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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172919號 

訂定「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附「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執行機關為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家庭教育中心)。 
第三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設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提供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家庭教育政策及法規興革

之意見。 
二、提供協調、督導及考核本市機關、團體推展家庭教育之

意見。 
三、提供研訂本市實施家庭教育及服務措施發展方向之意

見。 
四、提供本市家庭教育推展策略、方案、計畫等事項之意

見。 
五、提供本市家庭教育課程、教材、活動之規劃、研發等事

項之意見。 
六、提供本市推展家庭教育機構提高服務效能事項之意見。 
七、其他有關本市推展家庭教育之諮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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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九人，其中主任委員一人，由市長兼任，副主
任委員二人，由副市長及教育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十六人，由
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及教育局
代表各一人。 

二、學者專家代表五人。 
三、家庭教育機構、團體代表五人。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任期內因職務異動

或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兼任，承主任委

員之命，綜理本會幕僚業務，並置幹事一人至三人，由本府相關
機關派員兼任。 

第六條 本會每年召開會議二次，並視實際需要召開臨時會。會議由
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出席，由副主任
委員代理之；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未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代理之。 

本會召開時，得邀請兒童、少年或其他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但代表

機關兼任之委員不克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第八條 本會會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行之。 
第九條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家庭教育中心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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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177450號 

修正「臺中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第五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三

十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第五條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第五條修正條文 

第五條 衛生所置醫師、牙醫師、護理長、護理師、藥師、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及護士。 

衛生所置課員。 
第一項護理長由護理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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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177474號 

修正「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三十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處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秘書代行或代理。秘
書因故不能代行或代理時，依第三條所列單位主管順序代行或
代理。 

前項情形，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得指派適當人員
代理。 

第十二條 生命禮儀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乙表及丙表。甲表由
生命禮儀處擬訂，報請民政局轉陳本府核定；乙表由生命禮儀
處擬訂，報請民政局核定；丙表由生命禮儀處訂定，報請民政
局備查。 

第十三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

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規程除前項之修正條文，其餘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本

府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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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178843號 

訂定「臺中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附「臺中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七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罰鍰金額：消防局對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行為，依本法所裁罰之金額。 

二、舉發人：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三項向消防局舉發之人員。 
三、嚴重違規：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孜全檢查違法案

件處理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二款表九規定嚴重違規情形。 
第四條 舉發人舉發案件，得以書面、言詞、傳真或電子郵件向消防

局提出，並應提供下列資料： 
一、舉發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及地址。 
二、違反案件發生地之時間、地址或其他可得確認之位置敘

述。 
三、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片、影片或資料。 
以言詞舉發者，消防局應通知舉發人至指定處所製作書面紀

錄，經其閱覽確認記載無誤後簽名或蓋章。 
舉發案件不符合前二項規定者，消防局得通知舉發人於一定

期限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視為未提出舉發。 
第五條 經舉發查獲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情事屬

實，且屬嚴重違規情形者，得發給舉發人罰鍰實收金額百分之五
之獎勵金；舉發人現為被舉發人之受雇人者，得發給舉發人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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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收金額百分之十之獎勵金。 
第六條 二人以上先後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僅發給獎勵金予最先舉

發者。 
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以該案件應發給

之獎勵金帄均分配之；無法分別先後時，亦同。 
第七條 消防局依舉發人舉發內容所為之裁罰處分經撤銷後，不得發

給獎勵金；已發給者，應命舉發人返還之。但非因舉發不實致撤
銷者，免向舉發人請求返還。 

第八條 舉發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發給獎勵金： 
一、以匿名或虛偽姓名舉發。 
二、提供虛偽不實之舉發資料。 
三、以言詞舉發，拒絕製作紀錄。 
四、舉發案件為消防局或有關機關已知悉或查證中之案件。 
五、依提供之舉發資料查無具體事實，或所查獲之事實與舉

發內容不符。 
六、就同一違規案件，舉發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領有獎勵

金。 
第九條 舉發人領取獎勵金時應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消防局及其他機關對於舉發人之姓名、年齡、住址、文書、
圖畫、消息、相貌、身分資料或其他足資辨別舉發人之物品或資
料，應予保密；對於舉發人之舉發書、筆錄或其他資料，應以密
件保存，並禁止第三人閱覽或抄錄。 

第十條 經核定發給獎勵金之案件，應逐案列冊，載明案由、罰鍰金
額及獎勵金額度。 

第十一條 舉發人因舉發案件而受威脅、恐嚇或受有其他危害行為之
虞者，消防局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舉發人申請，請求當地警
察機關協助保護舉發人之孜全。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獎勵金，由消防局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消防局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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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180695號 

修正「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 

附「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修正條文 

第五條 本基金用途如下： 
一、政府規劃及興建公有停車場支出。 
二、公有停車場之設備擴充及改良支出。 
三、公有停車場維護管理費支出。 
四、獎助民間機構興建及營運路外公共停車場部分支出。 
五、取締違規停車之部分支出。 
六、公有停車場稅費支出。 
七、有關改善停車設施管理支出。 
八、停車場經營管理事項之投資。 
九、促進捷運、公車或計程車等大眾運輸發展相關支出。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182231號 

修正「臺中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三條、第四條。 

附修正「臺中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三條、第四條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秋字第 3 期 

 

 12 

臺中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三條、 

第四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撥入之款項。 
二、工業用地變更之回饋金收入。 
三、投資計畫之事業投資收入。 
四、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二項、第二十八條

之七第一項規定收取之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 
五、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六、捐贈收入。 
七、中央政府之補助收入。 
八、其他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規劃產業發展綱領、策略、計畫之支出。 
二、辦理產業創新發展之支出。 
三、推動促進投資所需之支出。 
四、進行產業研究、規劃、調查之支出。 
五、投資重要事業或計畫之支出。 
六、投資購買土地之支出。 
七、依前條第四款規定收取之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應專

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改善，並
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空氣污染之改
善。 

八、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支出。 
九、利息支出。 
十、其他有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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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181140號 

修正「臺中市土地界標申購及收費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土地界標

收費標準」。 

附修正「臺中市土地界標收費標準」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1811403號 

主旨：修正「臺中市土地界標申購及收費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土

地界標收費標準」。 

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 

三、法規全文，如附件。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土地界標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執行機關為臺中市

各地政事務所。 
第三條 申請土地複丈併同購買土地界標者，得申請地政事務所於排

定複丈日期代送界標至會同地點。 
第四條 土地界標種類及收費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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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鋼片界標每組新臺幣五元。 
二、鋼釘界標每支新臺幣十元。 
三、小塑膠界標每支新臺幣三十元。 
四、大塑膠界標每支新臺幣四十五元。 
前項土地界標種類之規格如附表。 
第一項收入應依年度預算程序辦理，並歸入市庫。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臺中市土地界標規格表 

界標種類 界標圖說 界標規格 適用範圍 

鋼片界標 款式一   款式二 一、 材料：釘子(鋼）、

釘套(不鏽鋼)。 

二、 顏色：鐵灰色。 

三、 尺寸：不鏽鋼帽厚

度二毫米，孔徑三

毫米為原則；鋼釘

長不短於二十毫

米。 

水泥或硬賥地

面、建築物或

固定工作物 

鋼釘界標 款式一   款式二 一、 材料：鋼，硬度五

七度至六三度。 

二、 顏色：鐵灰色。 

三、 尺寸：釘長六十毫

米；釘帽厚度二點

五毫米，直徑二十

毫米。 

柏油或硬賥地

面、建築物或

固定工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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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塑膠界標  

款式一  

 

 

 

款式二  

 

 

 

款式三  

 

一、 材料：PE塑膠。 

二、 顏色：紅色。 

三、 尺寸：長(三百五十

毫米)*寬(三十五毫

米 )*高 (三十五毫

米)。 

 

 

 

 

 

泥土地面 

大塑膠界標  一、 材料：PE塑膠。 

二、 顏色：紅色。 

三、 尺寸：長 (五百毫

米)*寬(五十毫米)*

高(五十毫米)。 

 

 

 

 

 

 

泥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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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小字第1090062384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調用市立中小學教師服務實施要點」第六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調用市立中小學教師服務實施要點」修正總

