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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按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

(六)其他符合減免規定之各類土地，如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公

共通行之騎樓走廊用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未作任何使用並

與使用中土地隔離及社會救濟慈善事業用地暨其他合於土地稅減免

規則減免標準之規定者，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如道路土地，應向地

政事務所申請測量分割確定面積後檢附地籍圖謄本)，並填妥申請

書，申請核定減免地價稅。

二、申請期限：應於本(103)年9月22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

之次年期起開始適用。

三、申請用紙：由本局印製免費供應，土地所有權人可向本局所屬分局洽

取。

四、申請地點：文心分局、豐原分局、民權分局、東勢分局、東山分局、

大屯分局、沙鹿分局及大智分局，或利用本局網站(網址:http://www.

tax.taichung.gov.tw)連結地方稅網路申報入口或進入網際網路(網

址: https://net.tax.nat.gov.tw)傳輸申請。

五、凡前已申請並經核定為自用住宅用地、工業(廠)用地及經核准減免有

案之土地，其土地所有權及用途未變更者，無須再辦申請，但適用特

別稅率、減免地價稅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即向本局所轄分局申報

恢復課稅。

局長  蔡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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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會字第103002548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訂「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補助各級農會經費核銷注意事項」，並自即

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補助各級農會經費核銷注意事項」乙份。

二、敬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惠予刊登法

規資料庫網站。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局會計室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補助各級農會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3年8月13日中市農會字第1030025487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求補助各級農會經費之核銷作業順

利執行，俾利各級農會有所遵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可透過臺中市政府

農業局網站，網址為：http：//www.agriculture.taichung.gov.tw【首頁

/法令規章及首頁/表單下載與申辦】下載相關規定與表件格式）。

二、實施範圍：以本局補助臺中市各級農會之經費為限（含全額補助及部份補

助）；至本市所轄漁會、農業合作社場、產銷班、農民及其他與農業有關之

非營利性團體得比照辦理之。惟中央及本局對各級農會之補助，若已按補

助計畫性質另訂有作業規範及經費請撥核銷程序者，則從其規定，不在此

限。

三、會計處理原則：

(一)補助經費之處理，應依「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業建設經費補助要

點」、「會計法」、「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支出憑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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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內部審核處理準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二)專款專用，不得與各團體本身之經費帳目相混。

(三)計畫經費預算經本局核定後，經費應在核定範圍內支用。計畫執行期間

倘各用途別科目間必須流用時，其流入數額未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 

十，流出數額未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得由各級農會自行核定，

但資本門不得流為經常門，人事費不得流入流出，請各級農會於報送計

畫時，應事前於預算經費概算表內標明得流用之字樣及得流入、流出之

百分比。各級農會未按前述規定者，其相關支出應予剔除。

(四)本局補助款，不可用作下列各項開支：

1、不合計畫預算之支出。

2、購買計畫執行單位本身之物資。

3、交際應酬費用、贈款及各種私人用款。

4、禮品、紀念品、工作服及帽子等項目。

(五)本局補助款「雜支」編列上限為10％（例如：補助20萬元，則雜支編 

列上限為2萬元），列舉算式等項目除外。

(六)本局補助款若核定項目內有「設備費」，應以採購執行計畫所需之設備

為限，且設備費必須以計畫預算科目內列有名稱者始得開支。

(七)款項之支付應取得符合「會計法」及「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

之原始憑證。

(八)凡支付款項，其原始憑證不能分割而由數機關共同分攤支付者，尚應加

具支出機關分攤表。

(九)人員出差，應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報支差旅費補充規定」報支旅費，並檢附出差旅費報告表。

(十)採購案件因廠商違約或逾期交貨等之罰款，由本局於補助款逕行扣除。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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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之規定，受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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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比例請計算至小數點第二

位，小數點第三位四捨五入；若計畫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時，除應以書

面說明原因外，已請領之款項未執行部分應予繳回。

(十二)各級農會所報計畫，無論係獲中央及本局全額補助，農會毋需配合款

者，或是部份由中央及本局補助，部份由農會自籌者，均應依審計法

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憑證送審，原始憑證應報送本局核銷，

請將原始憑證按核定計畫逐一黏貼支出憑證黏存單按序編號，並依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逐級經相關人員簽名或蓋章，裝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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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除依「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業建設經費補助要點」倂附執行

成果報告表、計畫考核表外，另應檢附領款收據（加蓋關防）及編製

會計報告、支出機關分攤表一併報送本局；但若報經審計部臺中市審

計處同意就地審計者，得免附送有關憑證，則原始憑證毋需報送本局

核銷，惟計畫辦竣後，除依「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業建設經費補

助要點」倂附執行成果報告表、計畫考核表外，另應檢附領款收據

（加蓋關防）及編製會計報告、經費支用明細表、支出機關分攤表一

併報送本局。

四、各級農會執行計畫，如有變更事項致原核定計畫預算不能配合需要而又未

能依第三點第（三）項規定辦理時，不論補助金額是否增減均應填具預算

變更明細表並敘明具體理由，於計畫結束前申請變更預算。資本門預算不

可申請變更為經常門預算。

五、有關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應依

「政府採購法」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發布相關子法辦理。

六、有關執行機關計畫執行進度、作業流程、採購程序、經費收支及原始憑證

管理等情形之督導及考核，悉依「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業建設經費補

助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辦理。

七、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關法令辦理。

八、本注意事項簽奉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會字第1030025510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訂「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委辦或補助區公所、其他政府機關經費原始

