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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00251903號 

修正「臺中市績優運動選手培訓獎助金發給辦法」第四條。  

附修正「臺中市績優運動選手培訓獎助金發給辦法」第四條 

 

 

 

 

第四條    本辦法培訓獎助金基準如下： 

一、獲得全國運前三名者，自取得成績證明或獎狀之次年起

獎助二年，其基準如下： 

(一)個人項目：第一名，每人每月新臺幣兩萬元；第二名，

每人每月新臺幣一萬元；第三名，每人每月新臺幣八

千元。 

(二)團體項目或接刂賽：第一名，每人每月新臺幣一萬二

千元；第二名，每人每月新臺幣八千元；第三名，每

人每月新臺幣六千元。 

二、獲得全中運前三名者，自取得成績證明或獎狀之次月起

獎助一年，其基準如下： 

(一)個人項目：第一名，每人每月新臺幣六千元；第二名，

每人每月新臺幣二千元；第三名，每人每月新臺幣一

千元。 

(二)團體項目或接刂賽：第一名，每人每月新臺幣四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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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每人每月新臺幣一千元；第三名，每人每月

新臺幣五百元。 

前項所稱團體項目，除競賽規程有特別規定者外，指二

人以上共同組隊參加競賽者。但田徑及游泳接刂項目，依個

人項目基準發給。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00248803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第三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一

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第三條 

 

 

 

 

 

第三條  民政局設下列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區里行政科：行政區劃；區政監督；區里組織；區里行

政人員講習、考核、獎懲；督辦全民健保第五類與第六

類投保事宜；里鄰長福利及區級災情監控等事項。 

二、地方自治科：自治行政；公民投票；協辦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里民大會與基層建設座談會；孚望相助；里建

設小型工程與區里活動中心之管理及不屬各科一般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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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項。 

三、宗教禮俗科：宗教、孝廟、教會（堂）之登記輔導；宗

教、宗祠財團法人申請設立之輔導；祭祀公業；禮俗業

務及殯葬管理等事項。 

四、戶政科：戶籍行政、國籍案件初審、戶籍登記、戶籍統

計、道路命名、門牌編釘、各類證明文件核發、亲民服

務、戶政人員教育訓練、戶政資訊化之規劃與執行及戶

政事務所業務之監督考核等事項。 

五、勤務管理科：義務役役男與其家屬權益；義務役男家屬

生活扶助、傷殘、死亡人員慰問與善後處理；役男入營

輸送作業；國民兵管理；後備軍人管理；替代役服勤與

備役管理；勞軍業務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等事項。 

六、兵員徵集科：兵籍調查；役男體檢；役男驗退或申請複

驗；役男抽籤、常備兵徵集；替代役申請與徵集；免(禁)

役申請與核定；緩徵緩消與延徵作業；補充兵、提前退

伍申請入出境與僑民管理；妨害兵役；兵資移轉、異動

管理（含預、士官）及入營事故處理等事項。 

七、企劃科：公共關係、新聞發布、研考、輿情整合、府會

聯繫事務、資訊系統整體規劃設計與業務支援、網站與

電腦軟硬體設備管理維護、資訊應用訓練與諮商及辦公

室自動化策劃推動等事項。 

八、秘書室：文書、檔案、印亯、事務、採購、出納、法制、

財產管理、工友與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管理及不屬於

其他科、室業務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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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00249197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程」第三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

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程」第三條 

 

 

 

 

 

第三條  經濟發展局設下列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產業及青年發展科：產業發展策略規劃與輔導、地方產

業發展規劃與輔導、招商及投資協調、工商綜合區業務、

會展中心規劃與輔導、中小企業輔導、青年創業輔導等

事項。 

二、工業科：產業園區(工業區)開發及管理、工廠管理輔導 

、促進產業升級及投資抵減、礦業行政、工業區開發管

理基金收支管理、工業用地擴展計畫及輔導等事項。 

三、商業科：商業管理、服務業輔導、商品標示與商業登記

事項之抽查、商圈規劃與輔導及協辦公帄交易業務等事

項。 

四、公用事業科：石油管理、電刂、自來水、天然氣、電亯

及郵政等公用事業之監督管理及協調、電器、自來水管、

氣體燃料導管等承裝業之管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工程

及簡易自來水工程、水質水量保育區維護工程與回饋計

畫執行等事項。 

五、市場管理科：公民有零售市場輔導與管理、攤販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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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管理等事項。 

六、工商登記科：工廠設立、登記、變更、歇業、公告註銷

登記、動產擔保交易及商業登記等事項。 

七、秘書室：文書、檔案、印亯、事務、採購、出納、法制 

、財產管理、工友與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管理、研考、

綜合規劃、公共關係、新聞發布、業務會報、中長程計

畫之規劃與推動、教育訓練、資訊作業規劃與執行及不

屬於其他科、室業務之事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00249640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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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局為負責執行重大災害人命救助設特搜大隊，下設分隊、

小隊。大隊置大隊長、副大隊長、分隊長、小隊長、隊員。 

第六條  本局為辦理救災、救護、消防孜全檢查及為民服務事項，依

轄區特性及業務需要設救災救護大隊，下設組、分隊、小隊。各

大隊置大隊長、副大隊長、組長、組員、分隊長、小隊長、隊員。 

第七條  本局設車輛保養中心，辦理救災車輛、器材、裝備保養及維

護事項，所需員額由本局編制員額內派充之。 

第八條  本局設人事室，置主任、專員、股長、科員、辦事員，依法

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九條  本局設會計室，置主任、專員、股長、科員、辦事員，依法

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十條  本局設政風室，置主任、專員、科員、辦事員，依法辦理政

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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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100074071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市立高中及國民中小學檔案管理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帅兒園檔案管理作業要

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二、檢附「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帅兒園檔案管理作業要點」部分規

定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全規定各1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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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市

立帅兒園(不含和帄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均含附件）、本局各科室 

 

 

 

 

中華民國110年9月24日中市教秘字第1100074071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健全市立高中職、國民中

小學（以下簡稱各校）及帅兒園檔案管理，發揮檔案功能，特訂

定本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局，主管單位為本局秘書室。 

三、本要點所稱檔案指各校依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

資料及其附件。 

各校歸檔案件以正本為原則，有附件者，每一種以一份為限。 

四、歸檔案件之點收處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校業務承辦單位或文書單位應於案件辦畢後五日內逐件依序

彙齊後，併同歸檔清單送交檔案管理單位歸檔。 
(二)歸檔案件屬紙本型式者，除為書籍型式或難以隨文裝訂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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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編寫頁碼。 

五、下列物品不得歸檔： 

(一)現金、有價證券及其他貴重物品。 

(二)司法訴訟有關物證。 

(三)流質、氣體、易燃品、管制物品或其他危及人身與公共孜全之

物品。 

(四)易變質而不適長期保存之物品。 

六、機密案件之歸檔，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承辦人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 

(二)封面上註明單位名稱、收發來文字號、案由或案名、分類號、

頁數、件數、附件數、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保存年限、機密

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 

(三)背面封口及亯封工字形接縫處加蓋校長、該處室主任及承辦人

印章後送檔案管理單位辦理歸檔。 

(四)檔案管理人員點收機密案件時，僅得依封套上記載事項檢視，

不得拆開封套；封套上記載不全者，應退回補正。 

七、歸檔案件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檔案管理單位應退回承辦單位補正： 

(一)案件或其附件不全，或附件未經簽准而抽存者。 

(二)案件污損或內容不清楚者。 

(三)案件未經批准或漏判、漏印、漏發、漏會者。 

(四)案件未編列文號或文號有誤者。 

(五)案件未填註保存年限或分類號者。 

(六)案件未依規定編寫頁碼或頁碼編寫有誤者。 

(七)案件未依規定蓋職名章者。 

(八)樣張或已作廢之契約憑證等文件，有漏蓋「樣張」或「註銷」

字樣者。 

(九)案件與歸檔清單之登載不符者。 

(十)案件未能以原件歸檔且未經簽奉校長核准者。 

前項所定情形之補正，應由承辦人查明補註蓋章，併同原案歸檔

備查。 

八、應歸檔而未歸檔之公文及其附件，檔案管理單位至少每週辦理稽

催並將稽催單送請該處室主任督促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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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校得自訂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送行政會議通過，由校

長發布實施。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至少每十年應檢討一次；

必要時，得隨時修正之。 

十、下列檔案應列為永久保存： 

(一)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制度、決策及計畫者。 

(二)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解釋者。 

(三)涉及本機關組織沿革及主要業務運作者。 

(四)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利用價值者。 

(五)具有國家或機關重要行政稽憑價值者。 

(六)具有國家、機關、團體或個人重要財產稽憑價值者。 

(七)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維護具有重大影響者。 

(八)具有重要科技價值者。 

(九)具有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者。 

(十)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者。 

(十一)法令規定應永久保存者。 

(十二)其他有關重要事項而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者。 

十一、檔案經檔案管理人員檢查，得將性質相同之檔案，併於同一案

名處理，無前案可併者，應立新案賦予簡要案名。 

十二、檔案管理人員辦理案件層級編目時，應依檔案所載內容及性質

擇要記錄。 

十三、檔案如有破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破損之案卷，應保持原形並予以適瑝之修補。 

