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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43380號
修正「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市長

胡志強
ᆵύѱၰၡࡩᆅᒤݤϩచЎঅ҅చЎ!

ಃѤచ! ҙፎᆙ࡚ࡩ܄ޣǴᔈࡼܭπӃаႝ၉ǵǵႝηແҹ܈
αᓐБԄ೯ࡌޕֽǴ٠ܭ໒πࡕΎΜΒλਔϣӛࡌֽҙፎံ
ᒤࡩ܄ёǶ!
!!!!!!!!҂٩ೕۓගрҙፎޣǴຎࣁ҂ҙፎਡᏰԾࡩၰၡǶ!
ಃΖచ! ҙፎᆙ࡚ࡩ܄ޣǴᔈܭཟঅฺֹࡕǴᛦયၰၡࡩߕуၡय़
অൺȐаΠᙁᆀঅൺȑǶ!
!!!!!!!!অൺӵߕ߄Ƕ!
ಃΜΟచ! ҙፎၰၡࡩࡌֽቩӝޣǴܭҙፎΓႣᛦঅൺ
ࡕǴਡวёǶՠ҇ғᆅጕਢҹϷਸࡌֽёޣǴ
ளӃਡวёǴځঅൺᛦયБԄϷයज़ǴҗࡌֽќۓϐǶ!!
ಃΜϖచ! ၰၡࡩ܈ᆅጕթǴᔈܭϱΖਔΟΜϩԿΠϱϖਔΟΜ
ϩϣࡼπǴ٠ֹԋӣ༤Ϸၡय़অൺπբǹ҂Ϸӣ༤ਔǴᔈܭᆅྎ
уᇂ࣬மࡋϐ៓݈Ǵ٠уமӼӄҢࡼǶՠЬाၰၡᔈܭ
ΠϱѤਔԏπǶ!
!!!!!!!!!!ࡩਸ٠ࡌֽਡޣǴளځܭдਔࢤࡼπǶ!
!!!!!!!!!!!!ಃϐЬाၰၡҗࡌֽϦϐǶ!
ಃΜΐచ! ҙፎीฝࡩ܄ޣज़ܭԃѤДԿΐД໔ࡼπǴځдਔ໔
ЗࡩၰၡǶՠ಄ӝಃΒΜΒచӚීೕۓϐޣǴόӧԜज़Ƕ!
ಃΒΜϤచ! ҂ҙፎਡᏰԾࡩၰၡޣǴᔈ٩ϦၡݤǵၰၡҬ೯ᆅ
ೀᆦచٯǵѱၰၡచٯǵᆵύѱၰၡᆅԾݯచٯϷ࣬ᜢೕ
ۓᒤǴੋϷӉ٣ೢҺޣǴ౽ଌљݤᐒᜢǶ!
!!!!!!!!!!ၰၡளҗࡌֽӃՉঅൺǴ܌ሡҔҗၴೕࡩॄޣᏼ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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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
ᆵύѱၰၡࡩঅൺྗǺ!
ߕуၡय़অൺࡪΠӈҞϷѳБϦЁൂሽȐཥᆵჾ0ϡȑीԏǺ!
ᆅྎϩаѦϐ
!ԛ! 
Ҟ
ᆅྎϩ!
ഢຏ!
ځᎩၡ൯ϩ!
յନϖϦϩࠆᛅߙషᏉβ
2!
ԭΒΜϡ!
ԭΒΜϡ! ၡय़յନҔ!
ၡय़!
у࠾ϖϦϩࠆᛅߙషᏉβ
3!
ΟԭΒΜϖϡ! ΟԭΒΜϖϡ!
ၡय़!
ᛅߙషᏉβၡ
ΜϦϩࠆᛅߙషᏉβၡय़
4!
ί႟ΜѤϡ ΟԭΒΜϖϡ! य़অൺ࠾ቫ
অൺ!
Ҕ!
ΜϖϦϩࠆᛅߙషᏉβၡ ίΟԭΜΟ
5!
ΟԭΒΜϖϡ!
य़অൺ!
ϡ!
ΜϦϩࠆНݝషᏉβၡय़
6!
ϤԭϖΜϡ!
ϤԭϖΜϡ!
অൺ!
НݝషᏉβၡ
ΜϖϦϩࠆНݝషᏉβၡ
7!
ΖԭΎΜϡ! ΖԭΎΜϡ!
य़অൺҔ!
य़অൺ!
ΒΜϦϩࠆНݝషᏉβၡ
8!
ί႟ΎΜΐϡ ί႟ΎΜΐϡ!
य़অൺ!
࿗ҡၡय़অൺ
9! ΟΜϦϩࠆ࿗ҡၡय़অൺ ѤԭΖΜѤϡ! ѤԭΖΜѤϡ!
Ҕ!
ӦᑄΓՉၰၡ
:! ӦᑄΓՉၰၡय़অൺ!
ΎԭϤΜϡ!
ΎԭϤΜϡ!
य़অൺҔ!
ߕຏǺӚҞय़ᑈȐѳБϦЁȑीᆉБԄӵΠǺ!
ǵࡩय़ᑈीᆉǺ!
Ȑȑၡय़ݮၰၡᕵӛࡩޣǺ!
ᔈࡪཞ্၀ًၰኧӄቨуԏ࠾ቫǶࡩၡࢤӵሡյନࡽԖᛅߙషᏉβၡ
य़Ǵᔈࡪ࠾ቫय़ᑈуԏյନǶ!
ȐΒȑၡय़ݮၰၡᐉӛࡩޣǺ!
!!!!!!٩ࡼπߏࡋ४ΟᗺϖϦЁीԏ࠾ቫϷյନǶ!
ȐΟȑଛӝҁ۬Ӛቼࢲڂሡा܈ӢԾٰНᆅጕᅅНǵґථᆅጕᅅǴҥջ
ཟঅǴࡼπय़ᑈӧѤѳБϦЁаΠޣǴځቨࡋᔈࡪჴၡय़অൺനεቨࡋٿ
ୁӚуΜϦϩीԏǶ!
ȐѤȑаߚܴࡩπࡼݤπޣǴࡩय़ᑈаπբϔቨࡋݮᆅጕБӛࣁࡩय़ᑈ٩ಃ
Ȑȑ
ǵ
ȐΒȑҞቨࡋϷߏࡋीᆉБԄਡᆉǶ!
Βǵᆅྎय़ᑈीᆉǺ!
!!!!ᆅྎቨࡋаჴሞࡩቨࡋୁٿӚуΜϦϩࣁᆅྎቨࡋǹᆅྎߏࡋаჴሞࡩߏ
ࡋीᆉ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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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47518號
修正「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七條、第十六條。
附修正「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七條、第十六條。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七條、第十六條
第七條
區公所設會計室，置主任、課員、佐理員；未設會計室者，
置會計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十六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四日修正之第一條修正條
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十五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48362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
組織規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
分局組織規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組織規程」部分條
文。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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ᆵύѱࡹ۬ჸֽಔᙃೕำϩచЎঅ҅చЎ
ಃΟచ!!!!ҁֽΠӈࣽǵ࠻ǵύЈǴϩձඓΠӈ٣Ǻ!
ǵġՉࡹࣽǺ༇୍ೕჄǵϩᎫȐࢴрȑ܌ǵΚଛഢǵ
ჸܺڋǵఓᆅڋǵഢྗǵჸ༇୍ǵ༇௲ػǵ
ਸҺ୍Κǵڗጌႝηၯᔍ㰂༮።റǵڗጌ্֫॥
ϯȐ߫ȑǵϦᆅǵᙍ୍ڐշϷځдԖᜢՉࡹჸ
୍٣Ƕ!
ΒǵġߥӼࣽǺߥӼഢࡼೕჄᆶ࿎ᏤǵᒧᖐϷቼݯڂӼᆢ
ៈǵၯՉǵજׇᆢៈǵက߿ჸಔ૽ᆶၮҔǵᏯਔ
୍ǵ৮ࢲ܀ٛೀǵڐշै٣ϷځдԖᜢߥӼ٣
Ƕ!
Οǵġ૽ግࣽǺჸ௲૽ػግঅǵჸΓЈᇶᏤϷځд
Ԗᜢ૽ግ٣Ƕ!
ѤǵġѦ٣ࣽǺѦ୯ΓǵεഌӦΓ҇ǵෝᐞۚ҇ϷᆵӦ
คЊᝤ୯҇ߚࢲݤϐፓೀǵ୯ȐѦȑᇯӼӄᆢៈǵ
ੋѦݯӼਢҹೀǵੋѦݯӼൔϐᇆǵፓϷೀǵ
ჸӉ٣इᒵܴਜਡวǵ۞ٿҬࢬੋϷჸ٣୍ϐᆕ
ӝ٣ϷځдԖᜢѦ٣ჸ٣Ƕ!
ϖǵġࡕ༇ࣽǺౢᆅǵްᔼᙄǵ೯ૻǵჸးഢߥᎦٮ
ᔈϷځдԖᜢࡕ༇٣Ƕ!
ϤǵġߥٛࣽǺҁֽϷ܌ឦჸᐒᜢϐᐒᜢϣߥٛǵߥޗ
ٛǵୀٛӒ্୯ৎӼӄਢҹǵݯޗӼፓǵӼӄၗ
၌ǵЍජᐒǵෝαᎁڙնǵઇᚯ٣ҹᔈᡂೀᆶ
ᄽಞϷځдԖᜢߥٛ٣Ƕ!
ΎǵġٛࣽݯǺ༇ჸǵݯޗӼϐೕჄՉǵѨᙫΓα
൨ǵ҇ٛಔ૽ǵ҇ٛი໗࿎ᏤϷځдԖᜢЊαǵٛݯ٣
Ƕ!
ΖǵġҍႣٛࣽǺҍႣٛǵ࠹ᏤϷ૽ግǵޗࡹϷԾፁ
ᡏسϐೕჄᆶՉԋਏϐԵਡϷځдԖᜢҍႣٛ٣
Ƕ!
ΐǵġ༇୍ࡰචύЈǺჸ༇୍ϐࡰචǵፓࡋᆅڋǵڐፓᖄᛠ
ᆶനཥݯӼݩރϐڋǵɄൔਢᆅڋೀϷځдԖ
ᜢ༇୍ࡰච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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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ǵġӉ٣᠘ύЈǺӉਢჸǵނᆅϷ࿎Ꮴǵނ
ᔠᡍǵ᠘ۓǵჸᆶ᠘زࣴೌמวǵ௲૽ػግ
ϷځдԖᜢӉ٣᠘٣Ƕ!
Μǵġ҇ٛᆅڋύЈǺٛ)༇*୍ೕჄǵՉǵᄽ)૽*ግ
Ϸٛ೯ૻഢǵᇿൔسᆅǵ҇ٛٛៈǵ
Ӽᄽಞǵٛޜᗉᜤ౧ණഢᆅǵڐշख़ε্ؠཟ௱
࿎ᏤϷځдԖᜢ҇ٛᆅڋ٣Ƕ!
ΜΒǵġ࿎ჸ࠻ǺҙນǵԵਡǵ௲ػᇶᏤǵၴݤҍइೀǵ
ූԝΫኃୢ௱շǴׯ๓୍ܺᄊࡋǵϣᆅ
୍ǵӚᅿ༇୍ǵᅿ༇୍ፁᄤ२ߏፁϐ࿎ᏤԵਡ
ϷځдԖᜢ࿎ჸ٣Ƕ!
ΜΟǵġϦӅᜢ߯࠻ǺཥᆪวѲǵεኞ൞ᡏᆶ҇ཀᐒᜢǵ
Ϧޗიϐᖄᛠǵཥᆪၗᇆೀǵࡹࡼ࠹Ꮴǵ
ࣁ୍҇ܺϷځдԖᜢჸϦӅᜢ߯٣Ƕ!
ΜѤǵġઝਜ࠻ǺЎਜǵᔞਢᆅǵӑߞǵᐒाЎႝೀǵ٣
୍ᆅǵࣴԵǵрયϷόឦځܭдӚࣽǵ࠻ǵύЈ
୍٣Ƕ!
Μϖǵġၗૻ࠻ǺࡹၗૻسೕჄᆶวǵႝတ೬ฯᡏࡼ
ᏹբǵᆅᆶᆢៈǵၗૻ௲૽ػግᆶᒌ၌୍ܺϷځд
ၗૻೀ٣Ƕ!
ΜϤǵġ࠻ڋݤǺࡹݤೕϐࣴزǵቩǵǵጓᝪǵᒌ၌ǵ
࠹Ꮴǵᖱಞǵ୯ৎ፝ᓭ٣ҹೀϷځдԖᜢڋݤ٣Ƕ!
!!!!!!!!!!ҁֽӉ٣᠘ύЈΓᒤჸਔǴঋڙӉ٣ჸε໗
ε໗ߏϐࡰචᅱ࿎Ƕ!
ಃѤచ!!!!ҁֽЬҺઝਜǵ࿎ჸߏǵࡹᅱǵࣽߏǵЬҺǵ࿎ჸǵઝ
ਜǵǵިߏǵ࿎ჸǵ୍҅ǵ୍ǵْ۔ǵמγǵ୍
ǵْǵמǵǵᒤ٣ǵਜǶ!
ಃΎచ!!!!ҁֽी࠻ǴЬҺǵࣽǴ٩ݤᒤी٣Ƕ!
ಃΜϖచ! ! ҁೕำԾύ҇୯ΐΜΐԃΜΒДΒΜϖВࡼՉǶ!
! ! ! ! ! ! ҁೕำύ҇୯ԭԃΜДѤВวѲϐಃచঅ҅చЎǴ
Ծύ҇୯ԭԃѤДΜϖВࡼՉǴځᎩঅ҅చЎԾวѲВࡼ
ՉǶ!
! ! ! ! ! ! ҁೕำύ҇୯ԭ႟ΒԃΜДΒΜВঅ҅చЎǴԾว
ѲВࡼՉǶ!
! ! ! ! ! ! ҁೕำύ҇୯ԭ႟ΒԃΜΒДΒΜѤВঅ҅చЎǴԾ
ύ҇୯ԭ႟ΟԃДВࡼՉ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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ᆵύѱࡹ۬ჸֽӚϩֽಔᙃೕำঅ҅చЎ!
ಃచ!!!!ҁೕำ٩ᆵύѱࡹ۬ჸֽಔᙃೕำಃΐచೕۓुۓϐǶ!
ಃΒచ!!!!ᆵύѱࡹ۬ჸֽӚϩֽȐаΠᙁᆀϩֽȑ
Ǵᗧឦᆵύѱࡹ۬
ჸֽ)аΠᙁᆀҁֽ*ǴӚϩֽߏǴ܍ჸֽֽߏϐڮǴᆕ
ϩ୍ֽǴ٠ࡰචǵᅱ࿎܌ឦπǹӚୋϩֽߏ܈ΒΓǴᖪ
ϩ୍ֽǶ!
ಃΟచ!!!!ϩֽΠӈӚಔǵ࠻ǵ໗ǵύЈǴϩձඓΠӈ٣Ǻ!!
ǵġՉࡹಔǺ༇୍ೕჄ࿎Եǵ୍҅߫ǵדπი໗ಔ૽ၮҔǵ
ᕴ୍ǵౢးഢᆅᆶݤೕϷՉࡹڐշՉ٣Ƕ!
Βǵġ࿎ჸಔǺ୍༇୍Չϐ࿎ᏤԵਡǵ॥इᆢៈǵ
ᅿፁǵٛߦ༹ࡹ॥πբǵჸதԃ௲૽ػግ٣Ƕ!
ΟǵġٛݯಔǺࡹѴӼӄ୍ǵ༇Ⴤϩᡂ׳ǵပჴ
༇πբǵѦ୯ΓǵεഌӦΓ҇ǵෝᐞۚ҇ϷᆵӦ
คЊᝤ୯҇ߚࢲݤፓǵੋѦݯӼਢҹႣٛǵჸ
ϷೀǵڐշጒѦ୯ΓǵεഌӦΓ҇ǵෝᐞۚ҇Ϸ
ᆵӦคЊᝤ୯҇ߚݤΕნϷځдԖᜢѦ٣ჸ୍
٣Ƕ!
ѤǵġߥٛಔǺᐒஏߥៈǵӼӄٛៈǵߥٛ௲ػǵᐒᜢߥٛπ
բՉǵᢀӀߥٛϷߥޗٛπբǵՉӒ্୯ৎ
ӼӄਢҹୀٛբࣁϷޗൔϷݯӼፓπբՉᆶځ
дԖᜢӼӄୀ୍ٛ٣Ƕ!
ϖǵġߥӼ҇ٛಔǺߥӼഢࡼೕჄՉǵᒧᖐݯӼǵ
ፁࢴᇾǵၯՉǵજׇᆢៈǵᅱຎᏔᆅᆢៈǵက
߿ჸϷ҇ٛი໗ಔ૽ᆶၮҔǴٛޜ౧ණᗉᜤ୍ǵؠ
্ٛ௱୍ǵϦدٛޜᗉᜤഢᆅᔠϷᆢៈ࿎Ꮴǵ
ӄ҇ٛޜᄽಞ٣ەϷၮҔ҇ٛΓΚڐշჸ༇୍ϐೕჄ
࿎Ꮴڐፓ٣Ƕ!
ϤǵġҬ೯ಔǺҬ೯ᆅೕჄϷҬ೯જׇϐ࿎ᏤՉǵҬ
೯ݤჸڗጌǵၰၡࡼπҬ೯ᆅڋϷځдҬ೯
୍٣Ƕ!
Ύǵġઝਜ࠻ǺઝਜǵࣴԵǵЎਜǵᔞਢǵрયǵப୍ᆅǵ
ϦӅᜢ߯ǵၗૻᆅǵၗૻ௲૽ػግ୍ϷЈᒌ
ᇶᏤπբ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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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ǵġୀ໗Ǻၴϸޗજׇᆢៈݤೀǵࡵளނೀǵܥ੮
܌Ϸং၌࠻ᆅǵҍୀٛϷҍӆҍᐒڋჄᆶ
ՉǵӉ٣ਢҹୀૻϷ౽ଌǵ೯ጒҍጒǵݯӼ៝ቾΓα
ᅱᆅǵӉਢइᒵीᆶၗϩၮҔǵӉ٣ჸᆶ
౩ၞᇆǵӉ٣᠘ǵᔮჸ୍ǵٛڋಔᙃҍǵ
ၰᔅࢴǵࢬݖᔠ๘ǵѴӉਢୀϷϿԃπբ٣Ƕ!
ΐǵġ༇୍ࡰචύЈǺჸ༇୍ϐࡰචǵፓࡋǵڐፓǵᖄᛠϷ
നཥݯӼݩރϐ೯ൔᆅڋϷڙ҇ϷɄ೯ൔਢҹ
ϐࢴᇾǵᆅڋ٣ᆶಔӝْᡄΚࢴᇾǵᖄᛠ٣Ƕ!
ಃѤచ!!!!ӚϩֽΠഢ໗ǴՉჸ༇୍Ǵ٠ளΠϩᎫ)ࢴр*܌Ǵ
٩ᗄჄϩჸ༇୍ǴՉ༇୍ǹϩֽܭჄۓϐξӦᆅڋள
ᔠ܌ǴՉᔠǵᆅڋҺ୍Ǵ܌ځሡΓҗϩֽᕴᚐϣፓ
ଛϐǶ!
ಃϖచ!!!!ϩֽಔߏǵЬҺǵ໗ߏǵୋ໗ߏǵ୍ǵْ۔ǵ୍ǵ
ْǵǵᒤ٣ǵਜǶ!
!!!!!!!!!!ϩᎫ܌ǵࢴр܌ߏ܌ǵୋߏ܌ǵْǵǹᔠ܌܌
ߏǵǶ!
!!!!!!!!!!ୀ໗ୋ໗ߏҗ୍҅ঋҺǹഢ໗ୋ໗ߏҗ୍҅
ǵْ҅܈۔ْ҅ঋҺǶ!
!!!!!!!!!!ߏ܌җ୍҅ǵْ҅܈۔ْ҅ঋҺǹୋߏ܌җ
ْ҅۔ǵْ҅܈҅ঋҺǶ!
ಃϤచ!!!!ϩֽΓ٣࠻ǴЬҺǵշǴ٩ݤᒤΓ٣ᆅ٣Ƕ!
ಃΎచ!!!!ϩֽी࠻ǴЬҺǵǴ٩ݤᒤྃीǵीϷ
ी٣Ƕ!
ಃΖచ!!!!ҁೕำ܌ӈӚᙍᆀϐ۔ᙍϷᚐǴќаጓۓ߄ڋϐǶ!
Ӛᙍᆀϐ۔ᙍǴ٩ᙍ୍ӈ߄ϐೕۓǶ!
ಃΐచ!!!!ϩֽߏፎଷ܈ӢࡺόૈՉᙍ୍ਔǴᙍ୍жׇӵΠǺ!
ǵġୋϩֽߏǶ!
ΒǵġಔߏǶ!
ಃΜచ!!!!ϩֽϩቫॄೢܴಒ߄ϩΌ߄ϷЧ߄ǶΌ߄җϩֽᔕुǴൔፎ
ҁֽਡۓǹЧ߄җϩֽुۓǴൔፎҁֽഢǶ!
ಃΜచ! ! ҁೕำԾύ҇୯ԭ႟ΟԃДВࡼՉ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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ᆵύѱࡹ۬ჸֽѴჸ໗ಔᙃೕำ
ϩచЎঅ҅చЎ
ಃΟచ! ! ҁ໗ΠӈӚಔǴϩձඓΠӈ٣Ǻ!
ǵġୀٛಔ;!Ѵਢҹୀೀǵ্ߟ܄ҍٛݯǵ܄ផᘋٛݯǵ
ูٽϷϿԃߥៈǵูٽϷϿԃ܄ҬܰٛڋǵৎኪΚٛ
ݯୀೀϷѴӼӄ࠹ᏤϐೕჄǵ࿎ᏤǶ!
ΒǵġՉࡹಔǺѴӼӄπբϐՉࡹǵϦӅᜢ߯ǵઝਜǵ
ݤೕǵҬ೯ǵ࿎૽ǵࡕ༇ǵߥӼǵߥٛǵ҇ٛǵၗૻǵ
ࣴԵǵЎਜǵᔞਢ୍٣Ƕ!
ಃΟచϐ!!!!ҁ໗Π༇୍ϩ໗ǵ༇୍ϩ໗Πλ໗ǴՉࡹѴ
Ӽӄπբ٣Ǵ܌ځሡΓҗҁ໗ᕴᚐϣፓଛϐǶ!
ಃѤచ!!!!ҁ໗ಔߏǵ࿎ჸǵ୍ǵϩ໗ߏǵ୍ǵλ໗ߏǵ
ୀǵǵᒤ٣ǵਜǶ!
ಃΎచ! ! մନǶ!
ಃΜచ!!!!ҁೕำԾύ҇୯ΐΜΐԃΜΒДΒΜϖВࡼՉǶ!
! ! ! ! ! ! ҁೕำύ҇୯ԭ႟ΒԃΜΒДΒΜѤВঅ҅วѲϐచ
ЎǴԾԭ႟ΟԃДВࡼՉǶ!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483621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三條之一、第七條；「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組織規程」第三條之一、第四條、第十條；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組織規程」第三條之一、第四條、第
七條。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三條之一、第七條條
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組織規程」第三條之一、第四條、
第十條條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組織規程」第三條之
一、第四條、第七條條文。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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ᆵύѱࡹ۬ჸֽӉ٣ჸε໗ಔᙃೕำ
ϩచЎঅ҅చЎ!
ಃΟచϐ!!!!ҁε໗Πୀ໗ǵୀ໗Πϩ໗ǵϩ໗Πλ໗Ǵ
ՉӉ٣ჸπբ٣Ǵ܌ځሡΓҗҁε໗ᕴᚐϣፓଛ
ϐǶ!
ಃѤచ!!!!ҁε໗໗ߏǵಔߏǵЬҺǵ҅מǵǵୋ໗ߏǵ࿎ჸǵ
୍ǵϩ໗ߏǵୀǵ୍ǵλ໗ߏǵୀǵᒤ٣ǵ
ਜǶ!
ୋ໗ߏҗ୍҅ঋҺǶ!
ಃΎచ!!!!մନǶ!
ಃΜచ! ! ҁೕำԾύ҇୯ΐΜΐԃΜΒДΒΜϖВࡼՉǶ!
! ! ! ! ! ! ҁೕำύ҇୯ԭ႟ΒԃΜДΒΜВঅ҅చЎǴԾύ
҇୯ԭ႟ΒԃΜДВࡼՉǶ!
! ! ! ! ! ! ҁೕำঅ҅చЎԾวѲВࡼՉǶ

ᆵύѱࡹ۬ჸֽߥӼჸε໗ಔᙃೕำ
ಃΟచǵಃΟచϐǵಃΎచঅ҅చЎ!
ಃΟచ!!!!ҁε໗ΠӈӚಔǵύЈǴϩձඓӚԖᜢ٣Ǻ!
ǵġՉࡹಔǺ༇୍ჴࡼϐೕჄቩਡǵѦ٣ǵЊαǵݤೕǵҬ
೯୍ǵӉ٣ୀٛǵϦӅᜢ߯ǵઝਜǵࣴԵ୍Ϸ
ՉࡹڐշՉ٣Ƕ!
Βǵġ࿎ჸಔǺ༇Ȑȑ୍Չϐ࿎ᏤԵਡǵ॥इᆢៈǵ
ᅿ༇୍ǵፁǵᖏਔ༇୍ࢴᇾǵഢݯӼǵჸ
தԃ௲ػϷ૽ግ٣Ƕ!
Οǵġࡕ༇ಔǺްౢᆅǵҔးഢǵப୍ǵрયǵᎯᎭ
π϶ᆅǵϦӅӼӄǵٛӼӄ୍٣Ƕ!
ѤǵġߥٛಔǺߥӼ୍ǵߥ୍ٛǵޗൔ୍ǵٛ
୍ǵڐշ্ؠٛ௱୍ϷځдԖᜢӼӄ୍٣Ƕ!
ϖǵġ༇୍ࡰචύЈǺၗૻᆅǵ೯ൔ୍ǵ༇୍ᆅࡰڋචፓ
ࡋǵπբࡰҢ٣ᆅڋǵനཥݯӼݩރᆅڋǵڙ҇
ൔਢǵጕᐒᆛ༇୍ೕჄᆅڋ٣Ƕ!
ಃΟచϐ!!!!ҁε໗Πύ໗ǵύ໗Πϩ໗ǵϩ໗Πλ໗ǴՉ
13
ჸ༇୍πբ٣Ǵ܌ځሡΓҗҁε໗ᕴᚐϣፓଛϐǶ!
ಃΎచ!!!!մନǶ!

Οǵġࡕ༇ಔǺްౢᆅǵҔးഢǵப୍ǵрયǵᎯᎭ
π϶ᆅǵϦӅӼӄǵٛӼӄ୍٣Ƕ!
ѤǵġߥٛಔǺߥӼ୍ǵߥ୍ٛǵޗൔ୍ǵٛ
୍ǵڐշ্ؠٛ௱୍ϷځдԖᜢӼӄ୍٣Ƕ!
ϖǵġ༇୍ࡰචύЈǺၗૻᆅǵ೯ൔ୍ǵ༇୍ᆅࡰڋචፓ
ࡋǵπբࡰҢ٣ᆅڋǵനཥݯӼݩރᆅڋǵڙ҇
臺中市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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ൔਢǵጕᐒᆛ༇୍ೕჄᆅڋ٣Ƕ!
ಃΟచϐ!!!!ҁε໗Πύ໗ǵύ໗Πϩ໗ǵϩ໗Πλ໗ǴՉ
ჸ༇୍πբ٣Ǵ܌ځሡΓҗҁε໗ᕴᚐϣፓଛϐǶ!
ಃΎచ!!!!մନǶ!

ᆵύѱࡹ۬ჸֽϿԃჸ໗ಔᙃೕำ
ಃΟచϐǵಃѤచǵಃΜచঅ҅చЎ!
ಃΟచϐ!!!!ҁ໗Πϩ໗ǵϩ໗Πλ໗ǴՉϿԃჸπբ٣Ǵ
܌ځሡΓҗҁ໗ᕴᚐϣፓଛϐǶ!
ಃѤచ!!!!ҁ໗ಔߏǵ࿎ჸǵ୍ǵϩ໗ߏǵୀǵ୍ǵ
λ໗ߏǵୀǵᒤ٣ǵਜǶ!
ಃΜచġ
ҁೕำԾύ҇୯ΐΜΐԃΜΒДΒΜϖВࡼՉǶ!
! ! ! ! ! ҁೕำঅ҅చЎԾวѲВࡼՉǶ

ᆵύѱࡹ۬ჸֽҬ೯ჸε໗ಔᙃೕำ
ಃΟచϐǵಃѤచǵಃΎచঅ҅చЎ!
ಃΟచϐ!!!!ҁε໗Πύ໗ǵύ໗Πϩ໗ǵϩ໗Πλ໗ǴՉ
Ҭ೯ჸπբ٣Ǵ܌ځሡΓҗҁε໗ᕴᚐϣፓଛϐǶ!
ಃѤచ!!!!ҁε໗ಔߏǵЬҺǵύ໗ߏǵ࿎ჸǵ୍ǵϩ໗ߏǵ
ْ۔ǵ୍ǵλ໗ߏǵǵᒤ٣ǵਜǶ!
ಃΎచ!!!!մନ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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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秘公字第1020014889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市政資料圖書館業務推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市政資料圖書館業務推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
點」條文1份。
二、請本處文檔科刊登公報。
正本：文檔科、總務科、廳舍管理科、採購管理科、國際事務科、公共關係
科、機要科、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
副本：處長室

ᆵύѱࡹ۬ઝਜೀѱࡹၗკਜᓔ୍!
ᒌ၌ہाᗺ
ύ҇୯ 213 ԃ 23 Д 29 ВύѱઝϦӷಃ 1020014889 ဦ!ۓुڄ

ǵᆵύѱࡹ۬ઝਜೀѱࡹၗკਜᓔ୍ᒌ၌ہȐаΠᙁᆀҁ!ہ
!!!ȑ٩ᏵკਜᓔݤಃΜచǺ
ȨӚભЬᆅᐒᜢளϩձҥہǴჄǵ!
!!!ڐፓ٠ߦӄ୯Ϸ܌ᗄკਜᓔ٣ϐว٣ەȩೕۓҥǴ٠ुۓҁ!
!!!ाᗺǶ!
ΒǵҁہڐշҺ୍ӵΠǺ!
!!ȐȑගٮӅ๓ࡘᒣҬࢬѳѠǴхࡴǺᆵύѱࡹमፕᏝǵᆵύѱဂࢃ!
!!!!!!!!ԋߏᔼǵၠᐒᜢ᠐ਜϷѱࡹ୍ᗺ೯தᄊࢲ܄Ƕ!
!!ȐΒȑࡌӭ൞ᡏޕᆅسȐᆵύѱࡹޕȑ
Ǵ҉ុ܄ቻϣх!
!!!!!!!!ࡴǺᆵύѱࡹЎўǵѱࡹᅺറγፕЎǵӧϦߐӳঅՉϷ!
!!!!!!!!ϦߐޱᒵЬᚒǶ!
ΟǵҁہہΎԿΜϖΓǴ௦౦፦ہ܄ಔԋኳԄǴہҗკਜၗૻ!
!!!!ৎǵϦӅࡹᄤᆅᏢޣǵࡹ۬Չࡹᆶҥݤߐǵ൞ᡏሦୱम!
!!!!ж߄ಔԋǶᙖҗ౦፦ہ܄ϐӭϡᢀᗺᆶࡘቶ፦ǴᇚȨᆵ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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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ѱࡹޕȩϣ֡ᑽวǵᓔ୍ೕჄ׳ᑪۯڬബཥǵБਢՉຑ!
!!!!࠼ڀ׳ᢀ܄ǴԶගϲҁᓔ୍ܺࠔ፦ᆶቫԛᆕਏǶ!
ѤǵҁہҗҁೀೀߏᏼҺєΓǴୋೀߏᏼҺୋєΓǹєΓӢࡺ!
!!!!όૈрৢਔǴҗୋєΓжǹєΓϷୋєΓ֡όլрৢਔǴҗ!
!!!!єΓࡰہۓΓжϐǶہᔈᒃԾрৢǴՉࡹߐж߄ޣǴ!
!!!!ӢࡺόૈрৢਔளૼہдΓжǶ!
ϖǵҁہہϐҺයࣁΒԃǴ௦ளុငڋǶܭҺයϣрલਔǴளံՉ
ᒦင)ࢴ*ǴံငȐࢴȑہϐҺයԿচہҺයۛᅈϐВЗǶՠҁ۬
܈ӚᐒᜢΓঋҺޣǴᔈᒿځҁᙍଏǶ!
ϤǵҁہہҺ܄ձКٯǴόளեܭΟϩϐǶ!
ΎǵҁہՉࡹ୍җҁೀ௦Һ୍ᏤӛϩπᒤǶ!
Ζǵҁہຎჴሡє໒ǴᔈीΒϩϐаہрৢۈள໒Ǵ
،٣рৢہၸъኧӕཀǴջࣁ೯ၸǶ!
ΐǵҁہہϷঋҺΓ֡ࣁค๏ᙍǶՠள٩ȨӚᐒᜢᏢਠрৢϷ
ዺЍ๏ाᗺȩ࣬ᜢೕۓǴЍ๏Ҭ೯܈рৢǶ!
Μǵҁہ܌ሡǴҗҁೀԃࡋႣᆉ࣬ᜢΠЍᔈǶ!
Μǵځд҂ᅰ٣ەǴளᒿਔঅ҅ϐǶ!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小字第102009645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遴選國民中小學校長作業要點」乙份，
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2年12月13日奉准簽呈辦理。
二、旨揭要點修正第一點、第十點、第十一點、第十三點及第十四點，並
自發布日起施行。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協助上傳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
局中等教育科(均含附件)、本局國小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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ᆵύѱࡹ۬௲ֽػᒦᒧ୯҇ύλᏢਠߏբाᗺ!
ύ҇୯ 211 ԃ 7 Д 26 Вύѱ௲λӷಃ 2111146817 ဦڄঅु!
ύ҇୯ 211 ԃ 23 Д 3 Вύѱ௲λӷಃ 2111191684 ဦڄঅु!
ύ҇୯ 212 ԃ 6 Д 32 Вύѱ௲λӷಃ 212114579: ဦڄঅु!
ύ҇୯ 213 ԃ 5 Д 33 Вύѱ௲λӷಃ 2131137:29 ဦڄঅु!
ύ҇୯ 213 ԃ 6 Д 7 Вύѱ௲λӷಃ 2131142332 ဦڄঅु!
ύ҇୯ 213 ԃ 23 Д 28 Вύѱ௲λӷಃ 21311:7566 ဦڄঅु!

