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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386503號 

廢止「臺中市民宿專用標識收費標準」。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386502號 

主旨：廢止「臺中市民宿專用標識收費標準」。 

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廢止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廢止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6條第4款。 

三、廢止法規整理表，如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2 期 

 6

臺中市民宿專用標識收費標準廢止總說明 

一、為因應「民宿管理辦法」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正施行 

，其中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原條次為第三十六條）已統一規定民宿

專用標識牌之收費基準，民宿經營者申請設立登記，應繳納民宿專

用標識牌之規費為新臺幣二千元。 

二、「臺中市民宿專用標識收費標準」係因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發

布施行「民宿管理辦法」未明定民宿專用標識牌之收費基準，本府

爰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標準，並於民國一百零二年一

月十六日府授法規字第一０二０００九三九九號令訂定發布，民宿

專用標識收取規費新臺幣三千元。 

三、「民宿管理辦法」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既已修正統一規定

民宿專用標識牌之收費基準，本標準自因該辦法修正致失其附麗，

爰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四款規定：「同一

事項已有中央法規或新市法規可資適用，舊市法規無保留必要者」

辦理廢止。 
 

 

 

 

廢止法規整理表 

法規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廢止理由 

臺中市民宿專用

標識收費標準 

臺中市政府一百零

二年一月十六日府

授法規字第一０二

０００九三九九號

令訂定發布 

一、為因應「民宿管理辦法」於民國

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正施

行，其中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原

條次為第三十六條）已統一規定

民宿專用標識牌之收費基準，民

宿經營者申請設立登記，應繳納

民宿專用標識牌之規費為新臺幣

二千元。 

二、「臺中市民宿專用標識收費標準」

係因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發

布施行「民宿管理辦法」未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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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專用標識牌之收費基準，本

府爰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本標準，並於民國一百零二

年一月十六日府授法規字第一０

二０００九三九九號令訂定發

布，民宿專用標識收取規費新臺

幣三千元。 

三、「民宿管理辦法」民國一百零六

年十一月十四日既已修正統一規

定民宿專用標識牌之收費基準，

本標準自因該辦法修正致失其附

麗，爰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

條例」第二十六條第四款規定：

「同一事項已有中央法規或新市

法規可資適用，舊市法規無保留

必要者」辦理廢止。 

四、檢附「臺中市民宿專用標識收費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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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46159號 

修正「臺中市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傷亡損失補償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五

條、第六條。 

  附修正「臺中市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傷亡損失補償自治條例」第四條、第

五條、第六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傷亡損失補償自治條例 

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 

第四條  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而致人身傷亡或財物損失者，應予

補償損失；其補償標準如下： 

   一、受傷者：核實支付醫療費用，並給與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之

慰問金。 

   二、因傷致身心障礙者：核實支付醫療費用，並依下列規定給與

補償： 

    (一)植物人：發給慰問金新臺幣三百萬元，每月並給與生活費

新臺幣四萬元至五萬元。 

    (二)極重度障礙者（植物人除外）：發給慰問金新臺幣二百五

十萬元，每月並給與生活費新臺幣二萬元至四萬元。 

    (三)重度障礙者：發給慰問金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中度障礙者：發給慰問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五)輕度障礙者：發給慰問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三、當場死亡者：發給撫卹金新臺幣四百萬元，並支付殯葬費，

最高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 

   四、致於一年內死亡者：依第三款之規定補足撫卹金及支付殯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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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其於一年內因傷或身心障礙惡化至第二款第一目或第二

目情形時，依各該標準補足慰問金，並自惡化時起依標準發

給生活費。 

   五、財物損失者：補助修復之必要費用；不能修復者，依損失財

物之現值補助，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限。 

     前項第二款身心障礙等級，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規定

標準認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發給植物人、極重度障礙者之生活費補償，於

癒復至重度障礙或死亡時停止發給；植物人自癒復至極重度障礙

時起，其生活費之補償，依極重度障礙之標準發給。 

第五條  前條規定之醫療費、慰問金、撫卹金、生活費、殯葬費及補

助費用，應由警察局主動發給。 

     前項費用由警察局依預算程序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於外國人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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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43745號 

修正「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附修正「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道路挖掘、提昇道路服務

品質及維護公共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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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

局），並得將道路挖掘申請之受理及許可、相關經費之核定與收

費、施工及維護管理、查驗抽驗之權限，視區域特性、道路規模

等情形委任建設局所屬機關或委託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執

行。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管線埋設人：指電力、電信（含軍警專用電信）、自來

水、排水、污水、輸油、輸氣、交通控制設施、社區共

同天線電視設備、有線電視等需要利用管道或管線之機

關 (構)、團體或個人。 

二、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指建設局為管理公共管線而蒐

集道路挖掘資料，並結合地理資訊系統所建置，可供進

行網路申請道路挖掘管理及相關資訊查詢之資訊應用系

統。 

第四條  道路挖掘分類如下： 

一、緊急性挖掘：指道路及其附屬設施、地下公共設施管線

(路)因臨時重大損壞、故障或其他特殊狀況須立即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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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者。 

二、計畫性挖掘：指管線埋設人年度籌辦之專案工程須挖掘

道路者。 

三、一般性挖掘：指前二款以外之事由申請挖掘道路者。 

前項道路挖掘分為明挖及非明挖之施工方式。但公共管線之

新設、更換及維修等工程應優先採用非明挖技術方式施工。 

第五條    管線埋設人應於建設局所定期限內將所屬地下管線資料及平

面、斷面位置圖等有關圖資繳交建設局建置公共設施管線資料

庫。 

前項有關公共設施管線圖資維護管理作業要點由建設局另定

之。 

第二章    道路挖掘之申請 

第六條    管線埋設人辦理道路挖掘應使用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向建

設局提出申請，經許可後，始得施工；其因配合公共建設工程辦

理遷移或埋設管線者，得併同該工程提出申請。 

建設局辦理道路修復工程時，管線埋設人應配合工程辦理人

孔、手孔蓋下地或減量，無法配合時，得由建設局代為辦理，其

應繳納之相關費用由管線埋設人負擔。 

有多種管線工程需於同一道路挖掘時，建設局得協調各相關

管線埋設人同時辦理。 

管線埋設人於道路進行人孔、手孔蓋開啟或關閉，應先申請

建設局許可，始得辦理。 

道路挖掘範圍橫跨二條道路以上或長度超過一個街廓時，管

線埋設人應擬訂分期分段施工方案及分段施工進度表，並按其施

工進度分期分段施工。 

第七條   申請緊急性挖掘者，應於施工前通報建設局，並於通報後三

個工作天內向建設局申請補辦一般性挖掘許可。 

前項通報方式，以網路通訊為主，以電話、傳真或口頭告知

方式為輔，建設局並應作成通報紀錄。 

未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者，視為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挖掘道

路。 

辦理緊急性挖掘需於道路進行人孔、手孔蓋開啟或關閉者，

準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八條   申請計畫性挖掘者，應於前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填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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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檢附工程計畫、施工位置平面圖、道路橫斷面及管溝橫斷面

圖各一式二份向建設局提出本年度計畫，逾期不再受理。 

建設局受理前項申請後，應邀集相關管線埋設人或有關機關

（單位）協商管線工程辦理方式及作業時程。 

第九條    申請一般性挖掘、計畫性挖掘者，管線埋設人應利用道路挖

掘管理資訊系統登入道路挖掘相關資料，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建設

局所訂相關文件，向建設局提出申請。 

第三章    道路挖掘之收費 

第十條    申請計畫性及一般性挖掘經許可者，應依建設局所定期限繳

納道路挖掘許可費、道路挖掘附加路面修復費（以下簡稱修復費）

及道路養護費。但人孔、手孔蓋開啟或關閉者不在此限。 

前項道路挖掘許可費每一申請案件收取新臺幣一百元；修復

費之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一項費用應按申請案件逐件繳納，未依規定繳納者，建設

局應駁回其申請。但民生管線案件或特殊情形經建設局許可者，

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修復費及道路養護費由建設局核算並一次收取，完工後按

實作面積計算，多退少補。 

前項道路養護費按所計修復費加收百分之二十。但不含第

四項加倍收取之費用。 

經建設局許可自行刨除修復道路者，得免繳納修復費及道

路養護費。 

管線埋設人於道路禁止挖掘路段、時間及範圍內申請挖掘

道路者，建設局得加倍收取修復費，申請展延道路挖掘期間者

亦同。 

第十二條   採用非明挖技術方式施工並符合公路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五

項第二款規定者，得經建設局許可免繳納修復費及道路養護

費。但因施工造成路面、路基損壞或其他損害者，應負修復及

保固責任。 

第十三條    修復費及道路養護費應以臺中市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基

金管理之。 
第十四條    修復費及道路養護費之用途如下： 

一、代辦各類管線挖掘工程之路面修復。 

二、本市轄內道路刨除、翻修、封層、查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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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人孔、手孔蓋升降、標線繪製等交通改善工程。 

四、各項代辦工程之管理費。 

五、辦理道路及交通安全維護管理所需設備費、業務費及

人事費。 

六、其他有關道路及其附屬設施之維護管理。 

第四章    道路挖掘之施工管理 

第十五條    下列期間內禁止道路挖掘： 

一、新建或拓寬自驗收合格日起三年內。 

二、翻修或改善自驗收合格日起一年內。 

三、重要慶典或活動期間。 

四、公告禁止挖掘期間。 

五、經建設局公告劃定為共同管道實施計畫之道路範圍或

共同管道建設完成之道路。 

第十六條    於下列情形經許可者不適用前條之規定： 

一、與國家或本市重要建設有關之管線工程。 

二、既有管線之緊急搶修工程。 

三、重大軍事管線工程。 

四、沿該道路橫向或直向至人孔、手孔之用戶聯接管線工

程及其附帶直向人行道聯接管線工程。 

五、道路交通控制之管線工程。 

六、為完成區段性之管線系統所須辦理之管線工程。 

七、足以影響公共安全之號誌或路燈用電等管線工程。 

八、其他經建設局許可之管線工程。 

道路之新闢、拓寬及翻修或改善之相關資訊，公共工程主

辦機關應登錄於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並主動公開之。 

第十七條    管線埋設人取得挖掘道路許可書後，應於開工前通知有關

之里辦公處，並公告於施工路段，另由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

向建設局申報開工及施工情形。 

管線埋設人應依挖掘道路許可書註明之許可期限、位置及

面積施工。因故未於許可期限內施工或完工，應於許可期限屆

滿前，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建設局申請展期

或註銷施工許可，並以一次為限。 

未於前項許可期限內申請者，挖掘道路許可書自期限屆滿

時失其效力，其已繳交修復費按實際施作面積計算或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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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道路挖掘或管線佈設，應於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

十分內施工，並完成回填及路面修復工作。但經建設局公告之

主要道路應於下午四時前收工。 

前項道路挖掘情形特殊並經建設局許可者，得於其他時段

施工。 

未及於規定時段內回填或修護時，應於管溝上加蓋相當強

度之止滑板與道路齊平，並加強安全警示措施。 

第十九條    管線埋設人於申請道路挖掘前，應蒐集有關資料，勘查地

上、地下設施之設置情形，其作業應符合交通工程規範、職業

安全衛生法及環境保護法規等相關法令辦理。 

第二十條    道路挖掘施工期間，建設局得派員現場勘查施工品質、安

全措施及交通安全管制設施。經發現缺失者，應即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道路挖掘許可，並令其停工及回復

原狀。 

第二十一條    建設局核發之挖掘道路許可書，僅賦予道路挖掘之許

可。管線埋設人於施工或保固期間，如有致人民生命、身體

或財產遭受損害者，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前項情形建設局並得命其停止挖掘或廢止許可證。未依

規定報請竣工查驗或查驗不合格者，亦同。 

第二十二條    道路挖掘前，管線埋設人應先測定施工地點、標定管溝

寬度之定線，其施工應使用切割機按標定線平直全厚度切割

路面後，再行挖掘路基及路床。 

第二十三條    施工單位挖掘道路致地下管線(路)損壞時，應即通知該

管線管理機關(構)派員搶修，並通報建設局。 

第二十四條    道路挖掘產生之土石、廢棄物，管線埋設人應即運至合

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管線(路)鋪設完畢後，管線埋設人應以機軋砂石級配料

或經由建設局核定之材料回填路面，以砂石級配料回填時，

應分層壓實至相對壓實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並以瀝青混凝土

材質回填，其施工品質應符合相關公共工程施工綱要或規範

之要求。 

道路挖掘長度逾三十公尺者，管線埋設人應於挖掘路面

修復後委請具有國家實驗室認證標記之機構檢測，並於路面

修復後七日內，將檢測合格之試驗報告書提送建設局備查。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2 期 

 15

建設局得隨時抽驗施工品質；抽驗相關費用由道路挖掘

之管線埋設人全額負擔。 

第二十五條    道路挖掘後之路面修復，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寬度六公尺(含)以下之瀝青混凝土道路，應依道路

全寬度銑刨重鋪五公分厚度之面層。 

二、寬度超過六公尺之瀝青混凝土道路，應依挖掘範圍

內之車道全寬度銑刨重鋪五公分厚度之面層。 

三、道路挖掘係施作人孔、手孔或接點至用戶間聯接管

線工程且施作長度在三十公尺以下者，經建設局認

有必要，除依前二款規定辦理者外，應依其挖掘長

度銑刨重鋪一車道寬之原材質路面。 

四、重鋪之面層材料應使用與原路面相同材質之材料，

但經建設局許可，且品質優於原材料者，不在此限。

重鋪後之路面平坦度以三公尺直規沿平行於路中心

線之方向檢測，其任何一點高低差，面層不得超過

正負零點六公分；或使用高低平坦儀以每二百公尺

為一檢驗單位量測平整度標準差不得超過二點八公

厘。 

五、混凝土之道路應先打除一車道寬度之路面後，再依

原路面材質修築平順，並為與原路面相同之修飾。 

已依規定繳納修復費及道路養護費者，應依挖掘範圍進

行道路修復至與路面齊平，由建設局依車道全寬度銑刨重鋪。 

第二十六條    管線埋設人應於道路挖掘竣工後七日內至道路挖掘管理

資訊系統申報竣工；並應於申報竣工完成後三十日內，將挖

掘施工之寬度、深度、回填材料、分層壓實、實驗報告、完

工報告書、安全防護設施及相關照片等資料製成電子檔，利

用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報請建設局審查。 

建設局接獲竣工報告後，得派員進行查(抽)驗，如查(抽)

