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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8543號

附件：如說明段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作業要點」並自107年1月1日起生

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第8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檢附修正「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作業要點」總說明、修正對

照表、全條文各1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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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

市政府法制局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府衛生局保健科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11日府授社青第100000505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11月1日府授衛保字第1000212739號函修正，並自101年1月1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01年10月3日府授衛保字第1010174053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0月15日府授衛保字第1030200523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11月30日府授衛保字第1050260361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府授衛保字第1060258543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推行老人福利服務，維護老人

身心健康，俾能早期發現疾病，協助就醫，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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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設籍本市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

三、本要點所定之老人健康檢查，其項目由本府公告之。

前項健康檢查作業，應於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內進

行。

四、檢查費用：

（一）本府公告之老人健康檢查項目，除屬衛生福利部公告所定之醫

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之預防保健服務各項目

由全民健康保險全額負擔外，其餘由本府全額負擔。

（二）受檢者就本府公告之老人健康檢查項目外，另行施作之其他健

康檢查項目者，應自行負擔檢查所需之費用。

五、老人健康檢查項目，應由具有登記開業或執業之內科專科醫師或家

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際負責健康檢查作業；除家庭醫學科及內科專

科醫師外，新申辦之執行科別醫師，屬其他科別醫師者，需先取得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資格，始能執行本要點之檢查服務。

六、醫療院所申請檢查費用時，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衛生局(以下簡

稱衛生局)提出：

（一）老人健康檢查紀錄明細表（一式二份）。

（二）委託契約書影本。

（三）憑證收據。

七、作業程序：

（一）由衛生局協調本府所委託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特約醫療

院所為檢查單位，全力配合辦理老人健康檢查。

（二）由本市各區公所辦理公告實施本要點。

（三）受理登記期間方式：在檢查期間內，由本人或家屬持身分證、

健保卡、印章至委託醫療院所登記，依安排檢查日期前往醫療

院所接受檢查。

八、宣導與協調：

（一）本市各區公所及衛生所，利用里民大會、社區活動及其他適當

場所，加強轄區內老人受檢。

（二）醫療院所於受理登記排定日期後，確實轉知老人檢查注意事

項，以利檢查工作之進行。

九、經費來源：由衛生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十、本要點之規定，於設籍本市五十五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之原住民準

用之。

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冬字第　4　期

5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25166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徵兵檢查會設置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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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科、給與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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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徵兵檢查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11月13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251664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臺中市役男徵兵檢查作業，確

保兵役公平並維護役男權益，依徵兵規則第十條規定，特設臺中市

政府徵兵檢查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置委員七人，召集人由副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二人，由臺中市

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局長及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

民政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臺中榮民總醫院院長。

（二）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院長。

（三）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院長。

（四）國軍臺中總醫院院長。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任期屆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構）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至原任期屆滿之

日止。

三、本會任務如下：

（一）徵兵檢查統計資料之審查事項。

（二）役男體位判等、疑義案件之審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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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徵兵檢查作業分工、授權及策進事項。

（四）徵兵檢查督導策劃事項。

（五）其他法令規定事項。

四、本會視需要召開會議；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主

持時，由副召集人一人代理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因故不能主持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如不克出席時，得委任代理人出席。

本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決定之。

委員執行職務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自行迴避。

五、本會幕僚作業，由衛生局、民政局及相關醫療機關（構）派員兼辦

之，並下設三組，每組置組長一人、組員二人，其中組長由衛生局

或衛生所派員兼辦，組員由民政局及第二點所列醫院派員兼辦，其

職掌為負責臺中市役男年度徵兵檢查及體位判定等相關事項。

六、本會決議事項，以本府名義行之。

七、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會所需經費，由民政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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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25464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立美術館籌備處設置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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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科、給與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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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立美術館籌備處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3月16日府授人企字第105005410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11月16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254645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臺中市立美術館籌備事項，設

臺中市立美術館籌備處（以下簡稱本籌備處），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籌備處辦理有關本市市立美術館各項籌備事項，並設下列四組，

