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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高字第1110030579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作業注意事

項」第5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作業注意事

項」第5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修正案及全規定各1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另請本府秘書處登載

本府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秘書室、本局特殊教育

科（均含附件）、本局高中職教育科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1 日中市教高字第 1060036117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0日中市教高字第 107003449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9日中市教高字第 108000533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8 日中市教高字第 109002920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16日中市教高字第 110002803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4日中市教高字第 1110030579 號函修正 

一、本注意事項依臺中巿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帅兒園教師介聘實施要

點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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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注意事項所稱教師係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教師。 

三、辦理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作業(以下稱

市內教師介聘)時，基於缺額互惠原則，未委託參加市內教師介聘學

校所屬之教師，不得申請參加教師市內介聘。 

四、教師經參加當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作業介聘成功後，當

年度不得申請市內教師介聘。 

五、市內教師介聘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申請條件： 

教師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且具有服務條件者，始得申請： 

１、基本條件：現任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合格教師，且無下

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１)教師法第十六條不續聘之情事。 

(２)教師法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一。 

(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

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於義務服務期間。 

２、服務條件： 

(１)現職教師在同一學校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際服務滿六學期，

始得申請介聘。但於同一學校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際服務滿

四學期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經服務學校同意者，

得申請介聘。 

(２)前所稱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不含留職停薪等年資。但育嬰或

服義務役留職停薪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 

(３)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符合本項第一款規定，並經服務學校核

准介聘生效日期前（八月一日）復職者。 

(４)依偏遠或特殊地區資格標準或有關法令甄選進用之教師申請

介聘時，其介聘仍應受任用資格之限制。 

(二)積分計算(任專任教師期間年資始得採計)： 

１、年資積分(最高二十五分)： 

(１)在現職服務學校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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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現職服務學校非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服務年資，每滿一

年給零點五分。 

(２)在現職服務學校兼任秘書、處（室）主任、本局調用教師，

每滿一年加給二分；兼任科主任、處（室）組長、比照科主

任減授時數之兼職職務者（如學程主任），每滿一年加給一

分；擔任本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輔導團專任課程輔導員，每

滿一年加給一分；擔任本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導師、輔導團

兼任課程輔導員，每滿一年加給零點五分。教師代理行政職

務年資，比照兼任行政職務年資採計基準核給分數。未滿一

年之兼任行政職務（包括導師）年資，得合併計算，以較低

之行政職務（包括導師）為採計基準核給分數。 

(３)同一時間具有二種以上兼任行政職務（不包括導師）經歷者，

擇一採計。 

２、在原校最近五年成績考核積分（最高十分）： 

(１)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者，每年給二分。 

(２)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者，每年給一分。 

(３)因病假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者，每年給一分。 

(４)另予考核者，依前述基準各給予二分之一分數。 

３、在原校最近五年獎懲積分，含選務工作之敘獎（最高十分）： 

(１)嘉獎一次給零點三分，申誡一次減零點三分。 

(２)記功一次給一分，記過一次減一分。 

(３)記一大功給三分，記一大過減三分。 

(４)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頒發之獎狀(牌)： 

Ａ、直轄市、縣(市)級者每紙給零點二分。 

Ｂ、中央及本市級者每紙給零點五分。 

(５)同一事實之獎勵不得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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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原校最近五年進修研習等依下列規定給分（最高五分）： 

(１)進修或研習每滿三十五小時，給零點五分，未滿三十五小時，

不計分；其一學分以十八小時計，一週以三十五小時計。 

(２)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參加

具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文號之進修、研習，始得採計。 

(３)取得學歷之進修、加科登記之進修、大學推廣部學分，或經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可之民間研習，均可採計。 

(三)申請科別： 

教師申請市內教師介聘應以合格教師證書所列科別為申請介聘科

別，同時具有二種以上合格教師證書者，以現職服務學校任教科

別為申請介聘科別。 

前項所稱任教科別，指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由校長聘

任之科別，同時應具備該科之合格教師證書。 

申請市內教師介聘之教師於調出時，所遺任教科別職缺供其他教

師調入。 

達成介聘之教師，經聘任後，應配合學校之課程孜排（例如：日、

夜間排課、國中部授課），不得拒絕。 

(四)繳交證件： 

申請市內教師介聘之教師應於本局規定日期前檢具下列表件向原

服務學校申請，學校審核後，於規定期限內提交臺中市立高級中

等學校教師介聘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複核，逾期不予受理。 

１、聘書及教師合格證書。 

２、申請表。（請以 A3格式列印） 

３、市內教師介聘網站填載完整之報名表。 

４、服務證件（年資、考績、獎懲、研習進修等證明文件）。 

以上證件除年資採計至當年七月三十一日外，其餘採計日期至報名

截止日前一週，並應檢附影印本乙份以備查驗。 

(五)介聘作業： 

１、申請日期：依本局公告期限，進入市內教師介聘網站，進入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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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系統登錄申請資料，並檢具證件向原服務學校提出申請。 

２、申請地點：服務學校人事室。 

３、介聘時間、地點：由委員會另訂。 

４、介聘方式： 

(１)市內教師介聘按積分高低、科別次序造冊，現場以電腦作業

辦理。 

(２)電腦作業辦理順序：志願介聘學校多角調，先辦理互調，結

束後再依序辦理三角調、四角調、五角調、六角調。 

(３)申請人申請介聘積分、申請介聘學校均相同時，應依年齡（年

長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成績考核積分、獎懲積

分、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由電腦

排序處理後，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六、上網申請市內教師介聘操作流程，請自行自市內教師介聘網站下載。 

七、教師上網填報之介聘報名表若與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

聘本市他校服務申請表」資料不符者，以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申請介聘本市他校服務申請表」所載資料為準。 

八、經積分審查資格確定後，欲申請放棄市內教師介聘者，需正式行文

陳報本局核備並副知承辦學校。 

九、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本局所定日期召開審查會議，調入教師應

攜帶學經歷證件至新服務學校接受審查，逾期未報到者，撤銷介聘；

經達成市內教師介聘之教師其生效日期為當年八月一日。新服務學

校應依規定日期將審查結果通知承辦市內教師介聘學校，並副知本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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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登字第11100853851號 

主旨：廢止本市「樂億國際商行」（統一編號：82619776）商業登記。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暨本府111年1月6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 

004594號函及111年1月19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017061號公告辦理。 

公告事項： 

一、商業名稱：樂億國際商行、統一編號：82619776。 

二、所在地：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保孜七街49號1樓。 

三、負責人：洪子瑨。 

四、廢止原因：擅自歇業或他遷不明逾6個月以上，因送達處所不明，經公

告通知迄今仍未依規辦理變更(含註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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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局授建養工山字第1110014126號 

主旨：預告本市潭子區豐興段435地號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廢止（詳如位置

圖），徵求異議。 

依據：依據陳國三君現有巷道廢道申請書及比照「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21條規定暨「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現有巷道廢道改道處理原則」

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111年4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1日止，計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潭子區公所(公告欄)、臺中潭子區聚興里辦公

處(公告欄)、廢道現場、本局秘書室(公告欄)、臺中市養護工程處秘

書室(公告欄)、臺中市養護工程處山線工程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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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預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止准

否之參考。如無異議則核發給旨揭地段土地現有巷道廢止證明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100676311號 

主旨：公告「林奕廷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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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廷。 

二、身分證字號：G12204****。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59號。 

四、事務所名稱：大和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福卲街103號。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8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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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100806371號 

主旨：公告「莊明泰建築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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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明泰。 

二、事務所名稱：莊明泰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N12394****。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60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789號14樓之2。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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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110072625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大雅區六雅段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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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12日起，計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大雅區公所(公告欄)、大雅區六寶里辦公處(公

