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規 
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部分條文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 

制定「臺中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 

修正「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1 

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獎勵補助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費實施

要點」第九點附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8 

修正「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第四點第二款第一目規

定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6 

修正「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及附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0 

修正「臺中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3 

修正「臺中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部分規定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9 

修正「臺中市政府食品藥物安全會報設置要點」，並更名為

「臺中市政府食品安全會報設置要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0 

修正「臺中市政府財政永續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六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2 

公 告 
公告本市神岡區下溪洲後壁厝小段1001地號等282筆土地及神

岡區圳堵段921地號等107筆土地，核定設置「臺中市神岡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5 

 
※本公報每月十五及三十日發行(遇例假日順延一天)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出刊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輯發行 



公示送達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6 
公告本市龍井區龍目井段水師寮小段72(部分)及184(部分)地

號等2筆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1 
公告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277-3地號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

求異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1 
公告「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

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西區公館段80-123地號

土地附近)」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資料，並受理申請複

測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2 
公告「擬定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本市烏日區阿密

哩段64、64-1地號土地南側)」樁位成果圖，並受理申請

複測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3 
公告「變更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及「變更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四階段）

案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資料，並受理申請複測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3 
公告公開展覽「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

畫【部分文教區(供宜寧中學使用)為農業區】案」都市計

畫書、圖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4 
公告公開展覽寶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

臺中市西屯區信安段691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書圖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5 
公告公開展覽寶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

臺中市西屯區信安段698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書圖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6 
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高

速鐵路台中車站地區)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圖 ꞏꞏꞏꞏꞏ 147 
公告發布實施「擬定新社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階段）案」

計畫書、圖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8 
公告本市有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見證移交事項委託「臺中

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及「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

發商業同業公會」辦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8 



公告解除列管本市6株受保護樹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9 

公告本市109年度兒童及少年安置費用給付標準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0 

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

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1 

公告廢止有限責任台中市立東興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ꞏꞏꞏꞏ 151 

公告廢止有限責任台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登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2 

公告臺中市私立采恩托嬰中心（負責人：張如蘭）歇業，廢止

設立許可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2 

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黃郁心君等20人「應受尿液採驗人通知

書」應受送達人清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3 

公示送達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OTX-517號車輛車主潘春強君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暨應受送達人清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5 

公示送達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依法處分王玲芬君違反菸害防制法

裁處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6 

公告徵求109年度「臺中市辦理65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

計畫」配合執行專業服務單位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7 

公示送達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依法裁處詹淑惠君等3人違反

空氣污染防制法裁處函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8 

公告「109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加碼補助

實施計畫」及「109年度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

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9 

公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維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09年度臺中市陳情音量監測及管制計畫」委託事項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60 

公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09年度臺中市底渣委託再利用協助監督計畫」委託事

項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61 

公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執行「109年臺中市空品淨化區巡查管理及裸露地稽

（巡）查計畫」委託事項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62 

公告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規定檢舉書格式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63 



公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109年度臺中市非法棄置場

址處理暨緊急應變計畫」委託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ꞏꞏꞏꞏ 165 

公告委託「兆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109年臺中市海洋

污染監測與應處計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65 

公告委託「京拓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辦理「109年河川巡守隊

經營運作輔導計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66 

公告登錄「毛筆製作」為本市文化資產保存技術，認定陳景聰

為保存者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67 

公告原公告歷史建築「林之助畫室」，變更登錄為紀念建築

「林之助畫室」，並變更其所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廢止原公告部分事項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69 

公告本府辦理都市計畫中五九線1-20、2-15號道路工程，原報

准徵收本市龍井區龍津段76-1地號土地，因圖簿面積不

符，報准更正徵收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3 

公告盧家盈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4 

公告註銷林丁豐地政士開業執照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4 

公告註銷黃啟禎地政士開業執照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5 

公告註銷李宜平地政士開業執照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6 

公告註銷凃金芳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6 

公告註銷蔡篤昆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7 

公告註銷林炫廷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7 

公告註銷不動產估價師林雪琴開業證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8 

預告修正「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附屬事業經營管理辦法」第三

條草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78 

預告廢止「臺中市漁船(筏)引擎馬力對照基準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81 

預告訂定「臺中市心理治療所暨心理諮商所收費標準」草案 ꞏꞏꞏꞏꞏꞏꞏ 183 

附 錄 
「變更臺中市東勢區新互助段 468 地號等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原東勢鎮龍之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告

說明三誤植更正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8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春字第 3 期 

 

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010558號 

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部分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部分條文 

 
 
 
 

第四條  亡者具下列情形之一者，遺屬或關係人得申請以本市籍市民
收取費用： 

一、配偶(含已死亡配偶)設籍於本市。 
二、已埋葬於本市公、私立公墓或公有土地五年以上及墳墓

設置管理條例施行前已埋葬於本市私人土地之骨灰(骸)
，申請使用本市火化場及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 

三、已安奉於本市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二年以上。 
四、持永久居留證，其居留證上之居留地址為本市之外國

人。 
五、查無戶籍資料者，以族譜、家族系統表或最原始之日治

時期調查簿等相關文件所載之戶籍地為本市者，推定亡
者之戶籍為本市。 

六、持死產證明書或醫療院所開立之妊娠中止相關證明文件
，亡者其父或母設籍本市。 

第六條   非本市籍市民使用公立殯葬設施及其附屬設施者，除神主牌
位、樹葬、植存及骨灰拋灑按第五條第五項及附表所列標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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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按下列倍數，收取使用規費： 
一、公墓：五倍。 
二、骨灰(骸)存放設施：三倍。 
三、殯儀館：三倍。 
四、火化場：二點五倍。 
亡者三親等內之直系血親，其戶籍設籍於本市者，依前項倍

數減半收取使用規費。 
非本市籍市民暫厝骨灰(骸)收取三倍使用規費及保證金。但

有前項情形者，減半收取使用規費。 
第十條   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遺屬或關係人得持相關文件向生命

禮儀處或區公所申請免費使用公立殯葬設施： 
一、本市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 
二、本市列冊有案中低收入戶且為獨居。 
三、本市仁愛之家院民。 
四、因執行公務以致死亡。 
五、捐贈遺體或器官。 
六、其他特殊事由經民政局核准。 
設籍於本市公立殯儀館及火化場所在區域一年以上之本市籍

市民，其遺屬或關係人得持相關文件向生命禮儀處或區公所申請
免費使用該區域之公立殯儀館及火化場。 

前項區域，由民政局公告之。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應行遷葬之墳墓，得申請暫厝生

命禮儀處指定之納骨堂(塔)一年，並免收取使用規費及保證金。 
無名(主)屍體或骨灰(骸)經警察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函請代

為殮葬者，得免費使用公立殯儀館、火化場及其附屬設施；其骨
灰(骸)安厝於生命禮儀處指定之納骨堂(塔)或以樹葬、植存、骨
灰拋灑方式安葬之，免收取使用規費及保證金。 

無名(主)屍體經關係人申請不依前項方式處理者，應收取相
關使用規費及保證金。 

第十條之一  亡者為外縣市列冊之低收入戶，其遺屬或關係人得持相
關文件向生命禮儀處或區公所申請免費使用公立火化場、骨
灰(骸)存放設施，或免費以樹葬、植存及骨灰拋灑方式安葬
之。 

第十一條  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遺屬或關係人得持相關文件向生
命禮儀處或區公所申請使用公立殯葬設施減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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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縣市列冊之低收入戶申請使用公立公墓、殯儀館、
禮廳及其附屬相關設施。 

二、其他特殊事由經民政局核准。 
遺屬或關係人依前項申請收費減半如同時符合本標準其他

減免規定，僅得擇一申請。 
第十二條  依第十條至第十一條免費或減半收費使用公立殯葬設施，

其使用項目及方式如下： 
一、公墓之最小面積。 
二、納骨堂(塔)以現有空櫃位最低價之單一單罐櫃位為

限。 
三、使用殯儀館、禮廳及靈堂者，不包括靈堂及甲、乙、

丙級禮廳；使用丁級、戊級禮廳及冷氣以三小時並免
收清潔費一次為限；使用冷藏、停柩設備以十五日為
限。 

四、使用火化場者，火化當日及翌日免收骨灰暫存費。 
五、以樹葬、植存及骨灰拋灑方式辦理。 
因執行公務以致死亡、捐贈遺體、器官或其他特殊事由經

民政局核准者，使用各項公立殯葬設施，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第十條第五項情形，使用冷藏設備日數，不受第一項第三

款之限制。 
第十三條   死亡時設籍本市公立納骨堂（塔）所在里一年以上之居民

，申請使用該所在里任一納骨堂（塔）櫃位者，減免附表內該
堂(塔)櫃位之最低價位二分之一費用。有其他優惠規定者，依
最低優惠規定收費。 

前項情形申請使用神主牌位者，減半收費。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納骨堂(塔)之使用

收費較本標準減免措施優惠者，得依原規定使用納骨堂(塔)，
至該設施滿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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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公立公墓、多元環保葬收費表 
一、第一類本市各區公立公墓（第二類公墓除外）      （單位：新臺幣） 

項目 面積/類型 金額 

一般公墓 

六平方公尺 四千元 

八平方公尺 六千元 

十二平方公尺 八千元 

十六平方公尺 一萬元 

示範公墓 

六平方公尺 八千元 

八平方公尺 一萬元 

十二平方公尺 一萬二千元 

 

二、第二類公墓                     （單位：新臺幣） 

項目 面積/類型 金額 

臺中市立大肚山公墓(未

規劃墓基) 

六平方公尺以內 八千元 

八平方公尺 二萬五千元 

十二平方公尺 四萬元 

十六平方公尺 五萬元 

太平區第一花園公墓 八平方公尺 二萬五千元 

豐原區第十二公墓 八平方公尺/單棺 二萬四千元 

清水區示範公墓 八平方公尺 二萬元 

烏日區示範公墓 
七平方公尺/忠、孝、仁

、愛各區（一～六號） 
一萬六千元 

大甲區公園化公墓 

八平方公尺/ 丙區 一萬三千元 

十二平方公尺/乙區 二萬五千元 

十六平方公尺/甲區 三萬三千元 

神岡區示範公墓 
忠仁愛信義 一萬九千元 

孝 二萬九千元 

后里區示範公墓 
八平方公尺 一萬六千元 

十二平方公尺 二萬五千元 

外埔區示範公墓  三萬元 

 

三、多元環保葬                     （單位：新臺幣） 

項目 面積/類型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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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環保葬法 樹葬、植存及骨灰拋灑 三千元 

備註： 

ㄧ、已禁葬之墓區不適用之。 

二、本附表八平方公尺以上之墓基，指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但書

情形。 

 

附表二：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收費表        （單位：新臺幣） 

所在地 項目 位置 金額 

西屯區 

第十三

公墓納

骨堂 

骨灰/骨骸 

地下一樓  二萬元 

一樓  三萬元 

二樓  二萬五千元 

三樓  二萬元 

西屯區 

第十三

公墓納

骨塔 

骨灰/骨骸 

地下一樓 一萬元 

一樓 二萬五千元 

二樓  二萬元 

三樓 一萬八千元 

四樓 一萬六千元 

五樓 一萬四千元 

六樓 一萬二千元 

七樓 一萬元 

八樓至九樓 八千元 

太平區 

懷恩堂 

骨灰 

一樓 三萬五千元 

二樓、五樓 三萬元 

三樓、四樓 二萬五千元 

地下一樓 二萬五千元 

骨骸 

一樓 五萬五千元 

二樓、五樓 四萬五千元 

三樓、四樓 三萬五千元 

地下一樓 三萬五千元 

豐原區 骨灰 

地下一樓 一萬七千元 

二樓 
個人櫃 二萬三千元 

雙人櫃 單櫃一萬九千元 

三樓 
個人櫃 二萬一千元 

雙人櫃 單櫃一萬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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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樓 雙人櫃 單櫃一萬七千元 

五樓 
個人櫃 一萬七千元 

雙人櫃 單櫃一萬六千元 

骨骸 

一樓 四萬元 

三樓 三萬六千元 

四樓 三萬四千元 

五樓 三萬二千元 

神主牌位 五樓 七千元 

清水區 

第二公

墓第一

納骨塔 

骨灰 

地下一樓 二萬元 

一、二樓 三萬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骨骸 

地下一樓 三萬元 

一、二樓 四萬元 

三樓 三萬六千元 

神主牌位  八千元 

清水區 

第二公

墓第二

納骨塔 

骨骸 一樓 四萬元 

骨灰 
二樓 三萬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烏日區 

第五公

墓納骨

堂(塔) 

