興路
五段)

386 第七大隊 東英分隊 有(5樓) 無 東區大興街125巷

387 第七大隊 東英分隊 有(7樓) 有(部份巷口處)
東區練武路(雙十路至復興路五
段)

388 第八大隊 四平分隊 無 無 北屯區庄內巷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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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389 第八大隊 四平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北屯區松竹路306巷1弄

390 第八大隊 四平分隊 無 無 北屯區九甲巷(榮恩托兒所)

391 第八大隊 四平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北屯區松和街191巷

392 第八大隊 四平分隊 有(4樓，住家)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北屯區松竹路76巷12弄

393 第八大隊 四平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北屯區修齊街43巷(太子蘭坊)

394 第八大隊 四平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北屯區松和街137巷

395 第八大隊 四平分隊 無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北屯區修齊巷18弄

396 第八大隊 四平分隊 有(4樓，住家) 無 北屯區昌平路二段金谷巷市集

397 第八大隊 北屯分隊
有（四樓獨棟住

宅）
有(雙邊紅線劃

設)
碧柳1.2巷

398 第八大隊 北屯分隊
有（五到七樓獨棟

住宅）
有(雙邊紅線劃

設)
太原路三段352巷

399 第八大隊 北屯分隊
有（七樓集合住

宅）
有(雙側巷口劃

設)
北屯路47巷

400 第八大隊 北屯分隊
有（七樓以上集合

住宅）
有(部分雙邊劃

設)
自強街31.35.37巷

401 第八大隊 北屯分隊 有（五樓住宅） 有(單邊劃設) 東山路一段37.39.41.43巷

402 第八大隊 北屯分隊 有（五樓住宅）
有(部分雙邊劃

設)
東山路一段123.133巷

403 第八大隊 北屯分隊
有（七樓以上集合

住宅）
有(部分單邊劃

設)
興安路一段133巷

404 第八大隊 北屯分隊
有（七樓以上集合

住宅）

有(部分單邊畫
設，部分雙邊劃

設)
僑孝街1-258號

405 第八大隊 文昌分隊
有（4、6樓，住

家）
無 北區太平路141巷

406 第八大隊 文昌分隊 無 有(部分雙側) 北區大雅路311巷至11弄

407 第八大隊 文昌分隊 無 有(部分雙側) 北區衛道路61.63巷

408 第八大隊 文昌分隊
有（4、5樓，住

家）
無 北區衛道路91巷

409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4樓）透天住宅 有(部分雙側) 華夏巷

410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7樓)有7樓集合

住宅
有(部分雙側) 大連路一段41巷.101巷.143巷

411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4樓)透天住宅 有(部分單側) 中清路正興巷

412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7樓)7樓集合住

宅
有(部分單側、
部分雙側)

中清路西二街45巷(國泰巷)

413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5樓)有5樓住宅 有(全部雙側) 中清路101巷

414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4樓)透天住宅 有(全部單側) 中清路4巷

415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4樓)透天住宅 有(部分雙側) 中清路13巷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2年狹小巷弄道路清冊

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

築物

有無劃設禁停

紅線
地點

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11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正路167巷(廟東商

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中山路384巷、民生街

50巷

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陽路1號至195號

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中興路(今日市場)

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永康路213巷

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合作街160巷

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自強街26巷31弄

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育樂新村)

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南陽新村)

1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7樓） 有(全部雙側) 豐原區博愛街35巷

1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圓環北路二段223巷

(公路新村)

1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寶山路1號至30-1號

1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鐮村路107巷及213巷

1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三村路30巷1弄(合作新

村)

15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北陽路450巷92弄(玫瑰

新村)

16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8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市前街、復興路、富春

街、府前街(第一市場)

17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6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田心路二段267東巷

18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圳寮路(仁愛新村)

19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南陽路(國民新村)

20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5樓） 無 豐原區豐社路12號至112號

21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三豐路662巷

22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角潭路二段119巷

23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無 豐原區朴子街200巷

24 第一大隊 豐原分隊 有（4樓） 有(部份雙側) 豐原區豐年路259巷

25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新田里豐興路二段龍興

三莊15號至180號(162戶)

26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北里潭子街三段公廳

巷3號至76號仁愛路二段敬業

新城1號至26號（76戶）

27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有(5樓)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140巷1號至

16號、174巷2號至22號、206

巷1至39號(114戶)

28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仁愛路二段82巷1號至

15號(48戶)

29 第一大隊 潭子分隊 無 無
潭子區潭秀里潭富路一段17巷

1至14號、35巷1至6號 (2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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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公告本市臺中生活圈特3號道路（向上路、中龍路、中興路、
港南路）整併道路名稱為「向上路」事宜...................................