驗不合格，應通知管線埋設人限期改善。 

前項有關道路挖掘工程竣工查驗抽驗標準作業要點由建

設局另定之。 

管線埋設人應於道路挖掘竣工後九十日內，將經其圖資

管理單位確認之竣工圖檔，繳交建設局，並以建設局指定之

檔案格式及精度上傳至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申報竣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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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局並得回饋建置完成之圖資給原管線埋設人。     

第二十七條    道路挖掘相關工程之管溝路面修復，應於道路挖掘次日

內完成。 

前項修復應由管線埋設人依原有路面種類、品質及厚度

復原。 

第一項及第二十五條規定之修復，管線埋設人應於修復

完工後負責保固三年。 

施工及保固期間發生路面高低不平、龜裂或凹陷等情

事，經通知限期改善未依限改善者，建設局得代為修復。但

情形急迫時，建設局得逕行修復。 

前項修復所需費用由管線埋設人負擔。 

第二十八條    申請計畫性挖掘者限於當年四月至九月間施工完成。但

符合第十六條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    建設局核發挖掘道路許可書後，如涉及公有或私有土地

產權之爭議問題時，管線埋設人應即停工，並於協調解決後

始得復工。 

有前項情形時，建設局得廢止挖掘道路許可。 

第三十條    管線埋設人於道路上設置附屬設施，應填具申請書檢附施

工圖說，向建設局申請許可設置後，始得挖掘道路。 

第三十一條    管線埋設人應確保所埋設之管線及其相關設施不影響道

路之安全。 

管線埋設人應擬訂年度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並依該計

畫訂定檢測紀錄，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報請各管線埋設人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或備查，並副知建設局。 

前項年度維護管理計畫至少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計畫概要（含工作時程、範圍、管線、設施位置圖） 

。 

二、檢測項目及頻率。 

三、維修及改善方式(含處理程序、材料)。 

第三十二條    管線埋設人辦理前條規定之定期檢測或自辦不定期檢測 

，如發現所埋設之管線、人孔、手孔蓋座及其相關設施有老

舊腐蝕、破損或與路面有高低不平之情形者，應予以改善。 

第三十三條    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故障或不能使用時，管線埋設人

應改以書面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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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罰則 

第三十四條    有下列規定情形之一，經建設局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處管線埋設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再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五條第一項或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繳交相

關圖資或繳交不完全。 

二、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項或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施工或修復。 

管線埋設人違反前項規定，同一申請案達二次或不同申

請案同一年度內達五次者，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停止道路挖

掘施工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管線埋設人或行為人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其得補辦手續者，命其限期補辦手

續及補繳相關費用；不得補辦手續者，命其限期改善；屆期

不補辦、補繳或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六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三

十條規定申請許可即挖掘道路。 

二、未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許可期限、位置及面積

施工。 

三、未於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時間內施工。 

四、未依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加蓋止滑板或加強安全警

示措施。 

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或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經建

設局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三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管線埋設人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八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 

一、未依第六條第五項規定分期分段施工。 

二、未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公告施工訊息於施工路

段，或未由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向建設局申報開

工及施工情形。 

三、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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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經建設局通知限

期改善達三次仍未改善者，建設局得廢止道路挖掘許可，並

代為回復道路原狀，其所需費用由管線埋設人、承攬人或行

為人負擔。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    申請於建設局管理之公園、綠地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挖

掘者，準用本自治條例第二章至第四章規定辦理。 

第四十條    除公路法、市區道路條例另有規定外，本自治條例未規定

之事項，應依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及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

活動施工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建設局另定之。 

第四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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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修復費按下列項目及每平方公尺單價（新臺幣/元）計收： 

收 費 類 別 

(一)於非禁
挖路段、時
間及範圍內
開挖 

(二)於禁
挖路段、時
間及範圍
內開挖 

(三)許可
證展延十
日以上者
(除民生
案件外)
加收費用 

(四)許可
證展延三
十日以上
者(除民
生案件
外) 加收
費用 

 

項 次 項 目 
管溝
部分

管溝
部分
以外
之其
餘路
幅部
分

管溝
部分

管溝
部分
以外
之其
餘路
幅部
分

管溝
部分

管溝
部分
以外
之其
餘路
幅部
分

管溝
部分 

管溝
部分
以外
之其
餘路
幅部
分 

備註 

1 
刨除五公分厚瀝青混凝

土路面 

一百

四十
元 

一百

四十
元

二百

八十
元 

二百

八十
元

二百

一十
元

二百

一十
元

二百

八十
元 

二百

八十
元 

路面

刨除
費用 

2 
加封五公分厚瀝青混凝
土路面 

三百
六十

元 

三百
六十

元

七百
二十

元 

七百
二十

元

五百
四十

元

五百
四十

元

七百
二十

元 

七百
二十

元 

3 
十公分厚瀝青混凝土路

面修復 

一千

一百
二十

五元

一千

一百
二十

五元

二千

二百
五十

元 

二千

二百
五十

元

一千

六百
八八

元

一千

六百
八八

元

二千

二百
五十

元 

二千

二百
五十

元 

4 
十五公分厚瀝青混凝土

路面修復 

一千

四百
五十

五元

一千

四百
五十

五元

二千

九百
元 

二千

九百
元

二千

一八
十三

元

二千

一八
十三

元

二千

九百
元 

二千

九百
元 

瀝青
混凝

土路
面修

復封
層費

用 

5 
十公分厚水泥混凝土路

面修復 

六百

五十
元 

六百

五十
元

六百

五十
元 

六百

五十
元

六百

五十
元

六百

五十
元

六百

五十
元 

六百

五十
元 

6 
十五公分厚水泥混凝土
路面修復 

八百
七十

一元

八百
七十

一元

八百
七十

一元

八百
七十

一元

八百
七十

一元

八百
七十

一元 

八百
七十

一元 

八百
七十

一元 

7 
二十公分厚水泥混凝土
路面修復 

一千
零七

十九
元 

一千
零七

十九
元

一千
零七

十九
元 

一千
零七

十九
元

一千
零七

十九
元

一千
零七

十九
元

一千
零七

十九
元 

一千
零七

十九
元 

水泥

混凝
土路

面修
復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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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十公分厚碎石路面修

復 

四百

八十
四元

四百

八十
四元

四百

八十
四元

四百

八十
四元

四百

八十
四元

四百

八十
四元 

四百

八十
四元 

四百

八十
四元 

碎石

路面
修復

費用 

9 地磚人行道路面修復 

八百

四十
五元

八百

四十
五元

八百

四十
五元

八百

四十
五元

八百

四十
五元

八百

四十
五元 

八百

四十
五元 

八百

四十
五元 

地磚

人行
道路

面修
復費

用 

10 
孔蓋調降及掩埋(孔蓋寬

度或直徑≧45公分) 

八千

元 

八千

元

八千

元 

八千

元

八千

元

八千

元

八千

元 

八千

元 

瀝青

混凝
土路

面修
復封

層費
用 

11 
孔蓋調降及掩埋(孔蓋寬
度或直徑<45 公分) 

五千
元 

五千
元

五千
元 

五千
元

五千
元

五千
元

五千
元 

五千
元 

瀝青
混凝

土路
面修

復封
層費

用 

附註：各項目面積（平方公尺）計算方式如下： 

一、挖掘面積計算： 

（一）路面沿道路縱向挖掘者： 

應按損害該車道數全寬加收封層費。挖掘路段如需刨除既有瀝青混凝土路

面，應按封層面積加收刨除費。 

（二）路面沿道路橫向挖掘者： 

依損害該車道數全寬乘三點五公尺計收封層費及刨除費。 

（三）以非明挖工法施工者，挖掘面積以工作井寬度沿管線方向依第(一)、(二)

目寬度及長度計算方式核算。 

二、管溝面積計算： 

管溝寬度以實際挖掘寬度兩側各加十公分為管溝寬度；管溝長度以實際挖掘

長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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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48523號 

修正「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十二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十二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十二條修正條文 

第四條    地政所設下列各課，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第一課：土地建物之登記審核及登記、校對、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建物列冊管理等事項。 

二、第二課：土地建物勘查、複丈（分割、合併、鑑界等）、

地籍圖重測、人工影印地籍圖及建物平面圖謄本核發、

地目變更等事項。 

三、第三課：平均地權業務規定地價、編製公告土地現值、

土地分割合併改算地價、空地調查及其他法令規定地價

業務等事項。 

四、第四課：地籍管理、非都市土地分區調整、使用編定業

務、文書、檔案、印信、事務、採購、出納、法制、研

考、財產管理等事項。 

五、資訊課：掌理電腦設備及機房之管理維護、地政資訊系

統規劃與執行、地籍總歸戶、各項謄本核發等事項。 

檔案集中一處者，由第四課管理；檔案分散各處者，由各業

務課管理。 

地政所未設第四課者，其業務由第三課兼辦。 

第十二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條文自發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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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二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臺中

市政府以命令定之。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70090035號    

附件：修正總說明、對照表、修正後條文 

主旨：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

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及第七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惠請協助登載公報及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法規資

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公立幼兒園(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除外)、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三光非營利幼兒園(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財團法人星光教育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

五權非營利幼兒園(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中臺科技大學附設臺

中市私立潭秀非營利幼兒園(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社團法人中

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附設臺中市私立上楓非營利幼兒園(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臺中市中華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臺中市潭子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彰化

縣全方位教育協會辦理)、臺中市溪南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彰化

縣全方位教育協會辦理)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特殊教育科、本局幼兒教

育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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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 

入園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1年5月10日中市教幼字第1010031628號函訂定下達 

中華民國103年3月20日中市教幼字第1030020675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104年3月9日中市教幼字第104OO146371號函修正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104年4月24日中市教幼字第1040029278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106年2月20日中市教幼字第10600129621號函修正名稱、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中市教幼字第1060107509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 

中華民國107年10月3日中市教幼字第1070090035號函修正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適用於本市市立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以下簡

稱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 

三、每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以下簡稱各園）辦理招生之

程序如下： 

(一)招生資訊公告：每年三月起至六月第二個星期日前，於幼兒園網

站、校門口明顯處及本局網站公布。 

(二)名額公布：於幼兒園網站、校門口明顯處及本局網站公布各階段

可招生名額。第一階段實際招生名額以扣除直升之幼兒人數、本

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安置及依

法可酌減人數後為準，並依第一階段招生結果，辦理第二階段招

生名額公告。各園實際招收學齡層以園方公布之招生簡章為主。 

(三)登記時間：採兩階段辦理登記，各階段登記時間以各公立幼兒園

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簡章公告為準，至遲登記至抽籤當日中午十

二時止。 

(四)登記地點：本市各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 

(五)抽籤時間： 

１、於每年四月第二個禮拜日前完成第一階段招生及抽籤作業；於

每年四月最後一個禮拜日前完成第二階段招生及抽籤作業。 

２、前二階段招生、抽籤時間由本局統一訂定，如招生不足，再由

各園自行訂定第三階段招生、抽籤時間。 

(六)抽籤及結果公布地點：於抽籤結束當日下午七時前於幼兒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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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校門口明顯處及本局網站公布。 

(七)錄取生報到日期：抽籤當日下午四時前完成報到，逾期未報到者

視同放棄，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四、登記資格及證明： 

(一)需要協助幼兒資格及證明文件： 

除本款第五目規定外，以設籍本市二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

幼兒為限，其優先入園順序如下： 

１、身心障礙：鑑輔會鑑定安置者。 

２、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持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

明者。 

３、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４、中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５、原住民：戶口名簿登載為原住民身分者。 

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二)優先入園資格及證明文件： 

除本款第一目規定外，以設籍本市二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

幼兒為限，其優先入園順序如下：  

１、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轉介輔導之危機家庭或

機構安置之幼兒:社會局轉介文件。 

２、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持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３、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 

４、幼兒家庭有同胞兄弟姊妹三人以上者：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

本。 

５、公立幼兒園(含學校)、非營利幼兒園及無償提供土地建物辦理

非營利幼兒園之機關及公立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ㄧ親等直系

血親幼兒(限就讀其一親等直系血親所任職之校(園)):編制內

教職員工係以登記入園日前仍在職者為準，含當學年度因原服

務機關教職員工超額而介聘至他機關者。 

(三)一般入園資格及證明文件：   

１、設籍本市年滿二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寄居幼兒應

有合法監護人，並繳驗戶口名簿或足供證明之文件)。 

２、非設籍本市幼兒/非本國籍幼兒: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護

照與居留證正本。 

五、各園應依下列各款所訂招收順序辦理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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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 

１、實際招收學齡層為滿四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1)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四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3)五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4)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２、實際招收學齡層為滿三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1)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四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3)三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4)五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5)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３、五歲專班： 

(1)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五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3)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４、二、三及四歲專班:各該專班年齡層需要協助幼兒。 

(二)第二階段： 

１、實際招收學齡層為滿四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第一階段未錄取之四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3)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4)四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5)五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6)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7)四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8)四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２、實際招收學齡層為滿三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第一階段未錄取之四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3)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三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4)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5)四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6)三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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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五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8)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9)四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10)四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11)三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12)三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３、五歲專班：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3 五足歲優先資格幼兒。 

(4)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４、四歲專班：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四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四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3)四足歲優先資格幼兒。 

(4)四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５、三歲專班：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三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三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3)三足歲優先資格幼兒。 

(4)三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６、二歲專班：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二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二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3)二足歲優先資格幼兒。 

(4)二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７、依第二款第一目順序招生後，倘未招收額滿，仍應繼續招收下

一年齡層至額滿為止，並依需要協助幼兒、優先入園資格者、

一般生之順序依序招收。 

８、各園辦理第二階段招生後仍有缺額者，始得續招非設籍本市幼

兒、非本國籍幼兒。 

(三)設有三至五歲專班者，倘第二階段未招收額滿，應開放以混齡方

式辦理招生至額滿為止；設有二足歲專班者，該班不得與滿三足

歲以上幼兒混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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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欲設專班幼兒園須事前專案報局核備招生班別後，始得進行招生。 

