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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90233號 

修正「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辦法」第三條、第四條。 

  附修正「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辦法」第三條、第四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以下簡稱低碳認證)項目如下： 

一、紙錢源頭減量：使用大面額紙錢或環保紙錢、實施以米 

、功、花等代金或不提供紙錢。 

二、紙錢污染減量：使用環保金爐、紙錢集中清運燃燒、無

紙錢等。 

三、線香減量：實施一爐一香、不提供線香或無焚香等。 

四、燈泡節能措施：以節能燈泡代替傳統光明燈或太歲燈、

無光明燈或太歲燈等。 

五、鞭炮減量：使用環保鞭炮、電子鞭炮、環保禮炮車或不

使用任何鞭炮等。 

六、其他重要低碳環保措施：以電子蠟燭代替傳統蠟燭油燈 

、不使用免洗餐具、推廣蔬食等。 

前項各款低碳認證項目及其實施措施給分標準如附表。 

第四條    臺中市登記有案之宗教場所（以下簡稱宗教場所）申請低碳

認證，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填具低碳認證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

件，向所在地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提出。 

區公所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審查宗教場所申請案件，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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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六十五分以上案件送民政局審核。 

宗教場所通過低碳認證審核者，由民政局頒發低碳認證標

章，並載明附款，嗣後經民政局查核有不符合原申請內容者，應

廢止低碳認證標章。 

前項低碳認證標章效期三年。 
 

 

 

 

附表 

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項目及其實施措施給分標準 

檢核項目 實施措施 

一、紙錢源頭減量(配分 20分) 

□使用大面額紙錢或環保紙錢(10 分) 

□實施以米(功、花等)代金(16 分) 

□不提供紙錢(20 分) 

二、紙錢污染減量(配分 25分) 

□使用環保金爐(15 分) 

□紙錢集中清運燃燒 (20 分) 

□無紙錢 (25 分) 

三、線香減量(配分 15分) 

□實施一爐一香(8分) 

□不提供線香(11 分) 

□無焚香(15 分) 

四、燈泡節能措施(配分 15分) 

□以節能燈泡代替傳統光明燈或太歲

燈(10 分) 

□無光明燈或太歲燈等(15 分) 

五、鞭炮減量(配分 17分) 

□使用環保鞭炮(7分) 

□使用電子鞭炮或環保禮炮車(14 分) 

□不使用任何鞭炮(17 分) 

六、其他重要低碳環保作為（配分 8分)

□以電子蠟燭代替傳統蠟燭油燈(8

分) 

□不使用免洗餐具(8分) 

□推廣蔬食(8分) 

□其他：          (依重要性給分，

不得超過 8分) 

備註 本標準總分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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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92091號 

修正「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部分條文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部分條文 

第三條  下列建築物應將其結構設計委託審查： 

一、 高度超過十五層樓或五十公尺以上者。 

二、 除屋頂層外，鋼筋混凝土構造跨距在十五公尺以上，鋼

骨構造、預力混凝土構造跨距在二十公尺以上者。 

三、 地下層含基礎之總深度超過十五公尺或地下層超過三層

者。但開挖邊界線與基地境界線之最小距離大於開挖深

度者，不在此限。 

四、 基本結構系統非屬建築技術規則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

一﹒七表一﹒三定義之承重牆系統、構架系統、抗彎矩

構架系統、二元系統者。 

五、 隔震建築物、被動消能建築物。 

六、 建築基地位於都市計畫圖所劃設之活動斷層、經中央地

質主管機關公告之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液化高潛勢

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或其他經本府公告之地區，

其地下層含基礎之總深度超過七公尺或地下層超過一層

者。 

七、 地震災害後必須維持機能之政府機構、醫院、消防、警

務、電信或電力單位，其各幢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三千平方公尺者。 

八、 學校、集會堂、活動中心、體育館等提供為救災執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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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大眾庇護場所，其各幢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超過三

千平方公尺者。 

九、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

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專章申請之預審案，且留設具有

頂蓋之開放空間者。但該開放空間突出主要構造建築物

以外，且為不計入建築面積或樓地板面積之陽臺、屋簷、

花臺、雨遮、透空遮陽板或外牆裝飾物者，不在此限。 

十、 其他經都發局認為情況特殊並有安全顧慮者。 

第四條  本辦法之委託審查以下列機關學校或團體為限： 

一、 東海大學。 

二、 逢甲大學。 

三、 朝陽科技大學。 

四、 國立中興大學。 

五、 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 

六、 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七、 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 

八、 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九、 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十、 其他經都發局核定之機關學校或團體。 

  前項機關學校或團體應將符合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之審查人員

名單報都發局備查，異動時亦同。 

  前項審查人員須具有大學專任教師、建築師、土木技師、結

構技師或大地技師資格，並以參加第一項機關學校或團體之一為

限。 

第五條  起造人應自行委託前條第一項各款之機關學校或團體進行審

查，並檢送審查所需書圖文件辦理。但建築物結構之設計者，不

得擔任該送審案件之審查人員。 

  變更設計申請案，應由原受委託審查機關學校或團體辦理。

 但結構重新設計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審查機關學校或團體應於起造人函請委託審查文到後三個月

內審查完成，並將審查結果函知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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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94601號 

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辦法」部分條

文，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

幼兒辦法」。 

  附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辦法」部

分條文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 

幼兒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6月 21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10104386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日府授法規字第 1020213098 號令修正發布 

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 

中華民國 105 年 2月 25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50032428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5日府授法規字第 1070294601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臺中市市立幼兒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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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需要協助之幼兒如下：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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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除前條

第四款原住民幼兒外，以設籍臺中市之幼兒為限。 

第六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之幼兒入園順

序及其證明文件如下： 

          一、身心障礙：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

之證明文件。 

          二、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社政單位核發之身心障礙手

冊或證明。 

          三、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 

          四、中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 

          五、原住民：戶口名簿正本。 

          六、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社政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           

第七條    前條幼兒申請入園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由其法定代理人向公立幼兒園或非營利幼兒園辦理登記。 

第八條    前條登記之幼兒，應依第六條規定順序依序招收，餘額不足

次一順序登記人數時，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 

第九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得組成招生委員會，並於招生前

廣為宣導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之資格。 

第十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需要協助幼兒人數達該園核

定招收總人數百分之三十者，得報請教育局增聘專業輔導人力。 

          前項專業輔導人力，指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所定之社會工作人

員、特殊教育法所定之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及學生輔導法所定之專業輔導

人員。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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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高字第1070293065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茲發布「臺中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人力

專班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惠請本府秘書處協助登載公報，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二、檢附旨揭要點總說明、要點說明表及要點全文。   

正本：本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均

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培育特定產業 

基層技術人力專班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培育特定

產業基層技術人力專班(以下簡稱專班)之特定產業認定、申請計畫

內容、申請時間及審查作業等有關事項，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

細則第四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申辦專班之辦理方式及原則如下： 

  (一)專班之規劃依學校發展特色、區域產業特性及技術人才需求等考 

      量，得採與學制課程相關之全(專)班、部分學生修習方式或以產 

      業需求技術人力群聚為考量之跨校、跨學制課程等多元模式辦理。 

  (二)專班課程應邀請相關產業屬性之特定產業公(協)會或廠家、大專 

      院校等機構，針對產業特性及技術人才需求內涵，共同規劃專業 

      及實習實務課程，並不得低於總體課程之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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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習實務課程應辦理產業機構職場實習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並 

      得規劃其他得提升學生群科專業及所屬產業屬性之技術實務能力 

      及促進就業之措施。 

  (四)專班以納入本府核定各校班級總量調整辦理為原則，可採現行其 

      他產學合作模式辦理者，應優先依其相關規定另行申辦。 

三、學校申辦專班，應經該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於

招生學年度前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檢具專班申請計畫報本府核定

後辦理。 

    學校申辦專班之申請計畫內容，應包含開班計畫、職場教育訓練計

畫、招生簡章及預期效益等，其書表由本府另定並公布之。 

    前項職場教育訓練計畫，涉勞動權益部分，依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

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為審查學校申請、變更、續辦、停辦專班相關事項(包含依據臺中市

經濟發展需求進行特定產業認定)，由本府遴聘專家學者、學校校

長、教師、產業機構、訓練機構與相關機關之代表組成審查小組；

必要時，得邀請學校簡報面談說明，審查結果由本府另案公告。 

五、審查小組就申請計畫之完整性、合理性、可行性及與現行產學合作

模式之競合程度予以審查。 

六、學校應於專班學生畢業年度十一月底前，提出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應包含專班學生之滿意度調查、學生就業率及畢業流向調查、合作

廠家滿意度及留廠率等數據，報本府備查。 

七、學校辦理專班，得向本府申請經費補助，補助項目包括教師鐘點費、

出席費、交通費、稿費、誤餐費、印刷費、實作材料費、雜支及所

需之設備費等，每班每年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五十萬元整。 

    學校依本要點獲補助之經費，應專款專用，並於計畫執行結束後兩

個月內辦理核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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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青字第1070289090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敬老愛心卡乘車及各項補助要

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敬老愛心卡乘車及各項補助要

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新修訂要點各一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本局長青福利科（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敬老愛心卡乘車 

及各項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02 月 16 日府授社青字第 1000025524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04 月 06 日府授社青字第 1010054178 號函修正第二、五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09 月 03 日府授社青字第 1030170045 號函修正第一、二、三、四、六、七、十二、十三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府授社青字第 105023014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7月 10日府授社青字第107015985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2 日府授社青字第 1070289090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照顧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補助其搭乘

公車、國道客運、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捷運、計程車、醫療院

所就醫部分負擔、掛號費、國民運動中心及運動公園使用運動設施

(各類球場、游泳池、健身房)費用及其他相關福利事項，特訂定本

要點。 

二、設籍本市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依本要點申請敬老愛心卡： 

(一)年滿六十五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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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滿五十五歲以上原住民。 

(三)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三、申請人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市各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最近二年內二吋彩色照片一張。 

(三)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者檢附）。 

四、敬老愛心卡每月自動儲值，本府得視該年度預算每月給予定額之票

款，限當月有效，不得累計至次月使用。 

五、本府各機關權責分工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搭乘公車、國道客運及本

市捷運、計程車之規劃、監督事項、推動時程及補助須知之訂定、

敬老愛心卡之製作、交易表冊之查核、經費之撥付及業者之監督

事項。 

(二)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敬老愛心卡乘車及各項補

助政策擬定、申請資格規劃、經費之編列及相關協調聯繫事項。 

(三)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至本市醫療院所就醫部分

負擔及掛號費補助之規劃、簽約、推動時程及補助須知之訂定，

及醫療院所經費撥付之監督事項。 

(四)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至本市國民運動中心及運

動公園使用運動設施(各類球場、游泳池及健身房)費用補助之規

劃、簽約、推動時程、補助須知之訂定、經費撥付之監督事項。 

(五)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他相關福利補助之規劃、簽約、推動

時程及補助須知之訂定與經費撥付之監督事項。 

(六)本市各區公所：核（換）發敬老愛心卡相關事項。 

六、本市各區公所核（換）發敬老愛心卡應自製卡系統建檔上傳申請人

資料，並登記領用人之身分證字號或身心障礙手冊字號、領用日期，

並由領用人蓋章或簽名領取。 

七、敬老愛心卡每月額度使用完畢後，持卡人得自費於本府公告之加值

機加值後繼續使用。 

八、敬老愛心卡限本人使用，不得有轉讓或轉借他人使用。違者，本府

得停止使用一年，第二次查獲者，停止使用三年；查獲第三次以上

者，停止使用五年。但已依第十點規定於查獲前辦理掛失者，不在

此限。 

九、敬老愛心卡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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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亡。 

(二)戶籍遷出本市。 

(三)身心障礙資格喪失。 

十、敬老愛心卡遺失時，持有人應向本市各區公所辦理掛失；敬老愛心

卡經掛失者，應重新辦理申請，每個月以一次為限。 

敬老愛心卡掛失起二十四小時內遭冒用所生之損失，由敬老愛心卡

持有人自行負擔。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逐年編列預算辦理。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70287353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行政院107年4月27日院臺規字第107017 

2574號公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7年5月11日環署水字第1070037007

號函辦理。   

二、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及新機關海洋委員會掌理事項，本次修正「臺

中市政府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海洋委員會所屬機關（構）名稱。   

三、檢附修正「臺中市政府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1份。   

四、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另爾後如有應變計畫窗口人員異動時，請向本府環境保護局通報並協

助辦理各項緊急應變事項。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區管理處、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

三海巡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艦隊分署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經濟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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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署第三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經濟部工業局大里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大

