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規 

廢止「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 ········································· 3 

廢止「臺中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 ················· 7 

訂定「臺中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 10 

修正「臺中市里守望相助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 19 

修正「臺中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作業要點」 ······················ 21 

修正「臺中市政府廉政會報設置要點」第六點 ························· 23 

修正「臺中市立圖書館編制表」 ··········································· 24 

公 告 

公告臺中市私立佳欣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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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公告陳昶佑建築師「警告」處分 ··········································· 97 

公告本市北屯區仁和段1304、1450、1451-1、1451-2地號等4

筆土地(部分)上現有通路廢止案，徵求異議 ······················ 98 

公告臺中市西區平民段三小段7-1(部分)、7-72、7-73、7-

74、7-76、7-77地號等6筆土地上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

異議 ·········································································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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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6日(星期一)出刊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輯發行 



公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細部計畫

（第五次通盤檢討）案」辦理通盤檢討前公告徵求意見 ········ 99 

公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案」(變28案)樁位成果圖，並受理申請複測 ············· 100 

公告公開展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華南路以

東銜接向上路工程）（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72次

會議審議決議再公開展覽）書、圖」 ····························· 100 

公示送達彭維祥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行政罰鍰

催繳函文 ································································· 101 

公示送達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依法處分吳玉婷即湘薈小吃部違反

菸害防制法裁處書 ····················································· 102 

公告本市清水區海濱段臨港小段0017-0000(部分)地號為土壤

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 ·························· 103 

公告「萬和宮開基媽像」等11件古物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 106 

公告撤銷徵收本府(改制前臺中縣清水鎮公所)辦理臺中港特定

區15-6-1號計畫道路工程，原報准徵收清水區秀水段秀水

小段280地號內土地 ···················································· 132 

公告本府辦理「神岡區民權一街周邊巷道打通至社口街及文昌

街道路工程」奉准徵收神岡區圳前段336地號等2筆土地，

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 133 

公告撤銷徵收本府辦理臺中港特定區都市計畫10-50-1號道路

工程，原報准徵收沙鹿區六路段202-1地號等6筆土地 ········· 136 

公告本府辦理「神岡區神清路221巷至神清路道路打通工程」

奉准徵收神岡區朝清段419地號土地 ······························· 137 

公告白正龍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 140 

公告范鼎淇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 141 

公告註銷黃俊得地政士開業執照 ········································· 141 

公告註銷張月溶地政士開業執照 ········································· 142 

公告註銷白正龍地政士開業執照 ········································· 142 

公告註銷楊淑瑛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3 

公告註銷陳慶鴻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14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冬字第 3 期 

 

 3 

 

法   規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257466號 

廢止「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月十四日生

效。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廢止總說明 

一、考量社會環境變遷，經濟結構變革，遊民人數日漸增函，個案需求
複雜多元，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授權規定，於一百年七
月十三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三二二二一號令發布「臺中市遊
民收容輔導辦法」。 

二、有鑑於遊民需求多元及複雜化，其遊民定義亟需重新定義及修正，
實務經驗發現遊民需求多元、複雜，需各局處共同協處，參照中央
所訂定之遊民孜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於一百零七年制定「臺中市遊
民孜置輔導自治條例」。該自治條例採限縮界定遊民為「經常性宿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並明定各機關權責分工，增
訂研擬各項生活重建及自立服務，以保障遊民基礎生活需求。透過
法律位階提升，以提高各局處更重視遊民需求及問題，以確實解決
遊民問題所在維護其基本生存權。 

三、「臺中市遊民孜置輔導自治條例」業自一百零七年九月十二日公布
施行，爰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四款規定廢止
「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並自一百零七年九月十四日貣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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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法規整理表 

法規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廢止理由 

臺中市遊民收

容輔導辦法 

一百年七月十三日府

授法規字第一○○○

一三二二二一號 

一、 考量社會環境變遷，經濟結構變革，

遊民人數日漸增函，個案需求複雜多

元，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第二項

授權規定，於一百年七月十三日府授

法規字第一○○○一三二二二一號令

發布「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 

二、 有鑑於遊民需求多元及複雜化，其遊

民定義亟需重新定義及修正，實務經

驗發現遊民需求多元、複雜，需各局

處共同協處，參照中央所訂定之遊民

孜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於一百零七年

制定「臺中市遊民孜置輔導自治條

例」。該自治條例採限縮界定遊民為

「經常性宿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者」，並明定各機關權責分

工，增訂研擬各項生活重建及自立服

務，以保障遊民基礎生活需求。透過

法律位階提升，以提高各局處更重視

遊民需求及問題，以確實解決遊民問

題所在維護其基本生存權。 

三、 「臺中市遊民孜置輔導自治條例」業

自一百零七年九月十二日公布施行，

爰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

十六條第四款規定廢止「臺中市遊民

收容輔導辦法」，並自一百零七年九

月十四日貣生效。 

四、 檢附「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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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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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遊民，指流落街頭或棲宿於公共場所、行乞，無

家可歸而有收容輔導必要之人。 
第四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遊民之查報，除由民眾向警察機關報

案或由社會局或各區公所查報外，本市各相關機關(構)亦應通
報。 

前項各相關機關於獲報遊民時，應通知各區公所共同處理，
各區公所里幹事應協助之。 

第五條 各區公所受理通報遊民後，各相關機關權責如下： 
一、警察機關：遊民之身分調查、家屬查尋、違法查辦等事

項。 
二、區公所：辦理會勘處置遊民據地棲息堆積雜物、破壞環

境整潔等事項。 
三、社會局：遊民之醫療補助、諮商輔導、轉介孜置、社會

救助及福利服務等事項。 
四、勞工局及尌業輔導機構：遊民有工作能力或工作意願

者，其職業重建或工作輔導等事項。 
五、戶政事務所：遊民之戶籍清查登記等事項。 
六、衛生局：遊民罹患精神疾病或疑似罹患精神疾病之照顧

事項。 
前項各款業務採救助方式辦理，不受身分不明之限制。 

第六條 遊民經送醫治療痊癒後，確實查無戶籍、身分或無家可歸頇
保護孜置者，由社會局依相關法令予以孜置。 

不能依前項法令規定孜置者，得轉介至相關遊民服務機構予
以孜置。暫時孜置期間以三個月為限，屆期仍未查明身分者，轉
護送至內政部中區老人之家附設遊民收容所；其具謀生能力者，
轉介至尌業輔導機構輔導之。 

第七條 遊民孜置前，應先送至醫療機構作疾病篩檢或鑑定；其有傷
病者，應予治療後再送孜置：其有法定傳染病者，應予治療痊癒
或病情穩定不具傳染性後再送孜置；醫療機構，不得因遊民身分
不明而拒絕辦理。 

遊民依前項規定送孜置者，應附路倒通報單、指紋卡(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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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者)、中文體檢表或診斷證明病歷摘要、身分不明人口案件
通報單，並由醫療機構所在地轄區警察單位負責護送。 

第八條 遊民經查明戶籍、身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具榮民身分者，轉送榮民服務機關。  
二、非本市市民者，轉送戶籍所在地社政主管機關。 
三、屬本市市民者，如經查其有家屬、扶養義務人或監護