六、各園得組成招生委員會依下列事項辦理招生相關事宜： 

(一)各園應張貼招生公告。招生公告內容應包括登記及抽籤之日期、

時間、地點、報到日期、各園招收班級數及名額、登記資格及應

繳證件、入園順序、缺額遞補方式及教育部規定宣導事項等。 

(二)各園招生一律以自由申請登記入園，嚴格禁止採用測驗、口試或

任何類似考試等方式作為錄取新生入園之依據。登記日不得藉故

拒絕幼兒、家長或監護人辦理登記入園。 

(三)登記時應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非本國籍幼兒應繳驗護

照與居留證正本，未繳驗者不予受理登記。各園工作人員應切實

核對登記卡所填之資料是否與戶口名簿正本、戶籍謄本或護照與

居留證內所載完全相符。 

(四)每一幼兒以登記一園為限，同時登記二園以上，經查證屬實，將

逕予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五)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應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作業議決優先安置至各公

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普通班。對於招生是日未經鑑定安置作

業程序幼兒登記入園，各園有義務協助並輔導其依本局特殊教育

科規定辦理相關通報作業。 

(六)為處理園內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學習輔導等事宜，各園得組成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其組成與運作方式依特殊教育法及本局特殊

教育科規定辦理。 

(七)抽籤事宜： 

１、各園應分別自行辦理招生登記，不得聯合或委託招生，登記時

間截止後不得受理。登記人數未超過可招收名額時，應一律准

其入園；如超過可招收名額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採抽籤方式決定之。採用抽籤方式時，必須將所有籤卡抽完為

止。 

２、各園於第一次招生申請登記人數不足時，應繼續辦理招生至額

滿為止。第一次登記未錄取幼兒，得於其他園所因第一次招生

人數不足繼續辦理第二次招生時參加登記。 

３、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籤卡得由家長自行決定併同或分別抽籤

並應出具切結書，各園應於抽籤前將前述決定予以公告，以符

合招生作業之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４、同一籤卡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之錄取，如遇缺額少於多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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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數時，由家長自行決定同額數之幼兒入園。 

(八)各園以實施全日制教學為原則，每班招收幼生三十名為限，並為

實施融合適性教育之普通班。 

(九)市立幼兒園得於每學期停托至多二週，以辦理開學前環境整理及

各項準備事宜。 

(十)登記申請表件，由各園自行設計印製，辦理登記時，必須由家長

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辦理招生完竣後，登記表件、錄取名冊等

應妥為保存一年。 

(十一)各園應依規定確實繕造正取及備取幼生名冊二份，一份公布於

幼兒園門口明顯處及網站，以利家長查詢，一份存園備查。新

生報到未滿額或中途有幼兒離園時，應依備取名冊先後次序補

足名額。 

七、其他注意事項及規定： 

(一)放棄原園直升之幼兒，若至其他幼兒園就讀，需重新登記，並參

加抽籤。 

(二)符合需要協助及優先入園資格幼兒未於規定登記時間內繳交證明

文件，視同放棄優先資格。 

(三)各階段錄取之幼兒如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四)已報到之幼兒未依限繳回繳款單時，以棄權論，並依備取順序遞

補。 

(五)申請登記本市公立幼兒園證明文件如有偽造、變造或出具不實之

情事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並追溯其法律責任。 

(六)各園應於招生前廣為宣導需要協助幼兒優先招收資格。 

(七)各園辦理招生事宜，應由園〈校〉長或招生委員會指派人員全程

督導參與。 

(八)上述各項作業，均須依規定辦理，如違反規定或有不實情事，除

取消錄取資格外，違法失職人員將予以懲處，並列入年度考核。 

八、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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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070089676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名稱同時修

正為「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

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 

、對照表及條文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惠予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

學、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東山高

級中學、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惠

文高級中學、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臺中市立啟明學校、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不含和平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國小教育科、本局幼兒教

育科、本局特殊教育科、本局會計室、本局人事室、本局國中教育科（均

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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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聘任補充規定 

一、本補充規定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二條訂定之 
。 

二、本補充規定適用於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

國中部、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公立幼兒園、補校及特殊教育學校之

國中部、國小部及幼兒部（以下簡稱各校）。 
三、連續代課、代理期間在三個月以上者為長期代課、代理教師，未達

三個月者為短期代課、代理教師。 
代理教師應專任，非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 

四、國民中小學長期代課、代理教師之公開甄選作業，應依照中小學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公立幼兒園長期代理教師之公開甄選作業，應依照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五、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期及聘約，由各校在不違反有關法令原

則下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但出缺職務之代理教師聘期，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以不超過該學年度為原則。 
六、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在聘期內，如兼任、代課及代理原因消失，

學校得視需要終止聘約，不受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第十一條規定程序之限制，但應於聘約中事先約定。 
七、各校聘任校外現職軍公教人員擔任兼任或代課教師，應經現職服務

單位同意，並檢附同意書。 
八、兼任、代課教師（由校內現職教師擔任）每週兼任、代課時數，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國民中小學以兼任不超過六節、代課不超過五節、

兼任復代課併計不超過九節為原則。但課程不可分割或特殊情形報

經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兼任、代課時數，日夜及校內、外應合併計算。 
本校校長、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在本校兼任、代課者，適用前二項

之規定。 
九、整學期兼任、代課之教師，按每週排定之兼任、代課節數，每月以

四週，每學期以五個半月計算發給鐘點費；非整學期兼任、代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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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依實際兼任、代課節數發給鐘點費。 
十、本校專任教師（包括兼任行政職者），應以排定之上課週數，按每週

排定之超時授課節數計算發給鐘點費；其節數包括國定假日未實際

超時授課之節數及學期始（末）未滿一週之超時授課節數。但擔任

畢業班教師於學校停止上課後之超時授課節數，不包括在內。 
十一、國民中小學代理教師敘薪標準如附表一，幼兒園代理教師敘薪標

準如附表二。 
十二、國民中小學短期代理教師待遇按實際代理日數核支（不含例假日

及國定假日）。其計算方式如下：（本薪＋學術研究加給）÷ 三十

日=日薪。年終獎金之核發，以實際代理日數依規核計。 
國民中小學長期代理教師核敘薪給，自開學日或實際到校日起至

上課結束之日或實際離職日為止，按月核支，第一個月於到職日

起三十日內核支，其後各月於當月月初發給。 
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之待遇依照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相關

規定辦理。 
十三、兼任、代課及短期代理教師，因故無法按時到校授課或執行職務

者，應事先經學校同意調整授課時間或由學校另遴人員代課、代

理，其鐘點費由代授教師支領。 
十四、長期代理教師之出勤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給假比照行政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獎懲比照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 
十五、兼任、代課、代理教師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退儲金提

撥，由學校（總務處或相關人員）依有關規定辦理。 
十六、各校聘任代課代理教師，應於聘約註明代課代理之性質；離職或

服務證明文件，除應做相同之註記外，並應加註服務成績是否優

良及是否曾經公開甄選進用。 
短期兼任、代課、代理教師之聘用，由教務處主辦，人事單位協

辦（就兼代課人員資格、差假時數加以核對），並依照中小學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及本補充規定審核，經校長同意聘任後

造具名冊。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如有兼導師或代理導師者，按實際在任日

數比率支給導師費。 
十七、學校聘任退休教師擔任代理、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須

以學校特殊科目、師資缺少及特殊情況之聘用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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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或其他

規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八、學校得視實際需要在教師編制員額數百分之八內，依下列規定改

聘兼任、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進用其他輔助教學工作

之臨時人員協助教學： 

(一)學校所控留之專任人員經費，應全數用於上開改聘或進用之人

員。 

(二)所授科目與時數，應依教育部訂頒標準辦理，同班同課程以一

人兼授為原則。 

(三)聘用之兼任、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其他輔助教學工

作之臨時人員之鐘點費，採實授實支方式支付。 

十九、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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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國民中小學代理教師敘薪標準表 

學歷及資格 薪點 

未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且未具修

畢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 
一七○ 

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但

尚未取得擬聘教育階段、科（類）之合格教師證者 
一八○ 

持有擬聘教育階段、科（類）臺灣省教育廳教師證或

具有以登記方式取得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

師證書者 

一八○ 

一般大學、學

院或師範院校

畢業 

具有擬聘教育階段、科（類）之教育部教師證者 一九○ 

碩士畢業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研究所碩

士學位者 
二四五 

博士畢業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研究所博

士學位者 
三三○ 

註： 

1.代理教師未具代理之教育階段、科（類）別合格教師證書者，其學術研究加給

按相當專任教師八成數額支給。 

2.具有職前年資或代理期間經進修取得較高學歷者，不得比照編制內合格專任教

師提（改）敘薪級。 

3.代理期間取得聘任之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者，得辦理改敘。 

4.曾任教職後再任代理教師者不採認原核定有案之薪級，而依本表規定核敘薪

級，但因實習期滿提敘一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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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敘薪標準表 

學歷及資格 薪點 

二專或五專畢，未具合格教師證書，但具教保員資格者 一五○ 

二專或五專畢，具以登記方式取得之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

教師證書者 
一六○ 

三專畢，未具合格教師證書，但具教保員資格者 一六○ 

三專畢，具以登記方式取得之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

書者 
一七○ 

大學畢，未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且未具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者 
一七○ 

大學畢，具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者 一八○ 

大學畢，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一九○ 

碩士 二四五 

博士 三三○ 

註： 

1.具有職前年資或經進修取得新學歷者，不得比照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提(改)

敘薪級。 

2.曾任教職後再任代理教師者不採認原核定有案之薪級，而依前述規定核敘，但

因實習期滿提敘一級者不在此限。 

3.未具所代理類別合格教師資格者，其學術研究加給按八成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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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高字第1070089819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第8

點、第11點及第17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第8

點、第11點及第17點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條文各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惠予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國中教育科、本局特殊教

育科、本局秘書室、本局人事室、本局會計室、本局高中職教育科（均

含附件）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 

一、本規定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二條訂定之。 

二、本規定適用於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之高中部（以

下簡稱學校）。 
三、連續代課、代理期間在三個月以上者為長期代課、代理教師，未達

三個月者為短期代課、代理教師。 
代理教師應專任，非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 

四、長期代課、代理教師之公開甄選作業，應依照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

理教師聘任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五、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期及聘約，由學校在不違反有關法令原

則下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但出缺職務之代理教師聘期，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以不超過該學年度為原則。 
六、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在聘期內，如兼任、代課及代理原因消失，

學校得視需要終止聘約，不受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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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規定程序之限制，但應於聘約中事先約定。 
七、學校聘任校外現職軍公教人員擔任兼任或代課教師，應經現職服務

單位同意，並檢附同意書。 
八、兼任、代課教師每週兼任、代課時數，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兼任

不超過九節、代課不超過六節、兼任復代課併計不超過十二節為原

則。但課程不可分割或特殊情形報經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

教育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兼任、代課時數，日夜及校內、外應合併計算。 
本校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在本校兼任、代課者，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九、整學期兼任、代課之教師，按每週排定之兼任、代課節數，每月以

四週，每學期以五個半月計算發給鐘點費；非整學期兼任、代課之

教師，依實際兼任、代課節數發給鐘點費。 
十、本校現職教師及代理教師，應以排定之上課週數，按每週排定之超

時授課節數計算發給鐘點費；其節數包括國定假日未實際超時授課

之節數及學期始（末）未滿一週之超時授課節數。但教師請假期間

之鐘點費應發給實際授課者；擔任畢業班教師於畢業班學生離校後

之超時授課節數，於次週起不得繼續支給。 
十一、長期代理教師核敘薪給，按月核支。第一個月於到職日起三十日

內核支，其後各月於當月月初發給。 
長期代理教師具有代理教育階段類(科)別合格教師證者，具有職

前年資或取得較高學歷者，得比照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提(改)敘

薪級。 
短期代理教師、長期代課教師、短期代課教師核敘薪給及鐘點費

支給，於代理代課事實發生之次月十五日前發給。但情況特殊者，

得於代理代課事實發生之次月月底前發給。 
代理教師敘薪標準表如附表。 

十二、短期代理教師待遇按實際代理日數核支（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 
）。其計算方式如下：（本薪＋加給）÷當月實際天數=日薪。 

十三、兼任、代課及短期代理教師，因故無法按時到校授課或執行職務

者，應事先經學校同意調整授課時間或由學校另遴人員代課、代

理，其鐘點費由代授教師支領。 
十四、長期代理教師之出勤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其給假比照行政院與

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但慰勞假之規定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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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兼任、代課、代理教師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退儲金提

撥，由學校(總務處或相關人員)依有關規定辦理。 
十六、學校聘任代課代理教師，應於聘約註明代課代理之性質；離職或

服務證明文件，除應做相同之註記外，並應加註服務成績是否優

良及是否曾經公開甄選進用。 
兼任、代課、代理教師之聘用，由教務處主辦，人事單位協辦(就
兼代課人員資格、差假時數加以核對)，並依照中小學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及本規定審核，經校長同意聘任後造具名冊。 
十七、學校聘任退休教師擔任兼任、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須

以學校特殊科目、師資缺少及特殊情況之聘用為限。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或其他

規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八、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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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代理教師敘薪標準表 

學      歷      及       資     格 薪  點 

未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且

未具修畢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者 

一七○ 

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但尚未取得擬聘教育階段、科（類）之合

格教師證者 

一八○ 

持有擬聘教育階段、科（類）臺灣省教育廳教

師證者或具以登記方式取得擬聘教育階段、科

（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一八○  

一般大學、學院或

師範院校畢業 

具有擬聘教育階段、科（類）之教育部教師證

者 
一九○  

碩 士 畢 業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研

究所碩士學位者 
二四五  

博 士 畢 業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研

究所博士學位者 
三三○ 

附註: 

1.代理教師未具代理之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其學術研究加給按

相當專任教師八成數額支給。 

2.長期代理教師具有代理教育階段類(科)別合格教師證者，具有職前年資或取得

較高學歷者，得比照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提(改)敘薪級。 

3.代理期間取得聘任之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得辦理改敘。 

4.曾任正式教職後再任代理教師者，不採認原核定有案之薪級，而依本表規定核

敘薪級，但因實習期滿提敘一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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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特字第107008894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特殊需求幼兒就讀普通班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或減少招收

人數實施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第五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辦理。   