骨灰/骨骸 

一樓第一層、第二層 二萬元 

一樓第三層 一萬八千元 

一樓頂層 一萬六千元 

二樓第一層、第二層 一萬六千元 

二樓第三層 一萬四千元 

二樓頂層 一萬二千元 

烏日區 

第九公

墓納骨

堂 

骨灰/骨骸 

一、二、三樓左、右堂第一層 一萬五千元 

一、二、三樓左、右堂第二層、第三層 三萬元 

一、二、三樓左、右堂第四層、第五層 二萬元 

二樓中堂第一層 二萬五千元 

二樓中堂第二層、第三層 四萬元 

二樓中堂頂層 三萬元 

三樓中堂第一層至第三層 四萬元 

三樓中堂第四層、第五層 三萬元 

神主牌位 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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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儲骨箱四、五樓及地面樓層第一層 二萬元 

大儲骨箱四、五樓及地面樓層第二層

、第三層 
三萬元 

大儲骨箱四、五樓及地面樓層第四層

以上 
二萬五千元 

整排式小骨灰箱第一層至第三層 一萬五千元 

整排式小骨灰箱第四層至第六層 二萬五千元 

整排式小骨灰箱第七層以上 二萬元 

雙人式小骨灰箱第一層至第三層 單櫃一萬五千元 

雙人式小骨灰箱第四層至第六層 單櫃二萬五千元 

雙人式小骨灰箱第七層以上 單櫃二萬元 

四人式小骨灰箱第一層至第三層 單櫃一萬五千元 

四人式小骨灰箱第四層至第六層 單櫃二萬五千元 

四人式小骨灰箱第七層以上 單櫃二萬元 

六人家族式之小骨灰箱(含神主牌位) 單櫃五萬元 

大肚區 

臺中市

立大肚

山公墓

納骨塔 

骨灰/骨骸 

二樓 七千五百元 

三樓 七千元 

四樓 六千五百元 

五樓 六千元 

六樓 五千五百元 

七樓以上 五千元 

大甲區 

骨灰 

一樓 二萬三千元 

二樓 二萬一千元 

三樓 一萬九千元 

四樓 一萬七千元 

骨骸 

一樓 四萬一千元 

二樓 三萬七千元 

三樓 三萬三千元 

四樓 二萬九千元 

潭子區 

石牌公
骨灰  一萬四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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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第一

公墓納

骨 堂

(塔) 

骨骸  一萬七千元 

潭子區

第七公

墓納骨

塔 

骨灰  三萬元 

骨骸  四萬元 

神岡區 

陟岵堂  
骨灰/骨骸 

一樓 二萬二千元 

二樓 二萬一千元 

三、四、五樓 二萬元 

神岡區 

崇本堂 

骨灰 

一樓、七樓 三萬一千元 

二樓 三萬元 

三樓 二萬九千元 

四、五、六樓 二萬八千元 

骨骸 

一樓、七樓 三萬九千元 

二樓 三萬八千元 

三樓 三萬七千元 

四、五、六樓 三萬六千元 

神主牌位 四樓 一萬五千元 

家族櫃位 

四樓 

骨灰罐單櫃二萬

九千元；骨骸單

櫃八萬七千元 

1.骨灰罐十八位；骨骸罐六位。 

2.須同時進塔不得保留；遷出亦同。 

3.進塔後不得個別或部分換位及替 

 換。 

雙人骨骸櫃 進塔後不得個別或部分換位及替換。 單櫃三萬三千元 

雙人骨灰櫃 進塔後不得個別或部分換位及替換。 單櫃二萬六千元 

四人骨灰櫃 二樓 單櫃三萬元 

沙鹿區 

骨灰 

一櫃一罐式 三萬元 

一櫃二罐式 單櫃二萬九千元 

一櫃四罐式 單櫃二萬九千元 

骨骸 一櫃一罐式 四萬元 

神主牌位 
五公分乘九公分 三千元 

六點六公分乘十六公分 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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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點五公分乘二十一點六公分 一萬元 

十公分乘二十三公分 一萬五千元 

十三公分乘三十公分 三萬元 

后里區 

骨灰 

一樓 三萬元 

二樓 三萬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地下一樓 一萬元 

骨骸 

一樓 四萬元 

二樓 三萬六千元 

三樓 三萬元 

地下一樓 一萬七千元 

神主牌位 

二樓 一萬一千元 

三樓 七千元 

地下一樓 五千元 

大雅區 

( 第 四

公墓納

骨堂) 

骨灰 

一樓 二萬八千元 

二樓 二萬三千元 

三樓、地下一樓 一萬八千元 

骨骸 

一樓 三萬九千元 

二樓 三萬七千元 

三樓、地下一樓 三萬元 

神主牌位 二樓 一萬七千元 

大雅區 

( 生 命

藝 術

館) 

骨灰 

一樓 三萬二千元 

二樓 二萬六千元 

三樓 二萬元 

地下一樓 一萬八千元 

骨骸 

一樓 四萬五千元 

二樓 四萬二千六百元 

三樓 三萬四千二百元 

地下一樓 三萬元 

大雅區 

( 生 命

藝 術

館) 

環保多元

化葬法設

施 

納骨牆 一萬元 

東勢區 骨灰  三萬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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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骸  三萬五千元 

神主牌位  一萬五千元 

梧棲區 
骨灰 

地下一樓 一萬五千元 

一樓 一萬四千五百元 

二樓 一萬四千元 

三樓 一萬三千五百元 

四樓 一萬一千五百元 

五樓 一萬一千元 

六樓 一萬五百元 

七樓 一萬元 

骨骸 地下一樓 三萬元 

外埔區 

第一納

骨塔 

骨灰/骨骸 

忠區 二萬三千元 

孝區 一萬八千元 

其他層櫃位 一萬三千元 

外埔區 

第二納

骨塔 

骨灰 

一樓 二萬五千元 

二樓 二萬四千元 

三樓 二萬三千元 

三樓中櫃 二萬八千元 

骨骸 

一樓 三萬五千元 

二樓 三萬四千元 

三樓 三萬三千元 

神主牌位  三萬五千元 

外埔區 

第三納

骨塔 

骨灰  三萬元 

骨骸  四萬元 

霧峰區 

骨灰 

一樓 三萬元 

二樓 二萬八千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骨骸、雙

人櫃 

一樓 四萬元 

二樓 三萬八千元 

三樓 三萬六千元 

大安區 骨灰 

一、二、三樓 一萬八千元 

長型骨灰櫃 一萬八千元 

雙人骨灰櫃 單櫃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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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骸 一、二、三樓 二萬元 

備註： 

一、編定為樑柱下方櫃位減半收費。 

二、后里區納骨塔因使用該區焚化爐回饋金興建，爰該區居民以訂價百分之六十

收費，所在里里民以訂價百分之五十收費，不受本標準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之限制。 

三、大雅區上楓里居民使用該區生命藝術館依大楓里居民收費標準收費之。 

四、新設立之納骨堂(塔)或櫃位收費標準，於設施啟用後始適用之。 

 
 
 
 
附表三：公立殯儀館收費表              （單位：新臺幣） 

項目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           註 

甲級禮廳使用費 節 一 三千元 

一、一節以三小時計算，超過每小時

甲級禮廳使用費加收一千元、乙

級禮廳使用費加收四百元、丙級

禮廳使用費加收三百元、丁級禮

廳使用費加收二百元、戊級禮廳

使用費加收一百元。 

二、同一亡者，使用禮廳辦理功德法

會及告別式，最長以連續二日為

限(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界標

準) ；另加訂功德法會一日，以

一次為限。 

三、使用禮廳得於前一日十八時以後

，申請使用布置禮廳，布置禮廳

費用按超時費計收，甲級禮廳每

次至少三小時，乙級禮廳每次至

少二小時，丙級、丁級及戊級禮

廳每次至少一小時。 

乙級禮廳使用費 節 一 一千二百元 

丙級禮廳使用費 節 一 八百元 

丁級禮廳使用費 節 一 六百元 

戊級禮廳使用費 節 一 五百元 

甲級禮廳冷氣費 節 一 二千四百元 一、一節以三小時計算，超過每小時

甲級禮廳冷氣費加收八百元、乙

級禮廳冷氣費加收四百元、丙級乙級禮廳冷氣費 節 一 一千二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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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級禮廳冷氣費 節 一 八百元 禮廳冷氣費加收三百元、丁級禮

廳冷氣費加收二百元、戊級禮廳

冷氣費加收一百元。 

二、下午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不提供

冷氣。 

丁級禮廳冷氣費 節 一 六百元 

戊級禮廳冷氣費 節 一 五百元 

靈堂使用費 日 一 七百元 
按日計價（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界

標準，當日使用三小時以內半價）。 

靈堂冷氣費 日 一 三百五十元 
按日計價（三小時以內半價收費）；

凌晨零時至上午七時不提供冷氣。 

遺體化妝室使用費 
具 

（次） 
一 三百元 以次計價。 

遺體冷藏使用費 
日 

（具） 
一 五百元 

以日計價（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界

標準，當日使用三小時以內半價）。 

停柩室使用費 
日 

（具） 
一 三百元 以日計價（三小時以內半價收費）。 

甲級禮廳清潔費 次 一 一千元 
一、本項係以次計價，每次使用無論

時間長短，均須繳交一次清潔

費。 

二、清潔項目包含禮廳使用後之廢棄

物等清除及設施與地面之清潔，

但輓聯、布置品、祭品、牌樓等

拆除應自理。 

乙級禮廳清潔費 次 一 五百元 

丙級禮廳清潔費 次 一 三百元 

丁級禮廳清潔費 次 一 二百元 

戊級禮廳清潔費 次 一 二百元 

靈堂清潔費 次 一 二百元 

停柩室清潔費 次 一 一百元 

靈位清潔費 次 一 一百元 

大甲區殯葬設施

場地搭棚使用費 
次 一 一千元 

同一亡者，使用場地搭棚辦理功德法

會及告別式，最長以連續二日為限

(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界標準) ；

另加訂功德法會一日，以一次為限。 

大甲區殯葬設施

場地搭棚清潔費 
次 一 五百元  

備註： 

大甲區頂店里居民使用大甲殯儀館靈堂免收一日使用費、冷氣費及一次清潔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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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公立火化場收費表            （單位：新臺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009970號 

制定「臺中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九年七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項 目 單位 數量 身分 金額 備           註 

遺    體 

火 化 費 
具 一 

未滿 

十二歲者 
二千元 

 
十二歲 

以上者 
四千元 

骨灰暫存費 
日 

（罐） 
一 不限 五百元 

一、火化場臨時存放骨灰

罐櫃位規費。 

二、以日計價，火化當日

及翌日免費。 

骨骸火化費 具(次) 一 不限 三千元  

骨灰再處理費 具(次) 一 不限 三百元 

一、一櫃多罐式骨灰櫃及

多元葬法之骨灰研

磨。 

二、本市納骨堂(塔)辦理

骨灰再處理費用準用

本項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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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臺中市為確保大型群聚活動之安全，避免災害發生與強化緊
急應變功能，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執行機關為臺
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大型群聚活動，係指單一場次預估參加或聚
集人數達一千人以上，且持續二小時以上之下列活動： 

一、體育競技活動。 
二、演唱會、音樂會等演出或類似之娛樂活動。 
三、展覽（售）、人才招募會、博覽會等活動。 
四、煙火晚會等活動。 
五、其他有致生公共危險或活動內容、方法超出本府應變能

力之虞，經本府公告之活動。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辦者，係指舉辦前項活動之自然人、私法

人或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第四條  下列活動，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一、體育場館、影劇院、音樂廳、宗教場所、娛樂場所、百
貨商場、展覽場、觀光遊樂業園區等，於其建築使用用
途、營業項目之範圍內舉辦之活動。 

二、宗教、民俗、婚、喪、喜、慶活動。 
三、集會遊行法規範之集會、遊行等活動。 

第五條  大型群聚活動預估參加或聚集人數達一千人以上，未達三千
人者，主辦者應於活動舉辦六日前，填具報備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執行機關報備： 

一、主辦者之身分證明文件。但主辦者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者，應檢附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登記證明文件及代表人
或管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大型群聚活動方案及說明。 
三、大型群聚活動安全工作計畫。 
四、場地或活動性質應另經許可者，其許可證明。 
五、主辦者依第十一條辦理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第六條  大型群聚活動預估參加或聚集人數達三千人以上者，主辦者
應於活動舉辦十五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前條各款文件，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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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機關申請許可。 
第七條  大型群聚活動經執行機關同意者，得不受第五條或第六條報

備或申請許可時間之限制。 
第八條  大型群聚活動舉辦地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市或縣（市），且活

動地點之一為臺中市者，主辦者應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向執
行機關報備或申請許可。 

第九條  主辦者應依報備或許可之大型群聚活動方案及說明內容舉辦
活動，不得擅自變更活動日期、主辦者、地點、內容或擴大舉辦
規模。 

前項活動日期有變更者，主辦者應依下列程序辦理變更： 
一、大型群聚活動預估參加或聚集人數達一千人以上，未達

三千人者，應於變更後之舉辦日期三日前，向執行機關
報備。 

二、大型群聚活動預估參加或聚集人數達三千人以上者，應
於變更後之舉辦日期七日前，向執行機關申請許可變更
舉辦日期。 

大型群聚活動因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如期舉辦者，不
受前項辦理變更期限之限制。 