ǵᆵύѱࡹ۬௲ֽػȐаΠᙁᆀҁֽȑࣁᒤᆵύѱȐаΠᙁᆀҁ
ѱȑ୯҇ύλᏢਠߏϐᒦᒧբǴ٩୯҇௲ݤػಃΐచಃΒ
ϷಃѤೕۓुۓҁाᗺǶ!
Βǵҁाᗺ܌ᆀ୯҇ύλᏢǴࡰҁѱѱҥ୯҇ύᏢϷ୯҇λᏢǶ!
Οǵҁֽᆵύѱ୯҇ύᏢਠߏᒦᒧہǵᆵύѱ୯҇λᏢਠߏᒦ
ᒧہȐаΠᙁᆀҁہȑǴϩձᒤҁѱ୯҇ύᏢਠߏᒦ!
ᒧǵ୯҇λᏢਠߏᒦᒧǶ!
ѤǵҁہہΜϖΓǴ֖єΓΓǴҗҁֽֽߏঋҺǹୋє
ΓΓǴҗҁֽୋֽߏঋҺǹќх֖ҁֽЬᆅж߄ΟΓǵৎ
ᏢޣΒΓǵਠߏж߄ΒΓǵৎߏж߄ΟΓϷ௲ৣж߄ΟΓಔԋ
ϐǹҁہہϐҺයаԛᒦᒧբය໔ࣁज़Ƕ!
Һ܄ձϐہόளϿܭΟϩϐǶ!
ৎߏж߄ΓҗᒦᒧᏢਠৎߏᖐౢғǴ௲ৣж߄Γ
җᒦᒧᏢਠҺ௲ৣᒧᖐౢғǴܭᒤ၀ਠਠߏᒦᒧਔǴہڀۈ
ၗǶ!
ᒦᒧ୯҇ύᏢਠߏਔǴਠߏж߄ǵৎߏж߄Ϸ௲ৣж߄ᔈԾ୯
҇ύᏢౢғǹᒦᒧ୯҇λᏢਠߏਔǴॊΟᜪж߄߾ᔈԾ୯҇λ
ᏢౢғǶ!
ϖǵҁہՉઝਜΓǴҗҁ୍ֽࣽިߏঋҺǴ܍єΓϐ
ڮǴᒤہ୍ǹ༸٣ΓǴҗҁ୍ֽ܍ᒤΓঋҺǴڐ
շՉઝਜೀ୍Ƕ
Ϥǵҁہ໒ਔǴҗєΓє٠ᏼҺЬৢǹєΓӢࡺ҂ૈр
ৢਔǴҗୋєΓжǹєΓϷୋєΓ֡҂ૈрৢਔǴҗє
ΓࡰہۓΓжϐǶ!
ہᔈᒃԾрৢǴόளૼہдΓжǶہΟϩϐΒа
рৢۈள໒Ǵځ،ᔈарৢہၸъኧϐӕཀՉϐǶہ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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ԖᔈՉᗉϐ٣ޣǴόीΕрৢہΓኧǶ!
Ύǵҁہ໒ਔǴࣁ܈මࣁਠߏংᒧΓϐଛଽǵϖᒃϣϐՈ
ᒃǵΟᒃϣϐ࠷ᒃϐہᔈԾՉᗉǶ!
ΖǵਠߏᒦᒧϷԵຑϐہӜൂǵೀၸำǴӧᒦᒧ܈Եຑ่݀҂ว
ѲǴୖᆶϐԖᜢΓᔈᝄӺઝஏǶ!
ΐǵҁہϐہ֡ࣁค๏ᙍǶ!
ΜǵڀԖ୯҇௲ݤػಃΐచಃΒϷಃѤۓ܌ၗϐҁѱΓǴЪ
ค௲ػΓҺҔచٯಃΟΜచǵಃΟΜΟచೕۓ٣ޣǴளୖ
уҁѱ୯҇ύλᏢਠߏᒦᒧǶ!
ΜǵಃԛϦਠߏᒦᒧਔǴନཥᏢਠѦǴᏢਠᔈԖ಄ӝၗ!
!!!!!!ংᒧΓΟӜаҙፎୖуᒦᒧǴԿϿሡԖΒΓډҁہൔ!!
!!!!!!ۈளᒤǴՠਠߏҙፎೱҺϷҁֽຑ᠘ᒤᏢᓬୖޣؼуᒦ!!
!!!!!!ᒧਔǴόӧԜज़ǶಃΒԛаࡕϦǴᏢਠᔈԖ಄ӝၗং!
!!!!!!ᒧΓΒӜаҙፎۈளᒤᒦᒧǴோҁہӕཀޣǴόӧ!
!!!!!!Ԝज़Ƕ!
ΜΒǵਠߏংᒧΓୖуਠߏᒦᒧਔǴᔈගҬᏢᐕϷၗܴЎҹǵ!!
!!!!!!Һᙍ୍ᕮਏൔϷటፓҺᏢਠ୷ޑҁᔼБଞǴٮҁہ!
!!!!!!բਜय़ቩǶ!
!!!!!!ҁہ໒ਔǴளፎਠߏংᒧΓբαᓐൔǹਠߏংᒧΓҭ!!
!!!!!!ளҙፎӈৢᇥܴǴҁہόள๊ܔǹਠߏংᒧΓܭαᓐൔ!
!!!!!!܈ӈৢᇥܴࡕǴᔈջᚆৢǶ!
!!!!!!ҁہڙਠߏংᒧΓҙፎୖуਠߏᒦᒧࡕǴਠߏংᒧΓค!
!!!!!!ࡺܫకᒦᒧǴ߾ԾԛଆΒԃϣόளӆୖуਠߏᒦᒧǶ!
ΜΟǵ୯҇ύᏢǵ୯҇λᏢਠߏҺයҺࣁѤԃǶҺයۛᅈޣǴள٩!
!!!!!!ҁाᗺೕۓҙፎೱҺԛǶಃҺҺය҂ᅈ܈ೱҺҺය҂ၲΒ!
!!!!!!ϩϐаޣǴόளҙፎୖуਠߏᒦᒧǶ!
!!ҁֽຑ᠘ᒤᏢᓬؼϐਠߏǴҁہቩ೯ၸޣǴளᓬӃୖ!
!!уಃ໘ࢤᒦᒧǴ٠٩דځᜫܭӕᏢਠೱҺ܈ᒦᒧࣁрલᏢ!
!!ਠਠߏǶ!
!!!!!!ᙍਠߏܭҺයۛᅈࡕԃϣۛសଏҶޣǴளගр҂ٰਠ୍ว!
!!!!!!ीฝǴচᏢਠਠ୍೯ၸǴ٠ҁہ൩ځԵຑ่݀!
!!!!!!ቩ೯ၸࡕǴុҺচᏢਠਠߏᙍ୍ԿଏҶϐВǶ!
ΜѤǵ୯҇ύᏢǵ୯҇λᏢਠߏᒦᒧբำׇӵΠǺ!
!!!Ȑȑಔԋਠߏᒦᒧہ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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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Βȑᒤಃ໘ࢤᒦᒧբ!
!!!!!!2ǵϦѲਠߏҺයۛᅈϷрલᏢਠӜൂǶ!
!!!!!!3ǵڙҺයۛᅈǵۯҺ܈ೱҺҺයၲΒϩϐаϐ!
!!!!!!!!!ᙍਠߏҙፎǶ!
!!!!!!4ǵє໒ਠߏᒦᒧہǶ!
!!!!!!5ǵय़ፋȐ֖ݯਠۺᇥܴᆶంፋȑǶ!
!!!!!!6ǵϦѲᒦᒧ่݀Ƕ!
!!!!ȐΟȑᒤಃΒ໘ࢤᒦᒧբ!
!!!!!!2ǵϦѲਠߏрલᏢਠӜൂǶ!
!!!!!!3ǵڙҺයۛᅈ܈ೱҺҺයၲΒϩϐаϐᙍ!
!!!!!!!!!ਠߏǵংҔਠߏǵමҺਠߏΓҙፎǶ!
!!!!!!4ǵє໒ਠߏᒦᒧہǶ!
!!!!!!5ǵय़ፋȐ֖ݯਠۺᇥܴᆶంፋȑǶ!
!!!!!!6ǵϦѲᒦᒧ่݀Ƕ!
ΜϖǵᙍਠߏڀԖ௲ৣၗᜫཀӣҺ௲ৣޣǴҗҁֽϩวᏢਠҺ!!
!!!!!!௲Ǵ٩୯҇௲ݤػಃΐచϐѤೕۓόڙ௲ৣݤǵ௲ػΓҺҔ!!
!!!!!!చٯᔈᏢਠ௲ৣຑቩہቩ࣬ᜢೕۓϐज़ڋǶ!
!!ᙍਠߏ҂ᕇᒦᒧǴ҂ڀ௲ৣၗคݤӣҺڀ܈Ԗ௲ৣၗό!!
!!ᜫӣҺ௲ৣޣǴҁֽள٩ΠӈБԄᒤǺ!
Ȑȑ಄ӝଏҶచҹԾᜫଏҶޣǴځଏҶǶ!
ȐΒȑό಄ӝଏҶచҹ܈όԾᜫଏҶޣǴຎځཀᜫϷၗచ!!
!!!!!!ҹǴᓬӃᇶᏤᙯҺдᙍǶ!
ΜϤǵ୯҇ύλᏢਠߏᒦᒧǴаපଷᒤࣁচ߾Ƕ!
ΜΎǵҁֽ٩୯҇ύλᏢਠߏрલ܈ҺයۛᅈϐݩǴϦڙҙፎ!!
!!!!!!ਠߏᒦᒧǴংᒧΓளӧҙፎ߄ύ٩ׇ༤ቪדᜫǴٮҁہᒦ!!
!!!!!!ᒧϐୖԵǶ!
ΜΖǵਠߏрલϐᏢਠԶคΓҙፎᒦᒧਔǴҗҁֽࢴΓжǶՠж!
!!!!!!ය໔όளຬၸԃ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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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3日 !
發文字號：府授教會字第1020247570號
!
附件：如主旨
!
主旨：修正「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並溯自中華
民國102年1月1日生效，請 查照。
!
說明：
!
一、本府102年12月7日府授教會字第1020244405號函，因主旨文字誤繕予
!
以作廢。
二、檢附「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乙份。
!
三、惠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
!
庫。
!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除外)、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
副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均含附件）
!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徐中雄 代行!
!
!
!ᆵύѱӦБ௲ػว୷ߎԃࡋᖽᎩීೀচ߾!!
ǵᆵύѱࡹ۬)аΠᙁᆀҁ۬*୷ܭᕴၗྍԖज़ϷӚߐၗྍଛӝ܄
ԵໆǴ٬ᆵύѱӦБ௲ػว୷ߎ)аΠᙁᆀҁ୷ߎ*ԃࡋᖽᎩීೀ
Ԗ܌ᒥൻǴुۓҁচ߾Ƕ!
Βǵҁচ߾ҔຒǴۓကӵΠǺ!
)*ԃࡋᖽᎩǺࡰԃࡋ୷ߎٰྍԏΕ،ᆉኧᆶ୷ߎҔ،ᆉኧϷߥ
੮ኧৡᚐǶ!
)Β*ԾԖྍԏЍჹӈᖽᎩǺࡰԃࡋԾԖྍԏЍჹӈᖽᎩኧǶ!
)Ο*ύѧීᖽᎩǺࡰԃࡋύѧࡹ۬ံշීᖽᎩኧǶ!
)Ѥ*ѱීᖽᎩǺࡰԃࡋѱኘံීᖽᎩኧǶ!
ΟǵԃࡋᖽᎩٰྍϩԾԖྍԏЍჹӈᖽᎩǵύѧීᖽᎩϷѱීᖽᎩ
ΟᅿǴ٩Πӈೕۓᒤ੮Ӹߚ܈੮ӸǺ!
)*ԾԖྍԏЍჹӈᖽᎩǺᖽᎩ੮Ӹҁ୷ߎǴϩҗҁ۬௲)ֽػа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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ᙁᆀ௲*ֽػϷ܌ឦᏢਠ)аΠᙁᆀᏢਠ*ቸ܄ၮҔǶ!
)Β*ύѧීᖽᎩǺᖽᎩ٩চံշᐒᜢೕۓᒤᛦӣ၀ᐒᜢ܈੮Ӹҁ୷ߎ
җ௲ֽػᝢᆅǶՠՉਔǴᕇύѧံշՉीฝԖѱී࣬ჹᔈ
ଛӝޣǴନीฝԖ࣬ჹᔈКٯज़ڋѦǴᔈᓬӃЍҔύѧීǶ!
)Ο*ѱීᖽᎩǺҔΓҔᖽᎩឦߚ੮ӸҞǴҗ௲ֽػᝢᆅǹߚҔ
ΓҔᖽᎩ੮Ӹҁ୷ߎǴϩҗ௲ֽػϷ܌ឦᏢਠቸ܄ၮҔǶ!
ѤǵЍҔᖽᎩීբӵΠǺ!
)*ԃࡋ،ᆉբֹԋࡕǴ௲ֽػϷ܌ឦᏢਠᔈ٩ᗺೕۓϩձीᆉ
੮ӸϷߚ੮ӸϐߎᚐǴൔҗ௲༼ֽػ٠ᙯଌҁ۬ਡۓǶ!
)Β*ԃࡋ୷ߎᖽᎩߎᚐǴٮբ҂ٰ୷ߎҔϐྍǴځύҔΓҔᖽ
ᎩීᓬӃЍᔈҔΓҔϐόىǶ!
)Ο*಄ӝಃΟᗺ௲ֽػᝢᆅᖽᎩීǴܭԃࡋՉύӢ୍ሡܭ
ႣᆉѦЍޣǴᔈਢᛝൔҁ۬ਡǶ!
ϖǵᏢਠ༤ൔҁ୷ߎ੮Ӹǵߚ੮ӸҞߎᚐϐኧᏵ҅ዴ܄Ǵӈࣁ௲ֽػ
ਡख़ᗺҞǶ!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20098949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訂「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文管考注意事項」之規定，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旨揭修正規定一份（如附件）。
二、請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協助刊登市府公報及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教育局各單位(家庭教育中心、體育處除外)、臺中市體育處、臺中市
家庭教育中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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ᆵύѱࡹ۬௲ֽػϦЎᆅԵݙཀ٣!
213 ԃ 9 Д 41 Вύѱ௲ઝӷಃ 2131172989 ဦ!ۓुڄ
213 ԃ 23 Д 36 Вύѱ௲ઝӷಃ 21311:9:5: ဦڄঅ҅!

ǵ ࣁගଯᆵύѱࡹ۬௲)ֽػаΠᙁᆀҁֽ*ϦЎೀਔਏϷࠔ፦Ǵပ
ჴӕϘԾךᆅϷቚ܍ᒤ୍ᑈཱུҺ٣ϐᄊࡋǴ٩ᏵՉࡹଣЎਜ
ೀЋнǵՉࡹଣࣴزวԵਡہЎਜࢬำᆅբೕጄϷᆵ
ύѱࡹ۬ЎਜࢬำᆅዽਡाᗺǴुۓҁݙཀ٣Ƕ!
Βǵ ҁֽ)֖܌ឦࣽǵ࠻ǵೀǵύЈ*ᔈϦЎᆅԵΓǴ٠җጓڋϣ
ΓᏼҺࣁচ߾Ƕ!
Οǵ ҁݙཀ٣܌ᒏϦЎᆅԵ߯ࡰԾԏЎ)֖ബᛝዺ*ଆԿวЎǵᘜᔞЗ
ϐӄࢬำǴхࡴԏЎೀǵЎҹᛝᒤǵЎዺᔕղǵวЎೀϷᘜ
ᔞೀᡯϐਔਏᆶࠔ፦ᆅڋǶ!
Ѥǵ ҁֽϦЎᆅԵਢҹᜪձϩࣁٿεᜪǴࣁયΕᆵύѱࡹ۬Ӛᐒᜢၻ
යຑКϐϦЎǴ֖วЎǵΓ҇ҙፎਢҹǵນᜫਢҹϷڙਢҹ
ǹќࣁӈᆅਢҹǴ֖ѱߏ࠻ǵୋѱߏ࠻ǵֽߏ࠻ǵ۬ቫ२ߏ
ೖຎϷӚᜪ҇ཀഋسฦᒵᆅڋϐਢҹǶ!
ϖǵ ࣁமϯҁֽӚᜪϦЎᛝᒤਔਏǴुۓᆅڋࡼӵΠǺ!
)* ৡ༇ᆅڋǺ!
2ǵ ຼϦЎၻයКຬၸҁ۬ϦթၻයКϐΓǴԛຼࡠൺ
Πᛝډଏ٠ᆅڋৡଷǴԿϦЎၻයКफ़Կೕۓጄൎа
ϣࣁЗǶ!
3ǵ ຼϦЎၻයКຬၸҁ۬ϦթၻයКϐࣽǵ࠻ǵೀǵύ
ЈǴԛຼ၀ࣽǵ࠻ǵೀǵύЈࡠൺΠᛝډଏ٠ᆅڋৡଷ)ό
֖ިǵಔߏаЬᆅΓ*ǴԿϦЎၻයКफ़Կೕۓጄൎа
ϣࣁЗǶ!
4ǵ ीၗаҁֽຼ୍ֽၗࣁྗǴԛຼࡠൺ
ΠᛝډଏϷᆅڋৡଷϐΓǵൂՏӜൂҗҁֽઝਜ࠻ֽܭ
୍༼ൔǴځύࡠൺΠᛝډଏӜൂ༼ܭൔࡕଌҬΓ٣
࠻ᒤǹќᆅڋৡଷӜൂҗӚࣽǵ࠻ǵೀǵύЈЬᆅԾՉӈ
ᆅǶ!
)Β* ᛝᒤਔᗺᆅڋǺ!
2ǵ યΕၻයຑКϐϦЎ)֖วЎǵΓ҇ҙፎਢҹǵນᜫਢҹ!
!!!!Ϸڙਢҹ*ᔈ಄ӝҁ۬Ўਜࢬำᆅዽਡाᗺ܌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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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ਔज़ϐೕۓǶ!
3ǵ ӈᆅਢҹ)ѱߏ࠻ǵୋѱߏ࠻ǵֽߏ࠻ӈᆅਢҹ*ӵВϱ!
!!!!ҬᒤޣǴᔈܭВΠᛝрഋਡǹВΠϱҬᒤޣǴᔈ!ܭ
!!!!ಜВϱᛝрഋਡǶ!
ຼϦЎၻයКຬၸҁ۬ϦթၻයКЪࣁӄֽനଯϐΟӜΓ
Ǵԛຼᔈӈৢ୍ֽൔǹДϦЎၻයКࣁӄֽനଯϐൂ
ՏǴԛДൂՏЬᆅᔈܭҁֽᘉε୍ֽൔǶ!
ൔ٣ᔈх֖ၻයচӢϩϷࡕុׯ๓բࣁǶ!
ԖΠӈ٣ϐޣǴዛǺ!
() ϦЎೀኧໆǵೲࡋǵࠔ፦ǵϣᜤܰࡋБय़֡Ԗᓬ߄ؼ
ΓǶ
)Β* ฦᒵǵीǵϩǵዽբ၁ᅰዴჴЪܭЎਜࢬำᆅ
ࡋڋϐပჴԖख़εଅޣǶ!
)Ο* ᒤЎਜࢬำᙁϯπբڀख़εଅޣǶ!
)Ѥ* ځдӧϦЎೀБय़Ԗڀᡏᓬؼ٣ᙬǶ!
ԖΠӈ٣ϐޣǴҙᇢǺ!
() คࡺᑈᓸϦЎᝄख़ޣǶ
)Β* ჹၻයࡑᒤϐਢҹǴᒤϝ҂ᒤޣǶ!
)Ο* ჹԖਔਏϐᔈᛝᒤ٣Ǵຎࣁज़යϦЎǴᔈᛝᒤԶۯᒨᛝᒤ
ठғख़εۯᇤޣǶ!
)Ѥ* ځдၴϸҁݙཀ٣܈Ўਜᆅϐ࣬ᜢೕۓԶឦख़ε
ޣǶ!
ჹܭ҂ၲҙᇢำࡋԖ҅ޟѸाޣǴளϒаਜय़҅ޟǶӕΓӕԃ
ϣӢϦЎۯᇤԶڙਜय़҅ޟၲΒԛޣǴҙᇢԛǴҗࣴԵΓ
ी٠ଌΓ٣ൂՏᒤǶ!
ӚᐒᜢࣴԵΓǴჹၻයϦЎϐᔠ่݀Ǵᔈࡪᇸख़ᔕڀᚵೀ
ᜪձǴᛝൔᐒᜢ२ߏਡۓ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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Ȝߕ߾ȝ
ǺҁֽϦЎዽᆅࢬڋำ!
ӈᆅਢҹ!

!યΕၻයຑКϐϦЎ!

)֖ѱߏ࠻ǵୋѱߏ࠻ǵֽߏ࠻ǵ

(วЎǵΓ҇ҙፎਢҹǵນ

۬ቫ२ߏೖຎϷӚᜪ҇ཀഋ

!ᜫਢҹϷڙਢҹ)

سฦᒵᆅڋϐਢҹ*!

ҁֽᕴԏวϩЎ!

ֽߏ࠻ϩЎ!

)
*

܍ᒤΓВ܈ԛВ
ᛝᒤ!

ቹӑӈᆅਢҹϩձଌҬި

ಔ ߏаЬᆅޕ

Ӛࣽ࠻ฦਫԏЎ!

!
ᒤ

ഋਡ

!

!

ӚൂڙՏ!
ഋਡ

ᕴਡዺ࠻!
ਡዺ࿎Ꮲ)ԙ࿎Ꮲ*!

ਡዺ࿎Ꮲ)Ԣ࿎Ꮲ*!

ߐہ!

،Չ!

!
ЬҺઝਜ࠻!

ୋֽߏ࠻!

ֽ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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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小字第102009975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調用市立中小學教師服務實施要點」，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調用市立中小學教師服務實施要點」條文乙
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除外)、臺中市體育處、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中等教育科、本局幼兒
教育科、本局社會教育科、本局特殊教育科、本局體育保健科、本局
督學室、本局秘書室、本局軍訓室、本局人事室、本局政風室、本局
國小教育科（均含附件）

ᆵύѱࡹ۬௲ֽػፓҔѱҥύλᏢ௲ৣ୍ܺჴࡼाᗺ
ύ҇୯ 211 ԃ 8 Д 25 Вύѱ௲λӷಃ 2111153316 ဦڄႧ!
ྉϷ :: ԃ 23 Д 36 Вғਏ!
!!!!!!!!!!!!!!!!!!!!!!!!!!!!!!!!!ύ҇୯ 213 ԃ 5 Д 34 Вύѱ௲λӷಃ 2131138616 ဦڄঅु!
!!!!!!!!!!!!!!!!!!!!!!!!!!!!!!!!ύ҇୯ 213 ԃ 23 Д 38 Вύѱ௲λӷಃ 21311::869 ဦڄঅु

ǵᆵύѱࡹ۬௲ֽػȐаΠᙁᆀ௲ֽػȑࣁፓҔѱҥύλᏢڀԖ௲ػ
୍࣬ᜢߏ௲ৣԿ௲ֽػϷ௲܌ֽػឦΒભᐒᜢ୍ܺǴڐշ௲ػ
ࡹೕჄϷՉǴुۓҁाᗺǶ!
Βǵҁाᗺࡰ܌௲ৣǴ߯ࡰҁѱѱҥύλᏢጓڋϣϐӝҺ௲ৣǶ!
Οǵ௲ֽػፓҔ௲ৣǴᔈӃቻளፓҔ௲ৣཀᜫϷ୍ܺځᏢਠӕཀǶ!
ፓҔᔈ௶ܴፓҔҗϷᆉ܌ሡǶ!
Ѥǵ௲ֽػаፓҔୃᇻǵচՐ҇ӦϷλࠠೕኳᏢਠаѦϐϦҥᏢਠϐ
ጓڋϣҺ௲ৣࣁज़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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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ኳᏢਠǴࡰӄਠભᕴኧӧΜΒаΠϐᏢਠǶ!
ϖǵ௲ֽػჹܭፓҔ௲ৣϐΓኧǴᔈԖᕴໆᆅڋǴЪӕᏢਠϐፓҔ௲
ৣаΒΓࣁज़Ƕ!
Ϥǵ௲ৣፓҔය໔аΒᏢԃࡋࣁज़ǹځԖߏۯፓҔය໔ѸाޣǴаߏۯ
Βԛࣁज़Ǵԛߏۯය໔നߏࣁԃǶ!
ፓҔ௲ৣ߇ӣᏢਠ୍ܺࡕǴᔈ୍ܺΒԃаǴۈளӆፓҔǶ!
ΎǵፓҔϐ௲ৣǴᔈڀԖΟԃаϐҺ௲ԃၗǴ٠ڀԖ࣬ᜢ௲ػՉࡹ
ૈޕǵ௲ػϷჴ୍ᡍǹځමڙӉ٣ǵᚵ܈יՉࡹೀᆦޣǴό
ளፓҔǶ!
ΖǵፓҔ௲ৣϐচ୍ܺᏢਠளܭፓҔය໔ငҔжǵжፐ௲ৣжځፐȐᙍȑ
୍Ƕ!
ΐǵፓҔ௲ৣϐࡑၶࡪፓҔ௲ৣচᔈሦᖒભЍᖒǴ٠٩ΠӈೕۓᒤǺ!
ȐȑҁᖒȐԃфᖒȑ
ǵᏢೌࣴزǵԵਡዛߎǵԃಖπբዛߎϷஆǵ
഼ǵғػǵηζ௲ံػշࢭຠ๏ᆶǴҗচ୍ܺᏢਠ٩ೕۓ
Ѝ๏Ƕ!
ȐΒȑፓҔ௲ৣୖуӄ଼҇நߥᓀϐߥᓀϷଏҶኟߎ୷ږϐᛦયǴ
֡җচ୍ܺᏢਠ٩চೕۓᒤǶ!
ȐΟȑৡଷǵமڋҶଷံշǵόҶଷуǵ୯҇ਓၯьϷ࣬ᜢံ
շКྣঋҺՉࡹ௲ৣǴҗচ୍ܺᏢਠ٩ೕۓЍ๏Ƕ!
ȐѤȑৡਓϷуҗፓҔᐒᜢጓӈԃࡋႣᆉЍᔈǶ!
ΜǵፓҔ௲ৣ୍ܺය໔ϐԋᕮԵਡᆶৡଷ༇ආᆅǴҗፓҔᐒᜢຑਡࡕǴ
ଌҬচ୍ܺᏢਠᒤԵਡǶ!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小字第102025353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新修正之「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英語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請
貴處惠予函頒下達，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及所屬機關任務編組作業原則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惠請上傳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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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中等教育科、國小教育科(均含附件)

市長

!

胡志強

!
ᆵύѱ୯҇ύλᏢमᇟہाᗺ!
211ԃ3Д28Вֽ௲λӷಃ2111113:11ဦ!ۓुڄ
211ԃ9Д2В۬௲λӷಃ2111259823ဦڄঅ҅!
213ԃ23Д41В۬௲λӷಃ2131364648ဦڄঅ҅!

ǵᆵύѱࡹ۬ȐаΠᙁᆀҁ۬ȑࣁѱҥ୯҇ύλᏢमᇟ௲ᏢǴပ
ჴ୯҇ύλᏢमᇟ௲ࡹػǴᆵύѱ୯҇ύλᏢमᇟ௲Ꮲ
ہȐаΠᙁᆀҁȑǴ٠ुۓҁाᗺǶ!
ΒǵҁҺ୍ӵΠǺ!
ȐȑೕჄᔕु୯҇ύλᏢमᇟ௲ࡹػϷҞǶ!
ȐΒȑೕჄ࿎Ꮴ୯҇ύλᏢमᇟৣၗػϷঅǶ!
ȐΟȑࣴวϷ࿎Ꮴ୯҇ύλᏢमᇟፐำϷ௲Ꮲ൞ᡏǶ!
ȐѤȑೕჄ࿎Ꮴ୯҇ύλᏢमᇟᏢಞԋਏǶ!
ȐϖȑځдԖᜢमᇟ௲Ꮲ٣Ƕ!
ΟǵҁЬҺہΓǴҗѱߏঋҺǹୋЬҺہΒΓǴҗୋѱߏ
ΓϷҁ۬௲ߏֽֽػঋҺǹځᎩہΖΓҗҁ۬൩ΠӈΓင)ࢴ*
ϐǺ!
Ȑȑमᇟ௲ػᏢޣৎϖΓǶ!
ȐΒȑҁ۬ࡹֽֽߏǶ!
ȐΟȑҁ۬ЬीೀೀߏǶ!
ȐѤȑҁ۬ЎϯֽֽߏǶ!
ہҺ܄ձКٯόளեܭΟϩϐǶ!
ѤǵҁہҺයΒԃǴԾԃДВଆԿԛԃΜΒДΟΜВЗǴ
යᅈளុင)ࢴ*ϐǴՠж߄ᐒᜢ܈იᡏрҺޣǴᔈᒿځҁᙍଏǶ
ہӢࡺрલਔǴҗҁ۬ံင)ࢴ*ϐǴံင)ࢴ*ϐہҺයԿচҺ
යۛᅈࣁЗǶ!
ϖǵҁՉઝਜΓǴҗҁ۬௲ߏ୍ֽࣽࣽػঋҺǴՉࡹ୍җ
ՉઝਜࡰࢴΓॄೢᒤ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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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ǵҁаԃє໒Βԛࣁচ߾ǴѸाਔளє໒ᖏਔǶ!
җЬҺہЬ٠ᏼҺЬৢǹЬҺہӢࡺ҂ૈрৢਔǴ
җୋЬҺہЬǹ҅ୋЬҺہ֡Ӣࡺ҂ૈрৢਔǴҗЬҺہ
ࡰہۓΓжǶ!
ΎǵҁΠΒ܌मᇟ௲ᏢၗྍύЈॄೢڐፓǵೕჄϷӚमᇟ௲
ػीฝǴҗҁ۬௲ߏֽֽػঋҺЬҺǴୋֽߏঋҺୋЬҺǴ܍ᒤᏢ
ਠਠߏঋҺᕴ༸٣Ǵ٠ϩΠӈӚಔ;!
)*!ፐำ௲ᏢಔǺೕჄϷᒤ୯ύλᏢमᇟፐำϐৣၗ૽ǵ௲
௲ݤǵຑໆϷံ௱௲ᏢࣴಞीฝǶ!
)Β*!ࢲቶಔǺೕჄϷᒤ୯ύλᏢमᇟᝡᖻǵ௲Ꮲԋ݀ว߄
ࢲीฝǶ!
)Ο*!ࣴวᇶᏤಔǺೕჄϷ୯ύλᏢमᇟ௲Ꮲϐࣴزวी
ฝǴ٠ᇶᏤᏢਠᆒमᇟ௲Ꮲࠔ፦Ƕ!
)Ѥ*!Ѧᝤ௲ৣ٣୍ಔǺೕჄϷᒤѦᝤ௲ৣϐငႿǵғࢲǵৡ༇
ᆅǵӧᙍ૽ግϷځд࣬ᜢ٣ەǶ!
ӚಔಔߏΓǴୋಔߏΒΓǴҗҁ۬௲ࢴࡰֽػ୯ύλᏢਠ
ߏᏼҺǶ!
ΖǵҁঋҺΓ֡ࣁค๏ᙍǶ!
ΐǵҁҗҁѱ௲ػว୷ߎЍᔈǶ!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建景字第1020141409號
附件：如文
主旨：訂定「臺中市市區道路行道樹及路燈設計規範」，並自即日起生效，
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市區道路行道樹及路燈設計規範」一份。
二、敬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三、敬請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議會、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本局局長室、本局副局長室、本局主任秘書室、本局專門委員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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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副總工程司室、本局公園管理科、本局道路養護科、本局土木工程
!
科、本局建築工程科、本局路燈管理科、本局管線管理科、本局工程
品質管理科、本局第一工務大隊、本局第二工務大隊、本局第三工務
!
大隊、本局第四工務大隊、本局秘書室、本局企劃科、本局會計室、
本局政風室、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均含附件）

!
!
!

ᆵύѱѱၰၡՉၰᐋϷၡᐩीೕጄ!
ύ҇୯ 213 ԃ 23 Д 34 В୍ֽ೯ၸ!
!!!!!!!ύ҇୯ 213 ԃ 23 Д 41 Вύѱࡌඳӷಃ 213125251: ဦڄႧ!

