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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95150號

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七條，名稱並修正為

「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辦法」。

附修正「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七

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辦法 
第三條、第七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辦法獎補助對象為就讀於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學校，並經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符合身心障礙之學

生。

第七條　　本辦法獎補助申請期限自每年九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止，逾

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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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95285號

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教學原則及輔導辦

法」第三條。

附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教學原則及輔

導辦法」第三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 
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臺中市

(以下簡稱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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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96875號

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十一條。

　附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十一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第十一條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刪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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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98740號

修正「臺中市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第七條、第八條。

附修正「臺中市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第七條、第八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 
第七條、第八條修正條文

第七條　　臺中捷運公司之本府持股比率應超過百分之五十，受臺中市

議會監督，應於每一正式會期向議會說明公司營業計畫及進行工

作報告，並視業務需要，得設各處、室、課。 

第八條　　臺中捷運公司執行下列事項，應報本府核定：

一、公司章程及董事會組織規程訂(修)定。

二、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薪給標準。

三、公司資金與現金之管理、調度。

四、國外借貸。

五、公司組織規程訂（修)定。

六、公司營業方針、事業計畫、預算、決算及超支併決算之

核定事項。

七、運價訂定。

八、董事長、總經理出國。

九、因公派員出國計畫。

十、公司投資或轉投資事項。

十一、公司資本額調整及股票相關事項。

十二、以公司財產為擔保之借款。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第十款、第十一

款、第十二款，因有關影響市民權益，增加市庫負擔部分，報本

府核定後，應送臺中市議會審議通過，始得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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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96234號

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第三條，名稱並修正為

「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

附修正「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辦法」第三

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 
實施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無法自行上下學且未搭乘就學服務交通車

之身心障礙學生，其範圍如下：

一、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國民小

學。

二、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國小部。

三、大學附屬（設）國民中學、國民小學。

前項身心障礙學生，以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安置者為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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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100674號

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雜費減免辦法」。

附「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雜費減免辦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學雜費減免辦法

中華民國106年5月12日府授法規字第1060100674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教育局主管之高級中

等學校。

二、特殊境遇家庭：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之家庭。

三、學雜費：指學費、雜費及實習實驗費等。

第四條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於修業年限內，得依教育局

每學年開始前公告之學雜費收費標準，申請減免學雜費百分之

六十。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及其相關法規規定免納學費者，以減免雜費及實習實驗費

為限。

第五條　　依本辦法申請減免學雜費者，應於學校所定期限內，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三個月內申請且載有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之戶口名

簿、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

（科）或鄉（鎮、市、區）公所開具尚在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

家庭身分證明文件，向學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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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受理前項申請，經審核符合申請資格者，由學校於註冊

時逕予減免學雜費；私立學校並應於減免後，造具減免清冊一

式二份，一份留存校內，一份備文掣據，連同核銷一覽表一式三

份，於每年四月十五日及十月十五日前，造冊送教育局轉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請撥補助經費。

第六條　　學校應於學校網頁建置學雜費減免專區，並指定專人提供諮

詢及協助。

第七條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相關學

雜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雜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應擇一申請，不得重複。

第八條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延長修業年限、重修及補修期

間之學雜費，不予減免。

已減免學雜費之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有下列情形之

一，其學雜費不得重複減免：

一、畢業後再就讀同級學校者。

二、轉學、休學或喪失學籍者，其後重讀、復學或再行入

學，其所就讀之相當學期、年級已減免者。

前項第二款於學期中轉學、休學或喪失學籍者，當學期已減

免之學雜費，不予追繳。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學雜費不予減免；已減免者，學校應

追繳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一、申請資格與本辦法規定不符。

二、重複申領。

三、所繳證件虛偽不實。

四、冒名頂替。

五、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申請。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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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99793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十四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六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十四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勞工局設下列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勞資關係科：工會組織、會務評鑑、勞資爭議、勞資會

議、大量解僱、團體協約、勞工保險、勞健保費補助、

法制等事項。

二、勞動基準科：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條件事項、勞動契

約、勞動檢查處督導等事項。

三、綜合規劃科：資訊、志願服務、勞動教育、統計、國際

組織、綜合規劃等事項。

四、福利促進科：勞工福利、職工福利委員會設立輔導、身

心障礙者定額進用及職業重建服務、職災勞工個案服

務、勞工育樂中心、文康休閒推廣辦理等事項。

五、外勞事務科：外勞查察、諮詢、外籍勞工勞資爭議之協

調、終止聘僱關係驗證及管理、外勞安置庇護、外籍勞

工及外國人工作之管理與檢查、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外

國人部分）等事項。

六、就業安全科：就業服務、就業歧視防制及認定、性別工

作平等法相關事項、創業輔導、勞工大學、職業訓練及

生活津貼審核、就業安定基金運作、人力資源統整及提

昇、就業服務處督導、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職業訓練機

構設立及管理等事項。

七、秘書室：文書、檔案、印信、事務、採購、出納、研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4　期

12 13



考、財產管理、工友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管理、公

共關係、新聞連繫及不屬於其他科、室之事項。

第十四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ㄧ百年三月七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中華民國ㄧ百年十月四日修正

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十五日施行；中華民國ㄧ百零

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國ㄧ百零三年一月ㄧ

日施行。

本規程除前項修正條文，其餘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本府

以命令定之。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99551號

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

附「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 
及評議辦法

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府授法規字第1060099551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教育局主管之高級

中等學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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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時，具有學

籍者。

三、學生自治組織：指由全校學生以選舉方式所組織，為處

理其學習及生活等事務之團體。

第四條　　學校為處理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申訴案

件，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由校

長就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學生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聘（派）兼之；必要時，

得遴聘學者專家擔任委員或諮詢顧問；評議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

件時，應增聘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

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共二位委員，不受委員人數上限之限制。

前項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申評會委員，不得兼任同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

第五條　　申訴人對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不服者，

得向學校提起申訴。

學生自治組織提起申訴時，應以該組織之名義為之。

第六條　　申訴人提起申訴者，應自知悉或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

內，以書面向學校為之。

申訴之提起，以學校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第七條　　申訴書不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學校應通知申訴人於

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第八條　　申訴人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申訴人提起申訴後，於評議決定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申

訴經撤回後，不得就同一事件再提起申訴。

第九條　　申評會會議，由校長召集，並於委員產生後第一次開會時，

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主席，主持會議。主席不克出席時，由委員

互選一人代理之。

第十條　　申評會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申評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申

訴案件之評議決定，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其他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為之。

委員於任期中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得由

校長解除其委員職務，並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補聘之；補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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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十一條　　申評會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評會評議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申

訴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並得通知申訴人、其法定代

理人或其受託人到會說明，必要時並得通知關係人到會說明。

前項陳述及相關詢問內容應予記錄，並經陳述人簽名確

認；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記明其事由。陳述人對紀錄之異

議有理由者，應更正之。

申評會會議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

申評會會議之與會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對於評議、表決及

其他委員個別意見，應嚴守秘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及申

訴人之基本資料，亦同。

第十二條　　申訴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

定：

一、申訴書不合規定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屆期不補正。

二、提起申訴逾法定期間。但申訴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逾越期限，並提出具體證明，不

在此限。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申訴標的非屬學生權益事項。

五、申訴標的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已不存在。

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重行提起申訴。

七、對於非屬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申訴。

第十三條　　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第十四條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

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決定書主文中載明。

第十五條　　申訴之評議決定，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

之，並應於評議決定之次日起十日內，作成學生申訴評議決定

書（以下簡稱評議決定書）。

前項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申訴人為學生自治組織者，該自治組織之名

稱、地址及代表人姓名。

二、代理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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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字號。

三、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

實。

四、申評會主席署名。決定作成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五、評議決定書作成之年月日。

第十六條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應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或其代

理人；無法送達者，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處理。

具有行政處分性質之評議決定，應於該評議決定書附記申

訴人如不服申評會之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臺中市政府提起訴願。

第十七條　　評議決定確定後，學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教育局並應依

法監督其確實執行。

第十八條　　學校對於退學或類此行政處分之學生，應於申評會作成評

議決定前，以彈性輔導方對具有行政處分性質之評議決定，五

份式安排其繼續留校就讀，並以書面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及義

務。

第十九條　　申評會處理申訴案件，關於委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

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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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99627號

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

附「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

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府授法規字第1060099627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
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教育局主管之高級

中等學校。
二、學生：指取得學校正式學籍且註冊之在學學生。
三、獎懲：指依學校獎懲規定具獎勵或懲罰性質之措施。

第四條　　學校應設立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獎懲會），審議下列
事項：

一、學校學生獎懲規定之提案。
二、學校年度學生獎懲教育工作計畫。
三、學生改過及銷過規定之提案。
四、學生記大功、大過以上或有爭議之獎懲事件。
五、學生特別獎勵或獎懲會特殊管教措施等獎懲事件。
六、受司法、警察、社政或其他相關機關處理之重大獎懲事

件。
七、依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結果，評議其後續懲處

事件。
八、經校長交議之其他重大學生獎懲事件。

第五條　　獎懲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委員任期一年，由校長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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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學校學生事務處主任、行政人員代表、各年級導師代表、
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其中學生事務處主任為
當然委員。

獎懲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合計不

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委員因故出缺時，校長依第一項規定補聘（派）兼之，其任

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獎懲會評議特殊教育學生獎懲事件時，得增聘特殊教育學者

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共二位委
員，不受委員人數上限之限制。

第六條　　獎懲會由學生事務處主任擔任主席，召集並主持會議。
主席因故無法召集會議時，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召集

之。
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代理主席一人主

持會議。
第七條　　獎懲會委員不得兼任同一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第八條　　獎懲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獎懲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

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依第十條規定迴避之委員，於表決時，不計入前項出席委員

人數。

第九條　　獎懲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十條　　獎懲會處理學生獎懲事件，關於委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

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第十一條　　獎懲會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獎懲會評議學生獎懲事件，應本公正、公平原則，瞭解事

實經過，衡酌學生身心特質、家庭因素、行為動機及平時表現

等。

獎懲會評議獎懲事件，應通知受獎懲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陳述意見；必要時並得經獎懲會決議邀請提案人、關係人、社

會工作師、心理師、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構）指派之人員到

場說明或諮詢。

前項陳述及相關詢問內容應予記錄，並經陳述人簽名確

認；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記明其事由。陳述人對紀錄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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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者，應更正之。

第十二條　　獎懲事件得經獎懲會決議，推派委員或另聘相關人員，組
成三人以上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並於會議時提出調查報告。

第十三條　　獎懲事件全部或一部之審議決定，以司法、警察、社政或
其他相關機關之處理結果為據者，於該處理程序終結前，獎懲
會得依職權停止審議程序之進行，並以書面通知獎懲事件之提
案人、受獎懲之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關係人。

前項情形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審議，並以書面通知
之。

第十四條　　第四條第四款至第八款之學生獎懲事件，獎懲會除依第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停止審議者外，自學校收受學生獎懲事件書
面提案或校長交議之次日起，應於二個月內為決定；必要時得
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受獎懲之學生及其
法定代理人或關係人。

依第十三條規定停止審議者，自繼續審議之日起重行起算
審議期限。

第十五條　　獎懲事件之審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為之。其審議經
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予保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相關資料，亦
同。

第十六條　　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對獎懲會審議學生獎懲事件，依其
情形有提供相關資料及配合說明之義務。

第十七條　　獎懲事件之審議決定，應送校長核定。
校長對前項決定有不同意見，應敘明理由，送請獎懲會復

議；校長對獎懲會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經獎懲會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原審議決定或作成其他審議決定時，校長
應予核定。

第十八條　　獎懲事件之審議決定經校長核定後，應發布執行，由學校
作成學生獎懲評議決定書，並以學校名義送達受獎懲學生及其
法定代理人。

前項學生獎懲評議決定書應載明學生姓名、事由、獎懲結
果及獎懲法令依據，並附記受獎懲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如有
不服獎懲會之評議決定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
內，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第十九條　　學校應落實受懲處學生之輔導，協助學生改過及銷過。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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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99984號

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

附「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

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府授法規字第1060099984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

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教育局主管之高級中

等學校。

二、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及第

四條之一規定，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學

生。

三、學雜費：指學費、雜費及實習實驗費等。

第四條　　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得減免學雜

費；其減免基準如下：

一、低收入戶學生：免除全部學雜費。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

符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及其相關法規規定免

納學費者，以減免雜費及實習實驗費為限。

第五條　　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延長修業年限、重修及補修

期間之學雜費，不予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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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學校應於學校網頁建置學雜費減免專區，並指定專人提供諮

詢及協助。

第七條　　依本辦法申請減免學雜費之學生，應於就讀學校所定申請期

限內，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向就

讀學校提出申請，經就讀學校核准後，於註冊時逕予減免。

私立學校於減免學雜費後，應造具印領清冊一式二份，一份

留存校內，另一份備文掣據，於每年四月十五日及十月十五日

前，造冊送教育局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請撥補助經費。

第八條　　依第三條規定減免之學雜費，於學生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雜

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雜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應擇一申請，不得重複。