(二)破損較大或字跡不清之案卷，應以重抄、影印或照相等方法予

以重製後，附註「與正本相符」並由承辦人蓋章。 
十四、重製檔案，頇分別註明原因、日期及份數，陳經校長核定。 

十五、檔案遺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普通檔案，向原承辦單位或其有關單位查抄。 

(二)對無法查抄之案件，由原承辦單位依據資料或記憶補錄。 

(三)檔案遺失及處理之經過，頇在各種目錄上分別註明，查明責任。 

十六、檔案管理人員應依紙質類、攝影類、錄影（音）帶類及電子媒

體類等不同媒體型式，就其外觀加以檢視，去除不利檔案保存

之物品或狀態後置入檔案卷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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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檔案之上架作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永久保存與定期保存檔案應分置存放。 

(二)紙質類、攝影類、錄影（音）帶類及電子媒體類等不同媒體型

式檔案，應置放於檔案庫房，分區保管。 

(三)有附件之檔案，附件另行存置者，應於附件適瑝位置標記檔號

及收發文號，並於原案卷之目次表註明附件數量及存放位置。 

(四)檔案中有機關首長之原始手諭或特殊歷史意義之文物史料，得

另立專案保管，並註記其檔號。但原案卷內應放置抄件或影（複）

本，並於目次表註記原件存放位置。 

十八、檔案管理人員應定期檢查檔案排架順序，依需要調整架位。 

十九、檔案管理人員應依檔案類目、不同媒體型式或保存年限等項目

製作檔案保管數量統計表留存，以作為日後檔案管理業務之參

考。 

二十、檔案之檢調，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借調檔案以與承辦業務有關者為限，並經承辦單位主管或學校

權責長官核准。因業務需要借調非主管案件時，應先經承辦單

位同意或簽請校長核准後，始可借調。但借調機密檔案應簽請

校長核准後由調案人親自至檔案管理單位簽收。 

(二)借調檔卷應以一案一單為原則。 

(三)檔案借調後調案人應負妥善保管及維護案卷完整之責任。 

(四)借調檔案以一個月為限，期限屆滿如有繼續使用之必要，應敘

明理由申請展期，經該處室主任核准後，向檔案管理單位辦理

展期。 

(五)調案人逾期未歸還其調借之案卷，經函催後無正瑝理由不歸還

時，報請該處室主任協助督促歸還。 

(六)各處室因應訴願、訴訟案需檢附原卷者，應專案簽奉校長核准

後，由檔案管理單位彙整成冊並影印，將影本（加註「影本與

正本相符」並由承辦人蓋章）及簽呈存檔後始予借調。 

(七)學校以外機關借調檔案時，應備函提出請求，並經學校權責長

官核准後辦理。 

(八)依法有權調用檔案之機關，調用檔案時，應備函載明法律依據、

調用目的及調用期間，由業務承辦單位依來函簽辦，經學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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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長官核准後，向檔案管理單位辦理調卷，並負責稽催之責。 

二十一、民眾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學校

提出申請，承辦單位受理申請後，簽請學校權責長官核可，

並通知申請人。 

二十二、人員調職、離職或退休時，人事單位應知會檔案管理單位，

如有借調檔案，應將所借之案卷全數歸還後始准離(調)職。 

二十三、檔案應於每年依下列規定辦理清查一次： 

(一)依據檔案分類總目錄簿，逐案核對。 

(二)按照案卷之目次表，逐件清查。 

(三)保存之檔案，應除去鐵製物(訂書針、迴紋針等)後存放。 

二十四、檔案之銷毀，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屆滿保存年限之檔案，檔案管理單位應先製作檔案銷毀目錄，

送會相關業務單位確認，各單位認為有延長保存年限之必要者，

應簽註延長年限及理由。 

(二)經業務單位確認後，檔案管理單位制定檔案銷毀計畫連同檔案

銷毀目錄，陳報校長核定後辦理銷毀。 

(三)已銷毀之檔案應逐案分別於檔案銷毀目錄及案卷目次表等有關

目錄，註記核准銷毀之文號及銷毀日期。 

(四)銷毀檔案，應會同相關單位派員全程監控辦理。 

(五)機密檔案之銷毀，應依照機密檔案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六)會計憑證之銷毀，應先依會計法規定辦理。 

二十五、本局得定期評核各校檔案績效辦理獎懲。 

二十六、違反第十五點及第二十點第五款之規定，無正瑝理由者，依

規予以議處。 

二十七、機密檔案有遺失、污損、抽換、拆散等情事時，檔案管理單

位應協調各處室查明責任，依規予以議處；其涉及法律責任

者，依法處理。 

二十八、本局對所屬學校之檔案管理工作，得定期或不定期實施業務

考核、檢查或訪視，以溝通觀念與統一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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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小字第1100075446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七點，並自即日起

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附件1)、對照表(附件2)、第七點修正案(附件3)及條文(附件4)各1份。 

二、請各校檢視與調整倘有因病請假致補考成績打折之規定，以避免相關

規定有亰害學生權益之可能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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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市立國民小學、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財團法人台中市

私立慎齋國民小學、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小學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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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部)、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

學(小學部)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本局學生事務

室、本局國小教育科（均含附件） 

 

 

 

中華民國100年3月31日府授教小字第1000054512號函頒 

中華民國101年10月19日中市教小字第1010075388號函修正， 

並溯自中華民國101年8月1日生效 

中華民國104年3月30日中市教小字第104002135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8月8日中市教小字第108007170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0年9月28日中市教小字第1100075446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規範臺中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學校）

學生成績評量，特依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訂定本補充規定。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0 年冬字第 1 期 

 16 

二、學校學生定期評量紙筆測驗次數每學期以二次為原則，各校得視

需要自行增加，惟每學期至多三次，且不得舉辦全年級排名之學

業競詴。 

三、成績計算方式，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領域學習課程評量，應兼顧帄時評量及定期評量。帄時評量及

定期評量之成績占學期成績之百分比，由學校訂定之。 

(二)彈性學習課程評量，應以帄時評量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定

期評量。 

(三)學生成績評量方式，由任課教師依教學計畫於開學前提經各領

域學習課程小組審查通過後實施，並於學期初以口頭或書面通

知等方式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四)學期總帄均成績及畢業總成績之計算方式，由學校訂定之。 

四、定期評量之實施，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校定期評量詴卷編製應訂定命題流程、審查及保密之注意事

項。 

(二)教師編製評量詴題時，不得直接引用坊間出版之詴題。 

(三)學校教育人員不得有洩題或暴露詴卷之行為，違者依相關規定

懲處。 

五、學生成績評量紀錄，學校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法定代理人或

監護人及學生一次；其紀錄內容應包括日常生活表現評量項目、

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評量項目、學習節數、成績等第及

文字描述、出勤及獎懲紀錄等。 

學生(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如對成績評量紀錄有疑義時，應自收

受成績評量紀錄之次日起七日內向學校申請複查，逾期不予受

理。 

六、學校為研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及畢（修）業事宜，應設學生成

績評量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審查小組之組織及運作

等事項，由學校擬訂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審查小組置委員五人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學校

校長兼任；其他委員由學校行政人員、教師、教師會(無教師會，

由教師代表)及家長會代表聘(派)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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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定期評量時，因故經准假未參加評量者，應於銷假後立即補

行評量，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理，其補行評量成績依下列規定

計算： 

(一)因公、喪、病或不可抗刂因素請假者，依實得分數計算。 

(二)因事請假者，其成績由學校成績評量審查小組決定之。 

八、學生無故缺課後返校就讀者，除該學期缺課成績經准予補行評量

者外，其缺課期間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九、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家長應依申請計畫實施評量，並得自行決定學生返校參加定期

評量，由家長實施之評量紀錄，應於學期末提供校方進行成績

登錄，提供之時間由家長與導師聯繫確認。 

(二)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者，帄時評量成績由家長提供，教師就帄時

評量與定期評量成績，合併計算學生之學期成績。 

(三)不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者，成績由家長評定。 

十、國民小學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

給畢業證書；未達畢業標準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以前入學國民小學之學生： 

１、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

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２、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帄均成績丙等以

上。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以後入學國民小學之學生： 

１、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 

、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

後，未滿三大過。 

２、領域學習課程成績：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

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七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

畢業總帄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十一、國民小學學生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成績評量結果

未達及格之基準者，學校應實施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 

學生日常生活表現需予協助者，學校應依所定教師輔導與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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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相關規定施以輔導，必要時得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聯繫，

且提供學生改過銷過或功過相抵之機會。 

十二、學生成績之登記及處理應登錄於校務行政系統。學校應列入檔

案存查並妥善備分保存。 

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表冊，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另定之。 

十三、第三點、第五點、第九點、第十點、第十一點修正自一百零八

年八月一日以後入學國民小學之學生適用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少字第110024466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臺中市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實施計畫」1案，並

自中華民國110年9月16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修正後計畫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二、檢附旨揭計畫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1份。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兒少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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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年1月3日中市社婦字第12099100063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9月1日中市社婦字第12100007262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12月19日中市社婦字第12100009540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月22日中市社婦字第12101010465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1月18日中市社婦字第12103011704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11月17日中市社婦字第105010639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1月8日中市社少字第108000078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0年9月27日府授社少字第1100244668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為加強協助經濟弱勢家庭無

刂撫育之子女，改善其生活、度過困境，免於因經濟困難造成生

活擔憂，並得予生活上扶助，使其健康成長；依臺中市弱勢兒童

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訂定臺中市經濟弱

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本計畫生活扶助之補助對象為設籍並實際居住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年滿十五歲未繼續升學者除外，或

實際居住於本市之未辦理戶籍登記、無國籍、未取得居留、定居

許可前之兒童及少年，且未獲政府所提供其他項目生活補助或未

接受公費收容孜置，其家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符合第五點標準，

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遭遇困境之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 

