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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

臺中市議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

發文字號：議法字第1060001457號

附件：如文

修正「臺中市議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四條，「臺中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八條、第十六條，「臺中市議會程序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等條文。

附「臺中市議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四條，「臺中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八條、第十六條，「臺中市議會程序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等條文各壹份。

議長　林士昌

「臺中市議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四條條文

第三十四條　　預算案及議案之內容涉及二個以上委員會範圍者，除由

大會決議交付聯席審查外，得由召集人報經議長同意或程序

委員會審定後與其他有關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並就特定業

務事項得召開聯席專案業務報告。

聯席會議開會額數應有議員七分之一以上出席。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6 7



「臺中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第八條、第十六條條文

第二條　　臺中市議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下列各種委員會，分別審

查各種議案及人民請願案暨處理議員提案、辦理考察、聽證及議

決案追蹤等事項：

一、民政委員會：審查本會會務及市政府秘書處、民政局、

社會局、勞工局、政風處、人事處、原住民事務委員

會、客家事務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法制局、

各區公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二、財政經濟委員會：審查市政府財政局、地方稅務局、經

濟發展局、農業局、主計處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三、教育文化委員會：審查市政府教育局、文化局、新聞

局、運動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四、交通地政委員會：審查市政府交通局、觀光旅遊局、地

政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五、警消環衛委員會：審查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衛生

局、環境保護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六、都發建設水利委員會：審查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設

局、水利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七、法規委員會：審查市法規等有關事項。

前項各種委員會於開會期間，得邀請相關局處會作業務報

告，並備質詢。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各委員會之委員人數不得多於

十一人，置召集人一人及副召集人二人，由委員以無記名投票方

式互選之，連選得連任。

前項委員會成員於每年第一次定期會前由議員填表志願參

加，逾時未填表者，由議長指定之，議長、副議長不得參加前條

所列委員會。每一議員以參加一個委員會為限，同一會期內不得

變更，但得列席其他各委員會。如一委員會第一志願參加人數超

過十一人時，以抽籤決定之。未抽中者，依抽籤參加未達滿額之

委員會。

第四條　　法規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各委員會各推選一人暨另由議長遴選五人組成之。並互選召集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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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召集人，連選得連任。

第八條　　各種委員會開會時，由召集人召集並為會議之主席。召集人

因故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副召集人召集並為會議之主席。召集

人、副召集人均因故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

署召集，並推選一人為會議之主席。

第十六條　　各種委員會所議事項有與其他委員會相關連者，除由大會

決議交付聯席審查外，得由召集人報經議長同意或程序委員會

審定後召開聯席會議，並就特定業務事項得召開聯席專案業務

報告。

「臺中市議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召集人視事實需要隨時召開，並有委員過半數之

出席，方得開會。市政府提案，應經市政會議通過後，於開會五

日前送達本會及各委員。

會議之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正反同數時，

由主席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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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70679號

修正「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一條。

附「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一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五目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以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為主管機關，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為管理機

關。

第三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

二、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中央政府之補助款。

四、捐贈收入。

五、其他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提升動物福利業務之費用支出。

二、增加動物認領養率業務之費用支出。

三、本基金所需行政費用支出。

四、其他有關動物福利之費用支出。

第五條　　本基金之保管及存儲應依臺中市市庫自治條例及相關規定辦

理。

第六條　　本基金之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理，

悉依預算法、決算法、會計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辦理結算，其餘存權益歸屬市庫。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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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70788號

修正「臺中市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辦法」。

附「臺中市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辦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執行機關為臺中市

動物保護防疫處（以下簡稱動保處）。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對象，為依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接受補助或受委託之學校、民間機構或團體。

第四條　　動保處為辦理本辦法之獎勵，應成立評鑑小組辦理下列事

項：

一、評鑑實施計畫及評鑑指標之審議。

二、評鑑事項之執行。

三、其他與評鑑有關事項。

第五條　　評鑑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局長兼任，副

召集人一人，由動保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七人至九人，由動保

處遴聘動物保護、防疫團體代表或學者專家擔任。

第六條　　本評鑑小組委員有應迴避情事時，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

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迴避。

第七條　　評鑑項目及配分如下：

一、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之辦理成效占五十五分。

(一)計畫執行：十五分。

(二)計畫成果：二十五分。

(三)計畫成果運用與貢獻：十五分。

二、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之組織管理占三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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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配置：十分。

