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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001670號 

修正「臺中市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排水規劃排水

計畫審查作業辦法」。 

附「臺中市排水規劃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排水規劃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為辦理於排水集水區域內之土地開發利用、變更

使用計畫或其他事由，致增加排水逕流量之排水規劃或排水計畫

之審查，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以下簡稱水利局）。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水利局管轄之河川、排水道、雨水下水道

及其他經指定排水道之排水集水區域（以下簡稱排水集水區域）。 

第四條    於排水集水區域內辦理土地開發利用、變更使用計畫，致增

加排水逕流量者，土地開發人或變更使用人應依規定提送排水規

劃書或排水計畫書。但依水土保持法提送水土保持計畫者，不在

此限。 

前項面積屬土地變更使用計畫者，應將其原開發使用面積合

併計算。 

第五條    辦理都市土地之開發案其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審查，依

下列程序辦理： 

一、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都市計畫擬定(含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或檢討變更涉及都市計畫內農業區、保護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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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者，擬定或檢討變更單一

區塊面積達二公頃以上者，應研擬排水規劃書送水利局

審查。主要計畫變更如規定另擬細部計畫者，應於擬定

細部計畫時提送，並於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核定前取得

排水規劃書許可證明文件。但於排水管理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四月十二日修正施行前已核定主要計畫或細

部計畫者，無須辦理。 

二、辦理市地重劃、農地重劃、土地徵收、區段徵收、都市

更新、聯合開發等開發行為，面積達二公頃以上者，應

研擬排水計畫書送水利局審查，並於施工前取得排水計

畫書許可證明文件。 

第六條    辦理山坡地範圍外非都市土地之開發案，面積達二公頃以上

者，其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審查，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辦理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應於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或

臺中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

審議前取得排水規劃書許可證明文件，並於施工前取得

排水計畫書許可證明文件。 

二、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地變更編定且無須辦理開發許可，

應於興辦事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前取得排水規劃

書許可證明文件，並於施工前取得排水計畫書許可證明

文件。 

第七條    土地開發利用、變更使用計畫跨越二以上之排水集水區域者，其

面積之計算，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增加之逕流量匯入單一排水系統，其各排水集水區域之

開發面積合併計算之。 

二、增加之逕流量分別匯入二以上之排水系統，其各排水集

水區域之開發面積分別計算之。 

第八條    申請排水規劃或排水計畫審查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自主檢

查表、開發計畫相關書圖及其他經水利局指定之文件。 

排水規劃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開發之目的、範圍、內容與期程。 

二、開發區周邊區域現況概述。 

三、基本調查。 

四、開發前後水文分析與流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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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水及減洪設施規劃及效果檢核。 

六、其他有關事項。 

排水計畫書除須載明前項排水規劃書內容外，應載明排水及

減洪設施工程計畫、減洪設施操作及維護管理計畫。 

第九條    水利局受理排水計畫審查後，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

內依臺中市排水計畫審查收費標準繳納審查費。 

第十條    申請排水規劃或排水計畫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水利局得

通知限期補正： 

一、應檢附文件不齊全。 

二、未依規定格式內容製作。 

三、未依第九條規定繳交排水計畫審查費。 

第十一條    排水規劃或排水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水利局得駁回其

申請： 

一、未依期限補正。 

二、未依規定內容製作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 

三、未能完全削減開發後洪水期間所增加之逕流量。 

四、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第十二條    水利局為審查排水規劃及排水計畫，得設審查委員會，其

設置要點由水利局另定之。 

第十三條    排水規劃經審查通過後由水利局發給許可證明文件。 

排水計畫經審查通過後由水利局發給許可證明文件後始得

據以施工。 

核發許可證明文件後，水利局於排水工程施工期間，得實

施檢查，檢查不合格者，通知限期改正。 

核發許可證明文件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水利局撤銷

或廢止其許可： 

一、開發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 

二、未依核定之排水計畫內容辦理，經限期令其改正，屆

期仍未改正完成。 

第十四條  排水規劃或排水計畫經核定後，需變更原申請內容者，應

製作差異變更對照表，報水利局許可。 

前項變更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辦法重新提送排

水規劃或排水計畫審查： 

一、計畫面積變更幅度逾百分之十，或變更逾二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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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變更致開發後排水洪峰流量變更幅度逾百分

之十。 

三、計畫變更對排水及減洪設施之功能，經水利局認有不

利影響之虞。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水利局另定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003750號 

修正「臺中市立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 

附修正「臺中市立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立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臺中市立仁愛之家院民安置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分日間照顧型、受

領日間照顧服務補助型、失智照顧型及養護型四種。 

第三條  前條自費安置院民收費項目及金額如附表。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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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 

臺中市立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表 
(新臺幣：元) 

照 
顧 
類 
型 

身分別 失能程度 
交通費
(月計) 

收費金額
(月計) 

收退費 
日計金額 

保證金 備註 

輕度 4,800 240 

一般戶 

中重度 6,800 340 

輕度 2,800 140 
中低收

入戶 
中重度 3,800 190 

日 

間 

照 

顧 

型 

低收 

入戶 

輕度及 

中重度 

2,500 

800 40 

免收 

輕度 11,000 550  

中度 13,000 650 
整月 
全日托 

重度 

2,500 

16,200 810 

800/全日  

500/半日  

受
領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補
助
型 臨托 

不分失能 
程度 

 

200/每小時  

免收 

1.日間照顧型收

費金額含照顧

費及午餐費，交

通費另計；其他

因個人照顧增

加之費用依雙

方契約約定辦

理。 

2.照護期間依行

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所頒行政

機關辦公日曆

表之上班日(上

午八時至下午

五時)，分整月

及未滿一個月

兩種。 

3.身體狀況由本

家依巴氏量表

評估，分輕度

(九十分以上)

與中重度(八十

五分以下)兩類。 

4.退費標準：連續

請假5日以上( 

不含週六、日及

國定假日)以日

計算退費。 

5.交通接送範圍

由本家視車程

及車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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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月 
全日托 

不分失能 
程度 

2,500 6,800 340  

本欄僅適用於中
華民國107年1月
11 日本標準修正施
行前已安置於本
家之院民。 

一般戶   25,000 833 25,000 

中低收
入戶 

  15,000 500 15,000 

低收 
入戶 

  8,000 267 8,000 

失
智
照
顧
型 

臨托    1,000  

一般戶   20,000 667 20,000 

中低收
入戶 

  10,000 334 10,000 

低收 
入戶 

  5,000 167 5,000 

養
護
型 

臨託    800  

1.失智照顧型及

養護型之收費

金 額 含 照 顧

費、住宿費及餐

費，其他因個人

照顧增加之費

用依雙方契約

約定辦理。 

2.照護期間分整

月及未滿一個

月兩種。 

3.退費標準：連續

請假5日以上，

以日計算退費。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0037504號 

主旨：公告修正「臺中市立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 

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 

三、法規全文：如附件。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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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005045號 

撤銷本府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五日府授法規字第一○六○一七三八八

五號修正「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組織規程」部分條文發布令。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0050451號 

修正「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六條、第八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六條、第八條。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組織規程第六條、第八條修正條文 

第六條  生命禮儀處置秘書、課長、主任、館長、分處主任、課員、

技士、管理師、助理員、技佐、辦事員及書記。 

第八條  生命禮儀處設會計室，置主任、課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

及統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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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007470號 

修正「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 

附修正「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例 

第一條    臺中市為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財產，確保公共營業場所安

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

行機關為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附表。 

第三條    應依本自治條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公共營業場所(以下

簡稱公共營業場所)如附表。 

第四條    前條之公共營業場所，於申請商業登記或其他許可證照時，

應檢附其公共營業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單，經執行機關

審查符合規定者，始准予商業登記或核發許可證照。 

第五條    依本自治條例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險，其最低投保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三百萬元。 

三、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四、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四千八百萬元。 

附表所列之公共營業場所，公共營業場所面積超過五百平方

公尺者，應加倍投保。 

中央法令規定之最低保險金額高於前項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六條    公共營業場所應於保險期限屆滿一個月前，將續保之公共意

外責任險保險單影本送執行機關備查，執行機關應予以列管，變

更保險內容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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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公共營業場所之保險單應置於營業場所，以供檢查。 

第八條    公共營業場所應將承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保險公司、投保金

額及保險期間以明顯文字張貼或懸掛於營業場所內消費者足以辨

識之處所。 

第九條    未依第三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或保險期間屆滿未

予續保，或投保後無故退保，或投保範圍或金額未符合第五條規

定，或違反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公共營業場所，執行機關應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者，得命其停止

營業。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附表 

臺中市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公共營業場所執行機關一覽表 
類
序 

所營事業或使用項目 執行機關 說明 

舞廳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舞場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酒吧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酒家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特種咖啡茶室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理髮業（原營業場所加以

區隔或包廂式經營為人

理容之觀光理髮或視聽

理容之營利事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浴室業（三溫暖、一般浴

室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一 

 

 

 

 

 

 

 
瘦身美容業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一、明定各公共營業場所之

執行機關。 

二、為與美容美髮服務業區

別並避免混淆，增列理髮

業定義說明。 

三、依據一○四年七月二十

日中市經商字第一○四

○○三四三三○號公告

將夜店業納入本市休閒

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條

例所屬行業，故增列夜店

業以維消費者權益。 

四、依據內政部公告之建築

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辦法附表一及附表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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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店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歌廳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視聽歌唱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夜店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按摩業（營業場所加以區

隔或包廂式之按摩場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摩場所（將場所加以區隔

或包廂式為人按摩之場

所）建築物之使用類組為

B1，與其他供娛樂消費，

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休

閒娛樂服務業組別相

同，故增列場所加以區隔

或包廂式按摩業以維消

費者權益。 

補習班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錄影節目帶播映業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電影片映演業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旅館業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一般觀光旅館業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觀光遊樂業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二 