憑證就地查核注意事項」，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委辦或補助區公所、其他政府機關經費原始

憑證就地查核注意事項」乙份。

二、敬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惠予刊登法

規資料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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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局會計室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委辦或補助區公所、其他政府機關經
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3年8月13日中市農會字第1030025510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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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婦字第103014386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幼童身故慰助金發放要點」，並自中華民國103年8月1日

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旨揭要點、發放作業原則、印領清冊及委託書格式各乙份，請各

區戶政事務所依規辦理審查及慰助金發放作業，另請各區公所協助辦

理要點宣導。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均含

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幼童身故慰助金發放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撫慰身故幼童(以下簡稱幼童)之家
屬，使其獲得經濟上補助、減輕家庭負擔並降低社會問題，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幼童，指設籍本市年齡六歲以下之兒童，並符合下列規
定者，父母得申請幼童身故慰助金新臺幣二萬元：

(一)幼童父母之一方或監護人，於幼童身故當日已設籍本市連續滿
一百八十天以上，且申請時仍設籍本市。

(二)幼童於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完成死亡登記。
父母死亡、行方不明或受監護宣告者，得由監護人提出申請。
前二項以外之特殊個案，由本府專案辦理。

三、申請人應於幼童身故之次日起一百八十天內，持身分證、印章、死
亡登記等應備文件至受理幼童完成死亡登記之戶政事務所提出申
請，逾期視為放棄權利。
前項申請得委託他人辦理，受託人應攜帶身分證、印章及委託書辦
理。
受理之戶政事務所於申請當日將幼童身故慰助金以現金方式發放。
本府社會局於每年一月十日前先行撥入週轉金，戶政事務所於次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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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日前，檢據前一年印領清冊函報本府社會局辦理核銷事宜。
四、申請人故意致幼童於死者，無受領權；如有虛報、偽證或簽報不實

者，本府依法除追回已發放之慰助金，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法
辦。

五、本要點之身故慰助金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局編列預算支應。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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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助字第1030145457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作業要點」，

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檢附修正後本要點規定、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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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協助上載法規資料庫)、本

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3月1日府授社助字第100003013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8月4日府授社助字第1030145457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

定標準之認定（以下簡稱本認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社會局。

三、本要點所稱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指國民年金法第十二條第

二款所定情形。

四、申請人得填具申請書檢附最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甲式(現住人口且詳盡記事)或丙式(現住及非現住人口且詳盡

記事)、身分證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區公所申請認定。

五、區公所受理前點申請之案件，經審核員初審後報本府認定。

本府及區公所審查時，得限期請申請人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逾期未

提供或提供不全者，應予退回。

本府審查認符合規定者，應予認定，並將認定結果交區公所轉通知

申請人，不符合規定者，亦應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

六、申請人無法親自申請時，得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代理人應檢附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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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書。

七、申請人接獲核定通知起，三十日內得提出申復，以一次為限。

八、本要點資格認定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

日，經審核通過後，溯及受理申請日發生核定通過效力；如已申請

並符合補助資格者，嗣後如因列計之全家人口範圍或家庭總收入異

動，致補助資格變動者，應自其異動日起變更補助資格 。

九、經核定通過符合資格者，申請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註銷其資格：

(一) 未符第三點所定要件者。

(二) 死亡者。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局編列預算支應。

十一、本要點所需之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障字第1030153372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運用作業要點」部分要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運用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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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市長　胡志強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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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運用作業要點 
第四點、第十點修正案

四、補助標準：

(一)政策性方案：

1、依實際所需經費預算額度，由本府業務單位依政策及可行

性、必要性規劃初審，申請單位得列部分自籌經費。

2、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及追回款項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所

定下列項目除外：

(1)國民年金保險保險費。

(2)農民健康保險保險費。

(3)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4)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5)以中央定額設算之一般性社會福利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

目。

(二)一般性方案：依補助項目及基準審核，經常門及資本門核定後

總經費之百分之八十(單位應自籌經費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人事補助方案：依本市補助項目及基準辦理；如涉及立法與政

策執行項目之支薪標準之一致性應提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

管理運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議。

十、一般性方案補助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經費請撥：

1、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完成後二週內檢附收據及第二款第一目

文件據以憑撥。

2、計畫有預付需求者，申請單位應予收到核定函二週內，檢附

原因及理由向本府提出申請，經審查有理由者，始得以預付

方式辦理；採預付者應設立專戶專款專用，請款時應檢附領

據、專戶資料影本及專戶切結書，專戶產生之孳息及計畫執

行完竣之結餘款，應予繳回；如未設立專戶，應於計畫完成

後，檢據請款。

(1)經常門補助經費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分二期撥付：第一

期經費（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五十）於收到核定函二週提

出申請後撥付；第二期經費（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五十）

依期中督導決議並俟第一期經費核銷完竣後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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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本門補助經費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者於補助單位提出申