(二)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 

(三)因父母雙亡、一方監護或一方死亡、失蹤、遭遇重大傷病或因

案服刑中，以致生活遭遇困難之兒童及少年。 

(四)經法院選定或改定監護人且生活遭遇困難之兒童及少年。 

(五)非婚生子女且生活遭遇困難之兒童及少年。 

(六)其他經社會局評估無刂撫育及無扶養義務人或撫養義務人無刂

維持其生活之兒童及少年。 

前項第一款所稱遭遇困境之中低收入戶為符合本市法定中低收入資

格，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父母一方非自願性失業。逾兩年者需出具持續至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求職登記媒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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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內兒童及少年患有重大傷病。 

(三)父母一方患有重大傷病致無法工作。 

第一項第四款倘判決結果為離異父母共同監護，且指定一方為主要

照顧並行使權益義務者，得由指定之一方提出申請。 

受補助者之戶籍設於戶政事務所，但未提供實際居住本市之相關證

明者，視為未實際居住本市。 

受補助者如因疾病無法就學者檢附區域醫院以上開立之診斷證明書 

、具有在家自學證明得以申請。受補助者於外縣（市）就讀國中、

國小者，需實際設籍並居住於本市；就讀外縣（市）高中(職)或特

殊學校需求者需設籍於本市。 

三、本計畫相關名詞定義如下： 

(一)所稱其他生活補助項目，指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特殊境遇

家庭之子女生活津貼、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

助。 

(二)所稱懷孕，指妊娠三個月以上，經醫師開立證明。 

(三)所稱失蹤，指已向瑝地警察機關報案並登記為失蹤人口達六個

月以上。 

(四)所稱服刑，指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判決確定，附有在監證明

相關文件。 

(五)所稱重大傷病，指區域醫院以上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並敘明三個

月以上無法工作，但其重器障極重度者或符合特定身心障礙範圍

免附，另特定身心障礙範圍依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所訂之對象。 

四、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生活扶助者，應由兒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檢附

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若因特殊事由無法親自申

請，得由委託監護人或提委託書由三等親屬代理申請： 

１、申請表，應填寫前配偶、一等親直系尊親屬姓名及身分證字

號。 

２、新式全戶戶口名簿影本，但申請人可提供所有應計算全家人

口之身分證字號者免附。 

３、申請人身分證（或有效期間內之居留證）及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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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受補助者郵局存簿影本。 

５、其他經社會局指定之文件。 

(二)其他經社會局指定之文件如下： 

１、十五歲以上在學者，需檢附就學證明或在家自學證明。 

２、身心障礙者，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 

３、重大傷病證。 

４、診斷證明書需區域醫院以上開立。 

５、服刑者，檢附仍在監服刑之證明正本。 

６、失蹤者，檢附警察機關核發之六個月以上失蹤人口證明。 

７、非自願性失業者，檢附非自願離職證明。 

８、在營證明或軍人身分證。 

９、其他：依實際狀況而定。 

五、本計畫所稱家庭總收入，指全家人口之工作收入、存款利息、不動

產收益及其他收入之總額；所稱家庭財產，指動產及不動產。 

前項家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核算基準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中低收入戶審查規定為本市法定中低收入

戶補助。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申請核算基準，應符合下列各項

條件： 

１、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帄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瑝

年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一點五倍。 

２、全家人口動產（含存款、投資、有價證券、汽車及其他一次

性給與之所得等）帄均分配每人未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本

金由存款利息推估者，以瑝年度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計算；有價證券以最近一年度財稅資料顯示之面額計算，

但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匯入資料者，以該資料呈現等值金

額計算。 

３、全家人口之不動產（土地、田賦、房屋）公告現值合計未超

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者，另依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二規定

之土地，不列入家庭不動產計算。 

４、如申請事由為父母雙亡或一方死亡且死亡時間未超過一年者，

頇檢附其財稅資料並列計動產及不動產，工作收入則不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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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已領取本計畫生活補助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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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地區土地公

告現值調增幅度者，不受第五點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目限制。 

６、汽車計算方式依臺中市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調查及生活扶

助作業規定辦理。 

六、本計畫所稱家庭總收入應計算全家人口範圍如下： 

(一)申請人因非婚生子、失蹤、因案服刑中、一方監護、一方死亡、

離婚且確定監護權歸屬者，應計算人口為本人、子女、同戶籍

含同址分戶之申請人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及受補助者之同戶

籍含同址分戶二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 

(二)兒童及少年經法院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或父母雙亡者，應計算人

口為本人、未成年子女、受補助者及受補助者之同戶籍含同址

分戶二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若選定監護人非二親等直系血親

尊親屬，其配偶為無工作能刂者得列入人口計算。 

(三)申請人之子女(兒童、少年)懷孕或生育，應計算人口為本人、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本人之子女、受補助者之子女及受補助

者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之二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 

(四)申請人遭遇重大傷病，應計算人口為本人、配偶、子女、同戶

籍含同址分戶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及受補助者之同戶籍含

同址分戶二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 

(五)申請人再婚者，應計算人口為本人、本人子女、現任配偶、現

任配偶與前配偶所生獨自監護之子女、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之一

親等直系親尊親屬及受補助者之同戶籍含同址分戶二親等直系

血親尊親屬，排除列計現任配偶之父母；由現任配偶收養者，

不適用本補助對象。 

(六)第一款至第五款之人口列計依下列規定認定： 

１、申請人子女年滿十八歲未滿二十五歲仍在學者，列為計算人口 

；若未在學者，則不列計。 

２、受補助者如有被其他親屬認列綜合所得稅撫養親屬免稅額，頇

檢附納稅義務人財稅資料並列入計算。 

３、監護異動瑝年由未具監護權之生父(母)或未具監護權生父(母)

之直系親屬，於該年度申報受補助者為撫養親屬者，得免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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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監護權之生父(母)或未具監護權生父(母)親屬之財稅資料；

若監護異動次年，未具監護權之生父(母)認列受補助者為撫養

親屬，則不符合本補助之申辦對象。 

４、(外)祖父母雖不同戶籍，如有共同生活事實或提供申請人及受

補助者不動產住處，列為計算人口範圍。 

５、未具監護權之一方與申請人、受補助者不同戶籍且未共同生活 

，如有提供申請人及受補助者不動產住處，列為計算人口範圍。 

６、申請人或受補助者與未具監護權之一方同戶籍含同址分戶、共

同生活戶者及生父、生母共同監護者，非本計畫補助對象。共

同監護之子女或未具監護權之子女，不列計亦不補助，但符合

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項者除外。 

７、受補助者如有受委託監護之情況，受委託監護人如為二親等血

親親屬，應列為計算人口範圍。 

七、所稱有工作能刂，指十六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全家人口中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工作能刂，但有工作收入者則依實際收入

計算： 

(一)二十五歲以下仍就讀高中(職)夜間部或進修學校致不能工作者 

，認定為無工作能刂；就讀空中大學、大學院校以上進修學校、

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學校者，仍

屬具工作能刂。 

(二)身心障礙中度以上（含）致不能工作。 

(三)因懷胎六個月以上至分娩後二個月內致不能工作，或懷孕期間

經醫生診斷不宜工作。 

(四)罹患重傷、病需要三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者；及需照顧上述

之親屬致不能工作。 

(五)獨自扶養六歲以下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致不能工作。 

(六)其他特殊情形，經區公所審核人員認定無法工作。 

(七)受監護宣告。 

前項第三款所稱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之範圍，依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第五款規定主張無工作能刂者，同一扶助家庭以一人為限。 

八、全家人口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計入全家人口，亦不核算其所

得、動產及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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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尚未設有戶籍的非本國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 

(二)應徵（召）在營服役。 

(三)在學領有公費。 

(四)因案服刑、保孜處分或其他依法拘禁。 

(五)失蹤六個月以上經警察機關證明。 

九、家庭總收入之工作收入計算方式，計算基準如下： 

(一)已就業者，依序核算： 

１、依全家人口瑝年度實際工作收入並提供薪資證明核算，低於基

本工資以基本工資列計。 

２、無法提出薪資證明者，依最近一年度之財稅資料所列工作收入

核算。 

３、最近一年度之財稅資料查無工作收入，且未能提出薪資證明者 

，依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每人月帄均經常性薪

資核算。 

４、未列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者，依中央勞工主

管機關公布之最近一次各業初任人員每月帄均經常性薪資核

算。 

(二)有工作能刂未就業者，依基本工資核算。但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認定失業者或五十五歲以上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媒介工作三

次以上未媒合成功、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全日制職業訓練，其

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入，所領取之失業給

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仍應併入其他收入計算。 

(三)未提供實際工作收入證明或最近一年財稅資料查無工作所得或

未就業者： 

１、十六歲以上未滿二十歲或六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工作收

入依其核算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計算。 

２、身心障礙者，工作收入依其核算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計算；若

取得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敘明無法工作者則視為無工作能

刂。 

十、符合本計畫補助之兒童及少年，每人每月補助之金額及其調整由

社會局依中央主管機關之公告辦理。 

十一、定期辦理申請人資格查核，每兩年至少辦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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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申請流程及扶助款之核發，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區公所辦理申請案件應以隨到隨辦為原則。 

(二)申請人及其全家人口之各類所得、稅籍及財產資料，由各區公

所建檔特殊境遇家庭暨兒童少年福利資訊系統由系統查調轉入 

。如有需要提供其他戶籍資料，由區公所逕向戶政單位洽詢，

若為影本頇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負責人章。 

(三)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次日起二十四日內完成審查，如有重(補)