遊樂園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一、明定各公共營業場所之

執行機關。 

二、依據本府觀光局一○一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市

觀管字第一○一○○一

三五九八號函及發展觀

光條例名詞定義，修正遊

樂區業之名稱為觀光遊

樂業。 

三、依據一○五年十二月二

十日「臺中市公共營業場

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修訂協調會會議紀錄（以

下簡稱一○五年十二月

二十日會議紀錄），刪除

經營技能技藝訓練業。修

正觀光旅館業之名稱為

一般觀光旅館業。並依據

本府建設局一○六年一

月十九日中市建園字第

一○六○○○二九九六

號函，修正遊樂園業之執

行機關為本府經濟發展

局。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三 

 資訊休閒業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一、明定各公共營業場所之

執行機關。 

二、依據本府衛生局一○四

年七月十六日中市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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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老人福利機構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醫院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護理之家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產後護理機構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字第一○四○○六六三

七九號函，增列產後護理

機構以維消費者權益。 

三、依據一○五年十二月二

十日會議紀錄，刪除銀行

證券期貨商，並將托兒所

及安親班整合修正為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四、依據一○六年二月六日

「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

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公

聽會會議紀錄，刪除納骨

塔。 

公共營業場所面積超過

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之餐

廳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共營業場所面積超過

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供商

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

之商場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四 

公共營業場所面積超過

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之百

貨公司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一、明定各公共營業場所之

執行機關。 

二、依據一○五年十二月二

十日會議紀錄，將總樓地

板面積修正為公共營業

場所面積。 

五 
公共營業場所面積超過

五百平方公尺者 

臺中市政府所屬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依據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會議紀錄，將公共營業場所

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者納

入應投保對象。 

六 其他經本府指定之場所 
臺中市政府所屬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註：複合式營業行為業者之認定，將依據現場會勘或稽查時認定之主營業項目作為
執行機關之認定依據，並依據本自治條例第五條及本表規定計算應投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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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高字第1060292615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超收新生人數處理原則」，並自107年8

月1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超收新生人數處理原則」總說明、逐條

說明及原則條文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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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宜寧學校財團法人臺

中市宜寧高級中學、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臺中市私

立衛道高級中學、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財

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臺中市

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嘉陽學校財團法人

臺中市嘉陽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

中學、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嶺

東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臺

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臺中

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府教育局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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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立高級中等學校超收新生人數處理原則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維護多元入學招生機制，防

範本局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私立學校）違規超收新

生，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超收情形，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招收之總班級數超過本局核定之總班級數。 

(二)每班招收新生數(含各項外加名額)超過本局核定之人數。 

三、私立學校超收新生，經本局查證屬實並函文糾正者，本局依私立學

校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得視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分： 

(一)核減該私立學校當學年度至次一學年度依臺中市獎勵補助私立高

級中等學校經費實施要點規定應予獎勵之全部經費；且補助部

分，若超收新生總人數未滿一班核定人數者，核減新臺幣二十萬

元，超收新生總人數達一班核定人數以上者，核減新臺幣五十萬

元。 

(二)依私立學校當學年度超收新生人數，於次一學年度予以核實扣減

同額人數；日間部超收新生者，以扣減日間部同額人數為限。 

私立學校連續二學年度以上超收新生者，除由本局依前項規定處理

外，依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四款規定，不得申

請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已取得認證者，由本局依該要點第八點

第一項規定廢止其認證。 

前二項私立學校超收新生之情形，本局得納為學校評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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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社字第1070005831號   

附件：臺中市社區大學結業證書授予要點    

主旨：訂定「臺中市社區大學結業證書授予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社區大學結業證書授予要點」一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於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   

正本：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臺中市文山社區大學(財團法人

台中世界貿易中心)、臺中市北屯社區大學(社團法人臺中市基督教青年

會)、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臺中市南湖社區大學(嶺東

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臺中市海線、大屯社區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市甲安埔、山線社區大學)、臺中市后豐社區大學(社

團法人臺中市父母成長協會)、臺中市潭雅神社區大學(社團法人臺中市

感恩關懷協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本局社會教育科

（均含附件）   

 
 
 
 

臺中市社區大學結業證書授予要點 

中華民國107年1月17日中市教社字第1070005831號函訂定 

一、本要點依據臺中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二、本要點授予對象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自行設置或

委託設立之社區大學學員(以下簡稱學員)，且學分累積達結業標準

者。 

三、學員修畢課程學分總數達一百二十八學分（含學術課程四十八學

分、社團活動課程四十學分及生活藝能課程四十學分﹚以上者，得

申請授予結業證書。 

四、學員應檢具學分證明文件向社區大學申請結業證書。 

社區大學應受理學員結業證書之申請，經社區大學初審通過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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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冊函報教育局核定，並發給結業證書。 

五、社區大學所提供之學員及課程相關資料，經查證不實者，教育局應

撤銷學員結業證書。 

結業證書如有遺失，社區大學應檢具學員相關資料，函請教育局補

發。 

 
 
 
 

臺中市政府水利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水綜字第107000183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第四點、第七點、第

十四點、第十五點、第十七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第四點、第七點、第

十四點、第十五點、第十七點修正條文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水利工程科、本局雨水下水道工程科、本局水利規劃科、本局水利

管理科、本局防災工程科、本局大地工程科、本局坡地管理科、本局污

水工程科、本局污水營運科、本局水利養護工程科、本局秘書室、本局

人事室、本局會計室、本局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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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綜合

企劃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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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利局國家賠償事件處理要點 

中華民國103年2月18日中市水綜字第1030009218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7年1月11日中市水綜字第1070001837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處理本局國家賠償事件，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為處理國家賠償事件，設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以下簡稱本

小組）。 

三、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關於本局國家賠償事件之處理及協議事項。 

(二)關於求償事件之處理事項。 

(三)其他有關國家賠償事項。 

四、本小組置委員五至十一人，其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一人，由局長

指派本局之高級職員擔任，其餘委員由局長就社會公正人士、學者、

專家及本局高級職員聘（派）之。 

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二分之一。委員應有

二分之一以上具法制專長；女性委員並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五、本小組委員之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 

本小組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由局長補聘(派)之。補聘（派）委員

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六、本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

委員一人代理之。 

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本局人員兼任者，因故不能出席時

得委託本局人員代理出席，並參與表決。 

七、本小組視人民請求賠償事件之情況隨時召開會議，會議時應有合計

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本小組委員對於會議事項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審

議。 

八、本小組開會時得因請求權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通知請求權人或其代

理人、利害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並得視案件需要邀請具有專門知

識經驗之專家、學者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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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但依第四點聘任之委員，及依第八點受本

局邀請列席提供意見之具有專門知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或其他機關

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十、本小組行政業務由本局綜合企劃科辦理。 

十一、本小組所需業務經費，由本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十二、本局受理人民請求國家賠償之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於提

報本小組前訂期通知請求人補正： 

(一)請求書不合法定程式或不備其他法定要件。 

(二)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之案件，未提出法定代理之證明。 

(三)代理人未提出合法代理證明文件。 

(四)其他依法應通知補正之事項。 

十三、本局辦理國家賠償案件，為蒐集證據調查事實，必要時得通知請

求權人及相關單位人員至現場會勘。 

十四、本局受理國家賠償請求事件，各該有關業務主管單位應於收到國

家賠償案件處理表後，於五日內擬具調查結果、拒絕賠償、和解

撤回或進行協議之處理具體意見（如附表一），並檢附有關案卷

送本局綜合企劃科提報處理小組審議。 

前項業務主管單位有爭議或不明時，簽請局長決定。 

十五、本局受理國家賠償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該有關業務主管

單位應於收到國家賠償案件處理表後十日內簽請局長同意，逕行

拒絕賠償(如附表二)： 

(一)請求賠償不合法定程式或就請求事項未提出具體事證，不能補

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 

(二)同一事件經本府及各機關拒絕賠償或協議賠償後，重行請求賠

償。 

(三)其他顯無國家賠償責任。 

十六、本小組決議非賠償義務機關或無賠償責任者，由本局以書面敘明

理由拒絕之。 

本小組決議拒絕賠償事件，不得僅以本小組審議結果作為拒絕賠

償理由，而應以書面詳為說明拒絕賠償理由函復請求權人，同時

應於說明欄內敘明：「請求權人如不服拒絕賠償之決定，得依國

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普通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

請留意國家賠償法第八條有關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之規定」。 

十七、本小組決議應負賠償責任者，應依本小組決議賠償之原則及範圍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春字第 2 期 

 22 

進行協議。 

協議時，由局長指定之代理人主持之，並以書面通知下列人員參

加協議或到場陳述意見： 

(一)賠償請求權人或其代理人。 

(二)發生賠償事件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 

(三)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所列之機關。 

(四)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所列之人員或團體。 

(五)具有專門知識經驗之人。 

(六)其他與協議事項有利害關係之人。 

協議不成立者，依規定製作協議書。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

議不成立者，依請求權人之申請，並得依職權發給協議不成立證

明書。 

十八、本小組協議賠償金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得由本局逕行決

定，逾五十萬元者，本局應擬具處理意見並檢附相關案卷送本府

法制局提報臺中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審議。 

十九、本小組決議應成立國家賠償責任者，各該有關業務主管單位應依

職權主動檢討其所屬公務員有無行政責任。 

二十、求償事件之審議，如本小組認涉及該事件之公務員顯無故意或重

大過失之責任，可為免予求償之決議。 

本小組決議應行使求償權者，其求償程序準用第十七點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局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行使求償權者，應自支

付賠償金或原狀回復日起六十日內，由業務單位先與被求償之

個人或團體進行協商。 

前項協商時，應作成紀錄，協商成立與否，應簽陳局長核定。 

協商如不成立，業務單位應依訴訟程序行使償權。 

怠於行使求償權者，該承辦業務人員及有關人員，按其情節懲

處。 

二十二、國家賠償之訴訟案件，由各該有關業務主管單位主辦，遇有事

件情節繁雜者，得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必要時得洽請本府

法制局協助。 

各該有關業務主管單位收受請求權人提起之國家賠償訴訟案件

通知或裁判書者，應將起訴狀、裁判書或相關資料影本函送本

府法制局。 

二十三、國家賠償案件經法院判決後，業務單位於收受判決書後，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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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期限內，就主管業務立場擬具應否上訴之意見，簽會綜合