(二)業務管理：十五分。

(三)設備配置：十分。

三、評鑑小組綜合考評占十分。

評鑑實施計畫及評鑑指標應由動保處於評鑑六個月前公告。

第八條　　評鑑結果列等如下：

一、優等：總分數達九十分以上者。

二、甲等：總分數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

三、乙等：總分數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

四、丙等：總分數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者。

五、丁等：總分數未達六十分者。

前項評鑑結果為優等及甲等者，由動保處公告之。

第九條　　評鑑結果列優等及甲等者，依下列方式獎勵並公開表揚：

一、優等：發給獎牌一面及獎勵金新臺幣三萬元。

二、甲等：發給獎牌一面。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費用由動保處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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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75764號

修正「臺中巿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附修正「臺中巿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六條　　建築工程應由起造人或承造人於工地實際產出餘土前，覓妥

收容處理場所，並將其地址及名稱併同餘土處理計畫，報都發局

備查；變更時，亦同。

建築工程餘土處理完成後，起造人或承造人應報都發局備

查。

建築工程開挖在一定深度範圍以下，其產生之餘土土質代碼

為B1、B2-1、B2-2類，並經專業工業技師及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

簽證屬可直接利用物料，得由建築工地直接運往土資場或砂石場

處理。砂石場收受可直接利用物料時，不受第三十一條規定之限

制。

依建築法規定免申請建築許可之工程或一定數量以下之餘土

處理得予簡化管理。

砂石場收受餘土土質代碼為B2-1、B2-2類之可直接利用物料

時，其日處理量不得大於三千立方公尺，領有臨時工廠登記證之

收容處理場所，其日處理量不得大於一千立方公尺。

前五項申報作業規定、簡化管理、認定條件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本府另定建築工程賸餘土石方申報作業辦法規定之。

建築工程餘土處理計畫之變更程序，依本章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下列地區不得設置土資場：

一、水庫集水區或河川行水區域內。

二、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或自來水水源取水體之水平距

離四百公尺範圍內。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12 13



三、國家公園、保安林、野生動物保護區內。

四、交通、環保、軍事、水利及其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法劃編應保護、管制或禁止設置者。

五、距住宅社區、軍事營區、古蹟、歷史建築、聚落、

遺址、文化景觀、醫院、學校、文教設施之水平距

離不得小於一百五十公尺。

六、地質結構不良、地層破碎、活動斷層或有滑動崩塌

之虞地區。

前項第五款住宅社區，指於建築物辦理戶籍登記十戶以

上且達一年以上者。

第一項第五款水平距離之計測，以土資場外緣地界計算

至各該建築物外緣為準。但軍事營區或文化資產計算至外緣

地界為準。

甲種、乙種工業區內之土資場得不受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限制。

第二十八條　　前條第一項之複審，申請人應於收到複審通知後六個月

內，向都發局檢送下列文件：

一、設置場地計畫書圖，含地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五千分之一)、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五千分之

一)、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六百分之一)、場區

配置(比例尺不得小於六百分之一)、相關機具處理

設備、場地配置及作業方式。其為分區分期設置

者，應分別標示其使用期限。

二、容量計算書圖應含堆置容量、日處理量、年運轉

量、設計地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六百分之一)、填

埋前後地形斷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六百分之一，

不具填埋功能者免附)。

三、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書，含空氣污染防治措施、水質

污染防治措施、道路污染防治措施、噪音及震動防

治措施。

四、交通運輸計畫書圖，含場外運輸計畫及場內運輸計

畫。

五、再利用或最終處理計畫書，含設場目的、服務範

圍、營運功能、營運項目、收容餘土來源、再利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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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最終處理、餘土種類、營運概要、餘土改良相關

機具處理設備、場區各項必要設施配置情形。

六、營運管理計畫，含營運管理(餘土進場管制作業、

成品運出或餘土轉運管制作業、餘土填埋及壓實

作業、設施操作及維護、營運管理組織及管理要

點)、收費制度、財務計畫。

七、現況全景照片。

八、公益回饋方案。

九、對於公開展覽異議之說明。

十、營運終止、封場之復原計畫。

十一、其他都發局規定之文件。

前項文件涉及各專業技師業務事項者，應經專業技師之

簽證。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送請都發局複審者，應重新辦理初

審作業。

第三十三條　　土資場申請使用期限不得超過五年，核准使用期限屆滿

者，應停止使用。但如容量尚未飽和或拌合加工及篩選分類

功能，其處理設備足堪使用者，應於核准期限屆滿六個月前

申請營運展期，每次展期不得超過五年。

前項展期之申請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都發局提出：

一、設置營運許可文件影本。

二、營運月報表。

三、現況全景照片。

四、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土地使用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