告欄)、廢道現場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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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110075573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五

階段）案」計畫書、圖，並自111年4月15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11年3月24日台內營字第1110014280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計畫書、圖)、本府

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本市西屯區公所公告欄。 

二、公告內容：計畫書及比例尺1/3000計畫圖各1份(紙本請至本府都市發展局

閱覽)，計畫書、圖電子檔並可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閱覽(首頁

https://www.ud.taichung.gov.tw/>業務專區>都市計畫專區>主要計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1100812972號 

附件：議程 

主旨：公開展覽和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中市南區

下橋子頭段191-24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舉

辦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公開展覽期間自111年4月14日起，至111年4月28日

止，計公開展覽15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南區區公

所、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及旨案專屬網頁。 

三、公聽會舉辦事宜： 

(一)事由：和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33條、

第37條規定，擬訂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191-24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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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事業計畫，於提送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前，舉

辦公聽會。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11年4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時假南區西川里崇

仁活動中心(臺中市南區柳川西路一段59號)舉辦公聽會，議程詳附

件。 

四、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方式載明姓名或名稱、

地址、聯絡方式及建議事項，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並將作為本

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之參考。 

五、有關本案事業計畫書內容、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相關資訊請參閱公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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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s://herui191-24.blogspot.com/)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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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1100804031號 

主旨：公示送達吳淑惠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20條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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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吳淑惠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經本府111年1月14

日府授農動稽字第1110008626號函裁處新臺幣3千元罰鍰，並以公示送

達在案，惟迄今仍未繳清罰鍰，因送達處所不明，依法公示送達催繳函

文。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行政罰鍰催繳函文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地址：臺中市后里

區堤防路370號，電話：04-25588024）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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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1100804651號 

主旨：公示送達蔡立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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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蔡立偉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府111年1月20

日府授農動稽字第11100136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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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文。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行政罰鍰催繳函文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地址：臺中市后里

區堤防路370號，電話：04-25588024）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1100869272號 

主旨：公示送達陳明煒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裁處新臺幣3萬元

罰鍰暨不得飼養、認養動物之行政處分書1份。 

依據：動物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陳明煒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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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或

市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違反動物保護法之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地址：

臺中市后里區堤防路370號，電話：04-255888024)保管，請應受送達

人儘速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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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林字第1110012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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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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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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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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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8日起30日。 

 

 

 

 

 

 

行政區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地號 解除列管原因 

沙鹿區 1305012 榕樹 

英才段 999 

(原公告地號：北勢坑

段北勢坑小段 300) 

罹患樹木褐根病傾倒。 

霧峰區 2612008 海棗 新生段 1018 樹木頂芽已死亡並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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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管字第11100062231號 

主旨：公示送達郭孜晏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111年3月23日中市觀管催字第

1110002219號行政罰鍰催繳通知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當事人郭孜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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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行政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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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管字第11100062261號 

主旨：公示送達郭孜晏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111年3月23日中市觀管催字第

1110002220號行政罰鍰催繳通知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當事人郭孜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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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行政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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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1100520662號 

主旨：註銷臺中市溪北民謠發展協會立案資格。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 

公告事項： 

一、註銷立案之人民團體資料： 

(一)名稱：臺中市溪北民謠發展協會 

(二)地址：臺中市大甲區通天路246號 

(三)理事長：李淑禎 

(四)註銷原因：會員大會決議解散 

二、經公告註銷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該會名義對外發文，該會所負之債

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如有不服，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書達到

（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本局向臺中市政府提

請訴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110026382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住居所）地

址，掛號郵寄冊內被通知人，該郵件因無人領取；復於第2次投遞戶籍

（營業）地址，因無法送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

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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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共計210件，違規人得至

本局領取或逕至處分（監理）機關接受裁處，如逾20日（於外國或境

外者逾60日）未領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受文單位 移送件數 備考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2 結案 1 件 

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11 結案 3 件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4 結案 7 件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2  

新竹區監理所 3  

臺南市裁決中心 1  

台東監理站 1  

嘉義市監理站 25 結案 21 件 

苗栗監理站 5  

南投監理站 8 結案 2 件 

彰化監理站 6 結案 1件 

埔里監理分站 1  

雲林監理站 1 結案 1 件 

小計 210  

第 1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2  

到案處所：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 GEH028476 AHM-5991 京＊明有限公司 4000005 111032500 218226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2 GQL103032 MJU-2825 周＊凱 5610102 111033000 320428 其它 成功註記 

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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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2  

到案處所：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3 GEH083428 AFZ-5537 台＊六珍企業有限公司 4000007 111032500 29603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 GEH112977 QP-6228 李＊達 5320001 111032500 32041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 GQKC23032 0898-XJ 李＊暐 5610102 111032500 218334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6 GDJ419755 0898-XJ 李＊暐 4000005 111032500 218204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7 GDJ397625 0683-DJ 陸＊欽 4000006 111032500 218124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8 GV0380212 BG3-135 楊＊明 2110402 111032500 25488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 GV0380211 BG3-135 楊＊明 3160001 111032500 25488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 GDJ390516 BCT-5293 蘇＊杰 5310001 111032500 21814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 GPL117001 AGH-9019 陳＊娟 5610102 111032500 32042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 GEH027594 377-EPS 周＊佑 4000005 111032500 32019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 GPL126008 AGH-9019 陳＊娟 5610102 111033000 36473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第 3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2  

到案處所：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4 GEH111692 AHD-9085 趙＊營 4000006 111032500 32040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5 GEH126803 NX6-520 李＊佳 4000006 111032500 32038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6 GEH083344 APM-9026 高＊傳豊電氣有限公司 4000005 111032500 26978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7 GEH026961 ANZ-1035 壹＊壹房地經紀顧問有限公司 5320001 111032500 21822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 GDJ440643 072-EMJ 李＊孜 4000005 111032500 29594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9 GEH084228 MPT-5193 曾＊彥 4000005 111032500 29607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0 GDJ419881 BGZ-7361 劉＊鋐 4000005 111032500 29599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1 GEH118298 6989-VK 宏＊紙器有限公司 4000005 111032500 320412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22 GDJ396656 6GB-572 楊＊森 5320001 111032500 218158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23 GDJ403878 E5-1455 呂＊達 4000005 111032500 21823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第 4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2  

