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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3216832號 

修正「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第七條及第四條

附表。 

附修正「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第七條及第

四條附表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3216833號 

主旨：修正「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第七條及

第四條附表。 

依據：規費法第 10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 

三、法規修正條文如附件。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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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門票收費標準第七條及第四條附表修正條文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附表：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表 

類別 票種 
票價 

(新臺幣/元) 
適用對象 說明 

早鳥/ 

預售

全票 

最早鳥票 150 一般民眾。 

實施期間由交通局公

告之。 

早鳥票 175 一般民眾。 

預售優惠票 200 一般民眾。 

預售全票 233 一般民眾。 

營運 

票 

全票 350 一般民眾。 

學生票 250 

凡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內外各級學校學

生，憑學生證購買。 

 

優待票 175 

一、年齡 65 歲(含)以

上者，購票時須出

示身分證明文件。 

二、持有孕婦手冊(媽

媽手冊)之孕婦。 

三、中低收入戶，購票

時須出示身分證明

文件。 

四、其他符合臺中市政

府規定之優待身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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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票 

(夜間優待方案) 
150 

僅適用於下午 4 時以後

入場的參觀者。 

 

二日票 450 持二日票者。 

臺中花博營運期間內

可享有 2 日入場之權

限，且須為連續 2 日

入園。 

三日票 650 持三日票者。 

臺中花博營運期間內

可享有 3 日入場之權

限，且須為連續 3 日

入園。 

全期間票 2,500 持全期間票者。 

臺中花博營運期間內

入場，不計次數的通

行證。屬記名票券，

購票時須填寫個人基

本資料並附上相片，

票券不得轉予他人使

用。 

團體票 230 20人以上集體購買者。 

購買團體票者，開立

收據由參觀者自存，

入園時應持收據從團

體閘道進入，由人工

依收據點算人數。 

紀念套票 1,688 一般民眾。  

免費

入場 

一、年齡 12歲以下之兒童。 

二、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臺中市市民(年齡未滿 14 歲之臺中市市民，

得以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為憑)。 

三、新住民(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

持居留地址為臺中市且依親對象為夫或妻之有效中華民國居留證者。 

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者(含其負責照護之同伴一名)。 

五、持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者。 

六、帶團參觀並持有交通部觀光局核發之導遊證者。 

七、持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花博志工證件者。 

八、其他符合臺中市政府或相關規定之免費身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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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人字第107011767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立各級學校暨幼兒園教職員健康檢查處理原則」(以下簡

稱本處理原則)第二、四點，並溯自民國 108年 1月 1日生效，請查照

轉知。 

說明： 

一、檢送本處理原則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協助登載本府公報及本府法制局建置本府法規資料查詢

系統。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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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人事室（均含附件） 

 

 

 

臺中市立各級學校暨幼兒園教職員健康檢查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 106年 06月 19日中市教人字第 1060049214號函訂定， 

並溯自民國 106年 5月 17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2日中市教人字第 10700117677號函修正， 

並溯自民國 108年 1月 1日生效 

 

一、為積極照護臺中市立各級學校暨幼兒園（以下簡稱市立學校暨幼兒

園）教職員身心健康，推動公教人員自主健康管理，預防疾病發

生，期達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效，進而營造一個健康有活力的組

織，以提昇行政效能，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每年補助一次健康檢查費新臺幣一萬六千元之適用對象： 

(一)本市立各級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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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立幼兒園園長。 

市立學校暨幼兒園四十歲以上編制內之教職員（不含契約進用人

員），每二年補助一次健康檢查費新臺幣三千五百元。 

市立學校暨幼兒園未滿四十歲編制內之教職員（不含契約進用人

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二年一次給予公假一天前往受

檢，並須由受檢人員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受檢人員當年度因職務異動致補助金額調整為新臺幣一萬六千元

者，得選擇申請補助新臺幣一萬六千元，但應扣除已補助之金額。 

第二項之四十歲以上人員，指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滿四十歲

者。 

三、所需經費由市立學校暨幼兒園相關預算項下勻支。 

四、受檢人員須事先向服務學校暨幼兒園人事單位提出公假申請，並辦

妥請假手續方得前往檢查；受檢人員得以補助當年度公假一天前往

受檢。惟因職務異動致得補助之健康檢查費增加而申請再一次檢查

者，市立學校暨幼兒園得依其檢附之證明文件覈實給予公假，連同

前一次最高給予二日。 

受檢人員以不影響公務及課務為原則（課務應自理）。 

實施健康檢查之項目，由受檢人員依補助額度及個人健康狀況，自

行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為合格之醫療機構（限於醫院及教學醫

院）、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

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之。 

健康檢查費用由受檢人員先行負擔，於當年度內填寫補助費申請表

並檢附醫療院所或機構之健康檢查繳費收據正本，向人事單位申請

補助。 

實施對象於年度內已申請他項健康檢查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本項補

助。 

市立學校暨幼兒園應繕造所屬人員實施健康檢查情形之清冊，並予

以列管。 

五、本處理原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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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停規字第10703156901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停車場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二條附表第十

項，並自即日起生效。 

附修正之「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停車場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二條附表

第十項。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停車場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第二點附表修正 

附表 
項次 違反事項 裁罰依據 裁罰內容 裁罰基準 

一 違反停車場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違反主管

機關所核准之臨時路外

停車場設置計畫。 

停車場法第

三十五條 

經主管機關通知限

期改善而屆期不改

善者，處負責人新

臺幣三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其

情節重大者，並廢

止其核准。 

每次違反，經通知限期

改善而屆期不改善： 

第一次：新臺幣三千元

。 

第二次：新臺幣一萬五

千元。 

第三次：新臺幣三萬元

。 

第四次以上：新臺幣三

萬元。其情節重大

者，得廢止其核准

。 

二 違反停車場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停車場收

費標準與收費方式，未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停車場法第

三十七條 

處負責人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並責

令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或廢止其停

第一次：新臺幣三千元

，並責令限期改正

。 

第二次：新臺幣六千元

，並責令限期改正

。 

第三次：新臺幣一萬五

三 違反停車場法第二十五

條：停車場營業時間及

收費標準事項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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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變更事項未報請主管

機關核備。 

車場登記證。 千元，並責令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

者，得定期停止其

營業之一部或全部

。 

第四次以上：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並責令

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得廢止其

停車場登記證。 

四 違反停車場法第二十五

條、第二十六條規定：

未領得停車場登記證，

開放營業使用。 

停車場法第

三十七條 

處負責人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 

第一次：新臺幣三千元

，立即停業，並責

令限期改正。 

第二次：新臺幣六千元

，立即停業，並責

令限期改正。 

第三次：新臺幣一萬二

千元，立即停業，

並責令限期改正。 

第四次：新臺幣一萬五

千元，立即停業，

並責令限期改正。 

五 違反停車場法第二十七

條規定：停車場未依規

定設置標誌、號誌、標線

等交管設施。 

停車場法第

三十八條 

 

經通知限期改善，

逾期不改善或複查

不合規定者，處負

責人新臺幣九千元

以下罰鍰；經處罰

後仍不改善，處三

十日以下之停業處

分。 

 

每次違反，經通知限期

改善而逾期不改善，且

其違反情形有影響停車

場安全之虞者：處新臺

幣九千元；經處罰後通

知限期改善而仍不改善

者，處三十日以下之停

業處分。 

每次違反，經通知限期

改善，逾期不改善或複

查不合規定，而其違反

情形不影響停車場安全

之虞者： 

第一次：新臺幣三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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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新臺幣六千元