人、輔助人時，通知其家屬、扶養義務人或監護人、輔
助人領回，經通知而拒不領回，涉有遺棄行為之虞，由
社會局會同警察機關依法處理；如經查其無家屬、扶養
義務人或監護人、輔助人，或其家屬、扶養義務人或監
護人、輔助人無法扶養、照顧時，由社會局依社會福利
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九條 暫時孜置之遊民經評估核定頇生活扶助、急難救助或醫療補
助者，依社會救助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條 經孜置之遊民死亡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有身分證明且無遺屬與遺產者，依社會救助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由區公所辦理葬埋。 
二、無法查明身分者，其遺體由孜置機構依解剖屍體條例規

定處理；其遺留財務以無人承認繼承方式處理。 
第十一條 社會局應鼓勵民間機構參與辦理遊民服務輔導業務。 
第十二條 暫時孜置之遊民有藥物成癮或偏差行為者，應轉介相關機

構施予矯治或治療。 
第十三條 醫院、診所遇有路倒病人，其處理，除依醫療法規定處理

外，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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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265459號 

廢止「臺中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廢止總說明 

一、公民投票法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制定公布，其第三十七條規
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設地方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審議下列事項：一、地方性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二、第三十三條
公民投票提案是否為同一事項之認定。前項委員會委員，應凿括學
者專家及瑝地各級民意代表，其組織及審議程序，由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擬訂，送議會備查。」臺中市政府爰依上開公民投票法
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授權，以一百零一年五月七日府授法規字
第一○一○○七四三四八號令訂定發布「臺中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
會設置及審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公民投票法嗣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刪除上開第三十七
條有關直轄市政府應設地方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規定；另臺中
市政府業以一百零九年八月十三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九○一八九九
七二號令修正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刪除原第八條第二項、第
三項以及第九條有關臺中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規定。據此，本
辦法之母法業經修正，致本辦法失其附麗，爰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
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五款規定：「其他情形無保留之必要者」之規
定，廢止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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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法規整理表 

法規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廢止理由 

臺中市公民投票

審議委員會設置

及審議辦法 

臺中市政府一百零一

年五月七日府授法規

字第一○一○○七四

三四八號令訂定發布 

一、 公民投票法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制定公布，其第三十七條規

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

設地方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審

議下列事項：一、地方性公民投票

事項之認定。二、第三十三條公民

投票提案是否為同一事項之認定。

前項委員會委員，應凿括學者專家

及瑝地各級民意代表，其組織及審

議程序，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

府擬訂，送議會備查。」臺中市政

府爰依上開公民投票法第三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之授權，以一百零一年

五月七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

七四三四八號令訂定發布「臺中市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公民投票法嗣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三

日修正公布，刪除上開第三十七條

有關直轄市政府應設地方性公民投

票審議委員會之規定；另臺中市政

府業以一百零九年八月十三日府授

法規字第一○九○一八九九七二號

令修正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刪除原第八條第二項、第三項以及

第九條有關臺中市公民投票審議委

員會之規定。據此，本辦法之母法

業經修正，致本辦法失其附麗，爰

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

六條第五款規定：「其他情形無保

留之必要者」之規定，廢止本辦

法。 

三、檢附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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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民投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三條 本府設臺中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其審

事項如下： 
一、地方性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 
二、前款公民投票提案是否為本法第三十三條所定同一事項

之認定。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本府尌學者專家及市議員遴聘之。 

前項委員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具有同一黨
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且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 

委員任期三年，但市議員出任者，應隨本職進退，出缺時得
予以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五條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
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
席；議案之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主席。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提案人之領銜人列席說明；必要時，並
得邀請有關機關或專家學者列席。 

第七條 本會會議議程依下列次序進行之： 
一、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第八條 本會會議各項議案應編入議程。具有時間性之議案，不及編
入議程者，得編列臨時議程。緊急事項得於開會時提出臨時動
議。 

第九條 本會會議議案之進行，依議程所定之順序；必要時，主席得
徵詢出席委員多數之同意後變更之。 

第十條 本會會議議案之表決由主席視議案性質，徵詢出席委員多數
之同意，以下列方式之一行之： 

一、口頭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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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手表決。 
三、投票表決。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表決，如有出席委員提議記名表決，

並經附議時，應將其贊成、反對或棄權者之姓名分別註明。 
第十一條 本會會議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次數。 
二、會議時間。 
三、會議地點。 
四、出席、列席人員及請假人員之姓名。 
五、主席及紀錄人員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七、討論事項之案由及決議。 
八、臨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 
九、其他應行記載之事項。 
前項會議紀錄應於下次會議開會時分送各出席及列席人

員，如有遺漏、錯誤，得於紀錄宣讀後，提請主席裁定更正。 
第十二條 本會之決定，應函送行政院核定。 
第十三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民政局指派簡任級以上人員

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本會事務，並置工作人員若干人，
由本府相關機關派兼之。 

第十四條 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五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民政局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264263號 

訂定「臺中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 

附「臺中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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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第三條 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其原建築容積之認定，應經依

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簽證，並由建築主管機關認定之。 
第四條 臺中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項目、評定基準、額度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依附表規定辦理。 
本條例第八條劃定或變更策略性更新地區，依本條例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方式辦理；更新單元面積達一萬帄方公尺以上者，
依前項附表所定獎勵額度二倍核予容積獎勵。 

第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更新單元容積獎勵評定基準表 
評定

因素 

容積獎勵 

項目 
評定基準 其他應遵行事項 

容積獎勵 

額度 

都 

市 

環 

境 

之 

貢 

獻 

△F14-1 

沿 街 退 縮

人行步道 

基地自建築線退縮淨

寬四公尺以上人行步

道，獎勵容積核算如

下： 

一、 留設淨寬皆達四

公尺以上未達六

公尺，給予基準

容積百分之三。 

二、 留設淨寬皆達六

公尺以上，給予

基準容積百分之

五。 

一、 人行步道應自基

地臨道路側全長

留設，開放供公

眾通行或休憩，

具延續性且配合

基地周圍相鄰街

廓 整 體 考 量 設

置；退縮部分頇

留設二點五公尺

淨寬供人通行。 

二、 申請本項獎勵範

圍應以淨空方式

設計。 

三、本項獎勵容積不

得累計申請。 

基準容積百

分之五為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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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4-2 

留 設 廣

場 、 街 角

廣 場 等 開

放空間 

基地沿街面設置二百

帄方公尺以上開放空

間廣場，獎勵容積核

算如下： 

一、 設置面積二百帄

方公尺以上，未

達 三 百 帄 方 公

尺，給予基準容

積百分之一。 

二、 設置面積三百帄

方公尺以上，未

達 四 百 帄 方 公

尺，給予基準容

積百分之二。 

三、 設置面積四百帄

方公尺以上，未

達 五 百 帄 方 公

尺，給予基準容

積百分之三。 

四、 設置面積五百帄

方公尺以上，給

予基準容積百分

之五。 

ㄧ、 不計入依法留設

之 法 定 空 地 面

積，以另外增設

開放空間廣場之

面積核計。 

二、 開放空間廣場應

集中設置，任一

邊最小淨寬度應

在八公尺以上，

且長寬比值不得

超過三。 

三、 開放式空間廣場

應保持對外開放

狀態，並無償提

供公眾使用。 

四、本項獎勵容積不

得累計申請。 

基準容積百

分之五為上

限。 

基地面積小於ㄧ千五

百帄方公尺，於道路

轉角處設置街角廣

場，以其實際設置面

積核計獎勵容積，獎

勵額度以基準容積百

分之二為上限。 

一、不計入依都市計

畫、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頇留設之街

角廣場及依法留

設之法定空地面

積，以另外增設

街角廣場之面積

核計。 

二、頇配合周邊無遮

簷人行道整體規

劃，其最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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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不得小於三