第一項活動主辦者、地點、內容有變更或擴大舉辦規模者，
主辦者應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向執行機關重行報備或申請許
可。 

第十條  主辦者應將下列事項納入大型群聚活動安全工作計畫內容，
確實執行安全管理工作，並製作安全管理工作紀錄： 

一、選擇安全之活動場地及器材。 
二、制定安全措施、安全工作人員職責，及參與人員之安全

宣導教育。 
三、配置或協調派駐保全、醫療救護或其他安全工作人員。 
四、確保臨時搭建之設施、地上物或建築物之安全。 
五、交通管制事宜。 
六、規劃活動容納人數、劃定區域、出入、疏散、救援等動

線，並予以標示與管制。 
七、落實醫療救護、滅火、緊急疏散等救援措施，並組織工

作人員與演練。 
八、噪音管控及環境清潔。 
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投保內容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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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安全管理事項。 
前項安全管理工作紀錄，應備置於活動現場，以供查核。 

第十一條  主辦者應依大型群聚活動性質及規模，於活動舉辦前，辦
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前項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投保範圍及保險金額由本府公告
之。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駁回申請： 
一、未檢附申請文件，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

全。 
二、有明顯事實足認活動有危害社會秩序或公共安全之

虞。 
第十三條  執行機關於活動舉辦前或活動進行中，對活動場所、設施

及其安全管理得進行現場查驗，主辦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前項查驗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執行機關命主辦者停
止舉辦或中止活動： 

一、發生重大事故，造成人命傷亡。 
二、其他情節重大，非停止活動不能確保公共安全。 

第十四條  主辦者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停止舉辦或中止活動
者，由執行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拒不停
止或中止者，得按次處罰。 

第十五條  主辦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執行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停止舉辦或中止活動；拒不停止或中
止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未經報備或許可舉辦大型
群聚活動。 

二、違反第九條第四項規定，未重行向執行機關報備或申
請許可舉辦大型群聚活動。 

第十六條  主辦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執行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停止舉辦或中止活動；拒不停止或
中止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依報備或許可之大型群聚
活動方案及說明內容舉辦活動。 

二、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未辦理舉辦日期變更程序。 
三、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未依大型群聚活動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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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安全管理工作，並製作安全管理工作紀
錄。 

四、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執行機
關現場查驗。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之書表格式，由本府或執行機關另定之。 
第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由本府另定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017560號 

修正「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 

 附「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財團法人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九條第三項
第六款、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第四十五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
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教育法人），
指以舉辦符合主管機關業務之公益性教育事務為目的之財團法
人。 

第四條  臺中市教育法人之設立，其捐助財產總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一
千萬元，現金比率為百分之百，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部分得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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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動產、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代之。  
        前項捐助財產總額，非經董事會決議及教育局許可，不得動

用或處分。 
第五條  設立教育法人，應先依捐助章程設置董事，再由董事向教育

局申請許可後，依法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 
前項申請，以遺囑捐助設立者，得由遺囑執行人為之。 

第六條  教育法人之捐助章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目的及名稱，名稱並應加冠教育屬性。 
二、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三、捐助財產之種類、數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四、業務項目及其管理方法。 
五、董事及置有監察人者，其名額、產生方式、任期及改選

、補選、解聘事項。 
六、董事會及設有監察人者，其組織及職權。 
七、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八、捐助章程訂定之年、月、日。 
以遺囑捐助設立之教育法人，其遺囑未載明前項規定之事項

者，由遺囑執行人依前項規定訂定捐助章程。 
第七條  教育法人申請設立許可事項，應向教育局提出下列文件一式

四份： 
一、申請書。 
二、捐助章程或遺囑影本。 
三、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四、董事名冊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置有監察人者，監察

人名冊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願任董事同意書。置有監察人者，願任監察人同意書。 
六、教育法人及董事印鑑清冊。置有監察人者，監察人印鑑

清冊。 
七、捐助人會議紀錄或籌備會議紀錄。 
八、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未

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切結書；置有監察人者，其相互間
、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關係之切結書。 

九、年度經費預算書、業務計畫及其說明書。 
十、捐助人同意於教育法人完成設立登記時，將捐助財產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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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教育法人所有之承諾書。 
十一、事務所使用證明文件。 
十二、其他教育局規定之文件。 
教育法人未符前項規定，其情形得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教育局受理申請設立教育法人及設立後變更事項，經審查許

可者，發給許可文書，並將申請書及其附件加蓋印信二份，發還
申請人，二份留存備查。 

第八條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已許可
者，撤銷或廢止之： 

一、設立目的非關教育事務或不合公益。 
二、設立目的或業務項目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三、業務項目與設立目的不符。 
四、經辦之業務以營利為目的。 

第九條  教育法人應自收受設立許可文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該管法
院聲請登記，並應自法院發給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證書影本
報教育局備查。登記事項變更時，亦同。 

完成登記之教育法人應向事務所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扣
繳單位設立登記，並將扣繳單位設立登記申請書影本報教育局備
查。 

教育法人之財產，應以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存，不得以自
然人名義為之。 

教育法人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
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第十條  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法院完成設立登記之日起九十日內
，將捐助之財產全部移歸法人，並由教育法人報教育局備查。 

第十一條  教育法人置董事或監察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民間捐助之教育法人，董事之名額，以五人至二十五

人為限，並應為奇數，其每屆任期不得逾四年；期滿
連任之董事，不得逾改選董事總人數五分之四。置有
監察人者，名額不得逾董事名額三分之一，其任期與
董事同。 

二、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董事之名額，以七人至十五人
為限，並應為奇數，其每屆任期不得逾四年；期滿連
任之董事人數，不得逾改聘(選)董事總人數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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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置監察人二人至五人，其任期與董事同，期滿得
連任。 

三、董事總人數五分之一以上應具有與設立目的相關之專
長或工作經驗。 

四、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
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 

五、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 

六、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教育法人，其董
事或監察人，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七、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 
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三、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理。 
四、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行。 
五、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六、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第十三條  教育法人財產之管理使用，受教育局之監督；其管理使用
方式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券、可

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
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 

三、購置教育法人自用之動產及不動產。 
四、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購買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固定收益型之受益憑
證。 

五、於教育法人財產總額百分之五範圍內購買股票，且對
單一公司持股比率不得逾該公司資本額百分之五。 

六、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經董事會同意在財產總額二分
之一額度內，轉為有助增加財源之投資。 

教育法人依前項第三款、第六款管理使用財產時，不得動
支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最低設立之現金總額。 

教育法人之財產，不得寄託或貸與董事、監察人、其他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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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非金融機構。 
第十四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立宗旨及目的事業，辦理下列事項： 

一、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編製年度工作計畫及經
費預算，提請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教育局備查。 

二、於每年年度結束後五個月內，編製前一年度之工作報
告及財務報表，提請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教育局備
查。 

第十五條  教育法人之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每半年至少開會一
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
出會議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
求之日起十日內召集之。逾期未召集者，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
教育局許可後，自行召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議，無法親自出席者，得以書面委
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其人數不
得超過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十六條  教育法人董事會之決議事項，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報教育局許
可後行之： 

一、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二、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三、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四、法人解散之擬議。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論，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並應於會議

十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並函報教育局，教育局得派員
列席。 

第十七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立宗旨及目的舉辦各種公益業務，不得有
分配盈餘之行為。 

教育法人依其他法令設立附屬作業組織者，其附屬作業組
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者，除應依法課徵所得稅外，應全
數列歸法人之收入項下，並應用於與設立目的有關事業之支
出。 

第十八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助或捐贈者，應以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
為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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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人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 

一、獎助或捐贈予捐助章程所定特定對象。 
二、獎助或捐贈支出來源，屬於捐助人指定用途之捐助財

產。 
三、其當年度所為之獎助或捐贈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 
四、其他經教育局許可之情形。 

第十九條  教育法人應依下列規定建立會計制度： 
一、會計年度之起迄以曆年制為準。 
二、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 
三、設置會計簿籍。各種會計簿籍及會計報告，應自決算

報教育局備查之日起至少保存十年。 
四、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各種憑證，除有關債權、債

務者外，應自決算報教育局備查之日起至少保存五
年。 

五、年度經費決算，除應依預算費用科目列報外，另應依
年度辦理業務活動列載各項活動之經費支出。 

六、其設有附屬作業組織者，附屬作業組織之會計事項應
獨立作業，年度所得應列歸法人之收入統籌運用。 

第二十條  教育法人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
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者，應將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 

前項委請之會計師，不得於接受委託查核年度之前三年度
內，曾受懲戒確定。 

第二十一條  教育法人登記後，其許可設立事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
事項發生後三十日內報請教育局許可變更，並於許可後三十
日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記；於取得換發之法人登記證書後
十日內，將該登記書影本送教育局及所在地國稅機關備查。 

第二十二條  教育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法辦理解散及清算終
結登記： 

一、有捐助章程所定解散事由發生。 
二、許可或登記之撤銷或廢止。 
三、解散之宣告。 
四、依民法第六十五條所為之解散。 
前項經清算後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其捐助章程或遺囑

之規定，但不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章程或遺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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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臺中市。 
第二十三條  教育法人解散後，除捐助章程另有規定外，其財產之清

算，由董事為之。 
未依前項規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教育局、檢察

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選任清算人。 
第二十四條  教育法人之業務，教育局得派員檢查；其檢查項目如

下： 
一、設立許可事項。 
二、組織運作及設施狀況。 
三、年度重大措施及業務辦理情形。 
四、財產保管運用情形及財務狀況。 
五、會計帳簿及憑證之保存。 
六、公益績效。 
七、其他事項。 
前項檢查，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人士，並請有關機關派員

共同為之。 
第二十五條  教育法人有同一事項經教育局連續糾正二次而未改善，

教育局得勒令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下罰鍰。 

第二十六條  教育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教育局應予糾正，並命其
限期改善；同一事項經教育局連續糾正二次而未改善，其情
節重大者，教育局得廢止其許可： 

一、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二、違反設立許可條件、捐助章程或遺囑。 
三、管理、運作方式與設立目的不符。 
四、財務收支未取得合法之憑證或未具完備之會計帳

冊。 
五、隱匿財產或規避、妨礙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檢查。 
六、對於業務、財務為不實之陳報。  
七、經費開支不當。 
八、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活動達二年以上。 
九、其他違反本自治條例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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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高字第1090004175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獎勵補助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費實施要點」

第九點附表，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獎勵補助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費實施要點」

第九點附表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全規定各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惠予登載公報，並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本局高中職教

育科（均含附件）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獎勵補助主管之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特依臺中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獎勵補助
辦法第五條及第八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獎勵及補助總經費依年度預算辦理，獎勵經費占總經費百分之六
十；補助經費占總經費百分之四十。 

三、學校應於本局所訂期間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及資料，向本
局提出申請。未於期限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四、學校申請獎勵補助經費應依下列順序，依實際需求提出： 
(一)學校課程與教學相關之設施設備。 
(二)學校因受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之復原補助、現有教學設備增加效      

能與使用年限之修繕及重要零配件之汰換及教學有關建築物、學
生宿舍之重大修繕或設備之汰換添置。 

(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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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完成申請程序後，由本局相關科室就獎勵補助經費進行初審，
再由審查小組進行複審，審查結果本局以書面通知學校。 

六、獎勵經費應依學校總得分占所申請學校合計總得分之比例核算經費
，其所列項目及基準配分如附表一。 

七、補助經費應依學校總得分占所申請學校合計總得分之比例核算經費
，其所列項目及基準配分如附表二。 

八、受獎勵補助學校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訂定計畫 

１、購置計畫應經行政會議決議通過，會議應有相關領域或科別之  
教師代表參與，會議紀錄並應留校備查。 

２、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附計畫書及領據，陳報本局核撥款項。
涉及採購事項者，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並另檢附項目及規格
說明一式二份。 

３、變更計畫及項目規格者，應於動支前報本局核定，並於當年十 
月底前完成。 

(二)購置財產及物品（以下簡稱財產）規定 
１、購置財產應烙印載明「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學年度獎勵補助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費購置」字樣，列入財產管理清冊，並列
為增加之財產辦理財團法人變更登記。 

２、學校購置之設施設備應為全新品，並應以牢固材質烙印或黏貼
財產標示，其標示應包括財產編號、財產名稱、設備價格、購
買日期、使用單位及使用年限。 

(三)經費核銷 
１、獎勵補助經費之核銷，應於當年十一月底前檢具支出明細表，

並依本局規定辦理。  
２、獎勵補助經費應依規定專款專用；因實際需要辦理變更計畫者

，核銷時應檢附本局核准函。 
３、獎勵補助經費賸餘款應依獎勵及補助比例繳回。 

(四)結案與公告 
１、受獎勵補助學校應於經費使用完竣後，依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

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情形注意事項及本局規
定，辦理結案，並將執行成果於當年十二月底前報本局備查。 