本及地籍圖謄本。如非自有土地者，應檢附土地使

用證明文件。）

五、營運期間違規紀錄統計表。

前項展期申請除不受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限制

外，應依申請展期時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經土石方審查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都發局核發展期許可。

土資場核准使用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不得再承諾收受

餘土，且該三個月每月處理量不得大於轉出再利用量。

核准使用期限屆滿三個月前已承諾收受餘土，及核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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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限屆滿前餘土未能處理完竣者，應將其案件名稱及餘土

未處理量，製作清冊報都發局備查；核准使用期限屆滿前餘

土未能處理完竣者，並應通知起造人或承造人辦理變更處理

場所。

第三十四條　　土資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情形發生一個月內申請

終止營運：

一、核准使用之處理容量已飽和。

二、核准使用期限屆滿未辦理展期。

三、經營管理人無繼續經營之意願。

四、經勒令停止營運者。

前項營運終止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都發局提出：

一、營運許可文件影本。

二、當月處理場所營運月報表。

三、現況地形圖(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四、現況全景照片。

五、土壤檢測報告。

六、經土石方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封場計畫。申請設

置時已檢附者免附。

前項營運終止申請，經土石方審查委員會審查其未妨礙

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及市容觀瞻通過後，由都發

局將土資場營運許可註銷；並將營運保證金無息退還。

土資場封場時，應履行封場計畫，並回復原規定使用。

土資場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情形，其未依

期限申請終止營運，經都發局催告一定期限仍未申請者，於

回復原規定使用前，不得再依第二十六條重新申請設置。都

發局並得逕為強制封場。

第四十四條　　違反第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及

第五項規定者，處收容處理場所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1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15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78239號

修正「臺中市市民醫療補助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市民醫療補助辦法」部分條文。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市民醫療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　　設籍臺中市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於設籍期間所生符合第四
條規定之醫療費用，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一、列冊低收入戶。
二、列冊中低收入戶患嚴重傷、病，所需醫療費用非其本人

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
三、前二款之外，患嚴重傷、病，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

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當年度臺中市低收入戶最低生活
費一點五倍，所需醫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
負擔。

前項第三款所稱全家人口及家庭總收入計算基準，依社會救
助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補助項目為因疾病、傷害事故於全民健康保險特
約醫院或診所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
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但下列項目不予補助：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所列之項目。
二、鑲牙、洗牙、齒列矯正、牙周病統合照護、器官捐贈、

指定藥品、材料及衛材、自購器材、疾病預防及非因疾
病而施行預防之檢查、手術或節育結紮。

三、就醫期間之照護、營養品、膳食、雜費、電話費、行政
費及其他與醫療無直接相關之項目。

四、自費使用全民健康保險不給付之替代性品項。
五、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全民健

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應於使用前審查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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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未依規定事前申請核准，或不符合上開標準所訂適
應症，而自費使用給付項目。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情形，如經原診治醫院或診所評估情況
緊急，為傷、病治療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本辦法之補助標準如下：
一、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者，依全民健康保險就醫之自

付醫療費用，扣除前條不補助項目後，全額補助。
二、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者，最近三個月依全民健康保

險就醫之自付醫療費用累計達新臺幣二萬元以上，扣除
前條不補助項目後，補助百分之八十。

三、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者，最近三個月依全民健康保
險就醫之自付醫療費用累計達新臺幣五萬元以上，扣除
前條不補助項目後，補助百分之七十。

前項補助額度，每人每年度以新臺幣十五萬元為上限。
經社會局專案安置於收容機構或專案核准低收入戶保護性個

案之傷、病患者，不受前條補助項目及前項補助額度之上限規
定限制。但申請補助項目含病房費者，應按日扣除其委託收容費
用。

第六條　　申請人應於當次出院或就醫後三個月內，填具申請表並檢附
下列表件，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醫師診斷確有醫療必要並註明病情、處遇及入出院日期
之證明、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之自付費用收據
正本及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應自行負擔費用明細正本。

二、列冊低收入戶者，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三、列冊中低收入戶者，檢附中低收入戶證明。
四、受補助人已死亡者，得由其全體繼承人出具委任書，委

任其中一人或他人代為申請或具領。
五、申請人因故無法親自申請者，得由受委託人持委託書、

身分證明文件代為申請，受委託人應以家屬為優先；安
置於收容機構者，得由收容機構代為提出申請。但由里
幹事或社會局社工員代為申請者，可免附委託書。

六、申請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七、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者，應另檢附全戶戶籍資

料、所得及稅籍資料。
八、領受補助款之收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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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生綜字第1060073349號