公告本市北屯區昌平路、潭子區民族路、大雅區中正路、神岡
區民族路等4條道路整併道路名稱為「昌平路」事宜 ..................

公告本市大雅區「學府路359巷、中清路二段196巷、中清路二
段203號至203之9號前道路」整併道路名稱為「中清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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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本市大里區新里里上田街22巷、愛心路130巷及170巷、德
芳路二段137巷2弄、新興路98巷、樹王路20巷等路段整併
道路名稱為「德芳一街」事宜 .....................................................

公告本市「豐原交流道特定區計畫-主三號道路延伸銜接潭子
區計畫道路」命名為「豐栗路」事宜 ..........................................

公告本市私立惠能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 ..............................................
公告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

中市私立林森幼兒園自102年8月1日至103年7月31日停辦 ..........
公示送達蘇輝炎君等11人因喪失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運資

格，廢止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業執照...................................
公告臺中市后里區墩南段535地號部分土地上現有巷道廢止，

徵求異議 .......................................................................................
公告於臺中市轄區（不含雪霸國家公園、參山國家風景區）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適用法令及活動種類相關事項 .......................
公告臺中市轄區（不含雪霸國家公園、參山國家風景區範

圍），從事水域遊憩活動適用法令相關事項 ...............................
公告指定「清水黃家瀞園」為市定古蹟 ..............................................
公告變更本市歷史建築「林懋陽故居」土地影響保存範圍北屯

區北屯段520地號等13筆土地 .......................................................

84

84

85

86

86
87

87

88

89

89

90
95

98
139

政　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臺中市清水區西寧國民小學自行收納款

項統一收據編號為「000844號」，因故遺失，聲明作廢 ............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佐簡寬政違法案，經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警員邱世明違法案，經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依法議決 ............................................................................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科員童雅黎違法案，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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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轄區大隊 轄區分隊
巷道內有無4樓

(含4樓)以上建築物
有無劃

設禁停紅線
地點

416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4樓)透天住宅 有(部分雙側) 中清路43巷

417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4樓)有4樓獨棟

住宅
有(部分雙側) 中清路大德巷

418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7樓)有7樓集合

住宅
有(部分雙側)

雷中街2巷.18巷.32巷.38巷.42
巷.61巷

419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7樓)有7樓集合

住宅
有(部分雙側)

文華路2~197號.139巷.155巷.157
巷

420 第八大隊 水湳分隊 有(7樓)有集合住宅 有(部分雙側) 逢甲路20巷

421 第八大隊 東山分隊
有（6樓，集合住

宅）
有(全部雙側) 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47巷內一帶

422 第八大隊 東山分隊 無 無 北屯區軍功路1段226巷一帶

423 第八大隊 東山分隊 無 無 北屯區軍功路2段722巷一帶



秋 字 第 二 期

※本公報每月十五及三十日發行(遇例假日順延一天）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30 日（星期二）出刊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編輯發行

法 規

廢止「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
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
訂定「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會議室使用管理要點」 ...............................
訂定「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車輛採購作業及管理使用

要點」，並停止適用「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
車輛管理及使用要點」及「臺中市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
業要點」 .......................................................................................

訂定「臺中市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
修正「臺中市市容美化督導會報設置要點」第五點 ...........................
修正「臺中市中區區公所編制表」 .....................................................
修正「臺中市政府財政局編制表」 .....................................................
修正「臺中市豐原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大里區公所編制

表」、「臺中市太平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清水區公
所編制表」、「臺中市沙鹿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大
甲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東勢區公所編制表」、「臺
中市神岡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大肚區公所編制表」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霧峰區公所編
制表」、「臺中市龍井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石岡區
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新社區公所編制表」 ...........................

修正「臺中市梧棲區公所編制表」 .....................................................
訂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會議室使用管理要點」 ...............................

4
4
11

12
22
24
26
28

30
45
4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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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