甲幼獅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

業局關連工業區服務中心、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后里園

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

分處、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台中園區、科技部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七星園區、臺中市大里仁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臺

中區漁會、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臺灣南投農田水利會、台灣菸酒股份

有限公司烏日啤酒廠、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發電廠、台塑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務

消防隊、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

分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台中供油服務中心、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台中港供油服務中心、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臺中液化天然氣廠、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匯僑股份有限公司、益州海岸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府環境保護局(水

質及土壤保護科) （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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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中華民國一Ｏ七年 11月 

壹、依據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及行政院「重大海洋油

污染緊急應變計畫」，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達一百公噸-

小型外洩，由海岸管理機關、地方政府或港口管理機關（構）負責

應變並依據其訂定「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執行各項污染清

除措施，而除計畫本文外，各附件與附錄將採滾動式修正方式，修

正後不另頒計畫、並同步更新於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網站。 

貳、目標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防止、排除或減輕臺中市（以下簡

稱本市）海域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對人體、生態、環境或財產之影

響，當有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發生之虞或發生時，依本計畫之通報、

應變等系統及本市滾動式修正之海洋油污染風險地圖，及時有效整

合各相關單位之各項資源，取得污染處理設備、專業技術人員，以

共同達成安全、即時、有效且協調之應變作業。 

參、範圍 

一、本計畫所稱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其範圍包括： 

(一)船舶發生海難或其他意外事件，造成船舶載運物質、油料外洩

或有油料外洩之虞，致有危害人體健康、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 

(二)載運油料船舶執行油料輸送期間發生事故，造成油料外洩或有

油料外洩之虞者。 

(三)因陸源污染、海域工程、海洋棄置、船舶施工或其他意外事件

所致油料排洩，嚴重污染海洋環境者。 

二、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以外之海洋污染事件，應比照本計畫實施應

變措施。 

肆、應變類別 

針對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範圍，依據災害事件發生類別啟動應變作

業： 

一、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由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稱航港局)

或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以下稱臺中港務分公

司)依權責負責應變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統籌應變處理及

執行油污染應變、事故船船貨、殘油與外洩油料、船體移除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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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變作為，直至環境復原完成。 

二、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由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

稱環保局)針對事件規模進行研判，並依本計畫內容執行應變。 

伍、通報系統 

一、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一)航政機關、港口管理機關（構）、海岸管理機關及相關單位於

接獲因海難事件導致之海洋污染事件發生者，應立即將相關資

料通報航港局、臺中港務分公司、環保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以下稱第三岸巡隊)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艦隊分署第三(臺中)海巡隊(以下稱第三(臺中)海巡隊)。 

(二)於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應變中心

開設前，相關應變機關（構）單位雖尚未進駐，仍應依權責掌

握污染狀況及執行應變，並以電話、簡訊、傳真、通報系統或

其他方式通報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環保局。 

(三)於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後，應變中

心成員應隨時掌握污染情形，持續檢討清除作業方式、進程及

成效，並依通報流程，依式填報處理情形回報表並傳真至應變

中心。 

二、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一)航政機關、港口管理機關（構）、海岸管理機關及相關單位於

接獲非因海難事件導致之海洋污染事件發生者，應立即將相關

資料通報環保局、第三岸巡隊及第三(臺中)海巡隊。 

(二)於環保局開設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油污染緊急

應變中心），應變中心開設前，相關應變機關（構）單位雖尚

未進駐，仍應依權責掌握污染狀況及執行應變，並以電話、簡

訊、傳真、通報系統或其他方式通報環保局。 

(三)於環保局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後，應變中心成員應隨時掌

握污染情形，持續檢討清除作業方式、進程及成效並依通報流

程，依式填報處理情形回報表並傳真至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 

三、通報表如附件一、通報流程如附件二、處理情形回報表如附件三。 

陸、分工（組織）及應變層級 

一、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一)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接獲通報後，決定所需之應變層級，

並依下列方式執行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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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達一百公噸─小型外洩，由

海岸管理機關、本府或港口管理機關（構）負責應變，及依

據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內容，執行各項污染清

除措施。 

２、第二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達一百公噸至七百公噸─中等

程度或顯著之外洩，由交通部（商港區域）、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港區域）、海洋保育署（以下稱海保署）（其他海

岸區域）、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上）負責應變並依據其訂

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內容執行各項污染清除措施。 

３、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逾七百公噸─重大外洩，由交

通部開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執行應變。 

４、下列情況，應考慮採行重大海洋油污染（即第三級）應變： 

(１)油品事業機構之油品外洩，其污染程度與預估動員之應變

能量已超過其因應能力時。 

(２)應地方政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請求，外洩程度超過其

因應能力，雖已取得其他支援，仍無法有效執行應變時。 

(二)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經研判為因

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油污染應變層級，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

應即設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小組」，並視需求開設「海難

災害應變中心」，由航港局局長或臺中港務分公司總經理擔任

召集人，通知應變中心各成員機關即刻進駐，並依事件發生地

點，由下列權責機關成立現場應變前進指揮所，以及時有效獲

得各項人力、設備資源： 

１、海岸：第三岸巡隊、環保局。 

２、海上：第三(臺中)海巡隊。 

３、商港區域：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航港局或指定機關。 

４、漁港區域：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以下稱海岸資源漁業

發展所)。 

(三)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成員，包括環

保局、第三(臺中)海巡隊、第三岸巡隊、臺中港務分公司、航

港局、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務消防隊、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

警察總隊、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

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稱

農業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及其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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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等。各成員機關應視需求於內部成立應變小組，主

動執行有關之應變處理事項。 

(四)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主要油污染應

變工作項目如下： 

１、依據不同事件污染規模決定應變層級後，應由各層級主政機

關依據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指派應變中

心指揮官。指揮官可視應變需求指派現場前進指揮所指揮

官，主政督導執行前進指揮所開設與人員進駐、協調各項污

染清除作業與其他應變相關工作。 

２、監督污染行為人擬定油污染清除策略：依據污染區域海岸敏

感區位分布、海洋水文、船舶交通實況及相關調查評估結果

等，監督污染行為人擬定油污染清除策略據以執行，內容應

至少包括污染清除範圍、動員能量、清除程度、監測作業、

清除期限及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要求事項等。 

３、應變資材調集前運：依據污染區域實際污染狀況與應變需求，

統籌調度各項應變資材、設備與器材等，以利執行污染清除

與應變作為。 

４、水質採樣及蒐證  

(１)執行污染區域水質、廢油水採樣檢測與比對分析作業、進

行受污染區域蒐證工作並整理、保全相關資料，提供求償

參考。 

(２)污染狀況解除後，持續進行水質採樣作業，據以追蹤掌握

環境復原情形。 

５、復原作業 

(１)環境復原會勘與驗收：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

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初期即應確認污染區域環境復原作業

方式與驗收標準，並視污染清除與復原程度，召集應變中

心相關成員進行會勘與驗收工作。 

(２)經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各成員

確認環境復原結果並完成驗收後，後續有關水質監測、持

續追蹤辦理等工作，由各權責機關接續執行。 

(五)撤除時機 

１、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或油污染清

除執行機構委由第三方公證單位，確認污染區域環境復原狀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5 期 

 21

況已達成污染清除要求，且經應變中心各成員確認之。 

２、各權責機關應針對主管業務持續執行後續環境影響監督或評

估作業。 

３、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完成任務並

撤除後，應視實際需求將現場移交給相關權責機關，持續執

行事件善後與後續相關工作，並依本計畫分工表辦理求償。 

(六)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派發

言人，統一對外公布相關訊息。 

(七)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得視需要聘請

專家、學者擔任諮詢顧問。 

二、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一)環保局接獲通報後，決定所需之應變層級，並依下列方式執行

應變： 

１、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達一百公噸─小型外洩，由

海岸管理機關、本府或港口管理機關（構）負責應變並依據

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內容執行各項污染清除措

施，並視油污染狀況決定是否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 

２、第二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達一百公噸至七百公噸─中等

程度或顯著之外洩，由交通部（商港區域）、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港區域）、海保署（其他海岸區域）、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海上）負責應變並依據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

變計畫內容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據以執行各項污染清

除措施。 

３、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逾七百公噸─重大外洩，由「重

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執行

應變。 

４、下列情況，應考慮採行重大海洋油污染（即第三級）應變： 

(１)油品事業機構之油品外洩，其污染程度與預估動員之應變

能量已超過其因應能力時。 

(２)應地方政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請求，外洩程度超過其

因應能力，雖已取得其他支援，仍無法有效執行應變時。 

(二)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經研判為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油

污染應變層級，環保局應即依本計畫設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

變小組」，並視需求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由市長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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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召集人，通知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各成員機關即刻進駐，並

依事件發生地點，由下列權責機關成 立現場應變前進指揮所，

以及時有效獲得各項人力、設備資源： 

１、海岸：第三岸巡隊、環保局。 

２、海上：第三(臺中)海巡隊。 

３、商港區域：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航港局或指定機關。 

４、漁港區域：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三)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成員，包括環保局、第三(臺中)海巡隊、

第三岸巡隊、臺中港務分公司、航港局、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

務消防隊、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海岸資源漁業發

展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農業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及其他

相關機關（構）等。各成員機關應視需求於內部成立應變小組，

主動執行有關之應變處理事項。 

(四)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主要工作項目 

１、依據不同事件污染規模決定應變層級後，應由各層級主政機

關依據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指派油污染

緊急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揮官可視應變需求指派現場前進指

揮所指揮官，主政督導執行前進指揮所開設與人員進駐、協

調各項污染清除作業與其他 應變相關工作。 

２、監督污染行為人擬定油污染清除策略：依據污染區域海岸敏

感區位分布、海洋水文、船舶交通實況及相關調查評估結果

等，監督污染行為人擬定油污染清除策略據以執行，內容應

至少包括污染清除範圍、動員能量、清除程度、監測作業、

清除期限及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要求事項等。 

３、應變資材調集前運：依據污染區域實際污染狀況與應變需求，

統籌調度各項應變資材、設備與器材等，以利執行污染清除

與應變作為。 

４、水質採樣及蒐證 

(１)執行污染區域水質、廢油水採樣檢測與比對分析作業，及

進行受污染區域蒐證工作，並整理、保全相關資料，提供

求償參考。 

(２)污染狀況解除後，持續進行水質採樣作業，據以追蹤掌握

環境復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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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復原作業 

(１)環境復原會勘與驗收：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於開設初期即

應確認污染區域環境復原作業方式與驗收標準，並視污染

清除與復原程度，召集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相關成員進行

會勘與驗收工作。 

(２)經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各成員確認環境復原結果並完成驗

收後，後續有關水質監測、持續追蹤辦理等工作由各權責

機關接續執行。 

(五)撤除時機 

１、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或油污染清除執行機構委由第三方公證

單位，確認污染區域環境復原狀況已達成污染清除要求，且

經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各成員確認之。 

２、各權責機關應針對主管業務持續執行後續環境影響監督或評

估作業。 

３、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完成任務並撤除後，應視實際需求將現

場移交給相關權責機關，持續執行事件善後與後續相關工

作，並依本計畫分工表辦理求償。 

(六)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派發言人，統一對外公布相關訊

息。 

(七)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諮詢顧問。 

三、依不同災害事件發生類別，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

害應變中心或環保局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時，有關油污染應

變職責分工如附件四、其組織架構圖如附件五、聯繫名冊如附件

六（基於相關人員調動因素，所以表內名冊將採滾動式修正方式，

修正後不另修頒本計畫），並應隨時更新（傳真至環保局水質及

土壤保護科○四-二二二九一七五五）。 

柒、監測系統 

一、海上油污染動態監測及油污範圍界定評估部分，由第三(臺中)海

巡隊負責監測，必要時應洽請民間組織（如中油公司）協助。 

二、海岸油污染動態監測及油污範圍界定評估部分，由第三岸巡隊、

港口管理機關（構）、海岸管理機關負責監測。 

三、水域水質及污染物監測： 

(一)沿海海域水質監測部分，由環保局就沿海海域水質及污染物

質，進行採樣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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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海域水質監測部分，由第三(臺中)海巡隊（必要時會同其