到案處所：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4 GEH100402 609-TAN 高＊逢 4000005 111032500 296061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25 GEH100315 BES-5930 宋＊禎 4000006 111032500 29605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6 GEH100296 BES-5930 宋＊禎 1210406 111032500 29605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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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GEH085821 BES-5930 宋＊禎 1210406 111032500 29604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8 GEH098997 3262-B2 WOOLEY * * 4000005 111032500 29605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9 GEH085853 BES-5930 宋＊禎 4000005 111032500 29604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0 GEH085030 AYN-8711 陳＊嘉 4000005 111032500 29604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1 GEH098817 RCY-1133 諾＊方舟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5320001 111032500 29605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2 GPL114021 JJR-045 張＊章 5610102 111032500 26981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3 GEH099376 9J-2859 駿＊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4000006 111032500 29606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4 GEH098482 5J-3208 麥＊福 4000006 111032500 29609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5 GEH100385 9J-2859 駿＊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4000006 111032500 29606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6 GQL119041 ANJ-1513 黃＊穎 5610102 111032500 32043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7 GEH121889 0919-YV 陳＊田 6020302 111032500 32038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8 GEH110321 AUS-5976 金＊ 5320001 111032500 32037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9 GEH110322 AUS-5976 金＊ 5320001 111032500 32037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0 GQL120014 BMV-5251 林＊明 5610102 111032500 32043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1 GEH112464 RCY-1133 諾＊方舟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3310102 111032500 32035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2 GEH083347 5052-HW 林＊芬 4000006 111032500 26979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3 GEH084043 BFZ-6519 陳＊旺 4000005 111032500 26979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4 GEH085159 009-GJW 賴＊志 4000005 111032500 29603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5 GEH083788 5321-WJ 陳＊卿 4000005 111032500 26981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6 GEH083790 BLZ-8578 精＊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5 111032500 26980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7 GEH085081 G7C-826 謝＊佑 4000005 111032500 26979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8 GU0724151 000-00 王＊獎 3630002 111032500 25487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9 GQL109008 AJU-6827 廖＊芸 5610102 111032500 21833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0 GQL107015 BCE-1703 周＊霖 5610102 111032500 21833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1 GEH060792 AWP-0283 陳＊旭 5320001 111032500 21825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2 GEH049551 9025-PT 尤＊榕 4000005 111032500 21824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3 GEH048042 9J-2859 駿＊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3310102 111032500 21823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4 GEH049194 9J-2859 駿＊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4000005 111032500 21822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5 GEH028275 LU-9958 陳＊輝 4000005 111032500 21826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6 GDJ398157 BER-8265 光＊水電工程行 4000005 111032500 21817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7 GDJ398150 BER-8265 光＊水電工程行 4000005 111032500 21817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8 GEH051007 AST-1015 黃＊富 3310102 111032500 21823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9 GEH084033 ARU-2359 黃＊爕 4000005 111032500 29608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60 GEH098729 6630-RN 陳＊寰 5310001 111032500 29607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61 GEH112546 9J-2859 駿＊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3310104 111032500 32036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62 GEH112707 9J-2859 駿＊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3310102 111032500 32036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63 GEH112193 AYN-8711 陳＊嘉 4000005 111032500 32038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64 GEH098415 AYN-8711 陳＊嘉 4000005 111032500 32040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65 GEH128101 BHC-3883 黎＊好 4000005 111032500 32039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66 GEH126481 9J-2859 駿＊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4000006 111032500 32035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67 GEH084398 256-EQJ 邱＊約 4000006 111032500 26981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68 GEH084592 ASA-5308 通＊金屬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7 111032500 26978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第 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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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3  

到案處所：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69 GDJ314621 970-LQC 林＊祥 4000005 111032500 5929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70 GEH083581 BEC-2000 羅＊昇 3310104 111032500 269811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71 GDJ390806 3GK-105 林＊漢 4000005 111032500 21813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2 GEH051050 AYX-1823 陳＊國 3310102 111032500 21827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3 GEH061659 NMW-0013 黃＊萩 4000006 111032500 21829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4 GEH049030 MR8-970 雷＊雪華 4000005 111032500 21823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5 GDJ421319 908-LMR 王＊絜 4000005 111032500 21820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6 GEH028444 ASX-8107 林＊鳳 4810402 111032500 21826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7 GEH048335 938-DAW 張＊文 4000005 111032500 21829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8 GEH048868 6630-RN 陳＊寰 4000006 111032500 21823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9 GEH048787 1083-EU 汪＊孙 4000005 111032500 21827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0 GEH048375 HG3-885 黃＊泉 4000005 111032500 21828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1 GQL107018 AXS-2173 陳＊宏 5610102 111032500 21833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2 GEH048902 6630-RN 陳＊寰 4000006 111032500 21823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3 GEH051094 ABF-7853 施＊天 3310102 111032500 21824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4 GEH062032 BCS-5853 陸＊謙 3310102 111032500 218300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85 GEH084059 BMZ-3911 潘＊潔 4000005 111032500 29606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6 GEH098648 BES-6329 晴＊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5 111032500 29607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7 GEH098499 R85093 林＊源 4000005 111032500 32040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8 GEH051124 BHH-8281 廖＊純 3310102 111032500 32025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9 GEH083651 AKA-3921 馮＊洋 3310104 111032500 26980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0 GEH027988 6379-HT 林＊聰 3310102 111032500 21827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1 GEH049105 BHC-0211 林＊琳 3310102 111032500 21828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2 GEH048896 6388-DN 翁＊ 4000005 111032500 26980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3 GEH084020 9319-HT 呂＊展 4000005 111032500 29608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4 GEH084221 203-JPX 冷＊榮 4000005 111032500 29606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5 GEH100311 BFH-1762 呂＊蘭 4000005 111032500 29605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6 GEH083717 BCN-9282 林＊帄 3310102 111032500 296067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97 GDJ439846 NMV-6913 黃＊雯 4000006 111032500 29602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8 GEH028164 NKA-5162 黃＊孙 4000005 111032500 29601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9 GPL120010 AZV-0910 王＊慶 5610102 111032500 29608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0 GPL117021 ALW-7022 廖＊根 5610102 111032500 32040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1 GEH098408 JJN-215 趙＊美雲 4000005 111032500 296104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02 GEH126807 2877-PW 余＊龍 4000005 111032500 32038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3 GPKC28011 AVB-3812 楊＊雲 5610102 111032500 296020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04 GEH112397 6569-NS 王＊有 5310001 111032500 32038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5 GEH126724 HY-7765 周＊昌 4000005 111032500 320349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06 GEH126482 5257-JA 徐＊旗 4000005 111032500 32039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7 GEH028793 AUZ-8321 潘＊浩 4000005 111032500 32020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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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GEH126814 2877-PW 余＊龍 4000006 111032500 32039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9 GEH061706 MLE-9297 施＊叡 4000005 111032500 218312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10 GEH049239 MEC-0092 海＊機車租賃行 4000005 111032500 218307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11 GEH051158 4966-WA 歐＊森 4000005 111032500 218309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12 GEH049261 6750-Q3 寶＊土鷄商行 4000005 111032500 218308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13 GEH112451 8728-X2 簡＊緯 1210406 111032500 320419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第 6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3  

到案處所：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14 GEH111895 BLX-9633 彭＊翔 4000005 111032500 32035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5 GDJ420443 3GK-105 林＊漢 4000006 111032500 26970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6 GEH061744 NMV-6913 黃＊雯 4000006 111032500 26980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7 GDJ426303 6958-WD 彭＊宏 4000006 111032500 29594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8 GEH081546 P3-0538 張＊和 1210406 111032500 26981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9 GEH083173 P3-0538 張＊和 4000005 111032500 26981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0 GQL104033 BMV-5251 林＊明 5610102 111032500 26982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1 GDJ439251 930-GVZ 廖＊泓 4000005 111032500 26974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2 GEH083095 BFJ-5551 陳＊廷 4000006 111032500 296047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23 GDJ426039 R7-0976 簡＊ 4000005 111032500 26971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4 GDJ390949 973-MGE 謝＊志 4000005 111032500 21817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5 GEH051404 BAV-8133 朱＊強 4000005 111032500 21828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6 GEH028699 BES-5930 宋＊禎 1210406 111032500 21826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7 GDJ241564 6737-HZ 黃＊柱 4000005 111032500 108968 其它 成功註記 

128 GDJ240690 6737-HZ 黃＊柱 4000005 111032500 108963 其它 成功註記 

129 GDJ284417 NGN-1501 邱＊維 4000006 111032500 77724 其它 已經結案 

130 GDJ440406 BLX-2125 許＊品 4000005 111032500 218187 其它 成功註記 

131 GDJ420411 NMY-8633 鄭＊榮 4000005 111032500 200965 其它 成功註記 

132 GEH128050 BKC-7120 沈＊ 4000006 111033000 36473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33 GEH144227 803-JLK 王＊偉 4000005 111033000 36472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34 GEH127621 BER-8265 光＊水電工程行 4000005 111033000 36466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35 GEH143232 EQR-2815 王＊田 4000005 111033000 36472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36 GEH142977 9J-2859 駿＊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4000005 111033000 36465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37 GEH143032 9J-2859 駿＊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4000006 111033000 36466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38 GEH084701 AVH-3131 鼎＊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4000005 111033000 36458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39 GEH047885 AXY-1306 鄭＊豐 4000005 111033000 364566 遷移不明 已開裁決書 

