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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政　令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稅財字第103011710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請逕向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查閱）

主旨：公告重行評定臺中市房屋標準價格有關事項。

依據：

一、房屋稅條例第11條。

二、臺中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103年5月29日第1次常會決議。

公告事項：

一、重行評定臺中市房屋標準價格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修訂臺中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如附件1）

(二)臺中市三十層以下房屋標準單價表。（如附件2）

(三)臺中市三十一層以上超高大樓房屋標準單價表。（如附件3）

(四)臺中市各類房屋構造別代號暨折舊率表。（如附件4）

(五)臺中市房屋用途細類別及用途細類別代號表。（如附件5）

(六)臺中市房屋用途相近歸類表。（如附件6）

(七)臺中市無電梯設備之五層以下分層所有樓房價值分擔標準表。（如附件

7）

(八)修訂臺中市電梯設備工程費概算表。（如附件8）

(九)修訂臺中市房屋地段等級率標準。（如附件9）

(十)臺中市特殊構造物現值評價方式。（如附件10）

(十一)臺中市地下建築物標準單價表。（如附件11）

(十二)臺中市公共工程施工地段房屋地段等級率調整要點。（如附件12）

二、施行日期：自103年7月1日起施行。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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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118954號

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6月25日府授法規字第10301189542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四條　　前條所稱無法自行上下學，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重度以上之智能障礙類、視覺障礙類、肢體障礙類、腦

　　性麻痺類之身心障礙學生。

二、前款以外之其他障礙類別學生，經專業評估後，認定因

　　認知發展、行動能力、情緒與行為問題、健康或就學交

　　通等原因，需由他人協助上下學者。

第五條　　本辦法補助標準以每年度實際就學月數計，每月補助新臺幣

五百元。但有特殊情形並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審查通過者，不在此限。

前項補助方式分為上下半年各一次。但寒暑假期間無參加課

業輔導者，該期間不予補助。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五

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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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7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3012412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臺中市政府辦理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

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驗作業要點」一份，請　查照。

正本：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

副本：本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庫)、本府秘書處、本府民政局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辦理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
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驗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4日府授民戶字第1000000589號函頒

中華民國103年7月1日府授民戶字第1030124128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

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以下簡稱歸化測試），特訂定本要點。

二、歸化測試由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每二個月辦理測試一次，

時間由本府統一訂定，除統一訂定歸化測試時間及報名時程外，各戶政事 

務所得因應個案需求，採隨到隨辦或酌予另訂時間自行辦理測試作業。

三、歸化測試分口試及筆試，題目均為二十題，每題五分，總分一百分，測試時

間均為三十分鐘，參加歸化測試者得擇一應試：

(一)口試：以問答方式辦理，得就華語、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擇一應 

試。

(二)筆試：以選擇題方式辦理，測驗卷書寫系統以華語為之。

四、申請歸化測試者，應備下列文件，繳交歸化測試規費新臺幣五百元，向本 

市任一戶政事務所提出，並於該戶政事務所接受測試：

(一)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二)本人最近二年內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一張。

五、歸化測試規費應繳入市庫，戶政事務所並應製作收據交付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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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政事務所受理歸化測試申請案件，應於審核通過後，於戶政資訊系統之 

國籍行政作業登錄申請人資料，並將申請書之照片掃描建檔，列印申請書，

交由申請人閱覽簽名或蓋章。

　　採集中測試者，排定測試時間及地點，並印製歸化測試通知書，於二星期 

內送達申請人；採隨到隨辦者，免印製歸化測試通知書。

六、歸化測試申請案經審核文件不齊備時，戶政事務所應通知申請人三日內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並退費。

七、測試人員由各戶政事務所主管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擔任。

八、測試前，戶政事務所應會同政風人員(或指定人員)於戶政資訊系統之國籍 

行政作業隨機抽取試題，並列印試卷及答案卷，集中測試時，應封袋備用。

九、試務人員應於測試開始前核對申請人身分無誤，並說明測試須知後，逕行 

口試或發給試題及答案卷，依規定時間進行測試。

十、測試須知內容應包含測試時間、測試進行方式、合格分數、應試時應請關 

閉手機、禁帶電子器材入場應試、成績單何時寄發等事項。

十一、筆試及口試評分人員應當場核分簽名。

十二、戶政事務所應將測試成績登錄戶政資訊系統之國籍行政作業，並列印成

績單，用印後核發予申請人。未能即時核發，應於二星期內送達申請人。

十三、戶政事務所應於測試結束三日內製作報考人成績名冊傳送本府；申請人

之題目卷、評分卷及答案卷由各戶政事務所自行存檔並保存三年，並配 

合本府稽核。

十四、歸化測試成績單之換補發由戶政事務所核發，收取規費新臺幣五十元繳

納市庫，並將收據交付申請人。

十五、本要點所需申請書、題目卷、評分卷及答案卷，均使用歸化取得我國國

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上課時數認定及測試作業須 

知所定格式。

十六、歸化測試標準作業流程及測試人員作業流程如附件。

十七、測試人員監考費：

(一)口試費：口試測試人員每測試一人含評分費，支給新臺幣二百元。

(二)筆試監考費：筆試監考人員每測試一人含監考及閱卷費，支給新臺幣

五十元。

(三)本府員工於正常上班時間擔任口試或筆試監考人員，不得支領口試費 

及筆試監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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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體字第103004950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體育獎金審查作業要點第二點」，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體育獎金審查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條

文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局體育保健科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體育獎金審查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本市體育獎金審查作業制度化，

特設臺中市體育獎金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

二、審查工作任務編組：

(一)審查工作由本局籌辦，任務如下：

1、負責彙整申請資料、籌組審查小組並召開審查小組會議進行初、複審

工作。

2、審查小組製作審查資料彙整表後，送本局辦理核發、轉發獎金工作。

(二)責任編組：

1、審查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專門委員擔任；副召集人一人，委由

體育處長擔任；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局體育保健科科長擔任。審查小

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之，如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由副召集人

召集並主持之。

2、審查小組置成員若干人，由本局聘任之。

3、委員任期為一年，連聘得連任。

(三)審查期別：

1、彙整階段：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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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局受理體育獎金申請彙整後，將申請者相關資料送交審查小組辦

理初、複審工作。

2、審查階段：

（1）定期會議：

第一期為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受理申請前一年十一月一日

至當年四月三十日之比賽。第二期為每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十五

日，受理申請當年五月一日至十月三十日止之比賽。

（2）審查程序：

審查小組於定期會議時進行初、複審，未符合申請規定者，於本局

體育獎金網站公告之，所送申請資料不退還。

三、審查小組應將符合規定者之申請書及發放獎金名冊送交本局依規定核定後

辦理獎金核發、轉發工作。

四、審查小組會議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會

議時並得邀請本局會計室派員列席。

五、審查小組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

過始得決議，重大議案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決議。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依臺中市體育獎金發給要點規定辦理。

七、審查小組參與人員在審查期間給予公（差）假登記，並依臺中市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勵要點規定辦理敘獎。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運字第103011275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與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及總經理權責

劃分要點」乙份，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送「臺中市政府與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及總經理權責

劃分要點」1份，敬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

庫。

正本：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臺中市政府主計

處、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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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公共運輸處、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人事室、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會計室、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秘書室、臺中市政府交

通局交通行政科、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運輸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與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及總經理權責劃分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依照大眾捷運法及公營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管理條例）等有關規定， 

對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事業計畫及管 

理政策作原則性之決定，並監督考核其經營績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董事會為該公司業務經營決策機構，決定經營決策，並負監督之

責。

三、總經理為該公司業務決策之負責執行人，應對本府所核定之經營 

目標、政策、計畫及董事會所決定之經營決策暨法定預算負有效 

執行之責。

四、凡應經本府核定或核轉事項，該公司應俟核准後執行，至報府備 

查事項，得先行執行，如本府另有指示時，除已執行而不及更正 

者，應將指示事項留供嗣後執行之依據外，其尚未執行者，應即 

遵照指示辦理。

五、該公司執行預算事項，其授權範圍以法定預算所定為準。

六、該公司內部之管理，有關業務、事務、會計、人事等均應由該公 

司明定權責，嚴加考核。

七、本要點所列之層次表至總經理為止，總經理以下之權責劃分，應 

由該公司自行制定明確之分層負責事項切實實施。表中所列董事 

會核定或備查及總經理核定事項，得由該公司視業務實際需要再 

行授權。

八、本府與該公司董事會暨總經理權責劃分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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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住字第103010107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臺中市住宅租金補貼增額補助作業