他機構）就其他海域水質及污染物質，進行採樣檢驗。 

四、衛星遙測監測及油污染範圍評估，依實際污染狀況由環保局洽海

保署、科技部協調相關單位監測。 

捌、處理措施 

一、即時應變 

當發生海洋污染情形，在航港局或臺中港務分公司開設海難災害

應變中心或環保局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前，各應變機關應依

其污染地點，分別由商港管理機關(負責商港區域)、漁港管理機

關(負責漁港區域)、第三岸巡隊及本府(負責其他海岸區域)、第

三(臺中)海巡隊(負責海上區域)就近爭取時效，先採取抽除殘

油、佈置防止油污擴散器材（攔油索、汲油器、吸油棉等器材）、

堵漏等緊急應變措施，並備妥可動用之相關人力、機具，運至污

染現場，執行污染清除或防止污 染範圍擴大等工作。 

二、海岸應變 

(一)海岸油污染現場應變前進指揮所，由污染地點權責機關於油污

染現場附近成立現場應變前進指揮所，由下列人員進駐： 

１、污染地點權責機關指派一名指揮官。 

２、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３、海岸管理機關代表。 

４、第三岸巡隊代表。 

５、第三(臺中)海巡隊代表。 

６、農業局代表。 

７、緊急應變中心聘請之諮詢顧問。 

(二)海岸油污染作業內容請參考附件八-海岸油污染應變策略 

１、確定油污染程度及範圍，並保全相關資料。 

２、擬訂清除策略，參考本市海洋油污染應變風險地圖內容（如

附件七)。 

３、評估是否須使用油分散劑及其運用時機與場域。 

４、動員所需人力，集結所需設備、器材。 

５、設置媒體對話窗口統一對外發言及發布新聞稿。 

６、建立與當地民眾溝通機制。 

７、執行海岸清除作業。 

８、油污清除廢棄物妥為處置（最終處理與流向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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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監督或執行環境監測及復育工作。 

１０、辦理求償相關作業。 

三、海上應變 

(一)海上油污染現場應變前進指揮所 由第三海巡隊成立事故現場

前進指揮所，由下列人員進駐： 

１、第三(臺中)海巡隊指派一名任現場指揮官。 

２、第三岸巡隊代表。 

３、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４、港口管理機關（構）代表。 

５、環保局代表。 

６、其他指定機構之代表。 

(二)海上油污染作業內容 

請參考附件八(海洋油污染應變策略)、附件九（海上油污染應

變要領）、附件十(海面油污體積之估算)及海岸油污染作業內

容相關事項。 

四、商港應變 

由商港管理機關（構）督導商港管理機關(構)負責應變，依商港

法相關規定辦理。 

五、漁港應變 

由漁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導漁港管理機關，統籌漁港區域內之

油污控制及清除處理相關事宜；其作業要領參照海上及海岸油污

染作業內容辦理。 

玖、設施 

器械設備之應用： 

一、海洋油污染各應變機關（構）、油品事業機構、海岸管理機構，

應將應變作業所需之設備、器材妥為備置並應定期維護、保養、

檢查。 

二、各成員機關及目的事業機關應依本計畫之任務分工備妥相關設

備、器材及工具。 

三、各機關、單位、機構應定期將其保管之器具、設備、工具之詳細

清單及貯置情形，通報環保局，各單位詳細器材清單及貯置情形

請參考附件十一（基於相關品項與數量經常變動因素，所以表內

數據將採滾動修正方式，修正後不另修頒本計畫）。 

四、各成員機關及民間機構所購置之清除油污設備得相互支援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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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借紀錄應妥為保存。 

五、環保局應視實際需要邀集相關機關，檢討本市海洋污染緊急應變

所需之設備器材、品名、規格、數量並由各權責機關、單位逐年

編列預算購置。 

拾、訓練演習 

環保局應會同成員機關，自行或委託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辦理海

洋油污染應變之訓練，其課程內容包括油污染事故之發現、監控、

遏阻、回收、蒐證採樣、海岸線復原、影響評估、廢棄物處理及各

種設備之使用等項目；並定期辦理應變作業之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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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702873531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水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行政院107年4月27日院臺規字第107017 

2574號公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7年5月11日環署水字第1070037007

號函辦理。   

二、依據106年「臺中市河川及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權責單位權責分工會

議」會議紀錄於「臺中市政府水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增加臺灣南投農田

水利會為本市緊急應變中心成員。   

三、檢附修正「臺中市政府水污染緊急應變計畫」1份。   

四、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另爾後如有應變計畫窗口人員異動時，請向本府環境保護局通報並協助

辦理各項緊急應變事項。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三海巡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第

三岸巡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臺中市海

岸資源漁業發展所、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

源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經濟部工業局大里工業

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大甲幼獅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台

中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關連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加工出

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臺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后里園

區、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台中園區、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七星園區、臺中市大里仁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臺中

區漁會、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臺灣南投農田水利會、台灣菸酒股份有

限公司烏日啤酒廠、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發電廠、台塑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務消

防隊、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

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台灣中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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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台中供油服務中心、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台中港供油服務中心、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臺中液化天然氣廠、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匯僑股份有限公司、益州海岸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府環境保護局(水

質及土壤保護科) （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水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中華民國一Ｏ七年十一月 

 

壹、依據 

本計畫係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九十七年六月十八

日環署水字第Ｏ九七ＯＯ四五二三三號函公告之「水污染事件緊急

應變及聯防體系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貳、目的 

為使重大水污染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立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將

污染事故災害現場狀況迅速通報，並協調相關機關及污染者，採取

各種必要之緊急應變措施，防止水污染災害擴大，以減少污染河川、

湖泊、水庫、港灣海域及地下水等環境水體或飲用水源，並降低農

作物及漁產損失。 

參、適用範圍 

因風災、水災、震災及火災等天然災害影響，導致地上儲油槽滲漏、

廢（污）水處理設施毀損、管線破裂，或人為操作疏失、惡意偷排、

偷倒廢(污)水、廢棄物、油品等行為，造成重大河川、湖泊、水庫、

港灣海域及地下水或飲用水源等之水污染事件。 

肆、應變層級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接獲通報後，判定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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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污染事件，報經市長核可後，由環保局成立「臺中市政府緊急

應變中心」，市政府緊急應變中心所處理為第一級，第二級、第三

級事件則通報環保署水污染應變處理小組。 

第一級：本府主政協調相關機關應變處理。 

一、飲用水水源取水口上游或飲用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遭受污

染，受影響供水量未達每日五萬噸。 

二、轄內主要灌溉渠道污染長度未達十公里。 

三、河川污染水體長度未達五公里。 

四、漏油未達五十公噸污染承受水體。 

五、養殖區污染面積未達二公頃。 

六、預估處理時間未達七日。 

第二級：由環保署會同協調本府及本市各相關機關應變處理。 

一、飲用水水源取水口上游或飲用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遭受污

染，受影響供水量每日五萬噸以上。 

二、轄內主要灌溉渠道污染長度十公里以上，未達五十公里。 

三、河川污染長度五公里以上，未達十五公里。 

四、漏油五十公噸以上，未達七百公噸，污染承受水體。 

五、養殖區污染面積二公頃以上，未達十公頃。 

六、預估處理時間為七日以上，未達十四日。 

第三級：由中央跨部會協調處理(陳報行政院災害防救中心，成立跨

部會應變小組)。水污染事件發生，其污染程度在上述第一

級及第二級範圍以上，或污染程度超過其因應能力，雖已

取得其他支援，仍無法應變時，依災害防救體系，由環保

署報請災害防救委員會及陳報行政院，協調各中央災害業

務主管機關採取必要之應變處理措施。 

一、飲用水水源取水口上游或飲用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遭受污

染，超過區域聯防體系應變能力。 

二、轄內主要灌溉渠道污染長度五十公里以上。 

三、河川污染長度十五公里以上，污染範圍跨轄區者。 

四、漏油七百公噸以上，污染承受水體。 

五、養殖區污染面積十公頃以上，或污染程度超過區域聯防體系因

應能力。 

六、預估處理時間須十四日以上。 

伍、分工（組織）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5 期 

 30

緊急應變中心由市長擔任召集人、副市長擔任副召集人、本府環保

局局長擔任執行秘書，其成員包括： 

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

司、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務消防

隊、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經濟

部工業局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大里工業區服務中

心、經濟部工業局大甲幼獅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台中港

關連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

理處、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王田供油中心、台塑石

化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臺灣南投農田水利會、臺

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

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政府

衛生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本市

各區公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水污染緊急應

變組織架構圖如附件一），各成員機關應同時於內部成立應變小組

主動執行有關之應變處理事項（水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各成員機關分

組架構圖如附件二、緊急應變中心各成員機關之職責分工表如附件

三）。 

陸、通報系統（水污染事件緊急應變作業流程圖如附件四）： 

環保局接獲民眾或有關單位報案後，應先確定事件地點或明顯之地

標，立即派員赴現場查核並依污染情節研判是否屬重大水污染事件

及應變層級；經研判，凡屬於重大水污染事件應變層級第一級（或

以上），由環保局陳報本府經市長核可後，應即依本計畫成立緊急

應變中心，由市長擔任召集人，通知緊急應變中心各成員機關，即

刻進駐應變中心，且立即進行通報（水污染事件緊急通報表如附件

五）。於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後，中心成員應隨時掌握污染情形，並

填報最新處理情形，傳真回報環保署陳報處理情形（水污染事件處

理情形回報表如附件六）。緊急應變中心俟事件發生狀況設置於適

當地點（環保局、區公所、各工業區服務中心等），以即時有效獲

得各項人力、設備資源。 

柒、應變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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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應變：當重大水污染發生時，應依其污染地點，由水體主管機

關（工業區由工業區管理單位負責）就近爭取時效督促污染源採取

緊急應變措施，並備妥可動用之相關人力、機具。 

第一級應變處理：由本府主政應變處理 

一、由本府依事件之污染嚴重程度進行調查研判，若水污染事件經

研判屬緊急重大事件，則應即聯繫通報相關機關，成立水污染

事件應變處理中心，並協調轄內各相關單位尋求必要資源共同

投入應變。 

二、依不同之污染水體特性 (包括污染飲用水、灌溉用水、河川湖

泊水庫、港灣海域、地下水或養殖區等)，立即採行必要之應變

處理措施，並聯繫相關單位進行水域活動之管制，以避免造成

人體健康危害或農漁業損害，並追蹤確認污染源，以防止污染

擴散。 

(一)污染飲用水水源： 

１、請自來水公司立刻評估可能影響供水程度，採取阻斷污染

源、關閉進水口或停止供水等措施，並通知當地區公所（請

公所轉知區長並通知用戶）、警察單位、衛生單位。 

２、必要時，請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第三河川局或水

利局封鎖污染源水體或河段，協調緊急清除處理，並通報

環保局調度支援並請警察局現場警戒、交通管制及秩序維

護。 

３、環保局（環境稽查大隊先至現場、水質及土壤保護科通報

相關單位並備妥相關除污器材至污染現場、清潔隊配合後

續支援）現場採證（拍照、採樣、檢驗），追查污染來源；

確定污染來源後，馬上責令阻斷污染持續擴散，並依污染

源種類，邀集水利局、農業局等相關權責單位會勘查處。 

４、環保局（環境稽查大隊、水質及土壤保護科）於污染水源

現場及中下游採取水樣抽驗，以確定水質狀況及比對污染

源種類，並每日執行一次受污染水源原水、淨水場及供水

區內水質檢測，並填報傳真最新狀況(惟當處理狀況穩定

後，回報時程可予延長)；同時追蹤自來水事業單位各淨水

場之水質處理及監測工作辦理情形。 

５、停止供水時，洽請自來水公司設置臨時取水站提供臨時性

飲用水供停水區域使用，必要時請相關單位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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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若污染事件影響危害民眾健康時，請衛生局提供緊急醫療

與救護。 

(二)污染灌溉用水： 

１、請農田水利會確認供水渠道分佈，調整供水，關閉取水閘

門，並禁止農民取水灌溉。 

２、必要時，請第三河川局或水利局封鎖污染源河段，協調緊

急清除處理，並通報環保局協助調度支援並請警察局現場

警戒、交通管制及秩序維護。 

３、環保局（環境稽查大隊先至現場、水質及土壤保護科通報

相關單位並備妥相關除污器材至污染現場、清潔隊配合後

續支援）現場採證（拍照、採樣、檢驗），追查污染來源；

確定污染來源後，馬上責令阻斷污染持續擴散，並依污染

源種類，邀集水利局、農業局等相關權責單位會勘查處。 

４、環保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環境檢驗科）及農田水利會

於污染現場及中下游水採取水樣抽驗，以確定水質狀況及

比對污染源種類，並阻斷污染源之持續擴散，如為油污染

應即商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

處、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相關機關(構)或委請民間清除機構協助佈置防油污擴

散器、攔油索、油水分離器及抽油車等設備，進行緊急清

除處理，以防止油污擴大。 

５、請農業局辦理受污染農作物追蹤管制、災情查報及善後處

理，並通知環保局協助調度支援。 

(三)污染河川湖泊： 

１、請第三河川局或水利局提供區域地圖供參，環保局（環境

稽查大隊先至現場、水質及土壤保護科通報相關單位並備

妥相關除污器材至污染現場、清潔隊配合後續支援）現場

稽查死魚分布情形，追溯死魚上游河段並拍照或攝影、追

查污染來源；確定污染來源後，馬上責令阻斷污染持續擴

散，並依污染源種類，邀集水利局、農業局等相關權責單

位會勘查處。 

２、環保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環境稽查大隊、環境檢驗科）

於污染現場及中下游水質採樣抽驗，以確定水質狀況及比

對污染源種類，並阻斷污染源之持續擴散，如為油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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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立即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或油品相關單位協助清除處理，以防止油污擴大。 