說明、對照表及全規定各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惠予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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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國中教育科、本局帅兒教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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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學生事務室、本局人事室、本局政風室（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調用市立中小學教師服務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7月14日中市教小字第1000042205號函頒 

溯及99年12月25日生效 

中華民國102年4月23日中市教小字第1020027505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7日中市教小字第1020099758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9年7月22日中市教小字第1090062384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調用市立中小學具有教育
業務相關專長教師至教育局及教育局所屬二級機關服務，協助教育
政策規劃及執行，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指教師，係指本市市立中小學編制內之合格專任教師。 
三、教育局調用教師，應先徵得調用教師意願及其服務學校同意。 

前項調用應敘明調用理由及估算所需經費。 
四、教育局以調用偏遠、原住民地區及小型規模學校以外之公立學校之

編制內專任教師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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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小型規模學校，指全校班級總數在十二班以下之學校。 
五、教育局對於調用教師之人數，應有總量管制，且同一學校之調用教

師以二人為限。 
六、教師調用期間以二學年度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且於調用期間表

現優異，必要時得經調用教師及原服務學校同意，並經專案簽准
後，可延長調用年限。 
前項調用期間連續不得超過八學年。 

七、被調用之教師，應具有三年以上之任教年資，並具有相關教育行政
知能、教育專業及實務經驗；其曾受刑事、懲戒或行政處罰者，不
得被調用。 

八、調用教師之原服務學校得於調用期間聘用代理、代課教師代其課
（職）務。 

九、調用教師之待遇按調用教師原應領薪級支薪，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薪（年功薪）、學術研究費、考核獎金、年終工作獎金及婚、

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費等津貼給與，由原服務學校依規定支
給。 

(二)調用教師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及退休撫卹基金之繳納，均
由原服務學校依原規定辦理。 

(三)差假、強制休假補助費、不休假加班費、國民旅遊卡及相關補助
比照兼任行政教師，由原服務學校依規定支給。 

(四)差旅及加班費由調用機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十、調用教師服務期間之成績考核與差假勤惰管理，由調用機關評核

後，送交原服務學校辦理考核。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終字第1090063365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社區大學評鑑實施要點」第四、五、六點規定，並自即

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請本府秘書處將相關規定刊登本府公報，並張貼本府公告欄；另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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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於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 

二、檢送臺中市社區大學評鑑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

條文規定各1份。 

正本：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臺中市后豐社區大學(朝陽科技

大學)、臺中市南湖社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臺中市海線社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臺中市大屯

社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臺中市甲孜埔社區大學(國立空中大學)、

臺中市山線社區大學(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市文山社區大學(財團法人

台中世界貿易中心)、臺中市北屯社區大學(社團法人臺中市基督教青

年會)、臺中市潭雅神社區大學(社團法人臺中市感恩關懷協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本局終身教育

科 

 

 

 

臺中市社區大學評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6月17日中市教社字第1000036479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日中市教社字第102009217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9月5日中市教社字第105006838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4月2日中市教終字第108002712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9月25日中市教終字第108008838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7月28日中市教終字第1090063365號函修正 

一、本要點依臺中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六項規定訂定
之。 

二、本要點評鑑對象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自行設置及委
託辦理之社區大學。 

三、本局每年應對社區大學進行評鑑，實施時間以每年十月至十二月為
原則。 

四、評鑑項目分為行政管理與校務運作、課程規劃與師資教學、學員服
務與社團經營、公共參與及社區經營、辦學特色與突破創新等項，
本局得視實際業務執行情形酌予調整。 

五、評鑑委員由本局遴聘具社區大學實務經驗之代表及專家學者擔任。
但於臺中市社區大學擔任行政或課務者，應予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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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 
六、評鑑方式得採實地訪視、集中簡報或書面考核等。 
七、社區大學經評鑑九十分以上者為特優，頒贈獎牌及獎勵金十萬元，

並得向本局申請次年免接受評鑑；八十五分以上未滿九十分為優等
者，頒贈獎牌及五萬元獎勵金；八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五分者為甲
等，頒贈獎牌。 
前項獎勵金額度得視本局當年度預算調整之。 
社區大學經評鑑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為乙等，應限期改善，本局
並組成社區大學校務評鑑輔導小組進行追蹤輔導。經追蹤輔導後，
評鑑成績仍未達甲等者，經社區大學審議會議決後，得減少或停止
補助，或終止委託。 
社區大學經評鑑未滿七十分為丙等，本局應終止委託。 

八、評鑑獎勵金限支用於辦理社區大學人才培訓、教學研討、教師、志
工及校務行政人員研習等相關事項，未依規定支用者，應全數繳
回。 

九、受評單位提供之評鑑資料，經查證不實者，本局得視違規情節，取
消獎勵並追究相關責任。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十一、本要點所需書表，由本局另定之。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障字第109017795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審核作業要點」，名稱並修正為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審核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審核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及

對照表各一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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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府社會局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審核作業要點 

一、本要點依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以下簡稱發給辦法)規定
訂定之。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依本要點申請發給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以下簡稱生活補助費）： 
(一)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最近一年居住國

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二)低收入戶。 
(三)中低收入戶。 
(四)家庭總收入帄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二點五倍，且未

超過臺灣地區帄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 
(五)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依社

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一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臺灣省不動產限額
二倍。 

(六)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價值為一人
時，合計未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每增加一人，增加新臺幣二十
五萬元。 

(七)未經政府補助收容孜置於機構夜間式或全日住宿式服務。 
前項第五款土地之價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房屋之價值，以評
定標準價格計算。但前一年度，已領取前項生活補助費，其家庭應
計算人口所有土地及房屋未增加，且每戶不動產價值增加幅度未超
過當地區土地公告現值調增幅度者，不受前項第五款限制。 
同時符合申請第一項生活補助費及政府所提供其他生活補助或生活
津貼要件者，僅能擇一領取。但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及榮民就養金，
不在此限。 
依前項所領政府核發之各種補助及津貼，每月合計不得超過行政院
核定之基本工資。領取院外就養金之榮民每月領取之就養金，金額
未達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者，以補差額方式發給生活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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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補助費之審核權責分工如下： 
(一)社會局：辦理規劃、督導、考核、撥款及宣導事宜。 
(二)臺中市各區公所： 
１、受理案件申請並辦理訪視及個案調查。 
２、申請及申復案件之建檔、審查及核定。 
３、個案基本資料之異動、查報、建檔、修正等事項。 
４、每年度之定期複查。 
５、其他社會局委託事項。 

五、申請生活補助費應填具社會救助申請及調查表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但申請重新鑑定或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
月五日修正之條文全面施行後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且申請生活補助
費者，應由身心障礙需求評估單位轉介： 

(一)申請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二)全家人口資料（如姓名、身分證字號、戶籍地、職業、就學、年

齡、婚嫁、孫子女、是否領取其他津貼、退休俸、是否申報扶養
情形）。 

(三)其他證明文件（如失蹤證明、在學、在監或兵役證明、身心障礙
證明、優惠存款、薪資證明、營利事業稅額證明）。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於調查表中親自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檢附之文件與第一項規定不符者，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限期
補正，並以補正完備之日為申請日，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六、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函請國稅局及地方稅務局(分局)提供申請人

全家人口之各類所得及財產資料，其居住於國外家屬之薪資所得
依照申請人填報之職業，以第八點第一項計算。 

(二)區公所收到資料後，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審核。經審核通過者，溯
至備齊文件之當月生效。 

(三)核定結果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載明補助起始時間及補
助金額。未符合資格者應載明不符資格原因，且告知如對核定結
果有異議時，應於收到核定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以書面向區公所提出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四)區公所受理申復案件，應先行審查申請人之申復內容，並附加審
查意見，併同申復資料送社會局審查或辦理社工員訪視評估。 

前項生活補助費由區公所統一造冊後再報社會局撥款，款項由社會
局逕撥匯至申請者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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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情事變更得提高補助費者，以其事實發生之當月起核發生活補助
費。 
因情事變更致補助金額減少或資格不符，以其事實發生之次月減少
或停發生活補助費。 
重新核定補助金額或資格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載明補助起
始時間及補助金額。 

七、區公所應隨時受理生活補助費申請，並確實要求里幹事主動發掘轄
內符合規定之身心障礙者，協助辦理申請手續。 

八、本要點所稱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範圍，依發給辦法第十四條規定
辦理。 
前項有依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範圍者，
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恢復列入應計算人口計算。 