。 

第三次：新臺幣九千元

。 

第四次以上：新臺幣九

千元；經處罰後通

知限期改善而仍不

改善者，處三十日

以下之停業處分。 

六 違反停車場法第二十七

條規定：未於停車場出

入口或適當處所標示費率

及管理事項。 

停車場法第

三十八條 

經通知限期改善，

逾期不改善或複查

不合規定者，處負

責人新臺幣九千元

以下罰鍰；經處罰

後仍不改善，處三

十日以下之停業處

分。 

每次違反，經通知限期

改善而屆期不改善或複

查不合規定： 

第一次：新臺幣三千元

。 

第二次：新臺幣六千元

。 

第三次以上：新臺幣九

千元。 

第四次以上：新臺幣九

千元；經處罰後通

知限期改善而仍不

改善者，處三十日

以下之停業處分。 

七 違反停車場法第二十八

條規定：停車場變更組

織、名稱、停止全部或

部分營業或歇業，未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 

停車場法第

三十九條 

處負責人新臺幣九

千元以下罰鍰。 

第一次：新臺幣三千元

。  

第二次：新臺幣六千元

。  

第三次以上：新臺幣九

千元。  

八 違反停車場法第三十三

條規定：停車場經營業

拒絶或妨礙主管機關檢

查停車場之設施或業

務。 

停車場法第

四十條 

處負責人新臺幣六

千元以下罰鍰。 

第一次：新臺幣三千

元。  

第二次以上：新臺幣六

千元。  

九 違反停車場法第三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前項任

意停放如為占用身心障

停車場法第

四十之一條

第一項 

停車場經營業違反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經主管機關

第一次:新臺幣一千八

百元。 

第二次:新臺幣二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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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專用停車位者，停

車場經營業應通報主管

機關或警察機關。 

通知限期改善而屆

期不改善者，處新

臺幣一千八百元以

上三千六百元以下

罰鍰。 

百元。 

第三次以上:新臺幣三

千六百元。 

十 違反停車場法第三十二

條第三項規定:設置供

特定對象使用之停車

位，未具有相關車位停

放之識別證明者不得停

放。 

停車場法第

四十之一條

第二項 

汽車駕駛人違反第

三十二條第三規

定，處新臺幣六百

元以上一千二百元

以下罰鍰。 

1.未具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位識別證、身心

障礙者專用車牌之汽

車、未經監理單位檢

驗合格之特製機車及

一般機車，占用身心

障礙專用停車位者以

新臺幣一千二百元處

罰。但騎乘未經監理

單位檢驗合格之特製

機車，駕駛人或所載

送之乘客持有身心障

礙證明，未註記符合

行動不便者，第一次

違規以新臺幣六百元

處罰；註記符合行動

不便者，第一次違規

免罰；六個月內累計

達二次(含)以上均以

新臺幣一千二百元處

罰。 

2.於其它專用停車位違 

規占用者： 

 (1)第一次違規者處罰

新臺幣六百元。 

 (2)六個月內累計達二

次(含)以上違規者

處罰新臺幣一千二

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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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工字第10703030441號 

訂定「臺中市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訓練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臺中市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訓練規定」1份。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訓練規定 

一、本規定依臺中市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保障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二項
訂定之。 

二、本規定所稱社會工作人員進用單位，係指進用社會工作人員之本市
各公私立社會福利機關(構)、團體或學校。 

三、社會工作人員進用單位辦理之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訓練，其課程
內容應參照「社工人員執業安全分級訓練課程」辦理。 

四、社會工作人員進用單位除自行辦理前點之訓練外，得派員或鼓勵所
屬社會工作人員參加其他單位辦理之訓練。 

五、本規定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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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70155866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梧棲區南簡段 416、417地號等 2筆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

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12月24日至民國108年1月23日止，期間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梧棲區公所(公告欄)、臺中市梧棲區福德里辦

公處(公告欄)、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廢道現場。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現況倘有排水設施，應先予以保留使用。 

五、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審

議之參考。 

局長     王俊傑   補休假 
副局長   謝美惠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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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309118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市 37」市場用地為住宅區及停

車場用地）案」都市計畫書、圖，並自 107 年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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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台內營字第1070816590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梧棲區公所公告欄（計畫書、圖置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

科及本市梧棲區公所供各界閱覽）。 

二、公告內容：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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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管字第1070224943號 

主旨：公告本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業務委託「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建築

師公會」代為審查相關事項。 

依據：建築法第 77 條之 2、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6 條、臺中市建築物

室內裝修審查機構作業事項規範、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2項。 

公告事項：「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所受委託應完成之項目： 

一、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及竣工查 

驗業務。 

二、本委託期限自民國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但遇特殊情況法令

變更或委託契約終止時，從其規定。 

三、另內政部於106年3月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802969號、107年1月9日

內授營建管字第 1070800416號及 107年 1月 12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70800485號函審定本案合格之審查人員名冊(如附件)。 

局長     王俊傑   補休假 
副局長   謝美惠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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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 

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人員名冊 

編號 姓名 
講習結業證書字號/曾於主管建築機關從事建築管理

工作 2年以上並領有建築師證書得免參加講習者 
備註 

1 方啟超 內營室審字第 00319號 原臺中市 

2 王乙鯨 內營室審字第 000627號 原臺中市 

3 王文芳 內營室審字第 000320號 原臺中市 

4 王廷富 內營室審字第 000321號 原臺中市 

5 王振茂 內營室審字第 000324號 原臺中市 

6 王滿貴 內營室審字第 000331號 原臺中市 

7 王福君 內營室審字第 000332號 原臺中市 

8 朱健章 內營室審字第 00334號 原臺中市 

9 何嘉敏 內營室審字第 092307號 原臺中市 

10 吳餘輝 內營室審字第 000320號 原臺中市 

11 呂孟勳 內營室審字第 000628號 原臺中市 

12 呂哲奇 
101.07.11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6515號 

函核備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資格 
原臺中市 

13 宋盛榮 內營室審字第 000352號 原臺中市 

14 李永崇 內營室審字第 000354號 原臺中市 

15 李明利 內營室審字第 00356號 原臺中市 

16 李振裕 內營室審字第 092256號 原臺中市 

17 李澤昌 內營室審字第 000363號 原臺中市 

18 卓卿泉 內營室審字第 092283號 原臺中市 

19 周壽海 內營室審字第 000369號 原臺中市 

20 季瓊生 內營室審字第 092308號 原臺中市 

21 林永興 內營室審字第 000615號 原臺中市 

22 林泰佑 內營室審字第 092311號 原臺中市 

23 林朝國 內營室審字第 000390號 原臺中市 

24 林榮輝 內營室審字第 000392號 原臺中市 

25 林綠香 內營室審字第 000618號 原臺中市 

26 邱肇輝 內營室審字第 000363號 原臺中市 

27 柯耿星 內營室審字第 092274號 原臺中市 

28 洪玫如 內營室審字第 092261號 原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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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唐真真 內營室審字第 000417號 原臺中市 

30 孫正雄 內營室審字第 000418號 原臺中市 

31 張倩倩 內營室審字第 000433號 原臺中市 

32 張銘仁 內營室審字第 000440號 原臺中市 

33 張揚東 
101.09.10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8763號函 

核備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資格 
原臺中市 

34 許振武 內營室審字第 000452號 原臺中市 

35 許煌麟 內營室審字第 000454號 原臺中市 

36 連建喜 內營室審字第 092267號 原臺中市 

37 陳水金 內營室審字第 092301號 原臺中市 

38 陳世展 內營室審字第 000462號 原臺中市 

39 陳世達 內營室審字第 000463號 原臺中市 

40 陳主航 內營室審字第 092228號 原臺中市 

41 陳永傳 內營室審字第 092188號 原臺中市 

42 陳志明 內營室審字第 092255號 原臺中市 

43 陳汶東 內營室審字第 000471號 原臺中市 

44 陳啟華 內營室審字第 000484號 原臺中市 

45 陳淳頎 內營室審字第 000486號 原臺中市 

46 陳棟樑 
90.04.17內授營建管字第 016228號函核備室內裝修

審查人員資格 
原臺中市 

47 陳逸金 內營室審字第 092300號 原臺中市 

48 陳煜勳 內營室審字第 000614號 原臺中市 

49 游曜維 內營室審字第 000501號 原臺中市 

50 黃仁宏 
101.07.11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6515號 

函核備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資格 
原臺中市 

51 黃太平 內營室審字第 000505號 原臺中市 

52 黃文彬 內營室審字第 000508號 原臺中市 

53 黃旭川 內營室審字第 000512號 原臺中市 

54 黃金柱 內營室審字第 000514號 原臺中市 

55 黃裕杰 內營室審字第 092277號 原臺中市 

56 黃錫洲 內營室審字第 092279號 原臺中市 

57 黃耀德 內營室審字第 000529號 原臺中市 

58 楊政忠 內營室審字第 000617號 原臺中市 

59 楊捷安 內營室審字第 000533號 原臺中市 

60 楊適槐 內營室審字第 000535號 原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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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葉錦榮 內營室審字第 000541號 原臺中市 