第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減免學雜費之學生於學期中轉學、休學或喪失

學籍者，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不予追繳。

前項情形之學生其後重讀、復學或再行入學所就讀之相當學

期、年級已減免者，不得重複減免。

第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學雜費不予減免；已減免者，學校應

追繳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一、申請資格與本辦法規定不符。

二、重複申領。

三、所繳證件虛偽不實。

四、冒名頂替。

五、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具領。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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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秘採字第1060095580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第十六點，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年2月22日工程企字第10600051280號、

105年9月10日工程企字第10500292300號函示及本府106年4月26日召開

「採購評選委員會內派與外聘委員比例」研商會議紀錄，爰修正「臺

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第十六點第一款及第四款

規定，以提升本府採購效能。

二、本要點修正案，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

庫；隨文檢附前揭函示、106年4月26日「採購評選委員會內派與外聘

委員比例研商會議」紀錄及「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

要點」、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各乙份，供參辦。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除外)、臺中市政府地方稅

務局各分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及(大)隊、臺中市各市立高級

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不含和平

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

市政府秘書處(採購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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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12月19日府授秘採字第101022784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01月30日府授秘採字第102002079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02月23日府授秘採字第102003156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5日府授秘採字第102022055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02月13日府授秘採字第103002660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04月08日府授秘採字第103006444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08月26日府授秘採字第103016566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05月26日府授秘採字第104011655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05月12日府授秘採字第1060095580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強化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營

事業採購制度之建立與管理，以提升整體採購效能，落實分層負

責，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指本府秘書處。

本要點所稱各機關，指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營事業。

本要點所稱上級機關，在本府一級機關為本府，其業務由本府採購

業務主管機關主政；在本府所屬二級以下機關及學校為其直屬之上

一級或隸屬之機關；在區公所為依採購案業務屬性隸屬之業務主管

一級機關。

三、各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第十四條規定之適用，分批辦理公

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理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

應依其總金額核計採購金額，分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

定辦理。

各機關不得意圖規避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六條規

定，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四、各機關以統包方式辦理採購者，應先簽奉上級機關核准後始得辦

理。

五、各機關得於採購契約文件載明個案採購目的。

六、採購案件簽奉核可辦理後，各機關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或違反法令之

虞時，應敘明理由，報請上級機關核定終止辦理；未經核定前，得

暫停採購程序。

七、各機關委託其他具有專業採購能力之機關代辦採購時，應將洽辦及

代辦機關之法定或約定權利義務及業務分工載明於代辦採購委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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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八、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有需報上級機關派員監辦之情形時，各機關應於

規定期限內函報其上級機關。

前項未依規定辦理致上級機關不克派員監辦者，上級機關得視個案

具體情況追究行政責任。

九、依政府採購法或本府相關規定有需報上級機關核准、核定、同意或

備查事項，各機關應依規定函報上級機關，其屬備查事項者，應於

決標或契約變更後三十日內完成備查程序。

十、各機關得依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規定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

該機關稱為訂約機關，該契約適用對象稱為適用機關，作業方式除

契約另有規定外，得準用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

各機關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電子採購網公告之供應商品項目或

依前項方式辦理訂購，一次訂購總金額或單一品項訂購達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十八條至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前項採購，各機關如有特殊情形得敘明必須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

法辦理之原因，並檢附市價佐證資料報請上級機關核定。

各機關應善盡訪、詢價責任，如發現共同供應契約商品價格有高於

市價情形，應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共同供應契約系統登載填報並暫停

訂購該商品。

十一、各機關報請上級機關核定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應邀請各組

別全部或十家以上訂約廠商進行比價，並以公開不訂底價方式辦

理，廠商現場報價在共同供應契約價金以內之最低標為擇定下訂

廠商。廠商報價相同，其比減價格次數未達三次者，應由該等廠

商再行比減價一次，以低價者決標。比減後之標價仍相同者，抽

籤決定之。

前項邀請訂約廠商比價，廠商未出席報價，視同放棄，機關仍得

依通知時間地點辦理比價作業，並製作書面紀錄。

機關共同供應契約採購監辦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之機

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監辦規定一覽表規定辦理。

十二、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為達成行政目的，得隨時要求各機關配合

提供相關資訊，除有法令限制或其他禁止資訊提供之情形，各機

關不得拒絕。

十三、各機關應於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將下年度公告金額以上之工

程、財物、勞務類採購案件招標資訊預定時程，公告於各機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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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站，並依本府標案管理系統作業時程定時修正檢核公告。

十四、各機關委託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代辦工程採購程序時，應提撥

工程管理費之百分之三予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作為代辦採購作

業費，用以支應代辦採購之各項支出(含文具、紙張、設備費、

電話費、工作人員薪資及加班費等)；各機關委託他機關代辦時

亦得視實際需求，調整代辦採購作業費比例等，並於代辦採購委

託書中載明後比照辦理。

十五、為配合政府採購電子化政策，並響應節能減碳，請各機關積極配

合提供電子領投標，因特殊情形不予提供者，應就個案敘明理由

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前項辦理電子領投標績效卓著人員，機關應予敘獎，其獎勵懲罰

標準由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另定之。

十六、各機關辦理公開招標適用最有利標及限制性招標準用最有利標之

採購作業，其中有關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組成，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機關辦理評選，應成立五人至十七人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

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二)各機關得自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所建置專家、學者名單中或

自行遴選外聘專家、學者，併同機關內派委員名單，簽請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圈選排序核定後密封，其屬開標前成立

委員會者，應於開標前二天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專

人啟封，並就前述圈選名單依序通知委員。但招標時已預先

公告評選委員名單者，不在此限。

(三)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但經評選委

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得於招標

時預先公告評選委員名單。

(四)評分及格最低標之採購作業準用前三款規定辦理。

十七、各機關辦理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監辦事項，應依臺中市政府及所

屬機關學校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採購案件決標後應依相關規定至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登錄決標

公告或定期彙送決標資料。

十九、各機關對於採購執行疑義，應先洽詢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

二十、各機關辦理採購時，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辦理；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各機關辦理採購業務應依本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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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程序及作業分工等，應依本府採購業務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

制重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一、各機關應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文件之全部，應以正體中文表

示。但特殊技術、材料或工法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

外國廠商之投標資格及應提出之資格文件或有以相當資格代之

者，應以附經公證或認證之正體中文譯本為之。

二十二、各機關辦理採購之文件應予彙整管理，除依會計法、政府採購

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保存外，應另備具完整備份之文件妥善保

存。

小額採購，其無招標文件、書面報價、企劃書、審標、決標及

契約文件者，免另備具一份文件保存。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民人字第1060013020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辦理甄選儲備主管實施計畫」，並自即日起

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旨揭實施計畫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全文規定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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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宗教禮俗科、本局戶政

科、本局人事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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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辦理甄選儲備主管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05年9月26日中市民人字第105003125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5月4日中市民人字第1060013020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有效運用人力，激勵本局暨所

屬機關公務人員士氣，提高服務效能，特訂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辦

理甄選儲備主管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本計畫所稱儲備主管係指儲備陞補本局所屬機關編制內薦任第六至

第七職等、薦任第七職等課長、館長、分處主任及主任職務。

三、遴薦參加儲備主管須具最近三年年終考績，至少二年甲等，現敘薦

任第六職等以上合格實授資格，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本局服務滿二年以上。

(二)服務二個戶政事務所之職務歷練(須各滿一年以上)。

(三)服務本局所屬二個機關之職務歷練(須各滿一年以上)。

未符前項各款條件，但在本機關服務三年以上，績效優異有具體事

蹟經機關首長推薦，並報奉本局同意，得遴薦參加甄選。

四、辦理儲備主管人力資料庫程序：

(一)函請所屬機關及本局各科室依本計畫所定資格條件遴薦機關內

具發展潛能之優秀公務人員參加甄選。

(二)由本局人事室造列儲備主管甄選資料表並簽請局長同意組成甄

選小組面試或其他測驗。

(三)公告儲備主管甄選結果。

五、經公告錄取之儲備主管，嗣後遇有主管職務出缺，綜合考量學經歷

及相關因素後，依成績高低順序派任。

六、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暨其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七、本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並得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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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民人字第1060013026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辦理所屬戶政事務所職務輪調實施計畫」，

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旨揭實施計畫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全文規定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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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戶政科、本局人事室

（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辦理所屬戶政事務所職務輪調 
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05年9月26日中市民人字第105003125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5月4日中市民人字第1060013026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有效運用人力，增進所屬戶政

事務所人員職務歷練，提高服務效能，特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十三條第二項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職務遷調要

點，訂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辦理所屬戶政事務所職務輪調實施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本計畫所稱人員係指戶政事務所委任第五或薦任第六至第七職等課

員職務；所稱職務輪調，係指各戶政事務所間人員輪調為原則，必

要時得劃分區域辦理。

三、職務輪調得在下列情形下實施：

(一)為培育人才、增加職務歷練，使對各項業務深入瞭解。

(二)為強化人員專長培訓，增進單位效能。

(三)因單位業務增減，人員配置須予調整。

(四)為杜絕久任一職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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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促進單位內部和諧及減少磨擦。

四、具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列入職務輪調範圍：

(一)最近三年內將屆齡退休人員。

(二)留職停薪、延長病假及公假療傷未銷假人員。

(三)任現職未滿一年及家庭遭遇重大變故者。

(四)其他經本局核定不予輪調人員。

五、職務輪調作業由本局統籌辦理，並由本局人事室依意願調查建置遷

調候用名冊，整體予以考量後，由本局依權責核定。

六、輪調人員經辦事項及經管財務，應依照規定列冊移交。

七、輪調人員於調任新職後，一個月內應以部分時間返回原任戶政事務

所輔導接任人員或協助處理原承辦業務。

八、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暨其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九、本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並得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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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60037818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幼兒教保服務資源中心設置要點」，名稱並修正為「臺

中市社區教保資源中心設置要點」，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學前教

保工作實施要點」(以下簡稱實施要點)第3點第4款規定辦理。

二、檢附旨揭要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修正條文各1份供參，如有相

關疑問，請逕洽本局幼兒教育科李思瑩小姐(聯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54402)。

三、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協助登載公報、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公立幼兒園、臺中市各私立幼兒園

副本：本府秘書處、本府法制局、本局幼兒教育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社區教保資源中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17日中市教幼字第1000001301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101年9月17日中市教幼字第1010066279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106年5月9日中市教幼字第1060037818號函修正發布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促進本市幼兒教保服務正常

發展，統籌規劃及執行社區幼兒教保問題諮詢及家長育兒支持，協

助推展社區活動及社區親職教育，平衡區域間教保服務資源，特設

置臺中市社區教保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社區中心），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社區中心提供服務如下：

(一)提供社區教保問題之諮詢。

(二)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及親子活動。

(三)提供圖書借閱，教具、玩具及遊戲場所之使用。

三、本社區中心申請設置資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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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市原已設立之教保服務資源中心轉型之社區中心，或依區域

教保資源需求，由本局於轄內公立學校或公立幼兒園規劃分區

設置。

(二)私立幼兒園申請設立者，應符合下列各目條件：

1、已完成幼兒園基礎評鑑且評鑑結果通過，或尚未辦理評鑑但

經本局查核通過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3.1.2、4.2.1、4.3.1、

5.2.2、6.2.1、6.2.2、6.2.3、6.2.4及6.2.5等九項目者。

2、教保服務人員配置，應符合或優於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所定之

規定。

3、開放使用場地應位於三樓以下，幼兒室內活動面積總計有

一百二十五平方公尺以上之專用空間(不含行政設施空間)，

同時段不可與托育及其他服務混用。

4、近三年內教保服務人員流動率未超過三分之一。

5、幼兒園曾有社區融合經驗，且社區民眾參與活動比率達五成

以上，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最近二年內曾經辦理六次以上的親職教育、親子活動。

(2)二年內曾開放幼兒園場地供社區民眾使用，每學年至少二

次。

6、環境規劃需符合六歲以下幼兒需求，並提供適合該年齡層之

教具、玩具及相關設施設備。

四、每學年請依本局所訂日期及補助規定提報申請設置計畫，計畫填寫

注意事項如下：

(一)如有加置臨時人力，申請計畫中應說明加置臨時人力及其辦理

相關業務內容及編列經費之合理性。

(二)幼兒園若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規定，得

優先申辦。

(三)相關活動及課程須對外開放，優先讓社區六歲以下幼兒及其主

要照顧者參加，不得限制以幼兒園園內幼生及家長為對象，活

動申請時須詳列社區民眾參與之名額及比例。

(四)本局就所有申請案件進行審核，必要時將組成小組實地訪視審

查。

(五)於指定期限內備妥申請應附文件提出申請，逾期則不予受理。

五、本社區中心應依下列規定管理開放：

(一)辦理時間：需為假日固定時段開放場地使用或辦理活動，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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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週需對社區開放三小時以上，總辦理期間至少達八個月