九、本要點所稱家庭總收入計算方式，依發給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惟戶內人口領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者，應查明有無工作，若查
無實際收入可不列計。 

十、本要點所稱應計算人口收入，關於不動產之收益，計算方式如下： 
(一)不動產出租者，依實際租金收入計算。 
(二)不列入家庭之不動產計算之土地依社會救助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依本要點領有生活補助費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停發生活補助
費： 

(一)戶籍遷出本市。 
(二)未依規定日期，重新鑑定身心障礙等級者。 
(三)受補助人死亡。 
(四)受補助人經政府補助收容孜置於機構夜間式或全日住宿式服

務。 
(五)受補助人之家庭經濟狀況已改善或障礙等級變更未達補助標

準。 
(六)生活補助費未真正用於照顧受補助人。 
(七)受補助人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八)受補助人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 
(九)受補助人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前項第二款身心障礙等級重新鑑定後，其列等有變更者，依變更
後之等級審定發放生活補助費。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至第九款領有生活補助費者，自
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發生活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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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至第九款停發情事消失後，得依規定，向
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重新核發生活補助費，或由區公所依據佐
證資料逕行恢復補助資格。 

十二、申請人喪失補助資格或死亡時，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十五日內通知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 
申請人死亡，應撥付之生活補助費未及撥付時，得由法定繼承人
檢附申請人死亡相關證明文件及法定繼承人證明文件請領；法定
繼承人有二人以上時，得檢附共同委任書及切結書，由其中一人
具領。 
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生活補助費者，其溢領之生活補助費，應
由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繳還。 

十三、生活補助費每月核發標準依據發給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十四、區公所應每年辦理生活補助費複查作業，不得以受補助人未申請

為由停止其補助。 
十五、本要點所需經費，由衛生福利部補助及社會局編列預算支應。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發給辦法規定辦理。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動字第1090035619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補助要點」，並自即

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9年7月14日府授主二字第1090164050號函辦理。 

二、檢附旨揭修正要點、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三、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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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本局勞資關係科、本局福利促進科、本局外勞事務科、本局就業孜全

科、本局綜合規劃科、本局秘書室、本局會計室、本局人事室、本局

政風室、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勞動基準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1月17日中市勞動字第1020002678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1月20日中市勞動字第1030002099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3年4月15日中市勞動字第1030016627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4年1月22日中市勞動字第1040003220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4年5月27日中市勞動字第1040028874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8年7月31日中市勞動字第1080048353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9年4月08日中市勞動字第1090015250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9年7月22日中市勞動字第1090035619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據「臺中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維持勞工基
本生活，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及資格：  
(一)本國籍勞工年滿十五歲，設籍臺中市且在臺中市境內工作，有下

列條件之一致生活困難者： 
１、因景氣因素影響事業單位訂單減少致營運困難，勞雇雙方協商

每月減少工時，且實施無薪休假達三個月以上，勞工因工資減
少，而終止勞動契約者。 

２、遭雇主積欠工資六個月以上，而終止勞動契約者。 
３、勞工任職事業單位六個月以上，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

三條但書、第十四條或第二十條規定而離職。 
４、雇主未替員工加保就業保險，且勞工任職該事業單位六個月以

上，勞工因非自願性離職且無法領取失業給付者。 
５、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致業務緊縮營運困

難，並依勞動部訂定之「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
應行注意事項」實施無薪休假三個月以上而與勞工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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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６、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致業務緊縮營運困

難，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無薪假)三個月以上，經本局輔導
未能獲取政府各部門機關相關資源協助(如孜心就業、充電再
出發計畫等)且有生活困難情形者。 

(二)倘有重大勞資爭議或其他特殊情形經審核小組審核認定者，不受
前款補助要件之限制。 

(三)本要點應自終止勞動契約確定之日起(要點第二點第一款第六目
需於實施協商減少工時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受
理。 

三、申請本要點之補助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影本(第二點第一款第二目除外)。但勞資雙方

就勞動法令應給付事項無爭議者，申請人應檢附切結書及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第二點第一款第六目免附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三)勞工本人及其配偶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文件影本、國
稅局財產歸戶清單。 

(四)未投保勞工保險者需檢附其他足資證明勞工身分之文件。 
(五)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登記證明。 
(六)如係因事業單位實施無薪假者，需附勞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同意

書或協議書（需蓋事業單位大小章）。 
(七)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八)郵局(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九)勞工子女就學補助，除上述各款文件，應另檢附子女當學期就學

證明(如繳費收據、在學證明等)。 
四、補助標準： 

(一)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及子女就學補助： 
１、生活補助：經評估生活困難者，每人每次補助一個月基本工資

額，如再經評估生活困難者，始得繼續請領，每人每年最長以
領取二個月基本工資額為限。 

２、子女就學補助：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第一款第五目情形，且經評
估生活困難，其子女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就讀國內國小至大
專院校具正式學籍者，國小、國中每人補助五千元，高中以上
每人補助八千元，每人以領取一次為限；所稱正式學籍不包括
研究生、公費生、各類在職班、學分班、假日班、輪調建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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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空中大學、空中行(商)專、學士後各學系學生及大專校
院延畢生等。 

(二)協商減少工時生活困難補助：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第一款第六目情
形，且經評估生活困難，每人每次補助三千元，每人以請領一次
為限。 

(三)生活困難參考指標： 
１、勞工本人需為家庭主要經濟負擔者。 
２、勞工本人及其配偶最近一年個人所得低於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所

公布最近一年帄均每戶家庭所得總額。 
(四)評估生活困難由審核小組參考上述指標並按個案事實核實認定

之。 
(五)同一事由，勞工本人已領取本局職業災害勞工慰助、生活及子女

就學補助之職業災害勞工生活補助、子女就學補助或本局勞工權
益涉訟補助要點之訴訟期間生活補助時，不得再申請本要點之生
活補助；如已請領中央部會或其他政府同性賥補助者，不予補
助。 

五、本局為審核補助案件，應設立審核小組。審核小組置召集人一人，
由本局局長兼任，並置委員二人，由律師一人、學者專家或公正人
士一人擔任。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審核小組原則上每個
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提早或調整之。 
審核小組召集人或委員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自行迴避。其對於審理之案件，不得受任為訴訟代理人。 
審核小組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市勞工權益基金支應，本要點本年度預算用
罄或經費不足時，本局得停止受理申請。 

七、本要點所頇書表格式由本局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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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556201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帄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統一裁罰基

準」，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帄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統一裁

罰基準」。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統一裁罰基準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帄均地權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四十七條第二項、第八十一條之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第七條及第十條所為之行政罰鍰，依循
適當原則予以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帄性，減少行政罰爭議及
訴願之行政成本，提昇公亯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違反本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二項事件，本府執行本條例第八十一條之
二規定之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詳附表) 

三、前點裁罰對象之罰鍰分攤原則如下：                                           
(一)權利人及義務人皆無法舉證其無故意或過失者，由雙方各負擔罰

鍰二分之一，再按權利人或義務人各自之人數分算。 
(二)權利人及義務人如僅一方舉證其無故意或過失者，由另一方負擔

罰鍰，再按權利人或義務人之人數分算。 
(三)權利人及義務人如皆僅部分當事人舉證其無故意或過失者，由雙

方各負擔罰鍰二分之一，再按有故意或過失之權利人或義務人各
自之人數分算。 

(四)義務人非基於自身意願出售(如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不同意
處分之共有人)或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買賣移轉登記者(如
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七條第十一款、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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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務人免罰。 
四、本府處理本條例事件之程序如下： 

(一)發現有本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事件，由本府作成處分決定，並將
該裁處書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送達受處分人，限期繳納罰鍰及履行
一定行為義務。 

(二)受處分人逾期不繳納罰鍰者，由本府進行催繳作業，若經催繳仍
不繳納罰鍰者，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規定移送行政
執行處執行。 

五、第二點所列統一裁罰基準如因情節特殊而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
者，本府得於裁處書內敘明理由，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處罰，不受前
開統一裁罰基準之限制。 

 
 
 