請後，依工程進度及實地考核結果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再行撥付。

(二)經費核銷：

1、受補助單位之受補助項目，應如期編具會計報告或收支清單

連同原始憑證正本送本府，另應檢附下列文件報本府結案，

其裝訂順序如下：

(1)專案計畫績效評估（格式如附件二）。

(2)專案計畫成果六張彩色照片（格式如附件三）。

(3)支出憑證簿（格式如附件四）。

(4)支出明細表（格式如附件五）。

(5)黏貼憑證用紙(格式如附件六)。

(6)支出分攤表（格式如附件七）。

(7)申請計畫及核定表。

(8)資本門支出檢附財產清冊（格式如附件八）。

(9)講義、宣導品、手冊、成果資料、公文等其他相關資料。

2、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執行，補助經費不得移作他用，

但應配合實際需要修正或變更項目、執行期間及進度時，應

事前詳述理由，報請本府同意後始得辦理；涉及經費變更部

分，應俟本委員會同意後始可辦理。未提報本府同意逕予變

更者，不予補助該筆經費。

3、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不得相互流用，其劃分標準依行政院主

計處訂頒之各類歲出歲入預算經常、資本門劃分標準規定辦

理。

4、年度終了後，補助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並於二週

內將經費繳回本府。但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

部分，應於當年度十一月底前填具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款

保留申請表報經本府核准保留，始得繼續執行；未於期限辦

理保留單位者，不予保留補助經費。

5、各類服務人員酬勞費之印領清冊應列明實領薪資總額（包括

本委員會補助及受補助單位之自籌款部分）扣繳稅款及實領

淨額，並應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

報。

6、核銷憑證之保存年限及銷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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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規核銷憑證留存受補助單位保管，受補助單位應建立完

整補助案件相關檔案及保管場所，將自籌款及接受補助之

憑證依案裝訂成冊並保存至少十年以供備查。

(2)相關核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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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補助款核銷結案時，實際支用經費總額乘以本案所核定核

銷，應自籌經費比例之積為應自籌金額，如不足應自籌金額

者，應繳回差額。於必要時，得請受補助單位提出自籌款憑

證影本或其他支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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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清字第10300848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局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

點」乙份，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惠請本府法制局及秘書處協助上傳主管法規資料庫及刊登政府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局清潔隊管理及勞工安全科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8月25日中市環清字第1000064271號函訂

中華民國101年4月30日中市環清字第1010036944號函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103年8月13日中市環清字第1030084861號函第二次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員工作業安全，提升

安全衛生管理品質，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設置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副局

長兼任，並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為秘書，輔助其綜理會務。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七人以上，委員任期為二年，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三)本局各單位之主管、監督、指揮人員。

(四)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

(五)醫護人員。

(六)工會或勞工選舉之代表。

前項工會或勞工選舉之代表應佔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四、本委員會之任務為：

(一)對本局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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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審議作業環境測定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

(五)審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審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七)審議各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八)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九)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十)考核各單位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十一)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五、本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

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會

議需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審議事項需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通過，方得決議。

六、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

七、委員因故出缺時：

(一)本局委員由其職務銜接人員續任，或由局長另行指定人員擔

任，並經委員會會議通過後生效。

(二)工會或勞工選舉之代表，由工會或各單位主管提報委員會，並

經委員會會議通過後生效。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給字第103014442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核定「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薪給要點」、「臺中快捷

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薪點表」、「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職務加

給基準」、「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新進從業人員敘薪標準表」

及「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薪給標準」（如附

件），請　查照。

說明：請貴局依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第9條及第10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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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儘速將旨揭人事規章報交通部備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副本：交通部、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財政

局、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請刊登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人事處(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薪給要點

一、本要點依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二、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快捷公司）副總經理以下從業人

員(以下簡稱人員）之薪給，依本要點之規定。

三、快捷公司人員之薪給，分基本薪與加給。

基本薪採薪點制，其薪點如附表。

加給依職務性質，並得考量工作之特殊性、危險性、稀少性由快捷公司

擬定增給基準，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核

定。

前項增給基準以不超過原職務加給之百分之十為限。

四、快捷公司人員薪點折算薪額基準、加給基準與敘薪等級，快捷公司應考

量捷運及快捷巴士系統經營特性、營運績效、營運路網狀況及人力市場

供需情形等因素訂定。

前項薪點折算薪額基準、加給基準及敘薪等級，由快捷公司擬定，經董

事會通過後，報市政府核定。

五、快捷公司得視營運績效及人員服務貢獻發給獎金。

前項獎金發給規定，由快捷公司擬訂，報市政府核定。

六、快捷公司升等人員支予不低於原薪級相當之薪級，未達所升職等最低薪

級者，支所升職等最低級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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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30154823號

修正「臺中市大安區公所編制表」，並自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大安區公所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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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30159250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編制表」，並自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十七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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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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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146298號