企劃科後，陳請局長核定。 

二十四、國家賠償事件經協議成立，應填製國家賠償金請撥書二份，並

附請求權人簽章之領款收據及協議書二份，送本府法制局辦理

撥款手續；其為回復原狀者，填具回復原狀之費用憑證及證明

原狀回復之文件，送本府法制局辦理撥款手續。 

二十五、國家賠償事件經訴訟上和（調）解成立或確定判決後，由業務

單位填製國家賠償金請撥書二份，並附請求權人簽章之領款收

據及檢附歷審判決書、確定證明書或和解筆錄各一份，送本府

法制局辦理撥款手續。 

二十六、處理國家賠償事件之檔案，應採一請求案一專卷方式歸檔管理。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助字第1070001822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低收入戶房屋租金補助實施計畫」，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申請資格：明訂承租政府辦理之社會住宅者得以申請，並刪除住院超

過三個月以上不得申請之限制。   

(二)應備文件：新增應備文件時效，俾得以依據最新事實認定。   

(三)審查流程與補助方式：增列審查完成後之逕送單位，並修正名冊函報

單位。   

二、副本抄送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請惠予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秘書室、本局社會救助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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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低收入戶房屋租金補助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03年6月30日中市社助字第103006278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1月9日中市社助字第1070001822號函修正 

一、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一規定辦理。 

二、目的：減輕無自有住宅低收入戶居住之經濟負擔。 

三、申請資格： 

(一)申請人須為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且有租賃事實者，其租賃事實以契

約書認定之。 

(二)申請人及其他列冊低收入戶家庭成員須均無自有住宅，且符合下

列居住情形： 

１、無借住、配住及居於三親等以內親屬之房舍。 

２、未受政府安置或使用公有住宅、宿舍或平價住宅。但承租政府

辦理之社會住宅者不在此限。 

３、未接受政府機關辦理之優惠住宅貸款，包括承購公有眷舍房地、

辦理公教住宅貸款、勞工建購及修繕住宅貸款及內政部輔助人

民自購與自建住宅貸款等。 

４、須未獲政府補助住宿費用。 

５、申請人之戶籍地及所租賃住宅，均須座落於本市。 

６、所承租之建築物主要用途應為住宅使用。 

(三)申請人須同時為租賃契約承租人，惟專案核列未成年低收入戶者，

得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協助代理申請之，若皆無法定代理人或

監護人可協助時，得由主責社工協助申辦。 

四、補助原則： 

(一)同一列冊之家庭成員如分居兩址(或兩址以上)者，以補助一戶為

限。 

(二)列冊兩戶以上共同居住於同一址，亦以補助一戶為限。 

(三)若專案核列未成年低收入戶者，該未成年同住之直系血親有自有

住宅者亦不予補助。 

五、補助基準： 

    以戶內低收入戶列冊人口數作區分，基準如下： 

(一)戶內列冊五人以上者：每戶每月補助新臺幣四千元。 

(二)戶內列冊二至四人者：每戶每月補助新臺幣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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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戶內列冊一人者：每戶每月補助新臺幣一千元。 

前項人口數計算以同一列冊家戶為準。 

六、申請應備文件： 

(一)臺中市低收入戶房屋租金補助申請表。 

(二)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二份且租賃有效期間須三個月以上。 

(三)申請人(列冊者)之一撥款郵局帳戶存簿影本。 

(四)最近三個月建物第二類謄本或最近一年度課稅明細影本一份。 

七、申辦程序： 

(一)租金補助採申請制，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檢附應備文件向戶籍所

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二)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申請時切結未領有政府發給之同性質租金

之補助。 

(三)申請人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欠缺時，區公所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或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四)如未於租賃到期內提供新的租賃契約重新提出申辦，不予追溯補

助。 

(五)如租賃地址有變更者，則應檢附最新租賃契約及應備文件，於十

五日內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重新審查。 

八、審查作業： 

(一)區公所應查調全戶不動產，確認申請人及其他列冊家庭成員是否

均無自有住宅，申請人亦得逕行檢附家庭成員之全戶歸戶財產查

詢清單，以縮短審查期程。 

(二)區公所應先審查建物第二類謄本，以核對承租住所與租賃契約是

否相符，並確認是否為住宅使用，若該承租建物無第二類謄本，

則由課稅明細或其他房屋稅單等足資認定該建物為住宅使用之文

件認定之。 

(三)租賃房屋位於本市，但非在戶籍所在地區案件，需由里幹事訪查

是否確有租賃事實。 

(四)區公所完成資格審查後，應於一個月內將租賃契約逕送本府住宅

主管機關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當年度有補助資格取消情形，函

報本府住宅主管機關。 

(五)區公所應於受理低收入戶申請案件時，一併受理本租金補助申請，

俟審查資格核定後，確認符合低收入戶資格者，則通知申請人備

齊應備文件辦理租金補助審查，若核定符合租金補助者，得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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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核定起始日予以補助，申復案件亦同。 

九、補助方式： 

(一)由區公所調查、核定後造冊送社會局按月將補助款撥款入申請者帳

戶。 

(二)補助期間原則自申請當月起至當年十二月止，惟租賃契約期間若

未到當年十二月，僅補助至租賃契約終止當月止。 

(三)如申請人死亡，其家庭戶內列冊人口符合低收入戶租金補助資格

者，可變更申請人，惟應於死亡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向

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重新審查，經審核通過後即續予補助。 

十、獲本府同性質之補助者，不得重複領取，申請人有虛偽不實或重覆

申請本項補助款之情事，除依法追回已請領之補助費用，若有涉及

民、刑事責任者，依法究辦。 

十一、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社會福利支出-社會救濟-社會救濟-社會救

助-獎助補助-社會福利津貼及濟助福利服務預算項下支應。 
 
 
 
 

臺中市政府勞工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福字第107000008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辦理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及補助作

業規範」1份，敬予備查，請察照。 

說明：依據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處理原則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福利促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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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勞工局辦理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 

及補助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中市勞福字第103006712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7年01月04日中市勞福字第1070000085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勞工局）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排除工作

障礙，增進其工作效能，並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及參加職業訓練，

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二、本作業規範所稱職務再設計，指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排除工作障礙，

以提升工作效能促進就業，所進行之改善職場工作環境、工作設備、

工作條件、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及調整工作方法之措施。 

三、本作業規範所稱職務再設計服務及補助項目，包括改善職場工作環

境、工作設備、工作條件、購買就業所需之輔具及調整工作方法所

需費用。 

前項職務再設計服務及補助項目之範圍，以增加、維持、改善身心

障礙者就業能力，促進其適性就業及提高生產力為限。 

四、下列人員或機關（構）其進用或錄訓之身心障礙者勞務提供或參訓

地點位於臺中市者，得依本作業規範申請職務再設計服務及補助： 

(一)雇主（指僱用身心障礙員工之公、民營事業機構、政府機關、學

校或團體）。 

(二)身心障礙自營作業者。 

(三)公、私立職業訓練機構。 

(四)接受政府委託辦理職業訓練之單位。 

(五)接受政府委託或補助辦理居家就業服務之單位。 

(六)因就業有需就業輔具之身心障礙者。 

五、依第四點規定提出職務再設計之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勞工

局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第一款至第五款為如附表一、第六款為附表一之一)。 

(二)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三)身心障礙者之投保證明、僱用證明、接受職業訓練或居家就業服

務相關證明或所從事自營作業職業工會勞工保險投保相關證明。 

(四)以身心障礙自營作業者提出申請者，應提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之相關執業登記、營業登記、許可、執照、立案、核定、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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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證明文件或公益彩券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證明文件。 

(五)身心障礙者之職務涉及政府部門委託或補助者，應檢附計畫書、

核定公文及相關文件影本。 

(六)其他經勞工局指定之相關文件。 

六、勞工局於受理申請後，應派員至現場訪視評估，得視實際需要安排

相關專長之輔導委員協助之，評估結果及建議事項並填具訪視評估

與建議表（如附表二）。 

七、申請者有下列情事之ㄧ者，勞工局得駁回其申請：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勞工局之現場訪視。 

(二)第五點所定申請文件有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八、勞工局應依第六點之評估結果及建議事項，依下列原則核定補助與

否及內容： 

(一)個案之改善方式單純，藉由調整工作內容、工作流程或簡易輔具

之協助即可解決其就業及職訓問題，改善金額在新臺幣（以下同）

未達一萬元之申請案，勞工局得不召開審查會議，逕行核定。 

(二)申請補助金額在一萬元以上者，應經審查會議審查，審查會議應

至少三位輔導委員參加，委員組成至少含訪視之輔導委員及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資深就服員或督導一人，並得邀請身

心障礙團體代表一人列席。 

(三)申請案件審查應就改善項目或建議方案之必要性，經費預算之合

理性、輔具是否回收及能否解決個案在職場上或職訓期間之問題

及困難等進行效益評估，並決定補助與否及內容。對於申請者之

輔具需求，勞工局得優先補助回收再利用之輔具。 

(四)申請項目與身心障礙員工就業直接相關且與生活輔具、生財工具

難以區隔，經審查得由個人提出申請，並得同時申請生活輔具及

職務再設計輔具補助者，由本府勞工局及社會局就個案之障別特

性、就業需求性、迫切性、合理性及職場使用時間佔全日使用時

數之比例等因素審查核給，其補助額度應以社政補助為優先，再

就其最高補助額度之餘額據以評估(申請流程如附表三)。 

前項第二款輔導委員由勞工局依勞動部提供之專家學者名冊聘

任。受補助項目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事項規定

辦理。 

九、申請案件經審核後，勞工局應將審核結果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

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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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對核定結果如有疑義，得於核定結果送達日次日起一個月提

起複審，勞工局受理複審申請案之次日起一個月內遴聘審查輔導委

員至少三人，另得邀請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一名列席，就書面資料

或至現場評估進行複審，惟以一次為限。 

申請者應於完成職務再設計改善後，報請勞工局派員追蹤驗收成

果，併同成果報告表(如附表四)，檢具收支清單(如附表五)，連同

原始憑證向勞工局辦理請款，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所檢附之支出憑證，

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屆時未檢據或檢據之文件有

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時未補正者，不予補助。但有特殊情形，

經報勞工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請者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十、每進用或錄訓一名身心障礙者、每名自營作業者或受僱之身心障礙