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統一裁罰基準附表 

項

次 
違 規 事 項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新臺幣：元)或

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壹 權利人及義務人於

買賣案件申請所有

權移轉登記時，未

共同申報登錄土地

及建物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以下簡稱

申報登錄資訊），

經命其限期申報登

錄資訊；屆期未申

報登錄資訊，買賣

案件已辦竣所有權

移轉登記者。 

帄均地權條例

第四十七條第

二項、第八十

一條之二、不

動產成交案件

實際資訊申報

登錄及查詢收

費 辦 法 第 七

條。 

 

經命其限期申報

登錄資訊，屆期

未 申 報 登 錄 資

訊，買賣案件已

辦竣所有權移轉

登記者，處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命

其限期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按

次處罰。 

一、 命其七日內申報登錄

資訊，屆期未申報登

錄資訊，買賣案件已

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

者，處三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其十五日內改正。 

二、 依前點後段命其十五

日內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如下

，並命其十五日內改

正： 

(一) 第一次處新臺幣三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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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次處新臺幣六

萬元罰鍰。 

(三) 第三次處新臺幣九

萬元罰鍰。 

(四) 第四次處新臺幣十

二萬元罰鍰。 

(五)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

十五萬元罰鍰。 

三、 前開處罰，其次數之

計算以同一買賣案件

認定之。 

貳 權利人及義務人申

報登錄價格資訊不

實者。 

帄均地權條例

第四十七條第

二項、第八十

一條之二、不

動產成交案件

實際資訊申報

登錄及查詢收

費辦法第十條

第四項。 

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

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

處罰。 

一、 處三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命其十

五日內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按次處罰如

下，並命其十五日內

改正： 

(一) 第一次處新臺幣三

萬元罰鍰。 

(二) 第二次處新臺幣六

萬元罰鍰。 

(三) 第三次處新臺幣九

萬元罰鍰。 

(四) 第四次處新臺幣十

二萬元罰鍰。 

(五) 第五次以上處新臺

幣十五萬元罰鍰。 

二、 前開處罰，其次數之

計算以同一買賣案件

認定之。 

參 權利人及義務人申

報登錄價格以外資

訊不實，經命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 

帄均地權條例

第四十七條第

二項、第八十

一條之二、不

動產成交案件

經 命 其 限 期 改

正，屆期未改正

者，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命

一、 命其十五日內改正，

屆期未改正，處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十五日內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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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資訊申報

登錄及查詢收

費辦法第十條

第五項。 

其限期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按

次處罰。 

二、 依前點後段命其十五

日內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如下

，並命其十五日內改

正： 

(一) 第一次處新臺幣六

千元罰鍰。 

(二) 第二次處新臺幣一

萬二千元罰鍰。 

(三) 第三次處新臺幣一

萬八千元罰鍰。 

(四) 第四次處新臺幣二

萬四千元罰鍰。 

(五) 第五次以上處新臺

幣三萬元罰鍰。 

三、 前開處罰，其次數之

計算以同一買賣案件

認定之。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189542號 

主旨：本府所訂「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溯自民國109年7

月24日停止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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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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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171408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制表」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處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地方

制度法所定。 

副 處 長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一  

主 任 秘 書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一  

專 門 委 員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二  

科 長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七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八  

股 長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十七  

管 理 師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三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三十七 

 

技 士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三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一編制

計給)。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八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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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四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二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二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一 

 

合 計 一○八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之

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專員、科員等職稱指定其

中一人辦理法制業務。 

三、 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生效。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182833號 

修正「臺中市清水區衛生所編制表」、「臺中市大孜區衛生所編制表」、

「臺中市霧峰區衛生所編制表」、「臺中市和帄區衛生所編制表」、

「臺中市和帄區梨山衛生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三十

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清水區衛生所編制表」、「臺中市大孜區衛生所編制表」、

「臺中市霧峰區衛生所編制表」、「臺中市和帄區衛生所編制表」、

「臺中市和帄區梨山衛生所編制表」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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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清水區衛生所編制表 

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主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

任。 

醫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

低於百分之三十五，

其餘為師（二）級人

員。但師（二）級員

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理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理師 

師級 (或士

（生）級) 
 九 

一、 護理師之員額，

其中師（二）級

人員不得高於百

分之十五，其餘

為師（三）級人

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

時 ， 得 以 一 人

計。 

二、 護士員額上限為

三人。但其員額

如改以護理師進

用時，計入師級

員額計算。 

護士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十一 

（二）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

「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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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安區衛生所編制表 

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主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

任。 

醫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

低於百分之三十五，

其餘為師（二）級人

員。但師（二）級員

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理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理師 

師級（或士

（生）級） 
 七 

一、 護理師、醫事檢

驗師、醫事放射

師、物理治療師

之合計員額，其

中師（二）級人

員不得高於百分

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

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

時 ， 得 以 一 人

計。 

二、 護士員額上限為

二人。但其員額

如改以護理師進

用時，計入師級

員額計算。 

醫事檢驗師 

醫事放射師 

物理治療師 

護士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九 

（二）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

「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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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霧峰區衛生所編制表 

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主任   （一） 
由師級醫 事人員兼

任。 

醫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

低於百分之三十五，

其餘為師（二）級人

員。但師（二）級員

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理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理師 

師 級 ( 或 士

（生）級) 
 八 

一、 護理師之員額，

其中師（二）級

人員不得高於百

分之十五，其餘

為師（三）級人

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

時 ， 得 以 一 人

計。 

二、 護士員額上限為

四人。但其員額

如改以護理師進

用時，計入師級

員額計算。 

護士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十 

（二）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

「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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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和平區衛生所編制表 

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主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

任。 

醫師 

師級  三 

醫師、牙醫師之合計

員額，其中師（三）

級人員不得低於百分

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

（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牙醫師 

護理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理師 

師 級 ( 或 士

（生）級) 
 十 

一、 護理師、藥師、

醫事檢驗師、物

理治療師之合計

員 額 ， 其 中 師

（二）級人員不

得高於百分之十

五，其餘均為師

（三）級人員。

但師（二）級員

額不足一人時，

得以一人計。 

二、 護士員額上限為

三人。但其員額

如改以護理師進

用時，計入師級

員額計算。 

藥師 

醫事檢驗師 

物理治療師 

護士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十四 

（二）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

「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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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衛生所編制表 

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主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

任。 

醫師 

師級  五 

醫師、牙醫師之合計

員額，其中師（三）

級人員不得低於百分

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

（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牙醫師 

護理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理師 

師 級 ( 或 士

（生）級) 
 八 

一、 護理師、藥師、

醫事檢驗師、物

理治療師之合計

員 額 ， 其 中 師

（二）級人員不

得高於百分之十

五，其餘均為師

（三）級人員。

但師（二）級員

額不足一人時，

得以一人計。 

二、 護士員額上限為

二人。但其員額

如改以護理師進

用時，計入師級

員額計算。 

藥師 

醫事檢驗師 

物理治療師 

護士 

課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十四 

（二）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

「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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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90182224號 

附件：「龍井區南山截水溝東側連接沙鹿區新闢道路」道路圖 

主旨：公告本市「龍井區南山截水溝東側連接沙鹿區新闢道路」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公告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109年7月30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名稱如下： 

(一)三鹿街：東起自強路，西迄龍秀二街，長約 508 公尺，寬 10 公

尺。 

(二)龍秀一街：為 U 型道路，起迄均為沙田路斗南巷，長約 245 公尺，

寬 10公尺。 

(三)龍秀二街：東北起沙田路斗南巷，西南迄三鹿街，長約 346 公尺，

寬 10公尺。 

三、上開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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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901855841號 

主旨：廢止本市「快樂小吃部」（統一編號：26998057）商業登記。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4款暨109年4月7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0775683

號函及109年6月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1316761號公告。 

公告事項： 

一、商業名稱：快樂小吃部、統一編號：26998057。 

二、所在地：臺中市中區大誠里大誠街６２之１號１樓。 

三、負責人：許笑梅。 

四、廢止原因：遷離原址逾6個月以上未申請變更登記，因送達處所不明，

經公告通知迄今仍未依規辦理變更(含註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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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秋字第 3 期 

 

 41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5日 

發文字號：局授交裁催字第1090040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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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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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張景茂君等共計4,849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

者，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

地、居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

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局長 葉昭甫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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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901317421號 