規範」，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臺中市住宅租金補貼增額補助作業

規範」規定一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本局住

宅管理科、本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臺中市住宅 
租金補貼增額補助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103年3月13日中市都住字第1030041069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3年6月24日中市都住字第1030101077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為加強對臺中市(以 

下簡稱本市)住宅租金補貼增額補助經費支用情形之考核，提升 

補助業務效益，特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經費處理原則，訂定本作業規範。

二、本作業規範所需經費由都發局編列預算，並依所編列預算之用 

途辦理。

三、租金補貼以實際租金金額核計，每戶每月最高新臺幣四千元， 

每年度補貼十二個月為限。

四、本作業規範補助對象(以下簡稱補助對象)為自本市一百零一年 

度起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租金補貼 

計畫戶數外之複審合格戶，且於受理期間，補助對象暨家庭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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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具備申請年度時之租金補貼評點基準表中特殊條件或已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者：

（一）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二）重大災害災民。

（三）原住民。

（四）重大傷病。

（五）特殊境遇家庭。

（六）身心障礙者。

（七）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列冊低收入戶。

五、本作業規範補助條件如下：

（一）租金補貼核撥期間，補助對象戶籍應設於本市。

（二）租金補貼核撥租賃期間，補助對象未重複接受其他住宅租 

金補貼。但同時具備社會局列冊低收入戶條件及第四點各 

款特殊條件之一者，經函詢社會局確屬經濟陷困且已將原 

領過之租金補貼繳還，經簽奉市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租金補貼核撥租賃期間應檢附當年度有效之租賃契約，補 

貼期程同本方案各年度之核定戶之租金補貼期程。

六、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配合本方案審查標準辦理。

（二）由都發局就本方案計畫戶數外之複審合格戶中，勾稽補貼

對象。

（三）各年度除須經依第四點勾稽補貼對象外，應再勾稽核撥租

金補貼期間是否有重複領取臺中市政府其他相關單位之租

金補貼，核撥期間已領取過任一項(次)租金補貼者，不予

核撥。

（四）補助對象之租賃期限經審核符合第五點第三款規定，按月

核撥租金補貼。但配合經費執行者，不在此限。

（五）租金補貼核撥期間，申請人死亡，得由原申請書列表所列

之配偶或直系親屬於申請人死亡或自核發增額補助核定函

次日起三個月內，向都發局辦理申請人變更，依變更後申

請人之條件予以審查。

（六）租金補貼核撥期間，申請人戶籍遷出本市者，自戶籍遷出

日起兩個月內再遷回本市者，得檢具全戶戶籍謄本及租賃

契約書予都發局審查，審查通過後，得繼續受領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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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補貼期間期滿；未符合者，取消補貼。

七、租金補貼期間租約中斷或租期屆滿辦理如下：

（一）補助對象應於二個月內檢附新租賃契約，租賃住宅條件應

符合內政部部頒之住宅補貼作業規定第十一點規定及自建

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第十八點規定。都發局

自審核完竣之月份或次月起，按月續撥租金補貼，逾期未

補正或未備齊者，以棄權論。

（二）未檢附租賃契約之期間，不予補助。

（三）每年度已撥租金及續撥租金，合計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八、補助對象於接受補貼期間，如有不符本作業規範或違反本方案

者，都發局應停止租金補貼；停止租金補貼後，仍溢領租金補 

貼者，應按該月之日數比例返還其溢領金額。溢領租金補貼返 

還期限以一年為限；都發局得就申請人之經濟狀況以分期付款 

方式要求繳還。返還溢領之租金補貼不予計算利息。溢領租金 

補貼者應先行返還或協議按月返還後，方得接受以後年度之租 

金補貼。

九、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

（一）都發局按月製作補貼名冊辦理補貼經費請撥，補貼經費以

支票撥付郵局辦理轉帳作業。

（二）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

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三）補(捐)助經費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

(捐)助比例繳回。

（四）補助對象因故無法繼續領取租金補助時，已補助款項倘與

本方案不符部分應予繳回。

（五）補(捐)助經費之孳息留於本作業規範經費來源。

（六）留存受補（捐）助團體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

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原補（捐）助

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

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原補（捐）助

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

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或受補（捐）助團體酌減嗣後

補（捐）助款或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十、補助對象應接受都發局以下監督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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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作業規範配合本方案對正接受補貼者之資格現況得予以

查核。

（二）補助對象申請補助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文件事實

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三）對補(捐)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未依補(捐)助用途支

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捐)助經

費外，得立即停止對該補(捐)助案件之補(捐)助一年至五

年，或作為次年度補助額度之依據。

十一、本作業規範未規定事宜，依本方案各年度規定辦理及依臺中 

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處理原則辦

理。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海行字第1030119240號

附件：見主旨(詳見行政院公報第020卷第115期；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gazette.nat.gov.tw/)

主旨：「娛樂漁業管理辦法」第2條、第23條之1，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修

正發布施行檢送發布令及法規命令條文影本各1份，請惠予公告，請　

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年6月20日農漁字第1031329782D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區漁會、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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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助字第1030062780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低收入戶住宅租金補助實施計畫」，詳如說

明，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旨揭計畫修正重點如下:

(一)名稱修正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低收入戶房屋租金補助實施計

畫」。

(二)修正法源依據：配合社會救助法修法後修正本補助之法源。

(三)修正計畫目的，以明確揭櫫本補助意旨。

(四)增訂本計畫審查標準、審查作業程序、補助核發及時間規定。

二、檢附修正「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低收入戶房屋租金補助實施計畫」一

份。

三、本修正計畫同時登載於本局網站(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

tw)公告。

四、副本抄送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請惠予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本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本局長青福利科、本局社會工作科、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本局秘書室、本局社會救助科

103006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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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綜字第103003012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弱勢勞工就讀勞工大學補助作業要點」及

「附錄-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弱勢勞工就讀勞工大學補助對象應檢附證明

文件」如附件，敬請予以備查，請　查照。

說明：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敬請協助刊登政府公報及上載法規資

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本局綜合

規劃科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弱勢勞工就讀勞工大學補助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勞工局)為鼓勵弱勢勞工參與臺中市 

勞工大學（以下簡稱勞工大學）學習各類新知，提昇職場專業知能， 

藉以增強就業競爭力並保障工作權利，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及資格條件：

（一）設籍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或工作地點在本市之勞工，且

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在新臺幣(以下同)三萬三千元（含）以

下（獨力負擔家計者其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不受此限）並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生活扶助戶（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2、原住民。

3、身心障礙者。

4、中高齡者。

5、十五歲至十八歲之青少年。

6、「初任人員」且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在二萬六千四百元

（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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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獨力負擔家計者。

8、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

必要者。

9、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

之監護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

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

10、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11、新住民(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

（二）設籍本市或工作地點在本市且於申請之前一年七月一日後非

自願性失業之勞工。

三、補助項目：

學分費：每學分補助新臺幣五百元整。

四、補助作業程序：

符合補助對象之申請人，應於報名時或所選課程開課時主動檢附身

分資格證明文件，向勞工大學各教學作業平台提出申請，勞工局依

申請人申請之先後順序審核補助，至預算額度用完截止。

五、補助應檢附文件：

（一）印領清冊（由勞工大學教學作業平台統一造冊）。

（二）勞工大學報名表影本。

（三）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詳見附錄）。

（四）申請人個人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六、審核及補助：

（一）符合補助對象之申請人報名參加勞工大學課程時，須先繳交

全額學分費，並檢附身分資格證明文件，向勞工大學各教學

作業平台提出申請，並經審核資格通過後，待學期結束通過

學勤考核且缺（曠）課紀錄未超過各科目應上課總時數三分

之一（含）者，勞工大學各教學作業平台至遲於該學期課程

結束後二十天內將印領清冊及身分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送至

本局辦理資格複查並據以撥付補助款。

（二）如學期內之課程結束時間相隔超過一個月（含）以上者，得

2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秋字第　1　期

25



於課程結束後由勞工大學各教學作業平台備妥前項申請文件

即向本局提出申請。

七、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

（一）經本局複查後同意補助之案件，由勞工大學各教學作業平台

檢具領據送本局申請撥款，並於本局撥款後十五天內將補助

款項轉撥給申請人，匯款證明應送交本局備查。

（二）本局應就申請人檢具之資料，審查是否符合申請補助對象資

格；不符資格之申請人，本局應不受理申請。

（三）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

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四）領據應加蓋單位圖記或印信與負責人、經手人之職章，並加