二、為配合107年6月27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且使本市特殊

需求幼兒就讀幼兒園提供特殊教育資源更臻完善，爰修正本要點法源

依據(第一點)。   

三、檢附修正「臺中市特殊需求幼兒就讀普通班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或減

少招收人數實施要點」乙份，電子檔請逕至本局全球資訊網（http:// 

www.tc.edu.tw/）－2.組織職掌－2-5.各科業務－2-5-6.特殊教育科－

特教法規－「臺中市特殊需求幼兒就讀普通班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或減

少招收人數實施要點」下載。   

四、惠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載法規資料庫；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公立幼兒園、臺中市各私立幼兒園(有群組)、臺中市私立范

德比幼兒園、臺中市潭子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彰化縣全方位教

育協會辦理)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幼兒教育科、本局秘書

室、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

中市海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本局特殊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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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需求幼兒就讀普通班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 

或減少招收人數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中市教特字第 1030108903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9 日中市教特字第 104009275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5 日中市教特字第 1070088949 號函修正 

一、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第五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暨身心障礙

幼兒就讀幼兒園普通班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或減少班級人數參考原

則辦理。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使安置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市）所屬各公

私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之特殊需求幼兒享有適性融合教育，

發展社會適應能力，充分發展身心潛能，獲致最大學習成效，特訂

定本要點。 
三、本要點所稱特殊需求幼兒（以下簡稱特殊幼兒），係指經本市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並安置於本市

幼兒園普通班之確認個案。 
四、幼兒園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應評估議決特殊幼

兒需求，妥善運用社區及教育資源，提供或協助申請下列人力資源

及協助： 
(一)特殊幼兒有巡迴輔導需求者：由巡迴輔導班教師提供特殊教育巡

迴輔導服務。 

(二)特殊幼兒有生活自理或情緒行為問題者：依其需求程度由義工、

替代役或教師助理人員等人力提供協助。 

(三)特殊幼兒有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需求者：依其需求程度協

助申請與安排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提供諮詢、教學評量調整建

議或訓練服務。 

(四)特殊幼兒有教育輔具需求者：依其需求提供或協助申請教育輔助

器具。 

(五)特殊幼兒有學習調整需求者，依其需求提供或協助申請相關人力

協助進行報讀、手語翻譯、製作特殊學習資料等協助。 
五、特殊幼兒就讀之普通班，經特推會就前點各款人力資源及協助之提

供進行綜合評估後，認仍應減少招收人數者，每安置特殊幼兒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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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減少該幼兒園招收人數一人。但特殊情況經鑑輔會審核議決者不

受此限。 
幼兒園招生額滿後，幼兒園已招收之幼童通過鑑定安置時，應於新

學年度或幼童轉出時，始得依規減少招收人數。 
學期中倘有幼兒需轉入就讀時，該幼兒園招收人數應以實際就讀幼

兒數(不含減少班級招收人數)計算，不得因減少班級人數影響幼兒就

學權益。 
六、幼兒園欲減少招收人數二人以上者，應經特推會依第四點規定先行

檢核園內特殊教育資源，並提供情形進行綜合評估後，認仍應減少

招收人數二人以上者，由該特殊幼兒就讀班級之教師填寫特殊幼兒

輔導計畫併同其個別化教育計畫、特推會會議紀錄及申請表件，函

送本局彙辦，經本市鑑輔會審核議決後，另行通知。 
  教師應每週提供輔導措施，並確實建立輔導紀錄，以保障該名特殊

幼兒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品質。 
  幼兒園應於每年六月底備齊該特殊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及其相關輔

導紀錄函送本局指定地點彙辦。經本市鑑輔會評列輔導不力者，得

調整其原核定減少招收人數。 
  若該特殊幼兒重新安置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或離園，原核定減少招收

人數即不再適用。 
  若該特殊幼兒接受重新鑑定，特推會應依前點規定檢視園內特殊教

育資源提供情形，若未重新提出減少招收人數申請時，則依前點規

定辦理。 
七、特殊幼兒就讀之普通班，其班級安排應由特推會議決，依學生個別

學習適應需要及園內資源狀況，以適性原則均衡編入各班，並選擇

適當教師擔任該班級教師，以利特殊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與輔導之

執行。 
  前項班級教師，有優先參加特殊教育相關研習權利與義務。 
八、本市公立幼兒園特推會任務項目及組成方式得準用臺中市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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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70094492號    

附件：附件1-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安全管理要點總說明、附件2-臺中市政府

教育局資訊安全管理要點逐點說明、附件3-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安全

管理要點、附件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安全稽核作業要點總說明、附

件5-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安全稽核作業要點逐點說明、附件6-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資訊安全稽核作業要點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安全管理要點」暨「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

訊安全稽核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安全管理要點」暨「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

訊安全稽核作業要點」總說明、逐點說明及規定條文各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另請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本府法規資料查

詢系統。   

正本：本局各科室(含局長室等)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本局政

風室、本局秘書室（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安全管理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強化資訊安全管理，確保資

料、系統、設備及網路安全，落實個人資料機密維護，保障民眾權

益，爰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管理範圍包括本局之網站、網頁、網路、個人電腦及其週邊

資訊設備。 

三、一般資訊人員：泛指各單位使用網站、網頁、網路、個人電腦及其

週邊資訊設備之人員。 

四、專責資訊人員：指經首長或授權人員指定專責從事本局資訊設備維

護、管理之人員，或具帳號、密碼、資料之存取、控制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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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離職人員管理：專責資訊人員調職、離職，應立即取消使用機關

內各項資源權限，並辦理調職、離職之必要手續；一般資訊人員職

務調整及異動，應依系統存取授權規定，即刻調整其權限。 

六、個人電腦管理：個人使用之資訊設備應設定密碼，並於下班後確實

關機；不得隨意下載來路不明軟體或檔案。 

七、網站網路管理：本局對外全球資訊網站，各單位公佈訊息時，應評

估資料之正確性、保密性及安全性，未經首長或授權人員同意之資

料，不得上網公佈及流通。 

八、一般收發管理：非屬機密性或敏感性之資料及公文書得以電子郵件

或其他電子方式傳送；機密性或敏感性之資料及公文書，以電子郵

件或其他電子方式傳送時，須以適當的加密技術處理，確保資料傳

送安全。 

九、專人建檔管理：公務作業之電腦系統操作及資料處理，各單位應指

定專人建檔、核對、更新、審查及維護，確保公務資訊之完整及正

確。 

十、主管督導管理：主管應負責督導所屬員工之資訊作業安全，妥善保

管公務資訊及資料，防範一切不法或不當操作行為。 

十一、委外建置管理：辦理資訊業務委外建置作業時，應明定廠商之資

訊安全責任、保密規定及相關罰則，並列入委外採購契約中，要

求廠商切實遵守。 

十二、資料備份管理：對於需要長期保留或重要檔案之備份資料，應存

放在防火、防潮、防磁的設備中。 

十三、資訊安全通報：發生公務機密資訊外洩、妨害個人資料保護及重

大資訊危安事件，應立即向主管或首長報告，並通知專責資訊人

員採取適當應變措施，防止危害及事態擴大，並聯繫本局政風室

協助處理。 

十四、業務永續管理：為因應各種人為及天然災害造成業務運作受影響 

，各業務單位需建立緊急應變及回復作業機制，並定期備份重要

資料。 

十五、本局所屬家庭教育中心未訂資訊安全管理規定者準用本要點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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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安全稽核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維護資訊設備、網路、系統

及資料使用安全，並落實執行資訊機密維護及資訊安全稽核工作，

特訂定本要點。 

二、資訊安全稽核等級區分： 

(一)一級稽核：指由上級機關針對本局，邀集專家、學者或資訊單位

共同組成稽核小組辦理之稽核作業。 

(二)二級稽核：指本局對本局內部，由本局政風室會同本局資訊管理

人員辦理之稽核作業。 

(三)三級稽核：指本局資訊管理人員，對於本機關內部平時資訊維護

辦理之稽核作業。 

三、資訊安全稽核人員： 

(一)一級稽核：為上級機關組成之稽核小組成員。 

(二)二級稽核：為本局政風室人員及本局資訊管理人員。 

(三)三級稽核：為本局資訊管理人員。 

四、資訊安全稽核作業方式： 

實施稽核作業，得調閱有關資料、實地測試及檢查資訊軟、硬體設

備使用情形。 

五、資訊安全稽核實施範圍： 

(一)網路存取安全管理。 

(二)資訊系統存取控制及使用管理規定。 

(三)電腦系統與應用軟體存取控制。 

(四)機關外部人員存取資訊系統之安全管理。 

(五)系統存取權責及應用監督機制。 

(六)實體及環境安全管理。 

(七)其他資訊安全管理事項。 

六、資訊安全稽核實施程序： 

(一)研析本局資訊系統特性、系統存取政策、系統異常存取狀況及授

權規定或其他使用管理規定，據以研（修）訂稽核項目，擬訂稽

核計畫陳報機關首長核可後實施。 

(二)計畫內容包括：計畫目的、稽核日期、稽核對象、稽核項目、稽

核組織、稽核作業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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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稽核結果就優缺點及改進措施提出書面報告，陳報機關首

長，並協調受檢單位辦理缺失改善。 

(四)針對稽核結果缺失改善情形，擇期辦理後續追縱考核。 

七、一級稽核檢查，本局配合上級機關之資訊安全稽核作業程序辦理，

對於稽核檢查結果缺失及建議事項，會同本局資訊管理人員督促及

追縱辦理改善情形。 

八、二級稽核檢查，本局視業務實際需要，得辦理定期與不定期稽核檢

查，對不合於安全規定或有顧慮人員，得要求及建議調整或調離其

職務。 

九、三級稽核檢查，本局依據本要點實施範圍，審酌本機關業務性質及

實際需要，由資訊管理人員及業務單位實施稽核作業，確保本機關

資訊安全正常運作。 

十、本局所屬家庭教育中心未訂資訊稽核作業規定者準用本要點辦理。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7009560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局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內部稽核專案小組作業要點」1份，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旨案函知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及秘書處登載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高中職教育科、國中教育

科、國小教育科、幼兒教育科、終身教育科、特殊教育科、體育保健科、

工程營繕科、課程教學科、學生事務室、人事室、政風室、會計室   

副本：本局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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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內部稽核專案小組作業要點第三點修正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教育局副局長兼任之；置委員十四人，除

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教育局就下列人員派兼之： 

(一)高中職教育科科長。 

(二)國中教育科科長。 

(三)國小教育科科長。 

(四)幼兒教育科科長。 

(五)終身教育科科長。 

(六)特殊教育科科長。 

(七)體育保健科科長。 

(八)工程營繕科科長。 

(九)課程教學科科長。 

(十)秘書室主任。 

(十一)學生事務室主任。 

(十二)人事室主任。 

(十三)會計室主任。 

(十四)政風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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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經綜字第1070047825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內部稽核專案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自

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敬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二、檢送旨揭要點乙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局產業發展科、本局工業科、本局商業科、本局市場管理科、本局公

用事業科、本局秘書室、本局會計室、本局政風室、本局人事室、本局

綜合規劃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內部稽核專案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12月21日中市經綜字第104006364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5年08月03日中市經綜字第105003620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10月15日中市經綜字第1070047825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落實自我監督機制，以客

觀公正之觀點辦理內部稽核，檢查內部控制之實施狀況，並適時提

供改善建議，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得以持續有效運作，達成施政目

標，依「臺中市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規定，特設「臺中市

政府經濟發展局內部稽核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

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稽核計畫之訂定與執行，蒐集稽核佐證資料，並做成稽核報告。 

(二)擇定稽核項目。 

(三)覆核內部控制制度評估作業及辦理內部稽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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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內部稽核發現之缺失及改善建議，適時簽報局長核定，並追蹤

其改善情形。 

(五)內部稽核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或備查。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副局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一人，由本

局主任秘書兼任之；置委員十二人，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為當然委

員外，其餘委員，由本局就下列人員派兼之： 

(一)本局產業發展科科長。 

(二)本局工業科科長。 

(三)本局商業科科長。 

(四)本局市場管理科科長。 

(五)本局公用事業科科長。 

(六)本局綜合規劃科科長。 

(七)本局秘書室主任。 

(八)本局人事室主任。 

(九)本局會計室主任。 

(十)本局政風室主任。 

四、執行內部稽核工作得視業務需要，調度行政管考、資訊安全稽核、

政風查核、政府採購稽核、工程施工查核、人事考核、內部審核、

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其他稽核職能(以下簡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人

員及主要核心或高風險業務等單位人員辦理，該等人員不得針對過

去一年內、目前或即將負責承辦業務執行稽核。 

前項所稱一年期間，如其他法令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五、本小組為檢查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或查核機關資源使用之經

濟、效率及效果，以及發揮預警之前瞻功能，應依下列規定規劃及

執行內部稽核工作，包括擬訂稽核計畫、蒐集稽核佐證資料、製作

稽核紀錄及報告等。但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依相關法令規定已辦理稽

核或預計辦理稽核或評估者，得不重複納入內部稽核。本小組如擇

有與稽核評估職能類似之稽核項目，得與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整合稽

核工作期程，並維持客觀公正之立場採聯合稽核方式辦理。 

(一)執行稽核工作前，得會同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依以下分類，擬訂

稽核計畫： 

１、年度稽核：針對應辦理稽核之業務或事項進行稽核，每年度應

至少辦理一次。稽核之期間至少應涵蓋十二個月份，並可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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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開始進行跨年度之稽核，其前後年度之起訖時間應分別