其任務如下：

（一）教育推廣組：行銷活動規劃與執行、推廣與服務項目規劃、志

工培訓、美術教育推廣等事項。

（二）展覽規劃組：美術展覽規劃執行、國內外美術研討會及美術作

品交流事務策辦等事項。

（三）典藏研究組：美術作品之徵集、管理、蒐藏、研究考據、分類

登錄、保存修護、數位典藏、維護室及典藏室規劃等事項。

（四）總務行政組：採購事務、先期計畫招標作業、財產(物)管理、

財務計畫之擬訂與評估、美術館整體建築景觀工程、設備、環

境之規劃設計、興建審查及各項工程驗收等事項。

三、本籌備處置主任一人，由市長指派，承市長之命綜理本籌備處各項

業務，並指揮及監督所屬人員；置副主任一人，襄助主任處理本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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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處事務，秘書一人、組長四人及組員十二人，由本府派兼之。

四、本籌備處人事、會計等行政業務由本府文化局相關單位派員兼辦。

五、本籌備處會議由主任召集，必要時得邀本府相關機關(單位)參與，

並得邀請府外相關專家學者出席會議提供意見。

六、本籌備處所需員額，另以編組表定之。

七、本籌備處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籌備處所需經費由本府文化局等相關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九、本籌備處於本府文化局辦公，並於臺中市立美術館成立後裁撤之。

臺中市立美術館籌備處編組表

職稱 員額 備註

主任 (一) 由市長指派人員兼任

副主任 (一) 由文化局派員兼任

秘書 (一) 由文化局派員兼任

組長 (四) 由文化局派員兼任

組員 (十二) 由文化局派員兼任

合計 (十九)

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冬字第　4　期

9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研服字第1060249069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並自107

年1月1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修正總說

明、對照表及修正條文。

二、請本府法制局上載本府法規資料庫，另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和平區公所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為民服務組）（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9年12月29日府授研服字第0991000202號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11月01日府授研服字第102020926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11月14日府授研服字第1060249069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本府及所屬各機關（以下簡

稱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之效率與品質，特依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七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人民陳情案件，係指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

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依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六十九條規定，以書面或言詞向各機關提出之具體陳情。

三、各機關得設代表電子信箱受理電子郵件陳情；惟如寄至機關之個人

信箱者，得不予受理。

四、人民陳情案件應載明具體陳述事項、姓名及聯絡方式，包括電話、

住址、傳真號碼及電子郵件等；陳情人如未具名及聯絡方式且無具

體事由者，各機關得逕為不受理錄案，但應留存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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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受理民眾陳情應登記編號列管，並應告知列管編號，便於陳情

人查詢辦理情形。

（二）受理陳情案件應依案情性質先行分類，同一案件有多項案情，

分由多個機關承辦時，應分別列管。

（三）接獲案件如認分文有誤時，應於各機關總收文簽收一日內，以

電話通知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

或填寫改分申請單，敘明理由及建議改分對象後退回改分，以

爭取時效。

（四）改分公文之管制或統計時效起算點，仍以原機關總收文原登錄

收文日期為準。

（五）人民陳情案件若非屬本府機關權責者，應逕移主管機關處理，

並以原府收文號函知陳情人。

（六）陳情案件應建立檔案，並定期統計分析。

六、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應針對案情內容敘明具體處理意見及法規依據，並採簡明、親

切、口語化之文字。

（二）人民陳情案件除常見重複及單純案件外，應陳核至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並依分層負責明細表判行；前揭常見重複及單純

案件類別應先由機關決定並報送研考會備查。各類案件均應以

原列管之府收文號簽辦，並視案情需要或陳情人之要求，以公

文、電話、電子郵件、傳真或其他方式將辦理情形答復陳情

人，並告知列管編號、承辦人員聯絡方式。

（三）人民陳情案件若未依規定方式回復，應於簽辦內容及回復內容

中敘明。

（四）經本府錄案列管之案件，應確實回復陳情人，並登錄於陳情整

合平台；陳情人未留聯絡方式或表示不須回復者，仍須於陳情

整合平台登錄辦理情形。

（五）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 

三條規定，簽報機關首長同意不予處理：

1、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者。

2、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而仍一再陳情者。

3、非主管陳情內容之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分向各機關

陳情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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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簽准同意不予處理之案件，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向陳情人說明已為適當處理，婉釋爾後以同一事由再度陳