註金融機構名稱、帳號及戶名，由本局撥款入帳。

八、申請人應誠實提供有關證明，如有下列情事之ㄧ，應負法律責任，

並返還已領取之補助。

（一）所檢具之證明文件係偽造或變造。

（二）規避、妨礙或拒絕查訪。

（三）其他違反本要點規定之情形。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勞工局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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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資字第103002496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作業管理規

定」，自即日起生效，惠請依說明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應用本系統之機關（單位）管理者名冊，尚未依規設置機關（單

位）管理者或管理者有異動情形，請於文到5日內連同申請表函報本

局。

二、因本系統提供之地政資訊內含個資屬機敏資料，請向使用者宣導確實

依本管理規定使用系統查詢地政資訊，且為避免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15、16條規定之虞，請依本管理規定陸、作業稽核項辦理，以防

止違規使用本系統。

三、另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更新法規資料庫網站。

正本：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

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府政風處、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

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

中市停車管理處、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臺中市體育處、臺中市政

府地方稅務局、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各分局、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臺中市大肚區公所、臺中市大里區公所、臺中市

大雅區公所、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臺中市北屯區公所、臺中市北區區

公所、臺中市外埔區公所、臺中市石岡區公所、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臺中市沙鹿區公所、臺中市和平區公所、臺中市

東勢區公所、臺中市南屯區公所、臺中市南區區公所、臺中市烏日區

公所、臺中市神岡區公所、臺中市梧棲區公所、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臺中市潭子區公所、臺中市龍井區公所、臺中市

豐原區公所、臺中市霧峰區公所、臺中市文化資產處、臺中市政府原

住民事務委員會、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東勢分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清水分局、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臺中市捷運工程處、臺中市中區區

公所、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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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局地籍科、本局地價科、本局地權科、本局地用科、本局重劃科、

本局測量科、本局區段徵收科、本局土地編定科、本局政風室、本局

秘書室、本局資訊室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作業管理規定

壹、作業目的

為因應業務地政資訊之需求，發揮資訊共享效益，並有效規範管理

內政部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作業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之使

用，特訂定本作業管理規定。

貳、作業單位：本府各機關（單位）。

參、作業性質：辦理全年度經常性或政策性業務。

肆、使用者申請及作業規範

　一、申請使用權限：

(一)因業務需要須使用地籍資料者，應於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 

下簡稱本局）網站（http://www.land.taichung.gov.tw）下載專 

區／輸入關鍵字地政資訊／搜尋，下載填寫「地政資訊需求 

機構使用者申請表」如附件一，逐級核章至機關（單位）一 

層主管後，一般使用者免備文送本局資訊室提出申請；接獲 

核准通知後，執自然人憑證至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作業網 

站（http://glir.land.moi.gov.tw）申請表項下，帳號申請／使用 

者申請項目登錄使用者資料後，取得憑證序號、送出資料， 

俟本局於系統上核准使用權限，系統即自動發送電子郵件通 

知使用者帳號已核可，使用者即可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使 

用。

(二)使用者若調、離職或退休時應立即填寫「地政資訊需求機構 

使用者申請表」如附件一，向本局申請異動或註銷使用權 

限。

(三)使用者逾3個月未使用系統，系統將自動暫停其使用權限， 

若欲繼續使用，請向本局資訊室提出重新啟用本系統使用 

權限需求。

(四)使用者逾6個月未使用系統，本局將逕行撤銷其使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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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仍有使用需求，應依第（一）項程序重新辦理。

　二、使用者應親自使用自然人憑證查詢資料：

核准使用人員，不得擅自將自然人憑證借予他人查詢資料， 

並僅得為公務之需要查詢資料，不得為公務以外之利用。查 

詢資料及相關使用規範，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並 

於查詢資料時，系統「申請案號或事由」欄位應詳實填載查 

詢資料之依據與辦理業務說明。

伍、申請機關（單位）使用者之管理：

　一、應用本系統之機關（單位），應設專人（即申請（單位）機關 

管理者）負責管理，設有資訊單位（人員）之機關由資訊人員 

擔任，並依肆、一、（一）規定申請使用權限函報本局，且自 

行建立、保管、更新使用者名冊。

　二、機關（單位）內使用者調、離職或退休，該機關（單位）管理 

者應協助使用者向本局申請異動或註銷使用權限。

　三、申請機關管理者其職務有異動時，應將所負責保管之相關使用 

者名冊及查詢紀錄、稽核文件等資料列冊移交，並將原管理者 

註銷申請表及新管理者申請表函報本局申請變更。

陸、作業稽核：

　一、申請機關（單位）管理者應每月列印使用者主要查詢紀錄裝訂 

成冊，逐級呈核單位主管，並由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辦理內 

部稽核（詳附件二使用者稽核表、附件三管理者稽核表），同 

時供本局不定期稽核時參考。如有異常者，應會同機關政風單 

位查明處理。

　二、本局將不定期檢視各機關（單位）使用者查詢紀錄，經查使用 

系統未符合第肆點第二項使用規定者，其查詢紀錄將送請該機 

關（單位）查處。

柒、其他事項：

　一、使用者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之規定，並 

應負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規定之法律責 

任。

　二、各機關（單位）使用者未依本管理規定使用本系統，於年度內 

經三次通知未改善者，移請該機關（單位）辦理懲處。

　三、申請機關管理者應確實執行本管理規定，管理績效良好者，移 

請申請機關（單位）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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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30113113號

附件：如主旨及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轉知。

說明：檢附旨揭設置要點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

公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

庫）、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各項減碳政策，特設臺中市 

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減碳之願景目標與策略之審議。

（二）各機關減碳相關事務協調、整合。

（三）各機關推動減碳相關工作督導。

（四）配合中央部會節能減碳政策推動並協調相關執行事項。

（五）研訂減碳家園建構相關補助或獎勵辦法。

（六）其他有關低碳城市建構事項之審議及推動事項。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二十四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 

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副市長一人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 

人員派兼之：

（一）本府民政局局長。

（二）本府財政局局長。

（三）本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四）本府教育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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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府建設局局長。

（六）本府交通局局長。

（七）本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八）本府農業局局長。

（九）本府水利局局長。

（十）本府觀光旅遊局局長。

（十一）本府文化局局長。

（十二）本府新聞局局長。

（十三）本府秘書處處長。

（十四）本府法制局局長。

（十五）本府主計處處長。

（十六）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七）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八）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九）本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二十）本府人事處處長。

（二十一）本府地政局局長。

（二十二）本府衛生局局長。

　　本委員會置執行長一人，由本府參事、顧問或技監兼任，協 

助推動執行相關業務及本委員會幕僚作業。

四、本委員會為研商及推動各項低碳策略之執行及審議督導各機關執

行成效，得設諮詢小組，諮詢小組成員由本府遴聘專家學者九人

至十五人組成，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之，均為無給職。諮詢委

員會議由本委員會執行長召集並擔任會議主持人。

五、本委員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由主任 

委員召集並為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

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前項會議得邀請諮詢小組成員及有關機關派員列席。

六、本委員會會議時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始得為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七、本委員會下設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以下簡稱低碳辦公室），辦 

理低碳業務之推動。

　　　　低碳辦公室置主任一人，由本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任，負責 

統籌本市低碳城市建構計畫之推動與執行；置副主任一人，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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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執行長兼任；另置秘書一名，由本府環境保護局技正、秘 

書或專員兼任，負責審閱低碳辦公室各組公文。

八、低碳辦公室下設綜合規劃與秘書組、教育宣導與推廣組、經濟發 

展與農業組、都市發展與建設組及運輸交通與觀光組，各組分置 

組長一人，組長由本府環境保護局、教育局、經濟發展局、都市 

發展局及交通局之副局長或主任秘書兼任；並得分置副組長一人 

至五人，由本府就研考會、秘書處、衛生局、新聞局、農業局、 

建設局、水利局、觀光旅遊局、都市發展局、民政局、地政局及 

文化局之簡任官派兼之；各組組員十七名由相關局處派員兼任， 

並常駐低碳辦公室。

　　　　前項各組負責業務內容如下：

（一）綜合規劃與秘書組，其業務如下：

1、統籌辦理「零廢棄物或減量、回收、再利用旗艦計畫」、

「低碳綠生活實踐計畫」等各項推動措施成果彙整、 

減量成效及資料稽核審查。

2、評估本市溫室氣體盤查及減量績效驗證工作。

3、辦理本府低碳城市推動策略執行績效評估作業及對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管理辦公室及生態社 