相互銜接。 

２、專案稽核：針對指定案件或異常事項等辦理專案稽核。 

(二)本小組應檢視本局風險評估或績效達成程度等情形，就高風險或

主要核心業務優先擇定稽核項目，例如： 

１、審計處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經審計處追

蹤查核結果仍待繼續改善，並再綜合研提審核意見者，應稽核

其檢討改善情形。 

２、跨機關整合業務、占機關年度預算比例較高之業務、久未辦理

內部、外部稽核或評估之業務、影響政府公信力之潛在風險案

件、進度嚴重落後或停工六個月以上或因故解除契約等公共工

程案件，稽核其執行情形或成效等。 

３、利用資訊系統自動處理業務控管流程或資料勾稽比對案件之資

料異動紀錄，以及資訊系統間資料介接傳遞以人工處理控管流

程或勾稽比對之案件，經評估存有遭蓄意竊取、竄改或洩漏資

料等風險者，稽核其資訊系統管理機制。 

４、其他重大議題包括內部重要會議列管事項、市議會質詢案件、

監察院彈劾、糾正（舉）或提出其他調查意見之案件、審計處

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上級與各權責機關

督導等所列待改善事項、臺中市政府廉政會報及各機關廉政會

報所提相關議題及其他外界關注事項等。 

(三)稽核計畫應於執行前簽報局長核定，其內容得包括下列事項： 

１、稽核項目及目的。 

２、稽核期間。 

３、稽核工作期程。 

４、稽核工作分派。 

５、經費來源。 

(四)本小組得於執行稽核計畫前召開行前會議，依稽核項目之性質及

受查單位之特性等選擇稽核方式，包括檢查、觀察、詢問、驗算

或查證等，並視需要擇定適宜之抽核比率，以蒐集及查核充分且

適切之稽核證據，據以支持稽核結論。 

(五)為執行內部稽核工作，本小組得檢查相關文件、資產，並詢問有

關人員，受查單位應全力配合提供稽核所需資料並詳實答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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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六)內部稽核人員執行內部稽核工作，得從下列五個面向進行分析，

俾提出稽核建議與受查單位充分溝通： 

１、現況分析：陳述實際發現之現況或問題。 

２、判斷標準：依據法令規定或選擇適當之判斷基準，用以作為評

估或驗證之參據。 

３、影響分析：掌握實際情況已經（可能）存在之衝擊及其影響層

面與嚴重程度。 

４、造成原因：深入探究實際情況發生之根本原因，以免忽略關鍵

核心問題。 

５、建議意見：綜合分析並與受查單位共同研擬改進建議，以解決

根本原因或核心問題。 

(七)稽核項目具有量化或非量化之績效目標或指標時，本小組得採行

下列程序，衡量稽核項目之資源使用是否具有經濟、效率及效果，

俾提出可能提升績效之建議，以協助本局制訂政策、績效目標或

指標、計畫或強化內部控制機制，另得就本局未來有關管理及績

效重大挑戰事項提出預警性意見供參考。 

１、蒐集與稽核項目有關之資料。 

２、選擇適當之衡量基準，其來源包括： 

(１)前期績效、既定(或預計)目標及其績效衡量指標。 

(２)法令規定或契約規範，如：預計完成之期限、品質或數量標

準等。 

(３)國際公認之指標或標準等。 

(４)其他同類績效優良機關、單位或民間相關機構等之標竿典範。 

(５)內部稽核人員專業判斷。 

３、運用計算、分類及比對等方式，分析實際績效與衡量基準之差

異，並了解差異原因及其影響。 

(八)本小組應正確且完整記錄稽核情形並檢附佐證資料，作成稽核紀

錄。稽核紀錄得包括下列事項： 

１、稽核項目。 

２、稽核方式。 

３、稽核發現。 

４、稽核結論。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2 期 

 51

５、改善措施或興革建議。 

六、年度稽核及專案稽核均應作成內部稽核報告，揭露稽核發現之優點 

、稽核發現與相關自行評估結果不一致等缺失、改善措施或興革建

議等，並依程序簽報局長核定後送各受查單位。內部稽核報告之參

考格式如附件一，原則於稽核工作結束後二個月內完成。 

七、本小組應彙整內部控制缺失及興革建議，送相關單位填報改善及辦

理情形，並至少每半年將追蹤該等缺失改善情形及興革建議辦理情

形(參考格式如附件二)簽報局長核定。內部控制缺失應追蹤至改善

完成為止，以確認相關單位已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興革建議應追

蹤至相關單位評估其可行性，以決定是否採納該等建議或採行相關

因應作為為止。 

八、本小組辦理內部稽核表件（包括稽核計畫、稽核紀錄、稽核報告)

及其佐證資料等，應自工作結束日起，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

少保存五年。 

九、本小組人員執行內部稽核工作時，應對潛在風險業務保持警覺，並

掌握可能涉有公帑損失、浪費等不法或不當情事；稽核結果如發現

可能有不法或不當情事者，應簽報局長責請相關稽核評估職能單位

人員進一步查處。 

十、本小組人員應持續參加內部稽核相關教育訓練，以提升稽核品質及

能力，並應秉持誠實信用原則及專業上應有之注意，確實執行稽核

工作。惟內部控制有其先天限制，且內部稽核原則採抽核方式實施，

無法絕對保證一定能發現不法或不當情事。 

十一、本小組執行內部稽核工作期間，如發現重大違失或機關有受重大

損害之虞時，應立即簽報局長處理；稽核資訊涉及隱私、機密、

不法或不當之行為，不宜揭露予所有報告收受者時，得另單獨作

成報告揭露。 

十二、內部稽核報告所列改善措施或興革建議，若涉及需修正內部控制

機制者，應由負責內部控制業務之幕僚單位督導各單位修正。 

十三、本小組以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均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之；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一人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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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會議，由本局各科（室）提報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落實

執行情形。 

十四、本小組幕僚作業由本局綜合規劃科辦理。 

十五、本小組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六、本小組決議及交付執行事項，以本局名義行之。 

十七、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2 期 

 53

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年度(○○年○○專案)稽核報告【範例】 

壹、稽核日期及受稽核單位 

說明實際執行稽核工作之日期及受稽核單位。 

貳、稽核結果 

項

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 

興革建議 

1 年度採購案

執行情形。

經調查○○年度各單位辦

理採購案件預定招標彙整

表，包括透過共同供應契

約採購案等，其提報彙整

控管標準不一。 

○○年度各

單位辦理採

購案件預定

招標彙整表

中無明確彙

整控管標準。

建議研議提報彙整

控管標準，供各單

位參考，以利後續

管考。 

2 資訊系統委

外開發及維

護採購案。

採購金額過度依賴廠商估

算報價，致決標單價差異

大、決標金額未有一致合

理之標準。 

 

未建立合理

價格評估模

式，致難以估

算價格。 

 

建議建立「資訊系

統費用之合理價格

建構模式」，作為

資訊系統採購價格

之評估基礎。 

 

3 … 

 

… … … 

參、未來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之預警性意見 

得敘明對機關形成挑戰之原因、目前因應作為及未來尚待加強之作為。 

註： 

1.年度稽核若分次辦理者，則按次編製內部稽核報告。 

2.若未提出機關未來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之預警性意見者，得免列示第參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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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年○○月內部控制缺失及興革建議追蹤表【範例】 

項

次 
缺失事項/興革建議 改善/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自行評估結果所發現缺失及所提興革建議 

1 應用系統上線及變更管理

作業 

(1)於評估期間共發生

810 筆系統維護申請

作業，大多為常態性變

更或維護，部分僅由單

人維護的小型系統較

難滿足資訊安全內部

控制職能分工之規範。 

(2)… 

(1)各科已協調人力相互支

援，以落實執行系統維

護人員及系統管理人員

由不同人員擔任之規

範。 

(2)… 

(1)經檢視近 3

個月系統維

護人員及系

統管理人員

皆已由不同

人員擔任，

本項缺失核

已改善。 

(2)… 

2 … … … 

內部稽核報告所列缺失及興革建議 

1 建議研議提報彙整控管標

準，供各單位參考，以利

後續管考。 

秘書室已修正各單位辦理

採購案件預定招標彙整

表，並檢附工作時程說明資

料，請各單位於填列招標期

程時一併考量，以利後續規

劃。 

本項建議業經

秘書室採納，並

由各單位依控

管標準填列採

購案件預定招

標彙整表，以掌

握各單位辦理

進度。 

2 建議建立「資訊系統費用

之合理價格建構模式」，

作為資訊系統採購價格之

評估基礎。 

資訊中心經召開工作小組

研議討論後，決定參採內部

稽核之建議，建立合理價格

分析模式作為資訊系統採

購價格之參考，並已蒐集完

成資訊人員直接薪資、資訊

系統管理費用及公費等相

關資訊，刻正進行資料庫之

建立與分析模式之設計。 

本項建議業經

資 訊 中 心 採

納，並刻正建立

「資訊系統費

用之合理價格

建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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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所發現缺失及所提興革建議 

    

監察院彈劾與糾正(舉)案件或提出其他調查意見，涉及內部控制部分 

    

審計處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涉及內部控制部分 

    

上級與各權責機關督導所提缺失及興革建議 

    

註：機關於自行評估結果或內部稽核報告所列缺失及興革建議，如與稽核評估

職能單位所發現缺失及所提建議、監察院彈劾與糾正(舉)案件或提出其他

調查意見、審計處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上級與各權

責機關督導所提缺失及建議等重複時，得擇一填列並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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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70244385號 

附件：道路簡圖 

主旨：公告本市東勢區「下新庄自辦市地重劃區」道路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公告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107年10月11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名稱如下： 

(一)文新一街(細4-8M及細3-8M)：北起細4-8M向南到底後，往西迄至文

新街，長約312公尺，寬8公尺。 

(二)文新二街(細5-1-6M及細5-2-6M)：南起細5-1-6M及細5-2-6M起點，

北迄細5-1-6M及細5-2-6M迄點，長約204公尺，寬12公尺。 

(三)文新三街(細1-10M)：東起5-2-6M（此道路命名為文新二街），西迄

文新街，長約60公尺，寬10公尺。 

(四)文新五街(細2-8M)：東起4-8M（此道路命名為文新一街），西迄文

新街，長約148公尺，寬8公尺。 

三、上開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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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2 期 

 58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70049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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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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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江榮源君等共計5,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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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726331號 

主旨：公告「鄭景升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鄭景升。 

二、事務所名稱：築盟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F12617****。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46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內江街5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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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771151號 

主旨：公告「陳建邦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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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務所名稱：陳建邦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R12018****。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47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96之28號12樓之1。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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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814601號 

主旨：公告核准「王子熙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王子熙。 

二、事務所名稱：禾亦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217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596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四川路87巷47號。 

六、身分證字號：L12229****。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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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2331761號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西屯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機191北側(惠來厝段130-2地號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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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西屯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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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起至民國107年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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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屯區公所或本府都市發展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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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2402261號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樹德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

3-1案、變3-3案、變5案、變6案、變7案、變8案、變9案)及(道路用地

為第二種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為道路用地)案樁位成果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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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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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地點：本市南區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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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起至民國107年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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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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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235877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大里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大里區聯合行政中心周邊

地區整體開發)案」暨「變更大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配合大里區聯合行政中心周邊地區整體開發)案」計畫書、圖，

並自107年10月8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07年9月26日台內營字第1070065615號函及本府106年9月30日

府授都計字第1060211837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計畫書、圖置於本府

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本市大里

區公所公告欄。 

二、公告內容：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計畫書及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各

1份(請至本府都市發展局或本市大里區公所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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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70240528號 

附件：公聽會、聽證議程等相關資料 

主旨：公開展覽四維大廈管理委員會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定臺中市西區東

昇段三小段6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案」書圖，訂於

107年10月24日舉辦公聽會，於107年10月25日舉行聽證。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11條之1。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107年10月9日起至107年11月7日止，計30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西區公所、本

府都市發展局網頁及旨案專屬網站。 

三、公聽會舉辦事宜： 

(一)事由：四維大廈管理委員會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規定，擬

定臺中市西區東昇段三小段6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

計畫，提送本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前，本府依據都市

更新條例第19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7年10月24日(星期三)下午2時假本市工商發展

投資策進會八樓會議室(臺中市三民路一段158號8樓)舉辦公聽會，

議程詳附件。 

四、聽證舉行事宜： 

(一)事由：四維大廈管理委員會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規定，擬

定臺中市西區東昇段三小段6地號等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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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舉行聽證。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7年10月25日(星期四)下午2時假本市工商發展

投資策進會八樓會議室(臺中市三民路一段158號8樓)舉行聽證，議

程詳附件。 

五、有關本案事業計畫書內容、公開展覽、公聽會及聽證相關資訊請上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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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E5%9B%9B%E7%B6%AD%E5%A4%A7%E5%BB%8

8%E7%AE%A1%E7%90%86%E5%A7%94%E5%93%A1%E6%9C%83-23066633067133

0/)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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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70243504號 

主旨：公開展覽鼎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定臺中市北屯

區陳平段1821-14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

107年10月29日舉辦公聽會，及於107年10月31日舉行聽證，請周知。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11條之1。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公開展覽期間自107年10月17日起，至107年10月31日

止，計公開展覽15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北屯區公所、

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及旨案專屬網站。 

三、公聽會舉辦事宜： 

(一)事由：鼎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規定，

擬定臺中市北屯區陳平段1821-14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提送本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前，本府依據都市更

新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公開展覽15日，並舉辦公聽會。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7年10月29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假北屯區公

所三樓會議室(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0號)舉辦公聽會，議程詳

附件。 

四、聽證舉行事宜： 

(一)事由：鼎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規定，

擬定臺中市北屯區陳平段1821-14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本府依據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前，應舉行聽證。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7年10月31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假北屯區公

所三樓會議室(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0號)舉行聽證，議程詳附

件。 

五、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方式載明姓名或名稱、地

址、聯絡方式及建議事項，向本局提出意見，並將作為本府都市更新及

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之參考。 

六、有關本案事業計畫書內容、公開展覽、公聽會及聽證相關資訊請參閱公

開展覽公告，或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www.ud.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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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tw/)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s://dingjia1821-14.blogspot.com/)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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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2429981號 

主旨：公告「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旱溪地區)細部計畫(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

討)案(變3案)(本市東區旱溪段30-2地號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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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東區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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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起至民國107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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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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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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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2446281號 

主旨：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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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潭子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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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起至民國107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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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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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70243483號 

附件：聽證議程等相關資料 

主旨：台中大自然社區管理委員會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定臺中市北區乾溝子

段73-3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案」訂於107年10月

29日舉行聽證。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1之1條。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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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由：台中大自然社區管理委員會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規定，

擬定臺中市北區乾溝子段73-3地號等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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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舉行聽證。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7年10月29日(星期一)下午2時假本市北區區公所

五樓第一會議室(臺中市北區永興街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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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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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com/%E5%8F%B0%E4%B8%AD%E5%A4%A7%E8%87%AA%E7%84%B6%E7

%A4%BE%E5%8D%80%E7%AE%A1%E7%90%86%E5%A7%94%E5%93%A1%E6%9C%83-

233184977461239/?modal=admin_todo_tour)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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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70252750號 