ǵġᆵύѱࡹ۬ࡌֽࣁуமᆵύѱ)аΠᙁᆀҁѱ*ՉၰᐋϷၡᐩᆅǴ
ुۓҁೕጄǴаճӚભၰၡೕჄीளауமᡏඳᢀǶ!
ΒǵġҁೕጄϐҔጄൎǴࡰҁѱཥ៘ѱၰၡၡጄൎϣϐՉၰᐋϷၡ
ᐩǶ!
Οǵġཥѱၰၡܗ܈ቨπำǴளୖԵҁೕጄᒤඳᢀीǴ٬Չၰ
ᐋˣၡᐩඳᢀᆶᕉნፓӝǶҁೕጄ҂ೕޣۓǴҔځѬၰၡी࣬
ᜢݤೕǶ!
ѤǵġѱၰၡՉၰᐋϐೕჄीೕۓӵΠǺ!
)*ҁѱཥ៘ 31 ϦЁаϐၰၡЪΓՉၰቨࡋၲ 4 ϦЁаޣǴᔈ
ਭՉၰᐋǶ!
)Β*Չၰᐋीᔈ٩ၰၡඳᢀۓՏǵ॥ᇮԵໆǴܭᐉᘐय़ޜ໔ଛ
ਔǴၮҔϦӅࡼǵҬ೯܈ύѧϩ႖ϷΓՉၰਭᆘϯ
ीЋݤǴаऍϯѱၰၡඳᢀǶ!
)Ο*ѱၰၡݮጕளၮҔਭуமҔၡΓჹѱၰၡጕᡂϯϐᇡ
ޕǶ!
)Ѥ*ၰၡਭଛόள֫ᛖՉًຎጕϷՉًӼӄǶၡαຎࣚጄൎϣǴ
ЗԖᛖ೯ຎϐύεࠠឲЕਭᆶࡼǶ!
)ϖ*ΓՉၰٿਲ਼Չၰᐋϐ໔ຯόளλ ܭ7 ϦЁǶ!
)Ϥ*ՉၰᐋӧᒧۓᐋᅿਭᅿਔᔈዴځۓႣයϐᐋ߷ރǵελǵଯࡋ
Ϸനեϩ݄ᗺ୷ҁރ܄ा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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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ǵ༸ၰًၰୁٿϷύѧϩ႖ϐՉၰᐋǴځനեϩ݄ᗺᔈӧ 5/6
ϦЁѰѓǴӵԖΠࠟԶቹៜՉًӼӄ݄ޣచѸᒿਔݙཀନ
ϐǶ!
3ǵΓՉၰϐՉၰᐋǴᔈԵቾՉΓ೯ՉϐሡǴځനեϩ݄ᗺە
ӧ 3/6 ϦЁа)4 ϦЁѰѓ*Ƕ!
)Ύ*ѱၰၡጄൎϣϐՉၰᐋᅿᜪᒧۓǴᔈᏃໆаচғ܈ໂβᐋᅿࣁ
Ьǹځᆘϯ߄БԄǴەаԾฅဂϷፄቫਭБԄᅿǴаബ
ඳᢀ܈ጨፂόؼඳᢀǶ!
)Ζ*ၰၡٿࡂ܊ᎃΓՉၰǴၡᐩϷՉၰᐋਔǴόߔەᛖ۫Ϸ
ՐৎрΕαǴᔈа҅ჹࡌᑐࢊՏࣁচ߾Ƕ!
)ΐ*ҤЁκ٩ਭᅿᜪଛǴځय़ᑈᔈε ܭ2 ѳБϦЁǴ٠ᔈᏃໆ
௦ೱុ܄ރБԄीǶ!
)Μ*Ҥᆶًၰᜐጔەຯ 1/76 ϦЁǴаխ֫ᛖҬ೯܈٬ᐋЕᎁڙᐒ
ఓ࿘ናǶ!
)Μ*Ҭ೯Ϸύѧϩ႖ϐޜ໔ளճҔਭуமϩ႖ਏ݀ǴٛЗ
ӀǶϩ႖ቨࡋλ ܭ2/6 ϦЁਔǴᔈᗉխਭൈЕǴԶаឲ
ЕϷӦࣁނЬǶ!
)ΜΒ*ҬΰၡαࣁߥؼӳՉًຎຯǴϩ႖ਭܭຯଶЗጕ 36
ϦЁጄൎϣǴەਭଯࡋե ܭ1/6 ϦЁϐឲЕ܈ǶຯଶЗ
ጕ 61 ϦЁϣϐਭǴܭᎯᎭΓຎጕНѳଯࡋ 6/6 ࡋһف
໔ϣϐ݄ယǴᔈϒаନǶ!
)ΜΟ*ኲϯᆘϯਭीעඝᙁዅܴਟচ߾Ǵаե࿖ӦϷࣁ
ЬǴځଯࡋەե ܭ61 ϦϩǴගؼٮӳຎऀ܄Ǵߥؼӳ
೯ຎਏ݀Ǵаߦ༊ΕҬ೯ϐӼӄǶ!
)ΜѤ*ѱၰၡϐਭǴऩՏܭՉΓܰ፬፯ೀǴᔈճҔ᠗៓ᇂ݈
ٛៈࡼаٛՉΓ፬፯ԋβᝆฯϯǶ!!
ϖǵġѱၰၡྣܴࡼϐೕჄीೕۓӵΠǺ!
)*ՉၰᐋीᔈଛӝၡᐩϷᇞǵဦᇞϐǴᗉխ֫ᛖၡᐩྣܴ
ϷᇞᆶဦᇞϐфૈǴ٠ၲԋؼӳϐඳᢀᆶຎਏ݀Ƕ!
)Β*ًၰϐྣܴࡼᔈᏃໆаൂપᙁൂϐࣁރ٫Ǵࣁ಄ӝҬ೯Ӽӄ
ሡǴᔈݮѱၰၡጕ௦Ҕೕ߾܄ϐଛБԄǶ!
)Ο*ΓՉၰϐྣܴᔈձமϯڹ໔ϐਸਏ݀Ǵ٠ଞჹӀྍଯࡋǵଛ
ӦᗺϷӀྍᅿᜪᔠǶԶقǴ࿖ᐩϐӀྍၨݗکࢋڀǴ
ࡺΓՉၰϐྣܴǴځӀྍՏᔈၨًၰྣܴϐՏࣁե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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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ՉၰᐋᆶၡᐩຯᚆाǴᐋ߷ຯᚆၡᐩߥ 23 ϦЁǴаխ݄
ယߔᛖӀጕǶϩ႖Չၰᐋቨࡋ໔ຯ)ਲ਼ຯ*όளλ ܭ7 ϦЁǹၡ
ᐩᐩఎϷဦᇞ ୁٿ6 ϦЁጄൎϣǴЗᅿՉၰᐋǶ!
Ԗᜢၡᐩ໔ຯྗǴीޣᔈຎၡቨࡋǴးଯࡋᆶӦϐჴ
ሞݩރуаፓǶ!
)ϖ*ӧՉၰᐋ݄ယपஏၡࢤჹၡᐩׯࡼǴନதঅߥᐩڀᆶ
ᐋ߷ӝృޜጄൎѦǴёܭԖൂᖉᐩఎး༜ᐩǵඳᢀᐩȐး
ଯࡋόளϿ ܭ4 ϦЁȑǴаዴߥΓՉၰڹ໔ྣܴਏ݀Ƕ!
)Ϥ*ѱၰၡྣܴᔈ٩ᏵྣܴЬᡏϷྣࡋሡǴ،ۓᐩܴࢬڀᆶ໔ຯǵ
ଯࡋǴ٬วචᔈڀϐྣܴਏ݀Ƕ!
)Ύ*ྣܴࡼϐթБԄ೯தթܭϦӅࡼǴ܈ύѧϩ႖Ƕ
ӧҬΰၡαӦǴளܭҬ೯Ƕ!
)Ζ*ࣁ༟ਸڹ໔ྣܴਏ݀ԶܭՉၰᐋྣܴᐩڀਔǴᔈ
ԵໆᡏऍᢀǴ٠уமӼӄٛៈǶ!
)ΐ*ၡᐩᆶᇞǵဦᇞӕਔܭၡαਔǴёԵໆ௦ӅᄬԄीǴа
෧ϿຎፂᔐǶ!!
)Μ*ၰၡπำǴځՉၰᐋǵၡᐩϷဦᇞࡼπׇǴᔈӃаթၡᐩˣ
ဦᇞᆅጕϷ୷ᘵ০ǴࡕុՉၰᐋۈளਭᅿǴ٠ᔈୖྣ໒ಃѤී
നλృޜጄൎೕۓǴаߥၡᐩϷဦᇞϐਏૈǶ!
ϤǵġҁೕጄԾวѲВࡼՉǶ!
!
!
!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秘字第102021385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使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管理要點」第
四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民政局102年12月16日中市民戶字第1020042142號函辦理。
二、檢送旨揭條文乙份，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及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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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本：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人事室、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會計室、臺中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政風室、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臺中
!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
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工程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營造施工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照管理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使用管理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管理科、臺中市政府都
!
市發展局廣告物管理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修復工程科、臺
!
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
副本：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
!
政府都市發展局秘書室
!
!
!
!
!
ᆵύѱࡹ۬ѱวֽ٬ҔЊࡹאၗૻೱ่!
բᆅाᗺ!
ύ҇୯ 213 ԃ 6 Д 27 Вύѱઝӷಃ 2131181:32 ဦ!ۓुڄ
!!!!!!ύ҇୯ 213 ԃ 23 Д 38 Вύѱઝӷಃ 213132496: ဦڄঅ҅!

ǵġᆵύѱࡹ۬ѱวֽȐаΠᙁᆀวֽȑ
ǴࣁပჴၗૻӼӄǴٛЗ
ϣࡹЊࡹאၗό٬Ҕ܈ѦࢻǴߥምঁΓᗦدǴ٩ϣࡹ
ӚᐒᜢᔈҔЊࡹאၗૻೱ่բϷᆅाᗺಃΜΟᗺೕۓǴुۓҁ
ाᗺǶ
ΒǵġวֽӚࣽ࠻ҙፎ٬ҔЊࡹאၗૻೱ่բϷၮҔЊᝤၗޣǴᛝ
ઝਜ࠻ࡕǴᆵύѱࡹ۬҇ࡹֽ(аΠᙁᆀ҇ࡹֽ)ቩӕཀࡕۈள
٬ҔǶ
ΟǵġЊࡹאၗϐၮҔǴаวֽ࣬ᜢ୍ሡϷځՉࡹೀϩǵՉࡹ
Չࣁज़Ƕ
ѤǵġၗૻӼӄᆅᔈ٩ΠӈೕۓᒤǺ
ȐȑġЊࡹאၗᆅ
˞ǵၗ၌ϷӸܫ܌Ǵᝄߚ࣬ᜢΓΕǵଶ੮Ƕ
˟ǵၗ၌ǵᒡрϷଌǴ֡ሡ௦ڗϐߥஏࡼǶ
ˠǵ٬ҔൂՏᔈԾՉӈнᆅǴઝਜ࠻ӕࡹ॥࠻ъԃჴ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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ϣዽਡǶ
ˡǵଛӝᐒᜢѦዽਡǴҗઝਜ࠻ගٮਡ܌ሡၗǶ
ȐΒȑġϩቫज़ᆅǺ
˞ǵઝਜ࠻ೢΓǺॄೢЊࡹאၗ٬Ҕҙፎϐ߃ቩਡǶ
˟ǵൂՏ٬ҔΓǺ٩୍ሡाǴ༤ቪဦҙፎᆶߥஏϪ่ਜǴ
ᛝઝਜ࠻ࡕǴ҇ࡹֽቩӕཀࡕۈள٬ҔǶ
ȐΟȑġ٬ҔޣᆅǺ
˞ǵဦᆶஏዸᔈ๓ᅰߥᆅǴόளҺཀॷϒдΓ٬Ҕ܈ຠܭ
ܰࢻஏՏǶ
˟ǵஏዸߏࡋࣁΖዸǴᔈх֖मЎǵኧӷϷਸ಄ဦǴ٠ۓය
׳ཥǴӵวԖࢻஏϐဤǴᔈҥջ׳ඤǶ
ˠǵ٬ҔޣϷ٬ҔൂՏЬᆅଶȐᚆȑᙍᆶ୍ፓ܈ᙍ୍ፓ
ਔǴ٬ҔൂՏᛝઝਜ࠻ࡕǴڄፎ҇ࡹֽຏᎍځज़Ƕ
ȐѤȑġೱጕႝတഢᆅǺ
˞ǵೱጕႝတഢۓᑻჿߥៈஏዸǴ٬Ҕޣᚆ໒ࡕǴଏ
р٬ҔᕉნǴܭВΠዴჴᜢᐒǴаٛၗѦࢻǶ
˟ǵೱጕႝတഢ IP Տ֟όளҺཀᡂ׳Ǵӵሡा౦Ǵᔈᛝ
ઝਜ࠻ፓۓǶ
ȐϖȑġЊࡹאၗၮҔᆅǺ
˞ǵ၌इᒵߥ੮ϖԃаǶ
˟ǵόளҺཀࡲنǶ
ˠǵᔈᗉխߚ୍ೢΓ᎙ំǵᘏ܈ڗઇᚯǶ
ˡǵόளҗႝ၉ϷБԄଌǶ
ˢǵόளၸᆛၡБԄҬбЊࡹאၗႝηᔞǶ
ˣǵЊࡹאၗႝηᔞϐଌᆶೀ௦ՉϐߥៈࡼǴ
ੋϷঁΓၗϐձޣᔈуஏߥៈǶ
ˤǵЊࡹאၗ٬Ҕࡕሡа࿗રᐒᎍ྄રҁൔ߄Ǵ٠մନ࣬ᜢ
ႝηᔞਢǴ࣬ᜢ٬ҔΓ٠ॄߥஏϐೢǶ
ϖǵġ٬ҔЊࡹאၗޣǴᔈ҅ߥᆅǵೀϷճҔڗ܌ளϐၗǴځၴ
ϸ࣬ᜢೕޣۓǴᔈ٩ΠӈೕزۓᒤǺ!
Ȑȑġ٬ҔൂՏ܈٬Ҕޣၴݤǵό٬ҔЊࡹאၗޣǴᔈҗ٬Ҕ
ൂՏ܈٬Ҕޣ٩ঁΓၗߥៈځ܈ݤдࡓݤϐೕֹॄۓӄೢ
ҺǶ
ȐΒȑġዽਡวલѨϐ٬ҔޣǴाׯ๓ϝ҂ׯޣǴઝਜ࠻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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ᛝൔᐒᜢ२ߏᚵೀǶ
ϤǵġҁाᗺӵԖ҂ᅰ٣ەǴ٩ӚᐒᜢᔈҔЊࡹאၗૻೱ่բϷᆅा
ᗺǵӚᐒᜢҙፎගٮЊᝤၗϷᒃᜢᖄၗᒤݤǵঁΓၗߥៈ
ݤᆶ࣬ᜢݤೕᒤǶ!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2024361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休閒農場籌設審查作業要點」，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2年12月13日以農輔字第1020023836A號令廢止，檢送發布令影本1
份，請協助刊登市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2月13日農輔字第1020023836B號函辦
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農會、大里區農會、霧峰區農會、太平區農會、烏日區農會、
豐原區農會、后里區農會、神岡區農會、大雅區農會、潭子區農會、
石岡區農會、新社區農會、東勢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梧棲區農會、
大甲區農會、沙鹿區農會、外埔區農會、龍井區農會、大肚區農會、
和平區農會、臺中市大安區農會、本府農業局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均
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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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3日
發文字號：農輔字第1020023836A號
廢止「休閒農場籌設審查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主任委員

陳保基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20243631號
附件：如文
主旨：「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辦法」第16條，業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修正發布施行，茲檢送原函及發布令影本（含附
件）各1份惠請刊登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2月13日農金字第1025080608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府農業局(農地利用管理科、作物生產科、秘書室（請上載農業局網
站）、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3日
發文字號：農金字第1025080608號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
主旨：「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辦法」第16條，業經
本會於中華民國102年12月13日以農金字第1025080605號令修正發布施
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1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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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附掃描檔，請刊登公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檢查局、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
市政府、各(縣)市政府、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設有信用部之
農(漁)會、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各農(漁)會電腦共同利用中
心、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會法規會(以上均含附件)、本會農業金融局(請刊登
網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3日
發文字號：農金字第1025080605號
附件：如文
修正「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辦法」第十六條。
附修正「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辦法」第十六條。

主任委員

陳保基

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
辦法第十六條修正條文
第 十六 條
借款人申借本貸款時，應填寫貸款申請書及農業
經營計畫書，載明其所有耕地或農業用地之座落、面
積及供作農業使用之項目，並依其申請資格條件檢具
相關文件或資料，向貸款經辦機構申請：
一、購置耕地：
（一）借款人戶籍謄本、電子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
本。
（二）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其買賣事實及對價
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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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戶原有耕地土地清冊、地籍圖及土地
登記謄本。
（四）購置耕地之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及地
價證明資料。
（五）購置離農轉業之全部耕地者，另須檢附
賣方財產歸戶資料或其他足資證明離農
轉業農戶釋出全部耕地文件。
二、交換耕地：
（一）借款人戶籍謄本、電子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二）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其交換事實及對
價之文件。
（三）交換雙方耕地之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
及地價證明資料。
（四）交換離農轉業之全部耕地者，另須檢附
賣方財產歸戶資料或其他足資證明離
農轉業農戶釋出全部耕地文件。
三、繼承農業用地：
（一）借款人戶籍謄本、電子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及繼承人系統表。
（二）現金補償有關協議證明文件。
（三）繼承農業用地之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
及地價證明資料。
前項農業經營計畫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20244719號
附件：如文(詳見行政院公報第019卷第237期；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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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農會法施行細則」第40條，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02年
12月16日農輔字第1020023805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茲檢送發布令(含法
規命令條文)影本1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2月16日農輔字第1020023808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農會、臺中地區農會、豐原區農會、大里區農會、太平區農
會、東勢區農會、大甲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沙鹿區農會、梧棲區農
會、后里區農會、神岡區農會、潭子區農會、大雅區農會、新社區農
會、石岡區農會、外埔區農會、臺中市大安區農會、烏日區農會、大
肚區農會、龍井區農會、霧峰區農會、和平區農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農業局局長室、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均含附
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20249523號
附件：如說明(詳見行政院公報第019卷第244期；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gazette.nat.gov.tw/)
主旨：「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
法」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銜衛生福利部於中華民國102年12月23
日以農輔字第1020023722號、衛部保字第1021280332號令修正發布施
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1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2月23日農輔字第1020023728號函辦理。
（檢送影本1份）
二、檢送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申請表及現地勘查紀錄
表各1份。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臺
中市農會、臺中地區農會、臺中市大安區農會、大甲區農會、大里區
農會、大肚區農會、大雅區農會、太平區農會、外埔區農會、石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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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后里區農會、沙鹿區農會、和平區農會、東勢區農會、神岡區
農會、烏日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梧棲區農會、新社區農會、潭子區
農會、霧峰區農會、龍井區農會、豐原區農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農業局局長室、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均含附
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20253562號
附件：如文(詳見行政院公報第019卷第246期；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gazette.nat.gov.tw/)
主旨：「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2條、第6條之1、第13條，業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以農輔字第1020023885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1份，請 查
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2月27日農輔字第1020023888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農會、臺中地區農會、豐原區農會、
大里區農會、太平區農會、東勢區農會、大甲區農會、清水區農會、
沙鹿區農會、梧棲區農會、后里區農會、神岡區農會、潭子區農會、
大雅區農會、新社區農會、石岡區農會、外埔區農會、臺中市大安區
農會、烏日區農會、大肚區農會、龍井區農會、霧峰區農會、和平區
農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農業局局長室、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均含附
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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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管字第1020244416號 !
附件：如說明一
!
主旨：修正「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五、六點」，並自即日起生
!
效，請 查照。
說明：
!
一、檢附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修正總說明各乙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除外)、臺中市後備指揮部、
!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海岸巡防總隊、
!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臺中氣象站、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台灣電力
!
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
處、中華電信臺中營運處、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欣中天然氣股
!
份有限公司、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
!
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臺中市支會、臺灣臺中農
田水利會、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
局
副本：臺中市災害防救辦公室、本府消防局
!

市長

胡志強

!
!
!

!
ᆵύѱ্ؠᔈᡂύЈբाᗺ!
ύ҇୯ 211 ԃ 4 Д 41 В۬ᆅӷಃ 2111166123 ဦڄΠၲ!
ύ҇୯ 212 ԃ 6 Д 41 В۬ᆅӷಃ 21211:3159 ဦڄঅ҅ಃѤǵϖǵϤǵΎᗺ!
ύ҇୯ 213 ԃ 7 Д 6 В۬ᆅӷಃ 21311::92: ဦڄঅ҅ಃϖǵϤǵΖᗺ!
ύ҇୯ 213 ԃ 23 Д 29 В۬ᆅӷಃ 21311::92: ဦڄঅ҅ಃϖǵϤᗺ!