區推動方案室之聯繫窗口。

（二）教育宣導與推廣組，其業務如下：

1、統籌辦理本市低碳及永續發展教育政策評估、宣導及 

研究。

2、參與各項國際城市交流、研討、論壇及成果發表。

（三）經濟發展與農業組，其業務如下：

1、統籌辦理「風光互補綠能城區營造計畫」等各項推動措 

施成果彙整、減量成效及資料稽核審查。

2、評估本市各產業發展之低碳相關政策、方案，扶植並 

引進低碳產業等工作。

（四）都市發展與建設組，其業務如下：

1、統籌辦理「水湳低碳經貿園區旗艦計畫」等各項推動 

措施成果彙整、減量成效及資料稽核審查。

2、評估本市區域開發或都市建設納入低碳理念、方案擬 

定及後續工作之推動。

（五）運輸交通與觀光組，其業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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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籌辦理「智慧型交通運輸系統旗艦計畫」、「低耗能 

旅遊行動旗艦計畫」等各項推動措施成果彙整、減量 

成效及資料稽核審查。

2、評估本市綠能交通、低碳旅遊等政策及推廣低耗能大 

眾運輸系統。

九、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委員會及低碳辦公室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一、本委員會決議事項所需經費，由各權責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3011784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語文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

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轉知。

說明：依據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民國103年6月20日中市原文字第1030005297

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

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語文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2月8日中市原企字第1000009706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1年4月20日府授人企字第101006546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6月23日府授人企字第1030117844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建立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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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環境，強化原住民族語言保存、傳承及發

揚，振興與維護原住民族特有文化，設本府原住民族語文發展推 

動委員會（以下簡稱語文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三、語文會任務如下：

（一）諮詢、審議、督導及推動本市原住民族語言暨文化政策方

針、重要計畫或方案。

（二）諮詢、審議、督導及推動本市配合中央政府原住民族委員 

會有關原住民族語言暨文化政策事項。

（三）其他有關原住民族語言暨文化業務諮詢及推動。

四、語文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市長或指派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 

員兼任之；置副主任委員一人，由語文會委員推舉之，委員九人 

至十九人，由以下人員聘（派）之：

（一）本府教育局代表及本府文化局代表各一人。

（二）原住民各族群代表至多十四人。

（三）專家學者代表三人。

前項委員中，原住民族群代表應考量原住民族各族群及地域之均

衡。

五、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但任期內因故出缺時， 

得依本要點第四點規定補聘（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為止；惟委員為本府教育局及文化局代表者，其任期隨職務異動 

而更替。

六、語文會分下列二組，由本會委員依其專長領域參與其中一組，其 

任務編組如下：

（一）教材編纂與教學組。

（二）研發及評鑑組。

以上各組設組長一人，於各組第一次會議時，由委員互選產生之，

負責主持其分組會議，各組得設工作小組。

七、語文會置執行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語文會業務；另 

置工作人員若干人，襄助主任委員及執行秘書處理督導考核等相 

關事務，以上人員均由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派員兼任之。

八、語文會以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或經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連署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 

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如副主任委員亦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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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九、語文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委員如由本府業務機關 

主管兼任者，因公務無法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列入 

出席人數，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有關委員於會議之發言、報告，

參與人員應負保密之責任。

十、語文會會議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議決事項以出席委員 

過半數同意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十一、語文會委員於審議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三親等內血親或姻 

親之事項，應自行迴避。

十二、語文會（含各小組）召開會議時，如有必要得就議題邀請相關 

單位代表或人士，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研議推動事項。

十三、語文會會議之議決事項，以本府名義行文送請各相關單位及機 

關辦理。

十四、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五、語文會所需經費，由中央政府補助經費或本會相關預算編列支

應。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11811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之「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

案件處理要點」第十七點、總說明及對照表各乙份，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　查照。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

中小學、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庫）、臺中

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

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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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
案件處理要點第十七點

十七、各機關奉派出國及赴大陸地區人員，應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

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處理注意事項規定撰提出國報告。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30120820號

修正「臺中市后里區公所編制表」，並自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生

效。

　附「臺中市后里區公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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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原文字第1030005207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訂定「本會補助原住民族辦理歲時祭儀活動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符合資格者受理申請至103年7月31日止，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103年6月18日奉准專簽案辦理。

二、本要點係重新制訂，原則上受理截止日後15日內評審完峻，評審結果

15日內公布核定補助單位。另自104年度起完成法定預算程序後，每年

4月30日前為受理截止日，6月15日前完成評審作業，6月30日公布核定

補助單位。

三、檢附「本會補助原住民族辦理歲時祭儀活動作業要點」1份。

四、惠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原住民婦女會、臺中市原住民族公共政策研究社、臺中市都會

區原住民工商促進會、臺中市原住民服務協會、臺中市原住民那魯

灣關懷協會、臺中市原住民族體育協會、臺中市原住民族婦幼協會、

臺中市原住民文化教育協進會、臺中市原住民布農族邁阿尚發展協

會、臺中市太平區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市原住民都會區泰源

同區協進會、台中市都會區原住民權益促進會、臺中市大里區原住民

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市霧峰區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市烏日

區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區豐原區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臺

中市原住民族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市后里區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

會、臺中市原住民部落重整促進會、臺中市和平區梨山地區原住民族

發展協會、臺中市和平區德芙蘭原住民文化經濟協會、臺中市和平區

斯可巴原住民文化及休閒農業發展協會、臺中市推展原住民文化經濟

協會、臺中市和平區原住民香川農業休閒觀光促進會、臺中市潭子區

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市發祥泰雅文化發展學會、臺中市原住

民體育發展運動協會、臺中市原住民福利發展協會、臺中市大雅區原

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市神岡區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市

原住民福利促進會、臺中市大肚區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市大

肚區大度山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市原住民那魯灣釣魚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臺中市梧棲區原住民生活教育

協進會、財團法人基督教復臨安息日會台灣原住民教會、財團法人真

耶穌教會臺灣總會原住民教會、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原住民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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鐸區、松茂社區發展協會、環山社區發展協會、梨山社區發展協會、

佳陽社區發展協會、谷關社區發展協會、哈崙台社區發展協會、松鶴

社區發展協會、裡冷社區發展協會、天輪社區發展協會、南勢社區發

展協會、和平社區發展協會、烏石坑社區發展協會、達觀社區發展協

會、三叉坑社區發展協會、桃山社區發展協會、竹林社區發展協會、

雙崎社區發展協會、中坑坪社區發展協會、大雪山社區發展協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會文教福利組

10300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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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民地字第1030022168號

主旨：本市西區區公所經辦公用廣告欄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收據聯「西

(廣)A字第06690號」因故毀損，請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聲明作廢，

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西區區公所103年6月16日公所民字第1030012830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西區區公所、本局地方自治科

※※※※※※※※

政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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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300458532號

主旨：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函報廢止廣福分班、后里分班、忠厚分班設立許

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依據本市市立后里幼兒園103年6月11日中幼后字第1030000894號函辦

理。

公告事項：

一、各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張○強。身分證字號：L121***141。

園名及園址：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廣福分班（臺中市后里區廣福里6鄰

內東路99號）、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后里分班（臺中市后里區后里里7

鄰甲后路473巷40號）、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忠厚分班（臺中市后里區

厚里里7鄰490巷3號）。

二、本案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註銷其

設立許可證書（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10074258、1010074261、

1010074263號）。

局長　吳榕峯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301141651號

主旨：廢止本市「港都夜情餐飲店，統一編號：13427350」商業登記公告。

依據：依據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2款、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暨財政部

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103年5月8日中區國稅沙鹿銷售字第1032454231

號書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商業名稱：港都夜情餐飲店，統一編號：13427350。

二、所在地址：臺中市梧棲區港埠路2段419巷6號。

※※※※※※※※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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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負責人：林景賀。

四、營業項目：視聽歌唱業、餐館業。

五、廢止原因：自行停業達6個月以上，負責人已於90年8月2日死亡。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301141661號