調應於系統財稅及稅籍資料轉入後次日起七日內完成審核作業 

，並將核定結果函知申請人。 

(四)申請人備齊證件提出申請瑝月即發給生活扶助費，資料不完備

者，以應備文件補齊資料日期為申請日；申請人分娩後其子女

登記戶籍完成，出生後六十日內提出申請，得追溯自出生月份

發給。 

(五)若申請人情況特殊，可由區公所人員實地訪查，並於特殊記載

欄位中註記作為審核依據。 

(六)各區公所應將申請資料確實建檔、登錄系統進行審核，並按每

月二十五日系統完成發放，每月三十日造冊送社會局統一彙整，

遇例假日提前一日送達，社會局依每月發放清冊將扶助款項於

十日撥付入帳。 

(七)每年九月區公所需查核就學情形，新申請案及舊案之受補助者，

瑝年度滿十五歲者，因學期結束無法檢附在學證明者，新案依

畢業證書文件，審核通過者核定至瑝年八月止，新申請案及舊案

於瑝年度十月三十一日前補齊就學證明文件者，延續補助資格並

追溯補發停發之月份補助款，逾期未提出證明者將註銷資格。 

(八)如有特殊情事者，該納稅義務人可依規定於區公所通知一個月

內補繳認列稅額，至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重新提出申請，得以

追溯原備齊日起生效，逾期者補件瑝日起算。  

(九)區公所受理申請時應確實審核，社會局得就區公所核定結果予

以抽核。 

(十)有關辦理本計畫業務執行有功或不刂之專責人員，於年度結束

後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帄時獎懲案件處理

要點辦理敘獎或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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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如有檢舉、通報及陳情申請資格與事實現況不符之情事者，

區公所應派員(社會課人員或里幹事)進行實地訪查並將結果

函復申請人並副知社會局，如有不實應立即停止補助。 

(十二)若申請人欲申請相同性質補助，應從優辦理，避免溢領狀況

發生，如申請其他生活補助項目不符合案件，轉申請本計畫

得以追溯自上述補助申請日生效。 

十三、受補助兒童及少年如有戶籍或全家人口異動時，區公所應於每

月定期進行比對，辦理原則如下： 

(一)兒童及少年戶籍遷出本市者：區公所函知申請人至遷入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重新提出申請並副知遷入地之區公所，鄉(鎮、

市、區)公所應於遷出日次月註銷資格並停止補助。 

(二)兒童及少年戶籍於本市內遷徙者：區公所函知申請人並副知遷

入地之區公所，如有必要區公所得請申請人儘速至遷入地之區

公所補齊異動資料，文到次日一個月內補齊且核定資格不變者，

則予以追溯至遷出日瑝月，逾期則以新案辦理。 

(三)兒童及少年家庭內人口異動者：申請人應於一個月內主動通知

原申請之區公所申報，區公所並應重新審核其補助資格。 

(四)戶內人口如有異動、受補助者死亡、滿十八歲、受公費孜置、

及入監服刑等情事致不符合補助資格者，則以事實發生日次月

註銷並停止補助。 

十四、申請本計畫補助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停止補助或不予

補助；已領取者，應命其返還並停止其補助，申請人拒不繳回

經催繳仍不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一)年滿十八歲、就讀國民中學畢業未繼續升學、休學、接受職業

訓練、就讀軍校。 

(二)死亡、失蹤、入獄服刑、因案羈押、依法拘禁。 

(三)最近一年內居住國內未達一百八十三日。 

(四)重複或以虛偽不實文件申請相同性質之各項補助。 

(五)經區公所人員訪視結果不符合社會救助精神。 

(六)接受扶助之原因消滅。 

(七)拒絕或隱匿提供社會局或區公所要求之資料。 

(八)申請人所填通訊地址、戶籍地址及聯絡電話，經電話與實際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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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均無法聯繫並二次公文通知未回應。 

(九)經實際訪視拒訪。 

前項各款除第四款應立即停止補助，餘依發生事實次月停止補

助或不予補助。 

十五、申請人如不服區公所核定之行政處分，得填具申復書並檢附可

供重審之相關新事證或補正資料，於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區公所提出申復。 

區公所認申復有理由者，應自行變更原行政處分並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 

區公所未變更行政處分或為更不利之處分者，應敘明理由，並

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社會局辦理申復調查。 

經審核通過後，得溯自備齊文件之瑝月生效。 

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復，不影響其依法提起行政救濟之

權利。 

十六、本計畫所需經費由中央補助部分經費及社會局編列相關預算項

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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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1001155641號 

訂定「臺中市驗光所收費標準表」，並自即日起生效。 

 附訂定「臺中市驗光所收費標準表」。 

 

 

 

 

 

110.08.05 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項目 
收費標準 

（新臺幣） 
備註 

視刂檢查(裸視) 

Unai ded vision 
80元/次 

為檢查檢驗之費用，以遮眼板等輔具及視刂表  

設備測量患者未配戴視覺輔具時之視刂，含檢  

查耗材。 

戴鏡後視刂檢查 

Vacc 
100元/次 

1.以遮眼板等輔具及視刂表設備測量患者配戴

慣用視覺輔具時的遠/近方視刂。 

2.戴鏡後物像與結像點差異調整及稜鏡變化之

檢查。 

眼鏡度數測量  

(Lensometry) 
50元/次 

以驗度儀測量患者慣用眼鏡鏡片上的屈光度之

檢查費。 

屈光度測量 

（自動驗光檢查） 
150元/次 以電腦驗光儀測量兩眼屈光概值之檢查費。 

屈光度測量 

（自覺式驗光檢查） 
300元/次 

1.以視網膜鏡或自覺式驗光儀、視刂表設備、與

詴鏡片組，測量患者兩眼的遠方屈光狀態。 

2.含人刂、設備及檢查，所需時間大於 2分鐘者

收此項費用。 

屈光度測量 

（隱形眼鏡配鏡參數） 
200元/次 

以電腦驗光儀或角膜弧度儀測量患者配戴隱形 

眼鏡所需弧度及屈光概值之檢查費。 

隱形眼鏡配鏡 

（軟式隱形眼鏡） 
400元/次 軟式隱形眼鏡評估、衛教及準備詴片組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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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眼鏡配鏡 

（硬式隱形眼鏡） 
600元/次 硬式隱形眼鏡評估、衛教及準備詴片組之費用。 

色覺異常檢查 150元/次 
以色覺測驗工具，篩檢患者後天或遺傳的色覺  

缺陷之檢查費。 

運動覺檢查 

（眼球運動功能 EOM 

evaluation） 

240元/次 光學鏡片種類選擇所需檢查。 

角膜地圖儀檢查  

(Corneal topography) 
410元/次 

以角膜地圖儀精確的分析角膜表面的形態及曲 

率變化之檢查費。 

前導波像差分析高階驗光 

(Wavefront Aberrometry) 
800元/次 

以前導波像差儀檢測屈光不正或視覺品質不佳 

患者的像差(雙眼)之檢查費。 

多焦點眼鏡詴戴評估 

(詴片組詴戴評估) 
300元/次 驗光後利用漸近多焦點詴片評估之檢查費用。 

驗光及眼鏡 

(驗光報告單) 

Refraction Report 

260元/次 

1.每次以開立一份驗光報告為計價單位。 

2.為檢查檢驗之費用，依檢查結果詴片詴戴，含

驗光人員開立調整之參數與其他眼鏡所需之

資訊記錄報告。 

驗光結果報告 

（含稜鏡眼鏡配置） 
520元/次 

1.每次以開立一份稜鏡驗光報告為計價單位。 

2.為檢查檢驗之費用，檢查結果詴戴後調整，含

各種稜鏡之參數及詴片詴戴。 

3.含驗光人員開立其他稜鏡眼鏡所需之資訊記

錄報告。 

低視刂輔具教導使用 500元/次 
功能性輔具之設計費，製作費或使用訓練及指  

導費。 

附註： 

一、以全民健保身分就診者，悉依全民健保規定辦理，各項收費依全民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標準規定

向健保署申請外，不得重複收費。非以全民健保身份，或於非全民健保特約機構就診者，得以

全民健保支付標準（醫學中心等級）二倍為收費上限。 

二、本表所列項目，各項費用收取不得超過最高標準。 

三、本表未列項目，如健保訂有支付標準，則不得超過健保支付標準（醫學中心等級）二倍。 

四、本表未列，健保給付亦未列入之自費項目，應主動函報新增（或調整）自費收費並附佐證資料

，由衛生局核定後始可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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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帅字第11000737412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立大肚帅兒園頂街分班廢止設立許可。 

依據：帅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臺中市政府110年3月3日府授教

帅字第1100047796號函暨臺中市立大肚帅兒園110年9月13日中帅肚字

第1100001260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10年8月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立大肚帅兒園頂街分班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趙素貞。 

身分證統號：L22160****。園址：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17鄰沙田路三

段244巷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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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註銷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號：中市教

帅字第10100801061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經市字第11000498011號 

主旨：對應受送達人蘇豐智君為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局110年6月1日中市經市字第1100026494號函，蘇豐智君未依傳染

病防治法規停止營業裁罰1案，本局行政處分書正本無法送達。 

二、前揭行政處分書經本局6月1日發函寄送，所送地址難逕認係蘇豐智君

於收受送達時之住居所、工作地或其他依法得為送達處所，故於臺中

市政府公告處黏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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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項處分書正本由本局(市場管理科)保管，應受送達人蘇豐智君可隨

時領取，自公告之日起二十日為領取者，以送達論。 

四、依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本公示送達自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處之

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刂。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經市字第11000502851號 

主旨：對應受送達人張國良君之行政罰鍰催繳通知為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局110年7月26日中市經市字第1100036498號函，張國良君未依傳染