附件：臺中市違反殯葬行為查報作業及裁罰基準附表

修正「臺中市違反殯葬行為查報作業及裁罰基準」第五點附表三並自即日起

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違反殯葬行為查報作業及裁罰基準」第五點附表三。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違反殯葬行為查報作業及裁罰基準

一、臺中市為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及臺中市殯葬

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及相關殯葬法規之行為，建

立執行之公平性，提升公信力，特訂定本作業基準。

二、民眾設置墳墓違反殯葬行為，其查報案件處理方式，分為立即處

理、優先處理及一般性案件等三類，各類案件依附表一之順序處

理，持續至完全符合本條例或本自治條例之規定為止。

除前項附表一所列情形外，應隨到隨辦。

三、民眾設置墳墓違反殯葬行為，視其違規情形，執行機關依下列方式

處理：

(一)應立即命墓主或造墓者停止違反行為，拍照並開立制止文件或

函知。

(二)得函請墓主、違反殯葬行為人、土地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辦

理會勘。

(三)依殯葬行為時之法令裁處；殯葬行為未滿三年者，依裁罰基準

表規定辦理；已逾三年者應先依行為時之法令裁處，並命其限

期改善，如屆期未改善時，則依本裁罰基準表裁處。

(四)墳墓設置於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施行前，

視同合法墳墓。墳墓未經核准修繕、起掘，以民眾設置墳墓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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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殯葬行為論。

四、查報案件依附表二之「臺中市違反殯葬行為查報表」，逐級查報。

五、違反本條例、本條例施行細則及本自治條例事件，依附表三裁罰基

準表裁處，必要時得於適當地點立牌警告。

六、一行為違反數個義務規定，且法定罰鍰額度均相同者，應先依裁罰

基準表所列情事分別計算罰鍰額度，再依罰鍰額度最高者裁處之。

七、裁罰基準表所稱違規次數之計算，係指違反殯葬行為發生日（含）

往前回溯違規事實發生次數計。

前項如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者更換經營權者，重新計算。

八、個別具體案件之裁處，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

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如有情節輕微或

嚴重情形者，得按裁罰基準酌量減輕或加重處罰，並應敘明其減輕

或加重之理由。

限期改善時間，得參照情節輕微或嚴重情形、改善所需時間，增加

或縮減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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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工字第1060028431號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公共工程設計階段審議機制作業規定」

修正案，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公共工程設計階段審議機制作業規定」

乙份。

二、旨揭作業規定修正條文部分為第2條第3項及第3條第1項第2款，請本局

所屬機關學校參照辦理。

三、請本府秘書處將下達之行政規則刊登市府公報，並請法制局上載法規

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市立幼

兒園、臺中市體育處、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健保科、臺中市政府

教育局社會教育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工程營繕科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公共工程設計階段 
審議機制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105年1月22日中市教工字第1050005748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中市教工字第1060028431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提升公共工程設計品質，落

實規劃設計審議機制，洽由具有工程專業背景之專家學者及本府各

主管機關，辦理公共工程設計成果之審議作業，以強化公共工程設

計審議程序，避免設計不當，並提升效率，特訂定本規定。

二、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新臺幣(以下同)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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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依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辦理公共工程計畫之個案工程

基本設計階段審議機制作業規定辦理，需先提送教育局辦理基

本設計審議會前會通過後，再送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辦理

個案工程基本設計階段審議作業。

(二)前款基本設計審議會前會之幕僚作業由教育局工程營繕科指派

人員兼任，負責審議案之簽辦、通知、準備、紀錄等工作，後

續有關審議會前會結論之成果修正追蹤，或陳報本府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審議等作業由工程主辦機關負責辦理。