主旨：廢止本市「夏天餐飲店，統一編號：99914512」商業登記公告。

依據：依據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2款、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暨財政部

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103年5月9日中區國稅沙鹿銷售字第1032454265

號書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商業名稱：夏天餐飲店，統一編號：99914512。

二、所在地址：臺中市梧棲區大智路2段178巷17、19號。

三、負責人：林阿同。

四、營業項目：視聽歌唱業、菸酒零售業、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五、廢止原因：自行停業達6個月以上，負責人已於94年2月25日死亡。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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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301220071號

主旨：變更公告標售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產業用地(二)(產業專

用區)標售手冊之標售要點第二十九點、投標申購書件之土地承諾書第

十二點及企業聯盟協議書等內容(請注意紅色字體修正部份)，並延長

等標期至103年7月7日上午9時止，且受理投標申購。

依據：　

一、產業創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二、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

三、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產業用地(二)標售要點。

公告事項：本案變更內容如下：

一、標售要點第二十九點第二項：承購人需水、廢(污)水排放量超過前項

標準10%致影響園區總限值時，應由承購人提送用水計畫及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予臺中市政府轉原審查核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審查，並得由臺中市政府行政協助，所需費用由承購人自

行負擔；然用電量超過標準，承購人應自行洽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另行

配合提供。

二、投標申購書件之土地承諾書第十二點：本公司知悉園區自來水供水

量、廢(污)水排放量規定(扣除應自行回水量後，產業用地(二)每日供

水量為24立方公尺、廢(污)水排放量為19立方公尺)，且裝設相關節水

設施；如承購人需水、廢(污)水排放量超過前述標準10%致影響園區總

限值時，應由承購人提送用水計畫及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予臺中市

政府轉原審查核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並

得由臺中市政府行政協助，所需費用由承購人自行負擔。

三、投標申購文件應妥予密封，以掛號信件於103年7月7日上午9時前寄達

臺中郵政第47-112號信箱。逾期寄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投標

申購文件一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後，投標申購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

求撤回、更改內容、作廢或發還。

四、103年7月7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於原公告地點辦理開標。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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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30027940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舉發柯○陽等60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公

告暨應受送達人清冊乙份。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冊列柯○陽等60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因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通知單無法送達，爰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規定辦理

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清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送至各處分（監理）機關留存，

逾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林良泰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違規停車錄案舉發作業 
公示送達案件清冊

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應到案處所

1 2GA040760 柯○陽 3*1-LPM 103/03/2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2 2GA041865 秦○華 7*39-G2 103/03/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3 2GA041901 阮○涵 6*98-HW 103/03/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 2GA042805 張○勳 A*H-1701 103/03/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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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應到案處所

5 2GA041666 蔡○香 L*S-269 103/03/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6 2GA042473 蔡○鈞 L*J-832 103/04/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7 2GA042298 謝○哲 Z*C-050 103/04/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8 2GA043208 吳○正 4*93-HU 103/04/0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9 2GA042568 張○霜 A*M-8667 103/04/0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10 2GA042135 林○弘 3*8-LMT 103/04/0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11 2GA043015 簡○因 3*37-C7 103/04/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12 2GA042559 蔣○麗 1*02-TY 103/04/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13 2GA042836 林○瑞 A*P-8191 103/04/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14 2GA042698 周○明 B*2-287 103/04/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15 2GA043432 杜○廉 O*-6755 103/04/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16 2GA043549
全○數位有限

公司
3*59-T3 103/04/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17 2GA043860 巫○鑫 A*R-2065 103/04/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18 2GA043776 許○鈞 8*1-MNK 103/04/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19 2GA044205 王○美 5*3-BTW 103/04/1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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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應到案處所

20 2GA043624 周○毅 A*S-8907 103/04/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21 2GA043629 陳○玲 U*9-373 103/04/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22 2GA044508 李○諾 9*86-M5 103/04/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23 2GA043977 白○緹 8*33-D5 103/04/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24 2GA044055 林○和 3*68-G3 103/04/2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25 2GA043420 賴○涵 A*F-3658 103/04/2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26 2GA043726 胡○絲 J*W-163 103/04/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27 2GA043307
巧○廣告印刷

事業有限公司
6*-9695 103/04/2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28 2GA043334 李○澤 U*N-351 103/04/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29 2GA044302 許○煒 8*2-KZV 103/04/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30 2GA043665 江○莓 A*J-5318 103/04/2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31 2GA043587
台○通小客車

租賃有限公司
R*D-1755 103/04/2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32 2GA044558 施○淇 7*7-NSU 103/04/2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33 2GA043380 陳○ 2*3-LHC 103/04/3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34 2GA044318 林○珠 3*90-SF 103/04/3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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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應到案處所

35 2GA045047 謝○珠 Q*U-009 103/05/0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36 2GA044746
領○資訊科技

有限公司
E*-9527 103/05/0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37 2GA045582 陳○杰 A*J-9918 103/05/0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38 2GA045554
行○國際貿易

股份有限公司
4*59-HX 103/05/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39 2GA045623 王○中 A*W-8787 103/05/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0 2GA045553 黃○媁 4*86-ZJ 103/05/10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1 2GA044829 林○恩 0*0-JLC 103/05/1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2 2GA044814 劉○法 6*M-276 103/05/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3 2GA045521 王○凱 3*80-S7 103/05/1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4 2GA045176 陳○萍 5*52-N7 103/05/1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5 2GA044806 張○蓮 M*8-768 103/05/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6 2GA045606 陳○吟 1*9-LNL 103/05/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7 2GA044971 彭○毅 C*-0630 103/05/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8 2GA045442
天○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A*F-3186 103/05/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

49 2GA043510 呂○遜 T*D-655 103/04/16 公示送達
臺北市交通事件

裁決所

50 2GA044754 鐘○益 D*-8386 103/05/05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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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30101008號

主旨：「變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高速鐵路台中車站地區)

專案通盤檢討(配合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案」自103年6月20

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應到案處所

51 2GA041540
山○文教用品

社
7*5-GSP 103/03/26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52 2GA045289 吳○倫 8*81-QH 103/05/02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53 2GA045614 王○榮 9*-6310 103/05/14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54 2GA043899 郭○廷 2*-3147 103/04/23 公示送達
臺南裁決中心台

南辦公室

55 2GA044298 林○賢 2*3-MAS 103/04/26 公示送達
高雄市交通裁決

中心

56 2GA044285 陳○福 O*U-890 103/04/26 公示送達
高雄市交通裁決

中心

57 2GA044849 李○芳 A*S-2273 103/05/06 公示送達
高雄市交通裁決

中心

58 2GA039994 李○平 5*6-NZE 103/03/17 公示送達 澎湖監理站

59 2GA042776 萬○俊 A*-7840 103/04/07 公示送達 澎湖監理站

60 2GA043756 萬○俊 A*-7840 103/04/19 公示送達 澎湖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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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及本市烏日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3年6月20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民國103年7月3日下午2時30分假本市烏

日區公所第一會議室舉行(地址:臺中市烏日區新興路316號)。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

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301010081號

主旨：「擬定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高速鐵路台中車站地區)

細部計畫案」自103年6月20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及本市烏日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3年6月20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民國103年7月3日下午2時30分假本市烏

日區第一會議室舉行(地址:臺中市烏日區新興路316號)。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

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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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30112669號

主旨：「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再

公開展覽案自103年6月26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3年5月27日第828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豐原區公所公告欄、本市神岡區公所公告欄、本市潭子區公

所公告欄及本市大雅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3年6月26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

(一)103年7月14日上午9時30分假本市豐原區公所4樓會議室。

(二)103年7月14日下午2時30分假本市大雅區公所4樓禮堂。

(三)103年7月15日上午9時30分假本市潭子區公所4樓會議室。

(四)103年7月15日下午2時30分假本市神岡區公所2樓會議室。

五、本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3年5月27日第828次會議審決，依會

議決議：「本案變更計畫內容新增或超出公開展覽範圍部分，請依都

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

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或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

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

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六、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及檢附地籍

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表示意見，據以彙整提報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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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301203201號

主旨：公示送達「許庭芳（原名許貴珠） 君（統一編號：T22612****）於本

市大里區大新街17之1號建築物違反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定，本府102

年9月26日府授都測字第102177576號函、行政裁處書及行政罰鍰繳款

書」公示送達文書。

依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定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79條、第80條、