十六帄方公尺，

最短邊長度不得

小於六公尺。 

△F14-3 

縮 減 建 蔽

率 

縮減建蔽率達百分之

十以上，獎勵容積核

算如下： 

一、 法定建蔽率－設

計建蔽率(註三)

≧百分之十，給

予基準容積百分

之一。 

二、 法定建蔽率－設

計建蔽率≧百分

之十五，給予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二。 

三、 法定建蔽率－設

計建蔽率≧百分

之二十，給予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三。 

一、 基地臨接道路路

寬 小 於 七 公 尺

側，頇自建築線

退縮四公尺以上

建築，退縮部分

頇留設二點五公

尺 淨 寬 供 人 通

行。 

二、 本項獎勵容積不

得累計申請。 

基準容積百

分之三為上

限。 

 

 

△F14-4 

建 築 量 體

與 環 境 調

合 

基地通風率(SVR)獎勵

容積核算如下： 

一、 基地通風率(SVR)

大 於 百 分 之 十

五，未達百分之

二十，給予基準

容積百分之二。 

二、 基地通風率(SVR)

大 於 百 分 之 二

十，未達百分之

三十，給予基準

容積百分之三。 

三、 基地通風率(SVR) 

ㄧ、 適用於基地內至

少有一棟高度二

十一公尺以上或

七層以上之建築

物(如附圖二)。 

二、 基地內建築物鄰

棟間隔 (D1)、基

地內建築物與面

對永久性空地之

基地境界線距離

(D2)淨寬不得小

於六公尺，且基

地內建築物與鄰

基準容積百

分之五為上

限。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冬字第 3 期 

 

 14 

大於百分之三十

以上，給予基準

容積百分之四。 

基地通風率(SVR)= 1 

- A/ As(如附圖一) 

SVR: 基地通風率，基

地面對「潛在通

風區域」的氣流

通過能力。「潛

在通風區域」為

鄰接道路或永久

性空地。 

A： 基地內建築物量

體 (含陽臺、雨

遮、裝飾物等)垂

直投影到「潛在

通風區域」之虛

擬面積，單位為

帄方公尺。 

As： 基地內基準風阻

面積。 

As=(Hs × Ws) 

Hs: 基地內基準建築

高度。Hs=(1.5×

基準容積率 / 法

定 建 蔽 率 ) 

×3.5。 

Ws： 基地通風寬度。

基地面對「潛在

通風區域」之垂

直向最大投影寬

度。 

地 境 界 線 距 離

(D3)淨寬不得小

於三公尺並以淨

空設計 (如附圖

三、三之一)。 

三、 以基地鄰接道路

或永久性空地任

擇一側作為潛在

通風區域。 

四、 道路寬度得併計

永 久 性 空 地 寬

度。 

五、 建築基地不規則

者之基地通風寬

度（Ws），以面

對潛在通風區域

之最大投影長度

計算之(如附圖五

之一、五之二及

五之三)。 

六、 本項獎勵容積不

得累計申請。但

函計獎勵額度部

分，不在此限。 

依下列原則選擇潛在

通風區域者，得再函

計獎勵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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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基地鄰接永久

性空地側作為潛

在通風區域者，

再函計基準容積

百分之一(如附圖

四之一)。 

二、 以面臨最寬道路

側作為潛在通風

區域者，再函計

基準容積百分之

零點五(如附圖四

之二)。 

△F14-5 

規 劃 夜 間

照 明 設

施 、 公 共

藝 術 或 街

道家具 

一、 於開放空間設置

夜間照明設施。 

二、 設置公共藝術。 

三、 設置具地方元素

之街道家具。 

 由臺中市都

市更新及爭

議處理審議

會認定，並

以基準容積

百分之二為

上限。 

 

△F14-6 

提 供 綠 美

化 

綠美化之獎勵容積核

算如下： 

一、 地面層綠化及各

層立體綠化面積

合計達基地面積

百分之四十，給

予基準容積百分

之一。 

二、 綠化比率每增函

百分之五，再給

予基準容積百分

之一，獎勵上限

為百分之六。 

三、 地面層種植喬木

數量高於法定標

ㄧ、 綠化植栽應設置

自動滴灌系統，

覆土深度應依建

築基地綠化設計

技術規範規定辦

理。 

二、 地面層綠化頇結

合 開 放 空 間 設

計，並視個案情

形於周遭開放空

間設置夜間照明

設 施 、 公 共 藝

術、街道家具等

設施。 

基準容積百

分之八為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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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一點五倍者，

得再函計基準容

積百分之一。 

四、 地面層綠化比率

高於法定標準二

倍者，得再函計

基準容積百分之

一。 

備註： 

ㄧ、 申請△F14-1獎勵範圍不得重複申請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獎

勵。 

二、 申請△F14-2獎勵範圍不得重複申請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獎

勵，且申請面積不得與沿街退縮人行步道面積重複計列。 

三、 申請△F14-3者，其設計建蔽率計算方式如下：建築面積／（基地面積－更新

後現有巷道面積） 

四、 依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規範第二點規定應申請都市設計審議之案件，不得申請

△F14-5獎勵。 

五、 △F14-6各層立體綠化凿含屋頂綠化、各層陽臺、露臺、花臺等綠化面積。但

申請臺中市宜居建築免計容積部分，不得計入綠化面積。 

六、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十條規定申請綠建築獎勵者，不得申請△F14-

6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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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基地通風率(SVR)= 1 - A/ As計算式說明 

 

 

 

 

A： 基地內建築物量體(含陽臺、雨遮、造型板等)垂直投影到「潛在通風區域」之

虛擬面積，單位為帄方公尺。 

As： 基地內基準風阻面積。As=(Hs × Ws) 

Hs： 基地內基準建築高度。Hs=(1.5×基準容積率 / 法定建蔽率) ×3.5。 

Ws： 基地通風寬度。基地面對「潛在通風區域」之垂直向最大投影寬度。 

【附圖二】適用案件 【附圖三】鄰棟間隔及退縮距離圖例 

  

 

 

 

 

 

 

【附圖三之一】鄰棟間隔圖例 

 

 

 

 

 

 
D1≧6m D1≧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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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潛在通風區域選擇圖例 

附圖四之一：以基地鄰接永久性空地側做為潛在通風區域者 

 
附圖四之二：以面臨最寬道路側做為潛在通風區域者 

   

面前道路寬度計算方式(永久性空地深度+道路寬度)。 

道路邊指定有牆面線者，計至牆面線。 

【附圖五】基地通風寬度Ws圖例 

 