或總辦理次數至少達十次以上。

(二)提供服務：辦理親子活動、親職教育及提供圖書、教具、玩具

借閱及開放場地使用。

(三)使用對象：本社區中心所提供相關資源及辦理活動應提供社區

民眾使用，並以親子為主要對象，幼兒應由家長陪同參與。

六、本社區中心由本局轄管，各置主任一人，由各中心設置所在學校

(幼兒園)校(園)長兼任，副主任一人由主任指派適當人員兼任。

七、為順利推行社區教保業務，分置行政諮詢組、推廣輔導組、研究出

版組及資訊服務組等四組，由本局指定之社區中心辦理：

(一)行政諮詢組：

1、綜理各社區中心教保諮詢服務。

2、協助幼兒教保服務相關問題之研究與解決。

3、整合各社區中心幼兒教保圖書資源之分享。

4、策劃社區中心各項行政業務推動。

(二)推廣輔導組：

1、各社區中心幼兒教保服務之推廣暨輔導工作。

2、整合各社區中心親子活動、親職講座及日常開放資訊。

3、協助輔導幼兒園經營正常化。

4、襄理本市幼教網站幼教資訊及相關法規蒐集及辦理優良課程

教案徵稿。

(三)研究出版組：

1、蒐集國內外幼兒教保服務相關文獻資料提供教保服務人員參

考。

2、蒐集各項幼兒教學研究成果提供教保服務人員參考。

3、辦理幼兒教保各類教材、教學資源之調查、蒐集、分類及推

薦。

(四)資訊服務組：

1、管理本市幼教專屬網站，提供各項教育政策與幼教新知，分

享優質教保課程與教案。

2、協助幼兒教保圖書資源之分享。

各組置總幹事一人由本局指派社區中心主任兼任，襄理各組事務，

並置組長若干人由同組其他社區中心主任或副主任兼任，協助執行

各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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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局於辦理期間不定期進行訪查及輔導，方式如下：

(一)補助辦理本社區中心之幼兒園，本局得於執行期間以實地或電

話訪查方式瞭解辦理情形，並於必要時提供輔導服務，幼兒園

不得拒絕，訪查及輔導結果將作為未來申請審核參考。

(二)本計畫執行期間，如經查獲重大教保服務、衛生保健、消防安

全及公共安全違規事件者，本局得逕予撤銷補助。

(三)經本局查獲辦理社區中心之幼兒園如已獲其他政府機關或民間

資源補助，基於資源不重疊之原則，本局得取消其補助資格，

並繳回補助款。

(四)經本局評估效益過低或單次開放參與活動人次低於十人以下，

則該次活動不予補助。

(五)活動及課程須公開招生，不得限制以幼兒園內親子為限，每場

次社區民眾參與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九、本局每半年召集各社區中心召開一次定期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十、本社區中心所需經費除由教育部專款補助外，另由本局編列年度相

關預算支應之。

十一、本要點奉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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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高字第1060098884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科及學程招生班級數核定作業要點」，並

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科及學程招生班級數核定作業要點」總說

明、逐條說明及規定條文各1份。

二、請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法制局建立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龍津

國民中學、本府秘書處、本府法制局

副本：本府教育局(含各科室)（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科及學程招生班級數核定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核定本府主管之市立及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科、學程之招生班級數，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每學年度申請招生之普通科、專業群科（包括建教合作班）、

綜合高中學程、進修部及附設國中部之總班級數，以不增加前一學

年度核定之招生總班級數為原則。

三、學校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申請調整科、學程之班級數：

（一）符合社區資源及地方產業需求。

（二）現有教師專長足以擔任調整科、學程班級數後之教學，或教師

員額編制尚有餘額，可聘任調整科、學程班級數後之教師，未

造成科目教師超額或專長不符情形。

（三）有足夠校地面積、教室、專科教室、實驗室、實習工場及其他

相關實習場所，可供調整科、學程班級數後之教學使用。

學校進修部申請調增科、學程之招生班級數，以該校已設有群別者

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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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申請科、學程之招生班級數，應經該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決議通過，並填具本府所定高級中等學校科及學程招生班級

數申請表（以下簡稱申請表），於招生學年度前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前，報本府核辦。

五、本府受理前點申請後，得考量學校辦學成效及招生情形，依下列原

則核定科、學程之招生班級數：

（一）學校提報申請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入核減班級數之參考：

1、普通科、綜合高中學程：

(1)該學年度招生有未成班情形。

(2)該學年度招生人數平均每班未達二十五人。

2、專業群科：

(1)該學年度招生有未成班情形。

(2)單科單班：該學年度招生人數未達十五人。

(3)單科多班：該學年度招生人數平均每班未達二十五人。

3、進修部：

(1)三年內招生有未成班情形。

(2)單科單班：三年內有招生人數未達十人情形。

(3)單科多班：三年內有招生人數平均每班未達十五人情形。

（二）綜合高中學程之招生班級數及停辦，另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辦理綜合高級中學課程作業規定辦理。

（三）學校申請將進修部招生班級數調整至日間部者，以其提報申請

表該學年度進修部實際招生班級數之百分之二十為限（小數點

以後無條件捨去）。

（四）學校曾申請將進修部招生班級數調整至日間部，且其調整之班

級數未調回進修部者，不得申請調增進修部班級數。

六、本府應於學校招生學年度前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核定學校科、學

程之招生班級數，並通知學校。學校應依本府核定之科、學程班級

數，辦理招生作業。

七、建教合作班招生班級數之調整，應於核定班級數內，另依建教合作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私立學校有違規超收新生情形者，本府得視情節輕重，依私立學校

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私立學校有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六十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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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府得考量國家人才培育、社會經濟發展、教育資源分布、產業人

力需求狀況、學校師資、設施設備、社區環境及辦學特色等因素，

輔導協助學校調整招生班級數，不受本要點規定之限制。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60041849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巿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實施要點」及「臺中巿

公立幼兒園超額契約進用教保員輔導遷調作業實施要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旨揭要點總說明、逐點說明及要點全文各1份。

二、副本抄發本府秘書處，惠請協助登載公報及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法規

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公立幼兒園(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國立臺中啟聰學校除

外)、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幼兒教育科（均含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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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巿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中市教幼字第1060041849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臺中市市立幼兒園、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區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及國小附設幼兒園

（以下簡稱附幼）編制內現職契約進用教保員（以下簡稱教保員）

申請遷調其他幼兒園及附幼所屬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之服務作業

有所依循，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以

下稱待遇辦法）第二條第二項及第八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應設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辦理教保員之遷調事項。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由本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本局副

局長兼任。

（二）總幹事一人，由本局幼兒教育科科長兼任；副總幹事一人，由

承辦學校校長兼任。

（三）主管機關行政人員代表二人，分別由本局政風室主任、人事室

主任兼任。

（四）國小校長代表二人。

（五）幼兒園園長代表三人。

（六）附幼主任代表二人。

（七）本市市級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二人。

四、本委員會之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年。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五、本局為協助各公立幼兒園處理超額教保員之遷調，應優先輔導其遷

調。

六、超額教保員之遷調，依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超額契約進用教保員輔導

遷調作業實施要點規定辦理之。

七、申請遷調教保員應無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

八、經遷調之教保員，除非該教保員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各款情事之一屬實者外，幼兒園或學校不得拒絕。

九、幼兒園及學校得委託本委員會辦理本市及他縣市教保員遷調。

十、教保員申請遷調他縣市服務者，悉依當年度跨直轄市、縣(市)遷調

作業小組所定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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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幼兒園或學校辦理教保員遷調作業時應公告欲進用之名額，供教

保員申請應聘。

十二、本局為促使幼兒園或學校教保員遷調作業順暢，得排定作業流程

表，供幼兒園或學校據以辦理。

十三、申請人申請遷調積分、申請遷調幼兒園或學校均相同時，應依年

齡（年長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考核積分、獎懲積

分、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由電腦排序

處理。

十四、經達成遷調之教保員，不參加該遷調幼兒園或學校審查，或經

審查通過，不到該園（校）報到，原服務幼兒園或學校應依待

遇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並於十年內不得再申請遷調市內他園

（校），但經列為超額教保員者除外。因前述原因致影響其他幼

兒園或學校教保員遷調者，各該遷調均失其效力，各教保員仍留

原幼兒園或學校服務，原幼兒園或學校不得拒絕，但未報到教保

員之原幼兒園或學校可增開缺額者，各該遷調不失其效力。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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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超額契約進用教保員輔導 
遷調作業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中市教幼字第1060041849號函訂定

一、本要點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二條第

第二項及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所稱超額契約進用教保員(以下簡稱超額教保員)係指本市市

立幼兒園、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及國小

附設幼兒園(以下簡稱附幼)因減班、裁併或停辦造成現有教保員總

人數超過編制人數之教保員。

前項計算方式為該園(校)依法應置教保員人數扣減核定教保員人

數。

三、幼兒園或附幼所屬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有超額教保員時，應向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申請超額教保員輔導遷調。

前項輔導遷調，由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

四、遷調原則：

（一）超額教保員之認定提列除本要點已有規定外，由幼兒園或學校

自行訂定處理原則。

（二）幼兒園或學校當年退休教保員計入缺額後，仍有超額教保員之

幼兒園或學校，應在時限內提列超額教保員名單。

（三）本要點實施前，幼兒園或學校超額教保員倘經本局安置至其他

幼兒園或學校服務者，得優先依本要點遷調至該幼兒園或學校

服務。

（四）幼兒園或學校超額教保員遷調作業，由本委員會輔導遷調時，

依下列順序並按積分高低，就幼兒園或學校提撥缺額依序選

園：

1、選擇同行政區幼兒園或學校。

2、選擇他行政區幼兒園或學校。

（五）幼兒園或學校因新設幼兒園或附幼致發生教保員超額情形者，

得將超額教保員，優先遷調至新設幼兒園或附幼。

超額教保員，得選填志願另擇其他幼兒園或學校，但須與他園

(校)超額教保員依規定順序遷調分發。

（六）幼兒園或學校應提撥三分之二以上之缺額供超額教保員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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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藉故拒絕，其比例由本委員會視超額教保員人數決定。

（七）超額教保員於當年七月底為止，如原服務幼兒園或附幼出缺

時，得經新遷調幼兒園或學校與原服務幼兒園或學校同意返回

原幼兒園或附幼服務。如申請調回原幼兒園或附幼服務之教保

員超過原幼兒園或附幼缺額時，依原服務幼兒園或學校超額教

保員處理原則辦理。

（八）教保員因超額遷調他園或學校後，原服務幼兒園或學校各項積

分應予併計。但於超額遷調他園或學校後，該教保員自行申請

市內遷調他園或學校成功者，原併計之積分應予取消。

（九）幼兒園或學校超額教保員調出之優先順序得考量幼兒園教學需

求、園務發展及教保員意願、年資因素，並參考教保員專業知

能、班級經營、學習輔導、教學品質、教保員考核、在職進

修、行政經歷及個人工作表現等表現，由幼兒園或學校決定訂

定。

（十）留職停薪中之教保員除經幼兒園或學校核准於遷調生效日（八

月一日）回職復薪者，不予提報為超額教保員。

（十一）接受遷調調入幼兒園或學校之超額教保員，除有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或其他法令規定不予

進用之事實，提請本委員會覆議者外，不得拒絕進用。

覆議通過後，該教保員由原幼兒園或學校優先輔導，原幼兒

園或學校因超額已無缺額安置該教保員，依勞動基準法第

十一條規定予以資遣。

（十二）同一學年度有超額教保員之幼兒園或學校，不得再提報他縣

市教保員遷調單調缺額及新進教保員甄選。但有特殊情況經

本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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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停管字第1060088701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使用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管理要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使用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管理要點」修正總說

明、對照表及條文如附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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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臺中

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臺中市停車管理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使用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8月2日府授交停管字第105016223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5月8日府授交停管字第1060088701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因業務需要交通部公路監理資料，為

落實資訊安全，防止公路監理資料不當使用或外洩，保障個人隱私

權益，特依交通部所定各機關應用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及管理要

點規定第三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所屬機關因主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

保管及處理辦法、臺中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臺中市公有停

車場收費自治條例之業務，承辦科相關承辦人，得使用公路監理資

訊連結作業及運用公路監理資料。

三、前點公路監理資料之運用，以作為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違

規車輛拖吊移置保管、停車管理等業務需要者為限；並以本府警察

局、交通局及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等（以下簡稱使用機關）為範圍。

四、本要點使用線上查詢之使用者申請程序及管理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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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帳號新增或異動須經申請，申請時應列明公路監理資料查詢權