140 GEH130724 ANK-7371 陳＊ 4810402 111033000 36463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41 GEH161049 8P-5233 徐＊賢 6020302 111033000 36471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42 GEH158768 5321-WJ 陳＊卿 1210406 111033000 36473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43 GEH158968 5321-WJ 陳＊卿 4000005 111033000 36472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44 GEH126832 ALY-2733 謝＊文 4000006 111033000 36466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45 GQL129001 AUT-5829 廖＊騏 5610102 111033000 36475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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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GEH084629 NKB-0822 何＊玲 4000006 111033000 29603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47 GEH118351 062-GQT 施＊澤 4000005 111033000 36463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8 GEH049596 1881-N5 張＊宜 5310001 111033000 36451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9 GEH158517 BHK-5292 楊＊錦 4000006 111033000 36465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0 GEH061196 MGU-3062 張＊峰 4000006 111033000 36462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1 GEH158491 MLM-5887 柯＊鈞 4000005 111033000 36471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2 GQL105047 BMZ-3911 潘＊潔 5610102 111033000 36474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3 GEH061669 209-NSA 賴＊益 4000005 111033000 29607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4 GEH082974 5321-WJ 陳＊卿 1210406 111033000 29610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5 GEH158967 HY-7765 周＊昌 4000005 111033000 364734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56 GDJ323337 AJS-2662 劉＊正 4000005 111033000 200852 其它 成功註記 

157 GEH112459 8728-X2 簡＊緯 4000005 111033100 320418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第 7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4  

到案處所：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58 GEH062048 3958-KD 邱＊鈞 3310102 111032500 21825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59 GDJ390405 BFQ-2126 勤＊國際有限公司 3310104 111033000 32017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第 8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4  

到案處所： 新竹區監理所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60 GEH027858 4330-GN 詹＊仁 4000005 111032500 21826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1 GEH048080 4330-GN 詹＊仁 3310102 111032500 21816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2 GQL114005 BFD-7050 何＊陽 5610402 111032500 296113 其它 成功註記 

第 9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4  

到案處所： 臺南市裁決中心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63 GEH085514 GV9-298 謝＊斌 4000006 111032500 29603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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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4  

到案處所： 台東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64 GDJ337463 AYR-7830 高＊智 4000005 111032500 147316 其它 成功註記 

第 11 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5  

到案處所： 嘉義市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65 GEH083883 9575-EX 阮＊普 4000005 111032500 269797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66 GEH081545 9575-EX 阮＊普 1210406 111032500 269798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67 GEH083525 9575-EX 阮＊普 4000006 111032500 269799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68 GEH061023 193-KLR 張＊瑋 4000006 111032500 269803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69 GEH060968 MMN-0117 紀＊孙 4000006 111032500 21825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70 GEH061947 9575-EX 阮＊普 1210406 111032500 218292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71 GEH062178 9575-EX 阮＊普 4000006 111032500 218291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72 GEH028722 9575-EX 阮＊普 4000007 111032500 218264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73 GEH098202 9575-EX 阮＊普 4000006 111032500 320361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74 GEH112521 9575-EX 阮＊普 3310104 111032500 320364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75 GEH112453 9575-EX 阮＊普 1210406 111032500 320365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76 GEH111949 9575-EX 阮＊普 3310104 111032500 320371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77 GEH118219 9575-EX 阮＊普 4000005 111032500 320373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78 GEH062183 9575-EX 阮＊普 4000005 111032500 218293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79 GEH028705 9575-EX 阮＊普 1210406 111032500 218263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80 GEH128557 9575-EX 阮＊普 4000007 111033000 364713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81 GEH128564 9575-EX 阮＊普 4000006 111033000 364712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82 GEH143015 AHL-3808 侯＊佳 4000006 111033000 36464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83 GEH158765 9575-EX 阮＊普 1210406 111033000 364655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84 GEH127948 9575-EX 阮＊普 1210406 111033000 364709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85 GEH128554 9575-EX 阮＊普 4000006 111033000 364710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86 GEH128437 9575-EX 阮＊普 4000005 111033000 364711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87 GEH159200 9575-EX 阮＊普 4000006 111033000 364656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88 GQL128003 1075-YC 黃＊晏 5610102 111033000 36475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89 GDJ114800 AQP-1890 陳＊晧 4000005 111033000 894973 其它 成功註記 

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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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5  

到案處所： 苗栗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90 GEH099540 RAE-9855 上＊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4000005 111032500 32036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91 GEH027634 9258-WY 江＊順 4000006 111032500 21822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92 GEH061326 Q9-1457 梁＊傑 4000005 111032500 21829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93 GEH099574 W3-7210 彭＊宏 4000005 111032500 29605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94 GEH142895 W3-7210 彭＊宏 4000005 111033000 36467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第 13 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5  

到案處所： 南投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95 GEH081548 2290-FX 蕭＊芸 1210406 111032500 29603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96 GEH083138 2290-FX 蕭＊芸 4000005 111032500 29603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97 GEH126623 9838-XZ 鄭＊珠律師事務所 3310104 111032500 320357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98 GDJ390895 NBT-9036 蔡＊堯 4000005 111032500 218130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99 GEH048552 0091-ZH 合＊土木包工業 4000005 111032500 21831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00 GEH099120 MPV-0908 吳＊德 4000006 111032500 296064 地址欠詳 成功註記 

201 GEH062129 AHG-6301 林＊如 3310102 111032500 21825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02 GDJ426580 BHF-3617 謝＊澤 4000005 111032500 26968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第 14 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5  

到案處所： 彰化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03 GEH051139 4709-MW 詹＊財 3310106 111032500 21824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04 GPL103009 BHD-7590 陳＊朋 5610102 111032500 32034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05 GEH112659 8327-SF 徐＊員 3310102 111032500 142620 查無此址 已經結案 

206 GPL104026 5W-3059 黃＊倫 5610102 111032500 296015 其它 成功註記 

207 GEH084162 4728-KZ 劉＊松 4000005 111032500 269808 其它 成功註記 

208 GEH048292 MNN-8657 黄＊綸 4000006 111032500 218237 其它 已開裁決書 

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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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5  

到案處所： 埔里監理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09 GDJ333394 MVQ-7038 洪＊祺 4511301 111033000 200870 其它 成功註記 

第 16 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4/6 上午 10:20:45  

到案處所： 雲林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10 GYFB60094 0426-SD 周＊美 1210501 111032500 284904 其它 已經結案 

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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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10013381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PHAM VAN D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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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M VAN DUNG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

項案件，經本局111年4月18日中市警刑字第1110013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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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等文件，並依限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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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10033396號 

附件：公告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各1份 

主旨：修正本局111年3月25日中市環水字第1110027149號公告場址地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條第15款第1目、第12條第2項規定及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高污染潛勢事業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與預防管理

計畫」調查結果。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名稱：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帅獅廠。 

三、場址地址：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工十路33號。 

四、場址地號：臺中市大甲區帅獅段1232、1234、1246、1247地號。 

五、場址面積：面積共7,272帄方公尺。 

六、場址座標：如場址航照套繪圖。 

七、場址現況概述：場址目前由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設廠使用。 

八、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概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高污染潛勢事業土