３、農業局及動物保護防疫處前往現場查驗魚體死亡情形並採

樣生物檢體，分析確認感染病源及死因。 

４、必要時，請第三河川局或水利局封鎖污染源河段，協調緊

急清除處理，並通知環保局協助支援並請警察局現場警

戒、交通管制及秩序維護。 

５、請清潔隊或相關權責機關，儘速清除死魚，恢復河川、水

庫原貌。 

６、水質污染嚴重時，請當地區公所通報流域居民避免接觸該

水體，及其他用水人暫停用水避免損害。 

(四)污染港灣海域：依臺中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辦理。 

(五)污染地下水： 

１、環保局（環境稽查大隊先至現場、水質及土壤保護科通報

相關單位並備妥相關除污器材至污染現場、清潔隊配合後

續支援）現場採證（拍照、採樣、檢驗），追查污染來源；

確定污染來源後，馬上責令阻斷污染持續擴散，並依污染

源種類，邀集水利局、農業局等相關權責單位會勘查處。 

２、環保局（環境稽查大隊先至現場、水質及土壤保護科通報

相關單位並備妥相關除污器材至污染現場、清潔隊配合後

續支援）對污染地區之地下水或相關水域進行污染物濃度

檢測，進行緊急阻絕，並圍堵污染物之擴散，若發現污染

物之濃度超過警戒值，或含危害人體健康或週邊生態環境

者，應對污染區域民眾及生態立即採取適當之防護措施或

通知當地公所進行疏散，對於受污染之地下水，應立即設

立告示牌，通知民眾不宜繼續飲用。 

３、若污染區域含一般民井或簡易自來水井或公共飲用水水源

者，應立即依法予以限制使用或封閉，並立即清查地下水

污染地區以該污染地下水源做為工業用、灌溉用或民生用

水之單位及機構，儘速聯繫相關單位或機構告知暫停使用。 

４、需要時，請自來水公司優先供應自來水。 

５、如係油品污染，可立即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石

化股份有限公司或油品相關單位協助清除處理。 

６、如造成危害民眾健康時，請衛生局提供醫療與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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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污染養殖區： 

１、環保局會同農業局立即封鎖事故現場，並進行調查污染性

質、受害範圍及現場緊急處理。 

２、環保局（環境稽查大隊先至現場、水質及土壤保護科通報

相關單位並備妥相關除污器材至污染現場、清潔隊配合後

續支援）現場採證（拍照、採樣、檢驗），追查污染來源；

確定污染來源後，馬上責令阻斷污染持續擴散，並依污染

源種類，邀集水利局、農業局等相關權責單位會勘查處。 

３、環保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環境稽查大隊、環境檢驗科）

於污染現場水質採樣抽驗，以確定水質狀況及執行污染區

域附近污染源及當地環境背景分析調查，並阻斷污染源之

持續擴散，如為油污染可立即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或油品相關單位協助清除處理，以

防止油污擴大。 

４、請農業局辦理漁業災情查報及善後處理清除受污染區域及

受污染水產生物，並通知環保局協助調度支援。  

５、前項（第 4 項）有關資訊請農業局提供衛生局追蹤管制市

售受污染水產生物抽驗之用。 

前述各項污染物之清除，必要時立即協調國軍支援。清除之污

染物其後續之處理，必要時由環保局（廢棄物管理科）辦理。 

三、環境檢驗科協助進行環境監測（污染調查及現場採樣分析），

環境稽查大隊蒐集污染證據並保全相關資料，以備必要時進行

後續求償復育作業。 

四、協調相關機關要求污染者提出處理改善計畫，並督促徹底執行。 

五、持續進行環境水質監測，以確保環境生態之復原。 

第二級應變處理：由環保署主政應變處理 

當水污染事件之影響危害程度擴大或污染程度超過本市因應能

力，雖已取得轄區內其他應變支援，仍無法應變時，則立即通報環

保署，以進入第二級應變處理。 

第三級應變處理：由中央跨部會協調處理 

當水污染事件已發生嚴重影響環境生態及危害人體健康等之

情，並已擴大污染範圍達第三級之應變層級時，環保署應即通報行

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及陳報行政院院長；並立即聯繫協調中央各災

害相關主管機關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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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水污染事件，由工業區服務中心應變，當水污染事件之

影響危害程度擴大或污染程度超過其因應能力，雖已取得其他支

援，仍無法應變時，依災害防救體系，報請本府協調相關機關應變。 

捌、裝備 

處理重大水污染事件時，現場處置人員應攜帶各項採樣設備及基本

的個人防護裝備：塑膠手套、塑膠安全鞋、口罩及防護衣（視需要

穿著）。 

玖、採樣蒐證作業 

進行河川水質、相關廢污水排放水質採樣檢驗、監測及比對分析，

受污染範圍拍照存證，蒐集污染證據並保全相關資料，以憑事後進

行求償。 

相關檢體採樣之分析檢驗可洽下列之檢驗單位： 

一、河川水質及事業排放水樣品：可由環保局、環保署環檢所或委

託其他相關檢測機構、學術機構等檢驗。 

二、土壤樣品：可由環保局、環保署環檢所或委託其他相關檢測機

構、學術機構等檢驗。 

三、地下水樣品：可由環保局、環保署環檢所或委託其他相關檢測

機構、學術機構等檢驗。 

四、油品類樣品：可由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

營業處、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王

田供油中心、環保署環檢所或委託其他相關檢測機構、學術機

構等檢驗。 

五、農作物、魚蝦、動物：可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或委託其他相關檢測機構、學術

機構等檢驗。 

拾、污染源追查及處分 

一、如已查獲污染源時，就其違反事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分。 

二、如未能確定污染源，需擬定污染查核作業，依相關地緣關係之

事業沿線追查，鎖定可疑之污染源，進行廢水、貯槽油品、溶

劑等採樣檢測，與受污染水體之樣品比對。 

三、在污染情形未明確之狀況，於適當地點設置潛在污染源監測井，

監測追蹤。 

四、對於污染位置範圍於下水道系統之涵管或排水箱涵(或雨水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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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時，或渠道管道加蓋時，可聘請相關專業人員(如潛水伕等)

進入勘查污染來源。 

拾壹、善後復育及求償 

一、污染源查處： 

(一)如已查獲污染源時，就其違反事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分。 

(二)如未能確定污染源，需擬定污染查核作業，依相關地緣關係

之事業沿線追查，鎖定可疑之污染源，進行廢水、貯槽油油

品、溶劑等採樣檢測，與受污染水體之樣品比對。 

(三)對於污染位置範圍於涵管或排水箱涵(雨水下水道)時，或渠

道管道加蓋時，必要時，可派遣特定專業人員如潛水伕進入

勘查污染來源。 

(四)適時填寫處理回報表，惟當處理狀況穩定後，回報時程可予

延長。 

二、復育求償： 

(一)要求事業限期內提出後續清除處理計畫書，可請學術單位、

民間組織協助提供諮詢建議。 

(二)就影響農漁業等之損失，由農業局與農會、漁會及水利會等，

收集確實損失之証明文件証據，與污染者協調賠償，必要時，

依公害糾紛處理法之規定辦理。 

(三)有關後續復育與求償比照災害防救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適時填寫處理回報表，惟當處理狀況穩定後，回報時程可予

延長。 

拾貳、建立應變小組及人員之上班及非上班緊急聯繫電話等資料，並隨

時異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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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7029532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再利用推動小組設置及作

業要點」第三點、第四點如附件，並自108年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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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科、給與科、秘書室）（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再利用推動小組 

設置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6月 27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137352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9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70295321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本市工程使用臺中市垃圾焚化

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以下簡稱資源化產品），依臺中市垃圾焚

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設

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再利用推動小組（以下簡稱

推動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 推動小組任務如下： 

(一)依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規定推動資源化產品使用

於道路級配粒料底層及基層、基地填築及路堤填築、控制性低強

度回填材料。 

(二)議決本市各公共工程每年使用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產出之資源化產

品總量，並追蹤各公共工程實際使用情形。 

三、 推動小組置委員八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秘書長兼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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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副召集人，由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局長

兼任；其餘委員六人，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及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等局局長兼任。 

委員因人事異動出缺時，應由接任該職位之人員遞補。 

四、推動小組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以召集人

為會議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副

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派或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不克出席時，得指派人員代表出席。 

    推動小組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有關機關派員列席。 

五、 推動小組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六、 推動小組置執行祕書一人，由環保局指派人員兼任之，承召集人之

命，辦理推動小組有關事務；推動小組幕僚作業受執行祕書之指揮

監督，由環保局相關業務人員兼辦。 

七、 推動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八、 本府所屬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使用資源化產品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本府所屬各機關之公共工程應於每年十月底前提報次年度工程資

源化產品預計使用量及使用期程。 

(二)推動小組議決各機關提報之次年度每季預計資源化產品使用量；

並審核上季資源化產品實際使用量。 

(三)本府所屬各機關之公共工程於工程契約內容明定資源化產品使用

量及環保局未能提供足量資源化產品時之換貨補貼機制。 

(四)本府所屬各機關之公共工程無法如期使用資源化產品時，環保局

應執行媒合作業。 

(五)本府所屬各機關之公共工程需使用資源化產品時，原則應於工程

一個月前通知環保局供料。 

(六)本府所屬各機關之公共工程需配合推動小組執行資源化產品使用

查核。 

(七)其他未規定者由推動小組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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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70288711號 

訂定「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職 等員 額備 考 

局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地方

制度法所定。 

副 局 長 簡 任第十一職等 一  

主 任 秘 書 簡 任第十職等 一  

專 門 委 員 簡 任第十職等 一  

科 長 薦 任第九職等 四  

主 任 薦 任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 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 長 薦 任第八職等 四  

高級分析師 薦 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分 析 師 薦 任第七職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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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師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八  

管 理 師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五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助 理 員 委 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助理設計師 委 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助理管理師 委 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書 記 委 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主 任 薦 任第九職等 一  人

事

室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主 任 薦 任第九職等 一  會

計

室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第九職等 一  

合 計 五十四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

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專員、科員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

辦理法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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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70289603號 

修正「臺中市潭子區公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潭子區公所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區長 
薦任至

簡任 

第九職等至

第十職等 
一 

 

主任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五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視導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六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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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幹事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十二 

內六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七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二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一  

人

事

室 課員 
委 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一  

會

計

室 課員 
委 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一  

合 計 六十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九」之規定；

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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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客文字第1070007053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獎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作業要點」

第三點及第四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獎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作業要點」

第三點及第四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全規定各一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並請本府秘書處協助

登載本府公報週知。   

正本：本會規劃推展組、本會文教發展組、本會綜合業務組、會計員、人事管

理員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獎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3日中市客文字第1060006369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7 日中市客文字第 1070007053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加強客語之推廣，鼓

勵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民眾踴躍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特訂定

本要點。 

二、申請人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向本會申請獎勵金： 

(一)設籍於本市之民眾。 

(二)報考當年度客語能力各級別認證，並經考試合格領有合格證書者。 

三、申請人應自每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寄發合格證書起三十日

內，檢附下列文件申請核發獎勵金，以親送或掛號方式寄達本會(以

郵戳為憑)： 

(一)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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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據與申請人之金融帳戶資料。 

(三)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四)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申請人逾越申請期限者，本會不予受理。 

申請人所提供資料如有錯誤或缺漏，經本會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

補正者，視為撤回申請。 

四、本市各級公私立學校得依第三點所規定之申請期限，檢附下列文

件，以團體申請方式向本會申請核發獎勵金： 

(一)各申請人請領清冊彙整表。 

(二)學校收據及匯款資料。 

(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前項團體申請，本會將統一核發獎勵金予學校，並由學校轉發各申