限，並由權責主管核可後，交由管理者配賦帳號及查詢權限，

且保留紙本申請單（如屬線上申請簽核免列）及電腦紀錄。

（二）公路監理資料應用，應採分層負責，各層級單位管理者及使用

者均應提出申請，並經機關或單位核准。

（三）帳號及密碼通知過程應具保密措施，防止被竊視及竊取。

（四）管理者及使用者不得使用非本人申請之帳號，帳號不得交接予

他人，且不得和他人共用。

（五）密碼長度至少為八碼，應包含英文、數字、特殊符號及大小寫

混和，每三個月由資訊系統通知使用者更換一次，使用者密碼

應妥善保管，避免他人知悉。如發現有洩密之虞時，應即更

換。

（六）系統限制使用者連續登入密碼失敗的上限次數為三次，超過者

帳號鎖碼。該帳號鎖碼者，經申請核准後，由管理人員解除帳

號鎖碼。

（七）使用者職務異動時，應於職務異動前辦理帳號異動程序，並於

異動前或當日，由管理人員停止原帳號。

（八）管理者職務異動時，應於職務異動前辦理帳號異動程序，並於

異動前或當日，由承接之新任管理者於承接業務時停止原管理

者帳號，並新增新管理者帳號，機關之系統無法變更管理者帳

號時，新任管理者應立即變更管理者密碼。

（九）管理者應每月辦理帳號清查，檢視使用者權限，並廢止重複、

閒置、職務調整、離職及退休者帳號。

（十）連結機關申請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單位主管及承辦人異動

時，應函知交通部及交通部公路總局。

五、採GSN VPN線上查詢公路監理資料安全管制措施如下：

（一）使用者查詢公路監理資料時，查詢紀錄應予存檔，作為日後查

核依據。

（二）查詢公路監理資料應避免非業務權責人員閱覽、擷取及破壞。

（三）查詢公路監理資料完竣後，如有併案或附卷必要，應妥善保

管，紙本資料有含個人資料應妥善保存，電子檔應有存取權限

控管。

（四）連線查詢公路監理資料逾時，系統應自動登出。

（五）系統應紀錄查詢者帳號、查詢日期、時間、查詢作業代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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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者查詢條件、查詢案號及查詢事由等查詢日誌，並保留五

年。

六、系統安全及連線安全

（一）系統安全，本府使用機關使用於公路監理系統介接之系統主

機，每年提報兩次安全防護措施執行情形備查。

（二）連線安全，本府使用機關目前與公路監理系統介接之連線方式

分別為：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使用internet對鎖IP  Address 

方式連接並以SFTP方式傳輸檔案、交通局交通行政科及臺中市

停車管理處停車管理課使用批次交換連線、臺中市停車管理處

停車規劃課使用GSN VPN連線。

七、批次取得公路監理資料或公路監理異動資料管制措施如下：

（一）檔案傳輸或磁性媒體交換方式批次取得公路監理資料及異動資

料者，應由專人辦理，並檢核資料完整性。

（二）取得資料載入系統應用時，應設定使用該資料之存取權限及核

准使用期限。欲使用資料者，須經申請核准後始得使用，並應

於核准期限內使用及應用於核准業務範圍。

（三）資料檔案儲存於可攜式儲存媒體者，應置放於安全場所，應上

鎖或管制人員進出。

（四）公路監理資料不得任意複製，如有複製資料之業務需要，應經

申請核准後，始得複製，資料傳送時應採取適當的保密措施。

八、資料銷毀程序如下：

（一）線上查詢或經由網路取得公路監理資料檔，已無保存必要時，

應指定專人或由系統定期清除，以防範資料被不當存取。

（二）線上查詢公路監理資料完竣後，如可銷毀，紙本文件應銷毀至

無法辨識，電子檔如無保留必要性，應即刪除。

（三）儲存於電腦設備或系統之資料檔案，使用完竣且確認無保存必

要，應簽報單位主管核定後，刪除資料檔案，並確認其資料檔

案無法復原。

（四）儲存於可攜式媒體之資料檔案，使用完竣且確認無保存必要，

應簽報單位主管核定後，辦理銷磁或銷毀作業。

九、使用機關每一年應檢視已申請核准之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之使用

情形，如已無需求者，應函請資料提供機關終止該連結作業。

十、定期查核及稽核規定如下：

（一）使用GSN  VPN線上查詢，每月列印查詢紀錄單，供查核人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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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每月抽查筆數不得少於十筆，查詢總筆數少於十筆者，應

全數查核。

（二）前項查核結果，應保留三年備查，遇有查詢異常現象，業務單

位會同政風單位及資訊單位共同調查，並作成稽核紀錄。

（三）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本府交通局及臺中市停車管理處應

每年辦理內部稽核工作，所有稽核工作均應作成稽核紀錄，保

留三年備查。

（四）對於資料提供機關實施稽核時，應備妥使用者清冊及稽核紀錄

及提供相關稽核資料。

十一、對於取得資料之處理及利用，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

資法）規定，致當事人權益受損者，由使用機關負完全責任，並

應負同法第二十八條之損害賠償責任，與同法第三十一條國家賠

償責任。

十二、意圖營利或無故洩漏個人資料，或違法及重大不當行為，依法負

民事及個資法之刑事責任，並由所屬之主管機關（警察局交通警

察大隊由本府警察局、交通局交通行政科及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由

本府交通局）行政議處。

十三、本府使用機關管理者未善盡管理之責，致未經授權之使用者，或

因職務調整、離職或退休等原因已無使用公路監理資料權限者，

可使用公路監理資料，且不當使用公路監理資料，致當事人權益

受損者，應由所屬之主管機關議處使用機關管理者之行政責任。

十四、本府各機關承辦人員處理本要點取得資料如違反其他法律規定，

依其規定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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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停管字第1060023800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停車場員工油料暨開單績效補助費發放

要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並自106年6月1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停車場員工油料暨開單績效補助費發放

要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含第六點附

表一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一份。

二、副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停車管理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行政

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停車場員工油料暨 
開單績效補助費發放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激勵公有停車場員工工作士

氣，提高工作效率，增加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收入，特設立油料

暨開單績效補助費制度，並依據臺中市停車管理處公有停車場員工

工作規則第三十五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油料暨開單績效補助費發放對象為本局公有停車場開單

管理員、外勤班長、立體（地下）停車場場長及其他從事公有停車

場相關業務人員等需騎乘機車執行公務者。

三、本要點所需經費由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年度所編列之預算支給。

四、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誤開單時數：指可歸責於開單管理員個人作業疏失之誤開單時

數。

（二）零元單時數：指停車繳費通知單之應繳費金額為零之簽注時數。

（三）有效開單時數：指開單管理員每月總開單時數扣除誤開單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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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零元單時數。

（四）個人當月開單績效百分比（時數）：以個人當月有效開單時數

除以個人當月班別(早班或晚班)有效平均開單時數之百分比計

算至個位數，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五、個人當月開單績效百分比（時數）之計算不因開單管理員請假而折

減。

六、本要點發放標準如下，必要時得由臺中市停車管理處依當年度績效

目標提報本局核定後調整之。

（一）開單管理員：依附表一標準發放。

（二）外勤班長：每月油料補助新臺幣三千元。

（三）立體（地下）停車場場長：每月油料補助新臺幣一千元。

（四）其他從事公有停車場相關業務人員：依實際業務需求核發油料

補助，但每月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二千元。

七、開單管理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規定扣除其油料暨開單績效補助

費：

（一）每曠職一次者，扣除當月補助三分之一；曠職三次以上者，扣

除當月補助全部。

（二）功過相抵後累計達四次（含）以下申誡處分者，每次申誡扣除

新臺幣三百元；功過相抵後累計達五次（含）以上申誡處分

者，每次申誡扣除新臺幣五百元，並計算至當月補助全部扣除

為止。

（三）前揭處分依臺中市停車管理處公告獎懲月份為準；獎懲累計標

準依臺中市停車管理處公有停車場員工工作規則第六十一條規

定辦理。

八、油料暨開單績效補助費按月核算並採不定期方式發放。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4　期

46 47



- 1 -

4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4　期

47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清字第1060048524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各區清潔隊勤務班別及人員配置原則」

第三點、第六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6年5月2日第151060044218號簽奉核定辦理。

二、檢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各區清潔隊勤務班別及人員配置原則」

第三點、第六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全條文各1份。

三、副本抄送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法制局，敬請秘書處刊登公報週知，敬

請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中西區清潔隊、本局北區清潔隊、本局東南區清潔隊、本局南屯

區清潔隊、本局北屯東區清潔隊、本局北屯西區清潔隊、本局西屯

區清潔隊、本局豐原區清潔隊、本局后里區清潔隊、本局潭子區清潔

隊、本局大雅區清潔隊、本局神岡區清潔隊、本局大里區清潔隊、本

局霧峰區清潔隊、本局烏日區清潔隊、本局太平區清潔隊、本局清水

區清潔隊、本局沙鹿區清潔隊、本局梧棲區清潔隊、本局龍井區清潔

隊、本局大肚區清潔隊、本局大甲區清潔隊、本局大安區清潔隊、本

局外埔區清潔隊、本局東勢區清潔隊、本局石岡區清潔隊、本局新社

區清潔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勞工安全衛生科、本局

清潔隊管理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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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各區清潔隊勤務班別 
及人員配置原則

中華民國102年5月22日中市環清字第102004763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5月11日中市環清字第1060048524號函修正第三點及第六點

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轄屬各區清潔隊所

屬班別名稱、勤務種類及人員配置，特訂定本配置原則。

二、本局各區清潔隊得配置車輛、掃路及機動等三個班別，分別執行下

列各項勤務及本局指派事項：

（一）車輛班

1、定點及沿街家戶垃圾清運作業。

2、定點及沿街資源回收（含養豬廚餘和廚餘堆肥）清運作業。

3、機關、學校、公有零售市場、社區大樓等垃圾及資源回收清

運。

4、大型廢棄家具、髒亂點廢棄物、任意棄置垃圾等清運服務。

6、資源回收場、廚餘場、堆肥場(廠)、掩埋場等場(廠)操作維

護之代管事務。

5、其他交辦事項或指定勤務。

（二）掃路班

1、責任工區道路環境清潔維護。

2、空地髒亂及雜草叢生巡檢查報。

3、違規廣告物拆除。

4、其他交辦事項或指定勤務。

（三）機動班

1、側（水）溝清理。

2、水肥抽運。

3、機械掃（洗）街作業。

4、轄廢棄機動車輛查報(拖吊)。

5、病媒蚊蟲防治案件消毒。

6、流動廁所申請及拖吊置放勤務。

7、其他交辦事項或指定勤務。

三、本局各區清潔隊管理幹部（以下簡稱班長）配置原則如下：

（一）車輛班每滿四十位清潔人員（含定期勞務委外計畫人員）得配

置一名班長(計算至小數點一位後四捨五入)，未滿四十位清潔

人員則配置班長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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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掃路班每滿二十五位清潔人員（含定期勞務委外計畫人員）得

配置一名班長(計算至小數點一位後四捨五入)，並得分班管

理，各隊總人數未達二十五位清潔人員則配置班長一名。

（三）機動班每滿二十五位清潔人員（含定期勞務委外計畫人員）得

配置一名班長(計算至小數點一位後四捨五入)，並得分班管

理，各隊總人數未達二十五位清潔人員則配置班長一名。

（四）各區清潔隊可視勤務需要及人員規模調整車輛、掃路及機動班

人員數並依本原則配置各班別班長。

四、各區清潔隊配置之班長，承區清潔隊長之命，兼受本局之指揮監

督，負責管理調度及督導所屬人員，並辦理該班相關權責業務及上

級交辦事項。

五、班長之遴選依「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任務指派管理幹部甄選要

點」辦理。

六、各區清潔隊得配置內勤協辦人員及檢(巡)查人員之原則如下：

（一）區隊總人數(不含正式職員)每滿四十位清潔人員得配置內勤一

名(計算至小數點一位後四捨五入)，未滿四十位清潔人員則內

勤配置一名。

（二）區隊總人數(不含正式職員)每滿二十五位清潔人員得配置檢

(巡)查人員一名(計算至小數點一位後四捨五入)，未滿二十五

位清潔人員則檢(巡)查人員配置一名。

（三）檢(巡)查人員負責各區清潔隊違規廣告物、空地髒亂點等相關

環境清潔違規案件查報及取締工作、資源回收檢(巡)查等業務

及上級交辦各項維護環境衛生專案計劃或勤務。

（四）區隊應依人數規模，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專責人員，承區清潔隊

長之命，辦理清潔隊安全衛生管理及其他專案檢（巡）查業

務。

（五）各區清潔隊因配合本局重大政策，執行專案勤務得視計畫規模

專案簽報同意酌增檢(巡)查人員數，並於專案勤務結束後回復

原配置數。

七、各區清潔隊應自本原則實施日起二個月內完成內部班別及人員配置

之調整，因故無法如期完成得專案簽報展延之。

八、本局清潔隊員配置於各業務科、大隊等單位得參照本配置原則，自

行規劃班別(或另稱組別)配置及勤務(內勤)人員數，並簽奉核准後

設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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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一字第1060101158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作業要點」，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送旨揭作業要點總說明、逐點說明及條文各1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及秘書處辦理上傳法規資料庫及登載本府公報作業等事

宜。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政府地政局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為使各需地機關（以下簡稱需地機關）評估協議價購之

價格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協議價購價格及議價空間應由需地機關參考政府相關公開資訊或不

動產仲介業之相關資訊，或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取得各項市價資

訊，經綜合評估後，提交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議審議。

前項協議價購價格及議價空間經提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議審議後，

應由需地機關依行政程序簽請核定。

三、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議由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地政局）副