壤及地下水調查與預防管理計畫」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採樣檢測結果，

土壤重金屬污染物砷、鎘、鉻、銅、鎳、鉛及鋅濃度達344毫克/公斤、

33.5毫克/公斤、404毫克/公斤、13,200毫克/公斤、4,230毫克/公斤、

24,200毫克/公斤及116,000毫克/公斤，分別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60毫克/公斤、20毫克/公斤、250毫克/公斤、400毫克/公斤、200毫

克/公斤、2,000毫克/公斤及2,000毫克/公斤)；地下水污染物硝酸鹽

氮、鎘、鉛及鋅濃度達159毫克/公升、0.451毫克/公升、1.6毫克/公

升及193毫克/公升，分別超過地下水第二類污染管制標準(100毫克/

公升、0.050毫克/公升、0.10毫克/公升及50毫克/公升)。 

九、其他重要事項： 

(一)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自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本局

審查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

郵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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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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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地籍套繪圖 

 

臺中市大甲區帅獅段 1232、1234、1246及 1247 地號 

面積：7,272 帄方公尺 

座標(TWD 97) 

點位 X Y 

A 214997.7 2698921.0 

B 215021.4 2698899.7 

C 215056.7 2698937.0 

D 215104.4 2698889.7 

E 215404.4 2698886.1 

F 215058.2 2698821.8 

G 215039.1 2698841.2 

H 215027.5 298820.6 

I 215007.2 2698838.7 

J 215043.1 2698877.0 

K 214985.1 2698861.6 

L 214962.7 2698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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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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區 帅獅段 

1232、1234、

1246、1247地

號 

7,272 7,272 

砷、鎘、鉻、銅、鎳、鉛

及鋅濃度超過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 

硝酸鹽氮、鎘、鉛及鋅濃

度超過地下水第二類污

染管制標準 

總公告面積(m
2
) 7,272 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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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10033847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129地號土地為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7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129地號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二、場址範圍：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129地號，位置詳如航照套繪圖。 

三、場址面積：面積共6,911帄方公尺。  

四、場址座標：如附件航照套繪圖。 

五、場址現況概述：場址區域為工業區公有道路。 

六、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旨揭區域地下水監測井污染物三氯乙烯濃度超出

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七、限制事項：停止飲用或使用地下水，並禁止鑽井使用地下水。 

八、罰則：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1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辦理，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九、其他重要事項： 

(一)應配合本局依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5條及第25條採取應變

必要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實施。 

(二)如有不服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本局審查

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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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6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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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 129 地號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航照套繪圖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 129地號 

面積：6,911 m2 

座標(TWD 97) 

點位 X座標 Y座標 

A 209477 2674392 

B 209436 2674373 

C 209449 2674363 

D 209323 2674018 

E 209338 267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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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10036349號 

主旨：公告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1年度臺中市水污

染防治稽查輔導及畜牧沼肥推廣計畫」。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一)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政策推動，持續輔導本市畜牧糞尿沼渣沼液

農地肥分使用之推廣宣導與輔導。並落實資源化管理，設置沼液加

肥站，即時提供農民取用。 

(二)清查及稽查轄內較大飼養頭數畜牧場，稽查輔導廢水處理設施操作

及排放情形。 

(三)針對可疑事業，以科學化稽查追源管制方式，破獲污染源。 

(四)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查核輔導作業，辦理列管事業或工業區專用

下水道、社區專用下水道系統及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水資源回收中

心)查核作業。 

(五)辦理水管家租賃、設置、維運及行銷等作業，並辦理水管家專家學

者巡迴輔導團籌劃及業者輔導事宜。 

(六)輔導本市夜市商圈餐飲業者及本局部份清潔隊裝設攔除固體物及油

脂設施。 

(七)其他本局委託水污染管制相關交辦事項。 

二、自中華民國111年4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技佳工

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所在地：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2

段407巷20弄39號4樓。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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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10036733號 

主旨：公告委託「上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111年河川巡孚隊經營運

作輔導計畫」。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二、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2條。 

三、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本案委託「上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事項如下： 

(一)輔導本市河川(水環境)巡孚隊經營運作。 

(二)辦理巡孚志工培訓及專業訓練，種子教師培訓、深耕教育及交流分

享，並輔導使用「手提式感測器」監測、數據彙整、設備維護，加

強巡孚隊員水環境知識及巡孚技能。 

(三)媒合企業、NGO、學校與本市河川巡孚隊合作孚護水環境，並輔導企

業、學校成立巡孚隊。 

(四)辦理淨溪、水質監測，配合本市「一所大學孚護一條河」政策，推

動學生孚護河川，另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世界水質監測競賽

活動，結合世界水質監測日辦理一日小小水環境巡孚員體驗營。 

(五)水環境孚護網、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及地面水體垃圾攔除系統維護。 

(六)提供核發巡孚隊志工孜全巡孚裝備，補貼巡孚隊耗材、便當或早點

等巡孚相關雜支，以維護執行河川巡孚志工孜全。 

(七)推薦優良水環境巡孚隊之特色發展。 

(八)辦理水環境巡孚隊之巡孚範圍之水域生態調查及成果教育訓練。 

(九)辦理本市巡孚隊評比作業並協助表揚績優隊伍。 

(十)辦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相關考核及媒體行銷作業。 

二、自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上浩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所在地：臺中市西區精誠十六街39號2

樓。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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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10037863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修正本局111年4月12日中市環水字第1110033847號公告。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7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129地號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二、場址範圍：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129地號，位置詳如航照套繪圖。 

三、場址面積：面積共6,911帄方公尺。 

四、場址座標：如附件航照套繪圖。 

五、場址現況概述：場址區域為工業區公有道路。 

六、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旨揭區域地下水監測井污染物三氯乙烯及1,1-二

氯乙烯濃度超出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七、限制事項：停止飲用或使用地下水，並禁止鑽井使用地下水。 

八、罰則：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1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辦理，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九、其他重要事項： 

(一)應配合本局依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5條及第25條採取應變

必要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實施。 

(二)如有不服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本局審查

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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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6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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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 129 地號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航照套繪圖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段 129地號 

面積：6,911 m2 

座標(TWD 97) 

點位 X座標 Y座標 

A 209477 2674392 

B 209436 2674373 

C 209449 2674363 

D 209323 2674018 

E 209338 267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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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1100893101號 

附件：範圍圖 

主旨：原公告指定后里區古蹟「內埔庄役場」變更指定種類、定著土地範圍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廢止原公告部分事項，並自公告日生效。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4條及第5

條、行政程序法第122條規定暨本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

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111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臺中縣政府於90年6月13日九十府文資字第三四四九號公告事項部分

廢止。 

二、古蹟名稱：內埔庄役場。 

三、種類：原指定種類為「其他」，變更為「衙署」。 

四、位置或地址：臺中市后里區公孜路84號。 

五、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一)變更理由：經完成「臺中縣縣定古蹟『內埔庄役場』調查研究暨修

復計畫」之調查研究，變更原公告古蹟及其定著土地範圍。 

(二)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古蹟本體包括內埔庄役場廳舍、文庫、

倉庫、防空洞、燒紙爐、大震災內埔庄殉難者追悼碑、圍牆等。定

著土地範圍為后里區民富段271、209地號，面積3,507.53帄方公尺

(實際面積應以實際測繪資料為準)。 

六、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變更理由：經本府完成「臺中縣縣定古蹟『內埔庄役場』調查研究

暨修復計畫」之調查研究，補充原公告指定理由。 

(二)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１、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內埔庄役場，為日治時期臺

灣總督府執行內埔地區地方行政事務、內埔地區居住民辦理公

共事務之所、內埔庄消防警報塔所在地、昭和十年中部大地震

時緊急救援中心、臺灣光復後后里鄉公所所在地，從其興建至

今，擔任內埔地區居民與公部門間重要的溝通橋梁、防災救災

樞紐，迄今已有80幾年歷史，與內埔地區居民有著息息相關的

重要性及共同回憶，因此促成居民保留意識的團結。日治時期

建築物與構造物反映了當時營建的經濟、社會、文化背景，是

實質環境發展時所留下之最具體記錄，同時也是人民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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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記憶。 