62 詹益彰 內營室審字第 000544號 原臺中市 

63 廖宜洲 內營室審字第 000547號 原臺中市 

64 廖榮聰 內營室審字第 000548號 原臺中市 

65 趙文蔚 內營室審字第 092257號 原臺中市 

66 劉柯成 內營室審字第 000550號 原臺中市 

67 劉國隆 內營室審字第 000554號 原臺中市 

68 劉國煇 內營室審字第 092288號 原臺中市 

69 劉獻隆 內營室審字第 001363號 原臺中市 

70 劉顯彰 內營室審字第 092312號 原臺中市 

71 潘榮傑 內營室審字第 092304號 原臺中市 

72 蔡琪祥 內營室審字第 000565號 原臺中市 

73 蔡銘座 內營室審字第 000567號 原臺中市 

74 賴惠禎 內營室審字第 000580號 原臺中市 

75 駱世鴻 內營室審字第 092299號 原臺中市 

76 戴宏一 內營室審字第 000587號 原臺中市 

77 謝世民 內營室審字第 000589號 原臺中市 

78 謝宗憲 內營室審字第 000593號 原臺中市 

79 謝東評 內營室審字第 092283號 原臺中市 

80 謝碧榮 內營室審字第 092263號 原臺中市 

81 魏亞勳 內營室審字第 000603號 原臺中市 

82 羅榮源 內營室審字第 000606號 原臺中市 

83 蘇戊衍 內營室審字第 000607號 原臺中市 

84 蘇懋彬 內營室審字第 000611號 原臺中市 

85 林明道 內營室審字第 00309號 原臺中縣 

86 王瑞年 內營室審字第 00329號 原臺中縣 

87 王瑞男  內營室審字第 00330號 原臺中縣 

88 余曉嵐 內營室審字第 00340號 原臺中縣 

89 吳啟炘 內營室審字第 00345號 原臺中縣 

90 林大森 內營室審字第 00371號 原臺中縣 

91 林旭志 內營室審字第 00373號 原臺中縣 

92 林秀雄 內營室審字第 00376號 原臺中縣 

93 林賜郎 內營室審字第 00396號 原臺中縣 

94 邱金印 內營室審字第 00397號 原臺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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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洪錫宏 內營室審字第 00414號 原臺中縣 

96 張文華 內營室審字第 00427號 原臺中縣 

97 張永照 內營室審字第 00430號 原臺中縣 

98 張光裕 內營室審字第 00431號 原臺中縣 

99 張晨昇 內營室審字第 00436號 原臺中縣 

100 許明墩 內營室審字第 00450號 原臺中縣 

101 陳志遠 內營室審字第 00470號 原臺中縣 

102 陳孟森 內營室審字第 00472號 原臺中縣 

103 陳柏松 內營室審字第 00478號 原臺中縣 

104 陳朝舜 內營室審字第 00489號 原臺中縣 

105 陳鴻逸 內營室審字第 00494號 原臺中縣 

106 曾雨忠 內營室審字第 00496號 原臺中縣 

107 黃彥儒 內營室審字第 00517號 原臺中縣 

108 葉水龍 內營室審字第 00537號 原臺中縣 

109 葉泰利 內營室審字第 00539號 原臺中縣 

110 詹淑琴 內營室審字第 00545號 原臺中縣 

111 蔡昭斌 內營室審字第 00561號 原臺中縣 

112 謝秋來 內營室審字第 00596號 原臺中縣 

113 顏淑如 內營室審字第 00602號 原臺中縣 

114 蘇彥章 內營室審字第 00610號 原臺中縣 

115 郭釗文 內營室審字第 00886號 原臺中縣 

116 蔡春泉 內營室審字第 92264號 原臺中縣 

117 陳吉彰 內營室審字第 92272號 原臺中縣 

118 陳逸邦 內營室審字第 92273號 原臺中縣 

119 劉明樹 內營室審字第 92293號 原臺中縣 

120 謝俊雄 內營室審字第 92296號 原臺中縣 

121 林暉博 內營室審字第 92297號 原臺中縣 

122 廖 聰 內營室審字第 00549號 原臺中縣 

123 馬嘉玲 
90.04.17內授營建管字 

第 016228號函核備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資格 
原臺中縣 

124 陳人忠 
90.04.17內授營建管字 

第 016228號函核備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資格 
原臺中縣 

125 黃宗喜 
90.04.17內授營建管字 

第 016228號函核備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資格 
原臺中縣 

126 江玲莉 90.04.17內授營建管字 原臺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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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6228號函核備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資格 

127 陳啟明 
90.04.17內授營建管字 

第 016228號函核備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資格 
原臺中縣 

128 謝明恕 
90.04.17內授營建管字 

第 016228號函核備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資格 
原臺中縣 

129 陳泰和 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9826號 原臺中縣 

130 張峯明 內授營建管字第 1030807673號 原臺中縣 

131 陳首睿 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04953號 原臺中縣 

132 陳昆杉 內授營建管字第 1050800246號 原臺中縣 

133 尤文勝 內營室審字第 0000318號 原臺中市 

134 王重詔 內營室審字第 0000323號 原臺中市 

135 王清林 內營室審字第 0000327號 原臺中市 

136 吳省斯 內營室審字第 92287號 原臺中市 

137 吳錦彰 內營室審字第 0000348號 原臺中市 

138 周芸鋒 內營室審字第 0001114號 原臺中市 

139 陳昶佑 內營室審字第 0000480號 原臺中市 

140 楊宗棋 內營室審字第 0000531號 原臺中市 

141 葉宗衡 內營室審字第 93150號 原臺中市 

142 蔡忠誠 內營室審字第 0000559號 原臺中市 

143 鄭尚珏 內營室審字第 92254號 原臺中市 

144 賴衡垚 內營室審字第 0000585號 原臺中市 

145 戴台津 內營室審字第 0000586號 原臺中市 

146 韓興興 內營室審字第 0000600號 原臺中市 

147 黃瑞明 內營室審字第 92076號 原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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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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702257811號 

主旨：107年度第 4次本市「免申請指定(示)建築線地區範圍」。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10條第 1項規定暨本府 100年 11月 30日

府授都工字第 10001798081 號公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執行建築法

及其子法之主管權限事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東勢區公所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佈欄。 

二、公告範圍及說明：本市東勢區下新庄自辦市地重劃區為免申請指定建

築線地區(範圍如附圖)。 

三、本市上開都市計畫地區內之基地，面臨已公告上開開闢完成計畫道路

路段者，增列為免申請建築線指示範圍，但臨接該等計畫道路之基地如

另有臨接其他或新增尚未開闢完成之計畫道路或配合市地重劃地區之增

設道路、市區道路或現有巷道者，仍應依規申請指定(示)建築線。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8 年春字第 1 期 