(三)工程主辦機關於完成細部設計，應簽辦組成個案審議小組，由

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擔任個案審議小組召集人，審議小

組得依工程性質及介面複雜性設委員三人以上，外聘專家人數

不得少於二人。

(四)前款個案審議小組之幕僚作業由工程主辦機關指派人員兼任，

負責審議案之簽辦、通知、準備、紀錄等工作，並負責後續有

關審議結論之成果修正追蹤等作業。

(五)如屬例行性維修養護、施工項目簡易或緊急災害搶救修復等工

程，由工程主辦機關簽奉市長核准，得免辦理審議，並由工程

主辦機關自行辦理審查。

三、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未達五千萬元之工程，由工程主辦機關

依工程個案性質簽辦審查機制並逕行負責審議作業，審議機制原則

如下：

(一)二千萬元以上未達五千萬元之工程設計案：

1、工程主辦機關於完成基本設計，應簽辦組成個案審議小組，

並請教育局指派簡任層級以上人員擔任個案審議小組召集

人，審議小組得依工程性質及介面複雜性設委員三人以上，

外聘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

2、工程主辦機關於完成細部設計，應簽辦組成個案審議小組，

由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擔任個案審議小組召集人，審

議小組得依工程性質及介面複雜性設委員三人以上，外聘專

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

3、前目個案審議小組之幕僚作業由工程主辦機關指派人員兼

任，負責審議案之簽辦、通知、準備、紀錄等工作，並負責

後續有關審議結論之成果修正追蹤等作業。

4、二千萬元以上未達五千萬元之計畫如屬例行性維修養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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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目簡易或緊急災害搶救修復等工程，經簽奉局長或其授

權人核准，得免組成審議小組，並由工程主辦機關自行辦理

審查。

(二)未達二千萬元之工程設計案：

1、工程主辦機關於完成各設計階段(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應

簽辦組成個案審議小組，並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

主管層級以上人員擔任個案審議小組召集人，審議小組得依

工程性質及介面複雜性設委員二人以上，外聘專家人數不得

少於一人。

2、前目個案審議小組之幕僚作業由工程主辦機關指派人員兼

任，負責審議案之簽辦、通知、準備、紀錄等工作，並負責

後續有關審議結論之成果修正追蹤等作業。

3、二千萬元以下之工程如屬例行性維修養護、施工項目簡易或

緊急災害搶救修復等工程，得免組成審議小組，並由工程主

辦機關自行辦理審查。

四、審議小組委員資格如下：

(一)外聘委員：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置之專家名單或其他第

三公正單位(如建築師公會或相關技師公會)推派之專家、學者

遴聘。

(二)內聘委員：

1、二千萬元以上依工程性質擇納本府各主管機關或專業機關(如

本市都市發展局、消防局、環保局、水利局、建設局等)；教

育局由股長以上層級人員擔任；所屬機關學校由主管層級以

上人員擔任。

2、二千萬元以下由機關學校各業務單位主管以上層級人員擔

任。

五、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審議會議時，依個案公共工程特性訂定

審議項目，至少應包括安全性、施工性、維護性、環境景觀影響性

及經濟性等五大項，並參考公共工程規劃設計審議項目表辦理(如

附表一)。

六、各設計階段送審文件自主檢核表如附表二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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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體字第1060029062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

準」，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

一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法規資料庫、本府秘書處協助登載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體育保健科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績效評量基準

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中市教體字第1060029062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所屬公立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績效評量，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局所屬公立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以下簡稱專任運動教練）每任滿

三年，應接受績效評量，並於規定期限內，檢附績效評量表（如附

件一至附件三）及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服務學校；服務學校自收受次

日起，應於一個月內完成查核，並將結果及相關資料送臺中市專任

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委會）審議。

前項任用滿三年，指專任運動教練任用滿三個成績考核學年度。

三、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依下列類別及配分比例辦理：

（一）訓練指導績效：

1、國民小學：百分之三十五。

2、國民中學：百分之五十。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六十五。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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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民小學：百分之五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三十五。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二十。

（三）年度成績考核：百分之十五。

四、專任運動教練指導參賽成績計算以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所舉辦之各項正式比賽，比賽日期逾每年七月三十一

日，則列次一學年度成績計算。

五、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指導績效評量計分方式如下：

（一）國民小學：

1、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全國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

三十。

2、經本局核定之本市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七十。

3、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國際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

五，採外加方式辦理。

（二）國民中學：

1、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全國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

四十。

2、經本局核定之本市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六十。

3、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國際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

五，採外加方式辦理。

（三）高級中等學校：

1、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全國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

五十。

2、經本局核定之本市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五十。

3、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國際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

五，採外加方式辦理。

（四）指導參加國際正式比賽獲獎，其各階段之專任運動教練均得列

計。

（五）指導參加同一盃賽，團體運動種類同一團隊之績效或個人運動

種類同一選手之績效，於專任運動教練接受評量期間內，以最

高一次給分基準擇一核計之。

（六）指導參加同一盃賽，個人運動種類同一選手依競賽規程同時參

加個人賽及團體賽獲獎者，擇一採計；個人運動種類不同選手

之績效，以不同選手最高一次給分基準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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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團體運動以競賽規程訂定之團體項目為準，種類之績效，以個