２、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廳舍建築外觀左右對稱、居

中處車寄空間、寬廣的辦公空間、建築材料及形式等，以莊嚴

的氣氛形塑出地方行政廳舍之氛圍。較當時一般民眾所見閩式

民居或街道建築相比，本棟建築物另顯現出現代進步，役場內

設有當地少有的自來水洗手臺及電話室、室內浴室、廁所等空

間，都為本棟建築物現代進步的設計之一，另庄役場建築經歷

昭和十年（1935）大地震及民國88年（1999）九二一地震仍屹

立於此，為日治時期公共建築，堅固具防震的歷史證物之一。

本建築包括組成形式、構造工法、材料的選擇和應用、施工的

可能性和合理性等，都具有解釋時代性的特殊意義。 

３、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指定基

準。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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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2項、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規定，得

於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3份及本公告影本，於

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

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範圍圖 

 
          保存範圍      來源：158空間資訊網 

  
來源:臺中縣縣定古蹟「內埔庄役場」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92年 12月出版)(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1 年夏字第 2 期 

  

 

 

 

 

 

 

4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1 年夏字第 2 期 

 4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110099438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五 

主旨：為改制前豐原市公所辦理豐原都市計畫10-4號道路工程，茲徵收補償

費應受補償人劉馮月君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已依法存

入「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因通知書無法送達，特

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於96年5月14日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

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

豐原分行(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

301專戶」（國庫保管專戶）內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二、本案復經本府地政局111年3月28日府授地用字第1110077693號函將屆

15年歸屬國庫期限通知應受補償人在案，惟應受補償人住址不明或按

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函件無法送達。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

而消滅；逾期未領之補償費及孳息歸屬國庫。 

四、上開郵寄文件，暫存於本府地政局地用科，應受補償人得隨時領取。

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有效期限

1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地用

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電話：(04)22218558轉63754

洽辦。 

五、附清冊1份供覽。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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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用土地人(原豐原市公所)為辦理豐原都市計畫 10-4 號用地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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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標示 

補償項目 權利人 持分 住      址 

未受領補償費繳存

國庫專戶保管通知

日期及文號 區 段 地號 
面積 

(帄方公尺) 

豐原 翁子 446-136   
建築改良 

物補償費 
劉馮月 全 臺中市豐原區 

111.3.28 府授地用

字第 1110077693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823281號 

主旨：公告童秋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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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秋瑾。 

二、執照字號：(111)中市地士字第002137號。 

三、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00599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童秋瑾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196巷54號。 

備註：原開業執照（95）中縣地登字第000624號，於99年10月02日因有效

期限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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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85267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佳麗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佳麗。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1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國銓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向學一路120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878611號 

主旨：公告註銷蘇晼莛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蘇晼莛。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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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1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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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878631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大隆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大隆。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78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大隆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帄區中山路二段129巷20弄15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878651號 

主旨：公告註銷顏聰文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顏聰文。 

二、執照字號：（108）中市地士字第001915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盛和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朝富路213號19樓之9。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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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878661號 

主旨：公告註銷許俊山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俊山。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80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許俊山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忠誠街38號六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87868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郡庭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郡庭。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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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北屯區山西路三段206號一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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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88736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錦鋐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錦鋐。 

二、執照字號：（108）中市地士字第001937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駿綋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河北一街66巷33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887701號 

主旨：公告註銷蕭敦仁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蕭敦仁。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7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蕭敦仁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一街42號8樓之1。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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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91187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嘉勝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嘉勝。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7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陳嘉勝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159號2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912021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璟屏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璟屏。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7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劉璟屏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3段123號4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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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912321號 

主旨：公告註銷謝名家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謝名家。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1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名家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1288巷8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日止），未依規定

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991711號 

主旨：公告註銷江秀雲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江秀雲。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370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江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南昌街24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6日止），未依規定

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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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36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景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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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政。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637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5月7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391號 

主旨：公告註銷郭興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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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興源。 

二、證書字號：（106）中市經紀字第0178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5月8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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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431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宗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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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裕。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43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5月26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441號 

主旨：公告註銷詹詠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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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詠馨。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4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5月30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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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45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宜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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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宜羚。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5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6月13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461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麗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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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芬。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64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7月2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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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47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美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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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華。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097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7月24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482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漢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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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昌。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75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宏利企業社。 

四、經紀業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建國里復興路98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7月29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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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492號 

主旨：公告註銷賴仁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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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仁蒞。 

二、證書字號：（106）中市經紀字第01081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長盛不動產企業社。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太帄區太帄路631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8月7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502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怡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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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怡甄。 

二、證書字號：（106）中市經紀字第01089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佳順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西帄里烈美街136號。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8月15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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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511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靜涓女士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靜涓。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09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9月23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55521號 

主旨：公告註銷邱明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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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明堂。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117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11月23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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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0921號 

主旨：公告註銷賴姸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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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姸蓁。 

二、證書字號：（106）中市經紀字第0060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11月30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0931號 

主旨：公告註銷魏志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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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郎。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12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12月13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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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094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慧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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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華。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8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12月18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0951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洪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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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錩。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10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12月22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1 年夏字第 2 期 

 58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0961號 

主旨：公告註銷羅文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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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評。 

二、證書字號：（106）中市經紀字第0123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0年12月26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0971號 

主旨：公告註銷歐陽淳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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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淳仁。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449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1月16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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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0981號 

主旨：公告註銷蕭道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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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道良。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9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1月21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01號 

主旨：公告註銷翁文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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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忠。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164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1月25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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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11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源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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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源德。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18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2月4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2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江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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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江彬。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659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2月8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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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31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宗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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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宗杰。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29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2月10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4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上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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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上順。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29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2月10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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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51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尚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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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尚明。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9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2月16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61號 

主旨：公告註銷吳清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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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松。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13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2月17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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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71號 

主旨：公告註銷馮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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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德鴻。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22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2月22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81號 

主旨：公告註銷吳碧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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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碧珠。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22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5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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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91號 

主旨：公告註銷許竣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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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竣翔。 

二、證書字號：（107）中市經紀字第0180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9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依

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101號 

主旨：公告註銷詹秀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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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秀鳯。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34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12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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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111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峻毅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峻毅。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25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15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072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英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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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治。 

二、證書字號：（107）中市經紀字第01332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鋐業不動產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帄興里興孜路二段17號6樓之1。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16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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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09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順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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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順傑。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37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20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10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漢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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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漢忠。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169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20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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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111號 

主旨：公告註銷郭禹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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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禹文。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259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21日止，另依內政部

110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121號 

主旨：公告註銷呂國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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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國祥。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258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21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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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132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淑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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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惠。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255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大禾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1段186號9樓之4。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21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141號 

主旨：公告註銷洪玉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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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玉雲。 

二、證書字號：（107）中市經紀字第0135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22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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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152號 

主旨：公告註銷賴明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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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明洲。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672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我家房屋仲介企業社。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路171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29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16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品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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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洋。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26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3月30日止，另依內政部110

年12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6148號函示，延長至111年4月1日止）未

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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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171號 

主旨：公告註銷顏中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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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中慶。 

二、證書字號：（107）中市經紀字第01358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0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182號 

主旨：公告註銷周孜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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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孜妤。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284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大城不動產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北區立人里中清路1段699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2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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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192號 

主旨：公告註銷謝金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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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金雄。 

二、證書字號：（107）中市經紀字第00144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豪龍房屋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黎明路1段788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2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201號 