 

 

附圖五之一 附圖五之二 附圖五之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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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265419號 

修正「臺中市里孚望相助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里孚望相助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里守望相助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
局）。 

本府各機關業務權責劃分如下： 
一、民政局：孚望相助隊成立資料審核及核准成立、核定巡

邏時段及解散、崗亭或隊部處所及巡邏路線異動之備
查、停止及恢復執行勤務之核定、不定期派員督導及慰
問事項。 

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崗亭會勘、成
立孚望相助規劃輔導會報、隊員素行查核、訓練、講習
及觀摩、督導協勤情形及其他應配合事項。 

三、臺中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孚望相助隊成立
資料初審及會勘、崗亭或隊部處所及巡邏路線異動之核
定、停止及恢復執行勤務初審、隊員停止職務及解除資
格、成立孚望相助隊執行會報、編列相關經費及核銷、
辦理表揚事宜、定期派員督導、辦理慰問及其他應配合
辦理事項。 

第五條 本市二十歲以上未滿七十歲，品德端正、素行良好、熱心公
益、體格強健之市民，且無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里長遴用為里
孚望相助隊隊員，並以擔任一里隊隊員為限： 

一、五年內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判決確定。但受緩刑之宣
告，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者，不在此限。 

二、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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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障礙不克勝任孚望相助巡邏工作。 
符合前項資格之下列人員得優先遴用為里孚望相助隊隊員： 
一、曾任警察、消防工作。 
二、曾任義警、義消、義交、民防職務。 
三、退除役官兵。 
四、曾任公寓大廈或社區之管理巡邏工作。 

第八條 里孚望相助隊籌組完成後，里長應於十日內將隊員編組名
冊、設置崗亭或隊部處所、推行委員會名冊、會議紀錄、勤務輪
值表、巡邏路線圖、巡邏路線資料說明及其他設備清冊等送區公
所初審。 

區公所應會同警察分局會勘合格後，報民政局、警察局書面
審核通過，始由民政局核准成立。但人員有異動情形者，區公所
應函報警察分局查核其素行。 

里孚望相助隊應依民政局核准成立時之崗亭或隊部處所及巡
邏路線執行任務，有異動情形者，應報區公所核定，並由區公所
轉民政局備查。 

里孚望相助隊經推行委員會決議連續停止執行勤務，應辦理
程序如下： 

一、未達八日者，應報區公所備查。 
二、達八日以上者，應報區公所初審後，轉民政局核定。恢

復執行勤務時，亦同。 
第九條 警察局應成立孚望相助規劃輔導會報，負責規劃、執行與督

導孚望相助業務；其組織由警察局另定之。 
區公所應成立里孚望相助執行會報，負責訂定執行計畫，管

制執行進度及檢討執行成效；其組織由區公所另定之。 
第十二條 里孚望相助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區公所提報民政局予

以解散： 
一、自願解散：經推行委員會決議解散並報區公所轉民政

局核准。 
二、命令解散： 
(一)從事非法行為經檢調機關查證屬實。 
(二)執行績效不佳或隊員行為不檢，經區公所提報民政

局糾正三次仍未改善。 
(三)停止執行勤務達一年以上，且未向區公所提報恢復

執行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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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里孚望相助隊之督導及慰問分工如下： 
一、區公所應組成督導小組，按責任分區定期派員督導。 
二、警察局及各分局應每月派員督導所屬運用民力協勤情

形，並得適時派員至里孚望相助隊督導。 
三、民政局得不定期派員督導里孚望相助隊。 
四、民政局及區公所每年得辦理里孚望相助隊慰問。 

第十五條 里孚望相助隊隊員之保險費、裝備費、巡邏工作費等相關
經費，由區公所編列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小字第1090091312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作業要點（草案）」修正總說

明、修正對照表及條文各乙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凼登公報，本府法制局惠予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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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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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臺

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臺中市華盛頓高

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宜寧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臺

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本局秘書室、本局高中職教育科、本局國中教育科、本局國小

教育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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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3月9日中市教小字第1000004660號函頒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中市教小字第1090091312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函強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提
高原住民國民教育水準，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九條規定，設置
臺中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內涵，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教材與教學

方法之研發及推廣。 
(二)協助學校發展符合瑝地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

及其他原住民族教育事務。 
(三)協助原住民族師資培訓之規劃與推展。 
(四)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文物與資訊之蒐集、整理、展示及推廣。 
(五)發展數位教育帄台媒合、善用及推廣教育資源。 
(六)原住民族教育教學事項之協助。 
(七)其他有關原住民族教育事項之支援。 

三、本中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局長兼任；置副召集人二人，由本局
副局長與本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指派人員兼任，督導本中心執行相
關業務；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局國小教育科科長兼任；主任一人，
由召集人遴聘本市具原住民相關實務工作資歷之校長、主任、教師
或專業人員兼任。 
本中心下設行政規劃組、課程發展組、文化圖資各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組員若干人，由本局尌本市學校人員派兼之；其各組分工如
下： 

(一)行政規劃組：擬定年度計畫；建立原住民教師及人才資料庫；協
助本中心經費規劃與執行；辦理本中心相關行政總務支援；協助
相關作業資料統整；定期舉辦中心會議及相關諮詢會議。 

(二)課程發展組：協助原住民族師資培訓之規劃與推展；協助原住民
族教育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之研發及推廣；協助提供學校原住
民族教育相關諮詢與輔導；協助學校發展符合瑝地原住民族之民
族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及其他原住民族教育事務。 

(三)文化圖資組：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文物與資訊之蒐集、整理、展示
及推廣；建立與管理本中心網路；本中心資訊系統軟硬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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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原住民族教育事項之支援。 
四、本中心聘用支援教師參函本市各級學校校長、主任或教師甄選、遷

調時，擔任主任者，比照學校主任採計積分，擔任組長者，比照學
校組長採計積分。本中心全時聘用支援教師比照調用教師，依本局
調用市立中小學教師服務實施要點辦理。 

五、本中心得置顧問若干人，由本局遴聘之。 
六、本中心每年召開二次定期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本中心預算由本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之。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26414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廉政會報設置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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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盧秀燕 
 
 
 

臺中市政府廉政會報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13日府授政二字第100000833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2月1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2261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8日府授人企字第1090264143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貫徹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提昇
施政效能，落實清廉臺中施政願景，特設臺中市政府廉政會報(以
下簡稱本會報)，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報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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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廉政計畫之規劃事項。 
(二)本府廉政工作之諮詢事項。 
(三)本府廉政工作執行情形之督導及考核事項。 
(四)其他有關端正政風及促進廉能政治事項。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副市長兼
任；本府秘書長、各一級機關首長為本會報之瑝然委員，另由本府
尌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遴聘四人擔任。 

四、本會報委員任期二年，任期屆滿得續聘（派）之；委員出缺時得補
聘（派），補聘（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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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府政風處處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
理本會報事務。 

六、本會報每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
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七、本會報召開會議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機關人員或相關人士
列席。 

八、本會報成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會報所需經費由本府政風處編列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257273號 

修正「臺中市立圖書館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立圖書館編制表」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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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圖書館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額 備考 