ǵġҁाᗺ٩Ᏽ্ؠٛ௱ݤȐаΠᙁᆀҁݤȑಃΜΒచಃΒೕۓुۓϐǶ!
Βǵġᆵύѱ্ؠᔈᡂύЈȐаΠᙁᆀҁύЈȑϐҺ୍ӵΠǺ!
)*уமҁѱ্ؠٛ௱࣬ᜢᐒᜢϐᕵӛࡰචǵ࿎ᏤϷᐉӛڐፓǵᖄᛠ٣ەǴ!!!!!!
ೀӚ্ؠᔈᡂ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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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ඓඝӚᅿݩރ্ؠǴջਔሀؠǴ٠೯ൔ࣬ᜢൂՏᔈᡂೀǶ!
)Ο*ؠϐᇆǵຑǵೀǵ༼Ϸൔ٣Ƕ!
)Ѥ*ᆙ࡚௱ؠΓΚǵނၗϐፓࡋǵЍජ٣Ƕ!
)ϖ*ځдԖᜢٛ௱ؠ٣Ƕ!
ΟǵġҁύЈࡰච۔ΓǴҗҁѱѱߏȐҁѱ্ؠٛ௱ൔєΓȑঋҺǴᆕ
ҁύЈ্ؠᔈᡂ٣ەǹΟՏୋѱߏᏼҺୋࡰච۔ǴՉߏΓҗઝਜߏᏼ
ҺǴՉઝਜҗӚ্ؠٛ௱୍Ьᆅᐒᜢ२ߏᏼҺǴᖪշࡰච۔ೀҁύЈ
্ؠᔈᡂ٣ەǶ!
ѤǵġҁύЈѳਔВҗҁֽ۬ٛ௱ؠ௱ៈࡰචύЈጓಔԋ፺ॶၮբǴࣁதਔΟ
ભ໒Ǵᒿਔᆶύѧ্ؠᔈᡂύЈߥஏϪᖄᛠǴပჴؠൔ೯ൔᐒڋǶ!
্ؠวғ܈ԖวғϐဤਔǴҁύЈѳਔ፺ॶΓᔈஔᕇϐૻ৲ҥջ
೯ൔҁѱӚ্ؠٛ௱୍ЬᆅᐒᜢǴ၀ᐒᜢ२ߏᔈջൔҁύЈࡰච۔Ԗᜢ
্ؠೕኳᆶؠǴ٠ගрගܹҁύЈ໒ቫભϐڀᡏࡌǴࡰච۔،ۓ
ࡕǴҗҁѱӚ্ؠٛ௱୍Ьᆅᐒᜢҥջ೯࣬ޕᜢᐒᜢᎫբǶ!
ҁѱௗᕇύѧ্ؠᔈᡂύЈԋҥ೯ޕਔǴҥջᛝፎࡰච۔ԋҥҁύЈǶ!
ϖǵġගܹ໒ቫભϷಔԋǺ!
ҁύЈ٩ҁݤಃΒచಃීೕ܌ۓӈӚᜪ্ؠᅿᜪǴຎݩރ্ؠගܹ
໒ቫભǶԖᜢ໒ਔᐒǵᎫᐒᜢϷΓೕۓӵΠǺ!
)*॥!ؠ
2ǵΒભ໒Ǻ!
)2*໒ਔᐒǺҬ೯ύѧຝֽวѲੇረ॥ൔࡕǴҁѱёૈΕ
ኪ॥୮ጄൎਔǶ!
)3*ᎫᐒᜢǺҗҁֽ۬ٛ೯ޕҁ۬Нճֽǵᔮวֽǵࡌֽǵ
Ҭ೯ֽǵѱวֽǵ҇ࡹֽǵֽޗǵᕉნߥៈֽǵፁғֽǵ
ჸֽᐒᜢࡰࢴዕٛ௱୍ؠΓᎫǴՉٛረྗഢϷ࠹Ꮴ٣
ەǴ٠ளຎ॥ߘமࡋϷؠ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ᐒ
ᜢൂ܈ՏࢴᎫǶ!
3ǵભ໒Ǻ!
)2*໒ਔᐒǺҬ೯ύѧຝֽวѲੇഌረ॥ൔǴҁѱӈΕ
יጄൎਔǶ!
)3*ᎫᐒᜢǺҗҁֽ۬ٛ೯ޕҁ۬҇ࡹֽǵᔮวֽǵНճֽǵ
௲ֽػǵࡌֽǵҬ೯ֽǵѱวֽǵֽޗǵཥᆪֽǵᕉნߥ
ៈֽǵፁғֽǵჸֽǵᢀӀਓၯֽǵၭֽǵচՐ҇٣୍ہǵ
ᆵύѱࡕഢࡰචǵҬ೯Ϧၡᕴֽᆵύᅱ܌ǵҬ೯Ϧၡᕴ
ֽಃΒᎦៈπำೀǵಃΟੇ۞ْٛᕴ໗ǵҬ೯ύѧຝֽᆵύ
ຝઠǵᔮНճಃΟݞοֽǵѠႝΚިҽԖज़ϦљѠύ
ᔼೀǵѠԾٰНިҽԖज़ϦљಃѤᆅೀǵύႝߞިҽԖ
ज़ϦљѠύᔼၮೀǵґථ٣ᐒᄬǵѠύިݨҽԖज़ϦљѠύ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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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ύ҇୯आΜӷᆵύѱЍǵᔮНճύНၗྍֽ
ᐒᜢࢴᎫǴೀӚᆙ࡚ᔈᡂ٣ەǴ٠ளຎረ॥மࡋϷؠ
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ࢴᎫǶ!
)Β*!ؠ
2ǵΒભ໒!
)2*໒ਔᐒǺҬ೯ύѧຝֽวѲҁѱӦࡋၲѤભаǴ܈ҁ
ѱԖؠวғǴֽٛࣴղԖ໒ѸाޣǶ!
)3*ᎫᐒᜢǺҗҁֽ۬ٛ೯ޕҁ۬҇ࡹֽǵᔮวֽǵНճֽǵ
௲ֽػǵࡌֽǵҬ೯ֽǵѱวֽǵֽޗǵཥᆪֽǵᕉნߥ
ៈֽǵፁғֽǵჸֽǵᆵύѱࡕഢࡰචᐒᜢࢴᎫǴೀ
Ӛᆙ࡚ᔈᡂ٣ەǴ٠ளຎӦமࡋϷؠݩރǴൔፎࡰච۔ӕ
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ࢴᎫǶ!
3ǵભ໒!
)2*໒ਔᐒǺҬ೯ύѧຝֽวѲҁѱӦࡋၲϖભаǴ܈ҁ
ѱԖؠวғǴֽٛࣴղԖ໒ѸाޣǶ!
)3*ᎫᐒᜢǺҗҁֽ۬ٛ೯ޕҁ۬҇ࡹֽǵࡹֽǵᔮวֽǵ
Нճֽǵ௲ֽػǵࡌֽǵҬ೯ֽǵѱวֽǵമπֽǵֽޗǵ
ӦࡹֽǵཥᆪֽǵઝਜೀǵֽڋݤǵࣴزวԵਡہǵΓ٣ೀǵ
Ьीೀǵࡹ॥ೀǵᕉნߥៈֽǵፁғֽǵჸֽǵЎϯֽǵᢀӀਓ
ၯֽǵၭֽǵচՐ҇٣୍ہǵ࠼ৎ٣୍ہǵӦБิ୍ֽǵ
ᆵύѱࡕഢࡰචǵҬ೯Ϧၡᕴֽᆵύᅱ܌ǵҬ೯Ϧၡᕴ
ֽಃΒᎦៈπำೀǵಃΟੇ۞ْٛᕴ໗ǵҬ೯ύѧຝֽᆵύ
ຝઠǵᔮНճಃΟݞοֽǵѠႝΚިҽԖज़ϦљѠύ
ᔼೀǵѠԾٰНިҽԖज़ϦљಃѤᆅೀǵύႝߞިҽԖ
ज़ϦљѠύᔼၮೀǵґථ٣ᐒᄬǵѠύިݨҽԖज़ϦљѠύᔼ
ೀǵύ҇୯आΜӷᆵύѱЍᐒᜢࢴᎫǴೀӚᆙ
࡚ᔈᡂ٣ەǴ٠ளຎӦமࡋϷؠ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
೯ځޕдᐒᜢൂ܈ՏࢴᎫǶ!
)Ο*ख़εОؠǵᛈࣆ!্ؠ
2ǵ໒ਔᐒǺ!
)2*Оؠǵᛈࣆ্ؠीԖΜΓаΫǵѨᙫǴؠᝄख़ޣǶ!
)3*Оؠǵᛈࣆ্ؠวғӦᗺӧख़ा۬ࡹ)܌ᒤϦް܈२ߏϦᓔ*
܈ख़ाϦӅࡼǴԋӭΓΫǵѨᙫǴߛࡑ௱ජޣǶ!
3ǵᎫᐒᜢǺҗҁֽ۬ٛ೯ֽࡹ҇ޕǵҬ೯ֽǵѱวֽǵᔮว
ֽǵֽޗǵཥᆪֽǵࣴزวԵਡہǵΓ٣ೀǵᕉნߥៈֽǵ
ፁғֽǵჸֽǵѠႝΚިҽԖज़ϦљѠύᔼೀǵѠԾٰН
ިҽԖज़ϦљಃѤᆅೀǵύႝߞިҽԖज़ϦљѠύᔼၮೀǵؠ
্܌ӧӦґථ٣ᐒᄬᐒᜢ२ߏᒃԾࢴࡰ܈ೢΓᎫǴೀ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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ᆙ࡚ᔈᡂ٣ەǴ٠ளຎؠ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
ᐒᜢൂ܈ՏࢴᎫǶ!
)Ѥ*Н!ؠ
2ǵΒભ໒Ǻ!
)2*໒ਔᐒǺҬ೯ύѧຝֽೱុวѲᇬߘൔǴΒΜѤλਔಕᑈ
ߘໆၲΒԭడԯаǴНճֽࣴղԖ໒ѸाޣǶ!
)3*ᎫᐒᜢǺҗҁ۬Нճֽ೯ޕᔮวֽǵҬ೯ֽǵѱวֽǵ
ࡌֽǵ҇ࡹֽǵֽޗǵᕉნߥៈֽǵፁғֽǵֽٛᐒᜢࡰ
ࢴዕٛ௱୍ؠΓᎫǴՉٛྗؠഢϷ࠹Ꮴ٣ەǴ٠ளຎ॥
ߘமࡋϷؠ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ࢴ
ᎫǶ!
3ǵભ໒Ǻ!
)2*໒ਔᐒǺҬ೯ύѧຝֽวѲຬεᇬߘൔЪᆵύѱߘໆઠൂ
ВಕᑈߘໆၲΟԭҴΜడԯаǴ܈ຝֽှନੇഌረ॥ൔ
ࡕǴϝុวѲຬεᇬߘൔǴНճֽࣴղԖ໒ѸाޣǶ!
)3*ᎫᐒᜢǺҗҁ۬Нճֽ೯ޕҁ۬҇ࡹֽǵᔮวֽǵࡌֽǵ
௲ֽػǵֽٛǵҬ೯ֽǵѱวֽǵֽޗǵཥᆪֽǵΓ٣ೀǵ
ᕉნߥៈֽǵፁғֽǵჸֽǵᢀӀਓၯֽǵၭֽǵচՐ҇٣୍
ہǵᆵύѱࡕഢࡰචǵҬ೯Ϧၡᕴֽᆵύᅱ܌ǵҬ೯
ϦၡᕴֽಃΒᎦៈπำೀǵಃΟੇ۞ْٛᕴ໗ǵҬ೯ύѧ
ຝֽᆵύຝઠǵᔮНճಃΟݞοֽǵѠႝΚިҽԖज़Ϧ
љѠύᔼೀǵѠԾٰНިҽԖज़ϦљಃѤᆅೀǵύႝ
ߞިҽԖज़ϦљѠύᔼၮೀǵґථ٣ᐒᄬǵѠύިݨҽԖज़Ϧ
љѠύᔼೀǵύ҇୯आΜӷᆵύѱЍǵᔮНճύ
НၗྍֽᐒᜢࢴᎫǴೀӚᆙ࡚ᔈᡂ٣ەǴ٠ளຎረ॥ம
ࡋϷؠ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ࢴ
ᎫǶ!
)ϖ*!ؠײ
2ǵ໒ਔᐒǺԖΠӈϐǴЪײຝុൾϯǴคݤԖਏޣڋǶ!
)2*ϦӅ๏НલНၲԭϩϐΟΜаޣǶ!
)3*ၭ๏НલНၲԭϩϐϖΜаޣǶ!
3ǵᎫᐒᜢǺҗҁ۬ᔮวֽ೯ޕНճֽǵཥᆪֽǵࡌֽǵࣴزว
ԵਡہǵၭֽǵΓ٣ೀǵֽٛǵᕉნߥៈֽǵፁғֽǵ
ჸֽǵύѧຝֽᆵύຝઠǵᔮНճಃΟݞοֽǵѠԾٰ
НިҽԖज़ϦљಃѤᆅೀǵᆵύၭҖНճǵᔮНճύ
Нၗྍֽᐒᜢ२ߏᒃԾࢴࡰ܈ೢΓᎫǴೀӚᆙ࡚ᔈᡂ٣
ەǴ٠ளຎؠ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ࢴ
Ꭻ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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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ϦҔᡏᆶݨᆅጕǵᒡႝጕၡ!্ؠ
2ǵ໒ਔᐒǺϦҔᡏᆶݨᆅጕ্ؠीԖΜΓаΫǵѨᙫǵԦ
ࢉय़ᑈၲѳБϦٚа܈ቹៜޗӼჱޣǶ!
ᒡႝጕၡ্ؠीԖΜΓаΫǵѨᙫ܈܌аԛᡂႝ
܌ǵΟ܌аԛଛႝᡂႝ܌ǵΟ܌аΒԛᡂႝ܈܌ҁѱΒϩϐ
аଶႝǴႣӧѤΜΖλਔϣคࡠݤൺ҅தٮႝǴЪុݩൾ
ϯǴคݤԖਏޣڋǶ!
3ǵᎫᐒᜢǺҗҁ۬ᔮวֽ೯ޕҁ۬҇ࡹֽǵֽޗǵཥᆪֽǵࣴ
زวԵਡہǵΓ٣ೀǵֽٛǵᕉნߥៈֽǵፁғֽǵჸֽǵ
ѠႝΚިҽԖज़ϦљѠύᔼೀǵѠύިݨҽԖज़ϦљѠύᔼ
ೀǵ܌্ؠӧӦґථ٣ᐒᄬᐒᜢ२ߏᒃԾࢴࡰ܈ೢΓ
ᎫǴೀӚᆙ࡚ᔈᡂ٣ەǴ٠ளຎؠ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
೯ځޕдᐒᜢൂ܈ՏࢴᎫǶ!
)Ύ*ൣ্!
2ǵ໒ਔᐒǺҬ೯ύѧຝֽวѲᆵύӦѳӦྕஒफ़ԿឪМϤࡋ
аΠǴೱុΒΜѤλਔϐեྕൔǴԖख़εၭཞѨؠวғϐ
ဤǴၭֽࣴղԖ໒ϐѸाޣǶ!
3ǵᎫᐒᜢǺҗҁ۬ၭֽ೯ޕҁ۬ཥᆪֽǵࣴزวԵਡہǵࡌ
ֽǵΓ٣ೀǵֽٛǵᕉნߥៈֽǵፁғֽǵჸֽǵύѧຝֽ
ᆵύຝઠᐒᜢ२ߏᒃԾࢴࡰ܈ೢΓᎫǴೀӚᆙ࡚ᔈᡂ
٣ەǴ٠ளຎؠ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
ࢴᎫǶ!
)Ζ*βҡࢬ!্ؠ
2ǵ໒ਔᐒǺβҡࢬ্ؠीԖΜϖΓаΫǵѨᙫǴЪؠᝄख़Ǵ
НճֽࣴղԖ໒ѸाޣǶ!
3ǵᎫᐒᜢǺҗҁ۬Нճֽ೯ޕҁ۬҇ࡹֽǵၭֽǵࡌֽǵҬ೯ֽǵ
ֽޗǵཥᆪֽǵᔮวֽǵࣴزวԵਡہǵΓ٣ೀǵٛ
ֽǵᕉნߥៈֽǵፁғֽǵჸֽǵᆵύѱࡕഢࡰචǵѠႝΚި
ҽԖज़ϦљѠύᔼೀǵѠԾٰНިҽԖज़ϦљಃѤᆅೀǵ
ύႝߞިҽԖज़ϦљѠύᔼၮೀǵ܌্ؠӧӦґථ٣ᐒᄬᐒᜢ
२ߏᒃԾࢴࡰ܈ೢΓᎫǴೀӚᆙ࡚ᔈᡂ٣ەǴ٠ளຎؠ
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ࢴᎫǶ!
)ΐ*ޜᜤ!
2ǵ໒ਔᐒǺૐޜᏔၮբύวғ٣ࡺǴीԖΜΓаΫǵѨᙫؠ܈
্ԖᘉεϐဤǴߛࡑ௱շޣǶ!
3ǵᎫᐒᜢǺҗҁ۬Ҭ೯ֽ೯ޕҁ۬҇ࡹֽǵֽޗǵཥᆪֽǵࣴزว
ԵਡہǵΓ٣ೀǵֽٛǵᕉნߥៈֽǵፁғֽǵჸֽǵ
ᔮวֽǵᆵύѱࡕഢࡰචǵѠႝΚިҽԖज़ϦљѠύ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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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ѠԾٰНިҽԖज़ϦљಃѤᆅೀǵύႝߞިҽԖज़Ϧљ
Ѡύᔼၮೀǵ܌্ؠӧӦґථ٣ᐒᄬǵѠύިݨҽԖज़ϦљѠύ
ᔼೀᐒᜢ२ߏᒃԾࢴࡰ܈ೢΓᎫǴೀӚᆙ࡚ᔈᡂ٣
ەǴ٠ளຎؠ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ࢴ
ᎫǶ!
)Μ*ഌҬ೯٣ࡺ!
2ǵ໒ਔᐒǺၡҬ೯٣ࡺǴीԖΜΓаΫǵѨᙫ܈ख़ाҬ೯
ࡼᝄख़ཞᚯǴԋҬ೯ߔᘐǴठԖΓࡑ࡚֚ڙ௱ජޣǶ!
3ǵᎫᐒᜢǺҗҁ۬Ҭ೯ֽ೯ޕҁ۬҇ࡹֽǵֽޗǵཥᆪֽǵࣴزว
ԵਡہǵΓ٣ೀǵֽٛǵᕉნߥៈֽǵፁғֽǵჸֽᐒ
ᜢ२ߏᒃԾࢴࡰ܈ೢΓᎫǴೀӚᆙ࡚ᔈᡂ٣ەǴ٠ளຎؠ
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ࢴᎫǶ!
)Μ*ࢥ܄ϯᏢނ፦!্ؠ
2ǵ໒ਔᐒǺࢥ܄ϯᏢނ፦্ؠǴीԖΜϖΓаΫ܈ѨᙫޣǶ!
3ǵᎫᐒᜢǺҗᕉნߥៈֽ೯ֽࡹ҇ޕǵֽޗǵཥᆪֽǵࣴزวԵ
ਡہǵΓ٣ೀǵᔮวֽǵֽٛǵፁғֽǵჸֽǵᆵύѱ
ࡕഢࡰචǵѠႝΚިҽԖज़ϦљѠύᔼೀǵѠԾٰНިҽ
Ԗज़ϦљಃѤᆅೀǵύႝߞިҽԖज़ϦљѠύᔼၮೀǵ܌্ؠ
ӧӦґථ٣ᐒᄬϷύമᔠ܌ᐒᜢ२ߏᒃԾࢴࡰ܈ೢΓ
ᎫǴՉ࣬ᜢᆙ࡚ᔈᡂ٣ەǴ٠ளຎؠݩރǴൔፎࡰච۔ӕ
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ࢴᎫǶ!
)ΜΒ*ੇቖ!
2ǵ໒ਔᐒǺҬ೯ύѧຝֽวѲੇቖൔЪҁѱՏੇܭቖי
ਔǴֽٛࣴղԖ໒ѸाޣǶ!
3ǵᎫᐒᜢǺҗҁֽ۬ٛ೯ޕҁ۬҇ࡹֽǵᔮวֽǵࡌֽǵ௲
ֽػǵНճֽǵҬ೯ֽǵѱวֽǵֽޗǵཥᆪֽǵΓ٣ೀǵᕉ
ნߥៈֽǵፁғֽǵჸֽǵᢀӀਓၯֽǵၭֽǵᆵύѱࡕഢࡰච
ǵಃΟੇ۞ْٛᕴ໗ǵѠႝΚިҽԖज़ϦљѠύᔼೀǵѠ
ԾٰНިҽԖज़ϦљಃѤᆅೀǵύႝߞިҽԖज़ϦљѠύᔼၮ
ೀǵґථ٣ᐒᄬǵѠύިݨҽԖज़ϦљѠύᔼೀǵύ҇୯आ
ΜӷᆵύѱЍᐒᜢࢴᎫǴೀӚᆙ࡚ᔈᡂ٣ەǴ٠ளຎ
ረ॥மࡋϷؠݩރǴൔፎࡰච۔ӕཀࡕǴ೯ځޕдᐒᜢൂ܈Տࢴ
ᎫǶ!
ϤǵġҁύЈٛ௱ؠᐒᜢ)ൂՏ*Һ୍ӵΠǺ!
)*ઝਜೀǺ!
2ǵᆕӝڐፓӚ্ؠٛ௱ϷӄዬՉࡹப୍٣ϐڐፓϷՉ٣ە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Β*Γ٣ೀ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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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ǵวѲҁѱଶЗፐǵ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Ο*ЬीೀǺ!
2ǵᒤ্ؠཟ௱ǵᆙ࡚ᔈᡂ࣬ᜢጓਡЍб٣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Ѥ*ཥᆪֽǺ!
2ǵॄೢؠཥᆪวѲᆶ্ؠٛ௱ࡹз࠹Ꮴ٣Ƕ!
3ǵҁύЈᆶؠኞ൞ᡏൂՏ௦ೖࡑܕǵᆅϷؠวѲϣᆅ࣬ڋᜢ
٣ەǶ!
4ǵεኞ্ؠϐڐշೀ٣ەǶ!
5ǵځдᔈᡂೀϷԖᜢ୍ೢ٣Ƕ!
)ϖ*ࣴزวԵਡہǺ!
2ǵᒤ࣬ᜢᐒᜢࡕؠൺࡌπำӈᆅ٣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Ϥ*ࡹ॥ೀǺ!
2/ᒤԖᜢࡹ্ؠ॥࣬ᜢ٣ەǶ!
3/ځдᔈᡂೀϷԖᜢ୍ೢ٣Ƕ!
)Ύ*ࡹֽǺ!
2ǵଛӝύѧࡹࢳߎᑼᐒᄬڐշᒤၭǵπǵၗߎᑼ೯Ϸ҇ؠൺ
ࡌສී٣ەǶ!
3ǵᒤځдԖᜢࡹϷ୍ೢ٣Ƕ!
)Ζ*НճֽǺ!
2ǵᒤНؠϷβҡࢬ্ؠԋҥҁύЈჿႻբ٣Ƕ!
3ǵᆕӝݯ܄НࡼϐՉǵ౧੍ࡼǵࢻࢫǵݞοНՏϷࢫНႣϐග
ٮᆶ೯ൔ٣Ƕ!!
4ǵᒤٛǵ௨Нࡼǵؠൔǵሀǵी٣ەǶ!
5ǵᒤξڵӦጄൎϣݯξٛࢫഁྛπำཟঅǵཟᓀ٣Ƕ!
!!!!)ΐ*ࡌֽ!
2ǵᒤၰၡǵᐏኺǵϦ༜ᆘӦཟঅǵؠൔǵሀǵी٣ەǶ!
3ǵ্ؠਔӚᜪৎೌמΓϷᔼᙄᐒఓڐշ௱ؠԖᜢ٣ەǶ!
4ǵڐፓෝ୵ٛ௱্ؠϷځдԖᜢπ୍٣Ƕ!
5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Μ*ѱวֽǺ!!
2ǵӒᓀࡌᑐނǵᄬނज़ڋ٬Ҕܨ܈ନᆶᔈջံம٣Ƕ!
3ǵࡌᑐ่ނᄬӼӄᔠຑ٣Ƕ!
4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Μ*҇ࡹֽǺ!
2ǵᒤԖᜢؠൔ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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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ǵڐӕԖᜢൂՏᒤᑡᜤޣೀԖᜢ٣Ƕ!
4ǵڐፓ୯ैЍජӚ্ؠϐཟ௱Ϸؠൺᙑ٣ەǶ!
5ǵैБЍජ໗ௗࡑϷ๏Ꭶፓ٣Ƕ!
6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ΜΒ*ֽޗǺ!!
2ǵ௱ނؠၗϐᝢഢϷᓯӸ٣Ƕ!
3ǵ҇ؠ௱ᔮαᙂǵ௱ᔮߎᔈ࡚วܫ٣Ƕ!
4ǵӚࣚਈᜄނၗϐௗڙᆶᙯว٣Ƕ!
5ǵӼᎦଣǵᅽճᐒᄬ্ؠೀ٣Ƕ!
6ǵ҇ؠԏ܌ϐೕჄǵࡰۓǵϩଛѲᆅ٣Ƕ!
7ǵ҇ؠϐฦǵௗࡑǵीǵൔϷᆅ٣Ƕ!
8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ΜΟ*௲ֽػǺ!
2ǵڐշޗೀ҇ؠԏǴᏢਠॷҔϷ௲࠻্ؠൺᙑ٣Ƕ!
3ǵ୍ೢ܌ឦҞޑ٣Ьᆅჹຝ্ؠϐڐշೀ٣Ƕ!
4ǵӚ௲ػᐒᜢǵᐒᄬ্ؠೀ٣ەǶ!
5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ΜѤ*ֽڋݤǺ!
2ǵᒤԖᜢڋݤ্ؠǵນᜫϷ୯ৎ፝ᓭ٣ە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Μϖ*Ҭ೯ֽǺ!
2ǵᒤޜᜤǵഌҬ೯٣ࡺԋҥҁύЈϐჿႻբ٣Ƕ!
3ǵҬ೯ࡼ্ؠٛ௱ࡼϐ࿎Ꮴǵؠϐ༼Ϸᆙ࡚ཟঅϐᖄᛠ٣Ƕ!
4ǵڐշፓҔً፶ଛӝ҇ؠ౧ණௗၮǵ௱ؠΓǵᏔǵނၗϐၮᒡ٣
Ƕ!
5ǵ៓ϦၡǵૐޜҬ೯ݩރϐ༼Ƕ!
6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ΜϤ*ᔮวֽǺ!
2ǵᒤؠײǵϦҔᡏᆶݨᆅጕǵᒡႝጕၡ্ؠԋҥҁύЈჿႻբ
٣Ƕ!
3ǵ࿎ᏤϦ҇ᔼ٣ԖᜢϦҔᡏᆶݨᆅጕǵᒡႝጕၡ্ؠٛ௱
ࡼǵཟঅǵᆢៈϷؠൔሀǵी༼ǵᖄᛠ٣Ƕ!
4ǵ࿎Ꮴ٣ԖᜢϦҔᡏǵݨϷႝΚٮᔈϐڐፓ٣Ƕ!
5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ΜΎ*മπֽǺ!
2ǵԖᜢ҇ؠ൩ᇶᏤ٣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ΜΖ*Ўϯֽ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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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ǵॄೢђᙬЎߥނៈࡼՉ٣Ƕ!
3ǵॄೢђᙬЎؠނཞཟঅȐ௱ȑǵؠ༼ǵൔǵख़ࡌൺᙑπբ٣
Ƕ!
4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Μΐ*ӦࡹֽǺ!
2ǵ্ؠวғࡕԖᜢ௱ؠβӦᆙ࡚ቻҔ٣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ΒΜ*ᕉნߥៈֽǺ!
2ǵᒤࢥ܄ϯᏢނ፦্ؠԋҥҁύЈჿႻբ٣Ƕ!
3ǵॄೢؠᕉნǵቲకނమନೀϷࢥؠπբ٣ەǶ!
4ǵॄೢග܄ࢥٮϯᏢނ፦্ؠཟ௱࣬ᜢၗૻϷڐշวғ٣ࡺϐቷৎೀ
๓ࡕ٣Ƕ!
5ǵؠҔНН፦ܜᡍ٣Ƕ!
6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ΒΜ*ፁғֽǺ!
2ǵؠ௱ៈઠϐೕჄǵҥǵၮբᆶᛰࠔፁፓࡋ٣Ƕ!
3ǵᙴᕍᐒᄬϐࡰචፓଛϷගؠٮᆙ࡚ᙴᕍᆶࡕុᙴᕍྣ៝٣Ƕ!
4ǵ҇ؠЈബϐႣٛᆶᇶᏤ࣬ᜢ٣ەǶ!
5ǵؠٛࣝϐᅱෳǵ೯ൔǵፓϷ࣬ᜢೀπբǶ!
6ǵ࿎ᏤӚᙴଣǵፁғ܌Ϸፁғᐒᄬวғ্ؠᔈᡂೀǶ!
7ǵၮҔᆙ࡚ᙴᕍᆅسගؠٮԝϷՐଣΓኧ࣬ᜢၗǶ!
8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ΒΜΒ*ჸֽǺ!
2ǵॄೢࡁؠᡏ࣬ᡍೀǵיǵݯӼᆢៈǵҬ೯ᆅڋǵજׇ
ᆢ࣬ᜢ٣Ƕ!
3ǵଛӝ্ؠය໔ᅱຎѱٛЗނሽݢǵؠᆶҬ೯ݩރϐൔǵ
ѦႾ্ؠϐೀǵᔈᡂיഢڐፓЍජ࣬ᜢ٣ەǶ!
4ǵ࿎ᏤӚჸൂՏ্ؠٛ௱ഢǵ্ؠᇆϷ೯ൔ٣ەǶ!
5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ΒΜΟ*ֽٛǺ!
2ǵᒤረ॥ǵӦǵख़εОؠǵᛈࣆ্ؠǵੇቖԋҥҁύЈჿႻբ
٣Ƕ!
3ǵؠሀ༼Ϸᆙ࡚זೲ೯ൔӚԖᜢൂՏԋҥೀख़ε্ؠᆙ࡚
ᔈᡂλಔ٣ەǶ!
4ǵՉၲ্ؠႣൔǵൔ৲ǵؠႣǵؠᇆϷ೯ൔԖᜢ
٣Ƕ!
5ǵॄೢ্ؠΓڮཟ௱ǵ௱ғǵډଣᆙ࡚௱ៈϷ҇ख़εΫ
ൔԖᜢ٣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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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ǵ্ؠϷཟ௱ၸำ༼ᆕӝൔ٣Ƕ!
7ǵ࿎ᏤӚٛൂՏ্ؠٛ௱ഢǵ্ؠᇆϷ೯ൔ٣ەǶ!
8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ΒΜѤ*ၭֽǺ!
2ǵᒤൣ্্ؠԋҥҁύЈჿႻբ٣Ƕ!
3ǵԖᜢၭ݅ᅕ্ؠށᆙ࡚ཟ௱Ϸؠൔǵ೯ൔ٣Ƕ!
4ǵڐፓᙂ१ᓯഢǵٮ๏ǵၮҔ٣Ƕ!
5ǵᒤԖᜢ݅ЕཞѨፓ٣Ƕ!
6ǵځдၭ݅ᅕށԖᜢ٣Ƕ!
)ΒΜϖ*ᢀӀਓၯֽǺ!
2ǵ࿎ᒤҁѱ॥ඳۓǵ॥ඳǵၯǵੇНϷҶ໕ࠠԾՉ
ًၰ্ؠཟঅཟᓀ٣Ƕ!
3ǵѳВϷؠਔٛ࠹ؠᏤ٣Ƕ!
)ΒΜϤ*চՐ҇٣୍ہǺ!
2ǵڐፓচՐ҇Ӧ҇ؠғࢲѸሡࠔϐᓯഢǵၮҔϷٮ๏Ƕ!
3ǵڐፓচՐ҇Ӧ҇ؠғࢲϐӼϷ௱շǶ!
4ǵڐፓচՐ҇ӦؠᇆϷ೯ൔǶ!
5ǵڐፓচՐ҇Ӧख़ε্ؠཟ௱Ϸ๓ࡕೀǶ!
6ǵځдԖᜢচՐ҇Ӧٛ௱ڐؠፓ٣Ƕ!
)ΒΜΎ*࠼ৎ٣୍ہǺ!
2ǵڐፓ࠼ৎӦ҇ؠғࢲѸሡࠔϐᓯഢǵၮҔϷٮ๏Ƕ!
3ǵڐፓ࠼ৎӦ҇ؠғࢲϐӼϷ௱շǶ!
4ǵڐፓ࠼ৎӦؠᇆϷ೯ൔǶ!
5ǵڐፓ࠼ৎӦख़ε্ؠཟ௱Ϸ๓ࡕೀǶ!
6ǵځдԖᜢ࠼ৎӦٛ௱ڐؠፓ٣Ƕ!
)ΒΜΖ*ӦБิ୍ֽǺ!
2ǵᒤԖᜢิ্ؠਈ෧խ٣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ΒΜΐ*ᆵύѱࡕഢࡰචǺ!
2ǵڐፓ୯ैЍජ௱ؠҞծΚҙፎǶ!
3ǵගٮᗄϣ୷ҁᏯΚϷ୯ै௱ૈؠΚǶ!
4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ΟΜ*Ҭ೯Ϧၡᕴֽᆵύᅱ܌Ǻ!
2ǵଛӝᆵύѱࡕഢࡰචϷӚԖᜢൂՏϐሡǴڐշගٮၮଌؠ
҇ؠϐӚၮᒡҬ೯πڀၗǶ!
3ǵଛӝᆵύѱࡕഢࡰචϷӚԖᜢൂՏڐշؠΓǵނၗϐ౧ණ
ၮଌǶ!
4ǵځдᔈᡂೀϷԖᜢ୍ೢ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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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Μ*Ҭ೯ϦၡᕴֽಃΒᎦៈπำೀǺ!
2ǵᒤԖᜢҬ೯ϦၡᕴֽಃΒᎦៈπำೀ܌ᗄၰၡǵᐏኺࡼ
ᆙ࡚ཟঅ٣Ƕ!
3ǵၰၡǵᐏኺࡼؠൔϷځдԖᜢπ୍٣Ƕ!
)ΟΜΒ*ಃΟੇ۞ْٛᕴ໗Ǻ!
2ǵੇᜤ٣ҹཟ௱٣ەǶ!
3ǵረ॥ය໔ڐշεഌᅕπ۞ᗉᜤϷΓᆅڋ٣ەǶ!
)ΟΜΟ*ύѧຝֽᆵύຝઠǺ!
ගٮӚຝၗǵ೯ൔϷႣൔǶ!
)ΟΜѤ*ᔮНճಃΟݞοֽǺ!
2ǵڐፓНճឲسޑཟঅǶ!
3ǵݞοНՏϷࢫНႣ೯ൔϐගٮ٣Ƕ!
4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ΟΜϖ*ѠႝΚިҽԖज़ϦљѠύᔼೀǺ!
2ǵॄೢႝΚᒡଛǵ্ؠᆙ࡚ཟঅǵᄒᘐႝྍᆶِࡕؠೲࡠൺٮႝϐ
ൺᙑ٣ەǶ!
3ǵႝΚ্ؠཟ௱ٮᔈǵؠൔǶ!
4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ΟΜϤ*ѠԾٰНިҽԖज़ϦљಃѤᆅೀǺ!
2ǵԾٰНᒡଛНᆅጕᆙ࡚ཟঅᆶൺᙑ٣ەǶ!
3ǵԾٰНཟ௱ٮᔈǵؠൔǶ!
4ǵᆙ࡚ፓଛٮН٣Ƕ!
5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ΟΜΎ*ύႝߞިҽԖज़ϦљѠύᔼၮೀǺ!
2ǵॄೢႝߞᒡଛǵᆙ࡚ཟ௱ᆶႝߞࡠൺϐൺᙑ٣ەǶ!
3ǵႝߞ্ؠཟ௱ٮᔈǵؠൔǶ!!
4ǵࢎؠᆙ࡚೯ૻഢǵᏔࡼ٣ەǶ!
5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ΟΜΖ*ґථ٣ᐒᄬǺ!
2ǵॄೢґථᆅጕၡᆙ࡚ཟঅǵᄒᘐґථǵᅅୀෳೀϷࡠࡕؠൺ
ٮൺᙑπբǶ!
3ǵϺฅᆅጕཟ௱ٮᔈϷؠൔǶ!
4ǵځдᔈᡂೀϷԖᜢ୍ೢ٣Ƕ!
)ΟΜΐ*ѠύިݨҽԖज़ϦљѠύᔼೀǺ!
2ǵॄೢύݨᆅጕၡᆙ࡚ཟঅೀϷࡠࡕؠൺݨٮൺᙑπբ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ѤΜ*ύ҇୯आΜӷᆵύѱЍǺ!
2ǵڐշ௱ᔮނၗϐፓࡋǵၮଌϷวܫ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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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ѤΜ*ᆵύၭҖНճǺ!
2ǵၭҖНឲၰ႔ߐᆅ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ѤΜΒ*ᔮНճύНၗྍֽǺ!
2ǵᗄᆅНܫНႣ೯ൔǵྍНٮᔈ٣Ƕ!
3ǵځдᔈᡂೀϷԖᜢ୍ೢ٣Ƕ!
ΎǵġբำׇǺ!!
)*ҁύЈܭҁ্ֽ۬ٛؠᔈᡂύЈȐҁѱࠄЂЎЈࠄΐၡԭΜ
ΐဦϖኴȑǴٮҁ۬Ӛ্ؠٛ௱୍ЬᆅᐒᜢՉԖᜢᆙ࡚ᔈᡂࡼϷ
ՉࡹЍජ٣ǴԖᜢၗૻǵ೯ૻࡼҗҁֽ۬ٛڐշᏹբǴᙦচؠ
্ᔈᡂύЈ)ᆵύѱᙦচ༝ᕉчၡࢤΟԭΒΜဦѤኴ*ࣁҁѱഢ
ජ্ؠᔈᡂύЈǶՠҁѱӚ্ؠٛ௱୍Ьᆅᐒᜢளຎೀᆙ࡚ᔈᡂ
ࡼϐሡाǴќҁύЈϐԋҥӦᗺǴൔፎൔєΓӕཀࡕǴ೯࣬ޕ
ᜢᐒᜢᎫǴ٠ॄೢ࣬ᜢჿႻբǴՉ্ؠᔈᡂࡼǶ!
)Β*ҁύЈԋҥǴҗࡰච۔ᒃԾۓࡰ܈ΓวѲԋҥૻ৲ϷԖᜢؠǶ!
)Ο*ҁύЈԋҥ܈ᄖନǴҗҁѱӚ্ؠٛ௱୍Ьᆅᐒᜢ२ߏൔൔє
Γ،ࡕۓǴջ೯ޕӚᎫᐒᜢϷΓࢴᎫ܈ᄖᚆǶ!
)Ѥ*ᔈᡂύЈΒભа໒ਔǴጓಔൂՏᔈࡰࢴዕ௱ؠၗྍϩଛǵፓࡋǴ
٠ᕇкϩϐިȐፐȑߏ܈ᙚҺΎᙍаᙍ୍ϐೢΓᎫᔈᡂ
ύЈǴᝢೀӚ၀ᐒᜢൂ܈Տٛ௱ؠᆙ࡚ᔈᡂϷ࣬ᜢڐፓ٣ەǶ!
)ϖ*ᐒᜢࢴᎫҁύЈࡕǴࡰච܈۔ୋࡰච۔ᔈջє໒্ؠٛ௱ྗഢ
Ǵᕕှ࣬ᜢൂՏᆙ࡚ᔈᡂೀϷԖᜢؠǴ٠ࡰҢ࣬ᜢᔈᡂࡼǶ!
)Ϥ*্ؠวғ܈ԖวғϐဤਔǴᐒᜢᎫΓᔈඓඝӚ၀ᐒᜢᆙ࡚ᔈᡂೀ
Ϸ࣬ᜢؠǴᒿਔӛࡰච܈۔ୋࡰච۔ൔೀݩރǶ!
)Ύ*ᐒᜢᎫҁύЈϐΓǴᔈௗڙҁύЈࡰච۔ϐࡰචǵڐፓϷӝǶ!
)Ζ*ҁύЈᄖନࡕǴӚᎫᐒᜢϷΓᔈ၁ჴᒵҁύЈԋҥය໔࣬ᜢೀ
ࡼϷӚҬᒤ٣ϐᒤǴଌҁѱӚ্ؠٛ௱୍Ьᆅᐒᜢ༼
ǵഋൔǶࡕؠൺচख़ࡌࡼҗӚ࣬ᜢᐒᜢ٩ೢᝩុᒤǶ!
)ΐ*ҁѱӚ্ؠٛ௱୍ЬᆅᐒᜢǴԾՉጓӈႣᆉॄೢ্ؠය໔ҁύЈբ
Γᆶؠ௱ؠΓ१๏ᎦϷჶڀٮᔈ٣Ƕ!
Ζǵġࣁೀ্ؠٛ௱٣܈ەଛӝҁύЈՉ্ؠᔈᡂࡼǴҁύЈٛ௱ؠᐒᜢ
)ൂՏ*ᔈᆙ࡚ᔈᡂλಔ٠ࡌҥᆙ࡚ᔈᡂᐒڋǺ!
)*ᆙ࡚ᔈᡂλಔҗᐒᜢ२ߏǵൂՏЬᆅ܈ϦӅ٣ॄೢΓᏼҺєΓǴє
܌ឦൂՏǵΓϷߕឦᐒᜢϒаጓಔǴ٠ࡰࢴ୍ЬᆅΓࣁ၀λಔ
୍ЬᆅǴᏼҺӚ၀ᐒᜢǵൂՏ܈ϦӅ٣্ؠٛ௱୍ᖄᛠڐፓืα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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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ᆙ࡚ᔈᡂλಔᔈԖۓڰբ܌Ǵǵᖄ๎ႝ၉Ϸ࣬ᜢѸा
ഢǴࡰۓΒΜѤλਔᖄᛠࡑڮΓǴڙႝ၉Ϸ೯ൔǴჹँܭวރ
ݩǴҥջϸࢀᆶೀǶ!
)Ο*ᆙ࡚ᔈᡂλಔᔈ্ؠܭวғ܈ԖวғϐဤਔջՉၮբǴЬϕ࣬ᖄᛠڐ
ፓ೯ൔǴ٠Չؠᇆǵǵ༼ǵ೯ൔǵ্ؠཟ௱Ϸ௱ؠၗྍፓ
ࡋᆙ࡚ࡼǶ!
)Ѥ*ᆙ࡚ᔈᡂλಔᔈܭҁύЈԋҥࡕଛӝՉ্ؠᔈᡂࡼǴុၮբԿؠ
্ݩރှନࣁЗǶ!
ΐǵġᕭλጓಔϷӣൺѳਔၮբਔᐒǺ!
)*ᕭλጓಔਔᐒǺ!
ݩރ্ؠςᕇؠ܈ڋςᖿکਔǴҁύЈࡰච۔ளᕭλጓಔೕኳǴ
ჹςคՉᔈᡂҺ୍ሡाޣϒаᘜࡌǶ!
)Β*ӣൺѳਔၮբਔᐒǺ!
্ؠᆙ࡚ೀᡂೀςֹԋǴࡕុൺচख़ࡌёҗӚ࣬ᜢᐒᜢൂ܈ՏԾՉᆅ
ڋਔǴ্ؠٛ௱୍ЬᆅᐒᜢளൔҁύЈࡰච۔ӣൺѳਔၮբǶ!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墩字第1020023788號
主旨：原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所訂定之「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閱覽須
知」、「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兒童館附屬館舍招租要點」、「臺中
市立大墩文化中心辦理「定期書展」作業要點」、「臺中市立大墩文
化中心美術品典藏委員會設置要點」、「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美術
品典藏蒐購要點」及「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工友暨臨時人員工作規
則」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 查照。
說明：
一、本局所屬「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組織規程暨編制表」業奉考試院以
102年11月28日考授銓法五字第1023789411號函廢止在案，原中心組織
及業務修編納入本局，爰廢止旨揭行政規則。
二、有關「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工友暨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停止適用乙
案副知本府勞工局。
正本：本局藝文推廣科、本局視覺藝術科、本局表演藝術科、本局圖書資訊
科、本局人事室、本局會計室、本局政風室、本局大墩文化中心、本
局葫蘆墩文化中心、本局港區藝術中心、本局屯區藝文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本局秘
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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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劃一字第1020051404號
主旨：本局所訂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對地政民間團體經費補捐助實施要
點」，自民國103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請 查照。
說明：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地政局重劃科、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會
計室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主二字第102025266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暨本巿附屬單位預算
執行各類書表格式，並自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起生效，請 查照並轉
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102年12月19日院授主基字第1020201333號函修正之「直轄
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44、45點規定辦理。
二、本注意事項及預算執行相關規定與各類書表，將由本府主計處編印專
冊，另案分送。
三、旨揭注意事項惠請本府秘書處文檔科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
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府主計處（第
二科、第五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副市長 蔡炳坤

休假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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ᆵύѱࡹ۬ߕឦൂՏႣᆉՉݙཀ٣!
213 ԃ 23 Д 38 В۬ЬΒӷಃ 213136377: ဦڄঅ҅!