 

 2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8 年春字第 1 期 

 

 2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建字第10703182161號 

主旨：公告本府自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委託「中華民國大地工

程技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臺中市水

土保持技師公會」、「台灣坡地防災學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

技師公會」、「臺中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臺灣省應用地質技師

公會」、「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台北市結構工程

工業技師公會」、「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台南市土木技師

公會」、「社團法人台灣建築發展學會」、「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

師公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等 15家公會配合本府都市發展局辦理地質敏感區建築基地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審查等相關工作。 

依據：地質法第 11條第 2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審查範圍及內容如下： 

(一)本市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且無經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

果報告者。 

(二)審查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是否符合地質法相關規

定。 

(三)協助抽查是否業將該報告納為設計參據，及其設計結果是否合於建

築法令。 

二、委託實施期限：自本公告日起生效，至109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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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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地質敏感區建築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審查業務之委託-公會名單 

編 序 委 託 公 會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備 註 

1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

會 
02-2782-0022 

115 台北市南港區成功路一段 32

號 4樓之 8 

 

2 
社團法人臺北市水土保持

技師公會 
02-2254-4483 

220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 2 段 143

號 4樓 

 

3 臺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04-2220-6370 402台中市南區學府路 168巷 8號 
 

4 臺灣坡地防災學會 04-2285-0056 402台中市南區建成路 1473號 
 

5 
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

公會 
04-2237-8968 

406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 629號

B棟 5樓之 1 

 

6 臺中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 04-2393-6322 
411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路 100 號 1

樓 

 

7 臺灣省應用地質技師公會 02-8712-4975 104台北市長春路 368號 4樓之 1 
 

8 
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

技師公會 
02-8258-1918 

220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 2 段 143

號 4樓 

 

9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

公會 
02-8768-1118 110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37號 

 

10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02-2254-7419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266

號 21樓之 2 

 

11 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 06-3115135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12號 10樓之

5 

 

12 
社團法人台灣建築發展學

會 
04-23160928 

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536 號 6

樓 

 

13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

公會 
02-2698-0980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81 號

10樓之 4 

 

14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02-8961-3968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7 號 12

樓 A3 

 

15 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04-2358-8249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925號

5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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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703225771號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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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一份 

主旨：公告核定鼎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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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自即日起

生效。 

依據： 

一、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 

二、本府107年12月3日府授都更字第1070286659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8年1月2日起至108年2月1日止，計30日。 

二、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本府都市發展局、本市北屯區公所及北屯區陳平

里里公告欄。 

(二)計畫書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北屯區公所及

北屯區陳平里里辦公處。 

三、受處分人對本案都市更新事業核定處分其餘內容如有不服者，因免除

訴願及先行程序，請於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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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70197183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東區旱溪段 278-18 地號部分土地現有巷道廢止，徵求異

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1條及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現有巷道

廢道改道處理原則第 9點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8年1月3日至民國108年2月11日止，期間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東區區公所(公告欄)、臺中市東區泉源里辦公

處(公告欄)、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廢道現場。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審

議之參考。 

五、旨案現況倘有供公眾使用之排水設施，應先予以保留使用，且不得束

縮其通水斷面。 

代理局長 紀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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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保字第1070320248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 108年家犬貓絕育補助事項。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 19 條、「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第 12 條、「寵物登

記管理及營利性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管理收費標準」第 3 條及「臺

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 8條等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申請日期：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10日止（或經費用罄為止）

。 

二、實施目的：為鼓勵市民為其管領之犬貓完成外科絕育、寵物登記及狂

犬病預防注射，以防範寵物繁殖過量及落實本市寵物管理工作。 

三、實施方式：採「市民自辦家犬貓絕育補助申請」及「委辦動物醫院辦

理家犬貓絕育補助申請」2案併行方式辦理，同一犬貓限擇一方案辦理

，不得重覆申請。 

四、補助對象及條件： 

(一)設籍及犬貓飼養地點為臺中市之年滿20歲市民（含居住地在本市之

外國人及僑胞）。 

(二)該犬貓應於申請期限內完成絕育手術。 

(三)該犬貓應完成晶片植入、寵物登記、絕育狀態更新及領有核發有效

年限狂犬病注射證明書。 

(四)晶片植入、寵物登記及狂犬病預防注射，申請人須另外負擔相關費

用，並得於術中併同辦理，以符合申請要件。 

(五)另為鼓勵市民辦理寵物登記，申請絕育手術併同辦理寵物登記，其

絕育寵物免收登記費。 

(六)為考量動物福祉及公平原則，倘有特殊情形者，本市動物保護防疫

處(以下簡稱動保處)得另採專案方式辦理。 

五、申請及核撥補助款方式： 

(一)市民自辦家犬貓絕育補助申請 (本方案預計辦理3,000頭)： 

１、申請人（限寵物登記飼主本人）填寫「臺中市108年市民自辦家

犬貓絕育補助申請書」基本資料欄（本申請書需至動保處網頁

http://www.animal.taichung.gov.tw下載），於申請期間內完

成狂犬病預防注射、寵物晶片植入及寵物登記，並至本市合法立

案之動物醫院完成犬貓絕育手術，由施術動物醫院填寫絕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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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並提供犬貓絕育手術彩色相片1張黏貼於申請書（含移除創巾

後術體全身與取出之睪丸或卵巢子宮，需為彩色照片），並由寵

物登記站協助更新絕育狀態。 

２、申請人於犬貓施行絕育手術後當日起14日內，依據申請書檢附相

關文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寵物登記證影本、犬貓絕育手術照

片及申請人「本人」有效存摺影本)，以郵寄(掛號)或親送方式

送至動保處提出申請（以郵戳或動保處收發章為憑）。 

３、未於術後14日內申請送件、超過最後收件日期(108年12月10日)

、資料缺漏經通知未於期限內補正，動保處得不予受理並退回原

申請補助資料。 

４、同意補助申請案件，由動保處將補助經費匯入申請人提供之有效

本人帳戶，並於動保處網站公布每月匯款名冊供申請人查詢；撥

款所需轉帳手續費由申請人負擔，倘因申請人數眾多，前述審核

及撥款作業則需約90個工作天(實際撥款進度請上網查詢)。 

(二)委辦動物醫院辦理家犬貓絕育補助申請： 

１、申請人（限寵物登記飼主本人）需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寵物

登記證明及核發有效年限內狂犬病注射證明書至委辦動物醫院填

寫申請書並辦理絕育手術(108年家犬貓絕育手術委辦動物醫院名

冊詳見動保處網頁，網址：http://www.animal.taichung.gov. 

tw)。 

２、同意補助申請案件，由動保處將補助款代為核撥至委辦動物醫院。 

六、補助金額：公犬貓每頭補助新臺幣800元，母犬貓每頭補助新臺幣

1,400元。 

七、補助原則：依先申請先審核方式辦理，並得視經費預算額度予以審核

是否核撥補助款。 

八、稽查方式：為落實本絕育補助稽核，將依據「臺中市108年家犬貓絕育

補助經費審核及稽查標準作業流程」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申請人需

配合不得藉故規避、妨礙或拒絕。如查核過程發現與事實不符或不願

意配合查核者，即限制當年度不得再申請犬貓絕育補助案，情節重大

者將追回補助之款項，並依法追究相關之責任。 

九、若有未盡事宜，逕依相關法規辦理。 

市長 盧秀燕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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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藥字第1070322918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 108年動物狂犬病疫苗注射相關工作委託事項」。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13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實施目的：為提升本市犬貓等動物狂犬病疫苗注射率與即時掌握防疫