２、學校應於獎勵補助經費執行完畢後，將經費執行情形公告於學
校網站。 

九、學校違反法令，應依規定辦理核減，獎勵補助經費核減額度如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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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項目 核配基準 得分 說明 

評鑑成績

（百分之

二十） 

(一)優等（一等）。 

(二)甲等（二等）。 

(三)乙等（三等）。 

(四)丙等（四等）以下。 

二十分 

十五分 

十分 

 零分 

以最近一次學校評

鑑總成績計算。 

辦學成效

及 特 色

（百分之

三十五） 

(一)教學品質： 

１、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辦理情

形 

(１)訂定並落實教師多元專業

增能計畫。 

(２)未辦理。 

２、專任教師員額達成情形 

(１)百分之八十以上。 

(２)百分之六十以上未滿百分

之八十。 

(３)未滿百分之六十。 

３、合格專任教師比率 

(１)百分之九十以上。 

(２)百分之八十以上未滿百分

之九十。 

(３)雖未達百分之八十，但較

上學年度每提升百分之二

得一分，最高得四分。 

４、專任輔導教師任用情形 

(１)專任輔導教師聘用符合法

定編制，且具聘用資格者

達百分之百。 

(２)專任輔導教師聘用符合法

定編制，且具聘用資格者

達百分之七十五。 

(３)專任輔導教師聘用符合法

定編制，且具聘用資格者

達百分之五十。 

二十分 

 三分 

 

三分 

 

零分 

 四分 

四分 

二分 

 

零分 

 四分 

四分 

二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三分 

 

 

二分 

 

 

 

以前一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資料基

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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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核配基準 得分 說明 

(４)專任輔導教師聘用符合法

定編制。 

５、提升學生素質策略 

(１)訂定計畫辦理提升學生發

展相關活動每年達十場以

上（含十場）。 

(２)訂定計畫辦理提升學生發

展相關活動每年達五場以

上（含五場）。 

(３)未辦理。 

一分 

 

五分 

五分 

 

 

三分 

 

 

零分 

(二)辦學成效： 

１、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２、獲教育部友善校園獎。 

３、獲全市或全國以上科學展覽獎

項。 

４、獲分區數理與資訊學科能力競

賽獎項。 

５、獲全市或全國以上體育競賽獎

項。 

６、全國各類科技藝競賽獲獎學生

總數達全校學生數千分之一以

上。 

７、學生參加技能檢定取得乙級以

上證照達全校學生數千分之一

以上。 

８、獲市級以上其他競賽獎項。 

十分 

 

每項五分，最高十

分；學校應檢附前

一年度得獎佐證資

料。 

(三)特殊貢獻績效：學校發展特色教

育、董事會有特殊貢獻或其他特

殊績效。 

五分 學校應檢附前一年

度佐證資料。 

行政運作

（百分之

二十） 

(一)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

與電腦化： 

１、前一學年度預算公告於學校資

訊網站。 

六分 

 

一分 

 

學校應檢附公告之

截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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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核配基準 得分 說明 

２、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前一學年

度決算公告於學校資訊網站。 

３、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

公告於學校資訊網站。 

４、前一學年度向學生收取費用之

項目、用途及數額公告於學校

資訊網站。 

５、當學年度預算公告於學校資訊

網站。 

６、每月會計月報公告於學校資訊

網站。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二)建立及落實學校財團法人及學校

財務審查機制： 

１、預算及決算如期報核並備查。 

２、預算及決算如期報核補件後備

查。 

３、預算或決算逾期報核但仍備查。 

４、預算及決算未依規定報核。 

七分 

 

七分 

五分 

 

三分 

零分 

法人及學校每年依

規定編列預算、決

算報核並經本局備

查、按月編製總分

類帳各科目彙總表

報本局。 

(三)健全學校人事制度，推動行政人

員之訓練、考核、獎懲、管控措

施及機制情形： 

１、依規定如期辦理成效卓著。 

２、依規定如期辦理成效良好。 

３、依規定如期辦理成效尚可。 

４、未依規定如期辦理。 

七分 

 

 

七分 

五分 

三分 

零分 

學校教職員工依規

定遴聘、辦理待遇

、退休、撫卹、保

險與福利事項、依

規定辦理教職員工

之給假（家庭照顧

假、生理假、婚假

、娩假、陪產假及

育嬰留職停薪假）

，並由學校支應薪

資或代課鐘點費、

每學期按規定填報

教職員名冊報儲金

管理會登記、按月

提繳退撫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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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核配基準 得分 說明 

獎勵補助

經費執行

績效 

（百分之

五） 

最近一次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之訪

視結果： 

(一)優等。 

(二)良好。 

(三)尚可。 

(四)待改進。 

 

 

五分 

四分 

三分 

零分 

倘本局未辦理學校

獎勵補助經費執行

情形書面審查或訪

視，該部分配分（ 

百分之五）移列

「配合本局政策推

動績效」，亦即

「配合本局政策推

動績效」配分比率

將由百分之二十調

整為百分之二十

五。 

配合本局

政策推動

績效 

（百分之

二十） 

(一)前一年度積極配合本局施政計

畫。 

十四分 (一)以前一年度十

二月三十一日

為 資 料 基 準

日。 

(二)獎勵補助經費

執行績效配分

（百分之五）

移列該項時，

第（一）款配

分調整為十七

分，第（二）

款配分調整為

八分。  

(二)前一年度協助本局辦理各項教育

活動具有成效。 

 六分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春字第 3 期 

 

34 

 

附表二 

項目 核配基準 得分 說明 

學 生 數

（百分之

三十五） 

學年度具備正式學籍之學生數： 

(一)四千零一人以上。 

(二)三千零一人至四千人。 

(三)二千零一人至三千人。 

(四)一千零一人至二千人。 

(五)一千零一人以下。 

三十五分 

三十五分 

三十分 

二十五分 

二十分 

十五分 

(一)以前一年度十

二月三十一日

為基準日。 

(二)延修（畢）生

、休學學生及

推廣教育班不

列入計算。 

班 級 數

（百分之

二十五） 

學年度實際之總班級數： 

(一)一百零一班以上。 

(二)七十六班至一百班。 

(三)五十一班至七十五班。 

(四)二十六班至五十班。 

(五)二十五班以下。 

二十五分 

二十五分 

二十分 

十五分 

十分 

五分 

以前一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基準

日。 

教 師 數

（百分之

二十） 

學年度核定教師數： 

(一)三百零一人以上。 

(二)二百二十六人至三百人。 

(三)一百五十一人至二百二十五人。 

(四)七十六人至一百五十人。 

(五)七十五人以下。 

二十分 

二十分 

十六分 

十二分 

八分 

四分 

以前一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基準日

，採計全校教師

數。 

合格專任

教師占所

有教師數

比率 

（百分之

十五） 

學年度合格專任教師人數占全校應有

編制教師人數百分比： 

(一)百分之七十以上。 

(二)百分之五十以上未滿百分之七十。 

(三)未滿百分之五十。 

十五分 

 

十五分 

五分 

零分 

以前一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基準日

，採計全校教師

數。 

校務發展

經費籌措

成效 

（百分之

五） 

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 

(一)前一年度捐贈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 

(二)前一年度捐贈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五十

萬元。 

五分 

五分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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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核配基準 得分 說明 

(三)前一年度捐贈收入總額未達新臺

幣二十五萬元。 

一分 

 
 
 
 
附表三 

違規事項 獎勵經費核減額度 補助經費核減額度 

違反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五條第

一項或有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七款情形之一。 

核減全部 不核減 

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大，經

本局糾正，並限期改善而屆期

仍未改善或不能改善。 

核減百分之四十至 

百分之六十 
不核減 

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大，經

本局糾正，並限期改善而屆期

已改善。 

核減百分之二十至 

百分之四十 
不核減 

違反法令規定，情節輕微，經

本局糾正，並限期改善而屆期

仍未改善或不能改善。 

核減百分之十至 

百分之二十 
不核減 

違反法令規定，情節輕微，經

本局糾正，並限期改善而屆期

已改善。 

不核減 不核減 

違反臺中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超收新生人數處理原則，經本

局查證屬實並函文糾正者。 

核減全部 

一、超收新生總人數未滿一

班核定人數者：核減新

臺幣二十萬元。 

二、超收新生總人數達一班

核定人數以上者：核減

新臺幣五十萬元。 

註： 

一、以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為資料基準日。 

二、參採前一年度發生之違失事項，若於前一年度發現非該年度發生之違失事項

，應視該違失是否接續發生及改善情形核減經費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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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終字第109000828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第4點第2款第1目規定，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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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

新民高級中學、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宜寧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宜寧

高級中學、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衛道

高級中學、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東海大

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曉明女

子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嘉陽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嘉

陽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嶺東高

級中學、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臺中

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臺

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財團法

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

學、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

高中職教育科、本局國中教育科、本局國小教育科、本局幼兒教育科

、本局終身教育科、本局特殊教育科、本局體育保健科、本局工程營

繕科、本局課程教學科、本局秘書室、本局學生事務室、本局人事室

、本局會計室、本局政風室、本局督學辦公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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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16 日中市教社字第 1000012515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中市教社字第 101007228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5 日中市教社字第 102002374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4 日中市教社字第 105000329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6日中市教終字第 10800173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3日中市教終字第 1090008282 號函修正 

一、目的：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發揚尊師重道優良傳
統，提升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之教學品質與工作熱誠及素養，提振
社會對教育事務的重視及對教育人員的鼓勵與肯定，特訂定本要
點。 

二、選拔對象： 
(一)優良教學人員：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現職編制內教師（含兼任行

政教師）、專任運動教練及教官。 
(二)優良行政人員：本市市立各級學校校長、編制內職員及本市教育

行政機關行政人員。 
(三)基本條件均須符合： 

１、在本市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服務連續年滿三年以上，偏遠（含
特偏、極偏）學校需服務滿二年以上。 

２、最近三年內未受任何懲戒或懲處。 
３、最近三年成績考核（或考績）： 

 (1)大專校院教師三年內服務成績優良。 
 (2)教師（含兼任行政教師）、專任運動教練及教官：三年內考

核需考列四條一款或甲等。 
 (3)校長：三年內考核（含另予考核）需考列甲等。 
 (4)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三年內需考核（含另予考核）有二年考

列甲等，一年乙等以上。 
 (5)學校職員：三年內考績有二年考列甲等，一年乙等以上。 

４、三年內未接受本市或其他縣市或中央相同性質（如師鐸獎）表
揚之優良教育人員。 

(四)積極條件： 
１、默默耕耘，盡心盡力，從事教職，並有具體成效，且受家長、

學生及同事尊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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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愛，具有端正教育風氣之特殊事蹟
者。 

３、對教材教法及教具之研究、改進或創新、發明，有具體成效
者。 

４、擔任行政工作、執行教育政策，有顯著績效者。 
５、協助教務、學務、總務、輔導、人事、會計等處室推行各項有

關工作有卓著貢獻者。 
(五)除上開條件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推薦： 

１、曾體罰學生經調查屬實。 
２、曾從事校內外不當補習經調查屬實。 
３、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４、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５、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尚在調查階段。 
６、於不適任教師、運動教練、軍護人員、校長處理程序中。 
７、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最近三年內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 
８、除上開情事外，其他有違師道之不良情事。 

三、選拔方式： 
(一)本市市立各級學校教職員：應參考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擬定辦法推舉受獎名單；並由各校長（單位首長）召集各處室
行政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等相關人士組成五至十三人（含
校長）透過遴選小組會議推薦受獎代表名單。 

(二)本市市立學校校長及教育行政機關行政人員：由本局一級主管以
上人員及二級機關首長於規定期限內，填具推薦表（附件一）寄
送指定承辦學校。由局長召集副局長、主任秘書、專門委員及各
科室主管等人（含所屬二級機關），組成評選小組辦理。 

(三)其他公私立各級學校：授權各校參考本要點自訂選拔原則，透過
遴選小組會議推薦受獎代表名單。 

四、選拔表揚人數： 
(一)本市市立學校教學人員，依教育局核定班級總數推薦，推薦人數

如下： 
１、十班以下二人，十一至十五班三人，十六至二十班四人，二十

一班至二十五班五人，以此類推。 
２、完全中學之高中、國中部及國民中小學之國中、國小部得分別

推薦。 
(二)本市市立學校校長、職員及教育行政機關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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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市市立學校校長：由本局一級主管以上人員及二級機關首長
依各行政區轄內校數（含市立國中小及高中）推薦，推薦人數
如下：八校（含）以下得推薦一人，九至十三校得推薦二人，
十四至十八校得推薦三人，以此類推。但行政區未足額推薦時
，其額度得調整流用至其他行政區。 

２、本市市立學校職員：依校內職員總數推薦，推薦人數如下：八
人以下得推薦一人，九至十三人得推薦二人，十四至十八人得
推薦三人，以此類推。 

３、教育行政機關行政人員：由各科室主管推薦符合條件人選一
人。 

(三)其他公私立各級學校：每校一人。 
五、作業期限及方式： 
(一)期限：每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 
(二)方式： 