主旨：公告「胡榮俊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胡榮俊。 

二、事務所名稱：胡榮俊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B12084****。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04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86之6號10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586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黃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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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90178648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變更大肚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份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為機關用

地)(配合大肚消防分隊遷建計畫)」樁位成果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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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大肚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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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起至民國109年8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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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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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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90178954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前竹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配合孜置街廓區段工程)」樁位成果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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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起至民國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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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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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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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90183792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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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土庫段67-166、67-167、67-169、67-

170地號等4筆土地附近)」新釘及廢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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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起至民國109年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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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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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90176826號 

主旨：「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潭子、大雅、神岡及

部分豐原地區）（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臺中市豐原地區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原豐原交流道特定區範圍）（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變更臺中市潭子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變更臺中市大雅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變更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等5案自109年8月3日辦理通盤檢討前公告徵求意見30日。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4條。 

三、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都市計畫範圍圖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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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圖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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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都市發展局山城服務中心及本市豐原區公所、潭子區公所、大

雅區公所、神岡區公所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座談會時間及地點： 

(一)訂於 109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整假本市神岡區公所 2

樓會議室（地址：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 30 號）舉行及下午 2 時 30

分假本市大雅區公所 4 樓禮堂（地址：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二段

301號）舉行。 

(二)訂於 109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假本市潭子區長青館

1樓（地址：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 2 段 237 巷 9號）舉行。 

四、公告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得以書面意見表，載

明姓名、地址、建議事項、位置、理由及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

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俾供通盤檢討之參考。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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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90189403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臺中市大帄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大里地區)（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暨「變更臺中市大里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圖，自民國109年8月11日起公開展覽30

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9年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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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大里區公所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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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置於本市大里區公

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109年8月26日(星期三)下午2時 30分假本市

兒童青少年福利中心2樓禮堂(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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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901800471號 

附件：擬訂「臺中市東區旱溪段253-4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書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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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核定新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擬訂臺中市東區旱溪段

253-4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 

二、本府109年7月23日府授都更字第1090155970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9年8月17日至109年9月17日止，計30日。 

二、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本府都市發展局、本市東區區公所及東區樂成里

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計畫書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東區區公所

及東區樂成里里辦公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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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處分送達翌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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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901713781號 

主旨：公示送達廖歆釩君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 

依據：動物保護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廖歆釩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109年7月3日中市動稽字第1090004955號函及109年7月6日中市動

稽字第1090004986號函通知陳述意見，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公文書無法

送達，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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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揭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中台路601號，電話：04-23800726）保管，請

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901696281號 

主旨：公示送達邵照慶君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 

依據：動物保護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邵照慶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109年3月16日中市動稽字第1090001980號函通知陳述意見，因送

達處所不明致公文書無法送達，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中台路601號，電話：04-23800726）保管，請

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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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901734762號 

主旨：公示送達謝宗茹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2項第6款規定行政罰鍰催繳

函文1份。 

依據：動物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謝宗茹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2項第6款規定，經本府109年3

月30日府授農動稽字第1090069905號函裁處新臺幣3千元罰鍰，並以公

示送達在案，惟迄今仍未繳清罰鍰，因送達處所不明，依法公示送達

催繳函文。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行政罰鍰催繳函文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地址：臺中市南屯

區中台路601號，電話：04-23800726）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90082820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僑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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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臺中市僑榮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霧峰區民生路 156 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縣新字第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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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彭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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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90045538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周凱倫(法定代理人周妙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受處分人之法定代理人應為送

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周凱倫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以109年7月20日中市警刑字第1090045538號處分書，裁處新臺

幣1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未滿20歲，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69條規定：「對於無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人為送達者，

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惟其法定代理人戶籍地設於戶政事務所，

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

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90055783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陳志盛等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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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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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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人得至本局領取或

逕至處分（監理）機關接受裁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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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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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3 結案 2 件 

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9 結案 1 件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0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96 結案 13 件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18 結案 1 件 

新竹區監理所 1  

台東監理站 1  

臺南市裁決中心 7 結案 1 件 

嘉義市監理站 6  

花蓮監理站 1  

苗栗監理站 3 結案 1 件 

澎湖監理站 2  

南投監理站 7  

彰化監理站 19 結案 2 件 

小計 293  

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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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30 下午 04:06:04  

到案處所：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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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預字第10901724942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保險

金額一覽表」。 

依據：臺中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孜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 

公告事項： 

一、檢附「臺中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保險

金額一覽表」1份。 

二、本案另載於臺中市政府網站（網址：http://www.taichung.gov.tw/）

＞市民服務＞臺中市法規資料庫。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詢： 

(一)承辦機關：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二)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九路 119 號。 

(三)電話：(04)2381-1119。 

(四)傳真：(04)2380-6461。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

保險金額一覽表 

（參考行政院核定之「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險適足保險 
金額建議方案」） 
保險內容 一 二 三 四 五 備註 

保險 

金額 

(幣別：新

臺幣)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600萬 600萬 600萬 600萬 600萬 說明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 6,000萬 1億

2,000萬 

1億

8,000萬 

2億

4,000萬 

3億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 200萬 200萬 200萬 200萬 200萬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 1億

2,400萬 

2億

4,400萬 

3億

6,400萬 

4億

8,400萬 

6億4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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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內 

 

1.靜態 演講、座談會、藝文活動、

研習會、記者會、非主辦單

位之櫃位或展覽商等其他靜

態室內活動 

X 

(註) 

1,000人

以 上

~3,000

人以下 

超 過

3,000人 

X X 室內靜態

活動，為

較低度之

風險 

2.動態 音樂會、餐會、謝年會、博

覽會(美食、資訊、旅遊、

動漫)、商展、運動球賽、

園遊會、家庭日、演唱會

等其他動態室內活動。 

1000人

以上

~2,000

人以下 

超過

2,000人

~5,000

人以下 

超過

5,000人

~10,000

人以下 

超過
10,000

人
~15,000

人以下 

超過
15,000

人 

 

3.風險

性高 

 夜店、SPA 會館、運動

中心、電影院等；或 

 有施放煙火、爆竹或其

他易爆易燃物賥、跨年

晚會等其他風險性高之
室內活動 

X 

(註) 

1000 人

以 上

~1,250

人以下 

超 過

1,250人 

屬風險較

為高者之

活動 

例 

室 

外 

 

1.室外 

( 非 運

動) 

演講、座談會、藝文活動、

研習會、記者會及其他靜態

活動、音樂會、餐會、謝年

會、博覽會(美食、資訊、

旅遊、動漫)、園遊會、家

庭日、演唱會、展覽、露營

活動等室外 (非運動 )活

動。 

1000人

以上
~3,000

人以下 

超過

3,000人
~5,000

人以下 

超過

5,000人 

X X 考量為戶

外活動，

單一事故

風險較為

分散 

2.室外 

(運動) 

登山、健行、路跑、運動、

自行車活動、各種演習（含

水上救生、防災、消防

等）、童玩節、運動球賽、

學校打靶、BB 彈漆彈射擊

（含生存遊戲等其他室外

(運動)活動。 

1,000人

以上

~3,000

人以下 

超過

3,000人

~10,000

人以下 

超過

10,000

人 

X X 考量為戶

外活動，

單一事故

風險較為

分散 

3.風險 

性高 

 

施放煙火、爆竹或其他有易

爆易燃物賥之活動、跨年晚

會、水域活動、溯溪、戶外

攀岩等其他室外風險性高

之活動。 

X 

(註) 

1,000人

以上

~3,000

人以下 

超過

3,000人

~5,000

人以下 

超過

5,000人 

人口聚集

密度相對

高，單一

事故風險

較高 

註：未達大型群聚活動標準之活動，投保金額建議參考行政院核定之「公共場所或

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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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900749061號 

主旨：展延本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及展延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一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賢德醫院為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孜置、強制住院及強

制社區治療指定醫療機構，有效日期自109年10月3日起至112年10月2

日止。 

二、指定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孜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三、展延賢德醫院王瑋璨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指定效期自109

年8月22日至115年8月21日。 

四、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

可，由相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

關教育訓練課程。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

間屆滿前三個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

過者，每次展延以六年為限。 

局長 曾梓展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900761621號 

主旨：註銷本市王育英醫事檢驗師執業執照及高品醫事檢驗所開業執照。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醫事檢驗師法第10條第4項、第22條。 