局長為召集人並擔任主席，邀集需地機關、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地

政局、預定徵收用地轄區地政事務所、地政專家學者及不動產估價

師各一人參與，並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會議資料應於召開會議前

一週提交各出席機關（單位）。

前項副局長出缺時由地政局局長另指定適當人員擔任召集人。

第一項受邀之專家學者及專業人士得支給出席費，由地政局依中央

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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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地機關依第二點規定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取得市價資訊者，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契約明定，不動產估價師應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查估市

價及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查估徵收補償市價，並分

別出具報告書。

（二）於契約明定，不動產估價師應綜合評估前款查估之市價、徵收

補償市價及公告土地現值等資訊，擬具協議價購價格供需地機

關參考。

（三）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

式取得者，第一款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查估之市價，

經不動產估價師修正後，由需地機關函送本府地政局提交臺中

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以作為報送徵收計畫計算

徵收補償市價之基準。

（四）於契約明定，若因期程延誤致估價基準日變更者，不動產估價

師應配合依照變更後之估價基準日，另行出具報告書供需地機

關函送地政局提交臺中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以

作為徵收補償市價。倘土地所有權人對該協議價購價格提出異

議，或對徵收補償市價提出異議、復議及行政救濟時，不動產

估價師對其查估市價內容負有說明及協助提供書面答覆之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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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新行字第1060091330號

修訂「臺中市政府處理平面媒體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五十條第

一項規定事件裁罰基準」，並自發布日施行。

附修訂「臺中市政府處理平面媒體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五十

條第一項規定事件裁罰基準」。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處理平面媒體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事件裁罰基準修正條文

一、臺中市政府為處理平面媒體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五十

條第一項規定事件，建立執行之公平性，減少爭議及提升公信力，

特訂定本基準。

二、違反本法規之裁罰基準如下：

(一)第一則罰鍰新臺幣五萬元整，同日第二則以上採累進方式處

理，每增加一則加罰新臺幣一萬元整，合計最高以新臺幣六十

萬元整為限。

(二)前項則數認定方式如下：

1、報紙按日核處。

2、雜誌按期核處。

3、圖書按出版版次及印刷刷次核處。

三、對於個別案件有特殊情況者，得敘明理由後依本基準，酌予加重或

減輕處罰，並將裁量權行使之理由載明處分書。

四、本基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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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運秘字第106000546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

照。

說明：

一、旨揭採購作業要點業經本局106年5月10日以中市運秘字第1060005336

號函以書函發布，惟因未符行政規則，爰註銷本局106年5月10日中市

運秘字第1060005336號書函，另以函發布旨揭要點並自發布日生效。

二、敬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本府法規資料庫及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運動局運動產業科、運動設施科、全民運動科、競技運動

科、會計室、人事室、政風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秘書室（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中市運秘字第1060005469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運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小額採購效率與功能，實

施採購業務分工，確保採購品質，以落實公平、公正、公開之採

購程序，特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訂定本作業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採購，係指本局各科(室)新臺幣十萬元（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以下之採購案；所稱採(請)購單位，係指本局各科(室)。

三、本要點所稱小額採購方式，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

供報價或企劃書，由業務單位簽報本局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逕

洽廠商辦理採購。前項採購，業務或採購單位仍得視個案特性，評

估是否辦理比價或議價，並將評估結果併同簽報本局局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定。

四、各單位辦理採購，除以共同供應契約廠商或身心障礙團體為優先辦

理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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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差別待遇;各單位辦理人員，於不違反政府採購法規之範圍

內，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

決定。

五、各單位應先行報請本局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始能辦理各項採

購，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者，得免估價單；逾新臺幣一萬元者，

須有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另新臺幣五萬元至十萬以下之採購，應

事先以簽呈方式報本局局長核准後始得辦理採購。

因故未附估價單或取得估價單有困難者，應於簽案或請購單註明。

六、採購物品為消耗品或新臺幣一千元以下物品者，由使用單位自行登

記列管，不需填寫財產或物品增加單。

七、本要點採購流程如下：

（一）請購程序：填具請購單(預算動支簽證)會簽採購單位(秘書

室)、預算控管簽核(會計室)、機關首長決行。

（二）憑證核銷程序：使用單位完成驗收會簽財務登記(秘書室)、審

核(會計室)、機關首長決行後、交付憑證核銷(會計室)。

八、本局粘貼憑證用紙(請購單)請款單據之採購人員不得為驗收人員。

九、各採購單位承辦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原

任職機關接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前項人員對於

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或姻親、或同財共

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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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9507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水湳智慧營運中心籌備處設置要點」第三點如附

件，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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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

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水湳智慧營運中心籌備處設置要點

中國民國105年6月20日府授人企字第105012909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5月4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95073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打造水湳經貿園區為「低碳、智

慧、創新」示範園區，特設「臺中市政府水湳智慧營運中心籌備

處」(以下簡稱籌備處)，並訂定本要點。

二、籌備處任務如下：

（一）營運中心組織與權責擬定、管理規章擬議、營運管理自治條例

訂定。

（二）全區規劃開發、基礎建設智慧介面檢討、營運管理策略研訂、

環境管理機制。

（三）低碳、智慧、創新推動相關產業研究。

（四）其他協調事項。

三、籌備處置主任一人，由本府指派副市長兼任；置執行長一人，由臺

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以下簡稱低碳辦公室)執行長兼任，

負責統籌水湳智慧營運中心籌備處；置顧問一至二人，由市長指派

人員兼任之，協助籌設水湳智慧營運中心及發展水湳智慧城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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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另置秘書一名，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或相關局處副總工

程司以上或由籌備處主任指派適當人員擔任派兼之。

四、籌備處下設法規研究組、營運管理組、創新研發組、資通訊技術組

及綜合規劃組，各組分置組長一人，組長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交通

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及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副局長

(副主任委員)或主任秘書兼任；並得分置副組長一人至二人，由本

府就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

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之簡任官派兼之；

各組組員由常駐本府低碳辦公室之組員兼任。

前項各組負責業務，其工作內容如下：

（一）法規研究組，其業務如下：

1、管理中心組織與權責擬定事項。

2、管理規章擬議事項。

3、園區組織及營運管理自治條例訂定事項。

4、其他有關事項。

（二）營運管理組，其業務如下：

1、營運管理策略介面研訂事項。

2、環境設施管理機制事項。

3、中心及園區機能檢討事項。

4、其他有關事項。

（三）創新研發組，其業務如下：

1、示範項目導入之研議事項。

2、指標規劃研訂與目標管理事項。

3、產業發展策略事項。

4、其他有關事項。

（四）資通訊技術組，其業務如下：

1、基礎資通規劃架構檢討事項。

2、共同規格訂定事項。

3、整合項目檢討訂定事項。

4、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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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規劃組，其業務如下：

1、籌備處內部會議及管考事項。

2、其他有關事項。

五、籌備處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六、籌備處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並於「臺中市政府水湳智慧營運

中心」組織成立、完成階段性任務後，逕行解散。

七、籌備處決議事項所需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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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9892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維護公共安全督導會報設置要點」第二點、第三

點、第六點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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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

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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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維護公共安全督導會報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99年12月29日府授研展字第099100019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4月18日府授研展字第1000067633號函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5月23日府授人企字第1000095904號函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6月15日府授研展字第1000112549號函第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1月12日府授研展字第1010007240號函第四次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月14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09273號函第五次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1月19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010537號函第六次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6月23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139979號函第七次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23272號函第八次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5月10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98921號函第九次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督導所屬機關執行公共安全政策，

持續推動維護公共安全項目，協調整體執行作為，設本府維護公共

安全督導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報任務如下：

（一）公共安全政策與重大措施之協調、推動及規劃事項。

（二）協調並檢討本府各機關維護公共安全之執行成效，並針對有缺

失或亟待改進事項加強管制追蹤。

（三）本會報決議事項之執行、管制事宜。

前項任務及聯合稽查之督導暨行程彙編，由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派員辦理。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三人，由副市長、秘

書長、副秘書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研考會主任委員兼任；委

員若干人，由市長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局長。

（二）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局長。

（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四）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局長。

（五）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六）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七）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八）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局長。

（九）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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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十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十二）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局長。

（十三）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

（十四）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十五）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局長。

（十六）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十七）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十八）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

（十九）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

（二十）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局長。

（二十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處長。

（二十二）臺中市政府政風處處長。

（二十三）研考會主任委員。

（二十四）社會人士五名。

（二十五）學者專家四名。

（二十六）其他由召集人派聘之人員。

四、本會報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

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報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派（聘），社會人士及學者專

家委員應依原備取人選名單順序遞補。補派（聘）委員之任期至原

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本會報委員除代表機關出任者，得指派代表出席者外，應親自出席

會議。

六、本會報每兩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綜合業務由

研考會辦理。

七、本會報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學者專家、民間業者及有關人員列

席。

八、本會報所需作業經費，由本府各項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九、本會報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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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9967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第四點如

附件，並溯自106年5月2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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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

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2月17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3443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5月10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99676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各項

智慧城市政策，落實智慧臺中「創意城市、生活首都」的願景，特

設臺中市政府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

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提本市智慧化基礎建設、資訊安全、數位服務及智慧城市發

展方向與建議。

(二)建立產官學合作機制，共同推動本市智慧城市發展。

(三)參與國內外智慧城市交流觀摩，積極推動產業技術升級邁向國

際。

(四)配合推動中央數位國家相關政策。

(五)審議其他有關智慧城市建構及推動事項。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市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二人，由市長

指派副市長一人兼任及學界代表一人兼任，資訊長一人，由市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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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資訊事務專長之人員兼任，顧問若干人，由市長遴聘具智慧城

市專門知識之專家學者擔任之，其餘委員由市長遴聘專家學者若干

人組成。

四、本委員會委員及顧問，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任期內委

員出缺時，得補派（聘），補派（聘）委員及顧問之任期至原任期

屆滿之日止。但代表機關出任者，隨其本職進退。

五、本委員會不定期召開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

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副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

資訊長代理。

本委員會會議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學者專家、社會人士或機關團體代

表列席。

六、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應

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七、本委員會會議召開之各項行政幕僚工作，由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辦

理。

八、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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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10143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點、

第三點、第五點如附件，並溯自106年3月1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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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100年2月15日府授社婦字第1000024591號函訂定

民國106年5月12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101436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為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特設臺中市發展遲緩兒

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政策諮詢及服務系統規劃之審議事項。

(二)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整合性專業團隊制度之審議事項。

(三)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資源整合之審議事項。

(四)其他與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有關之倡導及協調事項之審

議事項。

三、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市副市長兼任；委員八人至十二人，

由臺中市政府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二)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府社會局）局長。

(三)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四)特殊教育及幼兒教育專家一人至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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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醫學及復健治療專家一人至二人。

(六)社會福利專家一人至二人。

(七)家長團體、幼教或兒童福利機構團體代表二人至三人。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任期內出缺時，

得補行遴派（聘），其任期至原任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局兒少福利科科長兼任，置

幹事三人，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本府社會局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各派員一人兼任。

六、本委員會每六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

人召集並主持會議，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

理之。

七、本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應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第三點第四款至第七款之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八、本委員會委員及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外聘委員本得依相關規定請

領出席費等費用。

九、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局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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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90666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6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4　期

6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4　期

66 67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90745號

訂定「臺中市養護工程處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養護工程處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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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90756號

訂定「臺中市新建工程處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新建工程處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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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公字第10600938931號

主旨：公告本市轄內用電契約容量達二千瓩以上之電力用戶名冊，其應於用

電場所或擇本市適當場所設置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之太陽能、風能

或其他綠能、節能設備，自公告日起生效。

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22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二、經本府公告指定之營業用電電力用戶(以下簡稱用戶)，用電契約容量

達二千瓩以上者，應於用電場所或擇本市適當場所設置契約容量百分

之十以上之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節能設備。

三、經本府公告指定電力用戶應遵行相關事項臚列如下：

(一)自公告日起三年內應在本市適當場所設置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之

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系統，並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取得經濟部能源局同意備案。

(二)於公告日前已設置(含出租給其他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之太陽能、風

能或其他綠能設施，其裝置容量得計入，僅須再設置不足之裝置容

量。

(三)自經濟部能源局同意備案之日起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規定期限取得經濟部能源局設備登記。並自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核發

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之日起，於一個月內通知本府經濟發展局。

(四)依規定須設置裝置容量達五百瓩(含)以上者，於本次公告期限內至

少應設置四百九十九瓩，其餘不足部分，本府得另行公告設置期

限。

(五)電力用戶得提出已裝置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超過規定須裝置

容量之證明文件，向本局申請自公告名冊中解除列管。若經前項

申請仍無法達到規定容量，因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於公告日起一年

內向本府申請僅設置至最佳容量(限制條件下最高容量)或免設置再

生能源設施。本府得邀請有關機關或專家至現場勘查，用戶不得拒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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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力用戶其用電場址因屋頂、結構、日照條件、空間限制、台電無