附件：如說明三、四

主旨：貴大隊警務員林泰正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林泰正降貳級改敘。」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3年7月29日臺會調字第1030001636號函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3年7月30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3年7月31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

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3年度鑑字第12866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證

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影本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四、另依法官法及各級法院法官評核辦法規定，辦理103年各級法院法官評

核，檢附法官評核通知書1份，請一併代為送予受懲戒人，上網填寫調

查表。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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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150522號

附件：如說明三、四

主旨：貴分局警員陳信茂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陳

信茂降壹級改敘。」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3年8月4日臺會調字第1030001727號函辦

理。

二、本府於民國103年8月5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於

翌日（民國103年8月6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受懲

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期間

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3年度鑑字第12882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證

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影本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四、另依法官法及各級法院法官評核辦法規定，辦理103年各級法院法官評

核，檢附法官評核通知書1份，請一併代為送予受懲戒人，上網填寫調

查表。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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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150523號

附件：如說明三、四

主旨：貴局警務正關勝男違法失職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關勝男申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3年8月4日臺會議字第1030001721號函辦

理。

二、本府於民國103年8月5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於

翌日（民國103年8月6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受懲

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期間

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3年度鑑字第12879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證

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影本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人事處。

四、另依法官法及各級法院法官評核辦法規定，辦理103年各級法院法官評

核，檢附法官評核通知書1份，請一併代為送予受懲戒人，上網填寫調

查表。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1505231號

附件：如說明三、四

主旨：貴大隊偵查佐張文藝違法失職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

決：「張文藝記過壹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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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3年8月4日臺會議字第1030001721號函辦

理。

二、本府於民國103年8月5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於

翌日（民國103年8月6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受懲

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期間

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3年度鑑字第12879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證

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影本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四、另依法官法及各級法院法官評核辦法規定，辦理103年各級法院法官評

核，檢附法官評核通知書1份，請一併代為送予受懲戒人，上網填寫調

查表。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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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1505232號

附件：如說明三、四

主旨：貴分局警員湯濬紘違法失職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湯濬紘申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3年8月4日臺會議字第1030001721號函辦

理。

二、本府於民國103年8月5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於

翌日（民國103年8月6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受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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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期間

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3年度鑑字第12879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證

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影本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四、另依法官法及各級法院法官評核辦法規定，辦理103年各級法院法官評

核，檢附法官評核通知書1份，請一併代為送予受懲戒人，上網填寫調

查表。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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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30063163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北區陽光幼兒園停辦案，特予公告。

依據：本市私立北區陽光幼兒園103年7月28日未具文號函暨「幼兒園與其分

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臺中市私立北區陽光幼兒園（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郭○瑛。

身分證字號:S202***378。園址：臺中市北區文庄里1鄰文化街3

號。）自103年8月1日起停辦3個月。

局長  吳榕峯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30063264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福幼幼兒園自103年8月1日起至104年7月31日止停辦案，特

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福幼幼兒園103年7月30日中市福幼字第1030701號函及「幼

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3年8月1日起至104年7月31日止停辦。

二、臺中市私立福幼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顧○雲。身分證字

號：B***613***。園址：臺中市南區永東街21號1-2樓。

局長  吳榕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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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301540481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公告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開發計畫可行性規劃報告第一次變

更計畫書。

依據：　

一、產業創新條例第33條。

二、經濟部103年8月8日經授工字第10320418990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次可行性規劃報告之變更修訂，經濟部已於103年8月8日核定在案，

本府依規辦理本次公告事宜。

二、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開發計畫可行性規劃報告第一次變更計

畫書，存放於本府經濟發展局及本市南屯區公所以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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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30160334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幸福好宅-勞工合宜住宅」第一階

段承購資格證明受理申請。

依據：　

一、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幸福好宅-勞工合宜住宅」社區用地標

售要點，附件3-1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幸福好宅-勞工合宜

住宅」社區用地興建、銷售、出租作業規範。

二、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幸福好宅-勞工合宜住宅」承購資格證

明核發作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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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受理申請期間：自103年8月25日起至103年10月19日止。

二、申請方式：申請人於受理申請期間，填寫申請書，備妥相關文件，於

受理截止日前，親送至新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接待中心(黎明路與福科

路口)或以掛號郵寄至新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40758臺中市西屯區文心

路二段598號11樓)。

三、受理申請單位：新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四、申請書取得方式：自行至新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網站下載(網址：

http://www.hsinyeh.com/index.php)，或親自至新業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接待中心(黎明路與福科路口)免費索取。

五、受理申請對象及資格：

(一)受理申請對象：需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１、任職於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之勞工。