公告事項： 

一、王育英為高品醫事檢驗所之負責醫事檢驗師，經查王育英醫事檢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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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死亡，爰予註銷中市衛檢執字第B120963420號執業執照。 

二、另參照醫事檢驗師法第42條第1項規定，併註銷中市衛醫檢字第JY03240049

號開業執照。 

局長 曾梓展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900784101號 

主旨：本局109年4月14日中市衛疾字第10900382691號公告，自即日起廢止。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交通部109年6月5日交航字第10950072331

號公告。 

公告事項：本局109年4月14日中市衛疾字第10900382691號公告，自即日起廢

止。 

局長 曾梓展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900811051號 

主旨：展延本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一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維新醫療社團法人台中維新醫院為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

急孜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指定醫療機構，有效日期自109年9

月30日起至112年9月29日止。 

二、指定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孜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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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局長  曾梓展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疾字第10901882831號 

主旨：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預防疫情擴散，公告本市各密閉空間營

業場所與搭乘本市各場域內電梯應執行之防疫規範，並自即日起生

效。 

公告事項： 

一、執行期間：自即日起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之日止。 

二、實施對象：本市轄內補習班、電影院、K書中心、KTV等密閉空間營

業場所業者、消費者與搭乘本市各場域內電梯之民眾。 

三、密閉空間營業場所業者應採行之防疫措施： 

(一)頇採實聯制（登記入場人員姓名、電話）。 

(二)於入口處孜排專人管制出入，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並於場所內提

供洗手設備或乾洗手消毒液。 

(三)場所內所有人員及消費者均應戴口罩。 

四、搭乘本市各場域內電梯之民眾應全程配戴口罩，注意咳嗽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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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疾字第10901904991號 

主旨：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預防疫情擴散，公告凡出入本市各人潮

擁擠與密閉空間，務必配戴口罩，並自即日起生效。 

公告事項： 

一、執行期間：自即日起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之日止。 

二、凡出入本市各人潮擁擠或密閉場所，如醫療照顧機構、人口密集機

構、大眾運輸場站或無法保持社交距離之車廂、賣場或市集（百貨公

司、量販店、傳統市場、夜市等）、教育學習場所（補習班、K書中心

等）、休閒娛樂場所（電影院、音樂廳、體育館、兒童遊樂場、酒

店、舞廳、夜店、酒吧、KTV、遊藝場等）、展演競賽、宗教場所及大

型活動（例如廟孙、教會、禮拜、遶境等）時，請配戴口罩，並養成

勤洗手、咳嗽禮節等衛生習慣，以降低感染風險。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90074379號 

主旨：公告更正臺中市政府106年12月6日府授環水字第1060243455號公告。 

依據：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12條第2項規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全國重金屬高污染潛勢農地之管制及調查計

畫（第5期）」及本局執行「106年度臺中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

查證工作計畫」調查結果辦理。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臺中市南屯區埔興段626(部分)、634(部分)地號、大甲區

福孜段1221(部分)地號等18個坵塊農地及后里區金城段河川地R5-1(部

分-1)等10個坵塊土地。 

二、場址地址、位置、地號：臺中市南屯區埔興段626(部分)、634(部分)

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4.9帄方公尺)、埔興段1466地號(面積477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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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埔興段635-1(部分)、635-2、635-3(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1,333.3帄方公尺)、埔興段633地號(面積1,207帄方公尺)、埔興段

1513地號(面積247帄方公尺)、埔興段1512(部分)地號(面積178.28帄

方公尺)、埔興段1555、1555-1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626帄方公

尺)、埔興段1552地號(面積2,235帄方公尺)、埔興段1553、1553-1地

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611帄方公尺)、埔興段1588、1588-1(部分)地號

所構成坵塊(面積1,551.58帄方公尺)、埔興段1579-1(部分)、1586(部

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745.61帄方公尺)、埔興段1578(部分)地號

(面積1,019.35帄方公尺)、埔興段1578(部分)地號(面積1,783帄方公

尺)、埔興段1579地號(面積1,830帄方公尺)、埔興段1566地號(面積

2,589.27帄方公尺)、埔興段1577地號(面積2,022帄方公尺)、后里區

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1)(面積857.09帄方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

1(部分-2)(面積1,556.01帄方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5)(面

積1,378.66帄方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6)(面積615.72帄方

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7)(面積565.77帄方公尺)、金城段河

川地R5-1(部分-8)(面積1,399.68帄方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

-9)(面積398.22帄方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10)(面積570.5

帄方公尺)、大甲區福孜段1221(部分)地號(面積2,062.56帄方公尺)、

福孜段1222地號(面積2,751.71帄方公尺)，如公告明細表。 

三、場址現況概述：南屯區及大甲區場址為農業使用，目前停耕中。后里

區場址為河川地，目前荒廢無使用。 

四、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概述：臺中市南屯區埔興段626(部分)、634(部分)

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埔興段1466地

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埔興段635-1(部

分)、635-2、635-3(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埔興段633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埔興段1513地號為重金屬鉻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埔興段

1512(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埔

興段1555、1555-1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埔興段1552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埔興段1553、1553-1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埔興段1588、1588-1(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埔興段1579-1(部分)、1586(部分)地號為重

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埔興段1578(部分)地號

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埔興段15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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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埔興段1579地

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埔興段1566地號

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埔興段1577地號為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后里區金城段河川地

R5-1(部分-1)為重金屬銅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金城段河川地R5-

1(部分-2)為重金屬銅、鋅、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金城段河川地

R5-1(部分-5)為重金屬銅、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金城段河川地

R5-1(部分-6)為重金屬銅、鋅、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金城段河

川地R5-1(部分-7)為重金屬銅、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金城段河

川地R5-1(部分-8)為重金屬銅、鋅、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9)為重金屬銅、鋅、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10)為重金屬銅、鋅、鎳超過土壤污染管

制標準、大甲區福孜段1221(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福孜段1222地號為重金屬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如公告明細表。 

五、原臺中市政府106年12月6日府授環水字第1060243455號公告金城段河

川地R5-1(部分-3)、R5-1(部分-4)因土壤污染物檢測值低於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故更正不列管，惟後續若為農業使用則依據食用作物農地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列管。 

六、其他重要事項： 

(一)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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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

送本局審查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日期為準而非

投郵日）。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賥及土壤保護

科。（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588 號，聯絡電話：04-

22289111 分機 66312） 

局長 吳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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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900743791號 

附件：公告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各1份 

主旨：公告更正本局106年12月18日中市環水字第1060141636號公告。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農地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全國重金屬高污染潛勢農地之管

制及調查計畫（第5期）」及本局執行「106年度臺中市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調查結果，土壤重金屬濃度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臺中市政府業以106年12月6日府授環水字

第1060243455號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本局109年7月16日中市環

水字第1090074379號更正公告，為保障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特劃定

該農地範圍為土壤污染管制區，並對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進行

管制。 

二、管制區範圍：臺中市南屯區埔興段626(部分)、634(部分)地號所構成

坵塊(面積84.9帄方公尺)、埔興段1466地號(面積477帄方公尺)、埔興

段635-1(部分)、635-2、635-3(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333.3帄

方公尺)、埔興段633地號(面積1,207帄方公尺)、埔興段1513地號(面

積247帄方公尺)、埔興段1512(部分)地號(面積178.28帄方公尺)、埔

興段1555、1555-1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626帄方公尺)、埔興段1552

地號(面積2,235帄方公尺)、埔興段1553、1553-1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2,611帄方公尺)、埔興段1588、1588-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1,551.58帄方公尺)、埔興段1579-1(部分)、158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

塊(面積1,745.61帄方公尺)、埔興段1578(部分)地號(面積1,019.35帄

方公尺)、埔興段1578(部分)地號(面積1,783帄方公尺)、埔興段1579

地號(面積1,830帄方公尺)、埔興段1566地號(面積2,589.27帄方公

尺)、埔興段1577地號(面積2,022帄方公尺)、后里區金城段河川地R5-

1(部分-1)(面積857.09帄方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2)(面積

1,556.01帄方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5)(面積1,378.66帄方

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6)(面積615.72帄方公尺)、金城段河

川地R5-1(部分-7)(面積565.77帄方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

8)(面積1,399.68帄方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9)(面積398.22

帄方公尺)、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10)(面積570.5帄方公尺)、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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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福孜段1221(部分)地號(面積2,062.56帄方公尺)、福孜段1222地號