１、高中職以下公私立學校：請至本局【資深暨優良教育人員資料        
庫】網站填報，推薦表（附件一）留校備查。 

２、本市市立學校校長及教育行政機關行政人員：將推薦表寄送指        
定承辦學校。 

３、其他：將推薦表寄送指定承辦學校。 
六、獎勵： 
(一)市立學校遴選通過，獲選本市優良教學人員及優良行政人員，給

予嘉獎貳次，以資鼓勵。 
(二)其他公私立各級學校，獲選本市優良教學人員，頒發市長獎狀乙

紙，以資鼓勵。 
(三)所有獲獎名單登錄本局【資深暨優良教育人員資料庫】網站，以

昭公信。 
(四)各類獲獎人員由服務學校選擇適當節日(如：教師節)公開場合表

揚。 
七、榮獲本要點之受獎人員，如有違反教師法相關規定，經查證屬實者

，得撤銷獎勵。 
附則： 
１、教育行政機關係指教育局及所屬二級機關。 
２、採計年限以辦理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為止。 
３、召集各處室行政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等相關人士組成五至

十三人，其中「代表之產生」授權學校自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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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秘字第10900240471號 

修正「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及附表，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及附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日府授社秘字第 10500382761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3 日府授社秘字第 1050253146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5日府授社秘字第 10900240471 號令修正 

一、本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條規定訂定之。 

二、收費項目：分為應收項目及得收項目，托育人員不得收取應收項目
和得收項目以外之項目。 

(一)應收項目：托育費(含半日托育、日間托育、全日托育、夜間托
育及臨時托育)及副食品費。 

(二)得收項目：延長托育費用、節慶獎金或禮品。 
三、收費基準： 
(一)收費以月為原則，每月以三十日計算。 
(二)日間托育每日以十小時，週一至週五為原則；常態性每日增減一

小時，每月托育費應增減新臺幣一千元。 
(三)當日突發性延長托育費用及臨時托育費，每小時新臺幣一百元至

一百八十元。 
(四)節慶獎金：由家長與托育人員於契約合意訂定。 

四、臺中市政府公告日間托育費、全日托育費及副食品費收費金額如附
表。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已依直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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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要點與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簽訂準公共化契約之托育人員，或申請收費調整
經個案審議通過者，其托育契約書之日間托育費、全日托育費金額
高於前項附表之金額，依該契約書收費。 
半日托育、夜間托育及到宅托育服務之托育費及副食品費，由家長
與托育人員於契約合意訂定。 

五、退費項目：托育費及副食品費。 
六、退費基準： 
(一)退費以月為原則，每月以三十日計算。 
(二)退費計算方式：每月(托育費+副食品費)x(未托育天數/三十)=退

費金額。 
托育契約有另行約定者，依托育契約內容退費。 

 
 
 
 
附表                       單位：新臺幣元 

行政區域 
日間托育費 

(不含副食品費) 

全日托育費 

(不含副食品費) 

副食品費 

日間托育 全日托育 

東區 ㄧ萬三千元 

二萬二千五百元 ㄧ千元 二千元 

南區 ㄧ萬三千元 

中區 ㄧ萬三千元 

南屯區 ㄧ萬四千元 

西屯區 ㄧ萬四千元 

西區 ㄧ萬四千元 

北屯區 ㄧ萬四千元 

北區 ㄧ萬四千元 

大肚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梧棲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清水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大甲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沙鹿區 ㄧ萬三千元 

大安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外埔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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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井區 ㄧ萬三千元 

豐原區 ㄧ萬三千元 

東勢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神岡區 ㄧ萬二千元 

大雅區 ㄧ萬三千元 

后里區 ㄧ萬三千元 

石岡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新社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和平區 ㄧ萬二千元 

潭子區 ㄧ萬三千元 

太平區 ㄧ萬三千元 

霧峰區 ㄧ萬二千元 

烏日區 ㄧ萬三千元 

大里區 ㄧ萬三千元 

註：１、本表之日間托育費、全日托育費及副食品費收費金額為上限。 

  ２、日間托育提供副食品三正餐以上者，得適用全日托育副食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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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900048411號 

修正「臺中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並自即日起生效。 

 附修正之「臺中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100.07.05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100.12.07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101.02.24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101.08.28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102.11.01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103.04.09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104.04.08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104.09.16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106.07.18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108.03.04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108.07.24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108.11.27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 備註 

一、掛號及病歷管理費    

初診 

門診 ○～一五○元 

急診 ○～三○○元 

若超過左列收費標準， 

應專案報請衛生局備查 

複診 

急診 

補發掛號證 

二、診察費    

門診 二五○～四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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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 備註 

（兒童六歲以下） 二五○～五八○元  

（兒童二歲以下） 二五○～六二○元  

高危險早產兒特別門診 二五○～六二○元  

精神科 二五○～六○○元  

急診 二五○～六○○元  

出診（交通費及藥材費另計） 五○○～一五○○元  

一般病房（每日） 四○○～一二○○元  

加護病房（每日） 七○○～一六八○元  

燒傷病房（每日） 七○○～一六八○元  

住院會診費   

  院內 二五○～五○○元  

  院外（交通費另計） 五○○～一○○○元  

婦產科醫師非值班時間出勤費(周

一至周五下午五時至凌晨零時；

周六、周日及國定假日上午八時

至凌晨零時) 

五○○○元/每次  

婦產科醫師非值班時間出勤費 

(每日凌晨零時至隔日上午八時) 
一○○○○元/每次  

三、藥材費    

一般用藥 

按進價加○～百分之五十 

 

特殊用藥  

材料費  

四、技術費    

皮內、皮下、肌肉注射 四○～八○元  

靜脈注射 八○～一二○元  

動脈注射 二○○～三○○元  

生物學製劑注射 六○～二○○元  

點滴注射 一五○～二七○元  

點滴注射（二歲以下） 二五○～四五○元  

輸血技術費 一○○○～一六○○元  

換血技術費 一五○○～三五○○元  

手術後疼痛控制費 

（需病患與醫師同意） 
四○○○～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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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 備註 

五、護理費（需聘有專任護理人員）   

門診 三○～六○元  

一般病房（每日） 四○○～九○○元  

加護病房（每日） 二○○○～四○○○元  

六、病房費（不包括住院診察費、

護理費、陪伴費） 
  

特等病房（每日） 一二○○～一二○○○元  

單床病房（每日） 六○○～三五○○元  

雙床病房（每日） 三○○～二五○○元  

總床病房（三床以上，每日） 四○○～一○○○元  

總床病房（五床以上，每日） 三○○～五○○元  

隔離病房（每日） 病房費加七○○元  

加護病房(每日，儀器使用費另加） 一○○○～五○○○元  

嬰兒室保育器（每日，氧氣另收） 二○○～四五○元  

嬰兒室 一五○～四○○元  

燒傷病房 病房費加六五○元  

燒傷中心 ICU加百分之五為上限  

門診及急診觀察病床   

  三小時以內 二○○～六○○元  

  三小時以上（二十四小時內） 三○○～一○○○元  

七、證明書費    

就醫證明 五○～一○○元  

八、診斷書    

診斷書（一般用） 一○○～二○○元  

診斷書（退休用） 二○○～五○○元  

診斷書（傷害、殘廢鑑定證明用） 一○○～一○○○元  

診斷書（訴訟用） 二五○○～五○○○元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 

驗傷診斷書 
一○○～五○○元 

本診斷書不得 

加註非訴訟用 

英文診斷書或證明書 

以各類診斷書或證明書之

收費 

加收一○○～五○○元 

 

病歷摘要證明 二○○～六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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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 備註 

各類保險業查卷費 一○○○元(每次)  

中文病歷摘要證明 六五○元為上限  

精神鑑定書 二八○○～五六○○元  

出生證明書 
二份以內免費(加一份一

○○元) 
 

死亡證明書（死產證明書） 
三份以內免費(加一份二

○○元) 
 

九、膳食費    

一般 一五○～四○○元  

治療（須聘有專職營養師） 一五○～四五○元  

十、病歷複製本費    

病歷複製本費 

（含基本費及影印費）（A4） 

病歷複製本基本費（含掛

號費）十張以內二○○元

，第十一張起每張五元，

詳如附註9至13 

單純複製不得 

另收掛號費 

每張傳統膠片之影像病歷 

（X光片、CT、MRI、內試鏡及超

音波檢查資料） 

二○○元以內 

病歷複製光碟片費用 

單筆一張二○○元以內，

多筆檢查之一張收費五○

○元為上限，超過一張之

部分，每張加收費用上限

為第一張光碟片費用之百

分之二十。 

十一、預立醫療諮商費   

預立醫療諮商費(單人) 
三五○○元/次/小時/人

為上限 

每次最高諮商時間三小

時。 
同診諮商親友諮商費 

(加第一人) 

二五○○元/次/小時/人

為上限 

(加第二人(含)以上) 

二○○○元/次/小時/人

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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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 備註 

單次諮商超過六十分鐘加收費用 
一五○○元/三十分鐘/人

為上限 超過十分鐘起以三十分

鐘計，以此類推 同診諮商親友單次諮商超過六十

分鐘加收費用 

一○○○元/三十分鐘/人

為上限 

十二、眼科驗光及配鏡費   

(一)驗光檢查費   

驗光費(點藥、睫狀肌麻痺劑) 三ＯＯ元(雙眼)  

赫氏表(複視檢查) 四ＯＯ元(雙眼)  

睫狀體調節機能分析檢查 四七Ｏ元(雙眼)  

潛在視力機能測定(PAM) 四七Ｏ元(雙眼)  

語前幼兒視力檢查(PL) 五二Ｏ元(雙眼)  

特殊高階驗光 八ＯＯ元(雙眼)  

(二)配鏡處方費   

鏡片處方費(單焦) 二五Ｏ元(雙眼)  

鏡片處方費(多焦) 三五Ｏ元(雙眼)  

隱形眼鏡驗配費(軟式) 四ＯＯ元(雙眼)  

隱形眼鏡驗配費(硬式) 六ＯＯ元(雙眼)  

特殊隱形眼鏡(圓錐角膜、角膜塑

型) 

一五ＯＯ元(雙眼) 
 

十三、其它    

病情諮詢費 一○○～六五○元 (不含預立醫療諮商費) 

驗屍費（交通費另計） 二○○○～六五○○元  

高壓氧躺床單次治療費 
二○○○～三○○○元

（每次） 
 

高壓氧治療護理人員陪窗艙費 三○○～八○○元（每次）  

全自動乳房超音波掃描儀檢查 
二○○○～二五○○元

（每次） 
 

美沙冬跨區給藥轉出評估費 三○○元／每人次  

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費 一五○元／每人日 

不得同時向病患收取及

向衛生福利部申請補助

「給藥服務費」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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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全民健保身分就診者，悉依全民健保規定辦理，各項收費依全民健保醫療

費用支付標準規定向健保局申請外，不得重複收費。非以全民健保身分，或

於非全民健保特約機構就診者，得以全民健保支付標準（醫學中心等級）二

倍為收費上限。針對身心障礙鑑定自費檢查項目，以不超過健保支付標準一

點一倍為收費上限。 

二、本表所列項目，各項費用收取不得超過最高標準。 

三、本表未列項目，如健保訂有支付標準，則不得超過健保支付標準（醫學中心

等級）二倍。 

四、本表未列，健保給付亦未列入之自費項目，收費原則如下： 

(一)一般自費項目如醫美、試管嬰兒等： 

以診察費、藥費、材料費、技術費大方向處理，不另行訂定自費項目收費

標準。 

(二)特殊自費項目： 

可參考本市轄內臺中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等三家醫學中心已核備項目之收費，不得超過已核備之三家醫學

中心收費一點二倍。 

(三)其它： 

各醫療院所如仍有非常特殊項目收費，應主動函報新增(或調整)自費收費

並附佐證資料，請衛生局核准。 

五、依衛生福利部規定，醫療院所不得收取看時費、手術指定治療費、指定醫師費

、轉床費、磨粉費、住院取消手續費、加長診療費、提前看診費、檢查排程費

、預約治療或檢查費、掛號加號費，如有收取者一律視為擅立名目收費。 

六、病房維持費不包括伙食費及奶水費。 

七、有關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就醫，請各醫療機構自行按老人福利法相關規定給予

優待。 

八、病歷複製本基本費已包括醫療機構提供該病歷複製本所產生之病歷調閱、歸

位等人力及影印機等相關成本，醫療機構應不得再行額外收取掛號費。 

九、檢查檢驗報告複製本、英文病歷摘要：以一個工作天內交付病人為原則，最

遲不得超過三個工作天。 

十、全本病歷複製本：以三個工作天內交付病人為原則，最遲不得超過十四個工

作天。 

十一、中文病歷摘要：以十四個工作天內交付病人為原則。 

十二、病歷複製光碟片費用，單筆檢查之複製光碟片為二○○元，多筆檢查之複

製光碟片以每張七○○MB容量之光碟片計算，一張收費上限為五○○元，

超過一張之部分，每張加收費用上限為第一張光碟片費用百分之二十。

（單純拷貝不得另收掛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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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主二字第109001791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並追溯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48點規定辦理。   