２、未租購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社區用地員工住宅之勞工。

３、在職滿1年(含)以上之勞工。

(二)受理申請資格：

１、設籍於臺中市。

２、家庭年收入標準：低於公告受理申請當年度之臺中市百分之五十

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者(詳附件1)。

３、年滿20歲。

４、符合下列家庭組成之一者（即符合以下任一種情形即可）：

(１)有配偶。

(２)與直系親屬設籍於同一戶。

(３)父母均已死亡，戶籍內有未滿20歲或已滿20歲仍在學、身心障

礙或沒有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

５、申請人及其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均無自有住宅，若

申請人與配偶分戶，則分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及其配偶均無

自有住宅；以「父母均已死亡，戶籍內有未滿二十歲或已滿二十

歲仍在學、身心障礙或沒有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之

家庭組成提出申請，申請人及其戶籍內兄弟姊妹均須無自有住

宅。

六、申請本證明者，應檢附下列書件，於受理申請期間內，親送至新業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接待中心(黎明路與福科路口)或以掛號郵寄至新業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40758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98號11樓)，經審查

合格，由臺中市政府核發本證明：

(一)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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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勞工在職證明書(格式詳附件2)。

(三)未租購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社區用地員工住宅之切結書(格

式詳附件3)。

(四)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之工廠登記核准函影本。

(五)戶口名簿影本、全戶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夫妻分戶或戶籍內

之直系親屬與其配偶分戶者，應同時檢附其配偶、戶籍內直系親屬

之配偶之戶口名簿影本、全戶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全戶戶籍謄

本或電子戶籍謄本之有效期限為申請日前一個月內)。若家庭成員為

外籍人士或大陸地區人民者，應檢附外僑居留證(外籍人士)或依親

居留證、長期居留證（大陸地區人民）及出入國(境)紀錄證明。

(六)財產歸屬資料清單(由申請人自行向稅捐單位申請，有效期限為申請

日前一個月內，並應包括全部家庭成員資料，詳附件4)。

(七)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由申請人自行向稅捐單位申請，採計

年度為102年度，並應包括全部家庭成員資料，詳附件4）。

(八)「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或「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表(明細)」。

(九)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者，應檢附該住宅之建物權

狀影本或房屋稅籍證明。

(十)貼足雙掛號郵資之回郵標準信封。

七、申請注意事項：

(一)同一家庭僅能承購一戶勞工合宜住宅，並以一人提出申請為限，已

取得勞工合宜住宅承購資格證明且承購勞工合宜住宅者，不得再次

申請本證明。

(二)家庭成員係以家庭組成條件為依據，包括申請人及其配偶、申請人

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之

戶籍外配偶，惟申請人與配偶分戶時，則分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

屬及其配偶亦屬家庭成員。

八、其他事項悉依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幸福好宅-勞工合宜住

宅」承購資格證明核發作業須知辦理。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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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30033827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舉發梁○謙等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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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列梁○謙等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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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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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30131457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臺中州廳及其附近地區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更

新單元A及更新單元B實施者案」第2次公開評選，請 週知。

依據：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9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案件名稱：「臺中州廳及其附近地區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更新單

元A及更新單元B實施者案。

三、案件分類：都市更新。

四、民間參與方式：依都市更新條例辦理。

五、基地範圍：本計畫用地分為「更新單元A」與「更新單元B」，範圍為

東以市府路、西以三民路、南以民生路、北以民權路所圍街廓不含電

信專用區部分，詳細範圍請參照申請須知附件一。

六、計畫許可年限：包括更新單元A及更新單元B更新事業實施過程中各階

段工作期程及相關權利義務，詳本案招商文件。

七、申請受理期間：自本案公告日起至民國103年9月29日下午5時止（受理

截止日如遇停止上班日則順延至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收件時間）。

八、招商文件洽購時間：本案公告後至民國103年9月29日上班時間之上午9

時至下午5時。

九、招商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臺幣3,000元整，請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秘書室（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以無記名方式洽購。

十、申請文件提送時間及地點：本案申請文件應於規定期限內，以郵遞掛

號或快捷郵件(以落地郵戳為憑)寄達，或專人送達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收發單位簽收，如有延誤應自行負

責，逾期概不受理。

十一、資格審查時間及場所：公告受理期間截止次一辦公日上午10時於州

廳中正廳（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舉行。

十二、申請保證金：申請人應於提送申請文件前繳交新臺幣2,000萬元整，

其繳交方式請詳閱申請須知。

十三、公告底價：

(一)更新單元A開發權利金最低新臺幣1,204,580,000元整。

(二)更新單元B開發權利金最低新臺幣7,270,000元整。

(三)更新單元B共同負擔比例最高55%。

60 6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秋字第　4　期



(四)營運權利金最低年營業收入總額2.42%。

十四、申請人資格：詳細內容詳申請須知，僅摘錄重點如下：

(一)一般資格：

１、本案申請人（包含單獨申請人、合作聯盟之授權代表公司與一般

成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１)本國公司 ：係指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之本國公司。