人運動項目給分基準乘以一點五倍至三倍核計之，第一名及第

二名乘以三倍，第三名及第四名乘以二點五倍，第五名及第六

名乘以二倍，第七名及第八名乘以一點五倍。

（八）訓練指導績效所列之給分項目與專任運動教練專長項目不符

者，不得採計。

（九）專任運動教練評量計分以秩序冊註記為教練者為限，凡與訓練

無關之職稱（如領隊、經理、管理、隨隊教師、防護員等），

其積分均不得採計，如有特殊情形由本會認定之。

（十）輔導培訓之運動種類屬稀少性、特殊性，專任運動教練之訓練

指導績效應提送評委會討論審議決定。

前項正式比賽名單由本局於每年八月一日公告；如有疑義之比賽，

由評委會認定。

六、專任運動教練專項運動推廣績效評量計分方式如下：

（一）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學生畢業後繼續從事專項運動銜接之績效，

所占本專項運動推廣績效比例如下：

1、國民小學：百分之四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三十五。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二十。

4、國中、國小專任運動教練應輔導培訓選手就讀本市更高一階

段公私立學校，並繼續接受運動專長訓練及參賽，每位專任

運動教練得累計三年內銜接訓練績效積分，每輔導一名選手

銜接升學並持續接受運動專長訓練及參賽者獲得積分十分，

最高計分一百分，銜接績效學生名冊，如附件四。

5、高級中等學校專任運動教練應輔導培訓選手就讀更高一階段

公私立大學校院，並繼續接受運動專長訓練及參賽，每位專

任運動教練得累計三年內銜接訓練績效積分，每輔導一名選

手銜接升學並持續接受運動專長訓練及參賽者獲得積分十

分，最高計分一百分，銜接績效學生名冊，如附件四。

（二）協助專項運動社團組成與運作及支援專項運動賽會之工作，所

占本專項運動推廣績效比例如下：

1、國民小學：百分之三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三十五。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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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學校推動每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所占本專項運動推

廣績效比例如下：

1、國民小學：百分之二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二十。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二十。

（四）參加運動科學研習會，且應用於訓練工作，所占本專項運動推

廣績效比例如下：

1、國民小學：百分之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十。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十。

七、專任運動教練每服務滿三年之績效評量考核結果，依下列方式辦

理：

（一）績效評量考核成績未達六十分者，不予續聘。

（二）績效評量考核成績六十分至七十分者，應接受專任運動教練輔

導小組之輔導，第四年之績效評量考核成績依照各給分基準及

比例計算（採計服務第二年至第四年之成績），訓練指導績

效、專項運動推廣績效與年度成績考核合計須達七十分以上。

未達七十分者，為不通過績效考核，不予續聘。

前項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小組成員，由本局遴聘具有體育專長、相關

實務或學術經驗之專家學者及本市績效優良資深教練組成。

實施績效評量當年度或接受輔導次年度，於考核書面通知送達學校

前，學校應暫時繼續聘任。

八、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指導績效、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及年度成績考核細

部計分方式詳如附表一至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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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小字第106003187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自106年4月11

日起公告發布施行，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局106年4月11日中市教小字第1060029854號函與106年4月13日

中市教小字第1060030298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協助上傳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

局秘書室、人事室、高中職教育科、國中教育科、幼兒教育科、國小

教育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4月22日中市教小字第1020026920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6年4月11日中市教小字第1060029854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辦理市立中小學教育人員

獎勵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參加及辦理各項教育等相關活動以教育局或上級機關核

定或備查有案之活動為限。

三、市立中小學教育人員指導學生參加各項競賽或辦理各項活動，教育

局得予獎勵，其獎勵方式如下：（詳如附表）

四、本市教師甄試之主辦學校校長及承辦人員各記功一次，協辦人員各

記嘉獎一次。

五、國民中小學教師介聘工作之主辦學校校長及承辦人員各記功一次，

協辦人員各記嘉獎一次。

六、教育局調用教師於教育局服務期間，辦理各項教育行政工作，績效

優良者，其獎勵方式如下：

（一）未滿一年者，核發獎狀一幀。

（二）每滿一年，記嘉獎一次。

七、為鼓勵教師於本市山地地區（和平區）任教及久任，於本市和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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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及校長，連續服務滿三年，在考核

年度內未曾曠課、曠職，並未受任何懲處，及事、病假不超過二星

期，其連續每滿三年，記功乙次。

八、各校教育人員之平時獎勵，由各校核定發布。但有下列情形應檢具

相關資料報教育局核定或層轉：

（一）各校教育人員記大功以上之獎勵。

（二）各校校長之獎勵。

九、獎勵應於活動完成或績效評定或事實發生後二個月內，檢討辦理。

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十、獎勵原則應確實、不徇私、不主觀、不浮濫、公平審慎處理，平時