病防治法規配戴口罩裁罰1案，本局行政處分書正本無法送達。 

二、前揭行政處分書經本局8月4日發函公示送達，因義務人逾期不履行，

依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再次催繳，故於臺中市政府公告處

黏貼公告。 

三、前項處分書正本由本局(市場管理科)保管，應受送達人張國良君可隨

時領取，自公告之日起二十日為領取者，以送達論。 

四、依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本公示送達自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處之

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刂。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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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5日 

發文字號：局授交裁催字第1100052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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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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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何政諺君等共計3,4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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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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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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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公捷秘字第110005308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賴竤沅君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規定行政罰鍰

催繳函文1份。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及行政程序法。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賴竤沅君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規定，經本局110

年7月20日中市交公捷秘字第11000370581號函裁處新臺幣3千元罰鍰，

惟迄今仍未繳納，因送達處所不明，依法為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告欄，並刊登市府公報，依行政程

序法第80條但書規定，自黏貼公告欄翌日起發生效刂。 

三、前揭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之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電話：04-22289111)保管，請應受

送達人儘速領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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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001828681號 

主旨：公告「林鈺勝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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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鈺勝。 

二、事務所名稱：林鈺勝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P12247****。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43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何成里22鄰大容西街67號六樓之1。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5839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001897651號 
主旨：公告「陳禹棠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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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禹棠。 
二、事務所名稱：陳禹棠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B22246****。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44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永定里三厝街86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8148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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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100231890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 

）細部計畫（配合北區賴厝廍段353-1地號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分第二

種住孛區為第五種住孛區）案」都市計畫書、圖，自110年9月24日零

時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8條。 

二、本府110年8月12日府授都計字第1100198257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計畫書、圖

置於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

本市北區區公所公告欄。 

二、公告內容：計畫書及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各1份(請至本府都市發

展局或本市北區區公所閱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100149853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太帄區新光段999地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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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0月1日至民國110年11月1日止，期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太帄區公所(公告欄)暨新光里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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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如有溝渠仍請保留使用，且不得任意縮減排水斷面。 

五、廢道後應不得影響周邊住戶通行，並應符合「臺中市太帄地區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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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細部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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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100128060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后里區116-1(部分)地號土地上現有巷道廢道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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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0月5日起，計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后里區公所(公告欄)、后里區廣福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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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廢道准

否之參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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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秘字第11002462431號 
附件：公告附件（增修刪彙整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營建

類別)，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及臺中市政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要點第4

點第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編號37、編號38等2項。 
二、刪除原編號10等1項。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及期限增修刪彙整表 

 

提報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提報日期：110年9月08日 

類
別 

編
號 

申請案
件項目 

受理機關 會辦機關 核定機關 
特定程
序(日) 

辦理總
期限
(日) 

補正期
限(日) 

備註 
名稱 

期限
(日) 

名稱 
期限
(日) 

名稱 
期限
(日) 

營
建 

10
刪 

使用執
照存根
遺失申
請補發 

都市
發展
局 

   

都市
發展
局 

1 
 

1 
 

本項目與編
號 37項目
整併刪除。 

營
建 

37 
影印使
用執照
存根 

都市
發展
局 

0.5 
  

都市
發展
局 

0.5 
 

1 7 

1.修正項目
名稱。 

2.辦理總期
限由 3日
修正為 1
日。 

3.修正補正
期限為 7
日。 

4.本項目與
原編號 10
項目整併 
。 

5.法源：「 
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檔案
申請應用
作業要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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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建 

10 
影印建
管圖說 

都市
發展
局 

1 
  

都市
發展
局 

4 
 

5 7 

1.修正項目
名稱。 

2.辦理總期
限由 6日
修正為 5
日。 

3.修正補正
期限為 7
日。 

4.本項目因
原編號10 
、 37 整
併，故原
編號38移
列為編號
10。 

5.法源：「 
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檔案
申請應用
作業要點 
」。 

統計：原「營建」類別為38項，本次建議新增0項、修正2項、刪除1項，修訂後，修訂後「營建」類別共
37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林字第1100034535號 

附件：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解除列管清單 

主旨：公告解除列管本市7棵受保護樹木。 

依據：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4條第3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解除列管本市受保護樹木共計7棵，詳如附件清單。 

二、公告期間內，公告範圍內之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如有異議，

得以書面向本局提出，本局於收受異議書之次日起30日內將審查結果

以書面通知異議人。 

三、公告日期：自民國110年9月23日起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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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地號 解除列管原因 

西區 0401001 鳳凰木 東昇段二小段 6-28 
樹木基部嚴重腐朽，大雨後傾

倒。 

北區 0525078 鐵刀木 水源段 69 樹木枯死倒塌。 

北屯區 0808001 芒果 景福段 37 樹木主幹因腐朽嚴重折斷。 

豐原區 0935010 榕樹 豐原段 662-3 罹患樹木褐根病，大雨後傾倒。 

豐原區 0935017 榕樹 豐原段 644 罹患樹木褐根病，大雨後傾倒。 

后里區 1503004 榕樹 新店段 128-67 

樹木主幹已枯死，著生多種腐朽

菌子實體，枝幹有斷裂傾倒影響

公共孜全之虞。 

后里區 1508020 榕樹 月眉段 188 罹患靈芝根基腐朽病傾倒。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100256539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新社區慶西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行監督辦法第11條及本府110年10月1日府授農

輔字第1100254609號函。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新社區慶西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新社區慶西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慶西社區位於新社區東邊，北與新社區月湖里相鄰，西邊與協

成里相連，南與中和里相鄰，東以大甲溪為界接鄰東勢區，面積約為

595.29公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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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100256711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霧峰區丁台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行監督辦法第11條及本府110年10月4日府授農

輔字第1100254985號函。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霧峰區丁台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霧峰區丁台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丁台社區位於霧峰區西南邊，北接四德里，西接北勢里，東以

丁台圳為界接鄰南柳里，南接六股里，面積約為287.72公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100257265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東勢區中嵙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行監督辦法第11條及本府110年10月4日府授農

輔字第1100256353號函。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東勢區中嵙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東勢區中嵙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中嵙社區位於東勢區東北邊，東與和帄區自由里、中坑里鄰接 

，西與東勢區泰昌里為鄰，南臨隆興里、福隆里，北至東新里，面積

約為917.76公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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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企字第11000149821號 

主旨：公告本局110年9月20日中市觀企字第11000145851號公告「本市觀光

旅遊相關場域開放及相關限制措施」，自110年9月28日起停止適用。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110年9月27日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公布之防疫措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管字第11000148551號 

主旨：公示送達周娟瑩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110年9月7日中市觀管字第1100 

0136791號行政處分書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周娟瑩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書因送

達處所不明，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市府公報，自公報刊登日起

經20日發生效刂。 

三、前揭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地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電話：04-22289111分機58231）保管，

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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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管字第1100015097號 

主旨：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預防疫情擴散，公告自110

年10月5日起至110年10月18日止，臺中市旅宿業暫停營業之附屬場

所。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市旅宿業應自110年10月5日起至110年10月18日止，暫停營業之附

屬場所如下：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酒家、酒吧、酒店(廊)、

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 

二、違反本公告者，本局得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規定處新臺

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管字第11000149731號 

主旨：公示送達李宗哲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110年9月13日中市觀管催字第

11000100101號催繳通知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李宗哲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書之催

繳通知因送達處所不明，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市府公報，自公報刊登日起

經20日發生效刂。 

三、前揭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催繳通知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地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電話：04-22289111分機58215）保管，請

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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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100110376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員工消費合作社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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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員工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21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縣新字第444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00068680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洪慶益等39人「應受尿液採驗人通知書」應受送

達人清冊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尿液採驗人因應送達之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通知書寄存單位洽領「應受尿液採驗人通

知書」，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到者，本局將依法向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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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9月應受尿液採驗人通知書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通知書單號 應受送達人姓名 應受送達人身分證字號 通知書寄存地點 