ǵᆵύᣁࡹ۬ȐаΠᙁᆀҁ۬ȑߕឦൂՏႣᆉϐՉǴନ٩ྣޔᗄѱ
Ϸᑜ)ѱ*ߕឦൂՏႣᆉՉाᗺȐаΠᙁᆀՉाᗺȑϷ࣬ᜢೕۓ
ᒤѦǴ٩ҁݙཀ٣ೕۓᒤǶ!
ΒǵӚ୷ߎࣁ୍ሡाፓЍрߎ୷܈ҔǴᔈ༤ڀႣीຬЍႣᆉҙፎ
߄ǴҗӚ୷ߎᆅᐒᜢȐᄬȑ२ߏਡڄۓଌЬᆅᐒᜢഢǴ٠ୋޕ
ҁ۬Ьीೀǵҁ۬ࡹֽϷቩीᆵύᣁቩीೀࡕǴٳΕ،ᆉᒤǹ
ՠ܌ፓЍрߎ୷܈ҔຬрႣᆉᕴᚐǴၻཥᆵჾϖίϡа
ޣǴᔈਢൔЬᆅᐒᜢਡᙯҁ۬ਡࡕǴҗЬᆅᐒᜢޚᒤ۬ڄਡ
ۓǶ!
ຬЍҞਡۓਔᔈݙཀӚ၀୷ߎϐྍǴϷځҗࣦȐᖽȑᎩᙯ
ࣁᖝཞȐอȑϐǶ!
ΟǵᖼࡌۓڰၗౢϣǴᖼ୍ҔϐϦ୍ᜎًǵਓՉًǵ࠼ٿҔًǵ
ӓදًϷӚࠠҬ೯ًǴྗҔՉाᗺಃΜᗺԖᜢᖼᆅҔϦ୍
ً፶ೕۓᒤǶ!
ѤǵߏයၗǵߏයᔈԏීǵߏයສීϷคၗౢϐՉǴᔈ٩Πӈೕ
ۓᒤǺ!
)*ܭԃࡋႣᆉՉය໔Ǵচ҂ጓӈႣᆉ܈ႣᆉጓӈόىЍᔈϐ
ҞǴӢᔼᕉნวғख़εᡂᎂ҅܈த୍ϐዴჴሡाǴѸܭ
ԃࡋᒤޣǴளӧӕीฝςӈႣᆉᕴᚐϣፓયǶ!
)Β*Ⴃᆉ҂ϷܭԃࡋՉǴዴԖߥ੮ϐѸाޣǴྗҔՉाᗺಃΜ
ᗺಃϤීೕۓᒤǶ!
ϖǵΠӈҞϐՉǴߚਢൔЬᆅᐒᜢਡᙯҁ۬ਡǴόளᒤǺ!
)*Ӛ୷ߎᆅᐒᜢȐᄬȑಔᙃᚐǴӢჴሞሡाǴຬрۓݤႣᆉ
ᚐҔΓޣǶ!
)Β*ੰᙴᛰǵЎநࢲǵᅽճϕշǵځдᅽճǵܺး
ुԖྗϐႣᆉҞǴӢჴሞሡाǴፓྗޣǶ!
)Ο*р୯ǵࣴزวǵऊငȐႿȑϷᖏਔΓीฝǵדπ୍ܺीฝǴ
ځচਡۓीฝঅ҅܈ᒤཥቚޣǶ!
)Ѥ*ԃࡋႣᆉՉය໔Ǵཥቚ܈ચऊډයᝩុચҔᒤϦްǴᔈӃ
ࢳҁ۬ࡹֽǴዴۓคҔް܊ਔǴۈள٩ೕۓᒤચҔ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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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ǵΠӈҞϐՉǴᔈਢൔЬᆅᐒᜢਡᙯҁ۬ගҁ۬Ⴃᆉቩ
ہਡǴۈளᒤǺ!
)*ਈշᆶံշӵӢ୍ჴሞሡाǴԶԖ҂Ϸጓӈϐཥቚीฝǹ܈
চጓीฝႣᆉόىЍᔈǴᔠคܭݤႣᆉᕴᚐϣયޣǶ!
)Β*ߏයၗǵߏයᔈԏීǵߏයສීϷคၗౢႣᆉࣽҞǴচ҂
ጓӈႣᆉ܈ႣᆉጓӈόىЍᔈϐҞǴӢ୍ჴሞሡाຬрႣ
ᆉᕴᚐޣǶ!
)Ο*ۓڰၗౢࡌؼׯᘉкǵၗߎᙯၗϷೀϩǵߏය୍ᖐॷϷᓭ
ᗋǵၗౢᡂ፤ϐՉϐံᒤႣᆉǶ!
୷ߎᆅᐒᜢᔈ٩ҁ۬Ⴃᆉቩہ،༤ڀຬЍҙፎ߄Ϸံᒤ
Ⴃᆉኧᚐ߄Ǵଌҗ୷ߎЬᆅᐒᜢޚᒤ۬ڄǴᒤٳ،ᆉϷံᒤႣᆉ
ਡۓǴ٠ୋޕҁ۬Ьीೀǵҁ۬ࡹֽϷቩीᆵύᣁቩीೀǶ!
ಃόቚуѱॄᏼ܈ޣԃࡋՉύଛӝᕴႣᆉଓуႣᆉϷձ
ႣᆉᒤޣǴӵ၀ႣᆉςܴӈᒤҞϣϷǴխගҁ۬Ⴃ
ᆉቩہਡǴҗ୷ߎᆅᐒᜢȐᄬȑϷ୷ߎЬᆅᐒᜢԾՉ٩
ԖᜢೕۓਡᒤǶ!
ΎǵںᒤံᒤႣᆉǴځኧᚐຬၸཥᆵჾϖίϡޣǴᔈܭҁ۬
ਡࡕΟВϣൔҗЬᆅᐒᜢа۬ڄଌፎѱഢǴ٠ୋޕҁ۬Ь
ीೀǶ!
Ζǵ٩ೕۓᔈਢൔҗЬᆅᐒᜢਡᙯҁ۬ਡ٣ǴᔈҗЬᆅᐒᜢа
ᛝںᣁߏਡࡕǴҗЬᆅᐒᜢޚᒤ۬ڄਡۓǶ!
ΐǵҁݙཀ٣҂ᅰ٣ەǴҁ۬ЬीೀளќံкೕۓϐǶ!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主一字第102025367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接受中央補助之納入預算證明書開立作業規
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檢送修正「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接受中央補助之納入預算證明書開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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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規定」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二、惠請本府法制局上載本府法規資料庫，並請秘書處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議會、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本
府主計處（第一科、第二科、第五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ᆵύѱࡹ۬ӚᐒᜢௗڙύѧံշϐયΕႣᆉ!
ܴਜ໒ҥբೕ!ۓ
211 ԃ 3 Д 36 В۬Ьӷಃ 2111144485 ဦ!ۓुڄ
213 ԃ 23 Д 41 В۬Ьӷಃ 2131364788 ဦڄঅ҅!

ǵύѧӚाံځշීયΕҁѱӦБᕴႣᆉ)ଓуႣᆉ*ᒤ
ޣǴځયΕႣᆉܴਜϐ໒ҥำׇӵΠǺ!
)*җӚံڙշᐒᜢ༤ڀՉҁ۬ȨӚᐒᜢᇂҔӑߞҙፎ߄ȩ
Ǵਡകਔሡ
ϣीൂՏᆅǴ٠ᔠߕȨᆵύѱࡹ۬યΕႣᆉܴਜȩ)Ԅӵ
ߕҹǴځЎӷளଛӝံշᐒᜢਸाଜϒঅ*ׯǶ!
)Β*ȨӚᐒᜢᇂҔӑߞҙፎ߄ȩϐ،ՉǴፎ٩ҁ۬ՉೕۓᒤǴ٠ܭ
،ՉࡕǴଌፎઝਜೀܭȨᆵύѱࡹ۬યΕႣᆉܴਜȩᇂҔҁ۬ӑ
ߞϷ! ѱߏᙍሒᛝӷകǶ!
)Ο*໒բֹԋࡕǴፎӚ၀ᐒᜢቹӑયΕႣᆉܴਜҽଌЬीೀ
ᒵਢᆅǶ!
ΒǵύѧӚံշීߚឦ໒ᔈયΕҁѱӦБᕴႣᆉ)ଓуႣᆉ*ᒤϐ
ጄൎޣǴځયΕႣᆉܴਜϐ໒ҥϝ٩ӚᐒᜢՉБԄᒤǴோϝፎ
ӚᐒᜢܭᒤֹԋࡕቹӑયΕႣᆉܴਜҽଌЬीೀᒵਢᆅǶ!
Οǵନ໒યΕႣᆉܴਜϐ໒ҥբำׇѦǴӚᐒᜢҙፎύѧံշීϷ
ځਡۓǴϝᔈ٩ޔᗄѱϷᑜ)ѱ*ൂՏႣᆉՉाᗺϷޔᗄѱϷᑜ
)ѱ*ߕឦൂՏႣᆉՉाᗺϐೕۓǴځޕीൂՏǴϷୋޕЬी
ೀǵࡹֽ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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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ҹ

ᆵύѱࡹ۬યΕႣᆉܴਜ!
! ! ! ) ံ շ ᐒ ᜢ * ! ! ! ံ շ ҁ ۬! !
)ံڙշᐒᜢ*! ! ᒤ! ! )ीฝӜᆀ*! ! Ǵ
ीཥᆵჾ! ! ! ! ! ! ! ! ϡǴ၀ීςય
Ε ҁ ѱ ! ) ԃ ࡋ * ! ԃ ࡋ ᕴ Ⴃ ᆉ ) ଓ у Ⴃ ᆉ *! !
)୍ǵπբǵϩЍीฝ*! ! ΠᒤǴԜ
ܴǶ!
!

ѱߏᙍሒᛝӷക!

!
!
!
!
!
!

!!

!

ѱ ۬ ᜢ ٛ

!

!
!

ύ  ҇ ୯ ! ! ! ԃ ! ! Д ! ! 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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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
!
發文字號：府授主五字第1020252718號
附件：如主旨
!
主旨：檢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編製一百零二年度地方總決算應行注意
!
事項」及訂定「臺中市地方總決算編製補充規定」，自即日起生效。
!
另「臺中市地方總決算編製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
查照並轉
知所屬。
!
說明：
!
一、依據行政院102年12月17日院授主會公字第1020500865A號函辦理。
!
二、旨揭注意事項、補充規定及各種書表，將由本府主計處編印專冊，另
案分送。
!
三、新訂「臺中市地方總決算編製補充規定」及「臺中市地方總決算編製
!
要點」之停止適用，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惠予上
!
載法規資料庫。
!
正本：臺中市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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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諮詢科）、
!
本府主計處（第五科）(均含附件)
!
市長 胡志強
!
!
!
ᆵύѱӦБᕴ،ᆉጓᇙံкೕۓ
臺中市政府

函

213 ԃ 23 Д 42 В۬Ьϖӷಃ 2131363829 ဦۓुڄ
!!!!!!!!!!!!!!!!!!!!!!!!!!!!!!!!!
ǵᆵύѱӦБᕴ،ᆉϐጓᇙǴନ٩ྣՉࡹଣڄႧ࣬ᜢೕۓᒤѦǴ
٩ҁံкೕۓᒤǶ!
Βǵ،ᆉਜ߄ࡓ௦Ҕ B5 ޔԄᐉਜǴ௦ٿय़ӑڇǴऩ߄ҹࣁၠ।ԄǴ
ᔈаѰѓჹ।БԄးुǶ!
ΟǵӚᐒᜢΜΒДҽीൔǴᔈߩԃࡋಖΑ٣ᒤฺࡕጓᇙǴܭ
ԛԃДۭǴϩձଌၲӚ၀ЬᆅᐒᜢǵቩीᆵύѱቩीೀȐа
Πᙁᆀቩीೀȑǵᆵύѱࡹ۬ࡹֽȐаΠᙁᆀࡹֽȑϷᆵύѱ
ࡹ۬ЬीೀȐаΠᙁᆀЬीೀȑǶ!
ѤǵӚᐒᜢൂՏ،ᆉǴᔈጓᇙϖҽǴନԾӸҽѦǴځᎩѤҽനᒨܭԛ
ԃΒДΜϖВȐᆵύѱࡹ۬ჸֽԛԃΒДΒΜВȑϩձଌၲ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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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ࡹֽǵЬीೀϷӚ၀ЬᆅᐒᜢӚҽǶ!
ϖǵӚЬᆅᐒᜢᔈጓᇙЬᆅ،ᆉΟҽǴନԾӸҽѦǴځᎩΒҽനᒨܭԛ
ԃΒДۭǴϩձଌၲቩीೀϷЬीೀӚҽǶځԖྃΕϐᐒᜢǴᔈ
аྃΕЬᆅ،ᆉଌၲࡹֽҽǶ!
!!!!Ьᆅᐒᜢค܌ឦᐒᜢޣǴନൂՏ،ᆉ߄ҹѦǴٳӕЬᆅ،ᆉᔈጓᇙ
߄ҹǴаൂՏ،ᆉжඹЬᆅ،ᆉǴКྣൂՏ،ᆉଌၲำׇϷයज़Ƕ!
ϤǵࡹֽᔈܭԛԃΒДۭጓڀᑼၗፓࡋ،ᆉϷѱԃࡋрયಖ่ൔ
ϩձଌၲቩीೀϷЬीೀӚҽǹќጓڀౢໆॶᕴҞᒵϷჹѦ
ၗҞᒵӚΒҽଌၲЬीೀǶ!
ΎǵӚᐒᜢՉձႣᆉϐԃࡋीൔǵձ،ᆉϷձ،ᆉߥ੮
Չൔᔈڀഢਜ߄Ǵ٩ߕᒵೕۓጓᇙΎҽǴନԾӸҽѦǴځᎩϤ
ҽനᒨܭԛԃΒДΒΜВǴϩձଌၲቩीೀϷࡹֽӚҽǹଌ
ၲځЬᆅᐒᜢѤҽٮቩਡ༼܈ǴҗЬᆅᐒᜢനᒨܭԛԃΟДϖВ
ਡᙯЬीೀΒҽǶ!
ΖǵӚᐒᜢӈྃΕྃрᛦሦӚීϐࣽҞϷኧᚐǴᔈϩձᆶѱжሌ
Չ܈ࡹֽ܌ଌჹൂϐࣽҞϷߎᚐ၁ಒਡჹǹӵԖৡ౦Ǵᔈջ
ܴচӢǴϷਔբ୍҅׳Ƕ!
!!!!ӚᐒᜢൂܭՏ،ᆉጓԋࡕǴऩ܌ӈྃΕྃрӚࣽҞϷځኧᚐǴᆶѱ
жሌՉ܈ࡹֽ܌ଌჹൂϐࣽҞϷߎᚐԖৡ౦ਔǴᔈջܴ
চӢǴ٠аϦЎൔ۬ഢϷୋޕЬᆅᐒᜢǶ!
ΐǵӚᐒᜢςԏளዴྃࣁۓΕϐීǴόளаႣԏීǵжԏීǵኩԏී
ࣽҞӈǶ!
ΜǵӚᐒᜢԾՉߥᆅЍҔϐԃࡋᎩᚐǴᔈܭԛԃДΜϖВǴ
༤ڀЍрԏӣਜǴаচኘීࣽҞᛦᗋѱӸීЊԏǶ!
ΜǵаྃΕЍᔈྃрϐԏЍٳӈීǴځЍбኧᚐᔈ٩ႣᆉϪჴՉǹ
ӵԏΕຬԏǴନᆵύѱࡹ۬)аΠᙁᆀҁ۬*ਡѦǴόளຬЍǹ
ӵԏΕอԏǴ၀ЍраςჴϐԏΕኧᚐࣁज़ǴӵԖຬЍǴᔈᒤ
ԏӣǶ!
ΜΒǵᔈԏྃΕȐߥ੮ȑීϐຏᎍᔈ٩ᆵύѱࡹ۬ӚᐒᜢຏᎍᖽᎩ
ɡࡑયȐߎܝǵȑϷᔈԏྃΕȐߥ੮ȑීी٣୍ೀբ
ೕۓᒤǶ!
ΜΟǵൂՏ،ᆉϐϩ،ᆉጓᇙǴᔈ٩ྣԖᜢൂՏ،ᆉϐೕۓᒤǶ!
ΜѤǵӚᐒᜢወᙒॄ٣ǴᔈܭԛԃΒДΜϖВڄൔӚ၀Ьᆅᐒᜢǵ
ࡹֽϷЬीೀǶੋԖ୍ᆒ)*ᆉൔޣǴ٠ᔈߕଌǶ!
!!!!!!ӚЬᆅᐒᜢჹځЬᆅጄൎϣϐᐒᜢϷ୷ߎ࣬ᜢወᙒॄ٣Ǵ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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ܭЬᆅ،ᆉᕴᇥִܴࣁඟ៛Ƕ!
ΜϖǵӚᐒᜢௗڙύѧࡹ۬ӚЬᆅᐒᜢӚံշीฝǴ٩ύѧჹޔᗄѱ
ϷᑜȐѱȑࡹ۬ံշᒤݤಃΒΜచϷӚભӦБࡹ۬პбීೀा
ᗺಃϖᗺಃීೕۓǴቻளύѧࡹ۬ӚЬᆅᐒᜢϐӕཀǴаж
ԏжбБԄӃՉՉޣǴᔈጓᇙύѧံշීжԏжбܴಒ߄Ǵа
ߕ߄БԄӈΕԃࡋ،ᆉǶ!
ΜϤǵӚЬᆅᐒᜢ༼ጓЬᆅ،ᆉਔǴჹ܌ܭᆅӚᐒᜢൂՏ،ᆉǴᔈϪჴ
ॄೢቩਡǴӵวځύԖό܈ᒱᇤǴᔈϒঅ҅༼ጓǴ٠ஒঅ҅
٣ϩձ೯ޕቩीೀǵࡹֽǵЬीೀϷচጓᐒᜢǶ!
ΜΎǵीԃࡋಖΑǴᕴႣᆉԖᜢᑼၗፓࡋϩǴᙯΕΠԃࡋᝩុೀ
ޣǴᔈ٩ޔᗄѱϷᑜȐѱȑൂՏႣᆉՉाᗺೕۓᒤߥ੮࣬
ᜢ٣ەǴ٠ӈΕ،ᆉೀǶ!
ΜΖǵҁ۬ਈշ୷ߎಕीຬၸԭϩϐϖΜϐიݤΓǴᔈҗӚ၀Ьᆅᐒ
ᜢ٩Ᏽ،ᆉݤಃΒΜΒచϷიݤΓ٩ݤ،ᆉଌҥݤଣ܈ᅱჸ
ଣϐ،ᆉጓᇙݙཀ٣ೕۓǴஒځԃࡋ،ᆉਜǴଌᆵύѱቩ
Ƕ!
ΜΐǵࣁܴᕕӚᐒᜢႣᆉԏЍՉǴЬीೀள٩ႣᆉݤϷीݤϐ
ೕۓǴࢴჴࡼܜǶ!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5114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核定修正「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如附件，請 查
照。
正本：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
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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ᆵύזЃγިҽԖज़Ϧљಔᙃೕำ!
ύ҇୯102ԃ5Д8В۬ΓҾӷಃ1020079427ဦڄਡۓ
ύ҇୯102ԃ12Д24В۬ΓҾӷಃ1020251147ဦڄਡۓঅ҅

ಃ  చ
ಃ Β చ
ಃ Ο చ

ҁೕำ٩ᏵᆵύזЃγިҽԖज़ϦљȐаΠᙁᆀҁϦ
љȑകำಃΒΜϖచೕۓुۓϐǶ
ҁϦљᕴΓǴ٩ᏵԖᜢݤзϷဠ٣،ᆕ
Ϫ୍Ǵ٠ளୋᕴΒΓᇶϐǶ
ҁϦљΠӈӚೀǵ࠻ǴϩձඓӚ၀٣Ǻ
ǵၮ୍ೀǺזЃγϷεၮسዽ࿎ᏤǵՉً
ᅱǵً፶ፓࡋǵ౻୍ೀǵፓࡋᎯᎭ
࣬ᜢ୍ϷೕകࡋڋϐࣴȐঅȑु٣Ƕ
ΒǵᆢঅೀǺזЃγϷεၮسβࡌǵႝηǵႝ
ᐒǵً፶ࡼഢϐᆢঅ୍ǵᆢঅמ
ೌϐวϷ࣬ᜢೕകࡋڋϐࣴȐঅȑु
٣Ǵ٠ॄೢᔼၮǵᆢঅϷ୍܌ሡϐ
ǵᐒڀǵሺᏔǵ႟ҹϐ௦ᖼϷπำǵ
മ୍ϐวхϷނೕჄǵঊᓯᆅ٣Ƕ
ΟǵҾჄೀǺϦљᔼౣϐೕჄǵזЃγϷε
ၮسϐቶǵًઠೡ፤۫Ϸނ໒ว࣬
ᜢϐၗǵચ୧ߕឦ٣ϐᔼᆅϷ
ՉᎍೕჄǵϦљᡏၗૻϐวǴхࡴႝ
တഢϐᆅǵЬᐒϐᏹբǵᔈҔسϐ
วϷᆢៈ٣Ƕ
Ѥǵᕴ୍ೀǺЎਜǵӑߞǵᔞਢǵ٣୍ᆅǵϦљಔᙃ
วǵΓ٣ᆅǵമၗᜢ߯ǵΓΚวೕ
Ⴤᆶ૽ግϷόឦځܭдൂՏ٣Ƕ
ϖǵ୍࠻ǺϦљ୍Ҟᆶౣǵߏอයीฝϐࣴुǵ
ϩᆶೕჄǵౢᆅǵߥᓀᆅǵၗߎፓ
ࡋǵрયϷ٣Ƕ
Ϥǵी࠻ǺϦљीǵीϷྃी٣Ƕ
Ύǵ࠻ࡹݤǺೕകϐࣴǵቩᆶᅪကϐှញǵࡓݤນ
ǵଓȐ፝ȑᓭਢҹϐڐշೀǵځд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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ᜢ୍ݤ٣ǵϦљπᘡόݤϐႣٛǵ
วǵೀǵϦ୍ᐒஏᆢៈǵਓ࠼ၴೕዽ
ϷځдԖᜢ୍ݤ٣Ƕ
ΖǵമӼ࠻ǺϦљࠔ፦ࡹǵҞǵीฝϷ୍ϐՉǵ
ᡏسӼӄೕჄ࿎ᏤϷമπӼӄፁғϐ
ೕჄ࿎Ꮴ٣Ƕ
ΐǵዽਡ࠻ǺϦљ୍ǵ୍ǵ୍ϐዽਡǵ౦தݩރ
ϐϩᆶׯ๓ࡌ٣Ǵޔௗჹဠ٣
ॄೢǶ
Ӛೀǵ࠻ள٩୍ሡाϩፐᒤ٣Ƕ
ҁϦљၮ୍ߏǵᆢঅߏǵҾჄߏϷᕴ୍ߏӚΓǵЬ
ҺϖΓǵፐߏΜΟΓϷዽਡǵ҅πำৣǵୋπำৣǵπ
ำৣǵշπำৣǵπำǵ҅ᆅৣǵୋᆅৣǵᆅ
ৣǵշᆅৣǵᆅǵЬҺፓࡋǵፓࡋǵި
ߏǵ୍ܺǵշǵᎯᎭǵៈγӚऩυΓǴځΓ
ኧќаႣᆉᚐۓϐǶ
ନচ٩ᆵύεၮިҽԖज़ϦљᝢഢೀाᗺҔ
ϐΓǴ٩ځচᙍϷᙯҺѦǴཥΓϐҔྗҔ
୯ᔼ٣ᆅݤಃΟΜచೕۓǶ
ҁϦљᕴǵୋᕴϐҺխǴ٩ҁϦљകำϐೕۓ
ᒤǴՠݤзќԖೕޣۓǴவځೕۓǴၮ୍ߏǵᆢঅߏǵ
ҾჄߏǵᕴ୍ߏϷЬҺҗᕴගፎဠ٣ӕཀҺխ
ϐǴځᎩΓ٩ϦљΓ٣ೕകೕ֡ۓҗᕴҺխϐǶ
ҁϦљࣁଛӝ୍ሡाǴளӚᅿہ܈ਢλಔǴ
բाᗺќۓϐǶ
ҁೕำ܌ӈӚᙍᆀϐᙍǴ٩ҁϦљᙍ୍ӈ߄ϐೕۓǶ
ҁೕำဠ٣ቩ೯ၸǴൔፎᆵύѱࡹ۬ਡࡼࡕۓ
ՉǴঅ҅ਔҭ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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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人會字第1020011379號 !
附件：如說明二
!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
!
生效，請 查照。
!
說明：
一、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
二、檢送旨揭要點乙份。
!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
副本：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
!
!
!
ᆵύѱࡹ۬Γ٣ೀϣڋਢλಔբाᗺ!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函

102ԃ12Д27ВύѱΓӷಃ1020011379ဦۓुڄ

ǵġ ᆵύѱࡹ۬Γ٣ೀ)аΠᙁᆀҁೀ*Ϸᆵύѱࡹ۬Ϧ୍ΓΚ૽ግύ
Ј)аΠᙁᆀ܌ឦ*ࣁϷՉϣڋǴаၲගϲࡼࡹਏૈǵᒥ
ൻݤзೕۓǵߥምၗౢӼӄǵගٮёၗૻϐҞǴ٩ᏵȨᆵύѱ
ࡹ۬மϯϣڋჴࡼБਢȩᆵύѱࡹ۬Γ٣ೀϣڋਢ
λಔȐаΠᙁᆀҁλಔȑǴ٠ुۓҁाᗺǶ!
ΒǵҁλಔҺ୍ӵΠǺ!!
)* ϣࡌࡋڋڋ܈অु٣ϐቩǶ!
)Β* ᒤϣڋϷϣዽਡբ௲૽ػግǶ!!
)Ο* ᔠமϯԖϣڋբǶ!!
)Ѥ* ӝᔠঁձ୍܄ϣڋբǶ!!
)ϖ* ୖ௦Ӛೢᐒᜢु܌ϣࡋڋڋӅ೯ځ܈܄ၠᙍૈӝբ
ጄٯǴ٠ቩຎঁձ୍܄ϐख़ा܄Ϸ॥ᓀ܄Ǵुۓӝەϐϣ
ࡋڋڋϷϣዽਡբǶ!!
)Ϥ* ೕჄϷՉԃࡋዽਡीฝǴѸाਔᒤਢዽਡǴ٠բԋዽਡ
ൔ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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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Ύ* ൩ϣዽਡวϐલѨϷׯ๓ࡌǴਔᛝൔᐒᜢ२ߏਡۓǴ
٠ଓᙫׯځ๓Ƕ!
)Ζ* ࿎ᏤӚൂՏပჴՉϣڋϷϣዽਡπբǶ!
)ΐ* ༼ӚൂՏΠӈᒤǴගൔᆵύѱࡹ۬ϣڋϷ࿎
ᏤλಔǺ!
2ǵᔠԖϣڋբǴ܌วϐख़εલѨϷ࿎Ꮴׯ๓Ƕ!
3ǵပჴՉϣڋϷϣዽਡբǶ!
)Μ* ϣځڋд࣬ᜢ٣ϐቩ܈ഢǶ!
ΟǵҁλಔєΓ 2 ΓǴҗҁೀୋೀߏঋҺϐǹہ : ΓǴନє
ΓࣁฅہѦǴځᎩہǴҗҁೀ൩ΠӈΓࢴঋϐǺ!
ȐȑġҁೀҾჄࣽࣽߏǶ!
ȐΒȑġҁೀΓΚࣽࣽߏǶ!
ȐΟȑġҁೀԵ૽ࣽࣽߏǶ!
ȐѤȑġҁೀ๏ᆶࣽࣽߏǶ!
Ȑϖȑġҁೀઝਜ࠻ЬҺǶ!
ȐϤȑġҁೀΓ٣ᆅǶ!
ȐΎȑġҁೀीǶ!
ȐΖȑġ܌ឦϦ୍ΓΚ૽ግύЈЬҺǶ!
ѤǵġҁλಔаΟঁДє໒ԛࣁচ߾ǴѸाਔளє໒ᖏਔǴ
֡җєΓєϐǹєΓӢࡺόլрৢਔǴҗєΓࡰہۓ
ΓжϐǹہᔈᒃԾрৢǴόլрৢਔǴளࡰࢴж߄
ΓрৢǶ!
ǴҗҁೀӚൂՏϷ܌ឦᐒᜢගൔϣڋϷϣዽਡբ
ပჴՉǶ!!
ϖǵҁλಔჿႻբҗҁೀઝਜ࠻ϷीӅӕᒤǶ!!
ϤǵҁλಔہϷπբΓǴ֡ࣁค๏ᙍǶ!
Ύǵҁλಔ،ϷҬбՉ٣ǴаҁೀӜကՉϐǶ!
Ζǵҁλಔ܌ሡǴҗҁೀԃࡋႣᆉΠЍᔈ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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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44977號
修正「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編制表」，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文化資產
處編制表」，自民國103年1月1日生效。
附「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ᆵύѱЎϯၗౢೀጓ߄ڋ

ᙍ ! ! ! ᆀ! ! ! ۔!ᙍ

ᚐ ഢ!!!!!!!!!!!Ե
ᙚ Һ Կ ಃΐᙍԿಃΜ
ҁᙍᆀϐ۔ᙍ
ೀ
ߏ!
!
ᙁ
Һ!ᙍ!
ኩӈǶ!
ઝ
ਜ!ᙚ
Һ!ಃΖᙍ!
! !
מ
҅!ᙚ
Һ!ಃΖᙍ!
! !
ಃΎᙍԿಃΖ
ҁᙍᆀϐ۔ᙍ
ፐ
ߏ!ᙚ
Һ!
Ѥ!
ᙍ!
ኩӈǶ!
 ہҺ  ܈ಃϖᙍ܈ಃϤ
ፐ
!
ΐ!
ᙚ
Һ!ᙍԿಃΎᙍ
 ہҺ  ܈ಃϖᙍ܈ಃϤ
 ! ! מγ!
Ѥ!
ᙚ
Һ ᙍԿಃΎᙍ
ಃѤᙍԿಃϖ
շ  !ہ
Һ
ϖ!
ᙍ!
ಃѤᙍԿಃϖ
מ
!ہ
Һ
!
ᙍ!
ಃΟᙍԿಃϖ
ᒤ ٣ !ہ
Һ
!
ᙍ!
ಃᙍԿಃΟ
ਜ
!ہ
Һ
!
ᙍ!
 ہҺ Կ ಃϖᙍԿಃΎ
Γ ٣ ᆅ  !
!
ᙚ
Һ!ᙍ!
 ہҺ Կ ಃϖᙍԿಃΎ
 ी !
!
ᙚ
Һ!ᙍ!
ӝ
!
!
!
!
ी ΟΜ! !
ߕຏǺ!
ǵҁጓ܌߄ڋӈᙍᆀǵ۔ᙍǴᔈҔȨǵӦБᐒᜢᙍ୍ӈ߄
ϐΜȩϐೕۓǹ၀ᙍ୍ӈ߄অ҅ਔҭӕǶ!
ΒǵࣁӢᔈ୍ሡाǴளӧҁጓ߄ڋϣ܌ӈઝਜǵፐᙍᆀࡰۓᒤ
୍ڋݤΓ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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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中市政府 函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
發文字號：府授研展字第1020256162號
!
附件：如說明一
!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規劃研究設計報告獎助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
!
請 查照。
!
說明：
!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規劃研究設計報告獎助要點」修正條文、修正總說
!
明及修正對照表各乙份。
!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均
!
含附件)
!
!
市長 胡志強
!
!
!
!
!
!
!
ᆵύѱࡹ۬ೕჄࣴزीൔዛշाᗺ!
臺中市政府公報

ύ҇୯ :: ԃ 23 Д 38 В۬ࣴӷಃ 1::2111491 ဦ!ۓुڄ
ύ҇୯ 213 ԃ 23 Д 42 В۬ࣴӷಃ 2131367273 ဦڄঅ!ۓ

ǵᆵύѱࡹ۬)аΠᙁᆀҁ۬*ࣁѱࡹࡌǴႴᓰεଣਠȐаΠᙁᆀ
ӚଣਠȑᏢғவ٣ԖᜢᆵύѱѱࡹࡌϐࣴزǵຑǵፓϷೕჄǴᏇ
аၲډՉࡹᆶᏢೌ่ӝǴပჴೕჄࣴزԋ݀ǴुۓҁाᗺǶ!
Βǵҁीฝ௦ᚒൔኗቪБԄǴዛշӚଣਠৣғӅӕኗቪԖᜢҁѱѱࡹࡌ
ϷࡹࣴزϐೕჄࣴزीൔȐаΠᙁᆀೕჄൔȑ
ǴਜቪБԄࡓ
аύЎࣁЬǹӵаѦЎኗቪǴᔈᔠߕύЎᄔाǶՠዛշीฝጄൎόхࡴ
ࣴزፕЎᜪǶ!
ΟǵҙፎዛշϐೕჄൔϷځҙፎය໔Ǵҗҁ۬ࣴزวԵਡہ)аΠᙁ
ᆀࣴԵ*ϦϐǶ!
ѤǵԃࡋዺᕴጇኧၲΜጇޣǴຑᒧբϩ߃ቩϷፄቩΒ໘ࢤՉ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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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߃ቩǺҁ۬ᝢዛշೕჄൔቩλಔǴᒦငᏢޣৎӅΟԿϖ
ΓಔԋǴᒤೕჄൔ߃ቩπբǴΕፄቩϐൔаΜጇࣁज़Ƕ!
ȐΒȑፄቩǺҁ۬ᝢዛշೕჄൔຑቩہǴҗୋѱߏᏼҺєΓǴ
٠җࣴԵǵҙፎዛշൔ܄፦܌ឦϐҁ۬࣬ᜢᐒᜢ२ߏӅΟΓ
ԿϖΓಔԋǴᒤፄቩπբǴ٠є໒ຑቩǴՉӚ،π
բǶ!
ԃࡋዺጇኧ҂ၲΜጇޣǴᝢዛշೕჄൔຑቩہǴҗୋѱ
ߏȐєΓȑ
ǵࣴԵǵҙፎዛշൔ܄፦܌ឦϐҁ۬࣬ᜢᐒᜢ२ߏӅΟ
ΓԿϖΓಔԋǴᒤೕჄൔϐፄቩπբǶ!
ϖǵೕჄൔᕇዛӜൂǴܭҙፎᄒЗВΟঁДϣঁձ೯ޕᕇዛΓ٠Ϧܭҁ
۬ᆛઠǴයܭҁ۬ѱࡹৰፎѱߏႧዛǶ!
҂ᕇዛϐೕჄൔόϒЬଏᗋǴӵԖሡाፎࢳࣴԵᒤǶ!
ҙፎዛշϐೕჄൔǴӵςᕇځдᐒᜢൂ܈Տံշ܈ዛշޣǴЗୖᖻǶ!
ϤǵዛշߎᚐҗࣴԵዛံշዛᓰߎΠЍᔈǴቩ಄ӝҁ۬ሡǴ٠
ჹҁ୍۬ዴԖշޣǴࡪӜԛӃࡕ٩ΠӈྗϒаዛշǶՠຑቩ
ள،ۓዛவલǶ!
)*ಃӜǺཥᆵჾΟϡϷዛރરǶ!
)Β*ಃΒӜǺཥᆵჾΒϖίϡϷዛރરǶ!
)Ο*ಃΟӜǺཥᆵჾΒϡϷዛރરǶ!
)Ѥ*ಃѤӜǺཥᆵჾϖίϡϷዛރરǶ!
)ϖ*ಃϖӜǺཥᆵჾϡϷዛރરǶ!
)Ϥ*٫բȐѤӜȑ
ǺཥᆵჾϖίϡϷዛރરǶ!
ΎǵೕჄൔԄӵΠǺ!!
)* ጇ൯ज़ڋǵހय़ۓǺҙፎޣஒೕჄൔᒵख़ᗺǴӷኧज़Βӷ
аϣ܈ϣΟΜ।аϣǴ௦ིᡏΜѤဦӷᒡΕ˽ѤરޔԄᐉਜ
ӑᇙǴΠѰѓϐᜐࣚӚࣁΒǷϖϦϩǴՉຯࣁۓڰՉଯǴՉଯࣁ
ΒΜΒ quǶ!
ȐΒȑ࠾य़Ϸ࠾ۭǺ˽Ѥર௦ޔԄᐉਜБԄǴ࠾ܭय़ຏܴೕჄൔᚒҞǵ
Ꮲਠǵ܌سǵಔۉӜǵᏢဦǵࡰᏤԴৣϷೕჄൔֹԋВයǶ!
ȐΟȑϣǺ!
2ǵᄔाǶ!
3ǵҞᒵǶ!
4ǵزࣴ܈قጔଆǶ!
5ǵೕჄۺϷҞǶ!
6ǵݩ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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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ǵࣴزीǶ!
8ǵೕჄπբำׇǵБݤᆶᇥܴǶ!
9ǵёՉ܄ϩǶ!
:ǵ่ፕϷࡌǶ!
21ǵୖԵЎǶ!
22ǵߕᒵǶ!
ҙፎޣᔈගଌೕჄൔҁǵೕჄൔᒵख़ᗺԄϖҁ٠ߕуႝηᔞ
ӀᅷҽϷዛշҙፎ߄Ȑߕҹȑӛҁ۬ගрҙፎǶ!
ΖǵೕჄൔຑቩྗǺ!
ȐȑࣴزጔଆᆶೕჄۺϷҞэԭϩϐΜǶ!
ȐΒȑݩϩᆶࣴزीэԭϩϐΜǶ!
ȐΟȑೕჄπբำׇǵБݤᆶᇥܴэԭϩϐΒΜǶ!
ȐѤȑёՉ܄ϩэԭϩϐΒΜǶ!
Ȑϖȑ่ፕϷࡌэԭϩϐѤΜǶ!
ΐǵҁ۬ளஒᕇዛշϐೕჄൔǴග࣬ٮᜢᐒᜢୖԵǶᕇዛΓᔈᛝ٬
ҔӕཀਜȐߕҹΒȑ
Ǵӕཀҁ۬คᓭ٬ҔǵණѲǵख़ᇙǵวՉǵϦ໒ว߄ǵ
ᙌϷ٬ҔځፕЎϐਜय़ЎҹǴ٠ӕཀϒҁ۬Ϧ໒ࡌܭҁ۬ӄౚၗ
ૻᆛǴߚٮᔼճ܄፦ϐጕ᎙᠐܈ΠၩӈӑᏢೌࣴزҞޑϐճҔǶ!
ΜǵᕇዛշϐೕჄൔܭҁ۬࣬ᜢᐒᜢԖሡाਔǴᕇዛΓᔈ۳၀ᐒᜢՉ
ᙁൔϩ٦ǴќܭჹѦว߄ਔǴᔈуຏҁЎමᕇҁ۬ዛᓰǶ!
ΜǵᕇዛշϐೕჄൔǴځϣऩੋԖ᠍כǵ༄ᠷ্ߟ܈ಃΟΓਔǴ
җҙፎΓॄೢ٠܍ᏼϪࡓݤೢҺǶ!
ΜΒǵቩλಔϷຑቩہہ֡ࣁค๏ᙍ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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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ҹ!
ᆵύѱࡹ۬ɄɄɄԃࡋೕჄࣴزीൔዛշҙፎ߄!
ǵ୷ҁၗ!
Ꮲ ਠ 0 !!܌ س
ൔ  ᚒ Ҟ ) ύ Ў *!!
ൔ  ᚒ Ҟ ) म Ў *!!
ࣴزΓȐύЎȑ!ຏǺ܌ගൔঃҗ˟ΓаӅӕኗቪǴࣴزΓۉӜፎ٩ׇ༤ቪǴ٠ፎຏܴ܄ձǶ!
ࣴزΓȐमЎȑ!!
ࡰ

Ꮴ

ᖄ

௲

!!
ຏǺ2/ज़ࣴزΓǶ!
3/ࣴزΓ 3 ՏаޣǴፎࢴ 2 Տж߄Ǵаճࡕុᖄ๎٣ەǶ!