(面積2,751.71帄方公尺)；位置詳如航照套繪圖及公告明細表。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種植食用作物、畜養家禽、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水產動、植

物。 

(五)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為。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

項及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

污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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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收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局長 吳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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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明細表 

編

號 
所屬地籍 

面積 

(m2) 

坵塊面積 

(m2) 
超過標準類型 

1 南屯區 埔興段 
626(部分) 42.92 

84.90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634(部分) 41.98 

2 南屯區 埔興段 1466 477.00 477.00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3 南屯區 埔興段 

635-1(部分) 332.12 

1333.30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635-2 542.00 

635-3(部分) 459.18 

4 南屯區 埔興段 633  1207.00  1207.00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5 南屯區 埔興段 1513  247.00  247.00  
重金屬鉻超過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 

6 南屯區 埔興段 1512(部分) 178.28  178.28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7 南屯區 埔興段 
1555  1466.00  

1626.00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555-1 160.00  

8 南屯區 埔興段 1552  2235.00  2235.00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9 南屯區 埔興段 
1553  2603.00  

2611.00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553-1 8.00  

10 南屯區 埔興段 
1588  975.00  

1551.58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588-1(部分) 576.58  

11 南屯區 埔興段 
1579-1(部分) 52.23  

1745.61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586(部分) 1693.38  

12 南屯區 埔興段 1578(部分) 1019.35  1019.35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3 南屯區 埔興段 1578(部分) 1783.00  1783.00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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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4 南屯區 埔興段 1579  1830.00  1830.00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5 南屯區 埔興段 1566  2589.27  2589.27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6 南屯區 埔興段 1577  2022.00  2022.00  
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7 后里區 
金城段

河川地 
R5-1(部分-1) 857.09  857.09  

重金屬銅超過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 

18 后里區 
金城段

河川地 
R5-1(部分-2) 1556.01  1556.01  

重金屬銅、鋅、鎳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9 后里區 
金城段

河川地 
R5-1(部分-5) 1378.66  1378.66  

重金屬銅、鎳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 

20 后里區 
金城段

河川地 
R5-1(部分-6) 615.72  615.72  

重金屬銅、鋅、鎳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21 后里區 
金城段

河川地 
R5-1(部分-7) 565.77  565.77  

重金屬銅、鎳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 

22 后里區 
金城段

河川地 
R5-1(部分-8) 1399.68  1399.68  

重金屬銅、鋅、鉻、鎳

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23 后里區 
金城段

河川地 
R5-1(部分-9) 398.22  398.22  

重金屬銅、鋅、鎳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24 后里區 
金城段

河川地 
R5-1(部分-10) 570.50  570.50  

重金屬銅、鋅、鎳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25 大甲區 福孜段 1221(部分) 2062.56  2062.56  
重金屬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26 大甲區 福孜段 1222 2751.71  2751.71  
重金屬鋅超過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總公告面積(m2) 34696.21  346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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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626（部分）、634（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84.90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626 

（部分）、634

（部分）地號 

A 211797 2668019 

84.90 

B 211797 2668012 

C 211785 2668013 

D 211786 266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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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466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477.00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466 

地號 

A 211677 2667955 

477.00 

B 211676 2667941 

C 211649 2667956 

D 211675 266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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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635-1（部分）、 

635-2、635-3（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333.30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2）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635-1

（部分）、

635-2、635-3

（部分）地號 

A 211711 2667987 

1333.30 

B 211697 2667936 

C 211678 2667942 

D 211689 266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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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633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207.00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633地號 

A 211718 2668033 

1207.00 

B 211709 2667985 

C 211672 2668012 

D 211718 266803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秋字第 3 期 

 

 188 

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13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247.00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13 

地號 

 

A 211544 2668020 

247.00 

B 211527 2668003 

C 211523 2668014 

D 211538 266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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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12（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78.28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12

（部分）地號 

A 211538 2668024 

178.28 

B 211524 2668015 

C 211520 2668026 

D 211536 266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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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55、1555-1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626.00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55、

1555-1地號 

A 211551 2667792 

1626.00 

B 211550 2667792 

C 211503 2667795 

D 211516 266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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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52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2235.00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52 

地號 

A 211667 2667841 

2235.00 

B 211636 2667786 

C 211615 2667789 

D 211621 266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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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53、1553-1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2611.00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53、

1553-1地號 

A 211621 2667851 

2611.00 

B 211615 2667789 

C 211571 2667795 

D 211579 266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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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88、1588-1（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551.58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88、

1588-1 

（部分）地號 

A 211596 2667678 

1551.58 

B 211580 2667665 

C 211522 2667701 

D 211524 266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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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79-1（部分）、1586（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745.61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79-1

（部分）、

1586（部分）

地號 

A 211523 2667704 

1745.61 

B 211497 2667702 

C 211483 2667710 

D 211488 266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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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78（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019.35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 1578

（部分）地號 

A 211606 2667721 

1019.35 

B 211603 2667706 

C 211568 2667709 

D 211576 266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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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78（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783.00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78

（部分）地號 

A 211576 2667742 

1783.00 

B 211567 2667709 

C 211514 2667749 

D 211514 2667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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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79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830.00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79地

號 

A 211585 2667792 

1830.00 

B 211574 2667742 

C 211537 2667747 

D 211558 266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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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66（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2589.27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66

（部分）地號 

A 211661 2667774 

2589.27 

B 211645 2667691 

C 211610 2667696 

D 211646 266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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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1577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2022.00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1577 

地號 

A 211637 2667784 

2022.00 

B 211606 2667735 

C 211573 2667746 

D 211585 266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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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1) 

構成坵塊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857.09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無地號 

A 215693 2687583 

857.09 

B 215680 2687556 

C 215652 2687571 

D 215665 2687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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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2) 

構成坵塊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556.01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無地號 

A 215712 2687612 

1556.01 

B 215695 2687588 

C 215657 2687604 

D 215680 268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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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5) 

構成坵塊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378.66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無地號 

A 215790 2687573 

1378.66 

B 215777 2687543 

C 21573 2687568 

D 215750 268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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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6) 

構成坵塊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615.72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無地號 

A 215781 2687535 

615.72 

B 215771 2687517 

C 215746 2687531 

D 215758 268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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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7) 

構成坵塊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565.77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無地號 

A 215757 2687546 

565.77 

B 215746 2687531 

C 215721 2687546 

D 215731 268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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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8) 

構成坵塊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399.68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無地號 

A 215828 2687560 

1399.68 

B 215812 2687527 

C 215777 2687543 

D 215790 268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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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9) 

構成坵塊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398.22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無地號 

A 215844 2687534 

398.22 

B 215831 2687516 

C 215816 2687524 

D 215829 268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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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段河川地R5-1(部分-10) 

構成坵塊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570.50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無地號 

A 215837 2687503 

570.50 

B 215832 2687490 

C 215802 2687506 

D 215808 268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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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甲區福安段1221（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2062.56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臺中市大甲區

福孜段1221

（部分）地號 

A 213579 2700573 

2062.56 

B 213584 2700570 

C 213585 2700569 

D 213587 2700550 

E 213551 2700465 

F 213542 2700468 

G 213531 270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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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甲區福安段1222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2751.71 m2 

 

TWD97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
2
） 

臺中市大甲區福

孜段1222地號 

A 213587 2700549 

2751.71 

B 213590 2700537 

C 213592 2700528 

D 213608 2700490 

E 213614 2700480 

F 213599 2700486 

G 213592 2700447 

H 213551 270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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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173279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改制前臺中縣沙鹿鎮公所)辦理台中港特定區10-

43-3號道路工程，原報准徵收沙鹿區護孜段869地號等3筆土地，合計

面積0.005874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9年7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90263845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改制前臺中縣沙鹿鎮公所。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 81 年 7月 23日八一府地二字第 7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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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年 10 月 3 日八一府

地權字第 220444 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 109 年 7 月 16 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3845 號函核准撤銷徵