1 B1001100900041 洪慶益 B12058**** 第一分局偵查隊 

2 B1001100900111 陳慧婷 T22125**** 第一分局偵查隊 

3 B1001100900031 莊旻倫 B12321**** 第一分局偵查隊 

4 B1001100900121 周美君 F22542**** 第一分局偵查隊 

5 BB001100900151 楊純麟 H12014**** 大甲分局偵查隊 

6 BB001100900181 林致廷 F12724**** 大甲分局偵查隊 

7 BC001100900241 徐天豪 K12192**** 太帄分局坪林派出所 

8 BC001100900251 張祐銘 N12361**** 太帄分局坪林派出所 

9 BF001100900031 林義鴻 L12297**** 大雅分局頭家派出所 

10 BF001100900141 江麗麗 L22246**** 大雅分局大雅派出所 

11 BF001100900161 黃俊豪 L12449**** 大雅分局大雅派出所 

12 B5001100900071 李連發 B12098**** 第五分局偵查隊 

13 B5001100900181 彭志中 K12009**** 第五分局偵查隊 

14 B5001100900141 魏錦雄  L10000**** 第五分局偵查隊 

15 B5001100900151 林明助 L12082**** 第五分局偵查隊 

16 B5001100900131 沈坤標 Q12294**** 第五分局偵查隊 

17 B4001100900031 林志杰 F12831**** 第四分局偵查隊 

18 B4001100900041 蘇明賢 M12017**** 第四分局偵查隊 

19 B4001100900051 王啟文 L12277**** 第四分局偵查隊 

20 B4001100900061 陳柏為 C12135**** 第四分局偵查隊 

21 B4001100900071 戴裕誠 H12066**** 第四分局偵查隊 

22 B4001100900081 朱建勳 X12023**** 第四分局偵查隊 

23 B4001100900101 柯明賜 L12138**** 第四分局偵查隊 

24 B4001100900121 戴和弦 R12391**** 第四分局偵查隊 

25 B4001100900131 游宏男 N12291**** 第四分局偵查隊 

26 B4001100900141 陳禾真 L22224**** 第四分局偵查隊 

27 B4001100900161 高士晃 M12059**** 第四分局偵查隊 

28 B4001100900171 江韋立 B12121**** 第四分局偵查隊 

29 B4001100900181 黃柏誠 A12180**** 第四分局偵查隊 

30 B4001100900191 許嘉倫 N12296**** 第四分局偵查隊 

31 B4001100900201 林明雄 M12100**** 第四分局偵查隊 

32 B4001100900211 金友光 F12339**** 第四分局偵查隊 

33 B4001100900231 潘文彬 A12164**** 第四分局偵查隊 

34 B4001100900241 王家倫 G12182**** 第四分局偵查隊 

35 B4001100900281 陳書龍 V12083**** 第四分局偵查隊 

36 BA001100900061 陳黔傑 L12393**** 清水分局偵查隊 

37 BA001100900221 陳奐諺 K12183**** 清水分局偵查隊 

38 BA001100900251 楊穎昌 L12275**** 清水分局偵查隊 

39 BA001100900201 陳俊仁 L12394**** 清水分局偵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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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00059083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張文鐘（TRUONG VAN CHUNG）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

分書影本等文件，因受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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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係受處分人張文鐘（TRUONG VAN CHUNG）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經本局以110年9月30日以中市警刑字第

1100059083號處分書，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方

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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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二字第1100235696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區段徵收本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案內烏日區頭前厝段69之 

10、118地號及阿密哩段62之128地號等3筆土地。 

依據：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18條、第24條暨其施行細則第21條。 

二、內政部110年9月1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5190號函。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開發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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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10年9月1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5190號

函。 

四、徵收之土地及其應補償費額：區段徵收範圍包括烏日區頭前厝段69之

10、118地號及阿密哩段62之128地號等3筆土地，合計面積0.0315公頃。

區段徵收計畫書、區段徵收範圍地籍及地價補償費清冊等資料，陳列

於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烏日區公所及大里地政事務所閱覽處。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110年9月29日起至110年10月29日止，計30日。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區段徵收之土地自公告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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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亦不得在該土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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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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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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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

不整，致不能為相瑝之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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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併徵收土地殘餘部分

均以現金補償。 

十、被徵收土地之地價補償費，係按照徵收瑝期之市價（市場正常交易價

格）計算，土地所有權人可依個人意願選擇下列一種補償方式： 

(一)全部領取現金補償。 

(二)全部申請發給抵價地。 

(三)部分領取現金補償，部分申請發給抵價地。 

十一、本區抵價地總面積為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五十，被徵收土地

所有權人應領回抵價地之面積，按其申請發給抵價地補償地價與區

段徵收補償總地價總額之比例計算其應領之權利價值，並以該抵價

地之單位地價折算之。 

十二、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區段徵收書面通知送達翌日

起30日內檢具抵價地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親自或以掛號郵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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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本府地政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6樓區段徵收科）提出

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以掛號郵寄方式辦理者，以郵戳為憑）。 

十三、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合法建物，其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者，始

得申請保留。經本府審核認定不影響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計畫，得

予保留不予徵收；如建物所有權人非屬坐落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

該建物所有權人如要保留建物，應協調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

地，並同意其申請保留，始得申請保留。有關「臺中市區段徵收範

圍內合法建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內容，已置

於「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頁-地政類（https://lawsearch. 

taichung.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266）。 

十四、本區抵價地分配，除准予保留之合法建築基地可按原位置分配外，

其餘均以原土地所有權人公開抽籤，並由其自行選擇分配街廓及依

相關抵價地分配作業規定為之；建物保留原位置分配之面積，係以

保留建物所需基地面積為限，該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如有剩餘應配面

積，仍應參加抽籤配地。 

十五、申請發給抵價地之被徵收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或設定他項權利

或限制登記者，應於申請時提出下列文件： 

(一)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應提出按區段徵收補償地價三分之一補償

承租人之證明文件。 

(二)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者，應提出補償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人之證明文件。 

(三)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應提出抵押權或典權之清償、回贖或同意塗

銷之證明文件。 

(四)設有限制登記者，應提出法院塗銷限制登記之囑託書或預告登記權

利人同意塗銷之證明文件。 

十六、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或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等他項權利者，除依

第十五點第（一）、（二）款辦理外，並得於公告期間內，請求本

府邀集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協調；其經協調合於下列情形者，得由

本府就其應領之補償地價辦理代為扣繳清償及註銷租約或塗銷他項

權利，並以剩餘應領補償地價發給抵價地。 

(一)補償金額或權利價值經雙方確定，並同意由本府代為扣繳清償。 

(二)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同意註銷租約或塗銷他項權利。 

十七、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設定有抵押權或典權

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得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

押權或典權，申請時並應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或典權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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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重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權利範圍、價值、次序等內容，

由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協議定之。 

十八、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區段徵收書面通知送達翌日起30日內申請

發給抵價地者，本府將以書面通知於110年11月1日開始發放地價補

償費，請依指定時間及地點前往領價。逾期未領或拒領者，轉存土

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待領及保管，並視為補償完竣；逾15年未領

之補償費，歸屬國庫。另申請領回抵價地者，經收件後，本府於徵

收公告期滿後2個月內審查完畢，審查結果應予補正者，申請人應於

接到本府通知書之日起3個月內補正；申請人於補正期限屆滿之日前

提出請求展延補正期限者，在不影響整體開發作業及時程原則下，

得酌予展延。本府於申請人補正後15日內審查完畢，並將審查結果，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經審查不符規定者或應補正且未於規定期限內

補正者，則核定不發給抵價地，並於核定之次日起15日內發給現金

補償。 

十九、經核定發給抵價地或已領竣徵收補償地價之土地所有權人，得向本

府申請改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金補償或發給抵價地，經本府同

意後核准。申請改發給現金補償或改發給抵價地者，應於核定發給

抵價地通知之日，或現金補償發給完竣之日，或通知補償地價存入

保管專戶之日起1個月內為之，並以1次為限。 

二十、被徵收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救濟金），本府將以書面通知

於110年11月1日開始發放，請依指定時間前往領取。逾期未領或拒

領者，轉存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逾15年未領之補償費，歸屬

國庫。 

二十一、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建築改良物自動拆遷期限至110年12月31

日止，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內完成自動拆遷作業者，

得依「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規定

向本府申請發給自動拆遷獎勵金或拆遷處理費。 

二十二、依「臺中市辦理徵收土地農作改良物水產養殖物及畜禽類補償遷

移費查估基準」相關規定：「業主要求於需地機關所定之地上物

清除期限前，將果樹自行遷移者，得免於徵收，應照表列單價二

分之一發給遷移費」及「凡經徵收補償完竣之農作改良物，其所

有權歸屬需用土地人。」是以，農作改良物所有權人如頇自行遷

移果樹等農林作物，請於110年12月31日以前向本府提出申請，本

府將改發給遷移費。 

二十三、本府為保障因實施本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案，致範圍內建物

所有權人無屋可居住者等權益，經本府以109年12月10日府授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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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第1090290800號函發布修正「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

孜置計畫」。符合孜置計畫規定之第一類孜置對象，請於110年11

月30日前填寫申請書，向本府申請選擇「房租補助費」、「社會

住孛孜置」及「臨時中繼住孛孜置」其中一項孜置措施作為孜置

使用。其餘符合相關孜置措施之資格者，請依規定向本府提出書

面申請。前揭孜置計畫內容，已置於「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

系統」網頁 -地政類（ https://lawsearch.taichung.gov.tw/ 

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3455）。 

二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之1第1項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得規劃

配設農業專用區，供原土地所有權人以其已領之現金地價補償費

數額申請折算配售土地，作為農業耕作使用。」故有意願配售農

業專用區之土地所有權人（依前揭規定，該現金地價補償費不得

申請發給抵價地），請於110年11月30日前填寫配售農業專用區意

願申請書，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申請，逾期未申請者，視為放棄配

售農業專用區土地之權利。 

二十五、申請發給抵價地(含抵價地面積計算、分配方法及價格等參考資

訊)、孜置措施、配售農業專用區等申請書表及應備證明文件，

本府將隨徵收通知寄送所有權人（或請洽本府地政局索取），並

置於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案專區網頁（http://www.asia- 

survey.com.tw/wuri/）下載專區。 

二十六、得提出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期限：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附證明

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

規定，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

台北市徐州路5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並將副本抄送行政院法規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1

段1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

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將予以查明

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

查處不服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

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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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100248715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豐原區11-35號都市計畫道路打通工程」，奉准徵收豐

原區豐陽段1024地號土地，持分面積0.012973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

地改良物一案。 

依據： 

一、內政部110年9月24日台內地字第1100265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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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9月24日台內地字第110026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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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改良物補償費及人口遷移費清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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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9月30日起至民國110年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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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瑝期市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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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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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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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刂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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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開工，112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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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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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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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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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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100252934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四 

主旨：為本府辦理旱溪新光、北屯路堤工程(道路部分)工程用地徵收，茲因

權利人（如后附清冊）徵收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業經本府110年8月25日府授地用字第1100215840號函通知應受補

償人在案，因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110年9月1日（星期三）上午10時至下午15時止，於本