請人，前點第二項至第三項規定於本點準用之。 

五、本要點獎勵金核發基準如下： 

(一)經初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核發新臺幣五百元。 

(二)經中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核發新臺幣一千元。 

(三)經中高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核發新臺幣二千元。 

六、申請人就同一級別、同一腔調之認證，曾經受有同一機關獎勵者，

不得重複申請本要點獎勵。 

申請人就同一腔調如已申請核發較高級別客語認證之獎勵金，其不

得再以較低級別客語認證，申請本要點獎勵。 

七、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撤銷獎勵金之核准，並命申請人

返還已核發之獎勵金： 

(一)申請人提供之資料有隱匿、虛偽或不實等情事。 

(二)申請人違反第六點規定重複申請者。 

(三)其他違背法令情形。 

申請人逾期未返還獎勵金者，本會得依相關法令強制執行之。 

八、本要點得視各該年度預算編列情形，由本會酌予調整獎勵額度或不

予發給。 

九、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會另訂之。 

十、本要點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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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7011391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許達夫醫師違反醫師法第25條規定案，不服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

決議所為處分提起覆審案，業經衛生福利部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依法決

定，檢送決議書1份，請惠予協助將覆審決議書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21日衛部醫字第1071667356號函辦理。 

二、依據醫師懲戒辦法第22條規定：「主管機關執行醫師懲戒委員會、醫

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懲戒決議，應將執行命令及決議書刊登公報，副本

並分送其所屬醫師公會。」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本局醫事管理科 

 

 

 

 

衛生福利部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稿）編號：0104 號 

衛部醫字第 1071667356 號 

被懲戒人許達夫     男 38 年 0 月 0 日出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A10217**** 

執業機構名稱：OOOOO 診所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 OO 路 OO 號 

執業執照字號：中市衛醫執字第 A10217****號 

上列被懲戒人不服臺中市政府醫師懲戒委員會 106 年 12 月 29 日府

授衛醫字第 10602900372 號決議書，以違反醫師法第 25 條第 5 款規定，

依同法第 25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款規定，處以「停業二個月及接

受額外二十小時(醫學倫理十小時及醫事法規十小時)繼續教育」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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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覆審，本會決議如下： 

主文 

覆審駁回。 

事實 
一、卷查被懲戒人許達夫醫師係臺中市 OOOOO 診所負責醫師，並於診

所隔壁開設「OOO 健康事業有限公司」販賣電解水機，登記為公司

負責人及擔任董事。其以自身罹癌經驗及專業醫師的身分，於自身

著作之「癌症的整合療法」一書、「OOOOO 診所」及診所官網，薦

證未經科學實證之相關產品(如天仙液、蜂膠、電解水機)具醫療效

能，並於診療｢重病癌症｣病人之際，利用病人或家屬｢病急亂投醫｣

焦急、無奈心態及｢信賴醫師專業｣、｢醫療專業知識不對等｣之情形

下，極力推銷一臺超過 4 萬元電解水機等產品及推崇自然療法(喝電

解水、天仙液、做氣功、發大願等)，恐有延誤病患就醫時程及偏離

正規醫療救治之虞。又，被懲戒人並無提供足以證明上開產品具醫

療效能之科學實證文獻資料。 
二、承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以違反本部公告「醫事人員代言產品之處

理原則」醫師不得為未經科學實證之｢產品代言｣規範，且執行醫療

業務違反醫學倫理之｢尊重自主｣、｢不傷害｣及｢行善｣原則，認被懲

戒人之行為核屬違反醫師法第 25 條第 5 款之「前四款及第二十八條

之四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規定，移付懲戒。經臺中市政

府醫師懲戒委員會 106 年 12 月 29 日府授衛醫字第 10602900372 號

懲戒決議書決議：「處受懲戒人停業二個月及接受額外二十小時(醫

學倫理十小時及醫事法規十小時)」之行政處分。被懲戒人不服原決

議，提出覆審。 
三、覆辯雙方意旨摘敘如次： 

被懲戒人覆審理由略稱：(一)系爭決議書所據系爭函釋，並無法律授

權，有違授權明確性原則，系爭函釋應屬無效，系爭決議書所據無

效函釋所為決議，亦失所附麗。（二）倘認系爭函釋仍屬有效，惟覆

審人並未就產品代言，並不符系爭函釋所稱之代言。覆審人於係爭

書籍中係就個人行醫過程中採行整合療法之經驗分享，難認係「代

表某方面發表言論」或「代替別人表達意見」，故系爭決議書認定覆

審人有代言天仙一號、蜂膠、電解水等產品，顯就代言之意義有所

誤解；覆審人不否認於診所有陳列、販售商品乙事，惟僅憑覆審人

有販售或代銷保健食品即認定覆審人有代言乙事，稍嫌速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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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系爭決議書認定「天仙液係…，且有藥品及食品之分」云云，

惟查，據「國家網路醫藥」就「天仙」二字輸入查詢之結果，均無

天仙液，顯見我國並無「天仙液係藥品」之藥品品項，系爭決議書

率爾認定天仙液有藥品及食品之分，認定事實顯有重大違誤。覆審

人已將天仙液、蜂膠及電解水機，其文獻業已提供予臺中市醫懲會，

今再次附上相關論文及研究。覆審人就代銷或販售之食品有科學實

證乙事已詳實舉證，系爭決議書未詳加審究，率爾恝置不論，非無

理由不備之違法。(四)覆審人行醫多年，從未違反醫學倫理之「尊重

自主」、「不傷害」及「行善」原則。(五)系爭決議當屬違法，應由衛

生福利部懲戒覆審委員會將原決議撤銷，自為適法之決議，或發回

由臺中市政府醫師懲戒委員會另為適法之決議。 
懲戒機關答辯理由略稱：(一)覆審人利用執行業務之便，向前來診所

就醫之癌症病患介紹所謂的「雞尾酒自然整合療法」，介紹並鼓吹病

患購買天仙液、電解水機、蜂膠...等產品，且向病患宣稱此為抗癌

最佳選擇治療方式；又於診所官網及出書載有癌症病患成功抗癌之

案例分享，推薦購買之產品未經科學研究證實，造成民眾誤解及誤

信，依其行為脈絡整體觀之，確可認覆審人代言該等產品，實屬違

反醫師法第 25 條第 5 款業務上不正當行為。(二)另代言產品與否之

判斷，應依其行為脈絡整體觀察，且不以積極明示之口頭或書面宣

傳為限，亦尚包含以默示方式為之。蓋醫師既有醫學之專業知識，

病患對醫師普遍有高度之信賴關係，於病況危急時更如是，僅需病

患主觀上認為有治癒之機會者，皆無條件信賴之，故應於醫學倫理

層次規範上，課予醫師較高度之義務，明示、默示在所不論，僅需

一定之行為外觀情狀，即可認醫師係以其醫學專業，針對該等產品

為實質上之代言、背書。(三)醫師以專業身分撰寫醫學相關書籍、網

頁，為其業務，且具實質上醫病關係，而有醫學倫理之適用。(四)
覆審人提出：「我國並無『天仙液系藥品』之藥品品項，系爭決議書

認定天仙液有藥品及食品之分，認定事實顯有重大違誤」之理由，

惟查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許可證，確有「天仙液內服液」、「天仙液

-P 內服液」、「"天仙 1 號"天仙液內服液」等成藥品項，實有藥品及

食品之分，各家之成分、比例皆有差異。覆審人販售之天仙一號係

屬食品，其所提供者係天仙液相關文獻，覆審人未就其間配方是否

全然相符為說明，尚難認其所販售之天仙一號具該文獻所述之效

用；電解水機亦如是，各製造商之功能皆有差距，各產品間，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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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經科學證實有益人體之健康，仍無法當然將該結論推導至他產

品。矧觀覆審人提供之電解水相關文獻，僅係細胞實驗，尚非人體

實驗，細胞與人體間，二者間之構造複雜度懸殊，於細胞實驗之效

用，非當然於人體適用，實無法證明於該文獻記載之效用，於人體

亦可達相同效果。各產品間本皆有相當程度之不同，苟藉他產品之

效用業經證實，即謂另一產品之效用亦當已受證實，自嫌率斷。是

以，觀諸覆審人出具之文獻皆無法證明販售之產品有其於《癌症的

整合療法》一書以病患病例暗示效用之事，其係為未經科學證實之

產品代言，而病患於專業人員具特殊之信賴，覆審人未完整揭露該

產品未經科學實證之事，反係積極誤導病患，顯已存有某程度之不

正當性，殆無疑義。(五)據上論斷，覆審人代言與醫學相關之未經科

學實證產品之行為，已該當第 25 條第 5 款業務上不正當行為及執行

醫療業務有違反醫學倫理之「尊重自主」、「不傷害」及「行善」原

則。審酌覆審人之責任及本案相關之一切情狀，爰處停業二個月及

接受額外二十小時（醫學倫理十小時及醫事法規十小時）之處分，

未有不當，洵為適法。 
理由 
一、按醫師法第 25 條規定：「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

管機關移付懲戒：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二、利用

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

或治療行為。四、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五、前四款及第二十八

條之四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同法第 25 條之 1 第 1 項規

定：「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一定時

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 1 個月以上 1 年

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醫師證書。」 

二、次按本部(前為行政院衛生署)93 年 6 月 8 日衛署醫字第 0930203280

號函醫事人員代言產品之處理原則略以：「醫事人員為產品代言，

其宣傳內容如未經科學研究證實或假借未曾發表之研究報告，而為

產品代言、背書或影射，其具醫療、健康之療效或功效，誤導消費

者購買之虞者，應依業務上不正當行為論處；醫師應依醫師法第二

十五條第五款業務不正當行為移付懲戒。」。 

三、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薦證廣告又稱名人代

言廣告，此類廣告之表現形式，係為突顯代言人之形象、專業或經

驗，使其與廣告商品或服務做連結，或使其以消費代言之方式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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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之說服力，俾有效取信消費者。故所謂代言，究其實質，乃對

廣告商品或服務之「薦證」，不限於形式。一般廣告中之薦證者，

並不以知名公眾人物為限，實務尚包括以專業人士(機構)所為之薦

證。 

四、本案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證被懲戒人經由診所官網、書籍等宣傳

管道及前來診所就診病人薦證未經科學實證之相關產品(如天仙

液、蜂膠、電解水機)具醫療效能，並於診所隔壁開設「OOO 健康事

業有限公司」販賣電解水機，違反本部(前為行政院衛生署)93 年 6

月8日衛署醫字第0930203280號函醫事人員代言產品之處理原則；

至科學實證文獻部分，亦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明，被懲戒人舉證

之臺大醫院98年至100年間對乳癌病患施行臨床試驗使用之產品為

「天仙液 P」與其薦證之天仙液 1 號(屬食品)並不相同，且該試驗

結果並未推論至其他癌症具有療效；另提供之電解水文獻，尚處於

細胞研究階段，並非人體實驗，該文獻所呈現之效用，仍無法推論

使用於人體亦具相同之效果。 

五、本案被懲戒人向民眾及病人薦證未經科學實證之相關產品，核屬業

務上不正當行為，已違犯醫師法第25條第5款規定；至其未善盡完

整揭露產品尚未經科學實證之完善說明義務，恐有導致延誤病患就

醫時程及偏離正規醫療救治之虞，其執行醫療業務有悖醫學倫理，

亦已違犯醫師法第 25 條第 4 款規定。 

六、本案被懲戒人薦證未經科學證實之產品，且未盡醫學倫理之完善說

明義務，懲戒事由除原懲戒機關以被懲戒人違反醫師法第25條第 5

款規定移付懲戒外，同時違犯同條第 4 款「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

理」。原懲戒機關審酌被懲戒人違規情節，處以停業二個月及接受

額外二十小時（醫學倫理十小時及醫事法規十小時）之處分，其事

實認定及適用法律均無違誤，被懲戒人提出覆審之請求為無理由，

原決議應予維持，爰決議如主文。 

衛生福利部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主任委員 賴其萬 

委員 張聖原 

委員 黃富源 

委員 林秀娟 

委員 王大源(請假) 

委員 孫茂峰(請假) 

委員 黃英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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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蘇喜 

委員 甘添貴 

委員 林秀蓮 

委員 韓良俊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 

部長 陳時中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議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101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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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701109882號 

主旨：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新庄分班自107年8月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特予公

告。 

依據：本府107年3月12日府授教幼字第1070052917號函暨「幼兒園與其分班

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7年8月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新庄分班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施逸思。身

分證字號：L22165****。園址：臺中市龍井區新庄里1鄰中沙路新庄仔

巷19-1號。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廢止設立

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新庄分班設立許可

證書。 

局長  彭富源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2037131號 

主旨：公告「張景勛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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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勛。 