情，將不予處理回復，並將處理情形登錄於陳情整合平台。

2、嗣後陳情人再以同一事由陳情，仍須依規定收文及分案；承

辦機關無須處理及回復，僅需將簽准不予處理之情形登錄於

陳情整合平台後，據以結案。

（七）對同一陳情人持續或大量陳情案件，如認為顯有耗費機關行政

資源之虞者，得查明相關情事，經會簽研考會，簽奉市長同意

後，不予受理。

（八）經簽准同意不予受理案件，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應向陳情人說明，並通知受理及列管單位。

2、嗣後陳情人再以前述事由陳情，毋需受理錄案，惟仍應作成

紀錄以利查考。

（九）案情特殊、複雜或需詳加調查無法於期限內辦結之案件，應個

案簽辦展延期限，並將展延理由告知陳情人，以釋其疑慮，經

展期之案件，以逾期列計。

（十）承辦機關函轉附屬或相關機關配合辦理之案件，承辦機關應追

蹤列管。

（十一）因法令適用疑義請示上級或相關權責機關之案件，俟釋復並

答復陳情人後結案，未結案前承辦機關仍應持續追蹤。

（十二）陳情內容涉及私權事項而非行政機關權責者，應婉轉建議陳

情人逕向當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循司法途徑解決。

（十三）陳情案件涉及需會勘或稽查者，應由主權責機關協同配合機

關，統一時間前往，避免擾民。

（十四）針對檢舉案件如查無檢舉人所陳述之情事，回復時得載明如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或謊報者，須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五）各機關受理以外國語言陳情者，應以國際通用語言回復為原

則。

七、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必要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臺中市政府受

理檢舉陳情案件保密實施要點規定，以保密方式處理，不得公開。

八、人民陳情案件之處理期限不得超過三十個日曆天，其期限之起算均

自收文次日起算；依其性質區分為下列三類：

（一）第一類：檢舉類，處理期限十四個工作天。

（二）第二類：非檢舉類，處理期限六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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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類：簽奉市長核准之專案列管案件，處理期限三十個日曆

天。

九、展期申請：

人民陳情案件未能於規定時間內辦結者，承辦人應於期限屆滿前辦

理展期，以原限辦日數為得展延天數，各類陳情案件辦理展期之規

定如下：

（一）檢舉類：以一次為限，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二）非檢舉類：以二次為限，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三）前兩款若需再展延者，須經市長核准。

（四）簽奉市長核准之專案列管案件，不得展延。

（五）依本點規定申請之展延案件，應將展期單逕送列管單位俾憑辦

理。

十、人民陳情案件因天災人禍等不可歸責承辦機關之事由，致相關資訊

系統服務中斷或暫停者，得扣除等待修復期間。

十一、各機關應成立人民陳情案件管考小組，指定專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負責內部處理陳情案件之追蹤管制及結案。

（二）對於逾期尚未辦結、漏至系統登錄或展期案件應列管追蹤、

確實稽催。

（三）定期召開人民陳情案件管考小組會議，檢討陳情案件數量、

處理品質、業務類別、迭次陳情案件等，加以分析檢討，就

政策面提出具體改善建議或方案，供機關首長及相關單位參

採。

（四）平時應主動協助及督促機關同仁，熟悉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

業流程及系統操作。

十二、人民陳情案件解除列管認定標準如下：

（一）上級機關交付列管案件或人民陳情案，應具體函復陳情人並

副知上級機關後，解除列管。

（二）承辦機關轉請隸屬之下級機關或相關機關處理者，應彙整該

下級機關或相關機關回復內容並由承辦機關回復陳情人後，

解除列管。

（三）有關施政建議或建請權責機關之獎勵案，於承辦機關回復陳

情人錄案參採或褒揚後，解除列管。

（四）涉及二個機關以上權責，若原承辦機關未申請加分其他機關

者，應彙整相關機關處理情形並回復陳情人後，解除列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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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陳情案件需經會勘或會議決議者，承辦機關應將會勘紀錄或