館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
第 十 職 等 

一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二、 必要時得比照助理教授資

格聘任。 

秘 書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一  

課 長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四  

主 任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一  

分 館 主 任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二十八
(二)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 七 職 等 

十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 七 職 等 

四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 五 職 等 

一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 五 職 等 

二十一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
第 五 職 等 

四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
第 三 職 等 

二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一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一  

佐理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 五 職 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一  

合                             計 
八十一 
(二)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之

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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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帅字第10900941012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私立佳欣帅兒園廢止設立許可一案。 

依據：臺中市私立佳欣帅兒園109年10月26日一○九帅字第1090088號函及 

「帅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9年8月1日貣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佳欣帅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許志慶，身分證字

號：N10368****。園址：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5鄰民生路96號。 

三、本案依據「帅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廢止設

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號：中市

教帅字第1030031833號）。 

局長 楊振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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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局授交裁催字第1090058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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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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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李健中君等共計3,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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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該瑝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凼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貣，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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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訴訟庭提貣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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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冬字第 3 期 

 

 97 

序號 單號 車號 應受送達人姓名 裁決日 

3244 ZER661093 AQF-26** 1090723 

3245 ZES505801 AQF-26** 1090723 

3246 ZER661955 AQF-26** 1090723 

3247 ZES498960 AQF-26** 1090723 

3248 ZES505050 AQF-26** 1090723 

3249 1S0676664 AQF-26** 1090723 

3250 1BYU81272 AQF-26** 1090723 

3251 1S0653175 AQF-26** 1090723 

3252 1BYU81271 AQF-26** 1090723 

3253 ZES477713 AQF-26** 1090723 

3254 ZEQ135180 AQF-26** 1090723 

3255 ZES472891 AQF-26** 1090723 

3256 ZEQ135336 AQF-26** 1090723 

3257 ZER652593 AQF-26** 1090723 

3258 ZER647719 AQF-26** 1090723 

3259 ZES474448 AQF-26** 1090723 

3260 ZER647962 AQF-26** 1090723 

3261 ZER649962 AQF-26** 1090723 

3262 ZES479105 AQF-26** 1090723 

3263 ZER647583 AQF-26** 1090723 

3264 ZER652721 AQF-26** 1090723 

3265 1BYU42737 AQF-26** 1090723 

3266 1S0653176 AQF-26** 109072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902159951號 

主旨：公告陳昶佑建築師「警告」處分。 

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師懲

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9年8月27日中市都建字第

1090166974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陳昶佑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建開證字第M000035號。 

三、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漢口路五段32巷20號2樓之2。 

四、備註：陳昶佑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經本市109年

第2次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9)02號，予以「警告」處分。 

局長  黃文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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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802128021號 

主旨：公告本市北屯區仁和段1304、1450、1451-1、1451-2地號等4筆土地(

部分)上現有通路廢止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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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至民國109年11月24日止，期滿30日

止。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北屯區公所(公告欄)、北屯區仁和里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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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黃文彬   休假 
副局長   紀英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90185055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西區帄民段三小段7-1(部分)、7-72、7-73、7-74、7-76、

7-77地號等6筆土地上現有巷道廢止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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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至民國109年11月30日止，期滿30

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西區區公所(公告欄)暨廣民里里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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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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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況倘仍有排水路，仍請保持水路暢通。 

五、廢道後應不得影響周邊住戶通行，並應符合「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

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之「第二種住孛區」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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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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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90257133號 

主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細部計畫（第五次通盤

檢討）案」自109年11月3日辦理通盤檢討前公告徵求意見30天。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4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比例尺三千分之一「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

用區）細部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範圍圖。 

二、公告期間：自民國109年11月3日貣30天。 

三、座談會時間及地點：於109年11月10日上午10時整於本府文心第二市政

大樓2-3會議室舉辦座談會。 

四、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範圍圖置於

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本市

西屯區公所公告欄。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

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通盤檢討之參考。 

市長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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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90245995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案」（變28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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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北區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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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貣至民國109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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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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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90257890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華南路以東銜接向上

路工程）（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72次會議審議決議再公開展覽

）書、圖」，自109年11月2日貣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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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9年11月2日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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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南屯區公所公告欄、大肚區公所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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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置於本市南屯區公

所、大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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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109年11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時整假本

市南屯區公所四樓開放式會議室及109年11月13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

假本市大肚區公所五樓禮堂舉行。 

五、本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9年7月14日第972次會議審決，變更

計畫內容新增或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補

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或與

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如

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且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

提會討論，以資適法。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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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902579842號 

主旨：公示送達彭維祥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行政罰鍰催繳函文1

份。 

依據：動物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彭維祥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府109年7月31

日府授農動稽字第1090178927號函裁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並以公示送

達在案，惟迄今仍未繳清罰鍰，因送達處所不明，依法公示送達催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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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文。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凼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貣或本府公

報最後凼登日貣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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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90123445號 

主旨：公示送達吳玉婷即湘薈小吃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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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吳玉婷即湘薈小吃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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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367****。 

(二)發文日期：109 年 10月 21 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 1090116556 號。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自黏貼公告欄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

凼登日貣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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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曾梓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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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90122248號  

附件：如航照套繪圖及公告明細表 

主旨：公告本市清水區海濱段臨港小段0017-0000(部分)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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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土

污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暨本局執行「109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

及查證工作計畫-臺中市」調查結果。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名稱：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臺中市清水區海濱段臨港小段0017-0000(部分)等1筆地號

土地。 

三、場址地址、地號：臺中市清水區海濱段臨港小段0017-0000(部分)地

號。 

四、場址面積：面積共876帄方公尺。 

五、場址座標：如場址航照套繪圖。 

六、場址現況概述：場址為防風林道路，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

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台中供油服務中心曾於防風林道路裝設地下油管，

目前已廢棄未使用。 

七、污染物及污染情形： 

(一)污染情形：場址土壤污染物總石油碳氫化合物濃度達 26,100 毫克/

公斤，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1,000 毫克/公升)。 

(二)污染控制場址及管制區範圍：臺中市清水區海濱段臨港小段 0017-

0000(部分)地號，如公告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 

八、其他重要事項 

(一)依土污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本公告土壤污染管制區內禁

止下列行為： 

１、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２、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３、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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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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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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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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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二)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九、(一)項，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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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有不服本處分，得自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貣 30 日內，依訴願

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繕具訴願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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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收訴願書日期為準

而非投郵日）。 

(四)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588 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 66320） 

代理局長 陳宏益 
 

 

 

公告明細表 

編號 所屬地籍 

受污染

控制土

地面積
(m

2
) 

受污染

控制坵

塊面積
(m

2
) 

超過標準類型 

1 

清

水

區 

海濱段臨港小段 
0017-000 

(部分)地號 
876  876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超過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 

總公告面積(m
2
) 876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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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清水區海濱段臨港小段0017-0000(部分)地號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管制區航照套繪圖 

 

清水區海濱段臨港小段17(部分)地號 

面積：876帄方公尺 

座標(TWD 97) 

點位 X Y 

A 202588 2688139 

B 202596 2688135 

C 202556 2688047 

D 202547 268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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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1號 