(２)外國公司：係指外國公司依中華民國法令經主管機關認許及核

准在中華民國設立登記分公司者，應以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

登記之分公司為申請人。

２、大陸地區公司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不得為本案申請人。

３、納稅且無欠稅者。

(二)財務能力資格：

１、實收資本額

(１)以單獨申請方式者，其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5億元以上。

(２)以合作聯盟方式者，其授權代表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3

億元以上，且各成員實收資本額之總合不得低於新臺幣5億元。

２、申請人最近3年之財務結構皆應符合以下情形：

(１)申請人之公司淨值不低於實收資本額。

(２)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

(３)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淨值4倍。

３、債信能力：申請期限截止日前最近3年內無退票記錄，但公司成立

未滿3年者，則為所有年度。

(三)專業技術能力資格：

１、申請人應具備以下住宅社區或商業使用之開發、興建經驗之一：

(１)單一完成個案樓地板面積（不含地下層面積）達20,000㎡以

上。

(２)最近10年累計完成個案樓地板面積（不含地下層面積）達

30,000㎡且其中至少應一個案樓地面積達15,000㎡以上。

２、申請人應具備以下觀光旅館營運經驗之一：

(１)單一個案樓地板面積（不含地下層面積）達8,000㎡以上。

(２)最近10年累計個案樓地板面積（不含地下層面積）達20,000

㎡。

３、古蹟、歷史建築之修復或再利用相關辦理人員、廠商、單位，應

符合「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9、10、11、12條等規定。

十五、甄審項目及審查標準：包含團隊組織及相關經驗實績、更新單元A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初步規劃構想、古蹟與歷史建築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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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構想、更新單元B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初步規劃構

想、地區發展與回饋計畫、簡報與答詢等項目，詳細內容詳本案申

請須知附件10。

十六、聯絡窗口：

(一)聯絡人單位: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

(二)電話：04-22289111#65501。

(三)傳真：04-22246015。

十七、其他事項：

(一)本府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收益分收之比例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帳

戶，本府將於簽約前提供申請人，並納入契約書內容。

(二)相關事宜詳見招商文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301389511號

主旨：公告辦理「變更臺中市東勢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通盤

檢討範圍及公開徵求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4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3年8月5日起30天。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東勢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告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請以書面意見表，載

明姓名、地址、建議事項、位置、理由及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

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作為通盤檢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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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301390231號

主旨：公告辦理「變更臺中市東勢區都市計畫工業區（工一、工二）細部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通盤檢討範圍及公開徵求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4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3年8月5日起30天。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東勢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告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請以書面意見表，載

明姓名、地址、建議事項、位置、理由及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

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作為通盤檢討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301507031號

主旨：公示催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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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應繳而未

繳之行政罰鍰，請於公告生效日起10內繳納完畢，仍不繳納者，本局

將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定逕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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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

第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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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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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

本府102年9月26日府授都測字第1020177576號函處罰鍰新臺幣18萬元

整在案，並以103年6月25日府授都測字第10301203201號函公告公示送

達，惟逾期仍未繳納罰鍰，因受處分人戶籍地址無法投遞，致罰鍰催

繳通知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催繳。

6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3年秋字第　4　期

65



二、本案行政裁處書、行政罰鍰繳款書及催繳通知函件已由本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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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於公告生效日起10內繳納完畢，逾期不繳，本局將依都市計畫法第79

條規定逕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制執行。

三、依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本公示催繳自公告之日起翌日發生效力。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301507461號

主旨：公示催繳「余鳳隆君（統一編號：D12062****）於本市烏日區一德街

65號建築物」建築物違反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定應繳而未繳之行政罰

鍰，請於公告生效日起10內繳納完畢，仍不繳納者，本局將依都市計

畫法第79條規定逕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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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

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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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本府102年10月2日

府授都測字第1020182619號函處罰鍰新臺幣12萬元整在案，並以103年

6月25日府授都測字第103011203321號函公告公示送達，惟逾期仍未繳

納罰鍰，因受處分人戶籍地址無法投遞，致罰鍰催繳通知無法送達，

特依法公示催繳。

二、本案行政裁處書、行政罰鍰繳款書及催繳通知函件已由本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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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於公告生效日起10內繳納完畢，逾期不繳，本局將依都市計畫法第79

條規定逕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制執行。

三、依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本公示催繳自公告之日起翌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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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145550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大甲區西岐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行監督辦法第11條，以及本府103年7月28

日府授農輔字第1030140190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大甲區西岐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大甲區西岐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西岐社區屬於濱海的社區，東鄰省道臺一線及幼獅工業區，西

鄰福德里及臺灣海峽，北鄰銅安里、南鄰建興里及龍泉里，面積約3.2

平方公里，為大安溪沖積扇平原上的一大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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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149800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豐原區東湳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行監督辦法第11條，以及本府103年8月1日

府授農輔字第103014645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豐原區東湳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豐原區東湳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東湳社區位於臺中市豐原區東湳里，全社區範圍地處豐原區北

邊，三豐路以東，葫蘆墩圳以西，北臨大甲溪，南接軟埤溪，排除東

湳里第14~16、18、26~29鄰部份，計畫範圍面積約275.31公頃。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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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觀管字第10301584941號

主旨：公告民宿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所稱「偏遠地區」本市認定範圍。

依據：民宿管理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暨交通部103年8月5日交授觀賓字第

1030908648號函。

公告事項：本市偏遠地區認定範圍如下：

一、和平區全區。

二、豐原區、大里區、太平區、新社區、東勢區、石岡區、后里區、外埔

區、大安區、大甲區、潭子區、神岡區、大雅區、清水區、沙鹿區、

梧棲區、大肚區、龍井區、烏日區及霧峰區等各區之非都市計畫範圍

區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勞綜字第1030155899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關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訂主管機關之權