狀況，確保動物健康與市民生命安全。 

二、實施日期：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或經費用罄為止)。 

三、委託事項： 

(一)辦理動物狂犬病疫苗接種工作，並核發有效年度動物狂犬病預防注

射證明牌、證明書。 

(二)狂犬病預防注射資訊管理系統電子化資料登載上傳。 

四、電子化資料登載上傳工作津貼核發：按月核發每頭新臺幣35元工作津

貼，並採先申請先核發為原則，至20,000頭經費用罄為止。 

五、受委託動物醫院名單公布於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 http://www. 

animal.taichung.gov.tw/。 

市長 盧秀燕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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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701431422號 

附件：解散團體名冊 

主旨：臺中市東門福德正神功德會等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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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局長 陳坤皇 
 
 
 

社團名稱 
理事長 

姓名 
會址 

臺中市東門福德正神功德會 莊錦聰 401臺中市東區天乙街 36號 

臺中市竹巴噶舉貝尼了義佛學會 李勝彰 403臺中市西區五權西六街 82巷 7號 

臺中市甘丹吉祥法洲協會 鄭美蘭 403臺中市西區向上北路 137號 2樓 

臺中市大般若經佛學會 蘇崇智 
402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24號地下一樓              
聯絡處 408台中市南屯區永春路 18-30號 

臺中市興善吉祥佛學會 陳薇筑 
402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 580巷 7號 6樓
之 2 

臺中市蓮花海佛學會 蘇炯峰 
404臺中市北區賴明里 017鄰青島路二段
40號 

臺中市天主教互愛傳播協進會 曾春郎 
404臺中市北區賴村里 015鄰衛道路 185
號 

臺中市貝瑪禪密佛學會 余麗貞 404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5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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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竹巴噶舉康巴噶佛學會 鄧素敏 404臺中市北區日盛街 61號 5樓之 3-6 

臺中市薩迦普喜法藏佛學會 郭貞麟 404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173號 5樓 

臺中市基督教豐盛生命教育學會 黃玲玲 404臺中市北區北平二街 10 號 

台中市象神金殿慈善會 林章立 404臺中市北區五權路 257號 

臺中市中央天地慈德公善會 孫淑珍 404臺中市北區英才路 386號 13樓之 2 

臺中市密乘極樂法輪佛學會 韋明劭 
407臺中市西屯區上安里 018鄰至善路 64
號 3樓 

臺中市貢日佛學會 曾詩閑 
407臺中市西屯區忠義街 76之 1號、78之
1號 

臺中市宗教儀節發展協會 楊雅玲 407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 282號 3樓 

臺中市少數民族關懷協會 孫慈欣 
407臺中市西屯區鵬程里逢大路 85號 7樓
之 1 

臺中市十善道學會 羅淳霖 407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 99號 3樓之 1 

臺中市聖母會 
姚建明 
(連任) 

407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8路 22號 

臺中市大悲心人文學會 周玲華 407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 99號 10樓之 1 

臺中市三清理宗證道協會 王德順 408臺中市南屯區東興東街 101號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臺中市分會 
李泰山
(78) 

407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64-1號 

臺中市正法明護持會 廖秀娥 
406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 008鄰軍和街 455
巷 9弄 8號 

臺中市中觀佛學會 釋普獻 
406臺中市北屯區松強里 004鄰松竹路二
段 300巷 1弄 2號 

臺中市寧瑪巴大乘佛學會 楊朝興 
406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60巷 8-5
號 7樓 

臺中巿淨心佛學會 林進財 台中市北屯區安順東 7街 38號 1樓 

臺中市基督教客家協會 
黃東柱
(連任) 

406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 62巷 4弄 8號 

臺中縣大道濟化協會 謝坤澤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陽里 26鄰圓環東路
336巷 26號 

臺中縣宗教儀節發展協會 李慶祥 420臺中市豐原區瑞興路 1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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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觀音大士弘道協會 吳煌麟 412臺中市大里區福德路 40號 

臺中縣佛道濟世聖會 賴基財 411臺中市太平區永義九街 42號 

臺中市芒果樹福德協會 林本元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平路三段 160巷 35號 

臺中縣真佛宗靈智學會 
(電話要解散掉) 

林麗珍 429臺中市神岡區岸裡一街 8號 

臺中縣基督教青年會 陳宇嘉 
427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四九三巷三
八號 

臺中縣妙禪國佛法護持功德會 賴朝才 
426臺中市新社區慶溪里二鄰湖興十六之
一號 

臺中市行願修道會 謝玉婷 414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九德街 88巷 1號 

臺中市永久國際同濟會 劉月宮 
407臺中市西屯區上石里 017鄰弘孝路 161
號八樓之 6 

臺中市立沅國際同濟會 蕭婉書 
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太順二街
41號 4樓之 5 

臺中市薪傳國際同濟會 黃祥堡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田里 001鄰文心路四
段 955號十樓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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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7009949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林福隆等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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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70121921號 

主旨：公示送達洪淑惠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至第 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洪淑惠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B22100****。 

(二)發文日期：107年12月5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70116374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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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人：陳小姐】。 

代理局長 陳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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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10703185211號 

附件：臺中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104~108年版)(106年修訂公告版) 

主旨：公告修正「臺中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104~108年版)(106年修訂公

告版)」，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依據 101年 12月 19日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7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該計畫書內容刊載於本府環境保護局網站-關於我們-施政計畫之

公開網頁(https://www.epb.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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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70300123號 

主旨：公告解除臺中市烏日區同安厝段 348-1、346-2、254-1地號(重測後分

別為烏日區溪尾北段 290、263、237地號)等 9個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

制場址之管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6條。 

公告事項： 

一、臺中市烏日區同安厝段348-1地號(重測後為烏日區溪尾北段290地號)(

面積2,394平方公尺)、同安厝段346-2地號(重測後為烏日區溪尾北段

263地號)(面積1,239平方公尺)、同安厝段254-1地號(重測後為烏日區

溪尾北段237地號)(面積795平方公尺)、同安厝段334(部分)、334-1、

335(部分)地號(重測後分別為烏日區溪尾北段202(部分)、205、203（

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41平方公尺)、同安厝段332(部分)、

333、334(部分)、335(部分)、336、337(部分)地號(重測後分別為烏

日區溪尾北段199、201、202（部分）、203（部分）、200、198地號)

所構成坵塊（面積2,041平方公尺）、大里區夏田西段571(部分)地號(

面積696.68平方公尺)、夏田西段788、768、789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6879.86平方公尺)、大甲區順帆段448地號(面積1,714.83平方公尺)、

大里區夏田東段221(部分)、國中段398(部分)、400(部分)、429(部分

)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264.80平方公尺）等9個坵塊(總面積為

18,866.17平方公尺)農地因土壤重金屬污染物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前由臺中縣政府及本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經本府環境

保護局進行土壤污染改善，並驗證土壤污染物濃度均低於土壤污染管

制標準，依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府審

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

而非投郵日)。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府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臺中

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66312)。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白智榮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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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70145762號 

主旨：公告解除臺中市烏日區同安厝段 348-1、346-2、254-1地號(重測後分

別為烏日區溪尾北段 290、263、237地號)等 9個坵塊農地土壤污染管

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6條。 

公告事項： 

一、臺中市烏日區同安厝段348-1地號(重測後為烏日區溪尾北段290地號)(面

積2,394平方公尺)、同安厝段346-2地號(重測後為烏日區溪尾北段263地

號)(面積1,239平方公尺)、同安厝段254-1地號(重測後為烏日區溪尾北

段237地號)(面積795平方公尺)、同安厝段334(部分)、334-1、335(部分

)地號(重測後分別為烏日區溪尾北段202(部分)、205、203（部分）地號

)所構成坵塊(面積841平方公尺)、同安厝段332(部分)、333、334(部分)

、335(部分)、336、337(部分)地號(重測後分別為烏日區溪尾北段199、

201、202（部分）、203（部分）、200、198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2,041平方公尺）、大里區夏田西段571(部分)地號(面積696.68平方公尺