二、事務所名稱：張景勛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M1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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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48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576巷13號3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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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2063081號 

主旨：公告「方富民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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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富民。 

二、事務所名稱：方富民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R12186****。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49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378-11號。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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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2068181號 

主旨：公告「溫君鉞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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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君鉞。 

二、事務所名稱：溫君鉞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J12045****。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50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華美街二段226號13樓之1。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5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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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2065801號 

主旨：公告核准「劉家旗建築師」由新北市遷移至本市繼續執業。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劉家旗。 

二、事務所名稱：劉家旗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P12246****。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51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一路830號9樓之2。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5571號。 

七、備註：由新北市遷移至本市繼續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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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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管字第1070208957號 

主旨：廢止「臺中市建築物未曾竣工檢查領得許可證昇降設備輔導計畫」，

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內政部107年7月2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70812044號函及建築法第77條

之4。 

公告事項：廢止本局107年6月29日中市都管字第1070109290號公告「臺中市

建築物未曾竣工檢查領得許可證昇降設備輔導計畫」。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2895701號 

主旨：公告「變更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三階段)案」樁位成果

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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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起滿30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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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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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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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286948號 

主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西屯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自107年12月4日起辦理通盤檢討前公告徵求意見30天。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4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公告徵求意見範圍圖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西屯區公所公告欄、北屯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告期間及座談會：自107年12月4日起30天，並於107年12月19日下午

2時30分假西屯區公所4樓大會議室舉辦座談會。 

四、任何公民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

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通盤檢討之參考。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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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288512號 

主旨：「擬定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原擴大大里）主要計畫案」暨「擬

定臺中市擴大大里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自107年12月7日起辦理擬

定前公告徵求意見30天。 

依據：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公告徵求意見範圍圖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大里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告期間及座談會：自107年12月7日起30天，並於107年12月19日上午

9時30分假大里區「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禮堂舉辦座談會。 

四、任何公民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

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擬定都市計畫之參考。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286156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108年委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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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11月30日止或經費用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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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之稽查業務分為甲類及乙類，甲類稽查包含證據蒐

集及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乙類稽查則僅限於證據蒐集，不包含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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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改善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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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前揭訓練課程包含講習課程

4小時及稽查實務訓練8小時，但曾完成訓練課程，並於107年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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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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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稽查甲

類案件支付委託費新臺幣2,000元，每一稽查乙類案件支付委託費新

臺幣650元。 

(四)有意願參與之團體請於107年12月10日前向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提

出申請。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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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中市 108 年委託辦理動物保護案件稽查業務 

申請書 

本              （團體名稱）為協助臺中市動物保護

防疫處稽查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願參與「臺中市 108 年委託辦理動物

保護案件稽查業務」成為委託團體。並檢附下列資料，以供審核： 

一、人民團體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臺中市政府委託辦理寵物登記業務合約書影本。 

三、動物保護稽查訓練課程參訓人員名冊。 

此致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申請團體：             

負責人：              

主管機關核准立案日期：       

核准立案文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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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中市 108 年委託辦理動物保護案件稽查業務 

動物保護稽查訓練課程參訓人員名冊 

 姓名 電話 住址 人員性質 
(員工/志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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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動防字第10700419971號 

主旨：公示送達何永松君違反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行政

罰鍰催繳函文1份。 

依據：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及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何永松君違反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經本

局107年9月21日中市農動裁字第1070033950號函裁處新臺幣1千5百元

罰鍰在案，惟迄今仍未繳清罰鍰，因送達處所不明，依法公示送達催

繳函文。 

二、本公告黏貼於市府公告欄，並刊登市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市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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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達人儘速領取。 

局長  王俊雄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2890652號 

主旨：公示送達張祐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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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張祐銘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府107年9月12

日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2185442號函裁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並以公示

送達在案，惟迄今仍未繳清罰鍰，因送達處所不明，依法公示送達催

繳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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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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達人儘速領取。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林字第107004243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市北屯區5株樹木為本市受保護樹木。 

依據：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受保護樹木及其必要生育地環境範圍之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應維護受保護樹木之良好生態環境，並得向樹木所在地區公所及農業

局申請農業局提供之樹木養護技術。 

二、受保護樹木除具有下列原因之一並經農業局許可外，不得砍伐、移植

或毀損： 

(一)罹患嚴重病蟲害。 

(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 

(三)危害公共設施。 

(四)危害居家安全。 

(五)其他經樹木保護委員會審議通過有砍伐、移植或毀損之必要者。 

三、受保護樹木土地管理機關（以下簡稱土地管理機關）或所在地區公所

應定期追蹤管理區域或轄區內受保護樹木實際狀況，並於每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向農業局提報其資料。 

四、土地管理機關或區公所發現有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之情事時，應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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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並通報農業局。必要時，得洽請轄區警察

機關協助處理。 

五、土地管理機關應負責其管理土地內受保護樹木及其生育環境維護管理

有關事項。 

六、受保護樹木之必要生育地環境範圍得申請容積移轉獎勵及地價稅全額

補助。 

七、違反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者，處行

為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受保護樹木

位於森林法第三條第一項及其施行細則第三條所定林地範圍內者，依

森林法處罰。 

八、公告期間內，公告範圍內之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如有異議，

得以書面向農業局提出，農業局於收受異議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審

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異議人。 

九、公告日期：自民國107年11月28日起60日。 

局長  王俊雄 
 

 

 

 

 

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清單 

行政區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 地號 

0812002 芒果 北屯段 304-41 

0812003 芒果 北屯段 304-41 

0812004 芒果 北屯段 304-41 

0812006 芒果 北屯段 304-5 

北屯區 

0812007 芒果 北屯段 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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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林字第1070043202號 

附件：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解除列管清單 

主旨：公告解除列管本市7株受保護樹木。 

依據：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4條第3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解除列管本市受保護樹木共計7株，詳如附件清單。 

二、公告日期：自民國107年12月3日起30日。 

局長     王俊雄   出國 
 副局長   蔡勇勝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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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解除列管清單 

 

行政區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 地號 解除列管原因 

南屯區 0719003 榕樹 三富段 77 感染褐根病死亡 

西 區 0413003 榕樹 後壠子段 187-15 感染褐根病倒塌 

大肚區 2417001 榕樹 文昌段 2095 

根基部腐朽達三分之

二左右，為避免公安

危險，解除列管 

南 區 0314006 朴樹 半平厝段 1430-26

曾因梅姬颱風傾倒，

經緊急扶正後至今仍

死亡 

后里區 1503003 樟樹 新店段 2-11 

腐朽菌感染嚴重且棲

地嚴重不良，至樹勢

衰弱死亡 

后里區 1503008 榕樹 中社段 261-15 
棲地環境不良，已死

亡 

后里區 1516058 榕樹 牛稠坑段 
178、

179-221

感染嚴重褐根病，為

避免公安危險，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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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70290973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外埔區馬鳴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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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府授農

輔字第1070284391號函。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外埔區馬鳴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外埔區馬鳴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馬鳴社區位於外埔區的中心偏東方，西臨中山里、鐵山里，南

連永豐里，北與廍子里相鄰，面積約為1.2881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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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綜字第10702947561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 

主旨：增修本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社會福利類），

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暨臺中市政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要點第4

點第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修正社會福利類別編號65：「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請」、

編號66「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復」，共2項。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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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70090329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傅玠勳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處分

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傅玠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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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中市警刑字第10700435032號處分書，裁處新臺

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並已逾罰鍰繳費期限。因應受送達人

行方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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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領催繳書

函、處分書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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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70091934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陳永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

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陳永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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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中市警刑字第1070088664號處分書，裁處

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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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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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70092452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陳立傳等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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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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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701104501號 

主旨：就108年「藥癮愛滋減害計畫-預防愛滋衛教諮詢站」合作事宜，甄選締

結行政契約對象。 

依據：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第六條及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8年7

月1日衛署疾管愛字第098001337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合約資格：凡為本市轄內各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藥局及其他民間團

體或事業等能完成合約內容者。 

二、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起至108年11月30日止，期間凡有意

願者皆可提出申請，經本局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執行合約內容。 

三、意見徵詢期間：公告日起至108年11月30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向

本局聯絡窗口-疾病管制科賴小姐04-25265394分機5211諮詢。 

四、合約書及資格審核表資料，請詳見本局網站之「其他公告」。 

代理局長  陳南松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701104611號 

主旨：就108年「藥癮愛滋減害計畫-清潔針具自動販賣機設置站」合作事宜，

甄選締結行政契約對象。 

依據：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第六條及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8年7

月1日衛署疾管愛字第098001337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合約資格：凡為本市轄內各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藥局及其他民間團

體或事業等能完成合約內容者。 

二、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起至108年11月30日止，期間凡有意

願者可提出申請，經本局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執行合約內容。 

三、意見徵詢期間：公告日起至108年11月30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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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聯絡窗口-疾病管制科賴小姐04-25265394分機5211諮詢。 

四、合約書及資格審核表資料，請詳見本局網站之「其他公告」。 

代理局長  陳南松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701107571號 

主旨：就108年「配合警察單位查獲意圖營利與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及相

對人及毒品施打、吸食或販賣者暨高風險族群之抽血作業」合作事宜，

甄選締結行政契約對象。 

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八條、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衛生福利部104年2月25日部授疾字第

1040300224號公告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締約內容是執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

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之前置作業抽血業務，以利後續送

至指定之醫事機構進行檢驗。 

二、合約資格：凡為本市轄內各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民間團體或個人醫

事人員能完成締約內容者，且執行人員需領有醫檢師或護理師(士)等證

書並已完成執業登記。 

三、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起至108年11月30日止，期間凡有意

願者皆可提出申請，經本局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執行委外抽血作業。 

四、意見徵詢期間為：公告日起至108年11月30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

向本局聯絡窗口-疾病管制科賴小姐04-25265394分機5211諮詢。 

五、合約書及資格審核表資料，請詳見本局網站之「其他公告」。 

代理局長  陳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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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企字第10702995841號 

主旨：新增本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衛生醫療類)，

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暨臺中市政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要點

第4點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新增衛生醫療類別編號73「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登錄申請」、

編號74「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特約申請、終止、變更」、編號75「照

顧服務員自費班訓練計畫核備申請」、編號76「照顧服務員訓練計

畫變更/結訓核備申請」、編號77「衛生講習機關(構)申請衛生講

習核備」等5項。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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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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13511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蔡雨桐等7人（如名冊）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經本局依

法裁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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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係蔡雨桐等7人（如名冊）於107年度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4

條第1項及第80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500元整罰鍰。因義務人行方不

明，致其裁處函無法送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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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裁處函，逕行繳款銷案。【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

04-2227-6011轉66237】逾期未繳者，即依法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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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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為人姓名 車號 裁處書字號 違反法令 裁處金額 

1 蔡雨桐 MLB-6821 21-107-090135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80條第1項 500 

2 劉璇崢 6GL-081 21-107-090237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80條第1項 500 

3 劉冠余 761-CQZ 21-107-090249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80條第1項 500 

4 廖羚雅 992-ELR 21-107-090274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80條第1項 500 

5 周恩典 MX2-271 21-107-090367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80條第1項 500 

6 洪其中 YJP-968 21-107-090415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80條第1項 500 

7 易峰田 QRS-226 21-107-090511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80條第1項 500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702887001號 

主旨：本市「聯勤臺中招待所」(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400號)列為暫定古蹟 

，其有效期間自107年10月4日生效至108年4月4日止。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0條、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第2條、第3條及

第4條規定暨本府107年10月4日暫定古蹟處理小組現勘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聯勤臺中招待所」列為暫定古蹟。 

(一)位置或地址：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400號。 

(二)暫定古蹟及其定著土地範圍：臺中市西區土庫段14-3、15、15-11、

16、33-18等4筆地號。 

二、暫定古蹟理由及其法令依據：「聯勤臺中招待所」為美援期間，籌撥軍

援款興建並於51年落成，後由國防部軍備局管理，曾委外作為飯店經

營，於95年後已停止營業並閒置荒廢，場域已有拆除重建為非營利組織

及志工發展中心計畫。經本府107年10月4日暫定古蹟處理小組現勘決

議，該場域雖已停工，無立即之危險，惟因施工單位業已依法取得拆除

執照，爰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0條第2項、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

第2條第1款規定，將其逕列為暫定古蹟。 

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0條規定，暫定古蹟於審議期間內視同古蹟，應

予以管理維護，倘發生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3條第1項第2款所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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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可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以上二千

萬以下罰金。有關暫定古蹟期間管理維護事宜，請所有人、使用人、管

理人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妥為辦理。 

四、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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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於本公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