會議結論回復陳情人並至系統登錄後，解除列管。

（六）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承辦機關應通知陳情人依各該

相關法定程序辦理：

1、檢察、警察、調查機關進行偵查中者。

2、訴訟繫屬中或提起行政救濟者。

3、經判決或決定確定，或完成法定程序者。

（七）涉及重大行政違失責任，由政風機關查處中，簽奉市長同意

由該機關自行列管者。

十三、各機關對於處理人民陳情案件績效優良者，得予以獎勵：

（一）陳情案件處理速度、品質、數量、內容難易度等各方面均有

優良表現者。

（二）登錄、統計、分析、稽催等作業詳盡確實且對陳情案件管制

之落實推動有重大貢獻者。

（三）陳情案件管制制度之革新或改進建議，經採行確具績效者。

（四）經考評成績優良者。

十四、各機關對於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者，得按情節輕重簽報

議處：

（一）無故積壓案件情形嚴重者。

（二）對逾期未至系統登錄辦理情形之案件，經催辦仍未處理者。

（三）登錄不確實、統計不確實、未實施各種分析致陳情案件辦理

原則不能落實且可歸責於該員者。

（四）對於研考人員之稽催未儘速處理者。

（五）無故未回復陳情人案件辦理情形者。

（六）未依本要點改分規定辦理，嚴重影響案件處理時效者。

（七）輕易結案或推諉卸責，致影響陳情人權益者。

（八）無正當理由，違反本要點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

十五、本府及各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一次自我考評及教育訓練。

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

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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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60053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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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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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江定邦君等共計1,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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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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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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900011號

主旨：公告「伍開誠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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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開誠。

二、事務所名稱：伍開誠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B10095****。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15號。

五、事務所地址：401臺中市東區富榮街23號6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4091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918021號

主旨：公告「薛富仰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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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富仰。

二、事務所名稱：薛富仰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X12005****。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16號。

五、事務所地址：403臺中市西區柳川東路二段63巷5號。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5349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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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963481號

主旨：公告「賴建成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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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建成。

二、事務所名稱：華成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B10056****。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17號。

五、事務所地址：400臺中市中區民族路64號7樓之5。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1212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998311號

主旨：公告核准「黃乃弘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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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乃弘。

二、事務所名稱：黃乃弘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191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480號。

五、事務所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36-4號。

六、身分證字號：T12032****。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局長　　王俊傑　　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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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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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602383651號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中區中墩段一小段52地號土地附近)樁位成

果圖表」及「控制測量成果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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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中區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

工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6年11月9日起至民國106年12月11日止，計滿30

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坐標表、控制測量成

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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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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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602516651號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

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中區柳川段六小段3-7地號土地附近）

部份樁位成果圖表」及「控制測量成果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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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中區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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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6年11月20日起至民國106年12月20日止，計滿30

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坐標表、控制測量成

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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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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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60242151號

主旨：「變更潭子都市計畫（部分鐵路用地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

合鐵路高架捷運化橫交道路縫合）案」自106年11月13日起公開展覽30

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計畫書、圖

置於本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府都市發展局山城服務中心及本市潭子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11月13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6年11月24日上午10時0分假本市潭子區公

所3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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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及檢附地籍

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表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參考。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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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244686號

主旨：「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擬定臺中市豐原地區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擬定臺中市潭子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擬定臺中市大雅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擬定臺中市神岡地區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自106年11月21日起公開展覽30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主要計畫書、圖(比例尺：1/5000)各1份；細部計畫書、圖

(比例尺：1/1000)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書、圖)、本

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本市豐原區公所、潭子區公所、大雅區公所及

神岡區公所(含計畫書、圖)。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

(一)106年12月13日上午10時整於陽明市政大樓4-1會議室舉行(臺中市豐

原區陽明街36號)。

(二)106年12月15日下午2時30分於潭子區公所4樓會議室舉行(臺中市潭

子區中山路二段239號)。

(三)106年12月15日上午10時整於大雅區公所4樓禮堂舉行(臺中市大雅區

雅環路二段301號)。

(四)106年12月13日下午2時30分於神岡區公所2樓會議室舉行(臺中市神

岡區神岡路30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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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

資料一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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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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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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2023521號

主旨：公告本市都市計畫豐原區南陽（福陽段）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

隔配置圖。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項第6款規定及臺中市市地重

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第10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11月20日起至民國106年12月19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臺中市政府公佈欄、臺中市豐原區公所公佈欄（請至本府

都市發展局套繪室及本市各區公所閱覽）。

三、本地區規定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說明如下：

(一)除依「臺中市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經本

府同意後得辦理變更外，應維持原規定留設。

(二)公告實施地區原有合法建物不受影響，惟日後拆除申請建造執照應

依本公告內容辦理。

(三)公告前已受理建造執照掛號案件亦不受影響。

四、106年6月22日中市都建字第10601060662號函及106年6月22日中市都建

字第10601060663號廢止。

五、本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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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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601963101號