限，劃分由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執行。

依據：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組織規程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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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執行下列法規之主管機關權限：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34條第1項及第3項、第35條、第

36條。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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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30080544號

主旨：公告義務人紀○雯君（身分證號：B221***502，地址：臺中市南屯區

豐樂里厚生巷1號）所有車輛1255-*J號車輛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經本

局依法通知陳述函，因義務人行方不明，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義務人紀○雯君於103年7月9日於本市霧峰區林森路38號旁違反空氣污

染防制法第34條第1項，依同法63條規定處新臺幣3,000元罰鍰。因義

務人行方不明，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刊登日起20日內上班時間，逕向臺

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04）

2227-6011轉66240）洽領陳述函，逾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處分機

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代理局長  黃崇典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30151031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土地範圍地籍圖

主旨：公告和平區「梨山耶穌堂」登錄為本市歷史建築。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3、4條

規定，暨本市103年度第一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

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梨山耶穌堂。

二、種類：教堂。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福壽路5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範圍：

(一)建築本體：教堂主體及前方噴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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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物使用面積：554.05平方公尺。

(三)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和平區梨山段152-4、153-3及154地號。

(四)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臺中市和平區梨山段第152-4、153-3及154地

號，共計6,162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

(一)本案係由蔣公與蔣夫人於民國50年代所興建，其與歷史人物有著密

切關係，又本案座落於原住民保留地，見證原住民地區傳教之歷

史，建築風格為戰後臺灣常見之「簡化西方歷史式樣」，具備相當

之文化資產價值。

(二)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所列之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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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定期間內向本府遞送，並將副本抄送文

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胡志強　　出國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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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二字第1030147365號

附件：土地代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主旨：本府已將102年度第3批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

金保管款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

書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

4條第3款及第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保管款金

額、保管款字號：詳見案附土地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03年8月18日至103年11月18日止共3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土地銀行臺中分行之臺中市

政府-地籍清理保管款305專戶。

四、保管處所地址：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1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03年7月25日存入專戶

起，至民國113年7月25日止10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

餘，歸屬國庫。

六、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等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地政局申請，並按代為標售土地之

價金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實收利息發給

之。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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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150094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太平區振福路361巷至旱溪東路開闢工程，奉准徵收本市

太平區新光段280地號等土地上之土地改良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3年6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30197289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3年6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30197289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地上改良物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

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人口遷移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

本府地政局及太平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地上改良物所在地

里辦公處等處所。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3年8月7日起至民國103年9月8日止)。

六、本工程徵收土地前經本府以103年7月17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134948號

公告徵收在案。

七、本次徵收土地上之土地改良物於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

通知領取徵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

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

費，歸屬國庫。

八、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

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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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權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

議，復議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九、本件徵收工程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3年10月開

工；預計104年10月完工。

十、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

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

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

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

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

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

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

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

定之限制。

十一、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

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

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150776號

附件：清冊1份

主旨：本府辦理車籠埤抽水站工程用地徵收土地，茲因所有權人林邦珍等人

（詳清冊）徵收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於103年7月3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1247235號函

通知，因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103年8月12日（星期二）上午10時至12時止，假霧峰

區公所2樓會議室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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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8月29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逾期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

（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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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153209號

主旨：本府辦理潭子區兒5-2公園新闢工程用地徵收土地及地上改良物，茲因

權利人王秋玉等8人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103年7月7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1254485號函

通知，因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

達。

二、上開工程用地之土地及地上改良物補償費，本府訂於103年8月15日上

午10時至12時止假潭子區公所（三樓會議室）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

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本（103）年8月25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

科辦理領款事宜，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

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

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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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157241號

主旨：本府辦理臺中市烏日區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

工程用地徵收，茲因權利人江呂寶珠君等14人徵收公告通知無法送

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於103年7月24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1376785號函

通知，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103年8月29日上午10時至12時止假烏日區公所（第

一會議室）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本

（103）年9月15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逾期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

戶」（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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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462801號

主旨：公告涂慕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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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慕潔。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33號。

三、證書字號：（101）台內地登字第02674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金華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山西路二段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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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487371號

主旨：公告尤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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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瑄。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35號。

三、證書字號：（9 5）台內地登字第025670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鑫榆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三街11號1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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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530351號

主旨：公告謝慧馨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謝慧馨。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40號。

三、證書字號：（8 4）台內地登字第01502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謝慧馨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新生路171巷18弄1號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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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8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535271號

主旨：公告許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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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海祺。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43號。

三、證書字號：（8 7）台內地登字第02257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許海祺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育才路27號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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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568281號

主旨：公告林亮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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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亮宇。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45號。

三、證書字號：（103）台內地登字第02714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真亮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30號16樓之3。

市長　　胡志強　　出國
　副市長　蔡炳坤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481451號

主旨：公告註銷地政士陳文煌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臺南市政府103年7月30日府地籍字第1030689769號函及地政士法第10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文煌。