期間內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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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88504號 

主旨：北屯區后庄北路187號旁(庄美街至后庄北路)開闢工程用地徵收，茲徵

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施瑪瑙等8人因受領遲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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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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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266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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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中興分行(臺

中市公園路5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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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目的為領取徵收補償費)、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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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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60洽辦。 

五、附清冊1份供覽。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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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95095號 

主旨：本府為辦理潭子區祥和路延伸銜接至豐原區鎌村路道路開闢工程(潭子

區非都市土地)用地徵收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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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1月14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277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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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一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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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96382號 

主旨：公告神岡區大豐路四段-主2號15M都市計畫道路（近三角里筱雲山莊之

東側路段）工程，徵收神岡區三角東段1317地號等4筆土地建築改良物

之人口遷移（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已另案公告）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9月20日台內地字第1071305733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三、臺中市政府建設局107年11月23日局授建新地字第1070057577號函。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9月20日台內地字第1071305733號

函。 

四、徵收土地改良物之人口遷移費：人口遷移費清冊及調查表，陳列於本府

地政局及神岡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告張貼於本府、本府地政局、神岡

區公所及土地改良物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2月4日起至民國108年1月3日止）。 

六、本案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前經本府以107年10月1日府授地用字第

1070233338號公告徵收。 

七、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予

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

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

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利關

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結果仍

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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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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98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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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

都市土地）徵收地上權用地，茲因權利人洪惠齡等2人徵收公告通知無

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l07年11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l0702794675號函

通知，因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l07年12月21日(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至11時30分止假

本市豐原區公所四樓(豐原區市政路2號)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於上

開日期領取者，請於108年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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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922421號 

主旨：公告張景瑞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景瑞。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98號。 

三、證書字號：（85）台內地登字第01758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永騰錩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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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92137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祐馨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祐馨。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0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張祐馨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后里區成功路119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1月25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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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5 期 

 93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958251號 

主旨：公告註銷孫志爽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孫志爽。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10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松宜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英街309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1月28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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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434252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憲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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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憲誠。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278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泰昌房屋代銷社。 

四、經紀業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永大路二段81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1月22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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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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44203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鳳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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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鳳英。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47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1月29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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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94684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簡恭凡開業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簡恭凡。 

二、證書字號：（107）中市地估字第000099號（印製編號：000235）。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恆德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2號18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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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幼字第1070286463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幼兒園收費退費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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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條規定。 

三、「臺中市幼兒園收費退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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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7。 

(四)傳真：04-25274559。 

(五)電子信箱：a10014560@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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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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幼兒園收費退費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授權法規條次及條文內容修

正，臺中市幼兒園收費退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配合辦理修正，其修

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本法授權依據條次變更，爰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據條文。(修正

條文第一條) 

二、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款增列教保服務機構之用詞定義，含括以幼兒

園、社區、部落或職場等互助方式提供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者，非

僅限於幼兒園，為求用語一致性，爰修正本辦法相關條文用詞，併

修正法規名稱為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增列本辦法第

三條第二項，另因前述增列條文業已敘明教保服務機構包含社區互

助式教保服務中心，爰刪除本辦法第十二條之準用規定。(修正條文

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及第

十二條) 

三、 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所指家長會費，配合本法修正爰

引條文與項次為第三十條第一項。(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 配合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六項規定，收費項目、數額、減免及收退費

基準，應包括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之教保服務、延長照顧

服務及臨時照顧服務；爰增列本辦法第五條第三項。(修正條文第五

條) 

五、 配合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公立

托兒所或經政府許可設立、核准立案之私立托兒所，已依本法改制

為幼兒園，爰刪除本辦法第十一條之準用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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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幼兒園收費退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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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退

費辦法 

臺中市幼兒園收費退費辦法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三條增

列教保服務機構之用詞

定義，含括以幼兒園、

社區、部落或職場互助

方式提供幼兒教育及照

顧服務者，非僅指幼兒

園，為求用語一致性，

爰修正法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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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五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本法修正本辦法之

法源依據條文及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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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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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及公立幼兒園。 

前項教保服務機構指以幼兒

園、社區互助式、部落互助

式、職場互助式等方式提供幼

兒教育及照顧服務(以下簡稱

教保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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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法第三條增列教

保服務機構之用詞定

義，將「幼兒園」修正

為「教保服務機構」，

為求用語一致性，爰修

正本條文，併增列第二

項敘明本辦法適用對

象。 

第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收費

項目及用途如下： 

一、學費：用於支付教保服

務人員人事費用。 

二、雜費：用於支付設備購

置、修繕費、維護費、

水電費、行政業務費、

土地與建築物租賃費

及庶務人員人事費。 

三、代辦費：教保服務機構

第四條  幼兒園收費項目及

用途如下： 

一、學費：用於支付教保服

務人員人事費用。 

二、雜費：用於支付設備購

置、修繕費、維護費、

水電費、行政業務費、

土地與建築物租賃費

及庶務人員人事費。 

三、代辦費：幼兒園代為辦

一、 配合本法第三條增

列教保服務機構之

用詞定義，將「幼

兒園」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為

求用語一致性，爰

修正本條文。 

二、 配合本法修正本條

文第一項第四款第

二目家長會成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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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辦理幼兒教保服

務相關事務之下列費

用： 

(一)材料費：輔助教材、

學習材料等。但不得

支 應 於 購 置 才 藝

(能)教學用品。 

(二)活動費：配合教學主

題或節慶辦理之各

項學習活動等。但不

得支應團體旅遊及

才藝(能)活動等費

用。 

(三)午餐費：午餐食材、

廚餐具及燃料費等。 

(四)點心費：每日上、下

午點心之食材、廚餐

具及燃料費等。 

(五)交通費：幼童專用車

之油資、保養修繕、

保險、稅費及駕駛人

員人事費用等。 

(六)課後延托費：學期教

保服務起迄日期間

辦理平日課後延托

服務，相關人員加班

鐘點費及行政支出

等。 

(七)其他經家長同意用於

幼兒教保服務之相關

費用。 

四、代收費： 

(一)保險費：幼兒團體保

險費。 

(二)家長會費：依本法第

三十條第一項成立

家長會之幼兒園始

得收取，用於支付家

長會行政及業務等

費用。 

教保服務機構不得向

理幼兒教保服務相關

事務之下列費用： 

(一)材料費：輔助教材、

學習材料等。但不得

支 應 於 購 置 才 藝

(能)教學用品。 

(二)活動費：配合教學主

題或節慶辦理之各

項學習活動等。但不

得支應團體旅遊及

才藝（能）活動等費

用。 

(三)午餐費：午餐食材、

廚餐具及燃料費等。

(四)點心費：每日上、下

午點心之食材、廚餐

具及燃料費等。 

(五)交通費：幼童專用車

之油資、保養修繕、

保險、稅費及駕駛人

員人事費用等。 

(六)課後延托費：學期教

保服務起迄日期間

辦理平日課後延托

服務，相關人員加班

鐘點費及行政支出

等。 

(七)其他經家長同意用於

幼兒教保服務之相關

費用。 

四、代收費： 

(一)保險費：幼兒團體保

險費。 

(二)家長會費：依本法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成

立家長會之幼兒園

始得收取，用於支付

家長會行政及業務

等費用。 

幼兒園不得向家長收取

前項所定項目以外之費用。

法源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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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收取前項所定項目以

外之費用。但得視實際需求

減列收費項目。 

第一項第三款第七目

所定項目，應由家長自行決

定是否購買或參加，幼兒園

不得強制要求。 

但得視實際需求減列收費項

目。 

第一項第三款第七目所

定項目，應由家長自行決定

是否購買或參加，幼兒園不

得強制要求。 

第五條  公立幼兒園收費基

準如附表。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

依前條所定收費項目自訂

次學年度之收費數額，於每

年六月三十日前報教育局

備查，並於備查後對外公

布。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費

項目、數額、減免規定及收

退費基準，應包括下述教保

服務： 

(一)幼兒之父母或監護人依

幼兒之需求，選擇參與

全日、上午時段或下午

時段之教保服務。 

(二)教保服務機構於教保活

動課程以外之日期及時

間，提供之延長照顧服

務。 

(三)教保服務機構視其設施 

、設備與人力資源及幼

兒父母或監護人之需

求，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提供之幼

兒臨時照顧服務。 

第五條  公立幼兒園收費基

準如附表。 

私立幼兒園應依前條

所定收費項目自訂次學年

度之收費數額，於每年六月

三十日前報教育局備查，並

於備查後對外公布。 

一、 配合本法第三十八

條第二項修正文字

為「教保服務機

構」。 

二、 配合本法第三十八

條第六項規定增列

本條文第三項。 

第六條  幼兒中途進入教保

服務機構就讀，教保服務機

構應依下列規定收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未逾學期教保服

務總日數三分之一進

第六條  幼兒中途入園，幼兒

園應依下列規定收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未逾學期教保服

務總日數三分之一入

園者，收取全額費

配合本法第三條增列教

保服務機構之用詞定

義，將「幼兒園」修正

為「教保服務機構」，

為求用語一致性，爰修

正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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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保服務機構就讀

者，收取全額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逾學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

三分之二進入教保服

務機構就讀者，收取

三分之二費用。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逾學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之二進入

教保服務機構就讀

者，收取三分之一費

用。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

期間者，依幼兒就讀月

數比例收取費用；以月

為收費期間者，自進入

教保服務機構就讀當

月比例收取費用，其未

滿一個月部分，按就讀

日數比例收取費用。 

三、保險費：依幼兒團體保

險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所稱就讀月數比

例，以全學期幼兒實際就讀

月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教

保服務之月數計算；就讀日

數比例，以當月幼兒實際就

讀日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

教保服務之日數計算，未滿

一個月者按就讀日數比例

收取費用。 

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逾學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

三分之二入園者，收

取三分之二費用。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逾學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之二入園

者，收取三分之一費

用。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

期間者，依幼兒就讀月

數比例收取費用；以月

為收費期間者，自入園

當月比例收取費用，其

未滿一個月部分，按就

讀日數比例收取費用。

三、保險費：依幼兒團體保

險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所稱就讀月數比

例，以全學期幼兒實際就讀

月數除以幼兒園教保服務

之月數計算；就讀日數比

例，以當月幼兒實際就讀日

數除以幼兒園教保服務之

日數計算，未滿一個月者按

就讀日數比例收取費用。 

第七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

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者，教

保服務機構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退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前即無法就讀者，全

數退還。但於教保服

第七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

而離園者，幼兒園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退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前即無法就讀者，全

數退還。但於教保服

務起始日前三十日內

配合本法第三條增列教

保服務機構之用詞定

義，將「幼兒園」修正

為「教保服務機構」，

為求用語一致性，爰修

正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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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起始日前三十日內

始提出無法就讀者，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得

扣除行政作業費最高

不超過新臺幣一千

元。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未逾學期教保服

務總日數三分之一離

開教保服務機構者，

退還二分之一費用。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逾學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

三分之二離開教保服

務機構者，退還三分

之一費用。 

(四)學期教保服務起始

日後，逾學期教保服

務總日數三分之二

離開教保服務機構

者，不予退費。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

期間者，依幼兒未就讀

月數比例退費；以月為

收費期間者，按離開教

保服務機構當月未就

讀日數比例退費；已製

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

發還成品。 

三、保險費：依幼兒團體保

險相關規定辦理。     

教保服務機構有下列

事由之一，致幼兒離開教保

服務機構者，應於離開教保

服務機構之次日起十日內，

按幼兒未就讀日數比例退

費，並應賠償所退學費三分

之一之金額： 

一、未經核准擅自停辦教保

服務。 

始提出無法就讀者，

私立幼兒園得扣除行

政作業費最高不超過

新臺幣一千元。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未逾學期教保服

務總日數三分之一離

園者，退還二分之一

費用。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逾學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

三分之二離園者，退

還三分之一費用。 

(四)學期教保服務起始

日後，逾學期教保服

務總日數三分之二

離園者，不予退費。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

期間者，依幼兒未就讀

月數比例退費；以月為

收費期間者，按離園當

月未就讀日數比例退

費；已製成成品者不予

退費，並發還成品。 

三、保險費：依幼兒團體保

險相關規定辦理。 

幼兒園有下列事由之

一，致幼兒離園者，應於離

園之次日起十日內，按幼兒

未就讀日數比例退費，並應

賠償所退學費三分之一之

金額： 

一、未經核准擅自停辦教保

服務。 

二、擅自變更教保服務地點

。 

三、因違反規定受停止招生

、停辦、撤銷或廢止設

立許可。 

四、其他可歸責幼兒園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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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擅自變更教保服務地點 