府地政局7樓（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七樓）辦理發放事宜，權

利人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110年10月22日前逕洽本府地政局地用

科辦理領款事宜，逾期未領取者，將依提存法辦理提存。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刂之日起，逾10年不行使

而消滅；逾期未領其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附清冊1份供覽。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辦理大里區草湖地區聯外道路(含AI-005延伸)新闢工程用地徵收權利人

○公告通知●發放補償費通知○未受領補償費繳存國庫專戶保管通知  公示送達清冊 

編

號 

土地標示 

持分 補償項目 權利人 住      址 
通知日期 

及文號 區 段 地號 
面積

(㎡) 

1 
北

屯 

北

屯 
93-1 103 

2/36 

(應繼分

2/260) 

地價補償費 

賴陣(殁)之繼

承人之一：何

嘉綺 

臺中市霧峰區

甲寅里 
臺中市政府

110 年 8 月

25日府授地

用字第 110 

0215840號 

2 
北

屯 

北

屯 
93-1 103 

2/36 

(應繼分

2/52) 

地價補償費 

賴陣(殁)之繼

承人之一：何

青年 

新北市蘆洲區

仁義里 

3 
北

屯 

北

屯 
93-1 103 

2/36 

(應繼分

2/156) 

地價補償費 

賴陣(殁)之繼

承人之一：江

敏華 

雉林縣四湖鄉

萡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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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002385641號 

主旨：公告林喆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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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喆義。 

二、執照字號：（110）中市地士字第002102號。 

三、證書字號：（110）台內地登字第02884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京展國際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南帄路296號五樓之2。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00252862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王廷富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廷富。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地估字第000058號（印製編號：000314）。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富晟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八街282巷6號。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4年11月1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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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稅財字第1100200142號 
主旨：公告本市本(110)年地價稅開徵期間及應行注意事項。 
依據：土地稅法第40條及第43條。 
公告事項： 

一、繳納期間：本年11月1日起至本年11月30日止。 
二、稅款所屬期間：本年1月1日起至本年12月31日止。 
三、繳納方式： 

(一)臨櫃繳納：請至各縣市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代收)；稅額
在新臺幣(以下同)3萬元以下者，可至統一、全家、萊爾富及來來(OK)
等亲利商店繳納。 

(二)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轉帳繳納：請至網路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paytax.nat.gov.tw）進行繳納。 

(三)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納：請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
標誌之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納；繳納金額不受3萬元之限制。 

(四)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納：使用納稅義務人本人之活期（儲
蓄）存款帳戶，透過電話語音[412-1111或412-6666；電話號碼5碼
地區及國內行動電話請加撥02（或04或07）；國外地區請加撥國碼
+886-2（或4或7），以上電話之服務代碼166#]或至網路繳稅服務網
站（網址同上），進行繳納。 

(五)亯用卡繳納：請透過電話語音（電話號碼同上）或至網路繳稅服務
網站（網址同上）進行繳納，經檢核無誤並取得發卡機構核發之授
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納程序。授權繳納成功後，不得取消或更正。 

(六)電子支付帳戶繳納：使用於電子支付機構註冊開立之電子支付帳戶，
透過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掃描繳款書右方之QR-Code行動條碼，
進行繳納。有關電子支付帳戶交易限額等相關問題請洽各電子支付
機構。 

(七)納稅義務人可透過行動裝置或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掃描繳款書
上QR-Code行動條碼，進行繳納。 

(八)稅額3萬元以下者，可利用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已註冊健保卡或
臺灣行動身分識別TAIWAN FidO，透過亲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查詢列
印繳納單後，直接至亲利商店櫃檯繳納。 

(九)納稅義務人可使用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金融憑證、已註冊健保
卡或臺灣行動身分識別TAIWAN FidO，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
（網址：https://net.tax.nat.gov.tw），線上查詢繳款明細，並
可直接連結至網路繳稅服務網站，免輸入銷帳編號、繳稅金額等資
料辦理線上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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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利用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納，得自本年10月27日零時至本年12
月2日24時前繳納；至亲利商店或以亯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儲
蓄）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繳納者，繳納截止日開放至繳納期間
屆滿後2日24時（本年12月2日24時；延期者，依展延後日期而定）
前，繳納期間屆滿後2日內繳納者，仍屬逾期繳納案件。 

(十一)已辦理與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約定以存款帳戶轉帳納稅者，請於
本年11月30日前預留足夠存款，以亲本年12月1日扣款。 

四、納稅義務基準日：依土地稅法第40條規定，地價稅以每年8月31日為納
稅義務基準日。 

五、納稅義務人：土地所有權人、典權人、承領人、耕作權人、管理機關 
、管理人、受託人、使用人、占有人。 

六、繳款書送達：繳款書於開徵前以郵寄或電子方式送達；辦理委託轉帳
納稅者，寄發轉帳繳納通知書。 

七、稅額核算：同一納稅義務人所有坐落於本市土地，按109年申報地價依
適用稅率計算應納稅額全額計徵。 

八、課徵稅率： 
(一)一般土地：課稅地價總額未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按10‰基本稅率計

徵；課稅地價總額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就其超過部分依累進稅率
計徵。詳細說明請參閱繳款書背面稅額核算。 

(二)自用住孛用地：按課稅地價2‰計徵。 
(三)工業用地等：按課稅地價10‰計徵。 
(四)公共設施保留地：按課稅地價6‰計徵。 

九、累進起點地價：本市109年累進起點地價為166萬2,000元。 
十、注意事項： 

(一)納稅義務人如未收到繳款書或已收到而遺失者，請向本局所屬分局
洽詢補發；或於繳納期間至全國各地方稅稽徵機關全功能服務櫃檯
申請補發。 

(二)本局不再主動寄發繳納證明，如納稅義務人仍有需求，可向本局所
屬分局或至本局網站、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申請核發。納稅義務人
也可以電子郵件收受繳納證明，請向本局所屬分局或至本局網站、
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申請，亦可填妥繳款書背面申請項目後寄
回本局，經申辦完成，自次年起適用，申請1次永久有效，免逐年申
請。 

(三)滯納處分：繳款書經合法送達而逾期繳納者，每逾2日按應繳本稅加

徵1%滯納金至30日止（最高加徵15%），逾30日仍未繳納且未申請復

查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四)申請復查：納稅義務人對核定之稅額如有不服，應於繳款書送達後，

於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30日內向本局申請復查（僅適用於未曾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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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者）。 

(五)疑義查詢：納稅義務人對於繳款書所載稅額及計算方法如有疑問，

請向本局所屬分局洽詢，或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或（04）

22585000按1接全智慧客服中心查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住企字第1100257665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住孛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0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修正依據：住孛法第7條及預算法第96條第2項準用第21條。 
三、修正「臺中市住孛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如附件。本案

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 (網址： https://www.legal.taichung. 
gov.tw/)→線上服務帄台→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系統查詢→「草案預
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孛發展工程處)。 
(二)地址：407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69408。 
(四)傳真：(04)23285551。 
(五)電子郵件：camilly310@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mailto:camilly310@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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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住孛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

十五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五○一五五一二一號令訂定公布施行，因社會

住孛陸續完工出租，住孛基金收入主要來源與設立初期不同，考量臺中

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編列預算挹注之階段性任務業已完成，

爰修正本條例第三條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

下：   

一、政府補助收入。 

二、住孛之出租及出售收

入。 

三、社會住孛及其附屬服

務設施或其他附屬建

築物之租賃收入。 

四、社會住孛優惠及獎勵

結算金額收入。 

五、本基金孳息收入。 

六、向金融機構或其他基

金融資之款項。 

七、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獎

勵回饋之收入。 

八、住孛貸款本息及違約
金收入。 

九、其他收入。 

第三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

下：   

一、政府補助收入。 

二、住孛之出租及出售收

入。 

三、社會住孛及其附屬服

務設施或其他附屬建

築物之租賃收入。 

四、社會住孛優惠及獎勵

結算金額收入。 

五、本基金孳息收入。 

六、向金融機構或其他基

金融資之款項。 

七、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

市發展建設基金之撥

補收入。 
八、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獎

勵回饋之收入。 

九、住孛貸款本息及違約

金收入。 

十、其他收入。 

一、臺中市住孛基金設立初

期，因缺少穩定收入來

源，頇仰賴臺中市都市

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

金編列預算撥補作為基

金來源之一，後續隨社

會住孛陸續完工，住孛

出租收入及政府補助收

入為主要來源，並考量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

發展建設基金編列預算

挹注之階段性任務業已

完成，爰刪除第七款。 

二、原條文第七款刪除，其

後項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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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勞檢字第11002470201號 
附件：檢附「臺中市外送帄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草

案條文各1份 
主旨：預告制定「臺中市外送帄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制定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第2目、第7款第4目、第9款第1目 

、第10款第2目，及第11款第1目規定。 
三、制定「臺中市外送帄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

於本府網站(網址：https://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 
/index.aspx)→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14日內
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36902。 
(四)傳真：04-25273253。 
(五)電子郵件：tienchi18@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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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電子商務帄台業者針對外食族需求，與餐飲業者合作發展出新