)、夏田西段788、768、789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6879.86平方公尺)、大

甲區順帆段448地號(面積1,714.83平方公尺)、大里區夏田東段221(部分

)、國中段398(部分)、400(部分)、42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2,264.80平方公尺）等9個坵塊(總面積為18,866.17平方公尺)農地因土

壤重金屬污染物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前由臺中市政府公告為土

壤污染控制場址及本局公告為土壤污染管制區，經執行土壤污染改善，

並驗證土壤污染物濃度均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臺中市政府業於107年

12月11日以府授環水字第1070300123號公告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依

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解除限制耕種。 

(二)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各項行為管制項目。 

三、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查後

，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局長     白智榮   補休假 
副局長   吳東燿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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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150407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修正「106-108 年臺中市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加碼

補助實施計畫」部分條文。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8條第 3項。 

公告事項： 

一、施行日期：自公告日起後實施至經費用罄時即停止補助。 

二、補助方式： 

(一)符合補助二行程機車報廢日期、車體回收日期以及購買低污染交通

工具發票日期為準（日期須於補助期間內），補助順序不分申請補

助種類，全面以網路線上申請，不再受理紙本申請，並依申請先後

順序辦理。 

(二)本局已受理之案件，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時，得不予補助。 

三、補助辦法：公布修正之「106-108年臺中市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低污

染車輛加碼補助實施計畫」(如附件)。 

局長 吳志超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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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8年臺中市淘汰二行程機車 

及新購低污染車輛加碼補助實施計畫 

修正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5日 

一、為防制空氣污染，鼓勵民眾汰換二行程機車、換購及新購電動二輪
車或六期機車，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之主辦機關為本府環境保護局。 
三、本計畫補助對象及補助車型之相關規定： 

(一)汰舊換購六期機車補助對象限個人申請，另汰舊換購六期二手機
車僅限中低收入戶或戶籍設籍於本市和平區之民眾申請。 

(二)淘汰二行程機車指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出廠之二
行程機車，並於補助期間完成回收及報廢手續。 

前項所稱回收，指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登記核可
之廢機動車輛回收商完成回收車體手續；所稱報廢，指向公路監理
機關完成報廢手續。 

(三)六期機車指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1日起出廠之四行程機車，經環
保署核定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為六期機車。 

四、本計畫補助期間自 106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1月 30日止，其他相
關規定依環保署「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辦
理。 
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並換購電動二輪車或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者，
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並換購六期機車者，購
車發票須為 108年開立。自 106年 12月 15日起，申請淘汰二行程
機車補助者，以完成報廢日期為準，判定補助年度。各項補助方案
期限如下： 

(一)申請 106年度補助者，應於 106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報廢，並於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車體回收及提出申
請。 

(二)申請 107年度補助者，應於 107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報廢，並於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車體回收及提出申
請。 

(三)申請 108年度補助者，二行程機車應於 108年 11月 30日前完成
報廢及回收；新購電動二輪車或換購電動二輪車、自行車及六期
機車應於 108 年 11月 30 日前完成購車，並於 108 年 1 月 11 日
至 108年 11月 30日間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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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淘汰二行程機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回收及報廢時間，須於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之

間。 
(二)報廢日期為 107 年 4 月 17 日之前者，須於回收或報廢當年或前

二年曾實施機車排氣檢驗；報廢或回收日期自 107 年 4 月 17 日
起，得免機車排氣檢驗紀錄。 

(三)回收及報廢之二行程機車之車籍，須於 104年 12月 31日起設籍
本市轄區，現仍在籍者且期間未曾有遷出紀錄；申請和平專案
者，回收及報廢之二行程機車車籍須於 104年 12月 31日起設籍
本市和平區，現仍在籍者且期間未曾有遷出紀錄。 

(四)申請者提出申請時戶籍須設籍本市轄區；申請和平專案者提出申
請時戶籍須設籍本市和平區。 

(五)獨資、合夥或法人：須於本市登記或設立。 
六、本計畫補助種類金額及條件如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三；應檢附文

件如附表四。 
七、申請補助者需檢齊附表四之證明文件，向本府環境保護局提出線上

申請。前項各證明文件之內容、簽名或蓋章應清晰可辨。 
八、淘汰二行程機車車主與新購置車輛申請者須為同一人，始得申請

「汰舊換購電動機車、汰舊換購電動（輔助）自行車、汰舊換購自
行車、汰舊換購六期機車」補助，汰舊換購六期機車與自行車購買
證明須為發票，特殊情形無法開立發票，另經本府環境保護局核可
後提出收據證明。申請案件經受理後若須更換項目，僅限案件於
「已受理」（未經審查）之階段，但經審查判定有資格不符者，得
重新申請，須填寫更換項目切結書並以一次為限。同一輛二行程機
車僅可選擇申請一項補助，淘汰二行程機車、汰舊換購電動二輪
車、汰舊換購自行車或汰舊換購六期機車擇一申請補助。 

九、申請汰舊換購電動二輪車或汰舊換購六期機車（淘汰之二行程機車
須符合前述五、淘汰二行程機車應符合之規定）或新購電動二輪車
補助者，須符合下列資格： 

(一)申請汰舊換購補助之電動機車、六期機車(新車)或新購電動機車
者，須於臺中市監理單位掛牌，並自掛牌之日起 1 年內禁止過
戶；如屬購買六期二手機車，自過戶至申請者之日起 1 年內禁止
過戶，未依前述規定辦理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補助，並追繳已
領之補助款。 

(二)自然人：年滿 18 歲，戶籍須於申請時設籍本市轄區；申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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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者提出申請時戶籍須設籍本市和平區。 
(三)獨資、合夥或法人：須於本市登記或設立。 
(四)申請汰舊換購六期機車(新車)、電動機車或新購電動機車補助

者，其機車須為新領牌機車，不得有過戶紀錄。 
十、新購電動自行車或電動機車分別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新購電

動自行車補助辦法及經濟部訂定之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補助及獎勵
實施要點所定之補助標準補助之。 
自然人申請汰舊換購電動機車、汰舊換購電動（輔助）自行車、汰
舊換購自行車、汰舊換購六期機車、新購電動機車及新購電動（輔
助）自行車，終身限補助一次。 
獨資、合夥或法人新購電動二輪車達 2 輛以上者，須提出補助計畫
書，並經本府環境保護局核准。 

十一、補助順序不分申請補助種類，全面以網路線上申請，並依申請先
後順序辦理，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時，得不予補助。 

十二、申請文件如有欠缺，經主管機關通知日起 30 日內限期補正而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主管機關予以駁回其申請，同意延長
補正期限或再次通知補正者，不在此限。 
倘申請文件因通知補正，未於補助期間內完成補正，或補助經費
用罄無法予以補助，主管機關不負延遲之責。 

十三、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主管機關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 30  
元）後，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人，若為退匯再匯，手續
費採累計扣除。 
前項申請人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匯款手續費。 

十四、補助所得未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免稅所得之規定，故應扣繳申報
為綜合所得收入，由本府環境保護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憑證。 

十五、申請人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補助者，
主辦機關得撤銷其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補助款。 

十六、計畫倘有異動，本府得公告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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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告日期：107年 12月 25日 