二、旨揭注意事項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和平區公所除外）  

副本：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均含

附件）、本府主計處   

 
 
 
 

三、其他長期投資於年度預算執行期間，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
支應之項目，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必
須於當年度辦理者，得在同一計畫已列預算總額內調整。 

四、其他長期投資及無形資產預算未及於當年度執行，確有保留之必要
者，準用執行要點第十二點固定資產預算保留之規定辦理。 

六、下列項目之執行，應專案報經主管機關核轉本府經提本府預算審查
委員會核准，始得辦理： 

(一)捐助與補助費如因業務實際需要，經檢討無法於已編列預算之業
務計畫捐助及補助項目預算總額內容納者。 

(二)其他長期投資之執行，因業務實際需要須超出同一計畫已列預算
總額；長期貸款超過原編列預算總數者。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處分、資產之變
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應補辦預算者。 

(四)動支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賸餘款非留存項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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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金應依本府預算審查委員會決議填具超支預算數額表、補辦預
算數額表，送由基金主管機關核定。 
第一項收支對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動支留存項目或年度進行中配
合總預算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辦理者，如已明列辦理項目內容及經
費，免提本府預算審查委員會核准，由各基金及主管機關自行依有
關規定辦理。 
第一項經本府預算審查委員會核准之補辦預算或超支併決算計畫，
如需停止或暫緩執行者，應簽報主管機關核轉本府核准後辦理。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01180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食品藥物安全會報設置要點」如附件，並更名為

「臺中市政府食品安全會報設置要點」，並溯自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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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春字第 3 期 

 

51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2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20043239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30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4002339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1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7021763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1月 16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90011802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確保國人飲食安全、推動食品安全
政策，解決突發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特設臺中市政府食品安全會報
（以下簡稱本會報），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報任務如下： 
(一)食品安全政策之指導。 
(二)食品安全事件之協調。 
(三)其他有關食品安全重大事件之諮詢。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市長指派副
市長一人兼任；其餘委員十三至十七人，由市長就下列人員派（聘
）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二)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三)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局長。 
(四)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五)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六)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七)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簡任消費者保護官。 
(八)不具民意代表身分之食品、醫學、法學專長之學者專家或社會人

士六至十人，其中法學專長之人數不得少於五分之一。 
四、本會報委員任期二年，任期屆滿得續派（聘）兼之；委員出缺時得

補派（聘），補派（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但代表
機關出任之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五、本會報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以下簡稱食安
處）處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會務；幕僚工作由食安處辦理。 

六、本會報視時事及重大事件發生，不定期召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
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召集或主席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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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會報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本會報委員除代表機關出任者，得指派代表出席外，應親自出席會
議。 
本會報召開會議時，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代表、學者、專
家或民間機構、團體代表列席。 

八、本會報得視需要，依召集人指示成立專案小組，針對特定議題研究
、規劃。必要時，得提具體動員應變建議，報請市長同意，成立食
品安全緊急事件應變指揮中心，並由市長兼任或指派適當人選為指
揮官。 

九、本會報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會報決議事項及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一、本會報所需經費，由食安處編列預算支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0169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財政永續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六點如附件，並

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人力科、給與科、秘書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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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2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80090085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21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90016961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為健全財政，推動市政，建設臺中，特設臺中市政府財
政永續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多元籌措財源，增加財政收入 

檢討改善現有開源方案，並研提其他可優化生活品質及充實市政
建設財源之策略。 

(二)管控經費支出，減輕財政負擔 
檢討改善現有節流方案，並研提其他可減少不經濟支出，增加資
源運用效率之策略。 

(三)量入為出，降低債務 
全面檢討改善預算籌編方式，同時控管年度舉債額度，並研提有
效收斂債務之策略。 

(四)其他有關財政永續推動之方案及策略。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主任委員由市長擔任，副主任委員二名，

由副市長及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市長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處長。 
(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四)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五)臺中市政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政局)局長。 
(六)專家學者三名，遴選具財務、金融、經濟或工程等相關專長之專

家學者聘兼之。 
專家學者任期為三年，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其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四、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財政局局長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綜
理會務，行政工作由財政局負責辦理。 

五、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如因故未能出席時
，得指派機關主任秘書以上層級人員代表出席。 

六、本委員會配合實際需要，適時召開會議，並視議題需要，邀請有關
機關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士列席，以利溝通協調，並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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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財政局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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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90011720號 

主旨：公告本市神岡區下溪洲後壁厝小段1001地號等282筆土地及神岡區圳堵

段921地號等107筆土地，總面積為55.86公頃，核定設置「臺中市神岡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依據： 

一、產業創新條例第33條、第44條。 

二、經濟部108年12月24日經授工字第10820434151號函同意核定設置。 

公告事項： 

一、臺中市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核定設置面積為55.86公頃(園區範

圍以蓋有戳記線為準)，範圍圖存放於本府經濟發展局及臺中市神岡區

公所，以供查閱。 

二、臺中市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築物，自本

公告日起至園區內土地及地上物取得前，停止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之

移轉，並停止受理建築之申請。另已領有建築執照者，應經本府同意

後始得建築。前述停止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移轉及停止受理建築申請

之期限，不得逾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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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90005081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計3,774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

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林明緯君等共計3,774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

者，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

地、居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

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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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802118521號 

附件：詳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龍井區龍目井段水師寮小段72(部分)及184(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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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月22日至民國109年2月21日止，期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龍井區公所(公告欄)、龍井區龍岡里辦公處(公

告欄)、廢道現場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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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廢止准

否之參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80208039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277-3地號土地現有巷道廢止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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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月22日起，計滿30日止。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南區公所(公告欄)、南區工學里辦公處(公告

欄)、廢道現場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名姓名(或名稱)、聯絡地址、異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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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准否之參考。 

五、旨案倘有排水設施，請先予以保留使用。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900183041號 

主旨：公告「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西區公館段80-123地號土地附近)」都市計

畫樁位成果圖表資料，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西區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

工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9年1月31日起至民國109年3月3日止，計滿30日

止。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暨控制測量成

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西區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

）洽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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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90012977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擬定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本市烏日區阿密哩段64、

64-1地號土地南側)」樁位成果圖，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臺中市烏日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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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7日起至民國109年3月10日止，計滿30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控制測量成

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臺中市烏日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90014412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變更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及「變

更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四階段）案都市計畫樁位成

果圖表資料，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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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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7日至民國109年3月9日止，計滿30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暨控制測量成

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潭子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

）洽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80319170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文

教區(供宜寧中學使用)為農業區】案」都市計畫書、圖，自109年1月

22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9年1月22日起30天。 

二、公告方式：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

局公告欄、本市西屯區公所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各1份（前述計畫書、圖置於本市西屯區公

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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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109年2月10日(星期一)上午10時假本市

西屯區公所四樓大會議室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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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參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900110601號 

附件：議程 

主旨：公開展覽寶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中市西屯

區信安段691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109年

2月15日(星期六)舉辦公聽會，請周知。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公開展覽期間自109年2月3日起至109年2月18日止，計

公開展覽15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西屯區公所

、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及旨案專屬網站。 

三、公聽會舉辦事宜： 

(一)事由：寶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33、37條規

定，擬訂臺中市西屯區信安段 691 地號等 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提送本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前，依據都市更新條

例第32條第3項規定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15日，並舉辦公聽會。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 109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整假西屯區

福安里兒童暨老人活動中心(臺中市西屯區永福路 26號 1樓)舉辦公

聽會，議程詳附件。 

四、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方式載明姓名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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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聯絡方式及建議事項，向本局提出意見，並將作為本府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之參考。 

五、有關本案事業計畫書內容、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相關資訊請參閱公開展

覽公告，或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www.ud.taichung.gov.tw

/)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s://paochi691.blogspot.com/)查詢。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900111781號 

附件：議程 

主旨：公開展覽寶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中市西屯

區信安段698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109年

2月15日(星期六)舉辦公聽會，請周知。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公開展覽期間自109年2月3日起至109年2月18日止，計

公開展覽15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西屯區公所

、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及旨案專屬網站。 

三、公聽會舉辦事宜： 

(一)事由：寶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33、37條規

定，擬訂臺中市西屯區信安段 698 地號等 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提送本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前，依據都市更新條

例第32條第3項規定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15日，並舉辦公聽會。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 109 年 2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40 分假西屯

區福安里兒童暨老人活動中心(臺中市西屯區永福路 26號 1樓)舉辦

公聽會，議程詳附件。 

四、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方式載明姓名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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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聯絡方式及建議事項，向本局提出意見，並將作為本府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之參考。 

五、有關本案事業計畫書內容、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相關資訊請參閱公開展

覽公告，或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www.ud.taichung.gov.tw

/)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s://paochi698.blogspot.com/)查詢。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90001774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高速鐵路台中車

站地區)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圖，自109年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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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31日台內營字第10808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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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本市烏日區公所公告欄(計畫書、圖置本府都市發展局及本市烏日區

公所供各界閱覽)。 

二、公告內容：比例尺五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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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90004018號 

主旨：發布實施「擬定新社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階段）案」計畫書、圖

，並自109年1月17日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及第23條。 

二、本府106年7月12日府授都計字第1060144366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二、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計畫書、圖置於本府都

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本市新社區

公所公告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局授都住寓字第10900127511號 

主旨：公告本市有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見證移交事項委託「臺中市不動

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及「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辦理，請周知。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60條第1項第5款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辦

理。 

公告事項： 

一、本市有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7條第1項規定之見證移交事項委託「臺

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及「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辦理。 

二、委託期間：自109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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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林字第10900035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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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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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株，詳如附件清單。 

二、公告日期：自民國109年2月5日起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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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家防字第10900052721號 

主旨：公告本市109年度兒童及少年安置費用給付標準。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3條及臺中市兒童及少年安置費用收

取辦法第4條、第5條及第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市兒童及少年寄養安置費： 

(一)兒童：每人每月安置費用新臺幣 26,273 元整，安置未滿 一個月者

，每日以新臺幣 876 元整計。 

(二)少年：每人每月安置費用新臺幣29,192元，安置未滿一個月者，每

日以新臺幣 973 元整計。 

(三)領有身心障礙、發展遲緩、重大傷病與需特殊照護醫生診斷證明之

特殊兒童：每人每月安置費用新臺幣29,192元，安置未滿一個月者

，每日以新臺幣 973 元整計。 

(四)領有身心障礙、發展遲緩、重大傷病與需特殊照護醫生診斷證明之

特殊少年：每人每月安置費用新臺幣32,111元，安置未滿一個月者

，每日以新臺幣 1,070 元整計。 

二、本市兒童及少年機構安置費： 

(一)兒童：每人每月安置費用新臺幣22,000元整，安置未滿一個月者，

每日以新臺幣 733 元整計。 

(二)少年：每人每月安置費用新臺幣24,000元整，安置未滿一個月者，

每日以新臺幣 800 元整。 

(三)領有身心障礙、發展遲緩、重大傷病與需特殊照護醫生診斷證明之

特殊兒童：每人每月安置費用新臺幣25,000元整，安置未滿一個月

者，每日以新臺幣 833 元整計。 

(四)領有身心障礙、發展遲緩、重大傷病與需特殊照護醫生診斷證明之

特殊少年：每人每月安置費用新臺幣26,000元整，安置未滿一個月

者，每日以新臺幣 867 元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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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90002506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登記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423 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市新字第 148 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90003879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台中市立東興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登記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台中市立東興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南屯區大隆路 71 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市新字第 316 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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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90005984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台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登記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台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三三六巷九號。 

(三)登記證字號：中縣合更字第 4718 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少字第1090005352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私立采恩托嬰中心（負責人：張如蘭，地址：臺中市南屯

區黎明東街260、262號1~2樓）歇業，廢止設立許可。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 

公告事項：設立許可證書（字號：中市社婦字第 1000069311 號）遺失，公告

註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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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900083381號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黃郁心等20人「應受尿液採驗人通知書」應受送

達人清冊1份。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尿液採驗人因行方不明，本分局無法送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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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逕向通知書寄存單位洽領「應受尿液採驗人通

知書」，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到者，本分局將依法向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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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90008365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局舉發OTX-517號車輛車主潘春強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公示送達公告暨應受送達人清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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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X-517號車輛車主潘春強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因

被舉發人出境國外，按駐越南代表處提供之境外住址，本局交通警察

大隊業於108年11月20日以中市警交字第1080086895號函重新送達予該

車主潘春強，然因「查無此址」致無法送達而退回，茲依規定辦理公

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案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違規人得逕至本局領取或逕