者個人，同一年度內之補助金額最高以十萬元為限。但有特殊需求，

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工局專案評估核准者，不在此限。 

具「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所定專業

資格之就業服務員，得提供運用二千元(含)以下額度之小額職務再

設計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之服務。 

前項支持性就業服務使用之經費，併入第一項補助額度計算。 

十一、申請者有下列情形之ㄧ，不予補助： 

(一)申請補助之項目非屬排除身心障礙所致就業障礙所需。 

(二)同一年度內同一事由經勞工局或其他機關（構）補助有案。但

原補助之設施、設備超過使用年限，非不當使用致損耗且不符

維修效益或特殊情況，經勞工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施、設備不符相關法令規

定，經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

七條第三項規定，限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者，

不得申請補助。 

(四)申請者於進行職務再設計改善或購置前，身心障礙員工已離職

或離（退）訓。 

(五)屬雇主履行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義務之部分。 

十二、接受補助之申請者經勞工局發現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

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對補助款之運用，經考核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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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浮報等情事，應追回全部

或部分已補助之經費，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得視情節停止補

助一年至三年。 

經審查由個人提出申請，應經勞工局追蹤後續就業狀況，其就業

未達三個月者，應追回全部或部分已補助之經費，惟經審查有不

可歸責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十三、對使用年限內屬全額補助且具重複使用性之就業輔具，勞工局得

核定為應予回收，受補助單位於二年內如該補助項目之職位出

缺、結束職業訓練或居家就業服務時，且未能進用或錄訓有相同

輔具需求之身心障礙者，應報請勞工局回收輔具；非全額補助者，

經受補助者同意後得辦理回收。 

對使用回收再利用輔具之申請者，勞工局得於輔具使用年限內辦

理再回收。 

前二項輔具使用年限為二年。但屬內政部訂定之身心障礙者輔具

費用補助基準表或行政院訂定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所定輔具者，

依各該規定之使用年限。 

勞工局得依回收項目之特性及使用年限進行再利用。 

十四、勞工局得查核申請者進用或錄訓身心障礙者狀況、補助費用或項

目使用情形，必要時並得以錄音、照相、攝影等方式作成紀錄。 

前項情形，申請者除有特殊情形，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十五、本作業規範所需經費，由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及中央主管

機關補助經費支應。 

當年度編列之補助經費預算用罄後，得不再受理當年度補助案件

或移至下一年度辦理，並由勞工局公告之。 

十六、本作業規範所定書表格式，由勞工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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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70000112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公告修正「臺中市醫療機構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並自即

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106年12月21日臺中市政府第4屆醫事審議委員會第4次會議決議辦

理。   

二、本次修正旨揭原則第二點及相關附件，修正內容及修正總說明如附件，

亦可至「本局網站／機關業務／消費指南」項下載。   

三、敬請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惠予協助刊登公報及上載法規資料網。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局醫事管理科 

 

 

 

 

臺中市醫療機構醫療費用收費標準核定參考原則 

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中市衛醫字第1030132564號核定 

中華民國105年11月11日中市衛醫字第1050111167號修訂 

中華民國106年8月10日中市衛醫字第1060078136號修訂 

中華民國107年1月17日中市衛醫字第1070000112號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為執行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收費標準核定作業，依據醫療法第二

十一條及衛生福利部函頒之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參考原則，

特訂定本參考原則。 

二、本市醫療機構醫療費用之收費標準，依下列原則核定： 

(一)屬健保給付項目者： 

１、健保特約醫療機構且服務對象具健保身分者：依健保支付標準

規定辦理；如服務對象具健保身分但不符健保給付條件，則依

健保支付標準（醫學中心等級）二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費。 

２、健保特約醫療機構但服務對象不具健保身分者：依健保支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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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醫學中心等級）二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費；如收費逾前

揭範圍者，應依審查作業程序（附件一），主動函報新增（或

調整）自費收費並附佐證資料（附件二），將衡酌醫用者意見、

成本分析、市場行情與醫療設施水準等因素，據以核定公告辦

理。 

３、非健保特約醫療機構者：依前一目規定辦理。 

(二)非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自費項目）者： 

１、依本市已核定公告之西醫、中醫、牙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及

其他收費標準之相關規定辦理。 

２、如前經本市轄內醫療機構提出並已由衛生局首次核定者，依本

市轄內醫療機構經核定收費之一點二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

費。 

３、如有特殊項目收費，應依審查作業程序，主動函報新增（或調

整）自費收費並附佐證資料，將衡酌醫用者意見、成本分析、

市場行情與醫療設施水準等因素，據以核定公告辦理。 

(三)國際醫療收費以服務品質為評價基礎，衡酌醫療機構成本投入及

配合推動價格透明、知情同意情形等因素，依審查作業程序據以

核定公告辦理。 

三、依衛生福利部規定，醫療機構不得收取看時費、手術指定治療費、

指定醫師費、轉床費、磨粉費、住院取消手續費、加長診療費、提

前看診費、檢查排程費、預約治療或檢查費、掛號加號費，如有收

取者一律視為擅立名目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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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7001024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請查

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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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室）（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7年1月12日府授人企字第1070010246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國土計畫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設置

國土計畫審議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本市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

之審議。 

(三)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使用地劃設之審議。 

(四)本市國土計畫之檢討改進、有關意見之調查徵詢及其他有關本市

國土計畫之交議或協調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三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

二人為副召集人，由市長指派人員兼任。 

四、本會委員除召集人、副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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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等機關之首長。 

(二)具有國土計畫、土地規劃利用、天然資源保育利用或其他相關專

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三)關注國土發展事務之民間團體代表。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合計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二分之一。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五、本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 

六、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

應隨其本職進退。 

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之委員，續聘以連續三次為限，且每次改

聘不得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七、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會議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主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

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如主席遇有迴避事由時，依前項規定辦理。 

八、本會委員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本會委員有前項情形之一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

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其迴避。 

前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於會議開始

前向本會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委員，對於該申

請得提出意見書。 

本會對於第二項迴避之申請，應於會議開始前，作出是否應迴避之

決定，並通知應迴避之委員。但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會議進行中

始提出申請者，本會應立即作出是否迴避之決定，經認定應迴避，

被申請迴避之委員應即迴避之。 

九、本會委員有迴避事由者，應就該議案全程迴避。本會委員就排定於

同一會議期日之議案，應僅就有迴避事由之單一議案迴避之，但代

表機關之委員得就該議案之內容就機關立場先行說明後，始迴避議

案之討論與決議。 

十、本會為審議第二點各款事項，得由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必要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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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派委員或商請業務有關機關指派人員實地調查，召開專案小組會

議，釐清事實及法律問題，並提出建議，供本會參考。 

前項專案小組會議，涉及專業知識或技術者，得經執行秘書同意，

邀請專家學者出席，提供諮詢意見。 

十一、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除召集人

及副召集人外，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本會非有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委員出席不得開會；非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不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前項應出席人數，以全體委員人數扣除迴避人數計算之。 

十二、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綜理本會幕僚事務，由都發局簡任第十職

等以上人員兼任，承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之命，就本會審議案件需

協調、釐清事項，召開會議，釐清問題及提出建議，提供本會參

考。 

十三、本會所需工作人員，由本府就承辦有關業務人員兼任。 

十四、本會兼任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五、本會之決議事項，應由本府依國土計畫法規定辦理。 

十六、本會所需經費，應於都發局年度預算中編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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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令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70004549號   

主旨：函轉本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編號第001547

號，因不慎遺失，請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作廢事宜，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107年1月11日大甲小字第1070000198號

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70011286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所牙醫師蔡榮發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判決：「蔡榮

發申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7年1月10日107年度鑑字第14124號判決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7年1月12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正本，懲戒處分

應於翌日（民國107年1月13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三、檢附上開判決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衛生所 

副本：銓敘部、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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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70011312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局專員林宜宏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判決：「林宜宏

撤職並停止任用貳年。」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7年1月10日107年度鑑字第14125號判決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7年1月12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正本，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7年1月13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三、檢附上開判決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銓敘部、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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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700095852號 

主旨：重新辦理「大里夏田產業園區」區段徵收公聽會暨非都市土地農業使用

分區檢討變更說明會。 

依據： 

一、產業創新條例第42條。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 

三、本府106年12月28日府授經工字第10602870242號公告。 

公告事項： 

一、舉行事由：說明「大里夏田產業園區」興辦事業概況及展示相關圖籍及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與非都市土地農業使用分

區檢討變更使用說明。 

二、公告時間：107年1月11日起至107年1月20日止。 

三、公聽會時間及地點：107年1月20日(星期六)下午2時假臺中市立大里高

級中學中正堂（臺中市大里區國中路365號）舉辦公聽會。 

四、舉行會議方式：簡報說明後，請參與人員自由發問及討論。 

五、開發行為名稱：「大里夏田產業園區」開發案。 

六、開發場所：基地座落於臺中市大里區大里段、夏田西段、夏田東段、中

興段及霧峰區五福北段等五個地段，面積約198.2118公頃。 

七、本案公聽會暨說明會前原訂於107年1月6日上午10時假夏田里活動中心

舉行，因是日民眾參加踴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無法進場參加，為能確

保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爰重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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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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70000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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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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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黃金榮君等共計2,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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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2271311號 

主旨：公告核准陳信安建築師與董皇志建築師組織「建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並註銷原「翰琁建築師事務所」。 

依據：建築師法第十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信安。 

二、註銷事務所名稱：翰琁建築師事務所。 

三、新成立聯合事務所名稱：建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20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烏日區五光路五中巷43弄19號1樓。 

六、身分證字號：B12053****。 

七、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2741號。 

八、備註：申請與李明智建築師組織「建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並註銷原單

獨設立「翰琁建築師事務所」，原領臺中市「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060

號」建築師開業證書即日起作廢，並與原建築師業務手冊繳回註銷。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2271313號 

主旨：公告核准董皇志建築師開業登記並與陳信安建築師組織「建樓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 

依據：建築師法第十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董皇志。 

二、事務所名稱：建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2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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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務所地址：臺中市烏日區五光路五中巷43弄19號1樓。 

五、身分證字號：T12003****。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4065號。 

七、備註：申請核發開業證書並與陳信安建築師組織「建樓聯合建築師事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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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2279071號 

主旨：公告「許家豪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十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許家豪。 

二、事務所名稱：許家豪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B12230****。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21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50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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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2287921號 
主旨：公告註銷「何友鋒建築師」建開證字M000566號開業證書及建築師業務