獎懲應依一事不再理原則辦理。

未列入本要點各項目或其他專案事項，得視辦理範圍、繁鉅程度及

表現績效等專案報教育局核辦。

十一、本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獎勵事宜，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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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06003046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國民中學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實施要點」第1點、

第8點、第10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修正「臺中市國民中學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實施要點」第1

點、第8點、第10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全規定各乙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

三、請本府秘書處協助登載公報。

正本：臺中市私立國中(含高中附設國中部)、臺中市立完全中學、臺中市各

市立國民中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國中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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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學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31日中市教中字第1000005334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5年5月23日中市教中字第105003893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4月13日中市教中字第1060030467號函修正

一、依據教育部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頒布「國民中學課外輔導及留
校自習實施原則」訂定之。

二、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輔導學生充分利用假期，充實生活內
涵，促進身心健康，及利用學期中課外時間在校實施補救教學，擴
大學習效果，特訂定本要點。

三、臺中市各國民中學得規劃辦理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學生以自由參
加為原則，並應經家長書面同意。

四、活動時間如下：
（一）寒假學藝活動：實施時間以上午為限，不超過二週，總時數

四十節為上限。
（二）暑假學藝活動：實施時間以上午為限，不超過六週，總時數

一百二十節為上限。
（三）課後輔導：學期中於每週一至週五實施，每日放學後下午四點

至五點間實施為原則，最晚不得超過下午五點三十分。
五、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活動，教學內容以補救教學為主要教學

內容，不得教授新進度；寒暑假課程應輔以多元藝能教學並商請專
業師資授課。各校得視需要依下列內容自行規劃：

（一）補救教學。
（二）學習指導。
（三）藝文活動。
（四）科學活動。
（五）童軍活動。
（六）康樂活動。
（七）多元文化體驗活動。
（八）其他學生需要之各項相關活動。

六、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之師資，各校得視需要外聘。
七、寒暑假學藝活動表現與課後輔導表現不列入學期成績計算。
八、經費之收支依據下列規定處理：
（一）考量各區家長經濟條件差異性、學校自主性並顧及學校收支平

衡，收費標準以採彈性計費、實收實付、取之於學生用之於
學生為原則，國民中學學生每生每節收費標準訂為十六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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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元；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學生每生每節收費標
準得依實際授課時間彈性調整之。各校並依學校規模大小、教
師編制、課程需要，並考量社區特性、學生參加意願、減免學
生數等，召集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共同訂定每位學生每節收費
額數，乘以實際上課節數收費。

（二）開班人數：班級學生人數平均以不超過教育部頒訂班級人數為
原則。

（三）持有低收入戶證明學生，免繳納費用。家境清寒學生減免費用
由學校訂定。

（四）經費之開支包含鐘點費及行政費（含水電費、人員加班費、設
備修繕費、導護誤餐費），行政費以占總收費百分之三十為上
限。
1、教師鐘點費：教師授課鐘點費四十五分鐘四百元，高級中等

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教師授課鐘點費得依實際授課時間彈性
調整為授課鐘點費五十分鐘四百四十五元。

2、收費不敷支應時，以支付鐘點費為優先。
3、課業輔導費收入支付鐘點費及行政費後結餘，可支應學校教

學相關之事務費及設備費。
（五）學校收費應開立收據，並應納入學校會計，以代收代付款方式

處理，應本取之學生，用之學生，與教學活動相關，專款專用
為原則。

（六）各校辦理寒暑假學藝活動或課後輔導，學生中途因故無法繼續
參與活動，各校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1、開課前申請退費者，全數退還。
2、開課後，上課節數未逾課程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三分

之二。
3、開課後，上課節數逾課程三分之一，未逾課程三分之二申請

退費者，退還三分之一。
4、開課後，上課節數逾課程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不予退費。

（七）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行政費中之人員加班費，實際參與工作者
始得支領，且必須留校至當日活動結束，其參與活動之天數由
各校依工作需要自行分配。

九、本府教育局對各校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實施，應進行不定期
訪視，以督導正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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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障字第1060036734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作業要點」部分規

定，並自106年4月10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作業要點」、總

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二、敬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2月10日府授社障字第1000019972號函

中華民國101年11月7日府授社障字第1010198731號函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10月5日中市社障字第1040101234號函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4月5日中市社障字第1060036734號函第三次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為使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身心障礙者因傷病住院需他人看護，獲得妥善照顧，並減輕其