主旨：辦理106年度第10次公告本市「免申請指定(示)建築線地區範圍」。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暨100年11月30日府授都工

字第10001798081號公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執行建築法及其子法之

主管權限事項。

公告事項：

一、本市北屯區公所公佈欄、本局山城服務中心公佈欄及本局都計測量工

程科。

二、公告公佈欄範圍及說明：本府建設局106年11月8日中市建土字第

1060147752號函送本市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配合台中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配合區段徵收

及都市防洪）之區段徵收地區(第一、二工區部分)開闢完竣計畫道路

範圍圖及道路名稱表(範圍如附圖、表)。

三、本市上開都市計畫地區內之基地，面臨上開已公告開闢完竣之計畫道

路路段者，增列為免申請建築線指示地區範圍，但臨接該等計畫道路

之基地如有臨接其他或新增尚未開闢完成之計畫道路、或配合區段徵

收之增設道路、市區道路或現有巷道者，仍應依規申請指示(定)建築

線。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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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602430031號

主旨：公示送達卓淑慧君疑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

依據：動物保護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卓淑慧君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市動物保

護防疫處函文通知陳述意見（中市動稽字第1060008055號函），因送

達處所不明致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無法送達，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疑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28之18號，電話：04-23869420分機

171）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市長　林佳龍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60250242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大安區龜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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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1月9

日府授農輔字第1060244839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大安區龜殼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大安區龜殼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龜殼社區位於大安區溫寮溪南岸，西臨臺灣海峽，東與大甲區

交界，北隔溫寮溪與海墘里、西安里、松雅里接壤，南邊與中庄里、

福興里為鄰，面積約為367.8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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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60255225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太平區頭汴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行監督辦法第11條，以及本府106年11月15日府

授農輔字第1060253263號函。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太平區頭汴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太平區頭汴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頭汴社區位於太平區東方，東與新社區交界，東鄰東汴里，西

臨聖和里，面積約為2020.45公頃。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115069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南區國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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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61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市新字第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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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差
　副局長　陳坤皇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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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1217792號

主旨：有限責任臺中縣九二一重建區和平鄉博愛村松鶴區手工藝生產合作社

與有限責任臺中縣東勢花卉運銷合作社，因連續二年未召開年度社員

大會，經本局限期改善未如期完成，本局依法予以解散，並註銷登記

證及圖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註銷登記之合作社資料如下：

(一)合作社名稱、地址及理事主席：如解散合作社名冊。

(二)解散原因：連續二年未召開年度社員大會，經本局限期改善未如期

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合作社，其登記證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合作社所負之

債權、債務悉依合作社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四、上開合作社之債權人、債務人請自行依民法有關規定逕向該社索債、

清償。

局長　呂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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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60082610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黃晨怡等409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

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住居所（車籍）地

址掛號郵寄冊內被通知人，該郵件因無人領取；復於第2次投遞戶籍

（營業）地址因無法送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

程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已送至各處分（監理）機

關，違規人得逕至處分（監理）機關領取並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領

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楊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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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14184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徵求臺中市107年辦理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醫

療院所，收件截止日期為106年12月15日，請醫療院所踴躍申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35條、優生保健法第6條及優生保健法施行細則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徵求對象、應具資格及決定締約程序、方式、服務內容：請詳參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107年辦理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計畫需求說明書。