手冊。 
依據：建築師法第十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何友鋒。 
二、事務所名稱：何友鋒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M000566號。 
四、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中港路一段360巷30號。 
五、身分證字號：B1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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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0025751號 
主旨：公告核准「梁欣民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9條之1及第1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梁欣民。 
二、事務所名稱：梁欣民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188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660號。 
五、事務所地址：407臺中市西屯區上石路78號1樓。 
六、身分證字號：N12279****。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原領建築師業務手冊繳銷、開業證書註記作廢後

發還。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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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70001600號 

附件：聽證議程等相關資料 

主旨：公告細述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定臺中市中區重

慶段二小段地號1-3等四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訂於107

年1月24日舉行聽證，請週知。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之1條。 

公告事項： 

一、事由：細述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規定，

擬定臺中市中區重慶段二小段地號1-3等四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

業計畫，本府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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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聽證。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7年1月24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假本市中區綠川

等四里聯合活動中心1樓會議室(臺中市中區成功路27號)舉行聽證，議

程詳附件。 

三、有關本案事業計畫內容及聽證相關資訊請上本案專屬網頁（http://yup 

iilee.wixsite.com/taichung）查詢。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602936641號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港特定區（關連工業區第三期）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樁位修正案」樁位成果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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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龍井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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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7日起至民國107年2月21日止，計滿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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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坐標表、導線點坐標成

果。 

四、本區原本府95年12月15日至96年1月15日公告樁位資料併同廢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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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七、申請書格式請向臺中市龍井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

洽取。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291724號 

主旨：發布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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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書、圖，並自

107年1月11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21條、23條及28條。 

二、本府106年12月6日府授都計字第1060263824號函轉106年11月24日臺中

市第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7次會議紀錄。 

公告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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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告內容：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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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003018號 

主旨：公告修正「擬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園道用地

-六雅段1384等地號土地附近）」都市計畫部份樁位成果及相關公告書

件，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及1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大雅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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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6日起至民國107年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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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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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70006210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河川區）（配合筏子溪農路橋至十三寮排水與大雅排水合流點環境

改善工程）」案計畫書、圖，並自107年1月16日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07年1月2日台內營字第10708000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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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比例尺三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山城服

務中心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公告欄及本市大雅區公所公

告欄。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0105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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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平和段35-1地號附近）修正樁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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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西區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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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22日起至民國107年2月21日止，計滿30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修正樁位成果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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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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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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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009210號 

主旨：公告「變更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測量工程」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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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潭子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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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23日起至民國107年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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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子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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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70012575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四 

主旨：「擬定臺中市東區練武段973地號等1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

案)(更新單元一)」案自107年1月18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11條及第38之1條規

定辦理。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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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107年1月18日起30天。 

三、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東區區

公所、本市東區干城里辦公處、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www.ud. 

taichung.gov.tw/)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urbancollab.com/)查詢。 

四、公聽會時間與地點：謹訂於107年2月9日(星期五)上午9時於中區綠川

等四里聯合活動中心(臺中市中區成功路27號)舉行，議程詳附件。 

五、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本府提出意見，作為本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 

市長     林佳龍   出國 
  副市長   林陵三 代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70012575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四 

主旨：「擬定臺中市東區練武段991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

案)(更新單元二)」案自107年1月18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11條及第38之1條規定

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107年1月18日起30天。 

三、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東區區公

所、本市東區干城里辦公處、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www.ud. 

taichung.gov.tw/)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urbancollab.com/)查詢。 

四、公聽會時間與地點：謹訂於107年2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於中區

綠川等四里聯合活動中心(臺中市中區成功路27號)舉行，議程詳附件。 

五、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本府提出意見，作為本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 

市長     林佳龍   出國 
  副市長   林陵三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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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0030661號 

主旨：公示送達陳春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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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陳春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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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008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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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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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藥字第1070008847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107年狂犬病高風險區等動物用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迴注射

業務委託事項。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3條暨行政程序法第16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實施目的：為提升本市狂犬病高風險區與無動物醫院設置區動物用狂

犬病疫苗注射率，委託本市立案動物醫院執業獸醫師（佐）辦理狂犬病

高風險區等動物用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迴注射業務，以確保市民與寵物

生命財產安全。 

二、實施日期：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或經費用罄為止)，惟

實際執行經費應以107年度法定預算編列數範圍內覈實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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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託事項： 

(一)執業獸醫師（佐）依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每月排定時程表至指定地

點辦理動物用狂犬病疫苗注射、晶片植入、核發狂犬病預防注射證

明書及活動現場布置等事宜。 

(二)宣導飼主「應每年定期為家中飼養的犬貓或其他陸生食肉目動物(如

雪貂等)施打狂犬病疫苗」及防範人畜共通傳染病等疫病防治觀念。 

(三)於活動現場負責基本問診並評估動物健康狀況是否適合施打狂犬病

疫苗，並執行疫苗注射、晶片植入與告知相關醫囑事項。 

四、經費核發：按月核發每人每日新台幣2,000元出席工作費。 

五、受委託動物醫院執業獸醫師：公布於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 http: 

//www.animal.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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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藥字第10700105071號 

主旨：公告107年動物狂犬病疫苗注射工作與資訊管理系統電子化資料登載上

傳業務委託事項。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3條暨行政程序法第16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實施目的：為提升本市犬貓等動物狂犬病疫苗注射率與即時掌握防疫

狀況，確保動物健康與市民生命安全。 

二、實施日期：自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或經費用罄為止)，

惟實際執行經費應以107年度法定預算編列數範圍內覈實支用。 

三、委託事項： 

(一)辦理動物狂犬病疫苗預防接種工作，並核發有效年度動物狂犬病預

防注射證明牌、證明書。 

(二)辦理狂犬病預防注射資訊管理系統電子化資料登載上傳。 

四、工作津貼核發：按月核發每頭35元工作津貼，並採先申請先核發為原則 

，至20,000頭經費用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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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委託動物醫院名單公布於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http://www.ani 

mal.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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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006804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107年委託人民團體機構辦理動物保護案件稽查業務」實

施辦法。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動物保護法第23條第4項及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

例第11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實施日期：自簽約委託日起至107年11月30日止(或經費用罄為止)，惟

實際執行經費應以107年度法定預算編列數範圍內覈實支用。 

二、實施目的：期結合民間之動物保護能量，強化本市動物保護案件之稽查

效能，以行政委託方式，委託本市人民團體機構協助辦理動物保護法相

關稽查。 

三、實施方式： 

(一)辦理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 

１、本府登記在案人民團體，或位於本市轄內向行政院內政部登記在案

人民團體。 

２、本市委託辦理寵物登記業務寵物登記機構。 

３、所屬志工或員工應接受及完成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動物保護

稽查訓練課程且造冊人數達5人（含）以上，前揭訓練課程包含講

習課程4小時、稽查實務訓練8小時，惟曾完成訓練課程，並於106

年接受派案委託具實際稽查經驗者，得免參與本項課程。 

(二)委託事項： 

１、民眾檢舉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於案件發生地點及相關公私場所

進行訪視及稽查。 

２、於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進行違反動物保護法之例行稽查。 

３、出入動物比賽、宰殺、繁殖、買賣、寄養、展示及其他營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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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動物科學應用場所，稽查、取締違反動物保護法規定之有關

事項。 

(三)經費支付：人民團體機構經通報後辦理完成稽查業務，每一案件支付

委辦費新臺幣2千元整。 

(四)有意願參與之團體請於107年2月27日前向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提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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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秘字第1070014965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及期限增修刪彙整表 

主旨：修訂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並自即日

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修訂畜牧類別「編號1、8-12」等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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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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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春字第 2 期 

 116 

臺中市政府勞工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服字第1070000838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獎勵青年穩定就業作業要點特定行業別名單 

」，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獎勵青年穩定就業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款。 

公告事項：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獎勵青年穩定就業作業要點特定行業別名單(本

公告行業係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10次修訂)如下： 

一、金屬製品製造業。 

二、機械設備製造業。 

三、塑膠製品製造業。 

四、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五、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六、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業。 

七、餐飲業。 

八、住宿業。 

九、陸上運輸業。 

十、教育業。 

十一、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 

局長  黃荷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60095144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盧國興(LO QUOC HU越南籍)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

分書，因當事人已出境離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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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係應受送達人盧國興(LO QUOC HU越南籍)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1第2項案件，經本局以107年1月5日中市警刑字第1060095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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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無法送

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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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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000827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上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7年臺中市營建工程暨道

路洗掃查核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中華民國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本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申報管理相關作業。 

(二)執行本市各項營建工程、管線、道路施工之稽巡查管制工作，辦理違

規事項或行為蒐證及紀錄。 

(三)針對本市重點道路進行分級普查及街塵負荷檢測，並辦理洗掃街作業

成果與污染減量分析。 

(四)辦理營建工程空氣污染管制及營建空污費收費相關訓練及法規宣導

說明會。 

(五)本計畫辦理期間之檢測分析相關工作，由上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

佶川環境有限公司辦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可之環境檢測機構)、國

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辦理。 

(六)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三、前項公告事項依據本局與上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訂定契約內容辦理，依

法公告周知。 

四、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話：

04-22289111轉66228）。 

局長  白智榮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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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700014581號 

主旨：公告本局辦理「107年度臺中市事業廢棄物管制、減量再利用管理輔導

計畫」委託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07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廢棄物查核、研究、訓練及

管理之相關事宜。 

(一)協助辦理事業廢棄物相關許可審查，包含：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廢棄物輸入輸出許可、公告再利用機構檢核、再生利用機構檢核、專

業技術人員設置、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設施使

用興辦事業計畫及都市/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許可、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許可(含廢食用油工作證)、興辦事業計畫、車輛GPS審驗、事

業管制編號申請等。 

(二)查核事業廢棄物產出、貯存、清除方式及處理流向工作，包含：每月

勾稽作業(例行性、專案性、GPS等)、環保署各類專案稽查、本局自

主性勾稽或本局交辦事業查核、協助「2018花博周邊污染源查核計畫」

之事業輔導及現場查核或協助花博相關業務、例行性及專案性勾稽異

常樣態嚴重事業之現場稽查、協助配合衛生局聯合會勘稽查醫療及長

期照護養護機構、配合環保局交辦案件進行現場稽查等。 

(三)事業廢棄物減量再利用管理。 

(四)擴充廢食用油管制、廢棄物污染源e化管理系統。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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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清字第10700022571號 