。 

三、因違反規定受停止招生 

、停辦、撤銷或廢止設

立許可。 

四、其他可歸責教保服務機

構之事由。 

教保服務機構依前二

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

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數

額及退費基準。 

由。 

幼兒園依前二項規定

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

並列明退費項目、數額及退

費基準。 

第八條  幼兒申請病假日數

連續七日（含例假日)以

上、幼兒申請事假於事前辦

妥請假手續且請假日數連

續十日（含例假日)以上，

應退還請假期間之點心

費、午餐費及交通費，其餘

項目不予退費。 

因法定傳染病或流行

病流行性疫情或天災等強

制停課連續五日（含例假

日)以上，應退還停課期間

之點心費、午餐費及交通

費，其餘項目不予退費。 

國定假日、農曆春節等

連續假期七日(含例假日)

以上，應退還停課期間之點

心費、午餐費及交通費，並

採事前扣除方式辦理，須辦

理補課之彈性放假日不予

退費。 

按月或按時計費之課

後延托費準用前三項規定。 

第八條  幼兒申請病假日數

連續七日（含例假日)以

上、幼兒申請事假於事前辦

妥請假手續且請假日數連

續十日（含例假日)以上，

應退還請假期間之點心

費、午餐費及交通費，其餘

項目不予退費。 

因法定傳染病或流行

病流行性疫情或天災等強

制停課連續五日（含例假

日)以上，應退還停課期間

之點心費、午餐費及交通

費，其餘項目不予退費。 

國定假日、農曆春節等

連續假期七日(含例假日)

以上，應退還停課期間之點

心費、午餐費及交通費，並

採事前扣除方式辦理，須辦

理補課之彈性放假日不予

退費。 

按月或按時計費之課

後延托費準用前三項規定。

未修正。 

第九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

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將收

退費基準、減免收費規定公

告並於招生時告知幼兒家

長。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收

第九條  幼兒園應於每學期

開始前一個月將收退費基

準、減免收費規定公告並於

招生時告知幼兒家長。 

幼兒園應於收費通知

及繳費收據，註記收退費基

配合本法第三條增列教

保服務機構之用詞定

義，將「幼兒園」修正

為「教保服務機構」，

為求用語一致性，爰修

正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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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通知及繳費收據，註記收

退費基準、幼兒實際進入教

保服務機構就讀日及全學

期教保服務起迄日。 

準、幼兒實際入園日及全學

期教保服務起迄日。 

 

 

第十條  教保服務機構收取

或退還各項費用，有違反本

辦法規定者，教育局得依本

法處罰，並退還違法收取或

應退而未退之費用。 

第十條  幼兒園收取或退還

各項費用，有違反本辦法規

定者，教育局得依本法處

罰，並退還違法收取或應退

而未退之費用。 

配合本法第三條增列教

保服務機構之用詞定

義，將「幼兒園」修正

為「教保服務機構」，

為求用語一致性，爰修

正本條文。 

 第十一條  本辦法施行後，尚

未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改制為幼兒園之托

兒所及幼稚園，仍依原收退

費規定辦理。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法第五十五

條規定，民國一百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之公立托兒所

或經政府許可設

立、核准立案之私

立托兒所，已依本

法改制為幼兒園，

爰刪除現行條文。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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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法第三條增

列教保服務機構之

用詞定義，增列本

辦法第三條第三

項，另因前述增列

條文業已敘明教保

服務機構包含社區

互助式教保服務中

心，爰刪除現行條

文。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修正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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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 收費期間 

全日制 半日制 

學費 

專設幼兒園 

六千六百元 

學校附設幼兒園 

五千六百元 

四千零五十元 
一學期 

雜費 一千元 一學期 

材料費 三百五十元 一個月 

活動費 三百元 一個月 

午餐費 一千一百二十元 一個月 

點心費 全日制一千元 半日制五百元 一個月 

交通費 雙趟八百元 單趟四百元 一個月 

課後延托費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一個月 

代辦費 

其他 經家長同意用於幼兒教保服務之相關費用 一學期 

保險費 依教育部公告金額辦理 一學期 

代收費 

家長會費 一百元 一學期 

備註 學費得視各幼生家庭經濟狀況，同意以分期或按月方式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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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幼字第1070299715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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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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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 

三、「臺中市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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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7。 

(四)傳真：04-25274559。 

(五)電子信箱：a10014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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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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第四條、 

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條針對授權各級主管機關為整合規劃、

協調、諮詢及宣導教保服務召開之諮詢會，其成員增列「勞動主管機關

代表」、「兒童福利學者專家」、「兒童福利團體」及「婦女團體代表」

等類，爰修正「臺中市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第四條、

第六條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ㄧ、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條增修幼兒園定義及第四條諮詢會增列

成員類別，酌作文字修正及配合增列諮詢會類別成員。(修正條文第

四條) 

二、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條修訂酌作文字修正，以求體例一致。

(修正條文第六條) 
 

 

 

 

臺中市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第四條、 

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五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 
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教

育局副局長兼任；其餘
委員由教育局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教育局代表一人。 

  二、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代表ㄧ人。 

  三、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代表ㄧ人。 

  四、身心障礙團體代表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五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
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教

育局副局長兼任；其餘
委員由教育局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教育局代表一人。

  二、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代表二人。 

  三、身心障礙團體代表
二人。 

  四、教保學者專家二人

ㄧ、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第三條增修用詞定

義，將幼兒園修正為
教保服務機構。 

二、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第四條授權各級主

管機關為整合規劃、
協調、諮詢及宣導教

保服務召開之諮詢
會，其成員增列勞動

主管機關代表、兒童
福利學者專家、兒童

福利團體及婦女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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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 

  五、教保與兒童福利學
者專家各ㄧ人。 

  六、教保與兒童福利團
體代表各ㄧ人。 

  七、教保服務人員團體
代表二人。 

  八、幼兒家長團體代表
與婦女團體代表各

一人。 
      前項第六款所稱教

保與兒童福利團體，指
由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

組成之團體與兒童福利
組織之團體。 

      第一項委員中任一
性別委員合計不得少於

全體委員總數之三分之
一。 

      第一項第四款、第
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

之代表，不得為教保服
務機構之負責人。 

人。 

  五、教保團體代表二人
人。 

  六、教保服務人員團體
代表二人。 

  七、幼兒家長團體代表
二人。 

      前項第五款所稱教
保團體，指由幼兒園負

責人組成之團體。 
      第一項委員中任一

性別委員合計不得少於
全體委員總數之三分之

一。 
      第一項第三款、第

四款、第六款及第七款
之代表，不得為幼兒園

之負責人。 

代表等類，配合修正

條文內容。 
三、款次增修。 

第六條  本會會議每學期

召開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會議由召集人召集

並擔任主席；召集人未

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

代理主席；召集人及副

召集人均無法出席時，

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

擔任代理主席。 

      本會會議由教保與

兒童福利學者專家擔任

之委員，應親自出席；

代表機關、團體出任之

委員，得派代表出席。 

第六條  本會會議每學期

召開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會議由召集人召集

並擔任主席；召集人未

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

代理主席；召集人及副

召集人均無法出席時，

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

擔任代理主席。 

      本會會議由教保學

者專家擔任之委員，應

親自出席；代表機關、

團體出任之委員，得派

代表出席。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四條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以求體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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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9532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陳「臺中市評鑑獎勵輔導及接續辦理委託私人辦理國民中小學學校

辦法」第11條勘誤表及本辦法勘誤後條文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臺中市評鑑獎勵輔導及接續辦理委託私人辦理國民中小學學校辦法」

業經本府107年10月29日府授法規字第1070261050號令發布，茲因本辦

法第11條漏列第2項規定，應予更正。   

二、請本府秘書處將本辦法勘誤部分刊登市政府公報，並請各受文機關(議

員)抽換條文。   

正本：行政院、臺中市議會、臺中市議會法規委員會召集人黃議員馨慧、臺中

市議會法規委員會副召集人江議員肇國、臺中市議會法規委員會副召集

人朱議員元宏、張議員立傑、沈議員佑蓮、李議員中、賴議員義鍠、賴

議員朝國、謝議員明源、王議員立任、蔡議員雅玲、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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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評鑑獎勵輔導及接續辦理委託私人辦理國民中小學

學校辦法第十一條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第十一條 受託學校經教育局終止契

約或契約屆滿未續約者，由教育局

接續辦理，並由教育局指派具有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列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之

現職人員擔任代理校長處理校務。 

無前項之適當代理人選者，由

教育局指派督學或科長代理。 

第十一條 受託學校經教育局終止契

約或契約屆滿未續約者，由教育局

接續辦理，並由教育局指派具有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列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之

現職人員擔任代理校長處理校務。 

 

 

 

 

 

臺中市評鑑獎勵輔導及接續辦理委託私人辦理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辦法 

中華民國 105 年 2月 25日府授法規字第1050033972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9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70261050 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

第二十三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受託學校，指由受託人受教育局委託辦理之學

校，仍屬公立學校。 

第四條   教育局應組成評鑑小組，定期或不定期對受託學校實施學校

評鑑及輔導。 

教育局應訂定評鑑計畫，於實施評鑑一年前，辦理評鑑說明

會，並公布評鑑項目、評鑑方式等相關事項；受託學校應於說明

會後六個月內完成自我評鑑報告，並將自我評鑑報告書，送教育

局辦理實地評鑑。 

第五條   前條評鑑小組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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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指派一人擔任之；其餘委員由教育局就熟悉實驗教育

及教育多元化之下列人員聘（派）之： 

一、具有會計、財務金融、法律或教育專業之專家、學者。 

二、教育及學校行政人員。 

三、教師團體。 

四、家長團體。 

第六條   受託學校之評鑑項目如下： 

一、經營計畫之執行。 

二、學生權益之維護。 

三、學生學習之發展。 

四、財務之透明健全。 

五、相關法規之遵循。 

六、訪視結果之改善。 

七、辦學成果之發表。 

八、課程發展之創新。 

九、師資教學之完整。 

十、環境設施之完備。 

十一、其他教育局規定之內容。 

第七條   評鑑小組辦理實地評鑑，應前往受託學校，以資料檢閱、參

觀設施、觀察與訪談、綜合座談及其他方式進行，並得邀請家長

陳述意見，評鑑後作成評鑑報告書。 

第八條   受託學校為辦理自我評鑑，應組成自我評鑑小組，並以校長

為召集人；其成員應包含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代表。 

自我評鑑小組應依評鑑項目辦理自我評鑑；必要時，得邀請

專家學者參與。 

第九條  受託學校經評鑑優良者，得予獎勵並優先續約；評鑑未達標

準者，得以書面糾正、限期改善，並接受複評。經複評仍未通過，

教育局應再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教育局提經臺中市政府

教育審議委員會決議後，終止契約。 

第十條  評鑑小組委員及參與評鑑之相關人員，與受評鑑之受託學校

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迴避： 

一、有行政程序法規定之迴避事由。 

二、曾參與該實驗教育計畫之執行。 

三、其他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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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小組委員及參與評鑑相關人員，對評鑑工作所獲取之各

項資訊，應負保密義務。 

第十一條  受託學校經教育局終止契約或契約屆滿未續約者，由教育

局接續辦理，並由教育局指派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列國民

小學、國民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之現職人員擔任代理

校長處理校務。 

無前項之適當代理人選者，由教育局指派督學或科長代理。 

第十二條  代理校長應於代理後二週內召開臨時校務會議，研議校務

移交相關事宜。 

第十三條  受託學校由教育局接續辦理者，除委託契約另有約定外，

受託人應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或委託契約終止後二個月內，將

受託學校之各類財產、經營權、學生學籍資料、校務檔案等移

交接續辦理人員，教育局並應派員會同監交。 

第十四條  受託人依前條規定辦理移交時，應編造移交清冊一式三

份，經接續辦理人員會同監交人員盤查點收後，由受託人、接

續辦理人員及監交人員加蓋印章並分別收執。 

前項移交清冊應包含下列文件： 

一、印信及單位章戳清冊。 

二、人員名冊。 

三、會計報告。 

四、現金、票據、有價證券、公庫及銀行存款清冊，並附

點交日之銀行專戶存款證明單。 

五、未辦或已辦未了之重要案件清冊。 

六、當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工作計畫或業務計畫及其進度

表。 

七、財物事務總目錄及彙整截至點交月份前一個月之管有

財產增減結存表。 

八、其他應行移交事項之表冊。 

前項第三款之會計報告，應由會計人員將受託人任內收支

帳目截至點交日止逐項結總編製。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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