二、服務期程：自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0日。

三、本案子宮頸抹片檢查(含骨盆腔檢查)費用申報，係屬成人預防保健服

務部分，由承作單位依「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

之相關規定向中央健保署辦理申報；係屬婚後孕前健康檢查部分則由

本局全額負擔。愛滋篩檢、精液分析、骨盆腔及子宮頸抹片檢查依實

際檢查按實核銷；檢查費用支付標準如下：

(一)男性：愛滋病篩檢、梅毒篩檢、尿液檢查、精液分析、全套血液檢

查CBC-I(WBC，RBC，Hb，Hct，platelet  count，MCV，MCH，MCHC 

八項)等5項均檢查者，每人給付新台幣680元。

(二)女性：愛滋病篩檢、梅毒篩檢、尿液檢查、德國麻疹抗體、水痘抗

體、醣化血色素、子宮頸抹片檢查(含骨盆腔檢查)、全套血液檢查 

CBC-I(WBC，RBC，Hb，Hct，platelet  count，MCV，MCH，MCHC八

項)、甲狀腺刺激素等9項均檢查者，每人給付新台幣1,870元。

四、本案107年編列總經費計223萬，採限額辦理，如經費用罄時，本契約

終止。

五、本案為考量辦理該項檢查服務之延續性，擬先辦理公告徵求檢查服務

醫療機構，另；該計畫所需經費未獲立法機關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

減，得依行政程序法147條規定，行政契約締結後，因有情事重大變

更，得請調整契約內容或終止契約。

六、有意願參與合約之醫療院所，請於12月15日前將相關資料及契約書用

印(一式三份)後寄送本局辦理，如對本補助計畫有任何建議，得向

本局表示意見，聯絡人及電話：（04）25265394轉2422，保健科徐小

姐。

七、相關表單(需求說明書、契約書)請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院所交

流平台/保健科下載。

八、收件方式及地點：本局三樓保健科(收受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



8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冬字第　4　期

89

下午5時)。

九、執行期間，若有符合本案資格條件之醫療機構有意加入本市婚後孕前

健康檢查合約者，得另簽奉核可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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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14227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徵求臺中市107年辦理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孕婦母

血唐氏症篩檢服務醫療院所，收件日期至106年12月15日止，請醫療院

所踴躍申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35條、優生保健法第7條及優生保健法施行細則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徵求對象、應具資格及決定締約程序、方式、服務內容：請詳參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107年辦理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孕婦母血唐氏症篩檢需求說

明書。

二、服務期程：自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0日。

三、本案篩檢費用不含掛號費及診察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2,200元；實

際費用未達新臺幣2,200元者，依實際費用減免之。

四、篩檢檢查項目內容(擇ㄧ補助)：

(一)初期母血唐氏症篩檢：懷孕第11至14週時，補助「頸部透明帶及2項

血清檢驗（PAPP-A、Free β-hCG）」。

(二)中期母血唐氏症篩檢：懷孕第15至20週時，補助「四指標母血檢測

（甲型胎兒蛋白(AFP)、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游離型雌

三醇(uE3)、抑制素A(Inhibin A)）」。

五、本案107年編列總經費新臺幣100萬元，如經費用罄時，契約全部終止

並停止受理本補助計畫經費之申請。

六、本補助計畫所需經費，若未獲立法機關審議通過或部分刪減，本局得

依行政程序法147條規定，行政契約締結後，因有情事重大變更，得請

調整契約內容或終止契約。

七、有意願參與合約之醫療院所，請於106年12月15日前將相關資料及契約

書用印（ㄧ式三份）後寄送本局辦理，如對本補助計畫有任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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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本局表示意見，聯絡人及電話：(04)25265394轉2422，保健科徐

小姐。

八、相關表單（需求說明書、契約書）請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院所

交流平台/保健科下載。

九、收件方式及地點：本局三樓保健科（收受時間：週ㄧ至週五，上午8點

至下午5點）。

十、執行期間，若有符合本案資格條件之醫療院所有意加入本市低收及中

低收入戶孕婦母血唐氏症篩檢服務合約者，得提出締結契約申請，並

經本局審核後，始得辦理締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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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14344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徵求「107年臺中市國小學童齲齒門診掛號費

補助計畫」醫療院所，截止日期為107年1月19日，請醫療院所踴躍申

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35條、口腔健康法第3條及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徵求對象應具資格：應為本市健保特約醫療機構，且有執業登記之牙

科醫師，能提供一般性口腔檢查、齲齒治療及衛教指導項目。

二、服務期程：自民國107年3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日。

三、締結契約決定程序：經本局審查符合規定，始得辦理締約事宜。

四、本案屬107年預算經費，採限額辦理，如經費用罄，合意終止全部契約

並停止受理本補助計畫經費之申請。

五、有意願參與合約之醫療院所，請於107年1月19日前將本案契約書(一式

三份)寄送本局辦理，如對本補助計畫有任何建議，得向本局表示意

見，聯絡人及電話：04-25265394轉2411，保健科李小姐。

六、107年本市國小學童齲齒門診掛號費補助計畫及契約書等相關文件請至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首頁/醫療院所交流平台/保健科下載。