第81條及第8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許庭芳（原名許貴珠） 君（統一編號：T22612****）因違

反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定，業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主旨所述函件經

查詢戶政連線戶籍資料及各項程序仍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主旨所述函件已由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保管，應受送

達人得於上班時間隨時領取，並持繳款書向公庫繳納，逾期不繳，即

依建築法第92條規定辦理。

三、依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公示送達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

力。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301203321號

主旨：公示送達「余鳳隆 君（統一編號：D12062****）於本市烏日區一德街

65號建築物違反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定，本府102年10月02日府授都

測字第1020182619號函、行政裁處書及行政罰鍰繳款書」公示送達文

書。

依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定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79條、第80條、

第81條及第86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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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余鳳隆 君（統一編號：D12062****）因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79條規定，業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主旨所述函件經查詢戶政連線戶

籍資料及各項程序仍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主旨所述函件已由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保管，應受送

達人得於上班時間隨時領取，並持繳款書向公庫繳納，逾期不繳，即

依建築法第92條規定辦理。

三、依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公示送達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

力。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7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30117724號

主旨：「變更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原臺中縣轄學校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自103年7月7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清水區公所、本市沙鹿區公所、本市梧棲區公所、本市龍井

區公所、本市大雅區公所、本市潭子區公所、本市太平區公所、本市

大里區公所、本市烏日區公所、本市大肚區公所、本市豐原區公所、

本市神岡區公所、本市大甲區公所、本市后里區公所、本市霧峰區公

所、本市新社區公所、本市東勢區公所。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3年7月7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

(一)訂於民國103年7月14日上午9時30分整假清水區公所3樓農業館、民

國103年7月14日下午2時00分整假沙鹿區公所5樓禮堂舉行。

(二)訂於民國103年7月15日上午9時30分整假梧棲區公所4樓禮堂、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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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7月15日下午2時00分整假龍井區公所5樓禮堂舉行。

(三)訂於民國103年7月16日上午9時00分整假大雅區公所4樓禮堂、民國

103年7月16日下午2時00分整假潭子區公所4樓會議室舉行。

(四)訂於民國103年7月17日上午9時00分整假太平區公所3樓禮堂、民國

103年7月17日下午2時00分整假大里區大新圖書館3樓會議室(大里區

大新街36-1號)舉行。

(五)訂於民國103年7月18日上午9時00分整假烏日區公所1樓第一會議

室、民國103年7月18日下午2時00分整假大肚區公所5樓禮堂舉行。

(六)訂於民國103年7月21日上午9時00分整假豐原區公所4樓第三會議

室、民國103年7月21日下午2時00分整假神岡區公所2樓第一會議室

舉行。

(七)訂於民國103年7月22日上午9時00分整假大甲區公所3樓簡報室、民

國103年7月22日下午2時00分整假后里區公所2樓第一會議室舉行。

(八)訂於民國103年7月23日上午9時00分整假霧峰區圖書館2樓會議室

（大同路8號）舉行。

(九)訂於民國103年7月24日上午9時00分整假新社區公所3樓禮堂、民國

103年7月24日下午2時00分整假東勢區公所地下室禮堂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林字第1030111519號

附件：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清單

主旨：公告本市大肚區等10區266棵樹木(詳如附件)為本市受保護樹木。

依據：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四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受保護樹木及其必要生育地環境範圍內之土地所有人、使用或管理人

應維護受保護樹木之良好生態環境，並得向樹木所在地區公所及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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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申請農業局提供之樹木養護技術。

二、受保護樹木除具有下列原因之一並由農業局提經樹木保護委員會審議

許可外，不得砍伐、移植或毀損：

(一)罹患嚴重病蟲害。

(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

(三)危害公共設施。

(四)危害居家安全。

(五)其他經樹木保護委員會審議通過有砍伐、移植之必要者。

三、受保護樹木土地管理機關或所在地區公所應定期追蹤管理區域或轄區

內受保護樹木實際狀況，並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農業局提報其

資料。

四、土地管理機關或區公所發現違反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定之情事

時，應予以制止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並通報農業局。必要時，得洽

請轄區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五、土地管理機關應負責其管理土地內受保護樹木及其生育環境維護管理

有關事項。

六、受保護樹木之必要生育地環境範圍得申請容積轉移獎勵及地價稅全額

補助。

七、違反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一

條第一項之規定者，處行為人新台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受保護樹木位於森林法第三條第一項及其施行細則第三

條所定林地範圍內者，依森林法處罰。

八、公告期間內，公告範圍內之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如有異議，

得以書面向農業局提出，農業局於收受異議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審

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異議人。

九、公告日期：自民國103年6月17日起60日。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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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序號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 地號

1 2401001 朴樹 自治段 586

2 2403001 榕樹 榮華段 100、113

3 2404003 榕樹 追分段 199、202

4 2404004 榕樹 追分段 199、202

5 2404005 榕樹 追分段 199、203

6 2406001 榕樹 大東段 348

7 2406002 榕樹 大東段 348

8 2410001 榕樹 追分段 1663

9 2410002 榕樹 社腳段社腳小段 32

10 2410004 榕樹 社腳段社腳小段 99

11 2411001 榕樹 自治段 395

12 2411004 榕樹 自治段 395

13 2411005 榕樹 自治段 395

14 2411006 榕樹 自治段 395

15 2411007 榕樹 自治段 395

16 2411008 榕樹 自治段 395

17 2411009 榕樹 自治段 395

18 2411010 榕樹 自治段 395

19 2411011 榕樹 頂街段 2108

20 2413001 緬梔 瑞井段 35-1

21 2413002 緬梔 瑞井段 35-1

22 2413003 緬梔 瑞井段 35-1

23 2416001 刺桐 追分段 1233-3

24 2416002 榕樹 追分段 1152-14、1152-16、1169-27

25 2416003 榕樹 追分段 1048-1

26 2416004 朴樹 追分段 1000-1

27 2416005 榕樹 追分段 1152-14、1152-16、1169-27

28 2417001 榕樹 文昌段 2095

29 2417002 茄苳 文昌段 2095

1 2002001 樟樹 土牛段土牛小段 616

2 2002002 楓香 土牛段土牛小段 616

3 2002003 黃連木 新德興段 502

4 2002004 黃連木 新德興段 502

5 2002005 黃連木 新德興段 502

6 2002006 黃連木 新德興段 502

7 2002007 榕樹 新德興段 502

8 2002008 龍眼 新德興段 428

9 2002009 麵包樹 新德興段 428

10 2004001 印度橡膠樹 崁子下段 575、588

11 2006001 黃連木 新國校段 69

12 2006002 芒果 新梅子段 179-1、180、181

13 2006003 龍眼 新萬興段 455

14 2008001 芒果 新廣興段 797

15 2008002 龍眼 新廣興段 873

16 2008003 黃連木 社寮角段社寮角小段 297-4

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清單

大肚區

石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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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序號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 地號

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清單

17 2008004 榕樹 社寮角段社寮角小段 297-4

18 2008005 榕樹 新萬興段 187

19 2009001 芒果 新德興段 380、382

20 2010001 樟樹 仙塘坪段 185、186

21 2010002 榕樹 仙塘坪段 186

22 2010003 樹杞 仙塘坪段 186

23 2010004 相思樹 仙塘坪段 185、186

24 2010005 香楠 仙塘坪段 186

25 2010006 樟樹 仙塘坪段 154-13

26 2010007 樟樹 仙塘坪段 297

1 2701001 樟樹 頭汴坑段 261

2 2701002 龍眼 萬福段 238

3 2701003 芒果 萬福段 238

4 2701004 芒果 萬福段 238

5 2701005 龍眼 萬福段 1025

6 2701006 樟樹 頭汴坑段 264-298

7 2704001 榕樹 壽平段 210、212-2、221

8 2707001 榕樹 和平段 939

9 2707002 榕樹 和平段 939

10 2707003 榕樹 和平段 939

11 2707004 榕樹 和平段 948

12 2712002 樟樹 麗園段 304

13 2716001 榕樹 豐中段 90

14 2716002 榕樹 豐中段 90、91

15 2719001 龍眼 東平段 291

16 2719002 茄苳 東平段 581、583、592

17 2720001 榕樹 皇帝筍坑段 148

18 2720002 榕樹 皇帝筍坑段 148

19 2720003 榕樹 皇帝筍坑段 148

20 2720004 芒果 頭汴坑段 4911

21 2721003 芒果 東平段 15

22 2721004 龍眼 東平段 158

23 2722001 榕樹 福星段 44

24 2725001 樟樹 車籠埔段黃竹坑段 17-357

25 2731001 榕樹 育賢段 201

26 2732002 芒果 新福段 830、831

27 2734001 樟樹 頭汴坑段 121-1

28 2734002 芒果 頭汴坑段 9000-111

29 2735001 荔枝 福隆段 126

30 2737001 樟樹 興隆段 47

31 2738001 龍眼 頭汴坑段 221-6

32 2738002 芒果 福利段 65、74

1 1409001 榕樹 文化段 260、286

2 1409002 榕樹 文化段 260

3 1410001 榕樹 南簡段 264-38

石岡區

梧棲區

太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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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序號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 地號