並聯饋線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達到規定設置容量時，得申請

設置於用戶(含關係企業)所有或負責人所有之建築物。電力用戶除

了自行投資設置，亦得出租用電場址建築物、用戶(含關係企業)所

有或負責人所有建築物之屋頂予第三人設置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

能系統，但以臺中市轄內為限。

(七)經本府同意僅設置至最佳容量或免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之電力用戶，

仍應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22條規定提報已設置其他節

能設備或節能措施(含購買綠電)，於期限前報本府備查。

(八)電力用戶配合經濟部能源局政策購買綠電，得視為節能措施。用戶

提報設置其他節能設備或節能措施，經換算為年度節電量，加上購

買綠電之度數，應不低於不足設置容量之年度發電量。

(九)購買綠電方案以每年購買為原則，以配合綠電單價逐年變化。若用

戶購買複數年綠電，其度數得於未來年度併計。惟公告日以前購買

之綠電不予計入。

(十)如於公告期限內因經濟部政策無法取得同意備案，得檢具投標相關

佐證資料於期限內向本府經濟發展局辦理展延，每次展延以兩年為

限，以兩次為限。

(十一)如逾期未依規設置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系統，或逾期未辦理

展延之情形，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48條規定核處。

四、本府得依經濟部能源局提供電力用戶資料，不定期更新公告指定用戶

名冊。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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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600946831號

主旨：公告標售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產業專用區(支援服務用

地)並受理投標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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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區標售要點。

公告事項：

一、土地標示

(一)標售標的：產業專用區面積14,769.58平方公尺(約4,467.79坪，地

段/號：南屯區寶文段611地號)。

(二)土地圖冊陳列與標售手冊備索地點及下載網址

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惠中樓五樓；電話：(04)22289111#31257】。

２、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開公司）

(１)營運部【地址：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51號14樓之1；電話：

（02）23837230】。

(２)營運部-台中【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一路6號；電話：

（04）2350-6262】。

３、標售手冊(含相關申購文件)，請至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頁公

告下載(http://www.economic.taichung.gov.tw)。

二、標售對象及使用限制

(一)產業專用區以售供依照本國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或政府捐助經濟部許

可之財團法人(以下稱財團法人)，從事本要點附件3-1所列行業以及

本園區土地使用及建築景觀設計規範容許使用為限(參閱土地標售手

冊肆)，本案產業專用區開發應至少包含批發及零售業、文化、運動

及休閒服務業等基本設施項目；本園區受託開發廠商不得參與投標

本案產業專用區。

(二)投標申購本園區產業專用區土地之投標申購人，可為單一機構(包括

公司或財團法人)、2個以上機構(包括公司或財團法人)協議以共同

合作方式聯合投標。投標申購人如以共同合作方式聯合投標申購本

園區產業專用區土地，須提出本標售手冊規定之聯合投標協議書；

聯合投標各成員不得為其他聯合投標之成員或自為單一投標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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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三)投標申購資格與條件

１、單一機構

(１)實收資本額或財產總額達新臺幣3億元(含)以上。

(２)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最近1年內無退票紀錄者。

(３)截至投標申購日之前，法人淨值或銀行存款不低於實收資本額

或財產總額者。

２、2個以上機構聯合投標

(１)聯合投標成員實收資本額或財產總額合計達新臺幣3億元(含)以

上，其中，主標廠商實收資本額或產財總額應達新臺幣1.5億

元(含)以上。

(２)截至投標申購日之前最近1年內聯合投標成員皆無退票紀錄者。

(３)截至投標申購日之前企業聯盟成員法人淨值或銀行存款不低於

實收資本額或財產總額。

(四)本園區公共設施依本府規劃開發圖說辦理，投標申購人不得要求增

加或變更任何公共設施。

(五)承購人應承諾於產業專用區土地產權移轉登記後2年內依計畫書取得

建造執照並開工，開工後3年內依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並依法取得營

運所需證照；正式營運3年後方得移轉，在正式營運未滿3年之前，

不得分割且不得以其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並同意註記於土地

登記簿謄本。

(六)前項完成使用係以取得商業登記且使用土地面積建蔽率達30%以上、

容積率達180%以上為認定標準。

(七)承購人違反上述(五)前段者、(六)規定者，本府依標售要點第20點

規定不予退還「完成使用保證金」並得按原標售底價無息買回土

地，如有地上物，承購人應無條件於6個月內自行拆除、清理回復原

狀，逾期視為放棄，任由本府沒收全權處理，承購人不得異議，沒

收後如需拆除，拆除費用由承購人負擔。

(八)本園區產業專用區規劃供水量、廢(污)水排放量及供電量平均標準

如下：

１、自來水供水量為24立方公尺/日。

２、廢(污)水排放量為19立方公尺/日。

３、用電量(含電熱與動力)每公頃為300瓩。

三、土地標售底價、承購人應繳款項，說明如下：

(一)本案產業專用區售價及其附繳之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依產業創新

條例規定審定及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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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產業專用區標售底價為新臺幣12億5,806萬2,648元(每坪新臺幣

28萬1,585元)。

(三)土地承購人應繳款項包含投標申購保證金、土地價款及工業區開發

管理基金。投標申購保證金以標售底價3%計算；土地價款依承購

人投標金額計算；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按實際承購土地價款之1%計

算。承購土地繳款方式參閱土地標售要點規定。

(四)為確保土地承購人依限完成使用，土地承購人繳清土地價款之同

時，須繳交「完成使用保證金」；是項保證金於土地承購人依規定

完成使用並取得營運所需證照正式營運後，並經租售審查小組確認

後無息退還。完成使用保證金按實際承購土地價款之10%計算；繳款

方式參閱土地標售要點規定。

四、受理申購時間、地點及應備文件：

(一)自106年05月11日（公告日）起於辦公時間內，可分別向公告所示土

地圖冊陳列處閱覽標售土地圖冊，並洽索標售手冊及申購書表。

(二)投標申購文件應妥予密封，以掛號信件於106年08月08日下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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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投標申購人需繳交投標申購保證金新臺幣3,774萬1,879元(按土地標

售底價3%計算)，相關應備文件內容，請參閱土地標售要點規定。

五、申購審查作業程序：

(一)106年08月09日(星期三)上午09時30分於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

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惠中樓5樓501會議室辦理資格審查作

業，其合格者方得參與專案計畫書評選作業。

(二)評選方式採序位法評定，以序位第一且分數達70分(以上)者，則進

行決標作業；未達70分者不得參與決標作業。若經評定序位第一之

申購人有2家以上，則按投標金額最高者，進行下一階段決標作業。

(三)經評定為序位第一者(含申購文件)，提報「臺中市工業區土地或建

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核備並由本府辦理決標作業後，始為得

標承購人。

(四)得標承購人應於接獲本府承購通知後，依規定及期限內向指定行庫

帳戶繳款，並於繳清全部土地價款、開發管理基金及完成使用保證

金後，由台開公司通知訂期點交土地，且於點交後核發土地使用同

意書或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件；未得標承購者，無息退還原繳投標

申購保證金。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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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標申購本案產業專用區所需各項證照，投標申購人應於寄件前先

行備妥，不得要求日後補件。

(二)園區土地標售有關規定詳土地標售手冊。

(三)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事項辦理。

(四)投標申購人於繳納投標申購保證金、土地價款、完成使用保證金及

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時，應於繳納憑證註明投標申購人名稱、投標

申購土地資料並傳真至台開公司營運部-台中【傳真電話：（04）

23502228】。

(五)投標申購保證金、土地價款及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完成使用保證

金繳款帳戶如下：

1、投標申購保證金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城中分行

戶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售託信託財產專戶-台開精機備償專戶

帳號：01709159790

2、本案土地價款及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指定繳款帳戶：

依通知，繳入本府指定帳戶。

3、本案完成使用保證金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臺灣銀行臺中分行

戶名：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

帳號：010045000088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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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管字第1060021178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函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函」名冊(計120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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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陳明煒君等人共計120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函，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罰鍰結案，逾期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4條規定，逕行裁決。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5樓，電話04-25152535）

領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函」。

局長　王義川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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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60022175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計2,609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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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何秀貞君等共計2,609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

者，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

地、居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

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局長　王義川

序號 單號 車號 應受送達人姓名 裁決日

1 ZCP090939 0005-** 何秀貞 1060123

2 G6H446491 002-H** 王長俊 1060112

3 ZCP154253 0038-** 徐林成娣 1060123

4 G6H499521 006-J** 黃子龍 1060112

5 G6H314530 006-J** 黃子龍 1060112

6 G6H318033 006-J** 黃子龍 1060112

7 G6H459507 006-J** 黃子龍 1060112

8 G6H479628 007-G** 俞青彥 1060112

9 E86802252 008-T** 施令暉 1060112

10 CW2258801 0099-** 潘妃玲 1060112

11 1G1416430 0099-** 潘妃玲 1060123

12 1G1413655 0099-** 潘妃玲 1060123

13 1G1416431 0099-** 潘妃玲 1060123

14 1G1421674 0226-** 何怡樺 1060123

15 1G1465397 025-B** 蘇靖 1060125

16 GK0718486 026-D** 張秉逢 法定代理人:廖英如 1060119

17 GL0222864 026-D** 張秉逢 法定代理人:廖英如 1060119

18 G6H311182 026-L** 劉俊寬 1060112

19 ZGP102757 0312-** 陳柏豪 1060123

20 ZDQ114471 0312-** 陳柏豪 1060123

21 ZGQ129297 0332-** 蕭德源 1060123

22 U00232096 0332-** 蕭德源 1060112

23 G6H473212 0332-** 蕭德源 1060112

24 G6H473143 0332-** 蕭德源 1060112

25 1AK226126 035-M** 石明玉 1060112

26 1AK324574 035-M** 石明玉 1060112

27 CV2433383 035-M** 石明玉 1060112

28 IAA662908 0351-** 鍾榮賜 1060112

29 ZGR075258 0351-** 鍾榮賜 1060123

30 ZGP120313 0351-** 鍾榮賜 1060123

31 ZGP124645 0351-** 鍾榮賜 1060123

32 ZGP124778 0351-** 鍾榮賜 1060123

33 G6H396623 049-** 陳森籐 1060113

34 G6H310422 055-N** 陳宥任 1060112

35 G6H127618 055-N** 陳宥任 1060112

36 G6H198943 055-N** 陳宥任 1060112

37 G6H219154 055-N** 陳宥任 1060112

38 G6H332737 055-N** 陳宥任 1060112

39 G6H237770 055-N** 陳宥任 1060112

40 G6H430257 055-N** 陳宥任 1060112

41 1G1423986 056-G** 蔡家俊 1060112

42 G6H448292 058-C** 沈勇任 1060112

43 ZGR045191 0581-** 熊時琨 1060123

44 ZGR045379 0581-** 熊時琨 1060123

45 ZGR045725 0581-** 熊時琨 10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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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0757401號

主旨：公告核准「鄭丁銘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鄭丁銘。

二、事務所名稱：鄭丁銘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173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928號。

五、事務所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國強街242號。

六、身分證字號：E12113****。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0770631號

主旨：公告核准「楊宗睆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楊宗睆。

二、事務所名稱：楊宗睆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176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411號。

五、事務所地址：436臺中市清水區新興路210號1樓。

六、身分證字號：L12055****。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局長　　王俊傑　補休假
　副局長　紀英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序號 單號 車號 應受送達人姓名 裁決日

2566 GJ0518378 JT9-7** 王迪祥 1051020

2567 G4H266550 K3-86** 陳秀云 1050930

2568 GJ0351172 K7C-6** 楊順德 1051020

2569 1AI771922 LD2-2** 劉志偉 1051007

2570 1AI687150 LD2-2** 劉志偉 1051007

2571 1AI688227 LD2-2** 劉志偉 1051007

2572 G5H362728 M7-71** 廖文堂 1050930

2573 GK0290282 MAH-38** 陳建邦 1051020

2574 GK0290502 MAH-38** 陳建邦 1051020

2575 GJ0603282 MAQ-12** 陳怡雯 1051020

2576 G4H211398 MX2-0** 劉襄穆 1051003

2577 GL0172959 N9F-8** 鄭金宗 1051027

2578 G4H569441 NR-52** 謝建成 1050930

2579 G4H500397 NR-52** 謝建成 1050930

2580 GJ0183886 NZ-42** 黃國榮 1050621

2581 GI0325188 OA-71** 林松柏 1050929

2582 1BYE48828 OBP-1** 李振樺 1051007

2583 GK0026160 OMC-0** 陳坤海 1051020

2584 G4H309607 OQD-8** 葉健勝 1051007

2585 Z2B029480 QG-71** 劉志偉 1050621

2586 GJ0383779 RAD-18** 李振樺 1050930

2587 GK0660204 RR7-2** 陳戊酉 1051020

2588 GK0660203 RR7-2** 陳戊酉 1051020

2589 GJ0198953 RR7-2** 陳戊酉 1051013

2590 GL0267030 RS8-9** 詹佳瑋 1051004

2591 GJ0358766 SNK-9** 江大欽 1051020

2592 GJ0119424 SZS-6** 柯賢堯 1050929

2593 GJ0353128 TCZ-8** 楊順德 1051013

2594 GJ0455989 TCZ-8** 楊順德 1051020

2595 I81056088 YBZ-7** 曾少姿 1051020

2596 G5H620413 YGB-8** 曾景堂 1051007

2597 G5H583173 YGB-8** 曾景堂 1051007

2598 G5H583201 YGB-8** 曾景堂 1051007

2599 G5H620337 YGB-8** 曾景堂 1051007

2600 G5H595914 YGB-8** 曾景堂 1051007

2601 1G1304064 YIA-9** 小尾雄真 1050204

2602 G4H044908 YIB-5** 詹清棋 1051003

2603 G3H385895 YIB-5** 詹清棋 1051003

2604 G3H443263 YIB-5** 詹清棋 1051003

2605 G4H004118 YIB-5** 詹清棋 1051003

2606 G3H411690 YIB-5** 詹清棋 1051109

2607 G4H365784 YIP-4** 施黃戌 1051007

2608 GK0406714 YIP-4** 施春仲 1051020

2609 GI0689698 YX-99** 詹佳瑋 10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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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0813871號