七、收件方式及地點：郵寄或親送本局保健科（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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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契約書繳交日期(1月19日)截止後，如有符合本案資格條件之醫療院

所，有意加入本市國小學童齲齒門診掛號費補助合約者，本局保有另

再行簽訂契約與否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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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601162771號

主旨：就107年「配合警察單位查獲意圖營利與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及

相對人及毒品施打、吸食或販賣者暨高風險族群之抽血作業」合作事

宜，甄選締結行政契約對象。

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八條、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衛生福利部104年2月25日部授疾字第

1040300224號公告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締約內容是執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

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之前置作業抽血業務，以利後

續送至指定之醫事機構進行檢驗。

二、計畫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機關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依行政程序

法147條規定，行政契約締結後，因有情事重大變更，得請調整契約內

容或終止契約。

三、合約資格：凡為本市轄內各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民間團體或個人

醫事人員能完成締約內容者，且執行人員需領有醫檢師或護理師(士)

等證書並已完成執業登記。

四、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期間凡有意

願者皆可提出申請，經本局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執行委外抽血作

業。

五、意見徵詢期間為：公告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

向本局聯絡窗口-疾病管制科賴小姐04-25265394分機5211諮詢。

六、合約書及資格審核表資料，請詳見本局網站之「其他公告」。

局長　呂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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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12005號

主旨：公示送達楊瑞雲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楊瑞雲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F22100****。

(二)發文日期：106年10月11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02471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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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16970號

主旨：公示送達黃世俊(HOANG  THE  TUAN)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

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黃世俊(HOANG  THE  TUAN)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

法之裁處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護照號碼：B9918***。

(二)發文日期：10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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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10148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6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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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15667號

主旨：公示送達喻孝豐違反菸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喻孝豐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

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L12007****。

(二)發文日期：106年11月2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86985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罰鍰催繳通知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

銷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

3170，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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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15670號

主旨：公示送達林明山違反菸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林明山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

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R10049****。

(二)發文日期：106年11月1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87173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罰鍰催繳通知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

銷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

3170，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15674號

主旨：公示送達簡世強違反菸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簡世強，因其法定代理人張惠明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

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受處分人身分證字號：L12541****。

(二)法定代理人姓名：張惠明。

(三)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L2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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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文日期：106年11月1日。

(五)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53628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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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117550號

主旨：公示送達謝志岳違反菸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謝志岳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

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F12542****。

(二)發文日期：106年11月8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87253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罰鍰催繳通知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

銷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

3170，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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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60131587號

主旨：公告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臺中市農地污染控制場址

適當措施改善計畫-大里、烏日、大甲等3區農地污染改善工作」。

依據：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第4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大里、烏日、大甲等3區受污

染農地補充細密調查及改善工程等工作事項。

二、委託期間溯自中華民國106年10月30日起至107年10月29日止。亞太

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8之3號，電話：

（02）22189099。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西區

民權路99號，電話：（04）22276011轉66312。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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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47982號

主旨：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為辦理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原臺中

縣潭子鄉)用地徵收地價差額(更正99年度徵收補償地價)道路工程用

地，茲因權利人魏俊雄等2人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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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以l06年10月2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213007號公告

30日，公告期滿後，以l06年10月31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239877號函通

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應受補償魏俊雄等2人住址不明或

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另請權利人於106年l1月20日前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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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

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

「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l專戶」(國庫專戶)內保管，並視同補

償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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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47291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

設計畫(潭子區非都市土地)，徵收潭子區聚興段76-21地號等6筆土地

（分割後）之地上權，合計面積0.091200公頃(土地使用空間分別為自

地面以上28.6公尺至53.6公尺、30.4公尺至55.4公尺、8公尺至33公尺

間之地上空間範圍)1案。

依據：

一、內政部l06年11月3日台內地字第1061307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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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l06年11月3日台內地字第1061307183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之地上權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地上權圖說及徵

收地上權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潭子區公所

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11月10日起至106年12月11日止)。

六、準用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地上權之土地自公告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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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準用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地上權之土地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

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交通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第4條規