主旨：本局「107年臺中市水岸花都環境清潔維護計畫」委託欣欣環保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執行。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執行本市轄內土庫溪排水(麻園)、柳川排水、綠川排水、惠

來溪、潮洋溪、北屯圳、梅川、南屯溪排水、黎明溝、旱溪排水計10

條區域排水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如下： 

(一)環境維護範圍：河道、河道邊坡、河岸周邊人行道、樹穴、花臺等及

河道邊坡與人行道中間之矮灌木處等。 

(二)環境維護項目：河道巡查、河道及河岸垃圾撿拾與分類、垃圾清理及

其他交辦事項。 

局長  白智榮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002425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7年臺中市空品

淨化區巡查管理及裸露地稽(巡)查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7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本局執行下列業務： 

(一)辦理本市空氣品質淨化區及裸露地稽(巡)查管制。 

(二)辦理空氣品質淨化區維護管理單位及認養單位評比作業。 

(三)推動本市既設空氣品質淨化區認養作業。 

(四)更新維護裸露地通報與分級查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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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本市空氣品質淨化區維護管理補助獎勵方案。 

(六)辦理本市空氣品質淨化區環境教案及各項宣導作業。 

(七)辦理本市空氣品質淨化區植株健檢及碳匯計算工作。 

(八)推動工廠/企業裸露地綠化及查核。 

(九)配合本市「八年100萬棵植樹計畫」推動相關事宜。 

三、前項公告係依本局與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契約書內容辦

理，依法公告周知。 

四、有關配合公告事項如有疑義，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話

04-22289111轉分機66246)。 

局長  白智榮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70002606號 

主旨：公告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07年度「臺中市強化海

洋污染緊急應變能力及港區污染熱區稽查管制計畫」。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二、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2條。 

三、海洋污染防治法第7條。 

四、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一)本市轄內海洋及陸域河川污染緊急應變之污染源追查及環境復原調

查工作。 

(二)海洋污染事件應變演練、環境敏感區污染事件應變兵棋推演、水污染

應變器材實作訓練及定期功能性檢驗應變器材。 

(三)本市河川及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之修訂規劃工作並檢討本市重大

河川或海洋污染事件作業要點。 

(四)海洋污染稽查管制，包含港口、商港船舶及漁港漁船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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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污染熱區高風險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辦理深度查核及一般查核作

業；另針對本市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定義之貯油場實施專案管制。 

(六)陸上污染源、海岸工程、海洋棄置許可、緊急應變計畫及海洋污染防

治計畫稽查。 

(七)10場次以上之海洋環境保護教育宣導活動並招募本市漁船成立環保

艦隊（40艘漁船以上）。 

(八)於本市沿海地區辦理海漂（底）垃圾清除10處次且進行垃圾成分分

析，並做成海漂（底）垃圾調查分析報告及拍攝海洋環境教育宣導影

片。 

二、自中華民國107年1月2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技佳工

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所在地：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

段407巷20弄39號4樓。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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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289111轉66335。 

局長  白智榮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004145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維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7年度臺中市陳情音量監

測及管制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07年1月11日起至107年12月15日止，本局委託維呈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107年度臺中市陳情音量監測及管制計畫」，委託事項如

下： 

(一)執行交通（環境）噪音陳情案件背景音量監測-軌道。 

(二)執行交通（環境）噪音陳情案件背景音量監測-快速道路、高速公路、

一般道路等。 

(三)執行機動車輛噪音通知到檢量測。 

(四)執行機動車輛原地噪音路邊攔(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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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機動車輛噪音陳情熱點分析及監測。 

(六)執行機動車輛噪音教育宣導。 

(七)執行非游離輻射電磁波監測-校園、基地台或電臺發射設施及變電設

施。 

(八)執行公私場所周界噪音查核或量測(達24小時)。 

(九)執行清泉崗及新社機場噪音管制中心及監測站查核作業。 

(十)執行臺中市噪音管制區檢討與劃分作業。 

二、前項公告事項，依本局107年1月11月與維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訂定契

約內容辦理，依法公告周知。 

三、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聯絡電

話：04-22289111分機66234，葉先生)。 

局長  白智榮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700035611號 

主旨：公告本局辦理「107年度委託清除處理具感染性之虞廢棄物」委託祥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4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07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祥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市具感染性之虞廢棄物

(例如：棄置有感染人類之虞動物屍體，收治及集中隔離場所之廢棄物，

居家隔離廢棄物等)自清除區域至處理機構之清除工作。 

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疫區現場如有交通管制，請民眾配合現場指揮人員指示方向行進。 

(二)請民眾避免進入清除作業範圍內，以免影響清除作業。 

(三)其他事項請依現場公告事項辦理。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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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004448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7年度「臺中市二行程機車

汰舊、換購、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配合本局執行下列業務： 

(一)辦理二行程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審查作業。 

(二)二行程機車汰舊、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及新購低污染車輛

線上申請及審核系統更新功能作業。 

(三)辦理二行程機車汰舊及換購低污染車輛記者會。 

(四)辦理二行程機車汰舊及換購低污染車輛推廣宣導作業。 

(五)協助本局辦理空氣污染管制媒體宣導作業。 

(六)協助配合執行行政院環保署年度考核。 

三、前項公告係依本局與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契約書內容辦理，依法

公告週知。 

四、有關前項配合公告事項之疑問，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

話04-22289111轉66229）。 

局長  白智榮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70003608號 

主旨：公告委託經濟部工業局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大甲幼獅

工業區服務中心及經濟部工業局大里工業區服務中心等3處工業區管理

單位辦理水污染防治查證權事項。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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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26條。 

二、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2條。 

三、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查證權範圍：旨揭依工業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公告及轄管之工

業區專用下水道系統特定區域內。 

二、委託項目：針對前項特定區域內之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事業，進行下列

不涉及水質採樣檢測之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事項查證工作，包含： 

(一)檢查污染物來源及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 

(二)索取有關資料。 

(三)有關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之拍照或攝影。 

三、委託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 

局長  白智榮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602922071號 

附件：公告表、地籍套繪圖 

主旨：歷史建築「合作金庫銀行臺中分行（原名：臺中州立圖書館」擴大登

錄範圍修正公告，並自107年1月15日生效。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

辦法第4條、第5條暨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106

年度第7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原公告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94年3月16日府授文資字第0940036494

號。 

二、歷史建築名稱：合作金庫銀行臺中分行（原名：臺中州立圖書館）。 

三、種類：銀行。 

四、位置或地址：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2號。 

五、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詳保存範圍地籍圖）： 

(一)建築本體：合作金庫銀行臺中分行，歷史建築本體為臺中市中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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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小段38建號，建物總面積為1,525.73平方公尺。 

(二)建物定著土地地號：臺中市中區自由段一小段2地號、3地號。 

(三)定著土地範圍： 

１、原公告範圍：臺中市中區自由段一小段2地號，面積為1,580平方公

尺。 

２、擴大登錄後公告範圍：臺中市中區自由段一小段2地號、2-1地號、

3地號、3-1地號，面積共2,142平方公尺。 

六、擴大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臺中州立圖書館落成於昭和4年（1929年） 

，設立以來積極推廣大眾閱讀、普及市街庄地方圖書館事業，連結常民

生活與社會教育活動，為早期中部地區文教機構代表，反映地方及文教

活動歷史意義。戰後由「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續辦圖書館事業。民國

61年（1972年）省立圖書館遷館，原圖書館舍售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改

為金融機構使用迄今。臺中州立圖書館建築團隊包括設計者三田鎌次郎

與助手鈴木金吉、施工者有江組、壁畫繪製者鈴木千代吉。目前建築主

體保存完整，主要立面與構造保存原貌，室內格局也保留圖書館使用特

徵，具近代建築史與公共圖書館建築發展重要意義，亦是全臺少數現存

州立圖書館重要案例之一，極具保存及建築研究價值，符合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規定

所列基準。 

七、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符，請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

得於本公告期滿之次日30日起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

定期間內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

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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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建築登錄公告表 

一、名稱 歷史建築「合作金庫銀行臺中分行（原名：臺中州立圖書館）」 

種類 銀行 

位置或地址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2號 

二、歷史建築及其所

定著土地範圍之

面積及地號 

(一)建築本體：臺中市中區自由段一小段38建號，建物總面積

為1,525.73平方公尺。 

(二)建物定著土地地號：臺中市中區自由段一小段 2 地號、3

地號。 

(三)定著土地範圍： 

1.原公告範圍：臺中市中區自由段一小段2地號，面積為

1,580平方公尺。 

2.擴大登錄後公告範圍：臺中市中區自由段一小段 2 地

號、2-1地號、3地號、3-1地號，面積共2,142平方公

尺。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

令依據 

臺中州立圖書館落成於昭和4年（1929年），設立以來積

極推廣大眾閱讀、普及市街庄地方圖書館事業，連結常民生活

與社會教育活動，為早期中部地區文教機構代表，反映地方及

文教活動歷史意義。戰後由「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續辦圖書

館事業。民國 61 年（1972 年）省立圖書館遷館，原圖書館舍

售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改為金融機構使用迄今。 

臺中州立圖書館建築團隊包括設計者三田鎌次郎與助手鈴

木金吉、施工者有江組、壁畫繪製者鈴木千代吉。目前建築主

體保存完整，主要立面與構造保存原貌，室內格局也保留圖書

館使用特徵，具近代建築史與公共圖書館建築發展重要意義，

亦是全臺少數現存州立圖書館重要案例之一，極具保存及建築

研究價值，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規定所列基準。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

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條、第5條規定辦理。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107年1月 15日府授文資古字第10602922071號 
備註：本表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本府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之規定，得

隨時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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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003696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辦理拓寬台中港路工程，原報准徵收西屯區福林段

249及250地號（分割重測前水堀頭段577-156、577-157地號內）2筆土

地，合計面積0.029665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12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61308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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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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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12月29日府民地丁字第119500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市政府65年12月30日地權字第79080號