主旨：公告「蔡政宏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十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蔡政宏。

二、事務所名稱：政宏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L12224****。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89號。

五、事務所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459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168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074034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景源建築師」建開證字第M000304號開業證書及建築師業

務手冊。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十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林景源。

二、事務所名稱：林景源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25號。

四、事務所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40號7樓。

五、身分證字號：M10025****。

六、備註：自行停業申請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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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0808881號

主旨：公告註銷「曾水亭建築師」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19號開業證書及建築

師業務手冊。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十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曾水亭。

二、事務所名稱：曾水亭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19號。

四、事務所地址：台中市南區南陽街31號。

五、身分證字號：B10079****。

六、備註：自行停業申請註銷。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081895號

主旨：「變更大里都市計畫(部分溝渠用地為河川區、部分溝渠用地為河道用

地)案」自106年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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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5月10日起30天。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

發展局公告欄、本市大里區公所。

三、公告內容：變更計畫書、圖（比例尺：1/1000）各1份（前述計畫書、

圖置於本市大里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供各界公開閱覽）。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106年5月24日14時30分整假臺中市大里

區公所第一辦公廳舍3樓會議室(臺中市大里區大新街36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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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090192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變更霧峰都市計畫（省議會高爾夫球場西側、神農大帝廟南側、福

新路）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自106年5月9日起公開展覽30

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計畫書、計畫圖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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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霧峰區公所(前述計畫書、圖置本市霧峰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

展局城鄉計畫科供各界公開閱覽)。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6年5月9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民國106年5月25日下午2時假本市霧峰區

公所里長聯合服務中心二樓(臺中市霧峰區大同路18號)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4　期

146 147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600955061號

主旨：公告「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旱溪排

水整治工程)案－文大3用地南側(南區頂橋子頭段442、442-1、443-2

地號附近)」都市計畫樁位(界樁)成果圖表及相關公告書件，並受理申

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南區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局（都計測

量工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6年5月22日起至民國106年6月22日止，計滿30

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控制測量成

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臺中市南區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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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更字第1060078229號

附件：公聽會、聽證議程等相關資料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東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定臺中市

東區練武段1107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106年6

月28日舉辦公聽會，及於106年6月29日舉行聽證，請週知。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11條之1。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6月9日起，至106年7月8日止，

計公開展覽30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東區區公所、本局網頁及

旨案專屬網站。

三、公聽會舉辦事宜：

(一)事由：東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規定，

擬定臺中市東區練武段1107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提送本府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前，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規定

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6年6月28日(星期三)下午2時假臺中州廳中山廳

(本市西區民權路99號)舉辦公聽會，議程詳附件。

四、聽證舉行事宜：

(一)事由：東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規定，

擬定臺中市東區練武段1107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依據都

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應

舉行聽證。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6年6月29日(星期四)下午2時假臺中州廳中山廳

(本市西區民權路99號)舉行聽證，議程詳附件。

五、有關本案事業計畫書內容、公開展覽、公聽會及聽證相關資訊請上本

局網站(http://www.ud.taichung.gov.tw/)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

lianwu1107.pixnet.net/blog)查詢。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4　期

148 149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044643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縣清水鎮大秀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登記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臺中縣清水鎮大秀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清水區五權路336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縣新字第78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局長　呂建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60035169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吳琮謹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因當事人應

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吳琮謹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

件，經本局以106年4月10日中市警刑字第1060027414號處分書，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現住暨戶籍地為空屋)，

無法按址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洽領處分

書，並依限參加毒品危害講習。不依規定參加講習時，依行政執行法

第30條規定，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局長　陳嘉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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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44862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05年12月16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50127178號函雍銘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瑤）。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暨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經查雍銘有限公司因停業期滿，未申請繼續停業、歇業或復業登記，

藥商登記之營業地址經本局104年7月31日、8月3日、8月6日現場查核

無營業事實。另查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公司狀況顯示解散。爰依

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註銷藥商許可執照，惟因雍銘有限公司（代表

人：林瑤），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特此公示送達。

二、旨揭函由本局保管中，應受送達人雍銘有限公司（代表人：林瑤）得

於公務機關上班時間至本府新市政服務中心衛生局服務台領取（承辦

人：郭小姐，電話：（04）22289111轉21635，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

灣大道三段99號）。

局長　呂宗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448622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06年1月6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501335016號函林承翰即

家德蔘藥行。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暨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經查家德蔘藥行因停業期滿，未申請繼續停業、歇業或復業登記，藥

商登記之營業地址經本局105年8月9日、105年11月2日現場查核無營業

事實。爰依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註銷藥商許可執照，惟因林承翰即

家德蔘藥行，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特此公示送達。

二、旨揭函由本局保管中，應受送達人林承翰即家德蔘藥行得於公務機關

上班時間至本府新市政服務中心衛生局服務台領取（承辦人：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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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電話：（04）22289111轉21635，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

段99號）。

局長　呂宗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448623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06年1月20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031011號函虹億生技

企業有限公司（代表人：張瑋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暨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經查虹億生技企業有限公司因停業期滿，未申請繼續停業、歇業或復

業登記，藥商登記之營業地址經本局105年8月11日現場查核無營業事

實。另查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公司狀況顯示廢止。爰依藥事法第

27條之1第3項註銷藥商許可執照，惟因虹億生技企業有限公司（代表

人：張瑋茹），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特此公示送達。

二、旨揭函由本局保管中，應受送達人虹億生技企業有限公司（代表人：

張瑋茹）得於公務機關上班時間至本府新市政服務中心衛生局服務台

領取（承辦人：郭小姐，電話：（04）22289111轉21635，地址：臺中

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局長　呂宗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448624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06年1月20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031019號恆効藥品事

業有限公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暨藥事法第27條之一第3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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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經查恆効藥品事業有限公司因停業期滿，未申請繼續停業、歇業

或復業登記，藥商登記之營業地址經本局105年8月4日現場查核無

營業事實。另查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公司狀況顯示解散。爰

依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註銷藥商許可執照，惟因恆効藥品事業

有限公司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特此公示送達。

局長　呂宗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448625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06年1月24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058953號吉恩生命科

技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絮華）。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暨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經查吉恩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因停業期滿，未申請繼續停業、歇業或復

業登記，藥商登記之營業地址經本局105年8月5日、11月3日現場查核

無營業事實。爰依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註銷藥商許可執照，惟因吉

恩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絮華）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特此

公示送達。

二、旨揭函由本局保管中，應受送達人吉恩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

黃絮華）得於公務機關上班時間至本府新市政服務中心衛生局服務台

領取（承辦人：郭小姐，電話：（04）22289111轉21635，地址：臺中

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局長　呂宗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448626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06年2月15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101157號函伊賜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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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代表人：蔡純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暨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經查伊賜藥品有限公司因停業期滿，未申請繼續停業、歇業或復業登

記，藥商登記之營業地址經本局105年8月16日現場查核無營業事實。

爰依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註銷藥商許可執照，惟因伊賜藥品有限公

司（代表人：蔡純純），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特此公示送達。

二、旨揭函由本局保管中，應受送達人伊賜藥品有限公司（代表人：蔡純

純）得於公務機關上班時間至本府新市政服務中心衛生局服務台領取

（承辦人：郭小姐，電話：（04）22289111轉21635，地址：臺中市西

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局長　呂宗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448627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06年3月16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22875號瑞益醫療儀

器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王昆池）。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暨藥事法第27條之1第3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瑞益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藥商登記之營業地址經本局106年01月23日

現場查核無營業事實。另查經濟部工廠公示資料查詢系統顯示為歇業-

遷廠。依藥事法規定，註銷原領藥商許可執照。爰依藥事法第27條之1

第3項註銷藥商許可執照，惟因瑞益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王昆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特此公示送達。

二、旨揭函由本局保管中，應受送達人瑞益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王昆池）得於公務機關上班時間至本府新市政服務中心衛生局服

務台領取（承辦人：郭小姐，電話：（04）22289111轉21635，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局長　呂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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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600414301號

附件：公告表、建物測量套繪地籍圖

主旨：公告變更本市歷史建築「輔之居」保存登錄範圍，擴大登錄位置及其

所定著土地之範圍，並自106年4月12日起生效。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

3條暨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105年度第1次會議

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輔之居。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昌明巷15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原公告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１、建物本體：內門樓與正廳，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南屯區豐安段

435地號土地，建物門牌：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昌明巷15號。

２、周邊應保存範圍：臺中市南屯區豐安段435地號土地。

(二)擴大登錄公告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１、建築本體：內門樓與正廳(含內外護龍)，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

南屯區豐安段435、436-3、436-20、450-5等4筆地號土地，建物

門牌：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昌明巷15號。

２、周邊應保存範圍(詳附圖)：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六、

七)(大慶車站附近)細部計畫「細兒1」範圍。

五、擴大登錄理由:本市歷史建築「輔之居」是目前為臺中市少數留有內外

雙座門樓，加上三合院及雙外護龍的傳統清末民居，規模盛大可見過

去林家的社會地位及聲望。三合院正身前簷牆(簷廊)的西化建築裝飾

是日治時期，在第二次古厝大幅修建時，刻意將正身立面的裝飾表現

出巴洛克式藝術風格，壁體的洗石子粉刷，小口壁磚，西洋柱式加上

了臺灣傳統六角形竹節窗，中西建築式樣合併的視覺效果，深具民間

建築藝術表現之價值，更足以代表其所見證的臺中盆地市街聚落發展

的文化洗禮。全區應保存範圍包含臺中市南屯區豐安段435、436-3、

436-20、450-5地號，經全區完整保存，以維護古蹟之完整性，俾利建

物空間使用配置、生活形制與內、外空間之景觀完整。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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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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滿之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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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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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089822號

主旨：更正公告本府辦理國道四號神岡系統交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西側南向

聯絡道路工程徵收本市后里區四塊厝段477-44地號農林作物補償費。

依據：臺中市政府建設局106年4月24日中市建土字第106004520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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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內政部l05年10月24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9035號函核准徵收。

四、原徵收之公告日期及文號：本府l05年10月31日府授地用字第

1050232908號公告徵收。

五、更正公告原因：本案原所有權人王淇梓因申請自行遷移茄冬等農林作

物，致原領取之補償費更正為遷移費，並應繳回溢領之補償費，惟不

涉及原報准徵收之實體，且用地範圍不變，應辦理更正公告。

六、更正公告農林作物補償清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后里區公所公

開閱覽。

七、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5月3日起至民國106年6月2日止）。

八、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6年7月4日前。

九、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 戶名：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

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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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

之徵收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

出，逾期不予受理。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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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094815號

附件：

主旨：公告廢止徵收本府(改制前臺中縣政府)辦理臺中港特定區文九(54)校

舍用地，原報准徵收沙鹿區南勢坑段埔子小段452-3地號等29筆土地，

合計面積2.503600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4月28日台內地字第1061303879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改制前臺中縣政府)。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教育事業。

三、原徵收及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77年11月30日七七府地四字第117287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改制前臺中縣政府80年5月13日80府地權字

第084728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6年4月28日台內地字第1061303879號函核准廢止徵收。

四、廢止徵收原因：本案工程用地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施作整地工程

及圍牆，現況部分為籃球場使用，因本市少子化趨勢，且鄰近國中普

通教室足敷使用，已無設校需求，致原徵收土地已無徵收之必要，符

合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辦理廢止徵收。

五、廢止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廢止徵收土地圖、廢止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及沙鹿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5月10日起至民國106年6月9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6年12月30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 戶名：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

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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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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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

之徵收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

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

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

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

內，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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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096102號

附件：如文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改制前為臺中縣梧棲鎮公所)辦理臺中港特定區停車場

五七工程用地，原報准徵收梧棲區大庄段火燒橋小段15-33地號等2筆

土地，合計面積0.021900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5月2日台內地字第1061303897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改制前為臺中縣梧棲鎮公所)。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公共利益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78年4月24日78府地四字第51688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縣政府78年5月6日78府地權字第

079372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6年5月2日台內地字第1061303897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原因：作業錯誤，部分土地於徵收時未辦理分割，誤以全筆

徵收，而使範圍外使用分區屬住宅區及道路用地部分列入徵收範圍，

致原徵收之部分土地已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49

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辦撤銷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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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撤銷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撤銷徵收土地圖、撤銷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及梧棲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5月11日起至民國106年6月10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7年1月15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 戶名：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