附件：「變更臺中市大里區東湖段436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

利變換計畫案」事業計畫書及權利變換計畫書各乙份 

主旨：核定大里市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會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中市大里

區東湖段436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事業

計畫書及權利變換計畫書，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9條及本府107年7月6日「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

爭議處理審議會」107年第3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10月26日至107年11月24日止，計30日。 

二、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大里區公所及

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 

(二)計畫書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大里區公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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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區東湖里里辦公處。 

三、受處分人對本處分如有不服，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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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240566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

段)案」計畫書、圖，並自107年10月19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07年9月28日台內營字第1070066220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計畫書、圖)、本府都

市發展局公告欄及本市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西屯區、南屯

區、北屯區公所等8區公所公告欄。 

二、公告內容：計畫書及比例尺1/3000計畫圖各1份(紙本請至本府都市發

展局閱覽)，計畫書、圖電子檔並可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閱覽(首頁

https://www.ud.taichung.gov.tw/>業務專區>都市計畫專區>主要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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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70243773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外埔區中山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行監督辦法第11條及本府107年10月4日府授農

輔字第1070238450號函。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外埔區中山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外埔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中山社區位於外埔區之中心位置，北與鐵山里相鄰，南街大同里 

、六分里，東接馬鳴里，西臨大東里，面積約為8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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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2478761號 

主旨：公示送達黃國祥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行政罰鍰催繳函文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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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黃國祥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府107年8月20

日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198097號函裁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並已完成送

達在案，因黃君逾期仍未繳清罰鍰，本府已於107年10月2日以府授農動

稽字第1070239204號函進行催繳，惟因送達處所不明致未能完成送達程

序，爰依法公示送達催繳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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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行政罰鍰催繳函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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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保管，請應受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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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儘速領取。 

市長  林佳龍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701149182號 

附件：解散團體名冊 

主旨：臺中市后里樂活關懷促進協會等21個人民團體因廢弛會務，本局依法

予以解散，並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地址及理事長：如解散團體名冊。 

(二)解散原因：人民團體廢弛會務並經限期整理未如期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該會名義對外發文，該會所負之債

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局長  呂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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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解散名冊 

編號 團體名稱 登記會址 理事長 

1 臺中市后里樂活關懷促進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義里里梅里路45巷 21號 錢祥麟 

2 臺中市后里身心障礙者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民生路201號 蔡美雲 

3 臺中縣后里鄉新生活關懷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195號之6 陳佳鴻 

4 臺中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南里路333巷 42之 36號

1樓 
宋淑娟 

5 臺中縣后里救難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文明路31巷4弄1

號 
劉阿標 

6 臺中縣后里鄉觀音慈善會 臺中市后里區水門路十七號 王萬助 

7 
臺中市豐原區新移民女性家

庭關懷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豐北街417巷 26

號 
吳美英 

8 臺中縣彌陀慈善會 臺中市豐原區豐勢路2段 1200 巷 10號 蔡玉姿 

9 臺中縣鳳凰救護志工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北路一段321號 5樓 陳進堂 

10 臺中縣中都慈善會 臺中市豐原區忠孝街1號 江偉忠 

11 臺中市豐原順天慈善功德會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58巷 178號 張明雄 

12 臺中縣教育行政人員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001鄰三豐路一段

３２１號 
廖光治 

13 
臺中縣各級農會退休(職)人

員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東仁街138號 2樓 無 

14 臺中縣交通安全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隆豐街四十二巷五號 陳正富 

15 臺中縣百合同心會 臺中市豐原區三豐路一段６１巷５８號 劉英機 

16 臺中縣身心障礙體育運動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六五一號 賴茂雄 

17 臺中縣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水源路68巷 277弄 7號 游秀惠 

18 臺中縣國際尊親會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二五二號 曾秋圖 

19 臺中縣葫蘆墩傑人會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一九○號Ｂ１ 楊秀蘭 

20 臺中縣親子關懷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豐北街三五七號 謝智芳 

21 臺中縣聾啞福利協進會 
臺中市豐原區三豐路二段５４９巷１８

７弄２８號 
謝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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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701150202號 

附件：解散團體名冊 

主旨：臺中縣惠群自強協會等20個人民團體因廢弛會務，本局依法予以解散，

並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地址及理事長：如解散團體名冊。 

(二)解散原因：人民團體廢弛會務並經限期整理未如期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該會名義對外發文，該會所負之債

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局長  呂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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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解散名冊 

編號 團體名稱 登記會址 理事長 

1 臺中縣惠群自強協會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路一段205之 1號 傅矞晧 

2 台中縣人山人市愛心功德會 臺中市潭子區合作街62號 陳麗美 

3 臺中縣和平鄉社區關懷協會 臺中市潭子區大成街一巷141號 4樓 張仁忠 

4 臺中縣彌勒大道弘慈會 臺中市潭子區大新路五十二號 王世詮 

5 臺中市禮仁愛心協會 臺中市潭子區民族路1段 312巷 89號 胡哲書 

6 臺中縣潭子鄉青溪協會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路二段117號 江清發 

7 
臺中縣世代圓融老人福利協

進會 
臺中市潭子區興豐路1段 192巷 165號 邱順喜 

8 臺中縣梅花之友會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三九九號 廖了以 

9 
臺中縣關懷青少年志工服務

協會 
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二段四五三號 賴春成 

10 臺中市大雅祥和促進會 臺中市大雅區雅楓街65巷 6號 蔡振茂 

11 臺中縣大雅鄉長壽會 臺中市大雅區和平路九十二號 林厚 

12 臺中縣大雅鄉社福菁英協會 臺中市大雅區光復路17-5號 張嘉哲 

13 
台中市大雅新移民家庭關懷

協會 

臺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375巷 16弄 6

號 
廖映雪 

14 臺中縣大雅鄉全民發展協會 臺中市大雅區仁愛路52巷 1號 許振乾 

15 臺中縣大雅鄉黎明學會 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二段三○一號 楊宗雄 

16 臺中縣老人安養關懷協會 臺中市大雅區神林路一段七十二號 邱茂峰 

17 
臺中縣神岡鄉公教退休人員

協會 
臺中市神岡區神圳路2號 林清俊 

18 臺中縣米奇救援協會 臺中市神岡區神洲路一三一巷二十二號 賴建勳 

19 臺中縣新家庭協進會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一二二號三樓 陳進益 

20 臺中縣緊急救護志工協會 臺中市神岡區光啟路二七八號 馬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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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7007299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夏輝騰等230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

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住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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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2 期 

 206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70055188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TRAN THI NGOAN(陳氏乖)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分書影

本等文件，因當事人業已出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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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 THI NGOAN(陳氏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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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中市警刑字第10700551881

號處分書，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應受送達人業已出境，本

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書

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楊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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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700970611號 

附件：園區及展館禁菸範圍圖 

主旨：公告「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園區及展館（外埔園區、后里馬場森林

園區及豐原葫蘆墩公園）」自中華民國107年11月3日起至108年4月24

日止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6條第1項第4款。 

公告事項： 

一、「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園區及展館（外埔園區、后里馬場森林園區

及豐原葫蘆墩公園，詳如附件）」全面禁止吸菸。 

二、107年11月3日起至108年4月24日止，於前述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依

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代理局長  陳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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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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70113712號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游○泉君等102人（如名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4條

暨「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第3條第2項及第4條第1項第2款

之規定辦理徵收作業，經本局依法辦理催繳作業，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游○泉君等102人（如名冊）於106年度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4

條暨「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第3條第2項及第4條第1項第2

款之規定辦理徵收作業。因義務人行方不明，致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

費催繳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日之日起獲臺中市政府公告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

領繳款單通知函，逕行繳款銷案。【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電

話：04-2227-6011轉66422】逾期未繳者，即依法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

執行。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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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702359671號 

主旨：公告本市傳統工藝「獅頭製作」增列保存者「江岳哲」。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1條、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 

公告事項： 

一、保存者基本資料： 

(一)姓名：江岳哲 

(二)連絡住址：臺中市龍井區 

二、認定保存者理由:符合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4條第1、2、

3款認定基準： 

(一)第1款「熟知並能正確體現待登錄項目之知識、技藝及文化表現形

式」：具備充足的獅頭製作相關知識，且熟知歷史源流發展，亦可

完整體現獅頭文化形式。 

(二)第2款「具該登錄項目之傳習能力及意願」：長期於學校、自家武館，

傳授獅頭製作技藝，並具傳承使命感。 

(三)第3款「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家學淵源，自幼與父親江文尚習

藝，長期製作獅頭，在地實踐資歷逾40年。 

三、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1條、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2、4條。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702359671

號。 

五、本公告期間為30日，對於本公告內容不服者，於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

日內，依訴願法第56條規定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

期間內向本府遞送，並將副本抄送文化部訴願審議員會(以實際收受訴

願書之日為準)。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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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傳統工藝認定保存者公告表 

主管機關 臺中市政府 

項目名稱 獅頭製作 

型態 其他 

所在地 臺中市 

摘要 

臺灣傳統習俗中，節慶、廟會，常見獅陣表演，取獅子之威猛以趨吉避凶，以獅頭為驅邪

象徵，因而獅頭製作也成為早期農業社會特有的傳統技藝。 

臺灣獅頭因各地區域有所不同，北部橄仔獅、中部橄模獅、南部畚箕獅，客家則是開口獅，

而早期武館也有自創風格，以資識別。 

「獅頭」傳統作法先以土模塑形，上貼 12 層紙、2 層布後，將土胎敲除，再上色塗裝，現

在則改為紙 7層、布 1層，減輕重量，以利舞獅。 

姓名 江岳哲 

別名（團體簡稱） 無 

出生年（成立／立

案日期） 

民國 47年 8月 30 日 

保存者之基

本資料 

所在地（行政區域） 龍井區 

登錄及認定理由 獅頭製作為臺灣文化之一環，結合獅陣與常民生活關係密切，

江岳哲先生從事獅頭技藝逾 40年，且未曾間斷，充分顯現該

項技藝特色，經審議其符合傳統工藝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2條第 1項第 1、2、3、4款審查基準。且經出席委員全數

通過，登錄為傳統工藝，名稱為「獅頭製作」，認定傳統工藝

保存者為江岳哲先生。 

登錄及認定法令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條暨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2、4條。 

登錄及認定基準 獅頭製作項目已登錄在案，本公告僅增列保存者。 

認定保存者：江岳哲先生，符合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

辦法第4條第 1、2、3款認定基準： 

第 1 款：「熟知並能正確體現待登錄項目之知識、技藝及文化

表現形式：具備充足的獅頭製作相關知識，且熟知歷

史源流發展，亦可完整體現獅頭文化形式。 

第 2 款：具該登錄項目之傳習能力及意願：長期於學校、自家

武館，傳授獅頭製作技藝，並具傳承使命感。 

第 3 款：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家學淵源，自幼與父親江文

尚習藝，長期製作獅頭，在地實踐資歷逾40年。 

公告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2 日府授文資字第 10702359671號 

說明： 

1.保存者之基本資料欄位，依保存者為個人或團體填寫，為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所在地僅列出

在縣（市）、鄉鎮市區。 

2.請務必全部填寫。 

3.本表建議附於公告文後，主管機關得依實際情形考量是否製作公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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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二字第1070231982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區段徵收本市烏日前竹地區土地及一併徵收公私有土地上之私有

土地改良物。 

依據：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5條、第18條、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第21條。 

二、內政部107年8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5191號函。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開發新社區。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8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5191

號函。 

四、徵收之土地及其應補償費額：區段徵收範圍包括烏日區頭前厝段7-11

地號等2,119筆土地，合計面積99.218201公頃。區段徵收計畫書、區段

徵收範圍地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建築改良物補償費及救濟金清冊、

工廠生產及營業設備處理費清冊、農林作物補償費清冊等資料，陳列於

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烏日區公所及大里地政事務所閱覽處。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10月8日起至107年11月7日止，計30日。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區段徵收之土地自公告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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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利

人或使用人亦不得在該土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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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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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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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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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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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 

九、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

整，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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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併徵收土地殘餘部分均以

現金補償。 

十、被徵收土地之地價補償費，係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市場正常交易價

格）計算，土地所有權人可依個人意願選擇下列一種補償方式： 

(一)全部領取現金補償。 

(二)全部申請發給抵價地。 

(三)部分領取現金補償，部分申請發給抵價地。 

十一、本區抵價地總面積為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五十，被徵收土地所

有權人應領回抵價地之面積，按其申請發給抵價地補償地價與區段徵

收補償總地價總額之比例計算其應領之權利價值，並以該抵價地之單

位地價折算之。 

十二、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區段徵收書面通知送達翌日起

30日內檢具抵價地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親自至下列受理申請地點

提出申請，或以掛號郵寄方式向本府地政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

158號6樓，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以掛號郵寄方式辦理者，以郵戳為憑）。受理申請時間及地點如下，

本府有專人輔導及解說。 

(一)本市烏日區公所後棟1樓會議室（臺中市烏日區長樂街141號），受

理時間為公告期間（107年10月8日起至107年11月7日）內星期一至

星期六（其餘例假日不受理）每日上午9時30分至12時，下午1時至

4時止。 

(二)本市中山地政大樓6樓（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6樓區段

徵收科，電話：04-22170630、04-22170617、04-22170649），受

理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例假日不受理）每日上午9時至12時，

下午1時至5時止。 

十三、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合法建物，其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者，始得

申請保留。經本府審核認定不影響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計畫，得予保

留不予徵收；如建物所有權人非屬坐落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該建物

所有權人如要保留建物，應協調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並同

意其申請保留，始得申請保留。有關「臺中市區段徵收範圍內合法建

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內容，已置於「臺中市政

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頁-地政類（http://http://210.69.115.31 

/GLRSout/LawCategoryMain.aspx?CategoryID=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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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區抵價地分配，除准予保留之合法建築基地可按原位置分配外，其

餘均以原土地所有權人公開抽籤，並由其自行選擇分配街廓及依相關

抵價地分配作業規定為之；建物保留原位置分配之面積，係以保留建

物所需基地面積為限，該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如有剩餘應配面積，仍應

參加抽籤配地。 

十五、申請發給抵價地之被徵收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或設定他項權利

或限制登記者，應於申請時提出下列文件： 

(一)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應提出按區段徵收補償地價三分之一補償

承租人之證明文件。 

(二)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者，應提出補償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人之證明文件。 