主旨：公告註銷石國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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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國雄。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28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2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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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211號 

主旨：公告註銷郭春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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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蓮。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458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4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4222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龍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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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龍祥。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459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品承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270號3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4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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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647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文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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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玲。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377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7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9152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志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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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仲。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246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惠仲地產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沙鹿區正英路11-14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19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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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71971號 

主旨：公告註銷余孜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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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孜雯。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69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20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71981號 

主旨：公告註銷童富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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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富祿。 

二、證書字號：（107）中市經紀字第0138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1年4月20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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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70421號 

主旨：公告撤銷本局111年4月15日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61號吳清松君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註銷公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7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吳清松。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133號。 

三、原公告日期及文號：111年4月15日中市地價二字第11100161061號公告。 

四、撤銷原因：證書已於有效期限（111年2月17日）前辦理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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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3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稅財字第1110200050號 

主旨：公告本市111年房屋稅開徵日期及繳納頇知。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2條、臺中市政府107年4月11日府授稅財字第107008 

0812號函。 

公告事項： 

一、開徵日期：自111年5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止。 

二、課稅所屬期間：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 

三、繳納方式：持繳款書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或便利商店

（限稅額新臺幣3萬元以下，且為統一、全家、萊爾富、來來OK等4家）

繳納；亦可使用自動櫃員機（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標誌）、

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網址：https://paytax.nat.gov.tw）、信用卡、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透過電話語音［412-1111/412-6666，電話號碼5

碼地區及國內行動電話請加撥02(或04或07)，服務代碼166#］或至網路

繳稅服務網站轉帳繳稅（繳款書上印有QR-Code可快速連結）；另可於

電子支付機構註冊開立電子支付帳戶，透過行動應用程式（APP）掃描

繳款書上QR-Code，進行繳納；或利用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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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業者之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以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 

四、至便利商店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動櫃員機及活期（儲蓄）存

款帳戶等方式繳納稅款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繳納期間屆滿後3日（6

月3日）24時前。惟111年6月1日至同年6月3日繳納者，仍屬逾期繳納案

件，但不加計滯納金。另納稅義務人可使用自然人/工商憑證、金融憑

證、已完成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或已完成註冊之臺灣行動身

分識別（TW-FidO），透過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網址：https:// 

net.tax.nat.gov.tw）登入，即可線上查詢繳款明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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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五、納稅（代繳）義務人：房屋所有人、起造人、典權人、共有人、現住

人、使用人、管理人、承租人、受託人或管理機關。 

六、繳款書送達：繳款書於開徵前以郵寄送達；辦理委託轉帳納稅者，於

開徵前寄發轉帳繳納通知書，請納稅義務人於111年5月31日24時前預

留應納稅款，以便111年6月1日扣款。 

七、稅額計算方法：房屋課稅現值×稅率×持分比例×課稅月數/12=本年度應

納房屋稅額；課稅現值=核定單價×面積×(1-折舊年數×折舊率)×地段

率，詳見繳款書背面稅額核算。如需房屋稅課稅明細表，請逕向房屋

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或利用自然人憑證、已完成網路服務註冊之全

民健康保險卡等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網址:https://net.tax. 

nat.gov.tw)申請。 

八、111年住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10萬2千元以下者，免徵房屋稅。 

九、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如有不服本局所核定之稅額，請於收到繳款書後，

依規定格式敘明理由，連同證明文件，於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30日

內，申請復查。 

十、納稅義務人未收到繳款書者，請在繳納期限內，依房屋坐落地址，分

別向本局文心分局（西屯區、南屯區）、大智分局（東區、南區）、

民權分局（中區、西區、北區）、東山分局（北屯區）、豐原分局（豐

原區、神岡區、后里區、大雅區、潭子區）、沙鹿分局（大甲區、清

水區、沙鹿區、梧棲區、外埔區、大肚區、龍井區、大孜區）、大屯

分局（烏日區、霧峰區、太帄區、大里區）、東勢分局（東勢區、石

岡區、和帄區、新社區）查明申請補發，依限繳納（本局免費服務電

話：0800-000321）。 

十一、逾繳納期間繳納者，每逾3日加徵1%滯納金（最高加徵10%），逾30

日仍未繳納且未申請復查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強制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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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小字第1110104524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

第五條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本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辦理暨依教育部111年1月24日臺教

授國部字第1110008625號函。 

三、修正「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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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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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地址：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54327。 

(四)傳真：(04)25279180。 

(五)電子郵件：yihusan1020@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於一百零一年

四月五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五四五七五號令訂定發布施行，茲因

自一百十一年度起學校全面裝設冷氣後，公立國民中小學於校內作息時間

內使用冷氣所生之電費及維護費已納入一百十一年度中央對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設算，爰於本辦法第五條增列公立國民中小學於校

內作息時間內使用冷氣所生之電費及維護費不得向學生收取之規定。 

https://www.legal/
mailto:yihusan1020@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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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

款代辦費之項目如下： 

一、寄宿費。 

二、午餐費。 

三、教科書書籍費。 

四、交通車費。 

五、腳踏車停放費及夜

補校車輛停放費。 

六、冷氣使用維護費。 

七、游泳教學費。 

前項第六款公立國

民中小學於校內作息時

間內使用冷氣所生之電

費及維護費不得向學生

收取。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

七款之代辦費，應經學

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並於收費前以書面向家

長說明。 

前項校務會議紀錄

及相關資料均應存校備

查。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

款代辦費之項目如下： 

一、寄宿費。 

二、午餐費。 

三、教科書書籍費。 

四、交通車費。 

五、腳踏車停放費及夜

補校車輛停放費。 

六、冷氣使用維護費。 

七、游泳教學費。 

前項第四款至第七

款之代辦費，應經學校

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並

於收費前以書面向家長

說明。 

前項校務會議紀錄

及相關資料均應存校備

查。 

因自一百十一年度起學校

全面裝設冷氣後，公立國

民中小學於校內作息時間

內使用冷氣所生之電費及

維護費已納入一百十一年

度中央對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設

算，爰增列公立國民中小

學於校內作息時間內使用

冷氣所生之電費及維護費

不得向學生收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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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建字第111008785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獨棟或連棟式建築物地下層附設停車空間留設辦

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訂定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條之2第1項第4款。 

三、訂定「臺中市獨棟或連棟式建築物地下層附設停車空間留設辦法」草

案（含草案總說明、草案條文及草案逐條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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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提案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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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管理科）。 

(二)地址：407662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64160。 

(四)傳真：04-23278629。 

(五)電子郵件：akira5118@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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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臺中市獨棟或連棟式建築物地下層附設停車空間問題，臺中

市政府爰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為因應當地發展特色及地方特殊環境需求，

得就下列事項另定其設計、施工、構造或設備規定，報經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核定後實施：四、建築物停車空間。但都市計畫法令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之授權，訂定臺中市獨棟或連棟式建築物地下層附設停車空

間留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共計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辦法名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不受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一第三款集中

設置規定限制之要件。（草案第四條） 

五、違規使用之處理。（草案第五條） 

六、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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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說    明 

臺中市獨棟或連棟式建築物地下層附設

停車空間留設辦法 

本自治規則名稱。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

第三條之二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臺中市政府為改善臺中市獨棟或連棟式

建築物地下層附設停車空間問題，爰依

據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二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為因應當地發展特色及地方特

殊環境需求，得就下列事項另定其設

計、施工、構造或設備規定，報經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核定後實施：四、建築物

停車空間。但都市計畫法令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之授權，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獨棟式建築物：地面層至天際垂