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6年12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61308181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原因：案內水堀頭段577-156（原徵收面積0.050900公頃）、

577-157（原徵收面積0.007900公頃）地號2筆土地，因徵收當時遺漏分

割，誤以全筆土地辦理徵收，致部分土地即重測後福林段249（面積

0.023786公頃）、250（面積0.005879公頃）地號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撤銷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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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屯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月11日起至民國107年2月12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7年8月31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中市新建工程處（用地科）（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99號文心樓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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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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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繳回價額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向本府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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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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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

具訴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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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009424號 

主旨：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辦理旱溪排水綠川匯流口至萬安橋段整治工

程用地徵收，茲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林清正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

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本府業以106年11月6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240173號公告30日，公

告期滿後，以106年11月29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265683號函通知應受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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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件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

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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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附清冊1份供覽。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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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010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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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補償費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已依法存入「臺中

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因通知書無法送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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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業經本府106年12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272761號函通知應受補

償人在案，惟應受補償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函件無法

送達。 

二、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

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臺中

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內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而

消滅；逾期未領其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書(有效期

限一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地用

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7樓，電話：04-2217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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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013843號 

附件：見說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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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陳清源等

5人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領取，已依法存入「臺中市政府-徵收

補償費301專戶」，因通知書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業經本府106年12月25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286344號函通知應受補

償人在案，惟應受補償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函件無法

送達。 

二、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

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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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專戶」內保管，

視同補償完竣。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

而消滅；逾期未領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書(有效期

限1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地用

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電話：(04)22218558轉63754)

洽辦。 

五、附清冊1份供覽。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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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016485號 

主旨：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辦理旱溪排水綠川匯流口至萬安橋段整治工

程用地徵收，茲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林清正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

不能領取，已依法存入「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因通

知書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業經本府107年1月5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003111號函通知應受補償

人在案，惟應受補償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函件無法送

達。 

二、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

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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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專戶」（國庫保

管專戶）內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

而消滅；逾期未領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有效期限

1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地用科

(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電話：(04)22218558轉63764洽辦。 

五、附清冊1份供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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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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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0010411號 

主旨：公告邱亭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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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亭凱。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13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813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永東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一路840號1樓。 

市長    林佳龍  補休假 
副市長  張光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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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0103121號 

主旨：公告郭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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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聰達。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15號。 

三、證書字號：(9 4)台內地登字第02554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郭聰達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梅川西路4段227號9樓之1。 

備註：原開業執照（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43號於106年10月19日因有效期

限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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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0100751號 
主旨：公告江茂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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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茂嘉。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14號。 
三、證書字號：(101)台內地登字第02673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金華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安順東六街48號1樓。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09年9月21日。 
(二)江茂嘉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5）中市地士字第001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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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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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0142841號 
主旨：公告註銷潘宏偉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潘宏偉。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0870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宏偉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梧棲區港埠路2段459巷3號6樓之1。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107年1月15日）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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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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02831號 

主旨：公告註銷宋承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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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承哲。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131。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7年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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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06451號 

主旨：公告註銷蔡承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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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承樺。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25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7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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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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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22581號 

主旨：公告註銷謝幸時女士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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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幸時。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108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7年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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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22611號 

主旨：公告註銷謝金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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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金雄。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144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7年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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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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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27081號 

主旨：公告註銷楊穩靜女士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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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穩靜。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45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7年1月16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祥   公差 
主任秘書   蔡雪枝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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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2849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嘉瑜女士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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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瑜。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14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7年1月17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祥   公差 
主任秘書   蔡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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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006827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張庭嘉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庭嘉。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地估字第000062號（印製編號：000211）。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惠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786巷15號。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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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幼字第107000928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第一條、第九條及

第十條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30條規定。 

三、修正「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第一條、第九條及第十

條草案如附。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http://lawsearch.taichung. 

gov.tw/GLRSout/index.aspx)之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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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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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54404。 

(四)傳真：04-25274559。 

(五)電子信箱：wanting0201@taichung.gov.tw。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勵辦法第一條、第九條、 

第十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規範教保服務人員之培育、資格、權益、

管理、申訴及爭議處理等事項，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專業地位，特制定教

保服務人員條例，並以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華總一義字第一○六○

○○四八四三一號令公布，相關自治法規自應配合修正。現行「臺中市

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係於一○一年九月十四日依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授權訂定發布施行，因應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發布，授權依據及

法源變更，故配合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列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三十條為制定法源之依據。（修正條文第

一條） 

二、配合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修正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適用罰則之條

文。（修正條文第九條、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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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勵辦法第一條、第九條、 

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四十六條及教

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三十條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

訂定之。 

因教保服務人員表現優良

之獎勵規定授權依據自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十六

條，移列至教保服務人員

條例第三十條規範，爰配

合修正本辦法制定之法

源。 

第九條  幼兒園最近三年

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不予獎勵： 

一、受本法或本條例所

定之處罰，於提出

申請截止日前仍未

改善完竣者。 

二、因執行業務違背法

令，經教育局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分。 

三、幼兒園負責人因執

行業務違背法令，

經判刑確定。 

四、經教育局依第十五

條規定，撤銷獎勵

資格並公告者。 

五、已接受本市或其他

縣(市)或中央相同

性質表揚者。 

第九條  幼兒園最近三年

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不予獎勵： 

一、受本法第四十八條

至第五十三條之處

罰，於提出申請截

止日前仍未改善完

竣者。 

二、因執行業務違背法

令，經教育局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分。 

三、幼兒園負責人因執

行業務違背法令，

經判刑確定。 

四、經教育局依第十五

條規定，撤銷獎勵

資格並公告者。 

五、已接受本市或其他

縣(市)或中央相同

性質表揚者。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施行

後，幼兒園罰則法源除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外，亦含

括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爰

修正幼兒園受獎勵之消極

條件。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

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

ㄧ者，不予獎勵： 

一、受本法或本條例所

定之處罰。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

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

ㄧ者，不予獎勵： 

一、受本法第四十八條

至第五十條之處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施行

後，教保服務人員罰則法

源除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外，亦含括教保服務人員

條例，爰修正教保服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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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懲戒或記過以上

之處分。 

三、教保服務人員因執

行業務違背法令，

經判刑確定。 

四、經教育局依第十五

條規定，撤銷獎勵

資格並公告者。 

五、已接受本市或其他

縣 (市)或中央相

同性質表揚者。 

罰。 

二、受懲戒或記過以上

之處分。 

三、教保服務人員因執

行業務違背法令，

經判刑確定。 

四、經教育局依第十五

條規定，撤銷獎勵

資格並公告者。 

五、已接受本市或其他

縣(市)或中央相同

性質表揚者。 

員受獎勵之消極條件。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運字第1070008302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二、訂定依據：大眾捷運法第53條。 

三、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

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

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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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二)地址：4030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三)電話：0422289111#60324。 

(四)傳真：04-22297743。 

(五)電子郵件：c7652@taichung.gov.tw。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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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行車安全規則草案總說明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以臺中市

政府主管之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以下簡稱營運機構)為適用範圍。為

提供市民安全、快速、舒適及便捷之大眾運輸服務，增進公共福利，依

據「大眾捷運法」規定訂定本規則，全文計三十二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規則訂定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規則管轄適用範圍。(草案第二條) 

三、定義本規則所引用之相關名詞解釋。(草案第三條) 

四、依據大眾捷運法第六章第四十一條，為確保列車運轉之安全，營運

機構需進行日常及定期檢查維護。(草案第四條) 

五、為確保列車運轉之安全，規定營運機構於每日營運前進行巡查。(草

案第五條) 

六、依據大眾捷運法第六章第四十一條，規定緊急設施應載明引導及操

作說明，避免設備遭旅客誤用或不知如何使用，營運機構並應經常

檢查維護之。(草案第六條) 

七、特殊情形下列車運轉時之防護措施。(草案第七條) 

八、捷運相關設施設置之標示規定。(草案第八條) 

九、為維持列車於軌道安全運行，規定安全界限內禁止放置物件之原則。

(草案第九條) 

十、為避免列車出軌或溜逸，規定路線應設置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草

案第十條) 

十一、考量維護作業有放置工具之需求，應避免有危害行車及逃生之虞。

(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捷運列車及車站依消防法規定辦理。(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為維護月台候車旅客之安全，應予以警示提醒。(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為管制整體路線避免發生闖入，依其需要設置防護及相關表示或

標誌，避免發生危害或影響行車。(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應顯示禁止進入號誌之情形。(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列車需依號誌規定運轉並強調號誌之顯示應考量煞車距離。(草案

第十六條) 

十七、轉轍器與號誌連鎖發生故障時之處置。(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列車前、後端兩側設置標誌，以輔助行車運轉安全。(草案第十八

條)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春字第 2 期 

 147 

十九、營運機構於必要提供行車參考之訊息地點應設置標誌，以輔助行

車運轉安全。(草案第十九條) 

二十、閉塞區間內只准一列車運轉與除外情事。營運機構應訂定運轉作

業規定。(草案第二十條) 

二十一、列車行駛之原則，號誌無顯示或不明確時，不得繼續進行。(草

案第二十一條) 

二十二、列車應依自動控制設備之號誌行駛，部分特殊情況無法運用閉

塞原則行駛時，應根據其設備特性規劃運作方式，以替代方式

行駛。(草案第二十二條) 

二十三、各種情況下列車行駛之速度。(草案第二十三條) 

二十四、列車編組完畢駛入正線前需確認設備與裝置功能正常。(草案第

二十四條) 

二十五、載客列車之車門關閉，須於安全無虞之情形下進行，以確保旅

客安全上下車。(草案第二十五條) 

二十六、營運機構應訂定具體的緊急事故應變計畫，並應執行訓練、演

練及檢討。(草案第二十六條) 

二十七、營運所需搶修器材應常整備，並加以訓練及演習。(草案第二十

七條) 

二十八、營運機構應於營運前設置緊急應變小組。(草案第二十八條) 

二十九、列車有運轉障礙之虞時，營運機構應有之因應措施。(草案第二

十九條) 

三十、營運機構對於發生事故致人員傷亡時之處置。(草案第三十條) 

三十一、營運機構應依據本規則訂定詳盡之相關實施作業規定，並報本

府核定後實施。(草案第三十一條) 