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

十、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利害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

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之徵

收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

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內政部向行

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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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096959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五

主旨：公告廢止徵收本府(改制前為臺中縣政府)辦理都市計畫文九(26)學校

工程用地，原報准徵收梧棲區南簡段904-1地號等18筆土地，合計面積

1.749300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5月4日台內地字第1061303992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改制前為臺中縣政府)。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教育事業。

三、原徵收及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77年8月5日77府地四字第155556號函徵收、77年11月8日

77府地四字第114193號函及83年5月11日83府地二字第150940號函准

予徵收及80年4月24日80府地二字第38197號函准予更正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縣政府78年2月20日78府地權字第

030922號、83年5月13日83府地權字第108214號公告徵收及80年5月3

日80府地權字第76471號公告更正徵收。

(三)內政部106年5月4日台內地字第1061303992號函核准廢止徵收。

四、廢止徵收原因：因全市少子化趨勢，且鄰近國中、小普通教室足敷使

用，已無設校需求，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已無徵收之必要，依據土地

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辦理廢止徵收。

五、廢止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廢止徵收土地圖、廢止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及梧棲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5月16日起至民國106年6月15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7年1月15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戶名：臺

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分

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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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十、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利害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

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之徵

收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

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內政部向行

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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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二字第106010042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標售本市區段徵收區配餘地。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及臺中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

法。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5月17日起至106年6月12日止。

二、本次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手冊(含投標須知、標售清冊及位置圖)，於

公告期間在本府地政局、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本市各區公所陳列公開

展覽（例假日除外）。

三、標售手冊、投標單及投標專用信封，請於公告期間（例假日除外）至

本府地政局、臺灣大道市政大樓、陽明大樓、本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中正地政事務所、中興地政事務所、太平地政事務所等處免費索取。

四、開標日期：106年6月13日上午9時30分。

五、開標地點：中山地政大樓（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4樓視聽會

議室。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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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978541號

主旨：公告許瓊文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瓊文。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66號。

三、證書字號：（83）台內地登字第01236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富士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東英十街34號2樓之3。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1015891號

主旨：公告石國雄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石國雄。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67號。

三、證書字號：(8 8)台內地登字第02325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國雄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文心南路909號。

備註：原開業執照（101）中市地士字第000205號於105年2月8日因有效期

限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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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967311號

主旨：公告郭正松地政士申請組織聯合事務所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郭正松。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65號。

三、證書字號：(8 2)台內地登字第010659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惠仲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沙鹿區正英路11號之14。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09年11月18日。

(二)郭正松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5）中市地士字第001731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因組織聯合事務所予以換發。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94586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閎翔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閎翔。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0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閎翔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精誠十九街38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至106年5月2日止）屆滿未換發而失

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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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99929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永洲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永洲。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64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萣達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寶山二街5號12樓之3。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100594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世春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世春。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43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陳世春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二街68號1樓。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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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1039231號

主旨：公告註銷徐澄慧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第15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徐澄慧。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49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徐澄慧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3段123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102356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許志安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志安。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地估字第000055號（印製編號：000192）。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鴻廣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二段35巷86號。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0年7月19日。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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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91753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宋明一事務所名稱、地址變更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宋明一。

二、證書字號：（104）中市地估字第000084號（印製編號：000191）。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明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343巷5號。

備註：

(一)原證書字號：（104）中市地估字第000084號（印製編號：000144）。

(二)原開業事務所名稱：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三)原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福林路452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61601號

主旨：公告註銷古仙鶴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古仙鶴。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37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5月3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4　期

168 169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74361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曉雯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曉雯。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4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5月13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發字第106010453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制定「臺中市政府補助及獎勵企業營運總部投資實施辦法」草

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二、依臺中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第7條第2款規定制定「臺中市政府補助及

獎勵企業營運總部投資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網站

(網址：http://www.taichung.gov.tw/default2mp.asp)臺中市法規資

料庫網頁。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產業發展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5樓。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31114，鄧兆廷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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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真：04-22203459。

(五)電子郵件：southstar21@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補助及獎勵企業營運總部投資實施辦法 
草案總說明

為吸引企業營運總部進駐臺中市，促進經濟發展，爰擬具「臺中市

政府補助及獎勵企業營運總部投資實施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目的及法規授權。(草案第一條)

二、訂定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公告申請期間及經費額度規定。(草案第三條)

四、訂定申請補助或獎勵之主體。(草案第四條)

五、房地租金補助規定。(草案第五條)

六、房屋稅及地價稅補助規定。(草案第六條)

七、勞工職業訓練費用補助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勞工薪資補助規定。(草案第八條)

九、地方型SBIR審查加分項目獎勵規定。(草案第九條)

十、企業營運總部所屬工廠有擴廠需求得享有優先承租或承購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轄管及開發中之園區土地資格獎勵規定。(草案第十

條)

十一、勞工住宅獎勵規定。(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勞工大學專班課程獎勵規定。(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標竿企業獎章及證書獎勵規定。(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單一窗口服務獎勵規定。(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企業形象或商標展示、參展攤位優惠及海外參展補助獎勵規定。

(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不得重複申請補助規定。(草案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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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申請補助案件應檢附文件規定。(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申請獎勵案件應檢附文件規定。(草案第十八條、第十九條)

十九、申請案件不齊者補正規定。(草案第二十條)

二十、申請案件提送本市招商投資促進委員會審議規定。(草案第二十 

一條)

二十一、補助案件及標竿企業獎章及證書僅補助及獎勵一次規定。(草

案第二十二條)

二十二、補助案件請領補助款規定。(草案第二十三條)

二十三、查核規定、撤銷及廢止補助及獎勵案件規定。(草案第二十四

條)

二十四、本辦法經費來源規定。(草案第二十五條)

二十五、授權另訂書表格格式之規定。(草案第二十六條)

二十六、施行日期及實施期間之規定。(草案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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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企字第106000728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觀光志工管理與服務要點」，第六點第

一款及第十一點第四款規定勘誤表，自106年4月28日起生效，請惠予

更正，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106年4月28日中市觀企字第1060006489號函辦理。

二、「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觀光志工管理與服務要點」業經本局於106年

4月28日修正下達在案，惟因修正對照表第六點第一款及第十一點第四

款文字與要點規定不一致，爰特予更正。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本局觀光工程科、旅遊行

銷科、觀光管理科、人事室、秘書室、政風室、會計室、觀光企劃科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本局局長室、副局長室、主

任秘書室、專門委員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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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觀光志工管理與服務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5月8日中市觀行字第1020005713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4年6月1日中市觀行字第104000819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5月31日中市觀企字第105000776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4月28日中市觀企字第1060006489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展本市優質觀光資

源，促進觀光產業的發展及運用志願服務人力資源，協助推動觀光

發展，提昇遊憩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觀光志工(以下簡稱志工)，係指經本局正式甄選合格遴

用且不計任何報酬，願意協助本局工作者。

三、本局志工任務如下：

(一)駐點解說：以輪值方式於本局所屬旅遊服務中心、風景區或景

點，提供旅遊諮詢、旅客服務及導覽解說等服務。

(二)專案解說：視本局重要業務團體參訪情形及需求，提供預約團

體隨隊導覽解說服務。

(三)其他觀光活動之支援、觀光資料建置及協助接洽、接待等事

項。

四、志工召募與進用：

(一)召募：本局不定期辦理志工召募，對象為十六歲以上，無不良

嗜好、品行端正、具服務熱忱及責任感者。

(二)進用：志工需完成基礎訓練及本局舉辦之特殊訓練，取得結訓

證明書，並經本局甄選合格，取得志工資格，發給志工服務

證。

五、志工訓練：

(一)基礎訓練：參與本局或其他單位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訓練

期滿十二小時且合格者，取得參加特殊訓練之資格。

(二)特殊訓練：以基礎訓練合格者為對象，為強化志工專業知能，

熟悉區內環境，由本局或本局委託之訓練單位辦理訓練，依實

際服務需要訓練期滿且合格者，發給結訓證明書。

(三)在職訓練：為精進志工專業知能，本局依實際服務需要不定期

規劃相關課程，辦理在職訓練。

六、觀光志工隊(以下簡稱志工隊)組織及幹部出缺時之處置：

(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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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志工隊置隊長、副隊長、總幹事及副總幹事各一人。

2、隊長由本局提名或志工提名經五人以上附議，於志工大會票

選產生；副隊長、總幹事及副總幹事由隊長自隊員遴派。

3、依服勤地點設置若干小隊，各小隊置小隊長一人，由各小隊

隊員選舉產生；小隊長得遴選副小隊長一人輔佐業務。

4、各幹部職位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5、隊長得依功能性任務需求設置臨時任務分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組長及分組成員由隊長自隊員擇專長遴兼。

6、幹部職權由本局另以「幹部權責職掌表」定之。

(二)幹部出缺之處置：

1、隊長因辭職、身體不適或有不適任情事等因素而無法執行職

務時，由副隊長接任，副隊長無法接任時，由本局指派。

2、副隊長出缺時，由隊長指派；隊長及副隊長同時出缺時，由

本局指派或由全體志工以選舉方式補選接任。

3、總幹事或副總幹事出缺時，由隊長指派。

4、小隊長出缺時，由副小隊長接任；副小隊長出缺時，由小隊

長指派；小隊長及副小隊長同時出缺時，由本局指派或由小

隊隊員以選舉方式補選接任。

(三)各職務接任者，以補足原任者之任期為限。

(四)幹部會議由隊長召開，成員為隊長、副隊長、總幹事、副總幹

事、小隊長及副小隊長，並應邀請本局派員列席。

七、志工之權利：

(一)擔任各項服勤任務，本局得視預算酌編誤餐費及投保意外事故

保險。

(二)至本局轄管之風景區或景點參觀者，得免門票。

(三)有關一般性隊務及服務工作之發言權及表決權。

(四)志工具幹部提名之連署、選舉權、被選舉權。

(五)參與志工隊及他單位舉辦之各種志願服務研習觀摩活動。

(六)本局各觀光出版品得優先分送績優志工。

前項第四款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之資格條件由本局另定之。

八、志工義務：

(一)執行各項勤務及參加會議時，應穿著志工背心及配帶服務證，

儀容應整潔端莊。

(二)遵守本要點及志工隊各項決議。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4　期

182 183



(三)每月至少服勤四小時，或每年累計服勤至少四十八小時。

(四)每月二十日前填妥下一月「服務排班表」，並依排班表出席勤

務，如無法出席，應事先洽請代（換）班。

(五)對本局辦理之各項活動應主動配合並積極宣傳。

(六)執行志工隊或本局分配之服勤工作，並恪遵工作規定。

(七)不得以志工名義對外從事舉辦任何活動、招攬、推銷、收費、

營利、或其他不當的行為。

(八)應嚴守志工立場，並秉持主動、誠懇、尊重及守信的態度。不

得發表不當言論、挑撥對立或其他有損本局形象之言行。

九、服勤時數以實際出勤情形登錄之，並依照下列標準計算之：

(一)駐點服勤者，半天四小時、全天為八小時計算之。

(二)本局辦理各項活動支援服務及幹部督勤，另以「志工活動及幹

部督勤時數認定規範」定之。

(三)農曆春節、清明、端午及中秋等節慶假期（含前後連續放假

日）服勤時數以當日實際服勤時數兩倍計算之，惟每位志工每

次節慶服務只能有1日之時數以兩倍計算之。

十、本局每年應辦理一次志工考核，辦理時間為每年十月至十二月間，

考核項目分為服務態度、出勤狀況、參加訓練及團隊精神，考核表

由本局另定之，考核結果依第十一點辦理。

十一、志工獎勵與解除資格：

(一)依據考核結果獎勵績優志工，獎項如下：

1、櫻花銅獎：於本局服務年資滿一年，且服務時數累計達

一百小時以上，並具優良事蹟者。

2、櫻花銀獎：於本局服務年資滿三年，且服務時數累計達

三百小時以上，並曾獲本局頒授櫻花銅獎具有優良事蹟

者。

3、櫻花金獎：於本局服務年資滿五年，且服務時數累計達

五百小時以上，曾獲本局頒授櫻花銀獎並具有優良事蹟

者。

4、經志工幹部會議決議，具特殊貢獻或熱心服務之志工，頒

發特殊貢獻、熱心服務獎。

5、上述櫻花銅獎、櫻花銀獎、櫻花金獎各項獎項每人僅得獲

頒一次。

(二)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經志工幹部會議決議，解除本局志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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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1、連續兩年未達規定服勤時數最低標準者。

2、一年內無故缺席已排定之勤務、託人代為簽名及遲到早

退，累計三次者。

3、服務期間凡有怠忽職守、服務態度不佳、行為不端，有損

本局聲譽並經查證屬實者。

4、年度考核總分未達60分者，或連續兩年考核總分未達70分

者。

5、違反本要點第八點第七款、第八款之義務者。

(三)志工經解除資格，應繳回志工背心及志工服務證，若有異議

應於解除資格後20日內向本局提出申復。

(四)經解除資格之志工，一年內不得申請回隊。期限屆滿後須經

幹部會議決議同意後，始得申請回隊。

十二、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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