直區劃為同一權利主體所有，具

單獨出入口且地面層以上未與其

他棟建築物相連之建築物。 

二、連棟式建築物：地面層至天際垂

直區劃為同一權利主體所有，地

面層以上以無開口之防火牆與其

他棟建築物彼此相連之建築物。 

三、停車空間：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或

都市計畫法令規定建築物附設之

法定及自行增設停車空間。 

本辦法之名詞定義。 

第四條  下列用途之獨棟或連棟式建築

物，僅於地下層設置停車空間者，得

考量本市現行建築物使用型態多有獨棟

或連棟式建築物住孛且有部分空間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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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戶牆區劃，不受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一第三款

集中設置規定之限制： 

一、僅供住孛使用。 

二、供住孛使用且包含未達應設置法

定停車空間之店舖或辦公室者。 

舖及辦公室使用之形態，並考量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規

定，為避免店舖及辦公室應設之商辦停

車位與住孛停車位共設於地下層後反而

造成商辦用停車空間被當成住孛停車使

用，故明訂住孛與未達法定停車空間設

置標準之店舖及辦公室，其停車空間方

得不受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五十九條之一第三款之集中設置規定條

件。 

第五條 依本辦法申請設置停車空間者

不得擅自變更使用，違者依建築法相

關規定辦理。 

違規使用之處理。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家防字第1110043953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院性別帄等處111年1月19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第34號至第37號一般性建議法規檢視專案審查小組會議」決

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三、臺中市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七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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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辦單位：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3樓。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38930。 

(四)傳真：04-25293508。 

(五)電子郵件：a7664340@taichung.gov.tw。 

 

 

 

 

 

臺中市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以下稱本辦法）於一百年七月十五

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三五○一○號令訂定發布施行，一百零三年

十月二十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三○二一○一六七二號令修正。為全面性

保障性侵害被害人之權益，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條，其

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周延對非本國籍被害人之保障，並排除加害人為配偶之情形之文

字。（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已於本辦法第十三條所明定，爰刪除本條有關

附表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mailto:a7664340@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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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設籍臺中市之市

民或居住於臺中市之非

本國籍者，符合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

犯罪之被害人，且經社

會工作師（員）評估有

補助需求者，得依本辦

法申請補助。 

本辦法之申請人為

被害人本人、配偶、法定

代理人或執行專業保護

事務之機構或人員。但配

偶、法定代理人為加害人

者，不得為申請人。 

前項所定執行專業

保護事務之機構或人

員，指醫療機構、心理輔

導專業人員、律師、社會

工作師（員）、社會福利

機構團體及其他經本中

心認定之專業人士。 

第三條 設籍臺中市之市

民或居住於臺中市之外

籍、大陸及港澳人士，

符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被害

人，且經社會工作師

（員）評估有補助需求

者，得依本辦法申請補

助。 

本辦法之申請人為

被害人本人、配偶、法定

代理人或執行專業保護

事務之機構或人員。但法

定代理人為加害人者，不

得為申請人。 

前項所定執行專業

保護事務之機構或人

員，指醫療機構、心理輔

導專業人員、律師、社會

工作師（員）、社會福利

機構團體及其他經本中

心認定之專業人士。 

一、現行補助對象未含納

無國籍者，為全面性

保障性侵害被害人之

權益，故將原列舉部

分改以概括之非本國

籍者為本辦法補助對

象資格。 

二、本條第二項但書明定

法定代理人同時為加

害人不得為補助申請

人之情形，惟配偶亦

可能同時為補助申請

人及加害人，故予敘

明排除。 

第五條 非屬全民健康保

險給付範圍之醫療費

用，補助標準如下： 

一、具有全民健康保險

之 保險對象身分

者，因遭受性侵害所

需之驗傷、掛號費及

相關醫療費用，每人

每案最高補助新臺

第五條 非屬全民健康保

險給付範圍之醫療費

用，補助標準如下： 

一、具有全民健康保險

之 保險對象身分

者，因遭受性侵害所

需之驗傷、掛號費及

相關醫療費用，每人

每案最高補助新臺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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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三千元。 

二、未具有全民健康保

險之保險對象身分

者，依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服務、藥物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以及不給付項

目之自付費用，每

人每案最高補助新

臺幣五千元。全民

健康保險不給付之

特殊藥材、毒藥物

檢驗、住院病房差

額、膳食等費用或

其他特殊情形，經

本中心核定者，得

申請專案補助。 

幣三千元。 

二、未具有全民健康保

險之保險對象身分

者，依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服務、藥物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以及不給付項

目之自付費用，每

人每案最高補助新

臺幣五千元。全民

健康保險不給付之

特殊藥材、毒藥物

檢驗、住院病房差

額、伙食等費用或

其他特殊情形，經

本中心核定者，得

申請專案補助。 

第十條 被害人申請補助

應於下列期限檢附相關

資料向本中心提出；逾

期未申請者，不予補助： 

一、非屬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範圍之醫療費

用：自就診之日起

三個月內。但由醫

療機構為申請人

者，於被害人離開

醫療機構之日起三

個月內。 

二、非屬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範圍之心理復

健費用：治療、諮

商或輔導結束後三

個月內。 

三、訴訟費用：接獲判

決書之日起三個月

第十條 被害人申請補助

應於下列期限檢附附表

規定相關資料向本中心

提出；逾期未申請者，

不予補助： 

一、非屬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範圍之醫療費

用：自就診之日起

三個月內。但由醫

療機構為申請人

者，於被害人離開

醫療機構之日起三

個月內。 

二、非屬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範圍之心理復

健費用：治療、諮

商或輔導結束後三

個月內。 

三、訴訟費用：接獲判

本辦法第十三條已明定各

式書表格式由臺中市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定

之，爰刪除本條有關附表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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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四、律師費用：自委任

之日起至接獲判決

書後三個月內。 

五、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性侵害案件通報

之日起六個月內。 

六、其他經本中心評估

認有必要之費用：

自本中心評估認有

補助必要之日起三

個月內。 

決書之日起三個月

內。 

四、律師費用：自委任

之日起至接獲判決

書後三個月內。 

五、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性侵害案件通報

之日起六個月內。 

六、其他經本中心評估

認有必要之費用：

自本中心評估認有

補助必要之日起三

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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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性侵害被害人申請補助應備文件表（刪除） 

項次 補助項目 應備文件 

一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醫療
費用 

被害人自行申請者： 
一、申請表。 
二、身分證明文件。 
三、驗傷診斷書影本。 
四、醫療費用明細表。 
五、收據正本。 
六、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之必要文件。 

醫療機構為申請者： 
一、申請性侵害被害人醫療費用補助清冊。 
二、醫療費用明細表及收據正本。 
三、驗傷診斷書影本。 
四、通報表影本。 
五、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之必要文件。 

二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心理
復健費用 

一、申請表。 
二、身分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之必要文件。 

三 訴訟費用 
 

一、申請表。 
二、身分證明文件。 
三、民事起訴狀影本。 
四、判決書影本。 
五、收據正本。 
六、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之必要文件。 

四 律師費用 
 

一、申請表。 
二、身分證明文件。 
三、委任狀影本。 
四、判決書影本。 
五、收據正本。 
六、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之必要文件。 

五 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一、申請表。 
二、身分證明文件。 
三、收據正本。 
四、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之必要文件。 

六 其他經本中心評估認有必要之費用 一、申請表。 
二、身分證明文件。 
三、收據正本。 
四、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之必要文件。 

備註 

一、專業保護事務機構或人員為申請者應加附：（一）通報表影本。（二）調查報告表。 
（三）個案心理輔導紀錄摘要表、簽到表及收據正本（身心治療、諮商與輔導後，
由諮商輔導人員請款核銷時檢附）。 

二、申請者之身分證明文件，得授權本中心代為申請電子戶籍資料代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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