(三)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應提出抵押權或典權之清償、回贖或同意塗

銷之證明文件。 

(四)設有限制登記者，應提出法院塗銷限制登記之囑託書或預告登記權

利人同意塗銷之證明文件。 

十六、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或

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等他項權利者，除依第十

五點第一、二款辦理外，並得於公告期間內，請求本府邀集承租人或

他項權利人協調；其經協調合於下列情形者，得由本府就其應領之補

償地價辦理代為扣繳清償及註銷租約或塗銷他項權利，並以剩餘應領

補償地價發給抵價地。 

(一)補償金額或權利價值經雙方確定，並同意由本府代為扣繳清償。 

(二)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同意註銷租約或塗銷他項權利。 

十七、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設定有抵押權或典權者，

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得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

或典權，申請時並應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

件。重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權利範圍、價值、次序等內容，由土地

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協議定之。 

十八、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區段徵收書面通知送達翌日起30日內申請

發給抵價地者，本府將以書面通知於107年11月12日開始發放地價補

償費，請依指定時間及地點前往領價。逾期未領或拒領者，轉存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待領及保管，並視為補償完竣；逾15年未領之補

償費，歸屬國庫。另申請領回抵價地者，經收件後，本府於徵收公告

期滿後2個月內審查完畢，審查結果應予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本

府通知書之日起3個月內補正；申請人於補正期限屆滿之日前提出請

求展延補正期限者，在不影響整體開發作業及時程原則下，得酌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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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本府於申請人補正後15日內審查完畢，並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經審查不符規定者或應補正且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則

核定不發給抵價地，並於核定之次日起15日內發給現金補償。 

十九、經核定發給抵價地或已領竣徵收補償地價之土地所有權人，得向本

府申請改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金補償或發給抵價地，經本府同意

後核准。申請改發給現金補償或改發給抵價地者，應於核定發給抵價

地通知之日，或現金補償發給完竣之日，或通知補償地價存入保管專

戶之日起1個月內為之，並以1次為限。 

二十、被徵收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本府將以書面通知於107年11月

12日開始發放，請依指定時間前往領取。逾期未領或拒領者，轉存土

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逾15年未領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二十一、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建築改良物自動拆遷期限至108年8月31日止，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內完成自動拆遷作業者，得依「臺

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規定向本府申請

發給自動拆遷獎勵金或拆遷處理費。 

二十二、依「臺中市辦理徵收土地農作改良物水產養殖物及畜禽類補償遷移

費查估基準」相關規定：「業主要求於需地機關所定之地上物清除

期限前，將果樹自行遷移者，得免於徵收，應照表列單價二分之一

發給遷移費」及「凡經徵收補償完竣之農作改良物，其所有權歸屬

需用土地人。」是以，農作改良物所有權人如須自行遷移果樹等農

林作物，請於108年8月31日以前向本府提出申請，本府將改發給遷

移費。 

二十三、本府為保障因實施本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案，致範圍內建物所

有權人無屋可居住者等權益，業以本府107年6月14日府授地區二字

第1070112206號函發布「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安置計

畫」。符合安置計畫規定之第一類安置對象，請於107年11月30日

前填寫申請書，向本府申請選擇「房租補助費」、「社會住宅安置」

及「臨時中繼住宅安置」其中一項安置措施作為安置使用。其餘符

合相關安置措施之資格者，請依規定向本府提出書面申請。前揭安

置計畫內容，已置於「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頁-地政

類 （ http://http://210.69.115.31/GLRSout/LawCategoryMain. 

asp ?CategoryID=0318）。 

二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之1第1項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得規劃配

設農業專用區，供原土地所有權人以其已領之現金地價補償費數額

申請折算配售土地，作為農業耕作使用。」故有意願配售農業專用

區之土地所有權人（依前揭規定，該現金地價補償費不得申請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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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價地），請於107年11月30日前填寫配售農業專用區意願申請書，

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申請，逾期未申請者，視為放棄配售農業專用區

土地之權利。 

二十五、申請發給抵價地(含抵價地面積計算、分配方法及價格等參考資

訊)、安置措施、配售農業專用區等申請書表及應備證明文件，本

府將隨徵收通知寄送所有權人（或請洽本府地政局索取），並置於

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案專區網頁（http://www.asia- 

survey.com.tw/wuri/）下載專區。 

二十六、得提出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期限：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附證明

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

條規定，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

址：台北市徐州路5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

非投郵日），並將副本抄送行政院法規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

東路1段1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

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將予以查明

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

查處不服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

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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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46526號 

主旨：為本府辦理神岡區擴大都市計畫12M-IV-4號道路工程用地徵收，茲徵

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新松藤木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受領遲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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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已

屆15年保管期限，再次通知之通知書無法送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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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條、第81條規

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經前臺中縣政府91年8月30日府地權字第09121852301號函通知應

受補償人新松藤木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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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府業以92年3月7日府地權字第

09206093301號辦理公示送達在案，其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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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存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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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二、本案徵收用地各項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已

逾15年不行使而消滅；為維護應受補償人權益，本府以107年8月2日府

授地用字第1070184372號函再次通知應受補償人，惟仍因住址不明或

按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函件無法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9條規定，自

本公示送達黏貼公告欄翌日起即發生效力，其徵收補償費將歸屬國庫。 

三、應受補償人近日欲領款者，請速攜帶變更登記事項卡及該事項卡上之

印章、公司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如公司已停止營業者，應檢附清算人經

法院認證文件及清算人印鑑證明書、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親至本府地政局地用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

號7樓）辦理，如有疑問，請電洽：(04)22218558轉63733周志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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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49050號 

主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隧道路段

工程（豐原區非都市土地）徵收地上權用地，茲因權利人林張秀欲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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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7年8月1日府授地用字第l070177752號公告30

日，公告期滿後，以l07年8月22日府授地用字第l070201668號函通知應

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因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另請權利人於107年10月15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逾

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

費301專戶」(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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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48868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潭子區潭興路二段258巷道路打通工程，奉准徵收潭子區

潭興段274地號土地，持分面積0.014204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

物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10月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5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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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月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5973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

價、農作改良物補償費清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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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月17日起至民國l07年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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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變動幅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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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開工，

108年2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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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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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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47490號 

主旨：公告廢止徵收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改制前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辦理中山高速公路后里交流道新建工程，原報准徵收后里區月眉段

49-18地號等3筆(分割合併前49-1地號內等2筆)土地，合計面積

0.041900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10月5日台內地字第1071305961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改制前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

局)。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內政部87年12月10日台(87)內地字第8712964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改制前臺中縣政府88年1月8日88府地權字

第7674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7年10月5日台內地字第1071305961號函核准廢止徵收。 

四、廢止徵收原因：本案因「國道1號后里交流道工程-159K+400跨越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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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鄉道)引道端」變更設計，致原工程用地分割出49-18、49-16及49-13

地號等3筆土地屬無使用需求範圍，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1

款規定，辦理廢止徵收。 

五、廢止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廢止徵收土地圖、廢止徵收

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

后里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0月17日起至民國107年11月16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8年5月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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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分

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其

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

地。 

十、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

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之徵收

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

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

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內政部

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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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405601號 

主旨：公告陳怡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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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婷。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85號。 

三、證書字號：（107）台內地登字第028216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徐瑛宜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公館路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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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406051號 

主旨：公告周巨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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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巨展。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86號。 

三、證書字號：（107）台內地登字第02820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徐瑛宜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公館路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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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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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458961號 

主旨：公告李秀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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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蓉。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88號。 

三、證書字號：（107）台內地登字第02823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李秀蓉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潭子區福潭路798巷21號3樓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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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42505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漢雲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漢雲。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8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岩華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290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10月3日止），因有效期限屆滿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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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437701號 

主旨：公告註銷彭圭璋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彭圭璋。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363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彭圭璋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尚德街175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10月4日止），因有效期限屆滿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49155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慧瑜地政士開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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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事務所名稱：陳慧瑜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458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10月9日止），因有效期限屆滿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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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542271號 

主旨：公告註銷邱琬珺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邱琬珺。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8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琬珺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鐮村路262之2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10月16日止），因有效期限屆

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50005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劉獻隆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獻隆。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地估字第000070號（印製編號：000232）。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遠東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安順北二街28號。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1年10月16日。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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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50079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楊祥銘事務所地址變更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祥銘。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40號（印製編號：000233）。 

三、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220號5樓之2。 

備註： 

(一)原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40號（印製編號：000168）。 

(二)原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大全街37之5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382402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建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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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融。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434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富屋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英西一街61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107年10月11日）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

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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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404471號 

主旨：公告徐瑛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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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瑛宜。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451號。 

三、證書字號：(84)台內地登字第01323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徐瑛宜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公館路114號1樓。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1年4月23日。 

(二)徐瑛宜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3)中市地士字第001451號(序號B00 

1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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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519901號 

主旨：公告陳菁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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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菁惠。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92號。 

三、證書字號：(8 5)台內地登字第018748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正心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路1之67號7樓之3。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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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08年8月20日止。 

(二)陳菁惠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0）中市地士字第000122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因組織聯合事務所予以換發。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519591號 

主旨：公告蔡詩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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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詩優。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91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813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正心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路1之67號7樓之3。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1年1月22日止。 

(二)蔡詩優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16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因組織聯合事務所予以換發。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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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431881號 

主旨：公告游天德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游天德。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402號。 

三、證書字號：(8 5)台內地登字第015658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廣福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安順東九街20號。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1年4月23日。 

(二)游天德地政士，因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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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432331號 

主旨：公告王嘉慧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嘉慧。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87號。 

三、證書字號：(9 0)台內地登字第024517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銘儀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遼寧路二段42號3樓。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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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嘉慧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3）中市地士字第001403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因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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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465081號 

主旨：公告江茂嘉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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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89號。 

三、證書字號：(101)台內地登字第02673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品華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漢口南一街63號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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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14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因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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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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518801號 

主旨：公告劉玉娟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玉娟。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10號。 

三、證書字號：(8 7)台內地登字第02229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上恩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南興二路1號1樓。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1年4月23日。 

(二)劉玉娟地政士，因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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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519181號 

主旨：公告鄭淑淇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鄭淑淇。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90號。 

三、證書字號：(107)台內地登字第02816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新辰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新安街116號1樓。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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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鄭淑淇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51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因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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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幼字第1070237037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幼兒園教育及照顧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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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35條規定。 

三、修正「臺中市幼兒園教育及照顧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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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5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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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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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幼兒園教育及照顧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 

評議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條文業奉總統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

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七○○○六九三三一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五十九條，並自公布日施行，相關自治法規應配合修正。現行「臺中市

幼兒園教育及照顧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係依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授權訂定，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條文發布施行後，授權依據

法源及適用對象變更，故配合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因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稱本法)第三條第三款修正教保服務機構

之定義，不再限於幼兒園形式，增列社區、部落或職場互助形式等

皆屬之，故配合修正本辦法名稱，將「幼兒園」一詞，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修正法規名稱)  

二、 因本法有關教保服務機構申訴評議會規定授權依據自第三十九條已

修正移列至第三十五條，配合修正本辦法訂定之授權法條。（修正條

文第一條） 

三、 配合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申訴評議會成員增列兒童福利學

者專家及團體；另考量近年兒童虐待事件頻傳，評議過程中涉醫學

相關認定，增列醫學領域之學者專家。（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申評會停止案件之評議，鑑於現行規範對「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

件」實務判斷標準不明確，及停止評議後之處理機制未臻完善，爰

修正停止評議之判斷基準及停止原因消滅後之處理機制。（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 

五、 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修正「幼兒園」為「教保服務機構」。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條、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 

六、 本辦法已將社區互助形式提供之教保服務納入適用對象，故刪除第

二十七條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七、配合原第二十七條條文刪除，其後條文條號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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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幼兒園教育及照顧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 

評議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教育

及照顧服務申訴評議會組

織及評議辦法 

臺中市幼兒園教育及照顧

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

議辦法 

因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

下稱本法)第三條第三款

修正教保服務機構之定

義，不再限於幼兒園形

式，增列社區、部落或職

場互助形式等皆屬之，故

配合修正本辦法名稱，將

「幼兒園」一詞，修正為

「教保服務機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第三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第三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因本法有關教保服務機構

申訴評議會規定授權依據

自第三十九條已修正移列

至第三十五條，配合修正

本辦法訂定之法源。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 

本條文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設立於臺中市之教保

服務機構。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設立於臺中市之公私

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

兒園）。 

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修正「幼兒園」為「教

保服務機構」。 

第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

之教育及照顧服務（以

下簡稱教保服務）有損

及幼兒權益者，其父母

或監護人，得向教保服

務機構提出異議，不服

教保服務機構之處理時

第四條  幼兒園之教育及

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教

保服務）有損及幼兒權

益者，其父母或監護人

，得向幼兒園提出異議

，不服幼兒園之處理時

，得於知悉處理結果之

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修正「幼兒園」為「教

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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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知悉處理結果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

局提出申訴。 

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

局提出申訴。 

第五條  教育局為辦理教

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申

訴案件，設臺中市教保

服務機構教育及照顧服

務申訴評議會（以下簡

稱申評會）。 

第五條  教育局為辦理幼

兒園教保服務申訴案件

，設臺中市幼兒園教育

及照顧服務申訴評議會

（以下簡稱申評會）。 

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修正「幼兒園」為「教

保服務機構」。 

第六條  申評會置委員九

人至十七人，由教育局

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並指定其中一人為召

集人：  

一、教育局代表。 

二、教保與兒童福利團

體代表。 

三、教保服務機構行政

人員代表。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

代表。 

五、幼兒家長團體代表 

。 

六、法律、教育、兒童

福利、心理、輔導

或醫學領域之學者

專家。 

前項第二款所稱教

保團體，指由教保服務

機構負責人組成之團

體。 

申評會委員，非機

關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第六條  申評會置委員九

人至十七人，由教育局

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並指定其中一人為召

集人：  

一、教育局代表。 

二、教保團體代表。 

三、幼兒園行政人員代

表。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

代表。 

五、幼兒家長團體代表

。 

六、法律、教育、心理

或輔導學者專家。

前項第二款所稱教

保團體，指由幼兒園負

責人組成之團體。 

申評會委員，非機

關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 

申評會委員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派)