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清單

1 1301001 榕樹 南勢坑段埔子小段 252-1

2 1301002 榕樹 南勢坑段埔子小段 568-2

3 1301003 榕樹 南勢坑段埔子小段 568-2

4 1301004 榕樹 南勢坑段埔子小段 567

5 1301005 榕樹 南勢坑段埔子小段 535-6

6 1305001 榕樹 北勢坑段北勢坑小段 300

7 1305002 榕樹 北勢坑段北勢坑小段 300

8 1305003 榕樹 北勢坑段北勢坑小段 300

9 1305006 榕樹 北勢坑段北勢坑小段 300

10 1305009 榕樹 北勢坑段北勢坑小段 300

11 1305012 榕樹 北勢坑段北勢坑小段 300

12 1306001 茄苳 竹林段竹林小段 957-2

13 1309001 榕樹 沙鹿段沙鹿小段 463、463-1

14 1310001 榕樹 南勢坑段南勢坑小段 222、222-2

15 1310002 榕樹 南勢坑段南勢坑小段 263

16 1313001 榕樹 南勢坑段埔子小段 933

17 1315001 榕樹 公館北段 338

18 1317002 榕樹 鹿寮段 168

19 1319001 雀榕 北勢坑段北勢坑小段 608-20

1 1901001 樟樹 神木段 499

2 1901002 樟樹 神木段 73

3 1901003 黑松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

4 1901004 樟樹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

5 1901005 檸檬桉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580

6 1901006 琉球松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580

7 1901007 南洋含笑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

8 1901008 楓香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

9 1901009 楓香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

10 1901011 菲律賓紫檀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1

11 1901013 鐵刀木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2

12 1901014 鳳凰木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2

13 1901015 銀樺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2

14 1901017 竹柏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

15 1901018 竹柏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

16 1901019 竹柏 大南段大南小段 109

17 1903001 茄苳 水底寮段上水底寮小段 350-21

18 1909001 樟樹 七分段七分小段 51

19 1909002 樟樹 七分段七分小段 51

20 1909003 樟樹 七分段七分小段 51

21 1909004 樟樹 七分段七分小段 51

22 1909005 雀榕 七分段七分小段 85-3

23 1910001 樟樹 復盛段 586

24 1911001 木麻黃 國校段 384

25 1911002 羅漢松 國校段 384

東勢區 1 1002001 榕樹 下新段 866

新社區

沙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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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序號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 地號

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清單

2 1002002 榕樹 下新段 866

3 1002003 榕樹 下新段 866

4 1005001 臺灣櫸 東勢段中嵙小段 554-2

5 1005002 樟樹 東勢段中嵙小段 396

6 1005003 茄苳 東勢段中嵙小段 385-4

7 1005004 茄苳 東勢段中嵙小段 385-4、385-6

8 1005005 印度紫檀 東勢段中嵙小段 385

9 1009001 樟樹 石壁坑段 10、15

10 1015001 樟樹 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967

11 1015002 臺灣魚藤 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975

12 1015003 樟樹 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975

13 1015004 芒果 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94-1、94-3

14 1016001 臺灣櫸 石圍墻段埤頭山小段 113

15 1016002 榕樹 石圍墻段埤頭山小段 9031-1

16 1016003 臺灣魚藤 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1200

17 1016004 樟樹 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1200

18 1018001 樟樹 詒新段 151、154

19 1018002 楓香 詒新段 154

20 1022001 榕樹 六合段 146

21 1022002 榕樹 泰昌段 1410、1413、1414、1421

22 1023001 楓香 大茅埔段 9

23 1023003 榕樹 大茅埔段 1416

24 1023004 榕樹 大茅埔段 9015-40、9016-8

25 1023005 榕樹 大茅埔段 1411-1

26 1025001 榕樹 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9014-2

27 1025002 榕樹 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9014-2

1 1702002 榕樹 摘星段 1226、1227、1273、1312

2 1702003 茄苳 大埔厝段大埔厝小段 267-36

3 1702004 榕樹 摘星段 1273、1274

4 1703001 榕樹 僑忠段 443

5 1703002 榕樹 僑忠段 443

6 1703003 樟樹 僑忠段 439-1、443

7 1704001 榕樹 東寶六段 133

8 1704002 榕樹 東寶六段 133

9 1704003 榕樹 東寶六段 133、137

10 1704004 榕樹 東寶六段 136

11 1704005 樟樹 東寶七段 1134、1332

12 1704006 樟樹 東寶七段 1134

13 1705001 榕樹 家福段 1326

14 1707001 榕樹 祥和段 831、832

15 1707002 榕樹 祥和段 831、832

16 1707003 榕樹 祥和段 832、833

17 1708001 榕樹 聚興段新興小段 130

18 1708002 木麻黃 聚興段新興小段 130

19 1708003 榔榆 聚興段 836-7

潭子區

東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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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序號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 地號

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清單

20 1708004 榔榆 聚興段 836-7

21 1709001 榕樹 嘉豐段 277、280

22 1709002 芒果 嘉仁段 596

23 1709003 榕樹 嘉豐段 493、500

24 1709004 榕樹 嘉仁段 931

25 1710001 樟樹 聖宮段 517

26 1710002 九芎 聖宮段 1046-1

27 1710003 榕樹 聖宮段 1046

28 1710004 榕樹 大新段 26

29 1710008 龍眼 大新段 626

30 1710009 朴樹 大新段 626

31 1710010 樟樹 大新段 543

32 1710011 榕樹 大新段 611

33 1710012 榕樹 大新段 611

34 1710013 龍眼 大新段 626

35 1711001 茄苳 聚興段 875-17

36 1711002 鳳凰木 聚興段 459

37 1711003 榕樹 聚興段新興小段 160、161

38 1711004 榕樹 聚興段新興小段 160

39 1711005 樟樹 聚興段 473-68、473-71

40 1711006 芒果 聚興段 642-3

41 1713002 榕樹 工區段 631

42 1713003 榕樹 工區段 631

43 1713004 榕樹 工區段 631

44 1714001 龍眼 潭興段 629

45 1714002 樟樹 潭陽段 791、792

46 1715001 荔枝 頭家段 112

47 1715002 荔枝 頭家段 112

1 1202001 榕樹 銀聯段 372-20

2 1204001 榕樹 鰲峰段 169

3 1204002 榕樹

4 1213001 榕樹 武秀段 1367、1379-1

5 1213002 榕樹 武秀段 1064

6 1213003 雀榕 武秀段 383、404

7 1215001 圓滑番荔枝 光華段 506

8 1215002 榕樹 光華段 506

9 1215003 榕樹 光華段 506

10 1215004 榕樹 光華段 506

11 1215005 榕樹 光華段 506

12 1215006 榕樹 光華段 506

13 1215009 榕樹 光華段 506

14 1215010 榕樹 光華段 506、517、755

15 1215011 榕樹 光華段 506

16 1215012 榕樹 光華段 506

17 1215013 榕樹 光華段 506

潭子區

清水區

鰲峰段169、銀聯段3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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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序號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 地號