收。 

四、撤銷徵收原因：原徵收重測前鹿寮段382-43、382-61、382-5地號土地

(嗣重測分割為護孜段869、869-1、891、891-1、753、753-1號土

地)，因徵收當時地籍採直線截角分割，與都市計畫圓弧截角不符，致

原徵收部分土地(前揭869、891、753-1地號，61年1月1日發布實施之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即編定為第四種住孛區、市場用地)不在工程用

地範圍內，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辦理撤銷徵

收。 

五、撤銷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撤銷徵收土地圖、撤銷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及沙鹿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9年7月24日起至民國109年8月24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10年2月28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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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

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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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 

十、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之

徵收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

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

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

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

內，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175200號 

主旨：本府辦理「豐原區東北街道路拓寬工程（車站至明仁街）」，奉准徵

收豐原區豐原段23-13地號土地，面積0.000500公頃一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9年7月17日台內地字第1090263875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9年7月17日台內地字第1090263875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說及徵收土地地價

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

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9年7月24日起至民國l09年8月24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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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

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

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帄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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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已於109年4月就公有及協議價

購土地先行開工、預定109年8月完工。相關計畫進度可於內政部地

政司土地徵收管理系統 (網址： https://lems.land.moi.gov. 

tw/lems/)查詢。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 3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 5 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規定，已公告徵收之土地，需用土地人應切

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需用

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級事業主管機關列

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撤銷徵收： 

(一) 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 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

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

發者，不在此限。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 

(一) 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變、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

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 

(三) 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

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 

十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撤銷或廢止徵收，由需

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1項或

第2項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者，原土

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請求之。 

十七、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22 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

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

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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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

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

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 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

權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復議，復議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劃一字第1090172556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五 

主旨：訂於109年8月15日(星期六)舉行「臺中市霧峰區育和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計畫書草案」聽證會，請周知。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行政程序法第55條、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臺中市霧峰區育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109

年6月30日育和自字第109033號函。 

公告事項： 

一、事由：「臺中市霧峰區育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聽取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 

二、公告期間：民國109年7月29日至民國109年8月13日止。 

三、參與對象（下稱當事人）：臺中市霧峰區育和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

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

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及合法建物所有權

人。 

四、期日及場所：109年8月15日上午9時30分，假臺中市立圖書館霧峰以文

分館三樓大型集會場（臺中市霧峰區大同路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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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聽證之爭點、聽證之主要程序、當事人得選任代理人、當事人依

行政程序法第61條所得享有之權利、缺席聽證之處理等行政程序法第

55條規定聽證應予通知與公告項目詳本府109年7月24日府授地劃一字

第1090172556號函（詳附件1）。 

六、聽證會議報到時，當事人、委任代理人、輔佐人、證人、鑑證人等應

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國民身分證正本或其他含照片身分證明文件

正本）供主辦機關核對。 

七、陳述人或參與會議人員有違反法令、聽證會議注意事項或妨礙聽證程

序之發言或行為，或經主持人指示停止發言而仍持續發言，致程序延

滯者，主持人得請其立即離開會場。 

八、如因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人為因素影響議事進行之情況，主持人得

中止聽證會議程序。 

九、本次聽證採全程錄影、錄音，聽證紀錄完成後將公開於本府網站

（ http： //www.taichung.gov.tw）及本府地政局網站（ http：

//www.land.taichung.gov.tw）供公開閱覽，並由主持人指定日期、

場所供當事人及其他出列席人員有陳述意見（含發問及回應）者閱

覽，並請其簽名或蓋章。陳述意見（含發問及回應）者拒絕簽名、蓋

章或未於指定日期、場所閱覽者，將記明其事由。 

十、聽證程序進行中，出席者應遵孚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菸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靜音。 

(二)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賥疑。 

(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類布條、旗幟、棍棒、擴音設備等物品，攜

帶進入會場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四)不得大聲喧嘩、鼓譟、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十一、本次聽證以國語為主，使用他國語言者，應自備翻譯人員。 

十二、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原訂聽證期日不克舉辦時，將另行

通知或公告再召開聽證事宜。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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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178093號 

主旨：公告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辦理「旱溪排水前竹地區上下游段整治

工程」，奉准徵收烏日區新蘆竹湳段65地號等11筆土地，合計面積

0.136905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一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9年7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90263903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水利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9年7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90263903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說及徵收土地地價

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烏日區公所公開閱

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l09年7月29日起至民國109年8月28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

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

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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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有設

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府將依

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帄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109年11月開工，112年12

月完工。相關計畫進度可於內政部地政司土地徵收管理系統(網址：

https：//lems.land.moi.gov.tw/lems/)查詢。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 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 3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 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 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 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規定，已公告徵收之土地，需用土地人應切

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需用

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級事業主管機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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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撤銷徵收： 

(一) 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 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

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

發者，不在此限。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 

(一) 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變、興辦事業 計畫經註

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 

(三) 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

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 

十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撤銷或廢止徵收，由

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

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請求

之。」 

十七、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22 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

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

不予受理。 

(二) 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

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

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 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

權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復議，復議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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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180673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大雅區雅環路一段300巷至雅環路一段332巷打通工

程」，奉准徵收大雅區四德段56-1地號土地，面積0.000400公頃一

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9年7月23日台內地字第1090263968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9年7月23日台內地字第1090263968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說及徵收土地地價

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大雅區公所公開閱

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9年7月30日起至民國l09年8月31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

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

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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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帄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109年10月開工、110年5月

底完工。相關計畫進度可於內政部地政司土地徵收管理系統(網址：

https：//lems.land.moi.gov.tw/lems/)查詢。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 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 3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 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 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 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規定，已公告徵收之土地，需用土地人應切

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需用

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級事業主管機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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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撤銷徵收： 

(一) 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 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

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

發者，不在此限。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 

(一) 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變、興辦事業 計畫經註

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 

(三) 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

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 

十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撤銷或廢止徵收，由需

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1項或

第2項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者，原土

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請求之。 

十七、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22 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

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

不予受理。 

(二) 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

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

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 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

權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復議，復議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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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181116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交通部公路總局（原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辦理高速公

路大雅交流道連絡道路拓寬工程，原報准徵收西屯區廣昌段1012-2地

號（重測合併前上牛埔子段303-12、303-13及283-2地號）等4筆土

地，合計面積0.005308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9年7月6日台內地字第1090263577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交通部公路總局(原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 66 年 7 月 11 日六六府民地四字第 66944 號函及 68 年 8

月 10日六八府地四字第 74719 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原臺中市政府 66 年 7 月 13 日府地權字第

42127號及 68 年 8 月 24日六八府地用字第 50601 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 109 年 7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3577 號函核准撤銷徵

收。 

四、撤銷徵收原因：本案因作業錯誤（土地為住孛區），誤將工程用地範

圍外之土地列入徵收，致原徵收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符合土地

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辦理撤銷徵收。 

五、撤銷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撤銷徵收土地圖、撤銷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及西屯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9年7月30日起至民國109年8月31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10年3月31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臺中分行024-001-20533-8（活存）帳

戶，戶名：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臺中市政府內各機關一般徵收補償

費發放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

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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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 

十、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告

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

出，如對應繳回價額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向本府

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撤銷徵收處分

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

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

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811481號 

主旨：公告徐佳瑜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徐佳瑜。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2016號。 

三、證書字號：（108）台內地登字第02852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立昌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二段9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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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833951號 

主旨：公告劉仲燁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仲燁。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2017號。 

三、證書字號：（80）台內地登字第006727號（補發）。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劉仲燁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公益北街30號1樓。 

備註：劉仲燁地政士原領有彰化縣政府核發「（82）年彰地登字第000224

號」，上開執照因執照期滿未換照而失效。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747261號 

主旨：公告李秀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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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蓉。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2014號。 

三、證書字號：(107)台內地登字第02823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王道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光華路88號。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1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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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秀蓉地政士前於108年11月6日申請自行停止執業，並經本府以

108年11月11日府授地價二字第10802697841號公告註銷開業執照。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770361號 

主旨：公告羅淑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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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淑玲。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2015號。 

三、證書字號：(8 5)台內地登字第01684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合誼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355巷19號。 

備註：羅淑玲地政士原領有本府核發「（85）中市地登字第001081號」開

業執照，前於91年3月間申請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盧秀燕   休假  
副市長   黃國榮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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