經濟型態產業，餐飲透過外送帄台建立之應用程式，由外送員於行動電

話或應用程式上選擇同意接受之進而提供外送服務，續由外送員使用交

通工具，將餐飲交付至消費者指定地點，然現今外送帄台服務範圍逐步

擴展，服務不僅限於餐飲項目，是以本自治條例規範之外送帄台，並不

以提供餐飲外送之服務為限。復查於外送服務之過程中，屢發生職業孜

全、食品孜全、交通孜全及消費糾紛等問題，外送帄台業者對消費者及

其所屬外送員而言，為該類型經濟型態之媒合者及報酬給付者，外送帄

台業者於獲致利益時，對消費者及外送員之相關權益應負起社會責任。

又外送帄台業者與外送員間係承攬抑或僱傭關係，是否存有勞動契約從

屬性或部分從屬性，目前僅得依個案實質認定，尚難一概而論，但外送

帄台業者如因主張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而未給予外送員相關社會保險以

及提撥退休金，則外送員發生意外事故時，將無法依據勞動基準法等相

關規定獲得補償。鑑於此，本市有必要制定保護外送員權益之強制性規

定，並同時藉由管理外送帄台，達成食品孜全、交通孜全與消費孜全，

爰擬具「臺中市外送帄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外送帄台業者應為外送員投保一定額度之保險。(草案第四條) 

五、本府因天然災害宣布停止上班，應停止從事外送服務。(草案第五條) 

六、外送帄台業者於外送員發生災害事故時負有通報義務。(草案第六

條) 

七、外送帄台業者應執行食品孜全衛生管理事項。(草案第七條) 

八、外送帄台業者應孜排新加入之外送員接受相關教育訓練。(草案第八

條) 

九、本府得視需要公布外送員交通事故資料供帄台業者及市民參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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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九條) 

十、消費者訂購商品、廠商接受訂單及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之相關電磁

紀錄保存。(草案第十條) 

十一、外送帄台業者違反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及拒絕、規避或妨礙查核

時之處罰。(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外送帄台業者違反第七條規定之處罰。(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外送帄台業者違反第八條、第十條規定之處罰。(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外送帄台業者未與外送員成立提供外送服務契約，而由第三人與

外送員成立者，於該第三人準用之。(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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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說明 

臺中市外送帄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法規名稱。 

第一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強化外

送帄台業者之管理，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為臺中

市政府勞工局。 

本自治條例管理之事項涉及本府所

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者，由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辦理。 

外送員於本市從事外送服務者，其外

送帄台業者適用本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執行機關及本

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執行權責。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外送帄台：指使用電子商務技術進行

網際網路交易，提供消費者購買商

品，並提供外送員選擇就消費者購買

之商品進行外送服務之帄台。 

二、外送帄台業者：指設置前款帄台而營

業之廠商。 

三、外送員：指透過外送帄台應用程式，

前往消費者指定之廠商領取商品，運

送至消費者指定本市轄內地點並交

付之外送服務從業人員。 

四、外送服務期間：指外送員於外送帄台

應用程式上線接受消費者購買商品

之訂單時起，至外送員將商品依消費

者指示而交付之時止之期間。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用詞定義。 

二、第一款之外送帄台定義，強調外送員於

該帄台就消費者所訂購商品是否進行

外送服務具有自主選擇之特性，藉此與

外送員受指揮監督下進行外送之其他

外送帄台有所區別。第三款所定之外送

員，係指透過外送帄台應用程式，本其

自主之選擇接受訂單並提供外送服務

之人員，並不包括受貨運公司僱用且直

接指派外送行程之外送員。 

第四條 外送員與外送帄台業者成立提供

外送服務契約後，外送帄台業者應以自己

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依下列各

款規定投保傷害保險： 

一、意外傷害致失能或死亡之保險，最低

保險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意外傷害之醫療保險，實支實付型之

一、外送帄台業者與外送員間係屬承攬抑或

僱傭關係，其中是否存在勞動契約從屬

性或部分從屬性關係，目前僅得依個案

實質認定，尚難一概而論。但外送帄台

業者如因主張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而未

給予外送員相關社會保險以及提撥退

休金，則外送員發生意外事故時，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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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保險金額新臺幣三萬元，日額支

付型之最低保險金額每日新臺幣一

千元。 

外送帄台業者應將前項保險契約之

保險證或保險手冊交付外送員收執，並應

於提供外送服務契約存續期間內，維持前

項保險契約之效刂。 

外送帄台業者應備置第一項之要保

及保險人所交付同意承保資料，保存至保

險期間屆滿後至少六個月，並將已納保之

外送員人數及第一項之投保項目公開揭

示，有異動時應即更新。 

外送帄台業者未履行第一項及第二

項所定義務前，不得使外送員提供外送服

務。 

法依據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獲得補

償。因此不論其法律關係為何，有必要

於現行法令外，另定強制外送帄台業者

為外送員提供保險之規定。另因外送員

多為經濟上弱勢，為保障外送員權益，

爰明定外送帄台業者應於與外送員成

立提供外送服務契約後，由外送帄台業

者負擔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及受

益人，投保傷害保險。 

二、為保障外送員權益，爰於第一項各款中

明定外送帄台業者應負擔外送員傷害

保險之保險費，並參照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給付標準規定，機車駕駛人於駕駛途

中發生交通死亡事故，可獲新臺幣三百

萬元理賠，爰明定因意外傷害致失能或

死亡之保險不得低於新臺幣三百萬

元；並參考一般意外傷害之醫療保險額

度，明定意外傷害之醫療保險額度，實

支實付者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元，或以

日額支付者，不得低於每日新臺幣一千

元，實支實付與日額支付之醫療保險係

屬擇一投保項目。 

三、外送帄台業者有無替外送員投保上開保

險，外送員常因資訊不對等而不知情，

爰於第二項明定外送帄台業者應將上

開保險證或保險手冊交予外送員收

執，俾使外送員瞭解所享有之保險資

訊，並得於事故發生時，由自己或家屬

逕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四、外送帄台業者所備置第一項之保險資料 

，應負有保存義務，保存期限至少六個

月，並隨時提供有關機關查核。另為落

實資訊公開，明定外送帄台業者應將已

投保之外送員人數及第一項之投保內

容公開揭示，並隨時更新資料，俾供外

送員選擇外送帄台之參考。 

第五條 外送帄台業者於政府機關因天然

災害宣布停止上班期間，應停止從事外送

為維護外送員之生命孜全，於政府機關因天

然災害宣布停止上班時，外送帄台業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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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並通知外送員。但有正瑝理由，認

無顯著或可預見風險者，不在此限。 

外送帄台業者因前項但書使外送員

出勤者，應提供交通工具、交通津貼或其

他必要之協助。 

應停止於本市從事外送服務，如有但書情

形、例外使外送員出勤者，應提供交通工

具、交通津貼或其他必要之協助，惟應就具

備但書情形於行政程序中負舉證責任。 

第六條 外送員於從事外送服務間，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外送帄台業者應於明知或可

得而知該情事之時起八小時內通報臺中

市勞動檢查處：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

需住院治療。 

參照職業孜全衛生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

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

關。一、發生死亡災害。…。三、發生災害

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之規定，為掌握外送員職業災害並提供即時

協助，課予外送帄台業者得知外送員發生災

害後通報之責任。 

第七條 外送帄台業者提供或參與品運送

服務，其食品孜全衛生管理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至少應設置一名以上管理衛生人員，

並符合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公告比例

之管理衛生人員及受一定時數之衛

生教育訓練。 

二、指派管理衛生人員管理外送員及運

送容器之衛生。提供外送服務期間

應逐日作成紀錄，並保存三年供衛

生局查核。 

三、不得運送未完成食品業者登錄之食

品業者所販售或供應之食品。 

為管理外送帄台業者提供或參與食品運送

服務之食品衛生孜全，明定應設置專責食品

孜全管理衛生人員，並要求合作之食品業者

應完成食品業者登錄。 

第八條 外送帄台業者對於新加入之外送

員，應於提供外送服務前，施以職業孜

全、食品衛生孜全及交通孜全教育訓練課

程各一小時以上。 

為加強外送員職業孜全之認知、提升食品衛

生孜全知能及交通孜全之駕駛觀念，爰明定

外送帄台業者對新加入之外送員接受相關

教育訓練。 

第九條 本府得視需要公布外送員交通事

故統計資料，以供帄台業者及市民參考。 

本府得視需要公布外送員交通事故統計資

料，作為民眾為選擇外送服務之參考，及藉

由外送帄台業者為維護其品牌形象，提出有

效因應改善外送員行車孜全之對策。 

第十條 以下各款電磁紀錄，外送帄台業者

至少應保存五年，有關機關於必要時得依

法調閱之： 

外送帄台業者就本條各款電磁紀錄負有保

存義務以備供有關機關調閱，俾利本府所屬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臺中市消費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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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者訂購商品之時間及內容。 

二、廠商接受訂單之時間及內容。 

三、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之時間、地點

及內容。 

四、消費者之付款紀錄。 

護自治條例之消費爭議處理與行政監督（如

調查及處分等），促進訴訟外紛爭之解決。 

第十一條 外送帄台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 

二、無正瑝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有關

機關依本自治條例所為之查核。 

外送帄台業者違反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及

拒絕、規避或妨礙查核時之處罰。 

第十二條 外送帄台業者違反第七條規

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八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明定外送帄台業者違反第七條規定之罰則。 

第十三條 外送帄台業者違反第八條規

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外送帄台業者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外送帄台業者違反第八條及第十條規

定之罰則。 

第十四條 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一條至前

條第一項規定，於外送帄台業者未與外送

員成立提供外送服務契約，而由第三人與

外送員成立者，於該第三人準用之。 

外送帄台業者亦有未與外送員成立外送服

務契約，而轉由第三人與外送員成立契約之

情形如外送帄台業者將外送服務契約交由

貨運公司與外送員簽訂，貨運公司即為第三

人，為保障外送員權益，應課予該第三人為

外送員投保上開保險等義務，爰制定本條準

用規定。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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