๎

Γ!

ᖄ

๎

ႝ

၉!ȐϦȑ!!!!!!!!!!!!!!Ȑӻȑ!!!!!!!!!!!!ȐЋᐒȑ!

೯

ૻ

Ӧ

ȐϦȑ!
֟!
Ȑӻȑ!

ႝ

η

ߞ

ጃ!!

Βǵൔᄔा!
Ȑӷኧ 411 ӷаϣȑ!

!
ᜢᗖӷǺ!

Οǵൔ่ፕϷࡌ!
่ፕǺȐӷኧ 611 ӷаϣȑ!
!
ࡌǺȐӷኧ 611 ӷаϣȑ!

ҙፎΓᛝӜǺ!!!!!!!!!!!!!!!
!!!!!!!!!!!!!!!!!!!!!!!!!!!!!!!!!!!!!!!!!!!!!ҙፎВය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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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ҹΒ!

٬Ҕӕཀਜ!
````````)аΠᙁᆀҁΓ*ୖуȨᆵύѱࡹ۬ɄɄɄԃࡋೕჄࣴزीൔȩ
ዛշीฝǴҁΓӕཀ٠ᏼߥаΠచීǺ!
!
2/ ӕཀᆵύѱࡹ۬ளஒҁᕇዛշϐࣴزൔǴคᓭ٬ҔǵණѲǵख़ᇙǵ
วՉǵϦ໒ว߄ǵᙌϷ٬ҔځፕЎǴ٠ӕཀܭᆵύѱࡹ۬ӄౚၗૻᆛϦ
໒ࡌǴߚٮᔼճ܄፦ϐጕ᎙᠐܈ΠၩӈӑᏢೌࣴزҞޑϐճҔǶ!
3/ ӵၴϸȨᆵύѱࡹ۬ೕჄࣴزीൔዛշाᗺȩᄤӕཀਜӚೕ
ۓǴҁΓஒԾॄࡓݤೢҺǴ٠߇ᗋӄኧዛᓰߎǶ!
!
!

Ԝ!!ठ!
ᆵύѱࡹ۬!

!
ҥӕཀਜΓǺ!
يϩӷဦǺ!
ЊᝤӦ!֟Ǻ!
ೱ๎ႝ၉Ǻ!
!
!

ύ!!! !!! ҇!!! 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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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函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
發文字號：府授研展字第1020256190號!
附件：如說明一
!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市政建設研究論文獎助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
請 查照。
說明：
!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市政建設研究論文獎助要點」修正條文、修正總說
!
明及修正對照表各乙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均含附
!
件)
!
市長 胡志強
!
!
!
ᆵύѱࡹ۬ѱࡹࡌࣴزፕЎዛշाᗺ!
!
ύ҇୯ :: ԃ 23 Д 41 В۬ࣴӷಃ 1::21112:1 ဦ!ۓुڄ
ύ҇୯ 211 ԃ 23 Д 31 В۬ࣴӷಃ 211135:152 ဦڄಃԛঅ҅
ύ҇୯ 213 ԃ 23 Д 42 В۬ࣴӷಃ 1020256190 ဦڄಃΒԛঅ҅

ǵᆵύѱࡹ۬)аΠᙁᆀҁ۬*ࣁዛշεଣਠ)аΠᙁᆀӚଣਠ*Һ
௲ৣ܈ᅺγǵറγࣴزғǴᑈཱུୖᆶᆵύѱȐаΠᙁᆀҁѱȑ
ѱࡹࡌࣴزวπբǴගٮѱࡹೕჄࡌقǴаගܹѱࡹࡌϐࠔ
፦ǴुۓҁाᗺǶ!
Βǵҁीฝ௦ፕЎቪբϐБԄǴዛշӚଣਠҺ௲ৣ܈ᅺγǵറγ
ࣴزғǴኗቪԖᜢҁѱѱࡹࡌϷࡹೕჄࣴزϐӚࣴزीฝǶ!
ҙፎᜪձϩࣁᅺγፕЎǵറγፕЎϷჴ୍πբࣴزፕЎΟᜪǶፕЎ
ਜቪБԄǴচ߾аύЎࣁЬǹӵаѦЎኗቪǴᔈᔠߕύЎᄔाǶՠ
ዛշጄൎόхࡴೕჄࣴزൔǶ!
ΟǵҙፎዛշϐፕЎϷځҙፎය໔Ǵҗҁ۬ࣴزวԵਡہ)аΠᙁ
ᆀࣴԵ*Ϧ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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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ǵԃࡋዺጇኧၲΜጇаޣǴຑᒧբϩ߃ቩϷፄቩΒ໘ࢤՉǺ!
)*߃ቩǺҁ۬ᝢዛշѱࡹࡌࣴزፕЎቩλಔǴᒦငᏢޣৎ
ΟΓԿϖΓಔԋǴᒤዛշѱࡹࡌࣴزፕЎϐ߃ቩπբǴΕ
ፄቩϐፕЎаΜጇࣁज़Ƕ!
)Β*ፄቩǺҁ۬ᝢዛշѱࡹࡌࣴزፕЎຑቩہǴҗୋѱߏᏼ
ҺєΓǴ٠җࣴԵǵҙፎዛշፕЎ܄፦܌ឦϐҁ۬Ӛᐒᜢ२
ߏΟΓԿϖΓಔԋǴᒤዛշѱࡹࡌࣴزፕЎϐፄቩπբǴ٠
є໒ຑቩǴՉӚ،πբǶ!
ԃࡋዺጇኧ҂ၲΜጇޣǴᝢዛշѱࡹࡌࣴزፕЎຑቩہ
ǴҗୋѱߏȐєΓȑ
ǵࣴԵϷҙፎዛշፕЎ܄፦܌ឦϐҁ۬
Ӛᐒᜢ२ߏΟΓԿϖΓಔԋǴᒤዛշѱࡹࡌࣴزፕЎϐፄቩπ
բǶ
ϖǵፕЎᕇዛӜൂǴࣴԵᔈܭҙፎዛշፕЎᄒЗВଆΟঁДϣঁձ೯
ޕᕇዛΓ٠Ϧܭҁ۬ᆛઠǴќයܭҁ۬ѱࡹύৰፎѱߏႧ
ዛǶ!
!!!!҂ᕇዛϐࣴزፕЎόϒЬଏᗋǶՠբΓளӛࣴԵፎଏᗋǶ!
ҙፎዛշϐፕЎǴӵςᕇளځдᐒᜢൂ܈Տံշ܈ዛᓰޣǴЗୖ
ᖻǶ
ϤǵዛշߎᚐҗࣴԵዛံշዛᓰߎΠЍᔈǴࣴزፕЎቩ಄ӝ
ҁ۬ሡǴ٠ჹҁ୍۬ዴԖշޣǴࡪӜԛӃࡕ٩Πӈྗ
ϒаዛշǶՠዛշѱࡹࡌࣴزፕЎຑቩہள،ࢌۓ٤ዛவ
લǶ!
)*ಃӜǺཥᆵჾϤϡϷዛރરǶ!
)Β*ಃΒӜǺཥᆵჾΟϡϷዛރરǶ!
)Ο*ಃΟӜǺཥᆵჾΒϖίϡϷዛރરǶ!
)Ѥ*ಃѤӜǺཥᆵჾΒϡϷዛރરǶ!
)ϖ*ಃϖӜǺཥᆵჾϖίϡϷዛރરǶ!
)Ϥ*٫բȐϖӜȑ
ǺཥᆵჾϖίϡϷዛރરǶ
ΎǵҙፎዛշϐፕЎԄӵΠǺ!!
)*ጇ൯ज़ڋǵހय़ۓǺҙፎޣஒፕЎᒵख़ᗺǴӷኧज़ڋΒӷ
܈ϣΟΜ।аϣǴ௦ིᡏΜѤဦӷᒡΕ˽ѤરޔԄᐉਜӑ
ᇙǴΠѰѓϐᜐࣚӚࣁΒǷϖϦϩǴՉຯࣁۓڰՉଯǴՉଯࣁ
ΒΜΒ quǶ!
)Β*࠾य़Ϸ࠾ۭǺ˽Ѥર௦ޔԄᐉਜБԄǴ࠾ܭय़ຏܴҙፎዛշϐ
ፕЎӜᆀǵᏢਠǵ܌سǵࣴزғǵࡰᏤ௲ϷፕЎֹԋВය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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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ϣǺ!
2ǵᄔाǶ!
3ǵҞᒵǶ!!!
4ǵزࣴ܈قጔଆǶ!
5ǵࣴزҞޑᆶख़ᗺǶ!
6ǵЎ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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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2009583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函轉本市東山高級中學遺失自行收納統一收據編號為「乙字第0000682」
號，請 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東山高級中學102年12月11日中總字第1020009803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2009904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函轉本市大甲國民中學遺失自行收納統一收據編號為「甲國中字第000398」
號，請 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大甲國民中學102年12月19日甲國中總字第1020006422號函辦
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20099477號
76

103年春字第

臺中市政府公報

1

期

主旨：函轉本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遺失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編號為「丁字
005392」號，請 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102年12月24日賴小總字第1020005282號辦
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20100237號
主旨：函轉本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遺失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編號為「鵬
小字第0386」號，請 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102年12月30日鵬小總字第1020006459號
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經市字第1020057763號
主旨：本局「豐原第一公有零售市場地下停車場20元面額收費單據」缺漏頁
七張編號為「市字第B060224~B060230」，請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聲
明作廢，請 查照。
說明：依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各項收入憑證管理要點」第十四點
規定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秘書室、臺中市豐原第一公有零售市場、臺中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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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20250788號
附件：如說明(詳見行政院公報第019卷第245期；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gazette.nat.gov.tw/)
主旨：檢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查103年度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4
條第3項第1款所定最近一年度農業所得以外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以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101年度農業所得以外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總額為基準」之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2月24日農輔字第1020023905A號函辦
理。(影本附後)
二、檢送公告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農會、臺中地區農會、大安區農會、大甲區農會、大里區農
會、大肚區農會、大雅區農會、太平區農會、外埔區農會、石岡區農
會、后里區農會、沙鹿區農會、和平區農會、東勢區農會、神岡區農
會、烏日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梧棲區農會、新社區農會、潭子區農
會、霧峰區農會、龍井區農會、豐原區農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農業局局長室、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均含附
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20251845號
附件：如說明(詳見行政院公報第019卷第239期；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gazette.nat.gov.tw/)
主旨：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類被保險人適用之投保金額將於103年1月1日修正
為22,800元，並自103年7月1日起實施，茲檢送公告影本1份，請查
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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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2月25日農輔字第1020738686號函辦理。
二、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來函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公告影本各1份。
正本：臺中市農會、臺中地區農會、大安區農會、大甲區農會、大里區農
會、大肚區農會、大雅區農會、太平區農會、外埔區農會、石岡區農
會、后里區農會、沙鹿區農會、和平區農會、東勢區農會、神岡區農
會、烏日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梧棲區農會、新社區農會、潭子區農
會、霧峰區農會、龍井區農會、豐原區農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農業局局長室、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均含附
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勞資字第1020251074號
主旨：為辦理臺中市103年慶祝五一勞動節模範勞工選拔及表揚，請貴單位踴
躍參加或轉知所屬（轄）踴躍參加選拔，並於103年2月24日（以郵戳
為憑）前，將薦送人員資料送本府勞工局，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103年慶祝五一勞動節模範勞工選拔及表揚大會籌備會決議
辦理。
二、為響應節能減碳，本案實施計畫及相關書表請逕至本府勞工局網站下
載（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勞資關係─工會組織）。
三、請各薦送單位確實依據實施計畫推薦模範勞工人選，並將符合參選資
格者之選拔表、佐證資料（一式十二份）、查核無刑事犯罪紀錄證明
同意書、參選人切結書、服務證明及勞保年資證明正本各一份(以A4
紙張格式)，送本府勞工局辦理評選，規格不符或逾期薦送者，不予受
理。
正本：台中市總工會、臺中市職業總工會、台中市產業總工會、臺中直轄市
總工會、大臺中職業總工會、臺中市各職業、產業、企業工會、臺中
市工業會、臺中縣工業會、臺中市商業會、臺中縣商業會、社團法人
台中市勞資關係協會、社團法人臺中市(縣)勞資關係協會、臺中市工
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臺中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臺中縣勞工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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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經濟部工業局大里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台中港關連
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大甲幼獅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
業局臺中工業區服務中心、本市各事業單位(一百人以上)、本市國公
營工會、臺中市大里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臺中市台中港關連工業區廠
商協進會、臺中市大甲幼獅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
中市政府勞工局

市長
胡志強
副市長 蔡炳坤

休假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醫字第102024657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醫師法第25條第5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醫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102年12月3日第2屆第2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惠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郝治華 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
（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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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251378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分局警員林建宏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林
建宏記過貳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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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臺會議字第1020002871號函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2年1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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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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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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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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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秘字第1020243106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關於寺廟登記規則所定主管機關之權限，劃分由臺中
市政府民政局執行。
依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第3條及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
第2條。
公告事項：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執行寺廟登記規則之主管機關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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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202520642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安區中海路部分路段變更道路名稱為「中海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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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一路」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年12月26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中海一路」寬約4公尺，長約820公尺；東南起中山南
路，西北至南海路。
三、有關「中海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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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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社字第10202470151號
主旨：公告本市私立太陽響世語文音樂短期補習班，核准立案之班址辦理補
習班業務，已喪失設立條件，且無預警停業，設立人所在不明亦無
從聯繫，嚴重損害眾多消費者之權益，依規定應予撤銷立案，公告週
知，請 查照。
依據：「臺中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52條。
公告事項：
一、補習班名稱：私立太陽響世語文音樂短期補習班。
二、設立人：青木洋一。
三、班址：
(一)臺中市大里區德芳路一段388號1-2樓。
(二)臺中市南區三民西路371號1樓、夾層及三民西路373號1樓、夾層。
四、本府98年4月8日、98年9月28日府教社字第0980105866號、0980251140
號立案證書即日起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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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202473351號
主旨：茲因永隆五金鑄造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責人陳棋金送達處所不
明，致未能送達，特此公示送達本府102年10月21日府授經工字第
1020199780號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79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二、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公文書前經本府以郵務按址投遞方式寄送予永隆五金鑄造廠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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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及其負責人陳棋金(工廠登記證編號：99-636365，廠址：臺
中市龍井區龍津里三港路185巷38號，負責人：陳棋金，負責人設籍
地：臺中市龍井區龍津里三港路1XX巷4X號)，因該公司變更其送達處
所而未向本府陳明，遭郵務機關以遷移退回致無法送達，爰依法公示
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公告自刊登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旨揭公文書現由本府保管，請該公司於公告期間逕向本府經濟發展局
工業科(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惠中樓)5樓，電話：
04-22289111#31213)領取並依該公文書辦理，逾期將依工廠管理輔導
法第20條規定公告廢止該公司工廠登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建線字第1020135733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主要道路」之道路名稱。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9條暨「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第15條第3項辦
理。
公告事項：本市主要道路計有臺灣大道、中清路、大雅路、復興路、北屯
路、進化路、建成路、國光路、五權路、五權西路、五權南路、
文心路、文心南路、進化北路、忠明路、忠明南路、崇德路、環
中路、市政路、三民路、三民西路、松竹路、軍功路、東山路、
自由路、南平路、中正路、台中路、民權路、建國路、建國北
路、雙十路、林森路、英才路、美村路、健行路、東興路、漢口
路、大墩路、惠中路、河南路、黎明路、安和路、忠勇路、東山
路、太原路、太原北路、精武路、振興路、南屯路、向上路、公
益路、青海路、西屯路、昌平路、大連路、旱溪東路、旱溪西
路、十甲路、十甲東路、學士路、中華路、公園路、東光路、樂
業路、大智路。

局長

吳世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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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20048489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場所撤銷清泉保管場為指定移置保管
場。
依據：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02年12月17日中市警交字第1020115553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依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三條移置保管之車輛，
應移置本局公告指定之場所保管，本局公告撤銷清泉保管場（地
址:臺中市沙鹿區中清路2-45號，聯絡電話:04-26150921，位於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清泉派出所後方）為指定移置保管場。

局長

林良泰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20251785號
主旨：公告登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所提「變更臺中市霧峰區峰東段973地號等
1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變更臺中市霧峰區峰東段
973地號等1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權利變換計畫」說明書，敬
請張貼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說明：本案已於102年11月26日經本市102年度「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
議處理審議會」第6次會議審議通過（102年12月3日中市都更字第
1020197271號函會議紀錄），並經本府核定發布實施（本府102年12月
25日府授都更字第1020251784號函）。
公告事項：
一、登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所提「變更臺中市霧峰區峰東段973地號等1筆
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變更臺中市霧峰區峰東段973地
號等1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權利變換計畫」說明書，本計畫自
發布日起實施。
二、公告期間：自民國102年12月27日起至103年1月25日止，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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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臺中市霧峰區
區公所及霧峰區本鄉里里公告欄。
(二)刊登新聞紙3日，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
(三)計畫書圖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臺中市霧峰區區
公所及霧峰區本鄉里里辦公處。
四、更新單元範圍：臺中市霧峰區峰東段973地號等1筆土地。
五、計畫內容：「變更臺中市霧峰區峰東段973地號等1筆土地更新單元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及「變更臺中市霧峰區峰東段973地號等1筆土地更
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權利變換計畫」說明書(共貳冊)。
六、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規定，本案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發布實施後
二個月內，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權利價值有異議時，應以書面敘明理
由，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前項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期間，實施者
（總太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停止都市更新事
業之進行。
七、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實施者（登傑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佈後，將下列事項以書面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及佔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一)更新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
(二)應領之補償金額。
(三)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
八、受處分人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
件行政處分書到達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本府向內政部提
起訴願，並將副本抄送內政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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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草字第10202482561號
主旨：公告辦理本市103年度乳牛、乳羊、鹿隻結核病及乳牛、乳羊布氏桿菌
病檢除工作措施。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6條、第13條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實施目的：為防範草食動物結核病及布氏桿菌病發生、傳播及蔓延，
進而予以撲滅，保障動物健康，維護人畜公共衛生安全。
二、實施日期：自民國103年1月1日起至民國103年12月31日止。
三、實施區域及家畜種類：本市轄內乳牛、乳羊，並接受養鹿戶申請辦理
鹿隻結核病檢驗。
四、實施方法：
(一)乳牛、乳羊結核病及布氏桿菌病檢驗及養鹿場提出申請檢驗之日
期，均由本府排定時程另行通知。檢驗至判定期間，動物所有人或
管理人應充分配合，並不得擅自移入他場或移出本場所飼養之草食
動物。
(二)接受結核病檢驗之畜牧場或飼養場，應先為草食動物完成口蹄疫疫
苗注射(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全面停止口蹄疫疫苗注射，則免
予實施) 及動物應有之防疫標示。
(三)一般檢驗：一般畜牧場或飼養場每年應執行結核病及布氏桿菌病檢
驗1次。
(四)加強檢驗：結核病污染之畜牧場或飼養場應每3個月檢驗1次，並連
續執行3次檢驗；布氏桿菌病污染之畜牧場或飼養場應每1個月檢驗1
次，並連續執行6次檢驗。其所受檢動物均呈陰性者，始可恢復一般
檢驗。
(五)檢驗對象：
１、結核病：凡12月齡以上之乳牛、種牛，3個月齡以上之乳羊及提出
檢驗申請之養鹿戶3個月齡以上之鹿隻。
２、布氏桿菌病：逢機檢驗12月齡以上之乳牛及乳羊。
(六)檢驗方法：
１、結核病檢驗：乳牛、鹿隻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89年6月30日(89)
農防字第891552475號公告「牛結核病檢驗方法」辨理。乳羊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77年12月5日(77)農牧字第7050392A號公告「羊
結核病檢驗方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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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布氏桿菌病檢驗：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77年12月5日(77)農牧字
第7050392A號公告「羊布氏桿菌病檢驗方法」辦理。
(七)相關規定及罰則：
１、經動物防疫人員檢驗後判定有罹患結核病或布氏桿菌之污染場，
其同場或同舍之動物不得移出及該場以外之動物亦不得移入。動
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上開規定，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予
以處分。倘因前述行為致疫情蔓延或散播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２、動物經檢驗判定為陽性者，應即隔離飼養、禁止榨乳，並依法儘
速執行撲殺作業，除其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本條例或其他法令之
規定不予補償外，將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0條及相關規定辦
理補償事宜。
３、實施檢驗時，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依動物防疫人員指示，控制
動物之行動及提供必要協助，並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如無
法配合，本府得不派員檢驗，並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5條規
定，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余建中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草字第10202482562號
主旨：公告辦理本市103年度羊隻羊痘疫苗注射工作措施。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6條、第13條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實施目的：防止羊痘發生、傳播及蔓延，確保產業安全及永續經營。
二、實施期間：自民國103年1月1日起至民國103年12月31日止。
三、實施區域及家畜種類：本市轄內羊隻。
四、實施方法：成羊每年應補強注射1劑，母羊於空胎期施打；新生仔羊於
滿3月齡施打1劑，爾後每年補強1劑。
五、有關羊痘疫苗注射應注意事項：
(一)應由執業獸醫師(佐)或在執業獸醫師(佐)監督之下使用；實施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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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前，應檢視羊隻健康情形。
(二)疫苗注射前發現羊隻疑患或罹患羊痘，則以撲殺方式處理，並依規
辦理評價補償；場內其餘滿3月齡羊隻則進行疫苗注射，並實施移動
管制約2至4週。
(三)羊隻完成疫苗注射後仍有罹患羊痘之可能，倘完成疫苗注射後發現
疑患或罹患羊痘之羊隻，仍以撲殺處理，並依規辦理評價補償；該
場其餘羊隻則移動管制約2至4週。
(四)完成羊痘疫苗注射後，應持續執行場內清潔消毒作業及生物安全措
施。
(五)由動物防疫人員施行生體檢查、預防注射、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
而使動物致死、流產或撲殺及銷燬之物品，除其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本條例或其他法令之規定者不予補償外，將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
例第40條及相關規定辦理補償事宜。
(六)前述各防疫工作，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均應配合及協助處理，不得
拒絕、妨礙或規避，違者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5條規定，處新
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余建中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草字第10202482563號
主旨：公告辦理本市103年度防範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衛生管理防疫措
施。
依據：
一、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3條、第14條、第29條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2年4月26日防檢一字第
1021473390號函。
公告事項：
一、實施目的：防範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發生，以確保人畜公共衛生
安全及養禽產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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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期間：自民國103年1月1日起至民國103年12月31日止。
三、實施區域及家畜禽種類：本市轄區內各豬、家禽飼養場所。
四、實施內容：
(一)飼養場所出入口處設有清洗消毒設施（如人員消毒槽）及噴霧消毒
設備等供人員、車輛清洗消毒。人員進出場區應更換工作服與膠
鞋。場區、辦公室及每棟動物舍出入口設置腳踏及洗手消毒槽，供
員工進出消毒使用。消毒劑應至少1周更換1次以上。
(二)飼養場所應設置「畜牧場衛生管理工作紀錄簿」，詳實登載防疫措
施執行情形，包括動物健康狀況、衛生管理、預防接種及消毒措施
（包括消毒日期、消毒劑種類、使用濃度及用量情形）等事項，並
經特約獸醫師或執業獸醫師簽章，以供動物防疫人員隨時查閱。
(三)動物舍空出時，必須澈底洗刷乾淨，並經消毒後應空置1周以上才能
引進動物飼養，飼養前再進行消毒1次。
(四)車輛、器械、機具及其他運輸設施進出場區，應經過清洗消毒程序
等進出管制事宜。
(五)豬禽飼養場所設置防鳥圍網設施，並於候鳥渡冬季節（每年9月至翌
年4月），加強防止野生禽鳥接觸豬禽且不與水禽類混養為原則。
(六)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執業獸醫師發現動物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
或不明原因而死亡或發病率達10%以上時，應向當地區公所或本市
動物保護防疫處報告並劃定隔離區，場內所有動物一律禁止移動，
動物舍用具、車輛及動物排泄物應予以消毒。同時加強各項防疫措
施，必要時，應迅速將發病動物予以撲殺處理，防止疾病擴散。
(七)動物屍體應依規定以掩埋、焚化或化製方式處理，動物屍體處理場
地應每日清洗消毒。
(八)家禽罹患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一律予以撲殺，以防病原擴
散，場內所有動物一律禁止移動，動物舍用具、車輛及其排泄物應
予消毒。
(九)家禽理貨場(拆場)指派消毒作業人員進行車輛進出場逐次逐車、繫
留欄及集籠區之消毒作業，每日填報「家禽理貨場(拆場)進場車輛
及繫留場消毒防疫紀錄表」，並將紀錄表留存場內以供備查。
(十)前述規定各項工作，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配合辦理，違者依動物
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予以處分，倘因未架設防鳥圍網致所飼養動物
感染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遭受撲殺時，將不予補償。

市長

胡志強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余建中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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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豬字第10202492511號
主旨：公告辦理本市103年度豬瘟及偶蹄類動物口蹄疫各項防疫工作。
依據：
一、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二、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實施期間：自民國103年1月1日起至民國103年12月31日止。
二、實施目的：為期撲滅豬瘟及偶蹄類動物口蹄疫，提昇畜牧生產效率，
確保畜牧事業之永續經營。
三、實施區域及動物種類：本市轄區偶蹄類動物（豬、牛、羊、鹿）。
四、實施方法：
(一)繼續辦理豬瘟及偶蹄類動物口蹄疫疫苗預防注射工作，至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公告停止使用疫苗注射為止。
(二)執行期間各畜養戶應依據「實施畜牧場防疫及衛生管理措施」規
定，落實各項消毒及相關自衛防疫措施。
(三)免疫適期及方法：
１、豬隻應於健康情形下完成至少2次豬瘟疫苗注射，且仔豬免疫時機
必須配合其母豬免疫計畫，其免疫計畫必要時得依個別疫苗之說
明書及由執業獸醫師（佐）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
(１)種母豬完成基礎免疫後，每年1次於空胎時免疫注射者，其所生
仔豬約於第6週齡及第9週齡時各施打注射1劑豬瘟疫苗。
(２)種母豬完成基礎免疫後，約於配種前免疫注射1次，以後不再免
疫注射者，其所生仔豬分別約於第3週齡及第6週齡時各施打注
射1劑豬瘟疫苗。
２、偶蹄類動物應於健康情形下完成口蹄疫疫苗免疫注射，其免疫時
機及次數如下：
(１)豬隻約於第12週至第14週齡間完成1劑口蹄疫疫苗注射。
(２)牛、羊及鹿約於第4月齡及第12月齡各完成1劑口蹄疫疫苗注
射。
(３)依前項完成最後1劑口蹄疫疫苗注射日起算，豬隻飼養期間超過
半年，牛、羊、鹿飼養期間超過1年者，應補強注射1劑口蹄疫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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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依前項完成最後1劑口蹄疫疫苗注射日起算3至5週後進行抽檢
者，檢測結果豬隻血清口蹄疫中和抗體幾何平均力價未達16
倍，牛、羊、鹿未達32倍，應補強注射1劑口蹄疫疫苗。全數4
倍以下者，則視為未注射口蹄疫疫苗，除應補強注射1劑口蹄疫
疫苗外，並應依規定處分。
３、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必須對其所飼養之偶蹄類動物依上述之免疫
時機，請執業獸醫師（佐）注射或在其監督下注射豬瘟或口蹄疫
疫苗，並詳實記錄於「畜牧場衛生管理工作記錄簿」且需經執業
獸醫師(佐)簽章，並於每月5日前自行或由執業獸醫師（佐）將上
月豬瘟及口蹄疫之免疫情形彙報當地區公所；區公所應於每月10
日前彙報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４、豬隻接受公務獸醫執行豬瘟疫苗注射時，畜主應繳納注射工本費
每劑量(頭)新台幣7元整。
５、偶蹄類動物於移動、上市或屠宰時，應持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所
簽發之動物來源及口蹄疫疫苗購買證明單，並黏附口蹄疫疫苗購
買證明票，以供查核。倘未完成口蹄疫疫苗注射者除依規定處分
外，並由執業獸醫師(佐)檢查動物健康，開具健康證明書後，始
得移動、上市或屠宰。
６、前項偶蹄類動物上市所需動物來源及口蹄疫疫苗購買證明單或健
康證明書，應交予肉品市場或屠宰場；屠宰場須將動物來源及口
蹄疫疫苗購買證明單或健康證明書或未繳交證明文件名單，交中
央畜產會派駐該場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主任)核對。
７、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及執業獸醫師（佐）發現動物罹患或疑患豬
瘟、口蹄疫等法定傳染病時，應立即向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報
告，並配合動物防疫人員之指示，管制人員進出，並禁止該場所
有動物移動及自外移入動物，其場地、車輛、器材及排洩物等應
消毒，以防止病原蔓延。未主動通報疫情者，除依動物傳染病防
治條例相關規定撲殺動物不予補償外，並可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5
萬元以下罰鍰。
８、動物罹患或疑患豬瘟、口蹄疫及其他法定動物傳染病，依法應撲
殺，動物屍體應施行掩埋、燒毀、化製或其他必要處置，其補償
辦法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0條規定」辦理；如經查證未依
規定注射豬瘟、口蹄疫疫苗而致發生豬瘟、口蹄疫疫情者，除依
規辦理撲殺及處罰外，將不予補償。
９、為調查豬瘟暨口蹄疫疫苗注射後中和抗體之力價分佈，以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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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參考，各畜牧場、肉品市場應配合執行採血檢測工作。
１０、前述公告事項，本府得指派動物防疫人員執行，動物所有人或
管理人，應接受並提供協助，不得拒絕、妨礙及規避，違者依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5條規定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
罰鍰。

市長
胡志強
副市長 蔡炳坤

休假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余建中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豬字第10202492512號
主旨：公告辦理本市103年度畜牧場防疫及衛生管理措施。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4條及其相關規定。
公告事項：
一、實施期間：自民國103年1月1日起至民國103年12月31日止。
二、實施目的：落實畜牧場防疫措施，防止動物傳染病之發生。