二、執照字號：（101）中市地士字第00022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興業發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敦化路456號二樓。

五、註銷原因：地政士事務所遷移臺南市開業。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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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495961號

主旨：公告註銷地政士洪惠真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洪惠真。

二、執照字號：（91）中市地登字第00011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永惠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228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300325981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銷容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銷容。

二、證書字號：（99）中市字第00706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誠易不動產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區後龍里五權路48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曾國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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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498981號

主旨：公告江晨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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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晨旭。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地估字第000060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華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6巷6號15樓之2。

備註：有效期限至10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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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499221號

主旨：公告郭世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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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憲。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地估字第000017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誠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10樓之3。

備註：有效期限至10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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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1529911號

主旨：公告陳岳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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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岳嶺。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5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理德冠昱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10樓之1。

備註：有效期限至10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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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新行字第1030148893號

主旨：公告本市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分期(擴增)營運臺中市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103年度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費用標準，施行期間自即日起至

103年12月31日止。

依據：　

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1條第1項。

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

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3年6月20日通傳傳播字第10362018700號函。

四、103年8月1日本府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委員會103年度第二次會議決

議。

公告事項：　

一、本市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分期(擴增)營運臺中市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103年度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費用標準如下：

(一)A組：基本頻道數量24個，每月為新臺幣99元。

(二)B組：基本頻道數量103個，每月為新臺幣5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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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組：基本頻道數量140個，每月為新臺幣585元。

二、系統經營者應注意消費者權益保障，維持申報之頻道別及節目水準，

並載明於契約中，如頻道變更應詳實告知消費者及提供相關賠償或退

費措施；另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7條規定，頻道應經合法授權，始得

播送。

三、系統經營者在頻道授權或上架與頻道供應者間發生任何爭議，得依法

申請調處，至於商業糾紛部分，系統經營者應妥為因應預防並作後續

處理，以維護消費者權益，違反上述規定情節重大者，本府得重新審

議系統經營者之收視費用及公告。

四、系統經營者應依規定推行分組付費(含原經營區既有訂戶選擇適用新收

費模式)，不得拒絕民眾付費申裝服務。

五、系統經營者之裝機、復機、移機及分機裝置費用，應依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辦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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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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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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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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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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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免收裝機費及收視費用，並提供B組以上之基本頻道收看。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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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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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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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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稅財字第1030200166號

主旨：公告本市103年地價稅合於自用住宅及工業(廠)等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

申請適用特別稅率及合於減免地價稅案件申請注意事項。

依據：土地稅法第42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1條暨臺中市政府103年4月16日

府授稅財字第1030067270號函。

公告事項：　

一、申請項目：

(一)自用住宅用地：凡合於土地稅法第9條、第17條暨平均地權條例第3

條規定，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公畝部分、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7公畝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

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自用住宅用地，可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

第11條規定，由土地所有權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及建

物所有權狀(或使用執照)影本，申請核定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地價稅。

(二)國民住宅用地：其屬政府直接興建者，檢附建造執照影本或取得土

地所有權證明文件。其屬貸款人民自建或獎勵投資興建者，檢附建

造執照影本及國民住宅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由興建單位或土

地所有權人申請核定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三)勞工宿舍用地：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勞工宿舍之用地，由土地所有

權人填具申請書，檢附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及勞工行政主管機

關之證明文件，申請核定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四)工業(廠)用地：凡合於土地稅法第10條、第18條規定，依法核定之

工業區土地及政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工業主管機關核定使

用範圍內工業用地及直接供工廠使用範圍內之工廠用地)，可依同法

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或興辦工業人檢附建造執

照及興辦工業人證明文件；建廠前依法應取得設立許可者，應加附

工廠設立許可文件，其已開工生產者，應檢附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並填妥申請書，申請核定按工業(廠)用地稅率計課地價稅，但未按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

(五)礦業用地、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寺廟、教堂用地、

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

計畫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暨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

地，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之證明文件，申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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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按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

(六)其他符合減免規定之各類土地，如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公

共通行之騎樓走廊用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未作任何使用並

與使用中土地隔離及社會救濟慈善事業用地暨其他合於土地稅減免

規則減免標準之規定者，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如道路土地，應向地

政事務所申請測量分割確定面積後檢附地籍圖謄本)，並填妥申請

書，申請核定減免地價稅。

二、申請期限：應於本(103)年9月22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

之次年期起開始適用。

三、申請用紙：由本局印製免費供應，土地所有權人可向本局所屬分局洽

取。

四、申請地點：文心分局、豐原分局、民權分局、東勢分局、東山分局、

大屯分局、沙鹿分局及大智分局，或利用本局網站(網址:http://www.

tax.taichung.gov.tw)連結地方稅網路申報入口或進入網際網路(網

址: https://net.tax.nat.gov.tw)傳輸申請。

五、凡前已申請並經核定為自用住宅用地、工業(廠)用地及經核准減免有

案之土地，其土地所有權及用途未變更者，無須再辦申請，但適用特

別稅率、減免地價稅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即向本局所轄分局申報

恢復課稅。

局長  蔡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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