至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接受裁處，如逾60日未領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

得依法逕行裁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受文單位 移送件數 備考 

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1   

小計 1   

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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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0/1/9 下午04:17:32 

到案處所：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編

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 GL0546188 OTX-517 潘春強 1210501 109010900 968304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第2頁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90004994號 

主旨：公示送達王玲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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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王玲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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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060****。 

(二)發文日期：108 年 10 月 17 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 108010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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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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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900044921號 

主旨：徵求109年度「臺中市辦理65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配合執

行專業服務單位，請踴躍申請。 

依據：依據老人福利法、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6條、第135條規定及109年

度「臺中市65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辦理。 

公告事項： 

一、徵求單位資格：牙醫專業組織或團體。 

二、委託辦理工作內容： 

(一)協助本局辦理旨揭計畫之民眾申請假牙裝置補助資料行政處理、資

料上傳及轉送至本局之庶務事項。 

(二)協助本局辦理旨揭計畫合約院所假牙裝置補助申請案件之牙材品質

監督及聯繫等事項。 

(三)牙醫師專業審查後齒模處理，請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委託業者

處理，應檢附與廢棄物業者之合約書。 

(四)聘請合格之牙醫師擔任審查委員，協助審查牙醫院所之診治計畫書

及假牙補助估價收費情形，並審查旨揭計畫合約院所為受補助人擬

製之診治計畫書。(審查經費詳如合約書) 

三、計畫執行期程：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 

四、合約工作項目給付經費： 

(一)申請案件行政審核費用：每案為 100 元，本項審核費用經費總金額

上限為新臺幣47萬元，於該年度計畫執行結束後，依受委託單位實

際審核案件數支應審核費用。 

(二)診治計畫書審查費用：每一受補助案之診治計畫書，應聘請至少 2

位醫師執行審查業務（每位審查醫師審查費用 100 元，每案申請金

額合計 200元），本項審查經費總金額上限為新臺幣 94萬元，於該

年度計畫執行結束後，依實際審查執行案件數支應審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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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9000414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義務人詹淑惠等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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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係詹淑惠等3人（如名冊）於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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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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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90006848號 

主旨：公告「109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加碼補助實施計

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施行日期：自公告日起實施。 

二、補助方式： 

(一)符合申請資格之補助者需檢齊附表三之證明文件，向本府環境保護

局提出線上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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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加碼補

助實施計畫」請至臺中ㄅㄨㄅㄨ網-便民服務-下載專區下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90007957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9年度「臺中市淘汰老舊機

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配合本局執行下列業務： 

(一)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審查作業。 

(二)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線上申請及審核系統

更新功能作業。 

(三)設計與印製與低污染車輛推廣或汰除老舊機車政策相關宣導文宣。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春字第 3 期 

 

160 

 

(四)協助配合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年度考核。 

三、前項公告係依本局與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契約書內容辦理，依

法公告週知。 

四、有關前項配合公告事項之疑問，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

（電話04-22289111轉66235）。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90007873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維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9年度臺中市陳情音量監

測及管制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15日止，本局委託維呈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109年度臺中市陳情音量監測及管制計畫」，委託事項如

下： 

(一)執行交通（環境）噪音陳情案件背景音量監測-軌道。 

(二)執行交通（環境）噪音陳情案件背景音量監測-快速道路、高速公

路、一般道路等。 

(三)執行機動車輛噪音通知到檢量測。 

(四)執行機動車輛原地噪音路邊攔(查)檢。 

(五)執行高噪音機動車輛監測。 

(六)執行陳情管制案件查核。 

(七)執行非游離輻射電磁波監測-校園、基地台或電臺發射設施及變電

設施。 

(八)執行公私場所周界噪音查核或量測 (達 24 小時)。 

(九)執行清泉崗及新社機場噪音管制中心及監測站查核作業。 

(十)執行噪音管制區檢討劃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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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公告事項，依本局109年1月1月與維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訂定契約

內容辦理，依法公告周知。 

三、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聯絡電

話：04-22289111分機66233，陳小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900081141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9年度臺中市底渣委託再

利用協助監督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本局委託環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109年度臺中市底渣委託再利用協助監督計畫」，委託事

項如下： 

(一)協助機關成立底渣委託再利用之監督組織（以下簡稱監督小組）及

檢討修正訂定監督計畫，並協助本局執行第二級品質保證系統。 

(二)定期每月查核本市三座焚化廠底渣委託再利用廠商實施情形。 

(三)協助本局查核本市轄內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現場之使用情形。 

(四)協助本局抽查本市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於外縣市之現場使用情形。 

(五)審查再利用廠商各項申報、操作及營運記錄。 

(六)本市三座焚化廠所產出之底渣採樣檢測(檢測項目為重金屬溶出試

驗及戴奧辛總毒性當量)。 

(七)抽測本市文山、后里及烏日焚化廠(含廠商委託部分)產出之底渣經

再利用機構所產出之底渣資源化產品之重金屬溶出試驗及戴奧辛總

毒性當量。 

(八)協助辦理臺中市資源化產品再利用推動小組行政作業及相關會議。 

(九)辦理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推廣觀摩研討會議(含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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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協助本局邀請本市業務單位、焚化廠代操作廠商及再利用機構召開

業務聯繫會議。 

(十一)其他臺中市焚化底渣再利用技術諮詢及相關工作協助。 

(十二)協助辦理相關考核事務、履約爭議法律諮詢服務、相關新聞媒體

宣導服務、公共事務協商處理。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90008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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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臺中市空品

淨化區巡查管理及裸露地稽（巡）查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09年1月16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本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9年臺中市空品淨化區巡查管理及裸露地稽（巡）

查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辦理裸露地稽（巡）查管制作業。 

(二)推廣本市企業（含國營企業）或工廠植樹綠化。 

(三)辦理企業或廠商配合本府植樹計畫巡查輔導作業。 

(四)辦理本市既有空品淨化區現場查核作業。 

(五)辦理空品淨化區進行告示牌維護更新作業。 

(六)辦理空品淨化區碳匯調查作業。 

(七)辦理空氣品質淨化區維護管理單位及認養單位評比作業。 

(八)推動空氣品質淨化區維護管理獎勵或校園設置清淨空氣綠牆獎勵作

業。 

(九)辦理輔導校園設置空氣淨化綠牆作業。 

(十)辦理空氣品質淨化區維護管理、認養單位或推廣企業植樹相關說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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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辦理裸露地管制、推廣植樹綠化、空品淨化區、清淨空氣綠牆設

置等相關事項舉辦會議、協商、訪談或活動。 

(十二)協助執行環保署年度考核及配合本局空污計畫考核。 

(十三)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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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

內容辦理，依法公告周知。 

三、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洽詢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

話：04-22276011轉分機66229）。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衛字第109000920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規定檢舉書格式。 

依據：臺中市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第14條。 

公告事項：頒布「臺中市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獎勵辦

法」第 4條規定檢舉人應填具之檢舉書格式（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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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900100671號 

主旨：公告本局辦理「109年度臺中市非法棄置場址處理暨緊急應變計畫」委

託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9年1月14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市事業機構及非法棄置

案件相關管制作業稽查工作如下： 

(一)辦理廢棄物產源查核輔導作業。 

(二)辦理高風險廢棄物流向深度查核輔導作業。 

(三)辦理重點事業協助專家學者現場查核或減量輔導專案。 

(四)辦理廢棄物非法棄置緊急應變暨相關管制事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900100891號 

主旨：公告委託「兆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109年臺中市海洋污染監測

與應處計畫」。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二、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2條。 

三、海洋污染防治法第7條。 

四、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兆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一)本市轄內海洋及陸域河川污染緊急應變之污染源追查及環境復原調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春字第 3 期 

 

166 

 

查工作。 

(二)海洋污染事件應變演練、環境敏感區污染事件應變兵棋推演、水污

染應變器材實作訓練及定期功能性檢驗應變器材。 

(三)本市河川及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之修訂規劃工作並檢討本市重大

河川或海洋污染事件作業要點。 

(四)海洋污染稽查管制，包含港口、商港船舶及漁港漁船稽查。 

(五)污染熱區高風險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辦理深度查核及一般查核作

業；另針對本市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定義之貯油場實施專案管制。 

(六)陸上污染源、海岸工程、海洋棄置許可、緊急應變計畫及海洋污染

防治計畫稽查。 

二、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兆興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該事務所所在地：臺中市西屯區天水西二街

18之26號4樓。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3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90008902號 

主旨：公告委託「京拓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辦理「109年河川巡守隊經營運作

輔導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京拓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一)輔導本市河川(水環境)巡守隊經營運作，必要時就無持續參與意願

及過去無配合熱誠者加以調整。 

(二)辦理巡守隊教育講習課程，加強巡守隊員水環境知識及巡守技能，

使本市巡守隊形成水環境品質監控網，以遏阻事業違法偷排廢水。 

(三)為增加民眾參與，增加辦理河川水質監測活動，並透過實地水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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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活動，將水環境知識傳達民眾，於年終檢討以修正巡守方式與經

驗分享。 

(四)加強巡守隊訪視作業並輔導巡守隊落實在地監督即時通報水岸環境

及水體水質之污染事件，落實維護本市水環境品質。 

二、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京拓環

保科技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所在地：臺中市霧峰區吉峰路100-12

號。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3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0124341號 

主旨：公告登錄「毛筆製作」為本市文化資產保存技術，認定陳景聰為保存

者。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6條規定。 

二、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查辦法第2、4、5條規定。 

三、108年第1次傳統工藝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審議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保存技術名稱：毛筆製作 

二、保存技術對應之文化資產類別：傳統工藝-漆工藝、古蹟彩繪修復 

三、保存技術描述：毛筆起源於書寫，作為文字書寫歷史極為悠久，據西

元1954年考古發掘長沙左公山楚墓，出土遺物出現一支戰國時期毛筆

，距今已二千一百餘年，舉凡書寫、繪畫，都可見毛筆蹤影，是東方

國度不可或缺的文化類項。在硬筆尚未出現，西方文化尚未引入之前

，毛筆皆是台灣文人書寫主要用具，與早期常民生活息息相關。毛筆

製作傳統工序包含：揀毛、篩選、梳毛、排毛、去皮、去絨毛、結絨

締、梳毛、齊毛鋒、取長短、除逆鋒、組合、攪拌、挑毛片、捲筆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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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小、護筆鋒、修筆尖、披外毫、整修外毫、檢視筆鋒、晾乾定

型、紮筆頭、檢視筆型、上筆桿、梳整毛束、上膠壓筆、定型、品管

、刻字等，其技術具備高度專業性。 

四、保存者之基本資料： 

(一)保存者：陳景聰 

(二)出生年：民國 48 年 

(三)連絡地址：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五、登錄與認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登錄理由： 

１、毛筆為本市有形(古蹟、歷史建築、古物等)、修復實踐不可或缺

之工具，陳景聰先生毛筆製作技術精湛，且能客製化，製作不同

功能之毛筆，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

查辦法第 2 條第 1 款「有形文化資產之保存、修復、維護工作不

可或缺之傳統技術」。 

２、本市登錄之無形文化資產(漆工藝、粧佛)等，髹漆上彩皆以毛筆

為工具，陳景聰先生製作毛筆具有專業性，其製作技術為傳統工

藝製作實踐中，不可或缺之物件製作、修復之傳統技術，符合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2 款

「無形文化資產實踐中不可或缺物件製作、修復之傳統技術；其

技術具有一定專業性、針對特定無形文化資產之實踐所發展，並

對表現該無形文化產資產價值具有顯著作用」。 

３、陳景聰先生不僅熟悉毛筆製作流程，亦具備各式毛筆材料處理知

識，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3 款「前二款傳統技術操作上必要工具之製作修理、或材料

之生產製造之傳統技術及知識」。 

(二)認定保存者理由：保存者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

廢止審查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1、2、3款認定條件： 

１、陳景聰先生自 16 歲從事毛筆製作迄今 45 年，熟悉各式毛筆製程

，且可依使用需求特製，具備「充分掌握毛筆製作保存技術所需

相關知識及執行程序」能力。 

２、陳景聰先生為現存少數熟諳毛筆製作工序且可獨立完成者，熟知

該項技術知識，具備「正確體現、執行毛筆製作技術之能力」。 

３、陳景聰先生致力於毛筆傳承、推廣，未曾間斷，具傳習熱誠，且

能夠口語清楚敘明技術之操作，具備「傳習毛筆製作技術之溝通

及輔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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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2、3款暨第 4條第 1項第 1、2、3款。 

六、公告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109年１月30日府授文資遺字第

10900124341號。 

七、本公告期間為30日，對於本公告內容不服者，於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

日內，依訴願法第56條規定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

定期間內向本府遞送，並將副本抄送文化部訴願審議員會(以實際收受

訴願書之日為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900153421號 

附件：修正公告表、地籍套繪圖 

主旨：原公告歷史建築「林之助畫室」，變更登錄為紀念建築「林之助畫

室」，並變更其所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廢止原公告部份事項並

自公告日生效。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

辦法第4條、第5條暨本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

化景觀審議會107年第3次、108年第5次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廢止本府96年7月13日府授文資字第0960150246號原歷史建築「林之助