三、實施區域及動物種類：本市轄內豬、牛、羊、鹿等飼養場所。
四、畜牧場之衛生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畜牧場場區及畜舍出入口處，設有清洗消毒設施（如人員進出腳踏
及洗手消毒槽）及噴霧消毒設備等，供人員、車輛清洗消毒，消毒
劑應至少一週更換一次。
(二)畜舍空出時，必須澈底洗刷乾淨，並經消毒後空置一週以上，才能
引進動物飼養，飼養前再進行消毒一次。
(三)消毒所使用之消毒劑必須依對病原之抗性，選擇有效種類及稀釋倍
數正確使用，畜牧場對於防範甲類動物傳染病（口蹄疫）應使用
有效消毒劑種類及稀釋倍數進行全場澈底消毒，每週至少一次。另
外，夏季炎熱，病菌滋生快速，則視需要每週至少二次。
(四)動物運輸車輛、飼料車、化製場集運車及訪客車輛嚴禁進入場區，
必要時應經過清洗消毒程序後才能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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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引進動物要有移動免疫證明書並確認動物健康狀況，於隔離舍隔
離檢疫至少一週以上並完成預防注射工作且確定其健康而無潛在感
染之虞後，才能進入動物群飼養。
(六)動物之免疫計畫，應依政府規定之免疫適期及實施方法，確實施
行。
(七)注射器械應保持清潔衛生，以避免傳播病原。
(八)動物屍體處理場地，應每日清洗消毒，動物屍體應依規定以掩埋、
焚化或化製方式處理。
(九)畜牧場應設置「畜牧場衛生管理工作紀錄簿」，詳細登載必要防疫
措施執行情形，包括動物健康狀況、衛生管理、預防注射及消毒措
施(包括消毒日期、消毒劑種類、使用濃度及用量情形)等事項，並
經由畜牧場特約獸醫師或執業獸醫師確認簽章，以供動物防疫人員
隨時查閱。
(十)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執業獸醫師發現動物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
或不明原因而死亡或發病率達百分之十以上時，應向本市動物保護
防疫處報告並劃定隔離區，限制發病動物群移動，同時加強各項防
疫措施，必要時，應迅速將發病動物群予以撲殺處理，防止疾病擴
散。
(十一)未依規定落實前述各項防疫工作者，依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第14條規定，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胡志強
副市長 蔡炳坤

休假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余建中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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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
ġ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9日
ġ
ġ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201177101號
ġ
附件：如主旨
ġ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鄒詠盛等237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
ġ
1份。
ġ
依據：
ġ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ġ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ġ
公告事項：
ġ
ġ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地掛號郵寄冊
內被通知人，該郵件無法送達；第2次投遞戶籍地無人領取，茲依規定
ġ
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ġ
ġ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已送至各處分（監理）機
ġ
關，違規人得逕至處分（監理）機關領取並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領
ġ
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局長
刁建生
副局長 鍾國文

⍿㔯╖ỵġ

公假
代行

䦣復ẞ㔠ġ

⁁侫ġ

⎘⊿ⶪṌ忂ḳẞ塩㰢ġ

Ķġ

ġ

檀晬ⶪṌ忂ḳẞ塩㰢ᷕ⽫ġ

Ĳĳġ

䳸㟰ġĳġẞġ

㕘⊿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

ĲĹġ

䳸㟰ġĲġẞġ

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

ĲķĶġ

䳸㟰ġĳĳġẞġ

㕘䪡⋨䚋䎮ġ

Ĳġ

ġ

⯷㜙䚋䎮䪁ġ

Ĳġ

ġ

▱佑ⶪ䚋䎮䪁ġ

Ĵġ

ġ

冢⋿ⶪ塩㰢ᷕ⽫冢⋿彎℔⭌ġ

ĵġ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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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

剿㞿䚋䎮䪁ġ

Ĳġ

ġ

㕘䪡ⶪ䚋䎮䪁ġ

Ĵġ

ġ

⭄嗕䚋䎮䪁ġ

Ĳġ

ġ

㼶㷾䚋䎮䪁ġ

Ĳġ

ġ

㟫⚺䚋䎮䪁ġ

Ĳġ

ġ

檀晬ⶪ塩㰢ᷕ⽫沛Ⱉ彎℔⭌ġ

Ĳġ

ġ

⼘⊾䚋䎮䪁ġ

ĸġ

䳸㟰ġĲġẞġ

⋿㈽䚋䎮䪁ġ

Ķġ

ġ

ᷕ⢊䚋䎮䪁ġ

ĵġ

ġ

▱佑⋨䚋䎮ġ

ĳġ

ġ

❼慴䚋䎮↮䪁ġ

ĳġ

ġ

ĳĴĸġ

ġ

⮷妰ġ

䫔 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ĳĹġġ
⇘㟰嗽烉⎘⊿ⶪṌ忂ḳẞ塩㰢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Ĳġ

ňĴŉĴĶĹĸĳĸġ

ķĴıĳĮśīġ

ĳġ

ňŒńłĳĳıĲĸġ

Ĵġ

ňĴŉĴķĴĹķĴġ

ĵġ

ňŊıĴĳĳķĶĹġ

ıĲĹĮņōīġ

Ķġ

ňĴŉĴĲĶĳıķġ

ķĶķĮŉŒīġ 昛㖶⺢䭱ⷓḳ⊁ġ

干ᷣ⥻⎵ġ
悺娈䚃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łŃśĮĺĴĸīġ ŔŊŏňņœįœłŏŅįőłŖō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łŃśĮĺĴĸīġ ŔŊŏňņœįœłŏŅįőłŖō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ĶĲıĲ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䌳侨廅ġ

䫔 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ĳĹġġ
⇘㟰嗽烉檀晬ⶪṌ忂ḳẞ塩㰢ᷕ⽫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ķġ

ňĴŉĴĹĳĵıĺġ

ĸġ

ňĴŉĴĹĸĹķĵġ

ıĸĲĴĮňīġ

Ĺġ

ňĴŉĴĸĶĶĶĺġ

ĺġ

干嘇ġ

干ᷣ⥻⎵ġ

łńŅĮĴķĲīġ 唕⬇⭡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復
忼䉨ン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拊⚳厗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ĶĸĮŗīġ

䙲懢ⶍ䦳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ňĴŉĴĸĶĶĵĺġ

ĲķĶĸĮŗīġ

䙲懢ⶍ䦳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ġ

ňĴŉĴĶĲıĴĶġ

ĴĲĴĴĮőīġ

⏛⭨⧽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ġ

ňĴŉĳĺĺıĵıġ

ķĳķĹĮōīġ

姙寸ả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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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

Ĳĳġ

ňĴŉĴĴĲĳĲĶġ

őķĮķĵķīġ

㳒⽟⾈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ġ

ňĴŉĴĳĵķĺĸġ

ĳĶıĸĮŗīġ

⻝⮞ḹ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ġ

ňŒńłĲĴıĳĲġ

ŘĳĮĴıĳīġ

楔㯠怈ġ

ĶķĲıĲ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ġ

ňĴŉĴķĴĵĳĺġ

ńĸĮĹĳĹīġ

↙㲳⚳晃ẩ㤕䣦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ġ

Ĳķġ

ňĴŉĴĸĵĸĴĹġ

ıĸĲĴĮňīġ

拊⚳厗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ĸġ

ňŊıĴĳĴĳĳĸġ

őĳŗĮĸıīġ

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ġ

䫔 Ĵ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ĳĹġġ
⇘㟰嗽烉㕘⊿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徨䉨ンİ復忼
䉨ン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ĲĹġ

ňĴŉĴĹĲĹĴĵġ

ĺĶĳĶĮŕīġ

悕泣湇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ġ

ňĴŉĴĹĹĹĹĵġ

ŉŐĮĹĸĲīġ

嫅㖶忂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ġ

ňĴŉĴĹĴĳķĺ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ġ

ňĴŉĴĹıĳĺı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ġ

ňĴŉĴĹĴķıĺ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ġ

ňĴŉĴĸĺıĲĵ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ġ

ňĴŉĴĹıĲĴĺ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ġ

ňĴŉĴĸĺıĵĸ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ġ

ňĴŉĴĶĺĶĵı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ĸġ

ňĴŉĴĸĳĺĳĶ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ġ

ňĴŉĴĸĶĵĴĺġ

ĸıĺĳĮłīġ

⎰搓⇑⓮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ġ

ňĴŉĴĴıĸĸıġ

ĺĹĴĮŉłīġ

㠩⯂㘢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Ĵıġ

ňőńłĲĲıĸĹġ

ŃŗŕĮĸĲīġ

⏛➢䩳ġ

ĶķĲıĲıĲ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ġ

ĴĲġ

ňĴŉĴĴĸĳĴĲġ

őĺřĮĸıīġ

㰇ẚ⍇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Ĵĳġ

ňĴŉĴķıĲĺĹġ

ķőĮıĳĲīġ

姙ἑ⧇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ĴĴġ

ňĴŉĴĶıĳĸĵġ

őĺřĮĸıīġ

㰇ẚ⍇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Ĵĵġ

ňőńłĳĳıĸĶġ

ĶœĮķĹĳīġ

惕䥦⬷ġ

ĶķĲıĲ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ĴĶġ

ňĴŉĴĸĺĵĶĲġ

ńŌŉĮĴĹīġ 㜿⬇呐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干ᷣ⥻⎵ġ

㱽㡅ᶨġ

徨ẞ⍇⚈ġ

䫔 ĵ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ĳĺġġ
⇘㟰嗽烉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Ĵķġ ňĴŉĴĸıĹķĳġ

ōŖĮĶĺĲīġ 娡䙲ṓġ

ķı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ĸġ ňőńłĳĺıĹĶġ

ĹŉĮĳĶĴīġ ⋻㖶沛ġ

ĶķĲĲııĲ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ĴĹġ ňőńŃıķıĵĺġ

ŏŎłĮĶĺīġ 厗懭ẩ㤕䣦ġ

Ķķ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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Ĵĺġ ňĴŉĴĹĸĺķĲġ

śŗĮĴĲĹīġ ⭞⼿】旚䀓屯㛸㚱旸℔⎠ġ

1

期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ıġ ňĴŉĴĸĺıĸĴġ

łŅłĮĴĲĸīġ ⻝㔯恩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ġ ňĴŉĴĹĴĺķĺġ

ıĳĳĮōōīġ 䌳㟪⭡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ġ ňĴŉĴĶķıĶĺġ

ŇņĳĮıĺīġ 㠩⇑Ἓ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ġ ňĴŉĴķĵĵķĹġ

ŉōĶĮĳķīġ 㖴㥖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ġ ňœńŃıĲııĶġ

ŋķĮĲĺķīġ

㠩㋗㭭ġ

Ķķ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Ķġ ňĴŉĴķĹıķĺġ

ĴĴıĺĮŘīġ 㕡慹Ⱉ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ķġ ňĴŉĴĵĵĲĴĸġ

ŌńŗĮĹĶīġ 挦㘢佼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ĵĸġ ňĴŉĴķĸĴĸıġ

ĴňŏĮĲĶīġ 昛䌱䎈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Ĺġ ňĴŉĴĸĺķĶĳġ

ĶĲĲĹĮŖīġ 㛶䤷㔔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ĺġ ňĴŉĴķķĵĸĺġ

ĺĹĺĹĮŔī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ıġ ňĴŉĴĹĶĹĴĲġ

őŖĳĮĶıīġ 嫅䁀⯽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Ĳġ

ňŊıĴĵĶĶķĶġ

ĺŖĮĸĺķīġ 岜农⏇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ĳġ

ňŊıĴĳĴĺĹĲġ

őĳśĮĶĶīġ 㜿娑䑰ġ

ĲķĲıĳıĺ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Ĵġ ňĴŉĴĸķĸĺĳġ

ķĶĴĮŎŏīġ 䌳⿅勡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ĵġ ňĴŉĴĹĶĸĶĹġ

ĳĸĴĮňŘīġ ∱⊝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䀋伭匱Ṇ偉ấ㚱旸℔⎠ġ

ĶĶġ ňĴŉĴĺĲĺĳķġ

œŊĮĺĴĳīġ

叱㕥䥨搦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ķġ ňĴŉĴĸĺıĸķġ

ŋŅŅĮĸĶīġ 㜿剛⥁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ĸġ ňĴŉĴĸĵķĲĳġ

łŃŚĮĲĹĶīġ 恙䑲ㄏ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Ĺġ ňĴŉĴĹĸĺıĵġ

ĶĶĲĮŏŔīġ 㜿⭞懢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ĺġ ňĴŉĴĹĴĳĴĲġ

ĶĸĸĮňřīġ ỽ䏳剡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ıġ ňĴŉĴĸĺĲĵĳġ

ĶıĸķĮŇīġ

怚ㅳ≇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Ĳġ ňĴŉĴĴĳĳķĶġ

ĸķĲķĮœīġ 㜿䚇渿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ĳġ ňĴŉĴĳĳĶĲĹġ

ŇĺŔĮĺĴīġ

倞㠻幺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Ĵġ ňĴŉĴĹĳĵĸĺġ

ĲĸĶĲĮŉīġ ⼸剛懢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ĵġ ňĴŉĴĹĸķĸĶġ

ĴĶıĮņœīġ ⻝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ķĶġ ňĴŉĴĸĸĶĺĸġ

őŖĳĮĶıīġ 嫅䁀⯽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ķġ ňĴŉĴĹĴĹıķġ

ĲııĮōŉīġ 㚦⻝䍚嗕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ĸġ ňĴŉĴĺĲĴĴĸġ

ŚĶĮĶĺĳīġ ⇯㎂ὧ⇑⓮⸿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Ĺġ ňĴŉĴĹķĲĸĵġ

ĴĺĶĹĮŏīġ 昛㖶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ĺġ ňĴŉĴĹĲĺııġ

ˢ ńĮĴĹĲīġ 昛㗍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ĸıġ ňĴŉĴĵĹĺĲĹġ

řĴĮĵĵĶīġ ⻝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ĸĲġ ňĴŉĴĵĺĺĴĵġ

ķĺĴĮňŗīġ ⼸₨㿆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ĸĳġ ňĴŉĴĵĶĵĸĹġ

ĴĳĴĺĮőīġ

㖍涡⚳晃偉ấ㚱旸℔⎠ġ

ĴĴ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ĸĴġ ňőńłĳĶıĴķġ

ĵķĸĸĮŕīġ

㜿ᶾ⼔ġ

Ķķ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ĸĵġ ňĴŉĴĴķıĺĴġ

ĳĸıĮŚīġ

岜慹㧁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ĸĶġ ňĴŉĴķĹĹĹıġ

ĺĶĲĶĮŔīġ

㪲€ⶍ䦳偉ấ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ĸķġ ňĴŉĴĸķıķĵġ

ıĳĶĳĮŘīġ 湫㝷搓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ĸĸġ ňĴŉĴķĴĴĵĶġ

ŃŎĴĮĵıīġ ⏛⬇⭡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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ĸĹġ ňĴŉĴĸĸĶĴĳġ

ĳĲĸĮňœīġ 惕屜廅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ĸĺġ ňĴŉĴķĸĺĸĶġ

ĸĳķĶĮŇīġ

哉ㄞ圵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Ĺıġ ňĴŉĴĸĲıĵĲġ

ĳĸĲĺĮŘīġ 㰇冰昮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䫔 Ķ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Ĳġġ
⇘㟰嗽烉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ĹĲġ

ňĴŉĴķĵĺıĳġ łńŘĮıĸĲīġ 干Ṏ⎉ġ

ķı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ĳġ

ňĴŉĴķĹĹıĸġ

łŃŚĮĲĹĸīġ 䌳㗇䪋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Ĵġ

ňĴŉĴķĵĴĳıġ

ķĸĶĺĮŖīġ 㳒䌱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Ĺĵġ

ňĴŉĴĸĳĲĶĺġ

ĲĹĳĺĮŘīġ 䌳渿䎈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Ķġ

ňĴŉĴĹıĳĳĲġ

ĲĵĺĹĮňīġ 姙䫹䏛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ķġ

ňĴŉĴķĸĴķĳġ

ĺıĴĮōŏīġ 哋⬅ヰ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ĸġ ňŒńłĲĵıķķġ

ŔŐŉĮĴĴīġ 㜿忚€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Ĺġ

ňĴŉĴķĹĹĶĵġ

ķŔĮķĲķīġ

㛶ᾆ⽟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ĺġ

ňĴŉĴķĸĳĺĳġ

łŃŚĮıĺıīġ 䲨㿆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ıġ

ňĴŉĴĴĲĳĸķġ

ĶĲķĸĮŋīġ

ĺĲġ

ňĴŉĴĳĹĵķıġ

ŎĸĮĲĴĲīġ 湫䄁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ĳġ ňőńłĳĸıĳĳġ

ŐřĮĸıĸīġ ⻝䌱䅽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ĺĴġ ňőńłıĸıķĴġ

ŌŘŚĮķĺīġ 䌳㲘䪡ġ

Ķķ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㵝况⛇⛘攳䘤偉ấ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ĵġ

ňĴŉĴķķĶĺĴġ

ŌĹĮĴĺĵīġ 㢖曺ⶍ䦳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ĺĶġ

ňĴŉĴĹıĸĺıġ

ňŒĶĮĲĺīġ 岜⬇⦧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ķġ ňőńłĳıııĺġ

ķıķĳĮśīġ 湫暚䍵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ĸġ

ňĴŉĴĵķĵĵĴġ

őķĮĵĳĺīġ

昛ὲ冰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Ĺġ

ňĴŉĴĶĶķĺĹġ

ĴłĮĶĶķīġ 㜿䥨⯷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ĺġ

ňĴŉĴĵĹĹĳĹġ

ĹıĹĶĮŇīġ

⻝㚰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ıġ ňĴŉĴĴķĲĶĳġ

ĺĸĺĮŇīġ

慹溶䚃Ṍ忂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Ĳġ ňĴŉĴķıĴĴķġ

ŃŔĹĮĵķīġ ℐ⇑揝ⶍ⺈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ĳġ ňĴŉĴķĳıĴĶġ

ıĳĳĮōōīġ 䌳㟪⭡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Ĵġ ňĴŉĴķıĴĳĲġ

ıĺĺĮńœīġ ⼸區晭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ĵġ ňĴŉĴķĴĸĵĲġ

ĴŒĮĳĹĹīġ 姙⁛䤷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Ķġ ňĴŉĴıĳĸĹĸġ

ŐŘōĮĵĸīġ 昞䣸婈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ķġ ňĴŉĴĴıķĳĳġ

ĶĹĶĶĮŎīġ 㜿㗱€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ĸġ ňĴŉĴĳĶĸĺĵġ

ĸĳĸĲĮőīġ

⻝ἑ柌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ĲıĹġ ňĴŉĴĳĹĹķĶġ

ĸĶķĲĮŉīġ 䌳䳡⬱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ĺġ ňĴŉĴĴķĸĺĹġ

ŋĹŋĮĲĺī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ıġ ňĴŉĴĵĶĵķĶġ

囄暒 ŃŐŏŅįŎŊńŉņōōņįġ

ŅŚĮĳĺĺīġ 湫⚳岊ġ

ĴĴ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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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ĲĲġ ňĴŉĴĶķĸĸĹġ

ŋőŉĮĺķīġ 㼀よ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ĳġ ňĴŉĴĵĴĴĴĶġ

ĵıĴĶĮőīġ

Ⓒ䡏䎈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

ĲĲĴġ ňĴŉĴĲĹĶĶĺġ

ıķĲĮŃŘīġ 湫农懆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ĲĲĵġ ňĴŉĴıĹĺĳĺġ

ıķĲĮŃŘīġ 湫农懆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ĲĲĶġ ňĴŉĴĶķĵıĲġ

ĶıĸķĮŇī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怚ㅳ≇ġ

ĲĲķġ ňĴŉĴĴĺĶĲĹġ

ňśĶĮĺıīġ 楔‹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ĲĲĸġ ňĴŉĴĵĵĳĺĲġ

ĶĶĺĮňřīġ ↙佲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ĲĲĹġ ňĴŉĳĺĶĵĲĲġ

ŋĹŋĮĲĺīġ

囄暒 ŃŐŏŅįŎŊńŉņōōņį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ĲĲĺġ ňĴŉĴĲĺĺĺĵġ

ıĵĸĴĮŃīġ 㚦䪡䭨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Ĳĳıġ ňĴŉĴıĹĳĺĶġ

ŏňĮĸĺĶīġ 㱃䦳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

ĲĳĲġ ňĴŉĴıĳĸĹĲġ

łĴĮķĶĺīġ 昛ᶱ⃫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Ĳĳĳġ ňĴŉĴĳĺĴıķġ

ŃĸĮĵĶĴīġ ⻝⊅㖢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ĲĳĴġ ňĴŉĴķĵĹķĲġ

ĴıııĮŖīġ 娡㓧䐳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Ĳĳĵġ ňĴŉĴķıĴĺĲġ

ŏŚĮĳĵĺīġ ℐ⣽㜘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ĲĳĶġ ňĴŉĴĶĶĶĸĶġ

ŚŋŐĮĺĸīġ 昛㧡䓘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

䫔 ķ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ĳġġ
⇘㟰嗽烉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徨䉨ンİ復
忼䉨ン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Ĳĳķġ

ňĴŉĴĲķĸĴĸġ

ŇłĶĮıĳīġ

湫㖶ℐ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ĳĸġ

ňĴŉĴĲĹıĹĸġ

ĺŋĮĲĴĹīġ

㜿努㰪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ġ

ĲĳĹġ

ňŒńłĲĲıĴķġ

ķĹĸĹĮőīġ

⻝⦧ㄏġ

ĶķĲıĲ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ĳĺġ

ňĴŉĴĶķĹĳĹġ

ńŕŌĮĶĳīġ

䞛做所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ıġ

ňĴŉĴĴĶķĸĸġ

ōĸĮĶĳĵīġ

ⶐ㲳㯜䓊埴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Ĳġ

ňĴŉĴĵĹĶĴĵġ

ķĺıĮōŏīġ

恙⿉呩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ĳġ

ňĴŉĴĵĳķĲĹġ

ŎŅĮĸĸĺīġ 伭㘗㔯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Ĵġ

ňĴŉĴĴĺķĸĸġ

ńŚĮıķĴīġ

⼕ℐ㭭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ĵġ

ňĴŉĴĶĹĺıĲġ

ĳĵĸĺĮŉīġ

⯽䩳埴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Ķġ

ňĴŉĴĶĺĳĺĹġ

ĳĵĸĺĮŉīġ

⯽䩳埴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ķġ

ňŒńłĳĹıĸĴġ

ĶķĲıķ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ĸġ

ňŒńłĳĲıĲĶġ

ĳĲĺĹĮŖīġ

昛⽿㖕ġ

ĶķĲıķ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Ĺġ

ňĴŉĴķıĳķıġ

ĹķĺĮŎőīġ

㰇㵹厗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ĺġ

ňĴŉĴĸķıĴĴġ

ĹķĺĮŎőīġ

㰇㵹厗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ıġ

ňĴŉĴĸĳĺĺĲġ

ŏŒŚĮĸĸīġ ␐⃫伶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Ĳġ

ňĴŉĴĴĺĵĵĺġ

ĵĲĳĴĮŇīġ

昛⭀䄏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ĳġ

ňĴŉĴĸĲĶķıġ

ŏŒŉĮĴıīġ 嫅⾈列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Ĵġ

ňĴŉĴĸķĶĲĸġ

łŃŕĮĲĲĲīġ 㜿侨厗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ġ

干ᷣ⥻⎵ġ

łŃŚĮĲĸıīġ 柷ỹ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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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ĵĵġ

ňĴŉĴĴĸķĺĴġ

łĴĮĸĺĶīġ

昛⼤⽟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Ķġ

ňĴŉĴĴĳĳĳĺġ

ĳĵĲĶĮŏīġ

⏛㲘倘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ķġ

ňĴŉĴĳĺĲĺĳġ

ĳŌĮĹĸĸīġ

喯ⲯ㔯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ĸġ

ňŒńĺĲĵıĵĺġ

ŐŉĮĴķķīġ

㛶娑枣ġ

ĶķĲıĲıĲ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ġ

ĲĵĹġ

ňĴŉĴĶĹĵĴķġ

ĳĲĺĲĮŔīġ

∱䍚⏃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ĺġ

ňĴŉĴĸĴĳĴĶġ

łŃřĮĴĲĲīġ 昛䳡➡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ġ

ĲĶıġ

ňĴŉĴĴĺĴķĴġ

ŉŐĮĹĸĶīġ

䪍㠭䍵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ġ

ĲĶĲġ

ňőńĹıĹıķĸġ

ŔŖŔĮĸķīġ

昛⣏春ġ

ĶķĲıĲ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ĳġ

ňĴŉĴĵķĶķĵġ

ńŕĮĳıĳīġ

⻝㶭㦹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Ĵġ

ňĴŉĴĵķĴĳĲġ

ŚŊŅĮĵĶīġ

⬓厗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ĵġ

ňĴŉĴĵĵĺĸĶġ

ĲĲĴĸĮŅīġ

哉⯂㾌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Ķġ

ňĴŉĴĴĺĶıĳġ

łłĶĮĺĺīġ

啃㓧尒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ķġ

ňĴŉĴĳĹıĴĲġ

ŎŗĮķĺĳīġ 姙忚叔ġ

ĵĹĲıĵıĳ 㞍䃉㬌Ṣġ

䴻䳸㟰ġ

ĲĶĸġ

ňĴŉĴĶĶĹĹıġ

ňśĶĮĺıīġ

楔‹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Ĺġ

ňĴŉĴĵĹĹĴĺġ

ıĺķĮōœīġ

∱栗ⲗ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ĺġ

ňĴŉĴĵĹĹĴĹġ

ıĺķĮōœīġ

∱栗ⲗ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ıġ

ňĴŉĴĸĸĶĴĶġ

ĹĺķĮŋōīġ

⻝䩳⣯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Ĳġ

ňĴŉĴĹĵĺĶĲġ

ńŕŌĮĶĳīġ

䞛做所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ĳġ

ňĴŉĴĹĳĸĸĹġ

ķĸĹĸĮķīġ

㖍㘱䦇屫㚱旸℔⎠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Ĵġ

ňĴŉĴķıĳĵĳġ

ŚŋŌĮĹĹīġ

㛙尒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ĵġ

ňĴŉĴķĺĺĶĵġ

ŕĹĮĹĳĸīġ

㰇㥖㧡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Ķġ

ňĴŉĴķĳĳĲĲġ

ĸĵıĹĮŏīġ

傉侈厗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ķġ

ňĴŉĴĺĲĹıĳġ

ŌŖłĮĶķīġ 劫㋗㖴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ĸġ

ňĴŉĴĹĳķĺĲġ

łŅŔĮĺĳķīġ 湫ᶾ⊃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Ĺġ

ňĴŉĴĴıĸĹĴġ

ŒŕĮĹķĺīġ

恙岄䃴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ķĺġ

ňĴŉĴĳĺĲĴıġ

ŒŕĮĹķĺīġ

恙岄䃴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ĸıġ

ňĴŉĴĸıĺĲĴġ

œķĮĵıĺīġ

㛶⬱䚃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䫔 ĸ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Ĵġġ
⇘㟰嗽烉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ĲĸĲġ

ňĴŉĴıĴĸĺĴġ

ıĶĲĮōŌīġ

Ĳĸĳġ

ňĴŉĴĸĳıĶĹġ

ĲĸĴġ

干ᷣ⥻⎵ġ

㱽㡅ᶨġ

徨ẞ⍇⚈ġ

╖徨䉨ンİ復
忼䉨ンġ

嵁ὲ⬯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ĵıĶĮőīġ

䅽㸸㰥干埴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ňĴŉĴĵĵĺĲĹġ

ĵĹĳĸĮŔīġ

㰇ㄞ㢖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ĸĵġ

ňĴŉĴĵĴĴĸĵġ

ĳĵĹĴĮőīġ

㇜ẚ唯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ĸĶġ

ňĴŉĴķķĴĳıġ

ĴĳĹıĮřīġ

昛⮞䋄ġ

ĵıııııĸ

㞍䃉㬌⛨ġ

䴻䳸㟰ġ

Ĳĸķġ

ňĴŉĴĴĳĴıĶġ

ĳĲĲĺĮŉīġ

ㄏ䏎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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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ĸĸġ

ňŊıĴĳĵĴıĴġ

łŃŖĮĸĺĹīġ

岜⽿⼍ġ

ĵĹĲıĳıĲ

㞍䃉㬌⛨ġ

䴻䳸㟰ġ

ĲĸĹġ

ňĴŉĴĸĸĵĲķġ

ĴĲĲĮōŉīġ

⬇⿅ỹ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ĸĺġ

ňĴŉĴĴĲĸıĳġ

ĹĵĶĺĮőīġ

㷠よ懆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Ĺıġ

ňĴŉĴķĳııķġ

łńŇĮĴĴĹīġ

㰇⽟㶭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ĹĲġ

ňĴŉĴĹĸĺķĸġ

ĴĲĲĮōŉīġ

⬇⿅ỹ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Ĺĳġ

ňĴŉĴĹĲĹĳķġ

ķŒĮĹıĴīġ

㕥㛐㗍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ĹĴġ

ňĴŉĴĶĶķĳĴġ

ĸıĹĹĮňīġ

⏪慹㬉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Ĺĵġ

ňĴŉĳĵĳĵĴĳġ

ĳĸĲĺĮŏīġ

湫⫸⭠ġ

ĶĴĳıııĲ

℞⬫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ĴıĳķĶĴġ

ĴĺĶĮŉőīġ

昛⑩᷆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ĴĲĹķķĺġ

ıĹĸĮŃŏīġ

昛嘡⤪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ĸġ

ňĴŉĴĴıĺıĲġ

ĺĴĶĸĮŖīġ

昛㯠泣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Ĺġ

ňĴŉĴĲĲĲĹĵġ

ĺıĲĮňňīġ

㳒㔔䵕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ĺġ

ňŒńłĴĲııĺġ

ŒĴĮĵĸĶīġ

∱㲘做ġ

ĶķĲıĵıĳ

℞⬫ġ

ㆸ≇姣姀ġ

Ĳĺıġ

ňĴŉĴĶķıĺĳġ

ĲıĲĮŋŉīġ

昛咖⬷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Ĳġ

ňĴŉĴĳıĺķĶġ

ķœĮĴķĳīġ

昛䥡⼌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ĳġ

ňĴŉĳĺĸĴķĳġ

ĳĵĹıĮńīġ

㚦䌱㡳ġ

ĵıııııĶ

℞⬫ġ

䴻䳸㟰ġ

ĲĺĴġ

ňĴŉĳĶĵĵıĵġ

ŌŅňĮĵĺīġ

恙䌱⮞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ĵġ

ňĴŉĴķĲĺĴĳġ

ŃŗĮķĶĶīġ

娡㯜慹ġ

ĵıııııķ

℞⬫ġ

䴻䳸㟰ġ

ĲĺĶġ

ňĴŉĳĶĺıĳĵġ

ııķĮňœīġ

㛶㰩ㄏ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ĳĸĴĶĲıġ

łńŇĮķıĳīġ

岜慹䓇ġ

ĵıııııĶ

℞⬫ġ

䴻䳸㟰ġ

Ĳĺĸġ

ňĴŉĳĺĴĵıĸġ

ŏŒŃĮķĹīġ

伭佑ㅚ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Ĺġ

ňĴŉĳĹĺıĺĺġ

ĴĴĸĮňœīġ

㜿㲗ㅚ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ĺġ

ňĴŉĳĺĴĺĹķġ

ĳĵķıĮńīġ

䄲㥖厗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ııġ

ňĴŉĳĴķĲıĳġ

ĳĵķıĮńīġ

䄲㥖厗ġ

ĶĴĲıııĲ

℞⬫ġ

ㆸ≇姣姀ġ

䫔 Ĺ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ĵġġ
⇘㟰嗽烉ġ㕘䪡⋨䚋䎮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ĳıĲġ

ňŒńŃıĴıĳĳġ

干嘇ġ

干ᷣ⥻⎵

ıĴĹĴĮŕīġ 㰇⭞湇ġ

㱽㡅ᶨġ

徨ẞ⍇⚈ġ

ĶķĲıĲıĲġ 怟䦣ᶵ㖶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ㆸ≇姣姀ġ

䫔 ĺ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ĵġġ
⇘㟰嗽烉ġ⯷㜙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ĳıĳġ

ňĴŉĴĶĺĺĴĳġ

干嘇ġ

干ᷣ⥻⎵

ŐŃĮıĳĴīġ 㛶⧱䐄ġ

㱽㡅ᶨġ

徨ẞ⍇⚈ġ

ĶĴĲıııĲġ 怟䦣ᶵ㖶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ㆸ≇姣姀ġ

䫔 Ĳı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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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佑ⶪ䚋䎮䪁ġġ
干ᷣ⥻⎵

㱽㡅ᶨġ

╖徨䉨ンİ復忼䉨
ン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徨ẞ⍇⚈ġ

ĳıĴġ

ňĴŉĴĸĺĴĳĹġ

łńŏĮķĲĺīġ

䌳⺢㬎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ĵġ

ňĴŉĴķĴĵĴĳġ

ŏŒśĮĲĸīġ

䌳忻ㆸ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Ķġ

ňĴŉĴĲĺĺĴĶġ

ĺıķĮŋŖīġ

㣲▱勝ġ

ĵıııııķġ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䫔 Ĳ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冢⋿ⶪ塩㰢ᷕ⽫冢⋿彎℔⭌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

㱽㡅ᶨġ

徨ẞ⍇⚈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ĳıķġ

ňĴŉĴĸĺĵĳĳġ

ĵıĲĸĮňīġ ⏛拎䐳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ĸġ

ňŒńłĴııĺĳġ

ĵıĲĸĮňīġ ⏛拎䐳ġ

ĶķĲıĲıĲ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Ĺġ

ňŒńŃĲııĴĺġ

ŉĸĮĸĺĳīġ 㣲䐆晬ġ

ĶķĲıĲıĲġ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ıĺġ

ňĴŉĴĸĺıķĺġ

ŃŊœĮĴĲīġ 娡怈䦳ġ

ĵıııııĶġ ℞⬫ġ

ㆸ≇姣姀ġ

䫔 Ĳ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剿㞿䚋䎮䪁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ĳĲıġ ňĴŉĴĹĵĹĶĵġ

干嘇ġ

干ᷣ⥻⎵ġ

㱽㡅ᶨ

ĵĺĺĲĮŖīġ ∝⭞ᾙ偉ấ㚱旸℔⎠ġ

徨ẞ⍇⚈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ㆸ≇姣姀ġ

䫔 ĲĴ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㕘䪡ⶪ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ĳĲĲġ

ňőńłĳĺıĴĵġ

ĵĸıķĮŏīġ

ĳĲĳġ

ňĴŉĴĹĶĴĶĹġ

ĳĲĴġ

ňĴŉĴĶıııĹġ

干ᷣ⥻⎵ġ

㱽㡅ᶨġ

䫁⢮ⶍ䦳埴ġ

徨ẞ⍇⚈ġ

╖徨䉨ンİ復忼
䉨ンġ

ĶķĲıĲıĲ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ķĮŇłīġ 䌱ⶅ⍂⽟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ĹĳĴĮŃŏīġ ∱ṕ⏃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䫔 Ĳĵ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嗕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ĳĲĵġ