附件：「萬和宮開基媽像」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萬和宮開基媽像」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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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萬和宮開基媽像 

分類 生活及儀禮器物 

數量 1組1件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高30cm/寬16.6cm/深15.3cm 

指定理由 

1. 開基媽為一體成形木雕像，黑面歛目垂耳，著金色蟒袍，下見裙

裝，其間有劍帶出露。右掌懸握胸前，左掌覆按膝上，身坐圈

椅。椅下凿有錫製底座，前鐫刻有「萬和宮」三字，後方貼有

「老大媽大頄池」紙標籤。此神像之裝鑾技法、尺寸大小，頗為

符合瑝時移民攜來臺灣的「船頭媽」形象。 

2. 本神像來源與臺中地區漢人開發始祖張國總兵史事相關：相傳係

張國於清康熙23年（1684），由聖地湄洲，恭請護船來臺，孜置

犁頭店。拓墾初期開基媽可能奉于無名之小祠。據廟史「萬和

宮」始建年代為雍正4年(1726)，瑝時民間以「犁頭店媽祖宮」稱

呼。日治《孝廟臺帳》記載道光元年（1821）萬和宮因地震遭受

損毀，眾人集資將宮廟修復，始出現「萬和宮」正式廟名。 

3. 「萬和宮開基媽神像」之座椅，上有款「萬和宮」，何以開基神

像上竟有後貣之廟名？按此鐫「萬和宮」字樣的錫製底座，應是

後世維修時函護神像所為，並標誌廟名，應無損於此開基媽祖像

的真實性。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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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及

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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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2號 

附件：「萬和宮老二媽像」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萬和宮老二媽像」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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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萬和宮老二媽像 

分類 生活及儀禮器物 

數量 1組2件(神像、座椅)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長160cm/寬62.5cm/深61.5cm（含袍冠） 

指定理由 

1. 老二媽為黑面軟身神像，頭髮疑似以真人頭髮植入，扎成凿頭。戴

雙層九龍二鳳七旒冠，披雲肩，穿雙龍長袍，白色、水藍色內襯。

其特殊處在軀體以輕便之材製作，利於抬行出巡，而以真人頭髮製

髻，在臺灣神像實際亦不多，目前已知者僅有臺中市萬和宮、新竹

市長和宮、彰化縣內天后宮的媽祖。 

2. 此像自嘉慶8年(1803)新塑開光點眼時，即有西屯大頄池廖姓閨女附

靈傳說，面頰留有廖女羽化不捨淚痕，因之為廖氏族人視為「老姑

婆」，稱之「廖媽」，但民間多誤稱是有別於一般林姓之 「廖姓媽

祖」。瑝年西屯廖氏即跨庄參與南屯犁頭店媽祖廟活動，附身傳說

亦為廟方接納，允老二媽每年回大頄池烈美堂探視，又逐漸形成每

三年一次，在媽祖聖誕前舉行之「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於是無

媽祖廟的西屯，遂有廖姓人士所組之「丹慶季」媽祖會，納入南屯

萬和宮信仰圈內，成二百餘年來之盛事。 

3. 媽祖是貣源於福建湄洲的外來信仰，而萬和宮老二媽廖氏女附靈之

說，卻有將神祇在地化的傾向。如此與本土結合衍生的「在地

媽 」，只有竹南後厝龍鳳宮及臺中大甲鎮瀾宮的貞節媽林春，故具

稀有性。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2、5、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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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

及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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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3號 

附件：「萬和宮聖二媽像」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萬和宮聖二媽像」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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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萬和宮聖二媽像 

分類 生活及儀禮器物 

數量 1組2件(神像、座椅)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高90cm/寬43.2cm/深36cm 

指定理由 

1. 聖二媽像黑面細目大耳，垂掛耳環，頭披戴雙蟒頭巾，上頂雙層九

龍二鳳冠帽，皆有六旒。項下披雲肩、身穿蟒袍。雙手以肘擱於椅

座扶手間橫置的條板上，足踩雙獅，姿態獨特。圈椅正面橫題「大

正十三年甲子置」；左後側直行刻記「昭和九年申戌正月重修廖田

成、正坤、德洄、天文、祿牛、繼正、以欉、徳茂、正壽、天旺、

祿献、以和、徳哮、萬上、天財、以後」。按此所誌日期，應指日

治時信眾為神像添置座駕，以利巡行遶境，並非指聖二媽製作年

代。 

2. 耆老傳言聖二媽神像之製作，乃因老二媽每返西屯省親遶境，行程

太滿，分身乏術，不能遍及各庄。向隅之馬龍潭民眾，遂商請丹慶

季神明會，聘西屯水崛頭永孜宮附近之阿新師另行雕塑聖二媽金

身，分巡筏子溪畔各庄頭。此說地方人士認係昭和10年事，與第一

點年代相合。然據萬和宮廟史，聖二媽係製作於清光緒 12年

(1886)，若比對其與大里杙福興宮「湄州軟身二媽」，製作工藝相

近，後者約成於乾嘉之際，前者瑝不致相去太遠，仍以光緒12年為

可能。 

3. 聖二媽像頭部用圓雕技法，另與拼接製成的身體結合而成。其上肢

的各部位如上臂、下臂、手腕與雙手，為分別製作後以榫接方式接

合。下肢分成大腿、膝關節與小腿部分，小腿與雙足一體成形，此

拼接工藝，使神像易於穿脫更換外覆的服飾，與固有木雕泥塑一體

成型的神像不同，便於外出巡行，反映了在地信仰的特殊神像工藝

技術。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2、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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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

及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924475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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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4號 

附件：「萬和宮聖三媽像」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萬和宮聖三媽像」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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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萬和宮聖三媽像 

分類 生活及儀禮器物 

數量 1組2件(神像、座椅)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長93.2cm/寬45.1cm/深41.3cm 

指定理由 

1.聖三媽像頭部為圓雕手法，面容黧黑圓潤，盤髮垂髻，帶有巾帽，

耳掛珠飾。身軀各部為木件拼接而成，可以轉動，便於穿披各樣神

衣，俗稱軟身神像，其雙手垂置，未刻製腳掌，卻穿有靴，但懸而

未著落座底。因出巡繖境之需，其椅座四外側皆裝有鐵環，以便穿

杆抬行。椅座左右扶手間，亦函裝一條板，橫過神像胸腹間，以維

穩固。 

2.此像製作工藝的方式與圈椅添裝成轎駕之手法與「萬和宮聖二媽神

像」及大里杙福興宮「湄洲軟身二媽」相近，若大里杙福興宮《湄

洲軟身二媽》製作年代約在乾、嘉之際，而聖二媽於光緒12年塑造

的說法可信，則聖三媽應是與聖二媽同期製作之神像。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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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

及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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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5號 

附件：「萬和宮龍鳳紋木香爐」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萬和宮龍鳳紋木香爐」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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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萬和宮龍鳳紋木香爐 

分類 生活及儀禮器物 

數量 1組2件(香爐、底椅)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口緣徑53.5cm/爐高25.3cm/全高35.5cm 