定，地上權之徵收補償費，穿越土地之上空者，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

收補償地價乘以穿越地上高度補償率。徵收補償地價，依土地徵收條

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

之當期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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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案於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逾期

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

費保管專戶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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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徵收地上權之土地因事業之興辦，

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1年

內，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

十一、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6年11月開

工，l10年12月底完工。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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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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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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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52067號

主旨：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

畫（豐原區非都市土地）工程用地徵收，茲因權利人（如后附清冊）

徵收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以106年9月20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204926號公

告30日，公告期滿後，以106年10月13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225736、

10602257361、10602257362號函等通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

惟應受補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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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工程用地之土地徵收補償費，本府已於106年10月25日、26日、27

日在豐原區公所四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14時止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

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請於本（106）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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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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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52363號

主旨：本府辦理「大里區仁義路打通工程(仁化路至仁慈街)」，奉准徵收大

里區仁化段117地號等6筆土地，合計面積0.046438公頃，並一併徵收

其土地改良物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11月10日台內地字第1061307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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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6年11月10日台內地字第1061307326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說及徵收土地地價

補償費清冊、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含建築改良物調查表），以上圖

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大里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11月15日起至民國l06年12月15日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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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

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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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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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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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7年1月開工，

107年10月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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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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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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復議，復議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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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52722號

主旨：本府辦理北屯區昌平路二段(豐樂路至四平路)道路拓寬工程，奉准徵

收北屯區仁美段879-6地號等35筆土地，合計面積0.0246公頃，並一併

徵收其土地改良物1案。

依據：

一、內政部l06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61307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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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l06年11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61307233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說及徵收土地地價

補償費清冊、建築改良物補償費清冊、農林作物補償費清冊（含建

築改良物調查表、農林作物調查表），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北屯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11月15日起至106年12月15日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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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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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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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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l，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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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6年12月開

工，l07年11月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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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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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復議，復議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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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58368號

主旨：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為興建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原臺中縣豐原

市）用地徵收地價差額（更正98年度徵收補償地價補償費），茲因權

利人魏俊雄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以l06年9月18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1984521號公

告30日，公告期滿後，以106年10月3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218644號及

1060229894號函通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應受補償人魏俊

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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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權利人於106年11月30日前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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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

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

「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l專戶」（國庫專戶）內保管，並視同

補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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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58444號

主旨：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

畫（豐原區都市土地）工程用地徵收土地改良物，茲因權利人張立昇

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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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業以l06年10月11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21998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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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6年11月27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至12時止假臺灣

土地銀行豐原分行三樓(豐原區中山路508號)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

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106年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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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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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55735號

主旨：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

(潭子區非都市土地）工程用地徵收地上改良物，茲因權利人陳茂隆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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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業以l06年10月11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2205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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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6年11月22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止假本

市潭子區公所長青館(潭子區中山路2段239巷9號2號)辦理發放事宜，

權利人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106年l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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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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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473141號

主旨：公告陳彥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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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彥綸。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800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807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惠至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南昌街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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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474191號

主旨：公告黃源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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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源興。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801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7976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國產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中清路1段89號1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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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521331號

主旨：公告王香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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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香文。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802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790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寶樹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健行路443之5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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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525901號

主旨：公告陳慧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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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慧瑜。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803號。

三、證書字號：（103）台內地登字第02723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陳慧瑜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458號。

備註：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10月9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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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462341號

主旨：公告張郡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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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郡庭。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99號。

三、證書字號：(83)台內地登字第01280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公侯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山西路3段206號1樓。

備註：張郡庭地政士原領有本府核發「（99）中市地登字第001275號」開

業執照，前於101年7月3日申請自行停止執業，並經本府以101年7月

5日府授地價二字第10101144441號公告註銷開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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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53808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吳奕潔開業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6、7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吳奕潔。

二、證書字號：（106）中市地估字第000093號（印製編號：000201）。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冠奕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廍子路6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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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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421831號

主旨：公告註銷賴明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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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明仁。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214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11月7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休假
　副局長　吳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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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521131號

主旨：公告藍樹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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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樹明。

二、執照字號：(104)中市地士字第001668號。

三、證書字號：(104)台內地登字第02754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寶樹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健行路443之5號1樓。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08年10月7日。

(二)藍樹明地政士，因組織聯合事務所，茲予以換發。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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