ňĴŉĴĵĴĳķĸġ

ŎŚĸĮĴıīġ

干ᷣ⥻⎵
∱⮞ⶅġ

㱽㡅ᶨġ

徨ẞ⍇⚈ġ

ĵıııııĶġ 㞍䃉㬌Ṣġ

䫔 ĲĶ 枩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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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㼶㷾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ĳĲĶġ

ňĴŉĴķĵĸĳĸġ

干嘇ġ

干ᷣ⥻⎵

łĴőĮĹĹīġ 恙⺢䵕ġ

㱽㡅ᶨġ

徨ẞ⍇⚈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ㆸ≇姣姀ġ

䫔 Ĳķ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㟫⚺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ĳĲķġ

ňĴŉĴĸķĲĲĹġ

干嘇ġ

干ᷣ⥻⎵

ĵĸĶĺĮŕīġ 檀⓻㔯ġ

㱽㡅ᶨġ

徨ẞ⍇⚈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ㆸ≇姣姀ġ

䫔 Ĳĸ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檀晬ⶪ塩㰢ᷕ⽫沛Ⱉ彎℔⭌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ĳĲĸġ

ňĴŉĴĶĲıĺĴġ

干嘇ġ

干ᷣ⥻⎵

ōŎĮĵĳıīġ 恙䄍Ḧġ

㱽㡅ᶨġ

徨ẞ⍇⚈ġ

ĵıııııķġ 㞍䃉㬌Ṣ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ㆸ≇姣姀ġ

䫔 ĲĹ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䚋䎮䪁ġġ
干嘇ġ

干ᷣ⥻⎵

㱽㡅ᶨġ

╖徨䉨ンİ復忼䉨
ン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徨ẞ⍇⚈ġ

ĳĲĹġ

ňĴŉĴĸĺĲıĹġ

ĲĸĲĮŎŏīġ 惕⬇䣸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ĺġ

ňĴŉĴĸĹĺĵĶġ

ĶĹĸĮōŉīġ

㛶佑晬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ıġ

ňĴŉĴĹĳĸĹĹġ

œĴĮĵĹĴīġ

湫⚳佑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ĳĲġ

ňĴŉĴĸĶıĹĴġ

řĹĮĸĴĲīġ

⻝晩䍚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ĳġ

ňőńŃıĸıĺĵġ

łņĮĶĳĺīġ

ả⽿ġ

ĶķĲıķıĵġ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ĳĴġ

ňĴŉĴķĵĵĸĲġ

ĲĴĺĮŃřīġ

㫸俾ġ

ĵıııııķġ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ĳĵġ

ňĴŉĴĵĵĲĶĲġ

ĸĳĶĮŋōīġ

䲨⬿㻊ġ

ĵıııııĶġ ℞⬫ġ

ㆸ≇姣姀ġ

䫔 Ĳĺ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

ĳĳĶġ

ňĴŉĴĹĶĸĸĹġ

ŚĳĮĴĺıīġ 㳒ὲ恶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ķġ

ňĴŉĴķĴķĸıġ

ıĴĺĳĮśīġ ∱⒚㸸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ĸġ

ňĴŉĴķıĵĺĹġ

ŋĸĮıĵıīġ

⏪㖶忼ġ

ĵıııııĶġ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ĳĹġ

ňĴŉĴĹĶĳķĹġ

ĲĲĺĺĮŉīġ 挦䏗䓇ġ

ĵıııııĶġ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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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ĳĺġ

ňĴŉĴĲĵıĴĹġ

ĲķĲĴĮőīġ

旖㗍伶ġ

1

期

ĵıııııķġ ℞⬫ġ

ㆸ≇姣姀ġ

䫔 ĳı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䚋䎮䪁ġġ
干嘇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復
忼䉨ンġ

䶐嘇ġ

忽夷╖嘇ġ

ĳĴıġ

ňĴŉĴĵĹĴĲĶġ

ŔĹĮĳıĲīġ 䜧㖴䥹㈨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Ĳġ

ňĴŉĴĸĸĳĹĺġ

ĴōĮĲĳĹīġ ᶩḰ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ĳġ

ňĴŉĴķĸĳĶĹġ

ĴōĮĲĳĹīġ ᶩḰ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Ĵġ

ňĴŉĴĴĴıĴĳġ

ĳķĹĹĮŗīġ 㛶ᷕ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䫔 ĳ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佑⋨䚋䎮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

㱽㡅ᶨġ

徨ẞ⍇⚈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ĳĴĵġ

ňĴŉĴĴĸĳĵıġ

ĳĳĶĴĮśīġ ⻝幺䜧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Ķġ

ňőńłıĸıĳĸġ

ĶĴĸĲĮŏīġ 昛朄₨ġ

ĶķĲıĵıĳ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䫔 ĳ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ĳİĲĹġᶲ⋰ġıĺĻĴĲĻĴķġġ
⇘㟰嗽烉ġ❼慴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

㱽㡅ᶨġ

ĳĴķġ

ňĴŉĴĸĳĺĸĳġ

ķĳĲĮōŒīġ ⏛ⱛⲘġ

ĵıııııĶġ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ĳĴĸġ

ňĴŉĴĸĲķĺĸġ

ķĳĲĮōŒīġ ⏛ⱛⲘġ

ĵıııııĶġ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䫔 ĳĴ 枩ġ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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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1

期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20225431號
附件：場址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臺中市后里區屯子腳段0128-0003地號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姓名或名稱：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山隆后里加油站。
三、場址地址：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170號。
四、場址地號：臺中市后里區屯子腳段0128-0003地號。
五、場址面積：面積共1,039平方公尺。
六、場址座標：如附件場址航照套繪圖。
七、場址現況概述：場址由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山隆后里加油站，
目前停業中。
八、污染物及污染情形：
(一)污染情形：場址土壤中總石油碳氫化合物濃度最高達7,220毫克/公
斤，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1,000毫克/公斤）。
(二)污染範圍：臺中市后里區屯子腳段0128-0003地號。
九、其他重要事項：
(一)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臺中
市政府審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日期為
準而非投郵日）。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
護科(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
66312)。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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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期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20122072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后里區屯子腳段0128-0003地號土地為土壤污染管制區，即
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場址經本局土壤採樣檢測結果，污染物總石油碳氫化合物濃度最高
達7,220毫克/公斤，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1,000毫克/公斤)，臺中
市政府業以102年11月29日府授環水字第1020225431號公告為土壤污
染控制場址，為保障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特劃定本場址所在土地範
圍為土壤污染管制區，並對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
制。
二、管制區範圍：臺中市后里區屯子腳段0128-0003地號，位置詳如航照套
繪圖。
三、管制項目：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為。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項
及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
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為
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鍰。
五、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本局審查
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局長

劉邦裕
115

103年春字第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6

1

期

103年春字第

臺中市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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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20127691號
主旨：公告修正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噪音管制區內除工廠(場)、娛樂場
所、營業場所、營建工程以外之設施、裝修工程、集會、遊行、非營
業用卡拉OK與民俗活動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
公告事項：
一、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內除工廠(場)、娛樂場所、營業場所或營建工程
以外之場所，所使用下列設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
第八條規定，違反前述規定者通知限期改善，其期限不得超過30日。
(一)發電機。
(二)變壓器。
(三)空調冷氣。
(四)馬達。
(五)抽水馬達。
(六)冷卻水塔。
(七)抽排風機。
(八)冷凍（藏）櫃。
二、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內之裝修工程所發出的聲音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
準第六條規定，違反規定者通知限期改善，其期限不得超過4日。
三、集會、遊行、非營業用卡拉OK與民俗活動（含神壇、廟會、婚喪及殯
葬）等場所及設施：
(一)使用擴音設施所發出的聲音，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第七條規定，
違反規定者通知限期改善，其期限不得超過10分鐘。
(二)其餘所發生的聲音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第八條規定，違反規定者
通知限期改善，其期限不得超過4日。
四、本公告自公告日起實施。

局長
劉邦裕
副局長 莊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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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20128059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永日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土地（臺中市大甲區幼獅段10260000地號）為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地下水使用或人
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場址依據本局102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查
證結果，地下水污染物總酚濃度達0.366毫克/公升，超過第二類地下
水污染管制標準（0.14毫克/公升），臺中市政府業以102年12月6日府
授環水字第1020232112號公告為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為保障居民健
康及生活環境，特劃定該場址所在土地範圍為地下水污染管制區，並
對區內之地下水使用或人為活動進行管制或限制。
二、管制範圍：臺中市大甲區幼獅段1026-0000地號，位置詳如航照套繪
圖。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飲用、使用地下水及作為飲用水水源。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將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項及第
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
地關係人，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為人、
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
罰鍰。
五、如有不服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58
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查後，
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局長
劉邦裕
副局長 莊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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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ㄧ字第1020241424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地籍圖
主旨：公告本市歷史建築「二次大戰機場碉堡」更名為「原日軍臺中飛行場
機槍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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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原日軍臺中飛行場機槍堡。
二、種類：軍事設施。
三、位置或地址：水湳機場貿易九村入口旁。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西屯區廣明段284地號內之碉
堡設施（含地道），面積：181.43平方公尺（詳地籍圖）。
五、登錄理由：
(一)本案建物前於95年4月24日公告為歷史建築，原登錄名稱為「二次大
戰機場碉堡」，嗣經本市102年第5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
審議委員會決議更名為「原日軍臺中飛行場機槍堡」。
(二)本建物為西元1940年日軍因應原日軍臺中飛行場（今水湳機場）武
裝戰備而興建，火力網可壓制飛行場東側一帶平原開闊地，屬機槍
掩體，慣稱「機槍堡」。其外型為圓錐型混凝土構造之結構體，底
座直徑約10公尺，高約6~9公尺，壁體留有多處矩形窗口。
(三)本歷史建築見證二次大戰時期日軍為守備臺灣中部大肚山「臺中飛
行場」之軍備佈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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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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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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ㄧ字第1020241429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地籍圖
主旨：公告本市歷史建築「戰後2號碉堡」更名為「戰後林厝2號反空降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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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戰後林厝2號反空降堡。
二、種類：軍事設施。
三、位置或地址：大肚山都會公園入口前主要道路東側。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西屯區永林段356地號內之碉
堡設施（含地道），面積：9,819.52平方公尺（詳地籍圖）。
五、登錄理由：
(一)本案建物前於95年4月24日公告為歷史建築，原登錄名稱為「戰後2
號碉堡」，嗣經本市102年第5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
委員會決議更名為「戰後林厝2號反空降堡」。
(二)本建物為戰後國軍繼承日軍310高地「3102陣地」基礎作戰工事
後，於西元1976年設置「林厝反空降陣地」修建之新式作戰工事，
該區域範圍廣闊且平坦，適合敵軍進行大規模空降任務，國軍因應
此一作戰狀況，進行反空降作戰工事佈署，屬機槍掩體，慣稱反空
降堡。其外型為圓柱型鋼筋混凝土所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
尺，高約6~9公尺，壁體留有多處矩形窗口。
(三)本歷史建築見證戰後國軍針對臺灣中部大肚山之軍備佈署及戰略思
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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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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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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ㄧ字第1020241430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地籍圖
主旨：公告本市歷史建築「戰後3號碉堡」更名為「戰後林厝3號反空降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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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戰後林厝3號反空降堡。
二、種類：軍事設施。
三、位置或地址：大肚山都會公園內北側停車場旁。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西屯區永林段110、112等2筆
地號內之碉堡設施（含地道），面積：共計73,504.47平方公尺（詳地
籍圖）。
五、登錄理由：
(一)本案建物前於95年4月24日公告為歷史建築，原登錄名稱為「戰後3
號碉堡」；定著土地為西屯區永林段110地號，嗣經本市102年第5次
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決議更名為「戰後林厝3號
反空降堡」；定著土地修正為西屯區永林段110、112地號。
(二)本建物為戰後國軍繼承日軍310高地「3102陣地」基礎作戰工事
後，於西元1976年設置「林厝反空降陣地」修建之新式作戰工事，
該區域範圍廣闊且平坦，適合敵軍進行大規模空降任務，國軍因應
此一作戰狀況，進行反空降作戰工事佈署，屬機槍掩體，慣稱反空
降堡。其外型為圓柱型鋼筋混凝土所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
尺，高約6~9公尺，壁體留有多處矩形窗口。
(三)本歷史建築見證戰後國軍針對臺灣中部大肚山之軍備佈署及戰略思
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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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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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ᐕўࡌᑐฦᒵϦ߄
ǵӜᆀ

Ꮿࡕ݅ছ 3 ဦϸޜफ़ൕ

ᅿᜪ

ै٣ࡼ

Տ܈Ӧ֟

εغξϦ༜ϣчୁଶً

ΒǵᐕўࡌᑐϷ ܌ځᆵύѱՋЂ҉݅ࢤ 110ǵ112  2 Ӧဦϣϐൕࡼ
ۓβӦϐጄൎ Ȑ֖Ӧၰȑ
Ǵय़ᑈǺӅी 73,504.47 ѳБϦЁȐ၁ӦᝤკȑǶ
Οǵฦᒵҗ

1.ҁਢࡌ ܭނ95 ԃ 4 Д 24 ВϦࣁᐕўࡌᑐǴচฦᒵ
ӜᆀࣁȨᏯࡕ 3 ဦൕȩ
ǹۓβӦࣁՋЂ҉݅ࢤ 110
ӦဦǴ༓ҁѱ 102 ԃಃ 5 ԛђᙬᐕўࡌᑐᆫပϷЎ
ϯඳᢀቩہ،׳ӜࣁȨᏯࡕ݅ছ 3 ဦϸޜफ़
ൕȩ
ǹۓβӦঅ҅ࣁՋЂ҉݅ࢤ 110ǵ112 ӦဦǶ
2.ҁࡌࣁނᏯࡕ୯ैᝩ܍Вै 310 ଯӦȨ3102 ତӦȩ୷ᘵ
բᏯπ٣ࡕǴܭՋϡ 1976 ԃȨ݅ছϸޜफ़ତӦȩ
অࡌϐཥԄբᏯπ٣Ǵ၀ୱጄൎቶᗡЪѳڶǴӝ
እैՉεೕኳޜफ़Һ୍Ǵ୯ैӢᔈԜբᏯݩރǴ
Չϸޜफ़բᏯπ٣թǴឦᐒᄳᡏǴᄍᆀϸޜफ़
ൕǶځѦࠠࣁ༝ࢊࠠᒳโషᏉβࡌ܌ϐ่ᄬᡏǴۭ০
ޔ৩ऊ 10 ϦЁǴଯऊ 6~9 ϦЁǴᏛᡏ੮Ԗӭೀંื
αǶ
3.ҁᐕўࡌᑐـᏯࡕ୯ैଞჹᆵύεغξϐैഢ
թϷᏯౣࡘᆢǴ಄ӝᐕўࡌᑐฦᒵቲЗቩϷᇶշ
ᒤݤಃ 2 చಃ 1 ಃ 1ǵ3ǵ4 ීຑྗ୷ۓǶ

Ѥǵݤз٩Ᏽ

ЎϯၗౢߥӸݤಃ 15 చᄤᐕўࡌᑐฦᒵቲЗቩϷᇶշ
ᒤݤಃ 3ǵ4 చೕۓǶ

ϖǵฦᒵВයϷЎဦ ύ҇୯ 102 ԃ 12 Д 16 В۬Ўၗӷಃ 1020241430
ဦǶ
ഢຏǺ
1.ҁ߄ฦᒵҗԾǺ൫ছബཀҾޗǴȠ211 ԃࡋᆵύѱεغѠӦЎϯඳᢀ.ै٣ᒪ֟ፓࣴزीฝȡ
Ȑᆵ
ᆵύǺᆵύѱЎϯၗౢᆅύЈǴ3122ȑ!
2.ҁ߄ӵԖᇤቪǵᇤᆉځ܈дᜪԜϐᡉฅᒱᇤǴҁ۬٩Չࡹำݤׇಃ 212 చϐೕۓǴளᒿਔ҅׳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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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ㄧ字第1020241425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地籍圖
主旨：公告本市歷史建築「二次大戰5號碉堡」更名為「原日軍3102高地機槍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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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原日軍3102高地機槍堡。
二、種類：軍事設施。
三、位置或地址：大肚山都會公園北側出口前主要道路旁。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西屯區永林段41地號內之碉
堡設施（含地道），面積：694.55平方公尺（詳地籍圖）。
五、登錄理由：
(一)本案建物前於95年4月24日公告為歷史建築，原登錄名稱為「二次大
戰5號碉堡」，嗣經本市102年第5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
議委員會決議更名為「原日軍3102高地機槍堡」。
(二)本建物為原日軍310高地「3102陣地」基礎作戰工事僅存之5號碉
堡，戰後國軍繼承後該陣地，於西元1976年設置「林厝反空降陣
地」時，接續進行該碉堡之修護與使用，屬機槍掩體，慣稱機槍
堡。其外型為圓錐型混凝土所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尺，高
約6~9公尺，壁體留有多處矩形窗口。
(三)本歷史建築見證二次大戰時期日軍及戰後國軍針對臺灣中部大肚山
之軍備佈署及戰略思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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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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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ᐕўࡌᑐฦᒵϦ߄
ǵӜᆀ

চВै 3102 ଯӦᐒᄳൕ

ᅿᜪ

ै٣ࡼ

Տ܈Ӧ֟

εغξϦ༜чୁрαЬाၰၡ

ΒǵᐕўࡌᑐϷ ܌ځᆵύѱՋЂ҉݅ࢤ 41 ӦဦϣϐൕࡼȐ֖Ӧၰȑ
Ǵय़
ۓβӦϐጄൎ ᑈǺ694.55 ѳБϦЁȐ၁ӦᝤკȑǶ
Οǵฦᒵҗ

1.ҁਢࡌ ܭނ95 ԃ 4 Д 24 ВϦࣁᐕўࡌᑐǴচฦᒵ
ӜᆀࣁȨΒԛεᏯ 5 ဦൕȩ
Ǵ༓ҁѱ 102 ԃಃ 5 ԛ
ђᙬᐕўࡌᑐᆫပϷЎϯඳᢀቩہ،׳Ӝࣁ
ȨচВै 3102 ଯӦᐒᄳൕȩ
Ƕ
2.ҁࡌࣁނচВै 310 ଯӦȨ3102 ତӦȩ୷ᘵբᏯπ٣
Ӹϐ 5 ဦൕǴᏯࡕ୯ैᝩࡕ܍၀ତӦǴܭՋϡ 1976
ԃȨ݅ছϸޜफ़ତӦȩਔǴௗុՉ၀ൕϐঅ
ៈᆶ٬ҔǴឦᐒᄳᡏǴᄍᆀᐒᄳൕǶځѦࠠࣁ༝ᒷ
ࠠషᏉβࡌ܌ϐ่ᄬᡏǴۭ০ޔ৩ऊ 10 ϦЁǴଯऊ 6~9
ϦЁǴᏛᡏ੮ԖӭೀંืαǶ
3.ҁᐕўࡌᑐـΒԛεᏯਔයВैϷᏯࡕ୯ैଞჹᆵ
ύεغξϐैഢթϷᏯౣࡘᆢǴ಄ӝᐕўࡌᑐ
ฦᒵቲЗቩϷᇶշᒤݤಃ 2 చಃ 1 ಃ 1ǵ3ǵ4 ී
ຑྗ୷ۓǶ

Ѥǵݤз٩Ᏽ

ЎϯၗౢߥӸݤಃ 15 చᄤᐕўࡌᑐฦᒵቲЗቩϷᇶշ
ᒤݤಃ 3ǵ4 చೕۓǶ

ϖǵฦᒵВයϷЎဦ ύ҇୯ 102 ԃ 12 Д 16 В۬Ўၗӷಃ 1020241425
ဦǶ
ഢຏǺ
1.ҁ߄ฦᒵҗԾǺ൫ছബཀҾޗǴȠ211 ԃࡋᆵύѱεغѠӦЎϯඳᢀ.ै٣ᒪ֟ፓࣴزीฝȡ
Ȑᆵ
ᆵύǺᆵύѱЎϯၗౢᆅύЈǴ3122ȑ!
2.ҁ߄ӵԖᇤቪǵᇤᆉځ܈дᜪԜϐᡉฅᒱᇤǴҁ۬٩Չࡹำݤׇಃ 212 చϐೕۓǴளᒿਔ҅׳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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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ㄧ字第1020241427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地籍圖
主旨：公告本市歷史建築「戰後1號碉堡」更名為「戰後林厝1號反空降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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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戰後林厝1號反空降堡。
二、種類：軍事設施。
三、位置或地址：大肚山都會公園入口前主要道路西側。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西屯區永林段417地號內之碉
堡設施（含地道），面積：368.05平方公尺（詳地籍圖）。
五、登錄理由：
(一)本案建物前於95年4月24日公告為歷史建築，原登錄名稱為「戰後1
號碉堡」，嗣經本市102年第5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
委員會決議更名為「戰後林厝1號反空降堡」。
(二)本建物為戰後國軍繼承日軍310高地「3102陣地」基礎作戰工事
後，於西元1976年設置「林厝反空降陣地」修建之新式作戰工事，
該區域範圍廣闊且平坦，適合敵軍進行大規模空降任務，國軍因應
此一作戰狀況，進行反空降作戰工事佈署，屬機槍掩體，慣稱反空
降堡。其外型為圓柱型鋼筋混凝土所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
尺，高約6~9公尺，壁體留有多處矩形窗口。
(三)本歷史建築見證戰後國軍針對臺灣中部大肚山之軍備佈署及戰略思
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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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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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ᐕўࡌᑐฦᒵϦ߄
ǵӜᆀ

Ꮿࡕ݅ছ 1 ဦϸޜफ़ൕ

ᅿᜪ

ै٣ࡼ

Տ܈Ӧ֟

εغξϦ༜ΕαЬाၰၡՋୁ

ΒǵᐕўࡌᑐϷ ܌ځᆵύѱՋЂ҉݅ࢤ 417 ӦဦϣϐൕࡼȐ֖ӦၰȑǴ
ۓβӦϐጄൎ य़ᑈǺ368.05 ѳБϦЁȐ၁ӦᝤკȑǶ
Οǵฦᒵҗ

1.ҁਢࡌ ܭނ95 ԃ 4 Д 24 ВϦࣁᐕўࡌᑐǴচฦᒵ
ӜᆀࣁȨᏯࡕ 1 ဦൕȩ
Ǵ༓ҁѱ 102 ԃಃ 5 ԛђᙬ
ᐕўࡌᑐᆫပϷЎϯඳᢀቩہ،׳ӜࣁȨᏯ
ࡕ݅ছ 1 ဦϸޜफ़ൕȩ
Ƕ
2.ҁࡌࣁނᏯࡕ୯ैᝩ܍Вै 310 ଯӦȨ3102 ତӦȩ୷ᘵ
բᏯπ٣ࡕǴܭՋϡ 1976 ԃȨ݅ছϸޜफ़ତӦȩ
অࡌϐཥԄբᏯπ٣Ǵ၀ୱጄൎቶᗡЪѳڶǴӝ
እैՉεೕኳޜफ़Һ୍Ǵ୯ैӢᔈԜբᏯݩރǴ
Չϸޜफ़բᏯπ٣թǴឦᐒᄳᡏǴᄍᆀϸޜफ़
ൕǶځѦࠠࣁ༝ࢊࠠᒳโషᏉβࡌ܌ϐ่ᄬᡏǴۭ০
ޔ৩ऊ 10 ϦЁǴଯऊ 6~9 ϦЁǴᏛᡏ੮Ԗӭೀંื
αǶ
3.ҁᐕўࡌᑐـᏯࡕ୯ैଞჹᆵύεغξϐैഢ
թϷᏯౣࡘᆢǴ಄ӝᐕўࡌᑐฦᒵቲЗቩϷᇶշ
ᒤݤಃ 2 చಃ 1 ಃ 1ǵ3ǵ4 ීຑྗ୷ۓǶ

Ѥǵݤз٩Ᏽ

ЎϯၗౢߥӸݤಃ 15 చᄤᐕўࡌᑐฦᒵቲЗቩϷᇶշ
ᒤݤಃ 3ǵ4 చೕۓǶ

ϖǵฦᒵВයϷЎဦ ύ҇୯ 102 ԃ 12 Д 16 В۬Ўၗӷಃ 1020241427
ဦǶ
ഢຏǺ
1.ҁ߄ฦᒵҗԾǺ൫ছബཀҾޗǴȠ211 ԃࡋᆵύѱεغѠӦЎϯඳᢀ.ै٣ᒪ֟ፓࣴزीฝȡ
Ȑᆵ
ᆵύǺᆵύѱЎϯၗౢᆅύЈǴ3122ȑ!
2.ҁ߄ӵԖᇤቪǵᇤᆉځ܈дᜪԜϐᡉฅᒱᇤǴҁ۬٩Չࡹำݤׇಃ 212 చϐೕۓǴளᒿਔ҅׳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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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ㄧ字第1020241432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地籍圖
主旨：公告本市歷史建築「戰後4號碉堡」更名為「戰後林厝4號反空降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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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戰後林厝4號反空降堡。
二、種類：軍事設施。
三、位置或地址：大肚山都會公園內東側體建區旁。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西屯區永林段130地號內之碉
堡設施（含地道），面積：376.08平方公尺（詳地籍圖）。
五、登錄理由：
(一)本案建物前於95年4月24日公告為歷史建築，原登錄名稱為「戰後4
號碉堡」，嗣經本市102年第5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
委員會決議更名為「戰後林厝4號反空降堡」。
(二)本建物為戰後國軍繼承日軍310高地「3102陣地」基礎作戰工事
後，於西元1976年設置「林厝反空降陣地」修建之新式作戰工事，
該區域範圍廣闊且平坦，適合敵軍進行大規模空降任務，國軍因應
此一作戰狀況，進行反空降作戰工事佈署，屬機槍掩體，慣稱反空
降堡。其外型為圓柱型鋼筋混凝土所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
尺，高約6~9公尺，壁體留有多處矩形窗口。
(三)本歷史建築見證戰後國軍針對臺灣中部大肚山之軍備佈署及戰略思
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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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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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ᐕўࡌᑐฦᒵϦ߄
ǵӜᆀ

Ꮿࡕ݅ছ 4 ဦϸޜफ़ൕ

ᅿᜪ

ै٣ࡼ

Տ܈Ӧ֟

εغξϦ༜ϣܿୁᡏࡌ

ΒǵᐕўࡌᑐϷ ܌ځᆵύѱՋЂ҉݅ࢤ 130 ӦဦϣϐൕࡼȐ֖ӦၰȑǴ
ۓβӦϐጄൎ य़ᑈǺ376.08 ѳБϦЁȐ၁ӦᝤკȑǶ
Οǵฦᒵҗ

1.ҁਢࡌ ܭނ95 ԃ 4 Д 24 ВϦࣁᐕўࡌᑐǴচฦᒵ
ӜᆀࣁȨᏯࡕ 4 ဦൕȩ
Ǵ༓ҁѱ 102 ԃಃ 5 ԛђᙬ
ᐕўࡌᑐᆫပϷЎϯඳᢀቩہ،׳ӜࣁȨᏯ
ࡕ݅ছ 4 ဦϸޜफ़ൕȩ
Ƕ
2.ҁࡌࣁނᏯࡕ୯ैᝩ܍Вै 310 ଯӦȨ3102 ତӦȩ୷ᘵ
բᏯπ٣ࡕǴܭՋϡ 1976 ԃȨ݅ছϸޜफ़ତӦȩ
অࡌϐཥԄբᏯπ٣Ǵ၀ୱጄൎቶᗡЪѳڶǴӝ
እैՉεೕኳޜफ़Һ୍Ǵ୯ैӢᔈԜբᏯݩރǴ
Չϸޜफ़բᏯπ٣թǴឦᐒᄳᡏǴᄍᆀϸޜफ़
ൕǶځѦࠠࣁ༝ࢊࠠᒳโషᏉβࡌ܌ϐ่ᄬᡏǴۭ০
ޔ৩ऊ 10 ϦЁǴଯऊ 6~9 ϦЁǴᏛᡏ੮Ԗӭೀંื
αǶ
3.ҁᐕўࡌᑐـᏯࡕ୯ैଞჹᆵύεغξϐैഢ
թϷᏯౣࡘᆢǴ಄ӝᐕўࡌᑐฦᒵቲЗቩϷᇶշ
ᒤݤಃ 2 చಃ 1 ಃ 1ǵ3ǵ4 ීຑྗ୷ۓǶ

Ѥǵݤз٩Ᏽ

ЎϯၗౢߥӸݤಃ 15 చᄤᐕўࡌᑐฦᒵቲЗቩϷᇶշ
ᒤݤಃ 3ǵ4 చೕۓǶ

ϖǵฦᒵВයϷЎဦ ύ҇୯ 102 ԃ 12 Д 16 В۬Ўၗӷಃ 1020241432
ဦǶ
ഢຏǺ
1.ҁ߄ฦᒵҗԾǺ൫ছബཀҾޗǴȠ211 ԃࡋᆵύѱεغѠӦЎϯඳᢀ.ै٣ᒪ֟ፓࣴزीฝȡ
Ȑᆵ
ᆵύǺᆵύѱЎϯၗౢᆅύЈǴ3122ȑ!
2.ҁ߄ӵԖᇤቪǵᇤᆉځ܈дᜪԜϐᡉฅᒱᇤǴҁ۬٩Չࡹำݤׇಃ 212 చϐೕۓǴளᒿਔ҅׳ϐǶ

136

103年春字第

臺中市政府公報

137

1

期

103年春字第

臺中市政府公報

臺中市政府

1

期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ㄧ字第1020241433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地籍圖
主旨：公告本市歷史建築「戰後6號碉堡」更名為「戰後林厝6號反空降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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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戰後林厝6號反空降堡。
二、種類：軍事設施。
三、位置或地址：大肚山都會公園北側軍事營區內。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西屯區永林段37地號內之碉
堡設施（含地道），面積：2,832.24平方公尺（詳地籍圖）。
五、登錄理由：
(一)本案建物前於95年4月24日公告為歷史建築，原登錄名稱為「戰後6
號碉堡」，嗣經本市102年第5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
委員會決議更名為「戰後林厝6號反空降堡」。
(二)本建物為戰後國軍繼承日軍310高地「3102陣地」基礎作戰工事
後，於西元1976年設置「林厝反空降陣地」修建之新式作戰工事，
該區域範圍廣闊且平坦，適合敵軍進行大規模空降任務，國軍因應
此一作戰狀況，進行反空降作戰工事佈署，屬機槍掩體，慣稱反空
降堡。其外型為圓柱型鋼筋混凝土所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
尺，高約6~9公尺，壁體留有多處矩形窗口。
(三)本歷史建築見證戰後國軍針對臺灣中部大肚山之軍備佈署及戰略思
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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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提起訴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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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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編字第1020249283號
主旨：為烏日區五張犁段276-2地號非都市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規定，茲因受
處分人戴連宏先生（臺中市南屯區中和里5鄰南光路32號）行政處分書
及罰鍰繳款書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首揭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規定，經本府102年11月26日府授地編字
第1020229497號行政處分書處罰鍰新臺幣6萬元整，並請於處分書
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繳納罰鍰在案，惟因按受處分人戶籍地址無
法投遞，致行政處分書及罰鍰繳款書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本案行政處分書及罰鍰繳款書存於本府地政局(土地編定科)，受
處分人得於上班時間隨時領取。

市長
胡志強
副市長 徐中雄

休假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445301號
主旨：公告註銷地政士江茂嘉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江茂嘉。
二、執照字號：（101）中市地士字第00028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薪富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漢口南一街63號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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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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46067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邱建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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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暐。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地估字第000002號（印製編號：000057）。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盛華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98巷7弄10號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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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新行字第10202528363號
主旨：公告本市103年度有線廣播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施行期間自103年1
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
依據：
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1條第1項及有線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33條第3
項。
二、前行政院新聞局93年10月15日新廣五字第0930625724A號令修正發布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
三、102年12月24日本府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委員會審查103年度有線廣
播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第二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本市103年度有線廣播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為565元；另豐盟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99年11月17日第386次委
員會議決議，仍維持5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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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經營者之裝機、復機、移機及分機裝置費用，應依前行政院新聞
局公告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辦理。
三、本公告生效日期以前已訂有契約其收費低於前開收費標準者，依原
契約所定價格至契約期限屆滿；高於前開收費標準者，應提供訂戶退
費、延長收視等補償措施。
四、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收視服務，所提供數位機上盒收
費，或推出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收視費用，均應依「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規定辦理。
五、系統經營者與訂戶簽訂之契約內容，除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原因個案報
經本府核准者外，接獲訂戶維修通知時，應於24小時內完成修復，超
過24小時後，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7條規定辦理。
六、系統經營者應依法令規定提供月繳、季繳、半年繳、年繳等繳費方式
供訂戶選擇，季繳（含）以上預繳戶之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應考量收款
成本及資金利息等因素給予折扣，由系統經營者與收視戶雙方約定收
費。
七、系統經營者對於本府社會局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檢附證明文件提出
申請後，應免收裝機費及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八、系統經營者應維持與其申報103年度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時所檢附之基本
頻道數及節目水準，並載明於契約中，若系統經營者違反上述規定情
節重大者，本府得重新審議該系統經營者之基本頻道收視費用，重新
個別公告。
九、系統經營者應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定，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政府機
關、學校、團體及當地民眾播送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
十、系統經營者收費如有異常或不當超收等情事時，本府新聞局設有申訴
專線：（04）22224674。
十一、本公告未記載事項須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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