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清單

18 1215014 榕樹 光華段 506

19 1215015 榕樹 光華段 506

20 1215016 榕樹 光華段 506

21 1215017 榕樹 光華段 506

22 1215018 榕樹 光華段 506

23 1215019 榕樹 光華段 506

24 1215020 榕樹 光華段 506

25 1215021 榕樹 光華段 506

26 1215022 榕樹 光華段 506

27 1215023 榕樹 光華段 506

28 1215024 榕樹 光華段 506

29 1217001 榕樹 海濱段 1608

30 1218001 榕樹 高美中段 141、145、1259

31 1218002 榕樹 高美中段 141、145、1259

32 1218003 榕樹 高美中段 141、145、1259

33 1218004 榕樹 高美中段 141、145、1259

34 1218005 榕樹 高美中段 141、145、1259

35 1223001 榔榆 朝天段 461

36 1223002 榕樹 臨海段 270

37 1223003 榕樹 臨海段 270

38 1226001 木棉 甲南段 1423、1425

39 1227002 芒果 菁埔南段 900

40 1234001 榕樹 槺榔段 792-7

41 1231001 朴樹 海濱段 172-3

42 1231002 朴樹 海濱段 172-3

43 1231003 朴樹 海濱段 172-3

44 1231004 朴樹 裕嘉段 847

45 1232001 榕樹 清水段清水小段 55-29

46 1232002 榕樹 清水段清水小段 55-29

1 2505001 榕樹 竹泉段 175-1、175-3

2 2506001 榕樹 忠和段 95、2243

3 2509001 榕樹 新庄段 505

4 2512002 榕樹 龍田段 1294

5 2512003 榕樹 龍田段 1295

6 2512005 榕樹 龍田段 1295

7 2512006 榕樹 龍田段 1294

8 2512007 榕樹 龍田段 1294

9 2514001 榕樹 龍目井段龍目井小段 87-1

10 2514002 榕樹 龍目井段龍目井小段 217

11 2514003 雀榕 龍目井段水裡社小段 99、477

12 2516001 榕樹 龍目井段水師寮小段 48-1

清水區

龍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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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觀企字第10301023411號

主旨：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規定，授權臺中

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辦理「臺中市高美溼地遊客服務中心暨體驗館OT

案」後續招商事宜。

依據：依據促參法第5條第2項及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授權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辦理「臺中市高美溼地遊客服務中心

暨體驗館OT案」依「促參法」應辦理之成立甄審會及工作小組、

研擬招商文件、辦理招商公告、議約、簽約及監督管理受委託經

營廠商等相關事宜。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3005610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百彥實業有限公司等307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

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地掛號郵寄冊

內被通知人，該郵件無法送達；第2次投遞戶籍地無人領取，茲依規定

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已送至各處分（監理）機

關，違規人得逕至處分（監理）機關領取並接受裁處，如逾30日未領

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邱豐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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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30060347號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簡志偉(住所：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95之2號1樓)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分書，因行方不明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簡志偉於103年1月13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

條之1第2項，經本局於103年5月20日裁處新臺幣3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

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

局派員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公告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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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於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

組)洽領處分書，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

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邱豐光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30066880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告丁建忠等12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罰鍰逾期未繳通知

書，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列冊丁建忠等12人(如附件名冊)，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

法之罰鍰催繳通知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

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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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人：陳小姐】

局長  黃美娜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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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30104665號

附件：場址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臺中市豐原區翁明段249、250(部分)、282等3筆地號土地為土壤

污染控制場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廢棄

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第四期調查計畫（乙）」調查結果。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興國鍊鋼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已於92年7月10日解散清

算完結）。

二、場址名稱：臺中市豐原區翁明段249、250(部分)、282等3筆地號（前

興國鍊鋼股份有限公司原址）。

三、場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豐勢路1段296號。

四、場址地號：臺中市豐原區翁明段249、250(部分)、282等3筆地號。

五、場址面積：面積共7,719.35平方公尺。

六、場址座標：如場址航照套繪圖。

七、場址現況概述：場址目前由興辦事業人設廠使用中。

八、污染物及污染情形：

(一)污染情形：本場址土壤污染物重金屬鎘濃度達82.7(毫克/公斤)、

鉻濃度達555(毫克/公斤)、銅濃度達2,480(毫克/公斤)、鎳濃度達

273(毫克/公斤)、鉛濃度達2,210(毫克/公斤)、鋅濃度達19,700(毫

克/公斤)、多氯聯苯濃度達23.3(毫克/公斤)，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

(二)污染範圍：豐原區翁明段249、250(部分)、282等3筆地號。

九、其他重要事項：

(一)現場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日之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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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審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

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十、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

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04-22289111分機66312）。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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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9.35
249 2,897.02 m2 250 570 m2 282 4,252.33 m2

TWD97

 X Y 
1 222302 2683397 
2 222320 2683368 
3 222326 2683371 
4 222334 2683337 
5 222428 2683392 
6 222456 2683422 
7 222391 2683418 
8 222388 2683448 

2
3

4

1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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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30059015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臺中市豐原區翁明段249、250(部分)、282等3筆地號為土壤污染

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場址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廢棄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第

四期調查計畫（乙）」調查結果，土壤污染物重金屬鎘濃度達82.7(毫

克/公斤)、鉻濃度達555（毫克/公斤)、銅濃度達2,480(毫克/公斤)、

鎳濃度達273(毫克/公斤)、鉛濃度達2,210(毫克/公斤)、鋅濃度達

19,700(毫克/公斤)、多氯聯苯濃度達23.3(毫克/公斤)，超過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臺中市政府業以103年6月4日府授環水字第1030104665號

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為保障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特劃定該場

址所在土地範圍為土壤污染管制區，並對區內之土壤使用或人為活動

進行管制或限制。

二、管制範圍：臺中市豐原區翁明段249、250(部分)、282等3筆地號，位

置詳如航照套繪圖。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為。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

項及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

污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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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

查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六、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西

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66312）。

代理局長  黃崇典

7,719.35
249 2,897.02 m2 250 570 m2 282 4,252.33 m2

TWD97

 X Y 
1 222302 2683397 
2 222320 2683368 
3 222326 2683371 
4 222334 2683337 
5 222428 2683392 
6 222456 2683422 
7 222391 2683418 
8 222388 268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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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122282號

主旨：本府辦理大里區新興路99巷22弄打通工程用地徵收，茲徵收補償費應

受補償人賴林明珍（歿）之部分繼承人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

受領，該補償費已依法存入國庫專戶保管，因通知書無法送達，特此

公示送達。

依據：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本府業已通知應受補償人之部分繼承人在案（如后附清冊），惟

渠等因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函件無法送達。

二、本案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

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南豐

原分行（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138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

費302專戶」內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

而消滅；逾期未領其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書、印鑑

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地用科（地址：臺

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7樓，電話：(04)22218558轉63771）洽辦。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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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149291號

主旨：公告徐豐祺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徐豐祺。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15號。

三、證書字號：（7 9）台內地登字第000778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徐豐祺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自強南街288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228341號

主旨：公告李雲景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雲景。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20號。

三、證書字號：（8 2）台內地登字第010967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雲景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172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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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139881號

主旨：公告謝秀珠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謝秀珠。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12號。

三、證書字號：（8 5）台內地登字第01622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謝秀珠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清水區信義路15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140891號

主旨：公告羅茂裔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羅茂裔。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13號。

三、證書字號：（8 4）台內地登字第01466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利群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東南路191巷5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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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213271號

主旨：公告蔡郭素霞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郭素霞。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19號。

三、證書字號：（7 9）台內地登字第00272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蔡郭素霞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三甲東街192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204561號

主旨：公告蔡連春先生申請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換發登記，符合規定，准

予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連春。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4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宸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忠明路211號7樓之2。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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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政　令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稅財字第103011710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請逕向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查閱）

主旨：公告重行評定臺中市房屋標準價格有關事項。

依據：

一、房屋稅條例第11條。

二、臺中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103年5月29日第1次常會決議。

公告事項：

一、重行評定臺中市房屋標準價格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修訂臺中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如附件

1）

(二)臺中市三十層以下房屋標準單價表。（如附件2）

(三)臺中市三十一層以上超高大樓房屋標準單價表。（如附件3）

(四)臺中市各類房屋構造別代號暨折舊率表。（如附件4）

(五)臺中市房屋用途細類別及用途細類別代號表。（如附件5）

(六)臺中市房屋用途相近歸類表。（如附件6）

(七)臺中市無電梯設備之五層以下分層所有樓房價值分擔標準表。（如

附件7）

(八)修訂臺中市電梯設備工程費概算表。（如附件8）

(九)修訂臺中市房屋地段等級率標準。（如附件9）

(十)臺中市特殊構造物現值評價方式。（如附件10）

(十一)臺中市地下建築物標準單價表。（如附件11）

(十二)臺中市公共工程施工地段房屋地段等級率調整要點。（如附件

12）

二、施行日期：自103年7月1日起施行。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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