 
附表 1 

一般民眾淘汰二行程機車暨汰舊換購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金額 

補助種類(車款)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臺中市政府 合計 

1 淘汰二行程機車 

106年 1,500 1,500 3,000 

107年 1,000 1,000 2,000 

108年 500 500 1,000 

2 
新購電動 

機車 

重型 

106年 4,000 5,000 9,000 

107年 3,500 4,000 7,500 

108年 3,000 3,000 6,000 

輕型/ 

小型輕型 

106年 2,000 5,000 7,000 

107年 1,500 4,000 5,500 

108年 1,000 3,000 4,000 

3 

汰舊二行程機

車並換購電動

機車 

重型 

106年 7,000 15,000 22,000 

107年 6,000 13,000 19,000 

108年 5,000 11,000 16,000 

輕型/ 

小型輕型 

106年 5,000 15,000 20,000 

107年 4,000 13,000 17,000 

108年 3,000 11,000 14,000 

4 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 

106年 2,000 ─ 2,000 

107年 1,500 ─ 1,500 

108年 1,000 ─ 1,000 

5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電動 

(輔助)自行車 

106年 5,000 5,000 10,000 

107年 4,000 4,000 8,000 

108年 3,000 3,000 6,000 

6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 

自行車(註 1) 

106年 1,500 3,000 4,500 

107年 1,000 2,000 3,000 

108年 500 1,000 1,500 

7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 

六期機車(註 1) 
108年 500 4,500 5,000 

註 1：針對附表 1 補助種類第 6 項及第 7 項，其購車金額需達「臺中市政府」加碼補助金

額(含)以上，否則不予提供補助，以淘汰二行程機車資格認定。 

註 2:本補助不包含經濟部工業局補助，重型及輕型電動機車 10,000 元，小型輕型電動機

車 7,200元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車體回收獎勵金 300元。 

註 3:106 年度全面以網路線上申請，不再受理紙本申請，相關訊息及申請作業，請逕上臺

中ㄅㄨㄅㄨ網查詢(http://green.epb.taichung.gov.tw/)。 

http://green.epb.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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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告日期：107年 12月 25日 

 
附表 2 

中低收入戶淘汰二行程機車暨汰舊換購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金額 

補助種類(車款)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臺中市政府 合計 

1 淘汰二行程機車 

106 年 1,500 

1,500 

3,000 

107 年 1,000 2,500 

108 年 500 2,000 

2 
新購電動 

機車 

重型 

106 年 4,000 

19,000 

23,000 

107 年 3,500 22,500 

108 年 3,000 22,000 

輕型/ 

小型輕型  

106 年 2,000 21,000 

107 年 1,500 20,500 

108 年 1,000 20,000 

3 

汰舊二行程機

車並換購電動

機車 

重型 

106 年 7,000 

26,800 

33,800 

107 年 6,000 32,800 

108 年 5,000 31,800 

輕型/ 

小型輕型 

106 年 5,000 31,800 

107 年 4,000 30,800 

108 年 3,000 29,800 

4 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 

106 年 2,000 

4,000 

6,000 

107 年 1,500 5,500 

108 年 1,000 5,000 

5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電動

(輔助)自行車 

106 年 5,000 

8,000 

13,000 

107 年 4,000 12,000 

108 年 3,000 11,000 

6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 

自行車(註 1) 

106 年 1,500 

3,000 

4,500 

107 年 1,000 4,000 

108 年 500 3,500 

7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 

六期二手機車(註 1) 
108 年 500 5,500 6,000 

8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 

六期機車(註 1) 
108 年 500 11,500 12,000 

註 1：針對附表 2 補助種類第 6 項、第 7 項及第 8 項，其購車金額需達「臺中市政府」加

碼補助金額(含)以上，否則不予提供補助，以淘汰二行程機車資格認定。 

註 2:本補助不包含經濟部工業局補助，重型及輕型電動機車 10,000 元，小型輕型電動機

車 7,200元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回收獎勵金 300元。 

註 3:106 年度全面以網路線上申請，不再受理紙本申請，相關訊息及申請作業，請逕上臺

中ㄅㄨㄅㄨ網查詢(http://green.epb.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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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告日期：107年 12月 25日 

 
附表 3 

和平專案淘汰二行程機車暨汰舊換購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金額 

補助種類(車款)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臺中市政府 合計 

1 淘汰二行程機車 108 年 500 1,500 2,000 

2 

汰舊二行程機

車並換購電動

機車 

重型 108 年 5,000 

26,800 

31,800 

輕型/ 

小型輕型 
108 年 3,000 29,800 

3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電動

(輔助)自行車 
108 年 3,000 8,000 11,000 

4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 

自行車(註 1) 
108 年 500 3,000 3,500 

5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 

六期二手機車(註 1) 
108 年 500 5,500 6,000 

6 
汰舊二行程機車並換購 

六期機車(註 1) 
108 年 500 11,500 12,000 

註 1：針對附表 3 補助種類第 4 項、第 5 項及第 6 項，其購車金額需達「臺中市政府」加

碼補助金額(含)以上，否則不予提供補助，以淘汰二行程機車資格認定。 

註 2:本補助不包含經濟部工業局補助，重型及輕型電動機車 10,000 元，小型輕型電動機

車 7,200元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回收獎勵金 300元。 

註 3:106 年度全面以網路線上申請，不再受理紙本申請，相關訊息及申請作業，請逕上臺

中ㄅㄨㄅㄨ網查詢(http://green.epb.taichung.gov.tw/)。 

註 4:附表 3僅限戶籍設籍於本市和平區之民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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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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稽字第1070150843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臺中巿固

定污染源暨環保陳情案件稽巡查及檢舉違反廢清法案件查處催收計

畫」委辦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 條及廢棄物清理法第 74 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辦期間：自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至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二、委辦事項： 

(一)辦理本局固定污染源及逸散源法規符合度查核。 

(二)協助民眾陳情固定源、逸散源、異味等空氣污染案件受理及稽查作

業。 

(三)辦理環境污染專案查核及調查工作。 

(四)辦理查核、陳情及專案之採樣檢測工作。 

(五)科技化蒐證技術運用。 

(六)辦理環保法規講習、查核實務教育訓練及研討會。 

(七)辦理民眾檢舉案件查處作業。 

(八)辦理環保罰鍰案件移送行政執行作業。 

(九)協助執行環保署年度考核。 

(十)系統資料維護管理及其他行政配合事項。 

三、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與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之

契約內容辦理。 

四、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環境稽查大隊，電話

(04)22289111轉67233。 

局長 吳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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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70307022號 

主旨：公告廢止本市傳統藝術「泰雅族 Lmuhuw 口述傳統」之登錄及保存者

Wilang．Nabu劉金盛之認定。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3條、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1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名稱：「泰雅族Lmuhuw口述傳統」。 

二、分類：傳統藝術－傳統表演藝術。 

三、保存者基本資料： 

(一)姓名：Wilang．Nabu劉金盛 

(二)聯絡地址：臺中市和平區 

四、廢止理由：Wilang．Nabu劉金盛先生已於民國105年11月2日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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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703096091號 

附件：公告表 

主旨：公告登錄本市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天文科學館」為歷史建築，並自

公告日生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 4 條、第 5 條暨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 107

年第 6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霧峰國民小學天文科學館。 

二、種類：學校。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6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歷史建築本體：天文科

學館，面積約為454.8平方公尺（半徑12.035公尺）。定著土地範圍為

臺中市霧峰區人和段186地號，面積約1,671.05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霧峰國民小學天文科學館」係修澤蘭建築

師所設計，為拱(穹頂)系統、RC構造造型特殊，具藝術科學價值，為

學校師生之重要集體記憶場域，具地區性建造物之特色，符合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所

列基準。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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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法第14條、56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

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

定期間內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

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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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 

名稱 歷史建築「霧峰國民小學天文科學館」 

種類 學校 

位置或地址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6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

著土地範圍之面積

及地號 

(一)歷史建築本體：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6 號，建築本體

（天文科學館）面積為 454.8 平方公尺（半徑 12.035 公

尺）。 

(二)定著土地範圍：臺中市霧峰區人和段 186地號土地，面積

約 1,671.05平方公尺。 

登錄理由及其法令

依據 

「霧峰國民小學天文科學館」係修澤蘭建築師所設計，為拱

(穹頂)系統、RC 構造造型特殊，具藝術科學價值，為學校師

生之重要集體記憶場域，具地區性建造物之特色與建築，符合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款規定所列基準。 