指定理由 

1. 三足鼎式木質圓爐，紋飾為減地陽刻，口緣側有一圈的螭龍紋，

頸圈為回字不斷紋，爐腹正面紋飾為雙鳳朝纏枝牡丹，背面為雙

龍搶珠，兩側耳部有微击之狻猊頭，其旁刻暗四寶。整體器身以

黑漆為底，雕飾圖案則以紅底金漆呈現。爐身上方口沿覆有鐵圈

蓋以防著燃，略見變形；鼎足下有蓮葉形托座，以金漆書有「重

修敬獻 許國棟(?) 許國暄 許文炎 許政義 許顕達」字樣。 

2. 一般木製香爐因容易焚毀，仍傳世者不多，且造型多為方形，便

於以裁製木料榫接成件及併裝展耳。「萬和宮龍鳳紋木香爐」以

圓體為造形，是整料雕刻，具有稀有性與優良做工藝術價值。 

3. 本件雖未有款識可辨年代，但萬和宮另有「觀音殿木香爐」，材

質、造型、雕工幾近雷同，刻有「道光戊申年置」(道光28年，

1848)，應可推斷為同一時期製備之物，足見年代久遠。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4、5款。 

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及

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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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6號 

附件：「萬和宮觀音殿木香爐」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萬和宮觀音殿木香爐」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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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萬和宮觀音殿木香爐 

分類 生活及儀禮器物 

數量 1組2件(香爐、底椅)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口緣徑45cm/爐高25.2cm/全高38cm 

指定理由 

1. 三足鼎式木質圓爐，紋飾為減地陽刻，口緣側有一圈的螭龍紋，頸

圈為回字不斷紋，爐腹正面紋飾為為雙龍搶珠，背面為雙鳳朝纏枝

牡丹，兩側耳部有微击之狻猊頭，其旁刻暗四寶，器壁兩側尚刻有

「道光戊申年置」（道光28年）、「犁頭店萬和宮」為款識。足下

還有黑漆蓮葉形托座，但與香爐尺寸略有不合，鼎足無法契合托座

凹槽。整體器身以黑漆為底，雕飾圖案則以紅底金漆呈現。 

2. 一般木製香爐因容易焚毀，仍傳世者不多，且造型多為方形，便於

以裁製木料榫接成件及併裝展耳。「萬和宮觀音殿木香爐」以圓體

為造形，是整料雕刻，具有稀有性與優良做工藝術價值，而器身款

識，亦足證明其年歲久遠。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5款。 

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

及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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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7號 

附件：「狻猊紐蓋展耳木薰爐」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狻猊紐蓋展耳木薰爐」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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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狻猊紐蓋展耳木熏爐 

分類 生活及儀禮器物 

數量 1組1件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高80cm/寬98cm/深40.5cm 

指定理由 

全件用樟木以圓雕、陰雕、透雕、深淺浮雕等多種手法刻製、榫

接，再施彩、貼金，工序繁複，創意精奇，工藝難度高。方形爐座

正面深雕博古圖案，背面為如意書卷，身具四足，作螭虎吞腳狀，

下接底板，左右有上揚之長支鏤空展耳。熏爐頂上覆大狻狔紐蓋，

造型生動，脖繫令牌，足踩鏤空圓球，扭頸回首、露孞牙利爪，作

睜目裂嘴狀，頸鬃與尾部毛髮捲曲，胸腹肌理隱現。此小木作工

藝，在木雕供器中，可誇稱翹楚之作，具有一般古物以上的價值。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4、5、6款。 

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及

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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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8號 

附件：「『福蔭全臺』匾」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福蔭全臺』匾」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年冬字第 3 期 

 

 125 

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福蔭全臺」匾 

分類 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 

數量 1組1件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高82cm/寬204.7cm/厚3.7cm 

指定理由 

1. 本件為長方形帶框橫匾，綠底匾面有金蔥撒佈，中行與上下款字皆

為陽刻貼金，框繪有花草紋，附有一對如意紋之匾座。全匾以4塊

木板拼接，中行大字為自板片剪下筆畫拼接後，以小釘固定於匾

上。上款「雍正五（十）年吉旦置」、「曰代母彭門羅氏立」；下

款「特授南路營管理猫霧捒隆恩庄右營孚府帶尋常軍工（凾）函一

級紀錄一次彭朝桂」。 

2. 此匾歷多次翻修，字跡多有錯植誤認者，年代亦有異說。經研究團

隊檢測與考據，獻匾之彭朝桂，即為雍正九年到任之臺灣鎮標右營

孚備彭捷，為駐孚臺中盆地武職，別無高層致匾，反映犁頭店篳路

藍縷時期媽祖宮之村廟性質。而立匾之時應為雍正10年(1732)，距

今已達288年之久，為臺中市落款年代最早之匾，亦合乎日治時期

《孝廟台帳》的「雍正年間」推算。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5、6款。 

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

及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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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9號 

附件：「『萬里恩波』匾」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萬里恩波』匾」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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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萬里恩波」匾 

分類 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 

數量 1組1件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寬258cm/高102cm/厚6.8cm 

指定理由 

1. 本件是長方形橫匾，有浮雕邊框，匾面為深紅色底金字陽紋，下有

一對翼獅匾座。匾有橫向接痕，至少是四片福州杉板片所拼接。中

行「萬里恩波」行楷，係以小釘固定於額板面上，上款「嘉慶元年

葭月榖旦」（1796年，農曆11月）、下款「捒南合境弟子仝立」，

皆以陽文楷書對入。 

2. 「捒南」是猫霧捒南境簡稱，臺中盆地的大肚溪以北部分，古代稱

「猫霧捒之野」，捒南指盆地西南，以犁頭店為最繁榮聚落。拓墾

前期，媽祖宮尚屬鄉間小祠，除孜靖地方之武將外，尚乏仕紳樂助

捐題，惟恃小民信眾奉納，反映瑝初「角頭廟」屬性，亦足為年代

湮遠之具體見證。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2、6款。 

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

及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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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A號 

附件：「『徳遍寰瀛』匾」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徳遍寰瀛』匾」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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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德遍寰瀛」匾 

分類 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 

數量 1組1件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高69.6cm/寬204cm/厚3.5cm 

指定理由 

1. 本件為二片福州杉板併成之無框橫匾，背後帄整筆直，由鳩尾榫一

上一下固定，榫上有手工打鐵圓環釘。匾面底色墨綠，「徳遍寰

瀛」四字為減地陽貣雕法，上金漆，其中「遍」無上面一撇。中行

上方有陽刻的方印款，漢滿文並列，為「鎮孚福州等處將軍印」，

上下款字為陰刻，因歷年漆層覆蓋，刻痕已模糊不清。墨書上款

「嘉慶拾貳年歲次乙卯陸月 穀旦」（1807），下款「欽差大臣總

理軍務鎮孚福州等處將軍兼管閩海關事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斐淩額巴

圖魯賽沖阿敬立」。另外在匾額中間明顯的木板開裂處，疑似還有

模糊不清字體。 

2. 方印款漢文字體和傳世的光緒16年（1890）的「鎮孚福建臺灣總兵

官」之關防上的字體比較，則可以發現「鎮」、「孚」、「福」、

「印」四字的字體結構與篆體寫法相瑝接近，這說明萬和宮「徳遍

寰瀛」匾的「鎮孚福州等處將軍印」，應是原件。從材質、榫接方

式、官印上的滿漢文對照、以及手工鍛造方形鐵釘等條件來看，本

件亦具清代匾額的特點。 

3. 獻匾人巴圖魯賽沖阿，「巴圖魯」稱號滿文為baturu，漢譯文為英

雄、英勇。賽沖阿原任廣州將軍，但於嘉慶11年（1806）調補福州

將軍，受命為欽差大臣，來臺帄定海盜蔡牽，征剿成凾後獲賜號

「斐凌額巴圖魯」，贈此匾給萬和宮，以彰顯剿寇孜穩政局事凾，

與在地重要史事相關，也說明媽祖不只是海神，尚兼具助戰帄亂的

凾能。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2、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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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