之。但代表機關、團體

一、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及第二項配合本法

第三條第三款規定，

修正「幼兒園」為「教

保服務機構」。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申訴評

議會成員增列兒童福

利學者專家及團體；

另考量近年兒童虐待

事件頻傳，評議過程

中涉醫學相關認定，

增列醫學領域之學者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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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以上。 

申評會委員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派)

之。但代表機關、團體

出任者，應隨本職進

退。 

申評會委員於任期

中因故出缺，由教育局

補聘（派），其任期至原

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出任者，應隨本職進

退。 

申評會委員於任期

中因故出缺，由教育局

補聘（派），其任期至原

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第七條  申評會會議由召

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

，由出席代表互推一人

擔任之。 

申評會委員應親自

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評議決定應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

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第七條  申評會會議由召

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

，由出席代表互推一人

擔任之。 

申評會委員應親自

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評議決定應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

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本條文未修正。 

第八條  申訴人應填具申

訴書，載明下列事項，

向教育局提出： 

一、申訴人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身

分證明文件號碼、

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住居所、電話。 

三、幼兒姓名、性別、

第八條  申訴人應填具申

訴書，載明下列事項，

向教育局提出： 

一、申訴人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身

分證明文件號碼、

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住居所、電話。

三、幼兒姓名、性別、

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修正「幼兒園」為「教

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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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日、身分

證明文件號碼、住

居所。 

四、為原措施之教保服

務機構名稱。 

五、申訴之事實、理由

及相關佐證資料。 

六、知悉異議處理結果

之年月日。 

七、希望獲得之具體補

救。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

有無提起訴願、訴

訟。 

九、受理申訴之申評會 

。 

十、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 

前項第二款代理人

應出具申訴人之委託書

。 

出生年月日、身分

證明文件號碼、住

居所。 

四、為原措施之幼兒園

名稱。 

五、申訴之事實、理由

及相關佐證資料。

六、知悉異議處理結果

之年月日。 

七、希望獲得之具體補

救。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

有無提起訴願、訴

訟。 

九、受理申訴之申評會

。 

十、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 

前項第二款代理人

應出具申訴人之委託

書。 

第九條  提起申訴不合前

條規定者，教育局得通

知申訴人於十五日內補

正。 

第九條  提起申訴不合前

條規定者，教育局得通

知申訴人於十五日內補

正。 

本條文未修正。 

第十條  教育局應自收到

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

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

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

為原措施之教保服務機

構提出說明。  

教保服務機構應自

前項書面通知送達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擬具說

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教

第十條  教育局應自收到

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

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

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

為原措施之幼兒園提出

說明。  

幼兒園應自前項書

面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擬具說明書連

同關係文件送教育局，

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修正「幼兒園」為「教

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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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並應將說明書副

本送申訴人。但為原措

施之教保服務機構認申

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

撤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

知教育局。  

為原措施之教保服

務機構屆前項期限未提

出說明者，申評會得逕

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依

前條規定補正者，自補

正之次日起算。 

並應將說明書副本送申

訴人。但為原措施之幼

兒園認申訴為有理由

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

原措施並函知教育局。

為原措施之幼兒園

屆前項期限未提出說明

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依

前條規定補正者，自補

正之次日起算。 

第十一條  申訴提起後，

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

前，申訴人得撤回之。

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

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

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

人及為原措施之教保服

務機構。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

，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

重行提起申訴。 

第十一條  申訴提起後，

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

前，申訴人得撤回之。

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

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

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

人及為原措施之幼兒

園。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

，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

重行提起申訴。 

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修正「幼兒園」為「教

保服務機構」。 

第十二條  申訴案件全部

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

訴願、訴訟之法律關係

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

會於訴願、訴訟處理程

序終結前，得停止申訴

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

因消滅後，經申訴人、

原措施教保服務機構通

知，或申評會知悉時，

第十二條  提起申訴之父

母或監護人就申訴案件

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

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或

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

知教育局。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

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

時，應停止申訴案件之

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

一、申評會停止案件之評

議，鑑於現行第一項

規定「申訴案件或相

牽連之事件」實務判

斷標準不明確，及第

二項停止評議後之處

理機制未臻完善，致

申訴人如未請求繼續

評議，即生停止評議

案件懸而未決之爭

議，並考量現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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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及原措施教

保服務機構。 

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

時，應繼續評議，並以

書面通知申訴人及為原

措施之幼兒園。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

部之評議決定，以訴

願、訴訟之法律關係是

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

於訴願、訴訟處理程序

終結前，應停止申訴案

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

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

消滅後，應繼續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

原措施之幼兒園。 

 

項規定業已涵蓋第一

項、第二項停止評議

之情形，爰參考訴願

法第八十六條規定意

旨，刪除現行第一

項、第二項規定；並

將現行第三項酌予修

正，明定停止評議之

判斷基準為申訴案件

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

定，以訴願、訴訟之

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據者，申評會於訴

願、訴訟程序終結

前，得停止申訴案件

之評議，以避免造成

申訴評議決定與其他

救濟決定歧異之情

形，及明定停止原因

消滅後之處理機制為

經申訴人及原措施教

保服務機構通知，或

申評會知悉時，應繼

續評議，並以書面通

知申訴人。 

二、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

款規定，修正「幼兒

園」為「教保服務機

構」。 

第十三條  申評會會議之

舉行以不公開為原則，

並得通知申訴人、為原

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或

其他關係人到場陳述意

見，必要時得諮詢相關

專業人員之意見。 

第十三條  申評會會議之

舉行以不公開為原則，

並得通知申訴人、為原

措施之幼兒園或其他關

係人到場陳述意見，必

要時得諮詢相關專業人

員之意見。 

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修正「幼兒園」為「教

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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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教育局應於收

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申評會評

議。 

申評會之評議決定

，除依第十二條規定暫

停評議者外，應自收受

申訴書之次日起九十日

內為之；必要時，得予

延長，並通知申訴人。

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

不得逾六十日。 

第十四條  教育局應於收

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申評會評

議。 

申評會之評議決定

，除依第十二條規定暫

停評議者外，應自收受

申訴書之次日起九十日

內為之；必要時，得予

延長，並通知申訴人。

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

不得逾六十日。 

本條文未修正。 

第十五條  申訴案件有調

查必要時，得經申評會

決議，推派委員三人組

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專案小組調查過程

應保護申訴人及其他關

係人之隱私權，調查結

束後，由專案小組作成

調查報告，提報申評會

。 

第十五條  申訴案件有調

查必要時，得經申評會

決議，推派委員三人組

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專案小組調查過程

應保護申訴人及其他關

係人之隱私權，調查結

束後，由專案小組作成

調查報告，提報申評會

。 

本條文未修正。 

第十六條  申評會委員之

迴避，適用行政程序法

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規定。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

程序中，除經會議決議

外，不得與當事人、代

表其利益之人或利害關

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第十六條  申評會委員之

迴避，適用行政程序法

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規定。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

程序中，除經會議決議

外，不得與當事人、代

表其利益之人或利害關

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本條文未修正。 

第十七條  申訴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

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四條

第十七條  申訴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

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四條

本條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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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期間。 

二、逾第九條所定期間

未為補正。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非屬幼兒權益事項 

。 

五、原措施已不存在或

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 

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

之申訴案件就同一

原因事實重行提起

申訴。 

規定之期間。 

二、逾第九條所定期間

未為補正。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非屬幼兒權益事項

。 

五、原措施已不存在或

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 

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

之申訴案件就同一

原因事實重行提起

申訴。 

第十八條  申訴無理由

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

評議決定。 

第十八條  申訴無理由

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

評議決定。 

本條文未修正。 

第十九條  申訴有理由

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

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

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決

定書主文中載明。 

第十九條  申訴有理由

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

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

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決

定書主文中載明。 

本條文未修正。 

第二十條  評議決定書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及住居

所。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及住居所。 

三、為原措施之教保服

務機構名稱、負責

人及地址。 

四、評議主文、事實及

第二十條  評議決定書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及住居

所。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及住居所。 

三、為原措施之幼兒園

名稱、負責人及地

址。 

四、評議主文、事實及

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修正「幼兒園」為「教

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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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其係不受理

決定者，得不記載

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

決定作成時主席因

故不能執行職務

者，由代理主席署

名，並記載其事

由。 

六、評議決定書作成之

年月日。 

申評會應作成評議

決定書，以正本送達申

訴人或其代理人及為原

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 

前項評議決定書應

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

得依相關法律規定於法

定期限內，向該管機關

提起訴願或訴訟。 

理由：其係不受理

決定者，得不記載

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

決定作成時主席因

故不能執行職務

者，由代理主席署

名，並記載其事

由。 

六、評議決定書作成之

年月日。 

申評會應作成評議

決定書，以正本送達申

訴人或其代理人及為原

措施之幼兒園。 

前項評議決定書應

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

得依相關法律規定於法

定期限內，向該管機關

提起訴願或訴訟。 

第二十一條  申訴案件評

議決定確定後，為原措

施之教保服務機構應依

評議決定執行，教育局

應依法監督其執行。 

第二十一條  申訴案件評

議決定確定後，為原措

施之幼兒園應依評議決

定執行，教育局應依法

監督其執行。 

依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修正「幼兒園」為「教

保服務機構」。 

第二十二條  申評會置執

行秘書一人，由教育局

幼兒教育業務主管兼任

，幹事若干人，由教育

局派兼之。 

第二十二條  申評會置執

行秘書一人，由教育局

幼兒教育業務主管兼任

，幹事若干人，由教育

局派兼之。 

本條文未修正。 

第二十三條  申評會委員

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三條  申評會委員

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本條文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申評會對外

行文以教育局名義行之。 
第二十四條  申評會對外

行文以教育局名義行之。

本條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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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申評會所需

經費由教育局編列預算

支應。 

第二十五條  申評會所需

經費由教育局編列預算

支應。 

本條文未修正。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所需

書表格式，由教育局另

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所需

書表格式，由教育局另

定之。 

本條文未修正。 

第二十七條  (刪除) 第二十七條  登記於臺中

市之社區互助式教保服

務中心準用本辦法規定

。 

一、本條刪除。 

二、本辦法已將社區互助

形式提供之教保服務

納入適用對象，爰予

以刪除。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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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稅財字第107020018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自

治條例」草案。 

依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二、修正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9條第2項。 

三、修正「臺中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自治條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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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臺中市法規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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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財產稅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99號。 

（三）電話：04-22585000分機660。 

（四）傳真：04-22516928。 

（五）電子郵件：a100141@taichung.gov.tw 。 

局長  陳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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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 

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自治條

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授權，經本府於一百年六月二

十九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一八三一九二號令訂定發布全文七

條。因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爰配合擬具本自治條

例修正草案，共修正五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本法第九十九條第二項文化資產類別名稱變更，修正自治條例

名稱。（名稱修正） 

二、配合本法授權條款由第九十一條第二項移列至第九十九條第二項，

爰為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一條) 

三、配合本法第九十九條第二項文化資產類別名稱變更，及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等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等登錄備查條次變更，爰為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配合本法第九十九條第二項文化資產類別名稱變更，爰為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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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 

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自治條例名稱 現行自治條例名稱 說  明 

臺中市私有有形文化資產
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自治
條例 
 

臺中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
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
減徵自治條例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九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私有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
群、史蹟、文化景觀及其
所定著土地，得在百分之
五十範圍內減徵房屋稅及
地價稅；…」爰依減徵範
圍修正自治條例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九十九
條第二項規定制定之。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九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制定之。

配合本法條次由第九十一
條第二項移列至第九十九
條第二項，爰為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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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稅務局（以下簡稱本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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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稅務局（以下簡稱本
局）。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
私有有形文化資產，係
指經本府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六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登
錄、公告之私有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聚落建
築群、史蹟、文化景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
私有歷史建築、聚落、
文化景觀，係指經本府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
第一項及第五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登錄、公告之
私有歷史建築、聚落、
文化景觀。 

一、配合本法第九十九條
第二項文化資產類別
名稱變更，爰為文字
修正。 

二、配合本法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登錄備查之
條次變更，由第十五
條第一項移列至第十
八條第一項，爰為文
字修正。 

三、配合本法聚落建築群
登錄備查之條次變
更，由第十六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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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移列至第十九條第
一項，爰為文字修
正。 

四、配合本法史蹟、文化
景觀登錄備查之條次
變更，由第五十四條
第一項移列至第六十
一條第一項，爰為文
字修正。 

第四條  經登錄之私有有
形文化資產及其所定著
土地，其地價稅及房屋
稅減徵標準如下： 
一、地價稅減徵百分之

五十。 
二、房屋稅減徵百分之

五十。 

第四條  經登錄之私有歷
史建築、聚落、文化景
觀及其所定著土地，其
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標
準如下： 
一、地價稅減徵百分之

五十。 
二、房屋稅減徵百分之

五十。 

配合本法第九十九條第二
項文化資產類別名稱變
更，爰為文字修正。 

第五條  經登錄、公告之
私有有形文化資產，本
府該管主管機關應於登
錄、公告後三十日內，
將建物及基地坐落面積
通知本局。登錄有變
更、註銷時亦同。 

第五條  經登錄、公告之
私有歷史建築、聚落、
文化景觀，本府該管主
管機關應於登錄、公告
後三十日內，將建物及
基地坐落面積通知本
局。登錄有變更、註銷
時亦同。 

配合本法第九十九條第二
項文化資產類別名稱變
更，爰為文字修正。 

第六條  私有有形文化資
產，自公告日當年期起
減徵地價稅，公告日當
月起減徵房屋稅；減徵
原因變更或消滅者，地
價稅自次年期起變更或
恢復徵收，房屋稅自次
月起變更或恢復徵收。 

第六條  私有歷史建築、
聚落、文化景觀，自登
錄、公告當年期起減徵
地價稅，登錄當月起減
徵房屋稅；減徵原因變
更或消滅者，地價稅自
次年期起變更或恢復徵
收，房屋稅自次月起變
更或恢復徵收。 

一、配合本法第九十九條
第二項文化資產類別
名稱變更，爰為文字
修正。 

二、配合主管機關應於公
告後三十日內將建物
及基地坐落面積通知
本局，減徵地價稅及
房屋稅基準日為公告
日，爰為文字修正。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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