登錄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2日府授文資古字第 10703096091號。 

備註：本表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本府依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之

規定，得隨時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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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實際面積以測繪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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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321544號 

主旨：東區南京東路一段 284 巷打通工程(自由路三段 311 巷至南京東路一

段)工程用地徵收，茲因權利人（如后附清冊）徵收公告通知書無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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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107年11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2749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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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月21日（星期五）上午10時至14時止，假本府

地政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7樓）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

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107年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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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專戶」（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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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321614號 

主旨：臺中市東區自強南街至南京東路一段打通工程用地徵收，茲因權利人

（如后附清冊）徵收公告通知書無法送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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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107年11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2797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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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時至14時止，假本府

地政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7樓）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

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107年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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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專戶」（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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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3141821號 

主旨：公告註銷顏志仲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顏志仲。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29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顏志仲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2段290號1樓。 

五、註銷原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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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3165621號 

主旨：公告註銷余木生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余木生。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0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余木生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霧峰區四德路20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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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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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3178871號 

主旨：公告註銷遲瑞英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遲瑞英。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9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遲瑞英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市府路39號5樓之6。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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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3192331號 

主旨：公告註銷楊子萱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子萱。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20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千正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陝西二街28號1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2月22日止），未依規定

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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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3204171號 

主旨：公告註銷沈鴻其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沈鴻其。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134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展業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四平路290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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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3209821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名威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名威。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2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名威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永昌三街14之3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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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3245181號 

主旨：公告註銷蔡慶麟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慶麟。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66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蔡慶麟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清水區鎮南街29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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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468431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正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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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安。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21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2月20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局長     張治祥   休假 
副局長   吳存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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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468461號 

主旨：公告註銷禹志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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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志嘉。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71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2月20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局長     張治祥   休假 
副局長   吳存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468471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予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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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予彥。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71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2月20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局長     張治祥   休假 
副局長   吳存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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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3132321號 

主旨：公告註銷廖家顯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廖家顯。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地估字第00006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怡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17樓之6。 

五、註銷原因：遷移至臺北市開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3228291號 

主旨：公告註銷簡恭凡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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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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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註銷原因：遷移至臺北市開業。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8 年春字第 1 期 

 

 76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新行字第1070308671號 

主旨：公告本市 108 年度有線廣播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施行期間自 108

年 1月 1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依據： 

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4條。 

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 

三、本府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委員會107年第4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本市108年度各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基本頻道收視費用如下： 

(一)大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上限為新臺幣550元。 

(二)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上限為新臺幣550元。 

(三)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上限為新臺幣550元。 

(四)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上限為新臺幣550元。 

(五)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上限為新臺幣550元。 

二、系統經營者應持續推動數位機上盒優惠措施，提供每戶免費借用2臺數

位機上盒(依訂戶實需)，第3臺以上數位機上盒押金不得超過107年度

收費上限。 

三、系統經營者應注意消費者權益保障，維持申報之頻道別及節目水準並

載明於契約中，如頻道變更應詳實告知消費者及提供相關賠償或退費措

施；另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6條規定，頻道應經合法授權始得播送。 

四、系統經營者在頻道授權或上架與頻道供應事業間發生任何爭議，得依

法申請調處，至於商業糾紛部分，系統經營者應妥為因應預防並處理

，以維護消費者權益，違反上述規定情節重大者，本府得重新審議系

統經營者之收視費用及公告。 

五、系統經營者之裝機、復機、移機及分機裝置費用，不得高於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 

六、本公告生效日期以前已訂有契約，其收費低於前開收費標準者，依原

契約所定價格至契約期限屆滿；高於前開收費標準者，應提供訂戶退

費、延長收視等補償措施。 

七、系統經營者所提供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收視費用，均應依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規定辦理。 

八、系統經營者與訂戶簽訂之契約內容，接獲訂戶維修通知時，應於2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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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到修，違反維修義務之責任，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第7條規定辦理。 

九、系統經營者應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3條第5項規定提供當月繳、雙月繳、季繳

、半年繳、年繳等繳費方式供訂戶選擇，季繳(含)以上預繳戶之基本

頻道收視費用得考量收款成本及資金利息等因素給予折扣，由系統經

營者與收視戶雙方約定收費。 

十、系統經營者對於本府社會局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檢附證明文件提出

申請後，應免收裝機費及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十一、系統經營者應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定，無償提供一個以上公用頻

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民眾播送公益、藝文、社教等節目。 

十二、系統經營者收費如有異常或不當超收等情事時，本府新聞局設有申

訴專線：0972-674906。 

十三、本公告未記載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8 年春字第 1 期 

 

 78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新行字第1070308773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

公司及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分期(擴增)營運臺中市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 108 年度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費用標準，施行期間自 108 年 1 月

1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依據： 

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4條。 

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 

二、本府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委員會107年第4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本市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及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分期(擴增)營運臺中市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108年度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費用上限如下： 

(一)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１、數位A1組：總頻道數量25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49元。 

２、數位A組：總頻道數量60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99元。 

３、數位A+組：總頻道數量66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130元。 

４、數位B組：總頻道數量109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550元。 

(二)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１、A組：總頻道數量50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199元。 

２、B組：總頻道數量106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550元。 

３、C組：總頻道數量127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600元。 

(三)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１、A1組：總頻道數量16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69元。 

２、A2組：總頻道數量25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89元。 

３、A組：總頻道數量28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99元。 

４、B組：總頻道數量122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550元。 

５、C組：總頻道數量146個，每戶每月為新臺幣600元。 

二、系統經營者應持續推動數位機上盒優惠措施，提供每戶免費借用2臺數

位機上盒(依訂戶實需)，第3臺以上數位機上盒押金不得超過107年度

收費上限。 

三、系統經營者應注意消費者權益保障，維持申報之頻道別及節目水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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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於契約中，如頻道變更應詳實告知消費者及提供相關賠償或退費

措施；另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6條規定，頻道應經合法授權，始得播

送。 

四、系統經營者在頻道授權或上架與頻道供應事業間發生任何爭議，得依

法申請調處，至於商業糾紛部分，系統經營者應妥為因應預防並處理

，以維護消費者權益，違反上述規定情節重大者，本府得重新審議系

統經營者之收視費用及公告。 

五、系統經營者應依規定推行分組付費並不得拒絕民眾付費申裝服務，原

經營區既有訂戶選擇適用新收費模式，惟系統經營者須於擴增經營區

推行分組付費後，方得於原經營區採行分組費率。 

六、系統經營者之裝機、復機、移機及分機裝置費用，不得高於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 

七、本公告生效日期以前已訂有契約，其收費低於前開收費標準者，依原

契約所定價格至契約期限屆滿；高於前開收費標準者，應提供訂戶退

費、延長收視等補償措施。 

八、系統經營者所提供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收視費用，均應依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規定辦理。 

九、系統經營者與訂戶簽訂之契約內容，接獲訂戶維修通知時，應於24小

時到修，違反維修義務之責任，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第7條規定辦理。 

十、系統經營者應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3條第5項規定提供當月繳、雙月繳、季繳

、半年繳、年繳等繳費方式供訂戶選擇，季繳(含)以上預繳戶之基本

頻道收視費用得考量收款成本及資金利息等因素給予折扣，由系統經

營者與收視戶雙方約定收費。 

十一、系統經營者對於本府社會局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檢附證明文件提

出申請後，應免收裝機費及收視費用，並提供B組以上之基本頻道收

視。 

十二、系統經營者應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定，無償提供一個以上公用頻

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民眾播送公益、藝文、社教等節目。 

十三、系統經營者收費如有異常或不當超收等情事時，本府新聞局設有申

訴專線：0972-674906。 

十四、本公告未記載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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