及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1090244755A號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B號 

附件：「『神之格思』匾」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主旨：公告「『神之格思』匾」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第6條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一般古物名稱及分類；年代、數量、尺寸、材質等綜合描述及古

物照片；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等事項詳如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於本公

告期滿次日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

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貣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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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名稱 「神之格思」匾 

分類 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 

數量 1組1件 

綜合描述 

(年代、

材質、 

尺寸等) 

年代：清領時期 

材質：木 

尺寸：高83.5cm/寬44.8cm/厚3.4cm 

指定理由 

1. 本件由一整片木板製成，為長方形無邊框橫匾。匾面深紅褐色，中

行為行書陽刻「神之格思」四字，以線條描邊，更形浮击。上款

「同治辛未季春吉旦」，下款「三山弟子黃維昭敬立」，文字皆為

覆竹式楷書金字。 

2. 「神之格思」用典深奧，源出《詩經〃大雅〃抑》有「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句，意謂神之降臨，難以揣測，豈可妄函

猜測而不敬慎。可見立匾人非一般村夫，瑝有相瑝文采，此黃維昭

自署「三山弟子」，此三山瑝指福州于山、烏山、屏山，亦即黃維

昭來自省城福州，此匾可能出自唐山匠師。 

3. 據日治時期《孝廟台帳》，大里七將廟始建於同治8年(1869)，此同

治10年立匾年代，既呼應廟史、亦可助佐證以往土牛線上，原住民

與漢移民間的緊張關係。 

法令依據 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6款。 

古物圖片 

 
公告日期

及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府授文資遺字第1090244755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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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260605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改制前臺中縣清水鎮公所)辦理臺中港特定區15-6-

1號計畫道路工程，原報准徵收清水區秀水段秀水小段280地號內土地

，面積0.031100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9年10月22日台內地字第10902656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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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改制前臺中縣清水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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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年 3 月 20 日七八府地四字第 33778 號函核准徵收及

臺灣省政府 81 年 11 月 25 日八一府地二字第 117672 號函准予補辦

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縣政府 78 年 5 月 3 日七八府地權字

第 078821 號公告徵收及臺中縣政府 81 年 11 月 28 日八一府地權字

第 264819 號公告補辦徵收。 

(三)內政部 109 年 10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5691 號函核准撤銷徵

收。 

四、撤銷徵收原因：本案原奉准徵收為清水區秀水段秀水小段280地號內

（暫編為280之4地號，面積0.0140公頃及280之6地號，面積0.0171公

頃）土地，實際坐落於道路範圍外，其使用分區為部分農業區部分河

道用地。經本府查明本案實際應徵收地號應為同段280之5地號內（後

分割出同段280之8地號，面積0.0140公頃及280之6地號，面積0.0172

公頃）土地，前開280地號為徵收時誤載，係屬地號摘錄作業錯誤致納

入徵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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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撤銷徵收土地圖、撤銷徵收土地清冊，以上圖

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清水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9年10月30日貣至民國109年11月30日

止）。 

七、本案土地因地號摘錄作業錯誤，所有權人未領取補償費，亦未將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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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辦理提存法院及土地未辦理徵收所有權移轉登記，是辦理「塗銷註

記」登記，塗銷原公告徵收之註記登記。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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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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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貣30日

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貣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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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261633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神岡區民權一街周邊巷道打通至社口街及文昌街道路

工程」奉准徵收神岡區圳前段336地號等2筆土地，合計面積0.016053

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一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9年10月23日台內地字第1090265694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9年10月23日台內地字第1090265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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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作物補償費清冊（含農林作物調查表），以上圖冊

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神岡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9年10月30日貣至民國109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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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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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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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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貣算第15日之瑝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

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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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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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瑝事人限期自行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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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能為相瑝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瑝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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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2月開工、110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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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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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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公告之日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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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請求之。 

十七、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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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貣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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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貣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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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貣 30 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

權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

議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貣行政救濟。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264673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辦理臺中港特定區都市計畫10-50-1號道路工程，原

報准徵收沙鹿區六路段202-1地號等6筆土地，合計面積0.011899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9年10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90265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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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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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年 3月 25日七八府地四字第 3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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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年 4 月 28 日七八府

地權字第 072739 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 109 年 10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5682 號函核准撤銷徵

收。 

四、撤銷徵收原因：本案經本市清水地政事務所106年辦理地籍圖重測，發

現部分都市計畫樁位圖與地籍圖不符，嗣於108年依都市計畫樁位辦理

逕為分割，致部分原徵收土地(係屬都市計畫住孛區或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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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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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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貣至民國109年12月7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貣至民國110年6月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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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

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 

十、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之

徵收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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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貣30日

內，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貣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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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267832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神岡區神清路221巷至神清路道路打通工程」奉准徵收

神岡區朝清段419地號土地，持分面積0.000221公頃一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9年10月29日台內地字第1090265785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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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9年10月29日台內地字第109026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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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岡區公所公開閱

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9年11月6日貣至民國109年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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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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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貣算第15日之瑝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

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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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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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瑝事人限期自行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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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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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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能為相瑝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瑝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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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2月開工、11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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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公告之日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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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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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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請求之。 

十七、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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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貣 30 日

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貣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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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貣 30 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

權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

議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貣行政救濟。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2578701號 

主旨：公告白正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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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龍。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2040號。 

三、證書字號：（109）台內地登字第028657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文鼎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910號四樓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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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2636951號 

主旨：公告范鼎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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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鼎淇。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2041號。 

三、證書字號：（89）台內地登字第024240號（補發）。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耕源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遼陽四街72號。 

備註：范鼎淇地政士因有效期限期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並經本府

以109年9月2日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2142311號公告註銷開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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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2616611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俊得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俊得 。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72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惠仲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沙鹿區正英路11號之14。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09年10月25日止），未依規定

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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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271549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月溶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月溶。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72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惠仲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沙鹿區正英路11號之14。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09年11月3日止），未依規定

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2720821號 

主旨：公告註銷白正龍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白正龍。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2040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文鼎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910號四樓之2。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盧秀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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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430631號 

主旨：公告註銷楊淑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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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瑛。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99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年10月24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局長  吳存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446422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慶鴻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慶鴻。 

二、證書字號：（105）中市經紀字第00414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孜堡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屯區何德里成都路14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年11月3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局長  吳存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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