畫室」公告事項。 

二、原文化資產類別為「歷史建築」，變更為「紀念建築」。 

三、名稱：林之助畫室。 

四、種類：宅第。 

五、位置或地址：臺中市西區柳川西路2段158號、162號。 

六、紀念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詳地籍套繪圖)： 

(一)修正理由：依據「臺中市歷史建築林之助畫室修復再利用工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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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計畫)」重新檢討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二)紀念建築本體為臺中市西區平和段 145-2 建號，總面積約 148.89 平

方公尺，定著土地範圍為臺中市西區平和段 18、18-1、18-17、18-

18、18-19、18-21、18-22、18-23、18-24、19-10、19-23、23 及

23-3 等 13 筆地號，面積約 5,605 平方公尺(實際面積應以實際地籍

資料為準)。 

七、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修正理由：依「歷史建築林之助畫室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及修正

之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補充原公告登錄理

由及其法令依據。 

(二)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款、第 3款及第 2項所列基準。 

１、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及歷史、文化等具有重要貢獻之

人物相關者：林之助教授出生於臺中縣大雅鄉上楓村，被稱為

「臺灣膠彩畫之父」，12 歲到日本求學，考進日本帝國美術學校

(今東京武藏野美術大學)習畫，師承山口蓬春、川崎小虎等人。

戰後民國35年(1946)年任教於臺中師範學校(現臺中教育大學)，

並入住學校宿舍(即今林之助畫室)，同時以此處作為創作畫室直

至民國 95(2006)年因校方收回宿舍而遷出，建築承載並紀錄了林

之助教授一生之創作與教育歷程，極具紀念建築意義。 

２、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林之助畫室約略興建於昭和

16(1941)年後，為日治時期臺中師範學院之附屬宿舍，為日治時

期典型之日式官舍建築，且見證臺中市柳川沿岸都市的發展，其

建築特色為牆體屬真壁式(編竹夾泥)牆體，外裝則為雨淋板，屋

架為木造和小屋，屋頂並為二坡水形式，畫室紀錄了其空間使用

型態，為歷史演變之具體證物，深具歷史保存及建築再利用價

值。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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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稱 紀念建築「林之助畫室」 

  種類 宅第 

  位置或地址 臺中市西區柳川西路2段158號、162號 

二、紀念建築及所定

著土地範圍之面

積及其地號 

紀念建築本體為臺中市西區平和段145-2建號，總面積約

148.89平方公尺，定著土地範圍為臺中市西區平和段18、

18-1、18-17、18-18、18-19、18-21、18-22、18-23、18-

24、19-10、19-23、23及23-3等13筆地號，面積約5,605平

方公尺(實際面積應以實際地籍資料為準)。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

令依據 

(一)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林之助教授出生於

臺中縣大雅鄉上楓村，被稱為「臺灣膠彩畫之父」，

12 歲到日本求學，考進日本帝國美術學校(今東京武

藏野美術大學)習畫，師承山口蓬春、川崎小虎等人。

戰後民國 35 年(1946)年任教於臺中師範學校(現臺中

教育大學)，並入住學校宿舍(即今林之助畫室)，同時

以此處作為創作畫室直至民國 95(2006)年因校方收回

宿舍而遷出，建築承載並紀錄了林之助教授一生之創

作與教育歷程，極具紀念建築意義。 

(二)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林之助畫室約略興建

於昭和 16(1941)年後，為日治時期臺中師範學院之附

屬宿舍，為日治時期典型之日式官舍建築，且見證臺

中市柳川沿岸都市的發展，其建築特色為牆體屬真壁

式(編竹夾泥)牆體，外裝則為雨淋板，屋架為木造和

小屋，屋頂並為二坡水形式，畫室紀錄了其空間使用

型態，為歷史演變之具體證物，深具歷史保存及建築

再利用價值。 

(三)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項第 1款、第 3款所列基準，並屬與歷史、文

化、藝術等具有重要貢獻之人物相關者。 

四、法令依據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1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

查及輔助辦法第5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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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016718號 

主旨：本府辦理都市計畫中五九線1-20、2-15號道路工程，原報准徵收本市

龍井區龍津段76-1地號土地，因圖簿面積不符，惟不涉及原核准徵收

之實體內容，且用地範圍不變，經報准更正徵收，特予公告周知。 

依據：內政部109年1月9日台內地字第1090001277號函。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改制前臺中縣龍井鄉公所)。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更正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 80 年 4月 24 日八十府地二字第 38918 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改制前臺中縣政府 80 年 5 月 11 日八十府

地權字第 84495 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 109 年 1月 9日台內地字第 1090001277 號函准予更正徵收。 

四、更正徵收原因：本案土地經本市龍井地政事務所實地檢測並核對相關

原始圖簿資料後，有圖簿面積不符之情形，並辦竣面積更正登記，由

81平方公尺更正為42平方公尺，因不涉及原核准徵收之實體內容，且

用地範圍不變，准予辦理更正徵收。 

五、更正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更正徵收土地圖、更正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及龍井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9年1月31日起至民國109年3月2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9年7月3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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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

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之

徵收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更正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

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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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123301號 

主旨：公告盧家盈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盧家盈。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1983號。 

三、證書字號：(103)台內地登字第02724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張妙瓊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崇倫街58巷5之1號。 

備註：原開業執照（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83號，已於 108年6月27日自

行申請註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15874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丁豐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丁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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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54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忠勝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東光路98號二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09年1月19日止），未依規定

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203541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啟禎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啟禎。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687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力行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力行路83之1號1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09年1月29日止），未依規定

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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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204541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宜平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宜平。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73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信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39號六樓A室。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030372號 

主旨：公告註銷凃金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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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凃金芳。 

二、證書字號：（105）中市經紀字第01659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凱盛不動產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北屯區軍福十六路386號。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年1月21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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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033251號 

主旨：公告註銷蔡篤昆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篤昆。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經紀字第0082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年1月29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03332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炫廷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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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炫廷。 

二、證書字號：（105）中市經紀字第0166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年1月28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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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205881號 

主旨：公告註銷不動產估價師林雪琴開業證書。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2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雪琴。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地估字第000051號（印製編號：000180）。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環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85號十二樓之5。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行業務。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運字第1090018162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附屬事業經營管理辦法第三條」草

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二、修正依據：大眾捷運法第53條。 

三、修正「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附屬事業經營管理辦法第三條」草案如附

件。（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規資

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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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二)地址：40301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101 號。 

(三)電話：04-22289111 分機 60321。 

(四)傳真：04-22297743。 

(五)電子郵件：yakuo9512@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依大眾捷運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得經
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兼營其他附屬事業，以創造多元營收；為此，臺中市
政府依大眾捷運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附屬事業
經營管理辦法，主要係規範本府主管之大眾捷運系統之附屬事業經營範
圍、規定及禁止事項，本辦法第三條係規定本府主管之大眾捷運系統營
運機構經營附屬事業之範圍，現因依據臺中市議會第三屆第三次臨時會
決議建議刪除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為增加臺中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之經營附屬事業彈性，爰進行本辦法第三條條文修正，其重點如
下： 
一、 修訂營運機構經本府核准後，得經營附屬事業之項目。(修正條文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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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營運機構經本府核

准，得經營下列附屬事

業： 

一、大眾捷運系統之其他

水、陸、空接轉運輸

之事業。 

二、大眾捷運系統服務旅

客所需相關之事業。 

三、大眾捷運系統營運與

建造所需工具、器材

之修護或製造之事

業。 

四、培養、繁榮大眾捷運

系統所需相關之土地

開發或管理事業、廣

告業、觀光旅遊事業

、餐飲服務業、捷運

系統管理或諮詢顧問

服務業。 

五、大眾捷運系統之智慧

財產權行使、利用、

授權或管理之事業。 

  前項附屬事業之經營

項目，須經其他機關核准

者，並應申請核准。 

第三條  營運機構經本府核

准，得經營下列附屬事

業： 

一、大眾捷運系統之其他

水、陸、空接轉運輸

之事業。 

二、大眾捷運系統服務旅

客所必需之事業。 

三、大眾捷運系統營運與

建造所需工具、器材

之修護或製造之事

業。 

四、培養、繁榮大眾捷運

系統所必需之土地開

發或管理事業、廣告

業、觀光旅遊事業、

餐飲服務業、捷運系

統管理或諮詢顧問服

務業。 

五、大眾捷運系統之智慧

財產權行使、利用、

授權或管理之事業。 

六、其他經本府核准經營

之相關事業。 

  前項附屬事業之經營

項目，須經其他機關核准

者，並應申請核准。 

一、依據臺中市議會

第三屆第三次臨

時會決議意見修

正，刪除本條第

一項第六款。 

二、為增加臺中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經

營附屬事業之彈

性，修正本條第

一項第二款及第

四款之文字。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春字第 3 期 

 

181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海行字第10800448381號 

主旨：預告廢止「臺中市漁船(筏)引擎馬力對照基準表」。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廢止機關：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二、廢止理由：漁船安裝主機馬力，依漁船船體設計搭配適宜主機馬力數

，有助節省能源及兼顧航行安全，而目前海巡海上執法能量精進，及

國際上管理機制皆未採以漁船引擎馬力限制規範，且搭配其他漁業管

理制度，增加漁船主機馬力尚無提高漁獲努力量，影響漁業資源之疑

慮，已無需限制漁船安裝主機馬力上限，爰廢止本基準表。 

三、原公告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局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s://www. 

agriculture.taichung.gov.tw/)網頁。 

四、本案廢止臺中市漁船(筏)引擎馬力對照基準表，漁船可依實際需求裝

設適當馬力之主機，有助於提升漁船海上作業安全，為利及早放寬規

定，爰將預告期間縮短為7日；對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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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二)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北堤路 3號。 

(三)電話：04-26581940 轉 304。 

(四)傳真：04-2656-1777。 

(五)電子郵件：inxjapan2808@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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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3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海行字第10200071831號 

附件：見公告事項二 

主旨：公告臺中市漁船(筏)引擎馬力對照基準表。 

依據：依據漁業法第8條及臺中市漁筏監理自治條例第15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二、主要內容：臺中市漁船(筏)引擎馬力對照基準表，如附件。 

 
 
 
 

臺中市漁船(筏)引擎馬力對照基準表 

噸數 馬力 噸數 馬力 

1 120 11 316 

2 140 12 332 

3 160 13 348 

4 180 14 364 

5 200 15 380 

6 220 16 396 

7 240 17 412 

8 260 18 428 

9 280 19 444 

10 300 20 460 

備考： 

一、漁筏最大馬力數不得超過 360 馬力。 

二、漁業巡護船、漁業試驗船、漁業訓練船及專營娛樂漁業漁船安裝主機之

馬力不受本標準之限制。 

三、若申請噸數介於上揭噸數之間，按比例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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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900062631號 

附件：「臺中市心理治療暨心理諮商所收費標準表」草案總說明及草案條文

各1份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心理治療所暨心理諮商所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二、訂定依據：心理師法第26條。 

三、草案全文：「臺中市心理治療暨心理諮商所收費標準表」草案總說明

及草案條文，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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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 136 號。 

(三)電話：04-25155148 分機 106。 

(四)傳真：04-25155157。 

 
 
 
 

  依據心理師法第二十六條，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收費標準，由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爰擬具「臺中市心理治療所暨心理諮
商所收費標準表」草案，並於一百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經「臺中市政
府第五屆醫事審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通過，重點如下： 
一、個別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費。 
二、家族治療、團體治療或其他心理治療費。 
三、有特殊情況之收費，應事前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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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為訂定臺中市心理治療所暨心理諮商所收費，爰
依心理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特訂定本標準表。 

二、各項費用不得違反本收費標準表；如有特殊情況之收費，應事前報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定。 

三、收費標準表如下：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台幣) 

個別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 

三千四百三十六元為上限(每四十

分鐘)，未滿或超過四十分鐘者，

以四十分鐘換算每分鐘應收費用

，乘以諮商(治療)時間予以計

費。 

家族治療、團體治療或其他心理

治療費 
六千四百元為上限(每人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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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90013061號    

主旨：有關本府核定實施「變更臺中市東勢區新互助段468地號等1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原東勢鎮龍之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核定函

暨公告說明三誤植更正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9年1月15日營署更字第1090002596號函暨本府109

年1月7日府授都更字第10803197371號函續辦。   

二、有關旨揭計畫核定函暨公告說明三「受處分人對本處分如有不服，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一節係為誤繕，應更正為「本案處分相對人或

利害關係人如不服本處分，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案

行政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30日內(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

投遞日)，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並由本府函轉內政部提起訴願」。   

正本：逢達不動產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土地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富達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內政部營

建署、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東勢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建造

管理科、都市設計工程科、都市更新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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