三十二、本規則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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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行車安全規則草案 

名 稱 說明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 本規則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本規則依大眾捷運法第五十
三條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訂定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規則以臺中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主管之大眾捷運系統營
運機構(以下簡稱營運機構)為適用
範圍。 

本規則管轄適用範圍。 

第三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正線：指列車提供旅客運送服

務經常使用之路線。 
二、列車：指具備規定之標誌，並

能在正線上運轉之車輛。 
三、供電線路：指饋電線、電車線 

、第三軌條、迴路及相關之支
撐裝置。 

四、建築界限：指與軌道保持一定
空間所設之界限。 

五、號誌：指依形、色、音、電訊
及其他方式，指示列車或車輛
在一定區域內運轉條件之設
備。 

六、標誌：指依形、色及其他方式 
，表示列車、車輛或設備之位
置、方向、條件。 

七、閉塞區間：指同一區間不能同
時運轉二列以上列車，列車依
行車控制系統運轉。 

八、退行運轉：指列車與原來規定
行進方向相反之方向運轉。 

定義本規則所引用之相關名詞解釋。 

第二章 路線及設備 章名。 

第四條  路線及行車相關設備應進行 
日常及定期檢查維護，並確保功能
正常運作。前揭各種設備之新設、
改建、維修或停用後恢復使用時，

依據大眾捷運法第四十一條，為確保列
車運轉之安全，營運機構需進行日常及
定期檢查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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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測試功能正常，其與列車行駛
有關之設備除日常之維修外，應以
列車試運轉。 

第五條  正線及其供電線路每日營運 
前應巡查一次以上，並保存巡查紀 
錄。 

為確保列車運轉之安全，規定營運機構
於每日營運前進行巡查。 

第六條  供旅客緊急使用有關之設 
備，應標示位置、用途及使用方法。 

依據大眾捷運法第四十一條，緊急設施
應載明引導及操作說明，避免設備遭旅
客誤用或不知如何使用，營運機構並應
經常檢查維護之。 

第七條  路線及供電線路因故無法使
列車依規定速度安全運轉時，應以
號誌表示之，必要時並派人監視。
因災害或事故致有妨礙列車運轉之
虞時，應即採取緊急安全防護措
施，並派人監視，必要時停止列車
行駛。 

特殊情形下列車運轉時之防護措施。 

第八條  供電線路應有適當之安全防
護措施，設置有關安全標示，並分
段以警示燈表示通電情況。 

捷運相關設施設置之標示規定。 

第九條  建築界限內不得放置物件。
但因工作之必要且無妨礙列車行駛
安全者，不在此限。在建築界限外
之物件，如有影響行車安全之虞
者，亦不得放置。前項建築界限，
由營運機構訂定之。 

為維持列車於軌道安全運行，規定安全
界限內禁止放置物件之原則。 

第十條  為避免列車出軌或溜逸，路
線應設置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 

為避免列車出軌或溜逸，規定路線應設
置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 

第十一條  營運機構臨時停放之設備 
或器具應離月台邊緣二公尺以上，
並不得放置於緊急逃生之出入口。 

考量維護作業有放置工具之需求，應避
免有危害行車及逃生之虞。 

第十二條  列車、車站及相關附屬設
施之消防系統配置應符合消防法
規，其未規定之消防設施，應報請
相關主管機關核定。 

捷運列車及車站依消防法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列車到站及離站前，應以
訊號警示月台區人員。 

為維護月台候車旅客之安全，應予以警
示提醒。 

第十四條  月台末端通道非供旅客使
用者，應設置管制及監視設施，且

為管制整體路線避免發生闖入，依其需
要設置防護及相關標示或標誌，避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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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禁止旅客進入。 生危害或影響行車。 

第三章 號誌及標誌 章名。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顯
示禁止進入之號誌： 
一、閉塞區間內有列車者。 
二、閉塞區間內有關轉轍器未開通

正確方向者。 
三、鄰線之列車或車輛在正線分叉

處妨礙行車之安全者。 
四、號誌發生故障者。 
五、單線運轉區間，其相反方向之

號誌顯示進行者。 

應顯示禁止進入號誌之情形。 

第十六條  軌旁號誌及車內號誌之顯 
示，應使接近該號誌之閉塞區間之
列車，能在其緊急煞車距離以上確
認之。 

列車需依號誌規定運轉並強調號誌之顯
示應考量煞車距離。 

第十七條  正線之轉轍器應與有關號 
誌聯鎖使用。因號誌故障致轉轍器
不能與號誌聯鎖時，除應依第二十
二條規定處置外，並應於列車通過
前派員將轉轍器鎖定。 

轉轍器與號誌聯鎖發生故障時之處置。 

第十八條  列車應按下列規定設置標 
誌： 
一、列車前端兩側各設置白光燈一

盞，日、夜間均應開燈顯示。 
二、列車後端兩側各設置紅光燈一

盞，日、夜間均應開燈顯示。
前項標誌於列車退行運轉時，
應保持不變。 

列車前、後端兩側設置標誌，以輔助行
車運轉安全。 

第十九條  除下列處所應設置標誌標 
示外，路線得視情況設置各項適當
標誌： 
一、轉轍器開通方向之處所。 
二、列車折返處所。 
三、列車之停車位置。 
四、緊急斷電開關位置及其他供電

線路必要之處所。 
五、軌道之終端。 

營運機構於必要提供行車參考之訊息地
點應設置標誌，以輔助行車運轉安全。 

第四章 運轉 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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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正線應劃分閉塞區間，在
同一閉塞區間內，同時只准一列車
運轉。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救援停留之故障列車。 
二、因維修路線，在已運轉工程列

車之閉塞區間內，需再運轉其
他工程列車。 
前項列車運轉之作業規定，由

營運機構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閉塞區間內只准一列車運轉與除外情
事，營運機構應訂定運轉作業規定。 

第二十一條  列車應依號誌之顯示行
駛。應有號誌顯示而無顯示或顯示
不明確時，列車應立即停車，非俟
顯示進行之號誌或接獲通告，不得
繼續進行。非經行車控制中心之允
許，並已作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
退行運轉。 

列車行駛之原則，號誌無顯示或不明確
時，不得繼續進行。 

第二十二條  列車應依自動控制設備
所顯示之號誌行駛。因自動控制設
備故障，致列車無法依自動控制設
備所顯示之號誌行駛時，得以替代
方式運轉。 

      前項替代方式，由營運機構擬
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列車應依自動控制設備之號誌行駛，部
分特殊情況無法運用閉塞原則行駛時，
應根據其設備特性規劃運作方式，以替
代方式行駛。 

第二十三條  列車行駛正線速度規定
如下： 
一、依號誌之顯示行車時，以號誌

所設定之速度行駛。 
二、依第二十二條規定之替代方式

行車時，應以二十公里以下之
時速行駛。 

三、置有駕駛之列車，而駕駛不在
列車行進方向之前端駕駛列
車，應以十五公里以下之時速
行駛。 

四、依第二十條規定行車時，應以
十五公里以下之時速行駛。 
前項第一款之速度，應按路

線、供電線路之強度及車輛之構造

各種情況下列車行駛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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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由營運機構訂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情形，除於設有

月台門之車站月台區且設有適當安
全防護措施者外，應派人員於列車
行進方向之前端引導。 

前項引導，應有維護引導人員
安全之適當措施，始得為之。 

第二十四條  列車編組完畢駛入正線
前，應確認下列項目之功能正常： 
一、連結裝置。 
二、煞車裝置及其聯動功能。 
三、行駛控制裝置。 
四、空調系統。 
五、車門裝置。 
六、通信裝置。 
七、警示信號。 
八、照明設備。 
九、逃生裝置。 

列車編組完畢駛入正線前需確認設備與
裝置功能正常。 

第二十五條  載運旅客之列車於起動
前，應關閉所有車門；於列車完全
停止後，始得開啟車門。惟列車在
設有月台門之車站停靠時，應停靠
在允許誤差範圍內，如超過該範
圍，非經行車控制中心之允許，並
已作必要之安全措施時，不得開啟
車門。 

載客列車之車門關閉，須於安全無虞之
情形下進行，以確保旅客安全上下車。 

第五章 災害或事故應變處理 章名。 

第二十六條  營運機構應就下列事故
或災害擬訂適當之緊急應變計畫，
其內容應包含預防、整備、訓練、
通報、應變等規劃，報請主管機關
核定： 
一、火災。 
二、列車衝撞或傾覆。 
三、供電中斷或電擊事故。 
四、人為危害事故。 
五、天然災害。 
六、其他。 

      前項緊急應變計畫應與災害防

營運機構應訂定具體的緊急事故應變計
畫，並應執行訓練、演練及檢討。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春字第 2 期 

 153 

救業務計畫整合，定期實施演練，
並作缺失檢討及改善。 

第二十七條  路線、車輛及其他行車
設備所需之搶修器材，應經常整備
於適當場所，搶修人員之召集及緊
急出動，平時應施以訓練，並進行
演習。 

      前項人員召集、緊急出動、訓
練及演習，由營運機構擬訂，報請
主管機關核定。 

營運所需搶修器材應常整備，並加以訓
練及演習。 

第二十八條  營運機構應設置緊急應
變小組，於緊急事故發生時，負責
溝通、協調及維持系統之運作。 

營運機構應於營運前設置緊急應變小
組。 

第二十九條  有妨礙或危及列車運轉
安全之虞時，應採取適當安全防護
措施及維護旅客生命安全之處置措
施，必要時應暫時停止列車運轉。 

列車有運轉障礙之虞時，營運機構應有
之因應措施。 

第三十條  因事故或災害致人員傷亡
時，應即時報告有關主管機關，並
作下列處置： 
一、對死亡者應儘量保持現場，並

儘速通知轄區司法警察機關轉
請檢警單位到場實施勘驗，經
檢警單位同意後，始得移動現
場。 

二、應立即將傷者送醫救護，妥善
處理。 

三、儘速通知死傷者之家屬。 

營運機構對於發生事故致人員傷亡時之
處置。 

第六章 附則 章名。 

第三十一條  營運機構依本規則訂定
之相關實施作業規定，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後實施。 

營運機構依據本規則訂定相關之實施作
業規定，並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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