負擔，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

設籍本市符合申領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審核作業要點之身心

障礙者生活補助者（含居住於公立、私立身心障礙教、療養機構之

身心障礙者），因傷病住院治療經證明需專人照顧者。但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之慢性病範圍非因急病入院者，不在此限。

三、本要點補助基準如下：

(一)低收入戶之身心障礙者，專職人員看護每人每日最高補助看

護費用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家人看護每人每日補助新臺幣

七百五十元。

8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83



(二)非低收入戶之身心障礙者、符合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者，專

職人員看護每人每日最高補助看護費用新臺幣七百五十元；家

人看護每人每日補助新臺幣三百七十五元。

(三)申請人實際僱請專職人員看護費用低於補助基準者，以實際支

付金額或天數核定。

(四)補助每人每年最高一百二十日。

前項所稱專職人員看護指專人專職一對一照顧，且非安置機構之現

有人員、外籍監護工看護及家庭監護工看護者；家人看護指由十六

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之配偶、直系親屬或二等旁系血親看護者；每

日之計算以二十四小時計，含跨日之連續時數;超過十二小時但未

滿二十四小時以十二小時計，未滿十二小時不予補助。

入住隔離病房、加護病房、呼吸照護病房、呼吸照護中心、安寧病

房、緩和病房等病房期間，不予補助。

四、申請本要點補助應備文件：

(一)申請表。

(二)由醫院之主治醫師、護理人員或社工員出具之身心障礙者傷病

住院看護證明書。

(三)醫院診斷證明書正本。需註明「住院期間須請專人照顧」，並

註明入出院之日期、時間、各類病房之日期及時間等，如有入

住隔離病房、加護病房、呼吸照護病房、呼吸照護中心、安寧

病房、緩和病房者並註明入住期間；申請人已參加全民健康保

險者，以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特約醫療院所住院者，

未參加者以在公立或財團法人醫療院所住院者為限。

(四)聘僱專職人員看護者，應檢附看護費用發票或收據正本、專職

人員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病患服務員、照顧服務員或其他相

關結業證書、證照影本，但如外國籍之照護服務員，須附有效

期限內之居留證影本。

(五)具領人或受託人郵局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人因故無法親自具領者，應另檢附委託書。

如無郵局存摺及金融機構存摺或因帳戶遭凍結或其他因素需開立無

劃線支票，應填具領款收據及切結書。

五、看護費用補助申請時間應於出院日起三個月內檢附應備文件，逕向

戶籍地之區公所提出申請。安置於身心障礙教、療養機構符合身心

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之身心障礙者，得由安置機構代為逕向戶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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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公所申請辦理。

六、無核列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者，應依本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審核作業要點第五點檢附資料，由各區公所依該要點完成資格審

核。

七、申請本補助者，其補助期間不得重複申請公費安置收容費、特別照

顧津貼、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

顧費用、老人居家服務費等其他看護補助或依其他法令領取性質相

同之補助。

前項相同性質之補助，由社會局認定之。

八、如有特殊情形者，依專案簽准辦理。

九、申請人虛偽不實申請本補助或重複申請者，應追回已領取費用，如

有涉及刑事責任，移送法辦。如所送資料填報不實、隱匿事實、溢

領補助或違反相關法令者，由社會局以書面命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

於三十日內返還；屆期未返還者，由社會局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社會局逐年編列預算辦理，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申請補助。

十一、本要點所需表件由社會局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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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障字第106007239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要

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要

點」、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二、敬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審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02月01日府授社障字第100001894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07月14日府授社障字第100013486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08月24日府授社障字第100016252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9月11日府授社障字第1010158945號函修正

並自101年7月11日起生效（原為：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5月6日府授社障字第104010272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1月23日府授社障字第106001672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府授社障字第1060072394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

照顧費用補助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設籍於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

礙證明，並經審核符合申領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補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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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二）入住或安置於與本府簽約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

構、精神復健機構、護理之家。

（三）未同時領有政府提供之其他補助或津貼。但榮民院外就養給與

者，不在此限。

（四）經本府社工員訪視評估，確有安置需求。

三、本要點之補助基準依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辦

法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辦理。其補助金額如下：

（一）由本府轉介安置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長期照

護服務）、護理之家者：依衛生福利部所屬及主管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收費及補助標準

一覽表規定辦理，每月最高補助額度為新臺幣二萬一千元。

（二）由本府轉介安置於老人福利機構（安養服務、養護服務）及精

神復健機構者：補助標準依臺中市政府轉介身心障礙者於非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收費及補助

標準一覽表（如附表一、附表二）規定辦理，每月最高補助額

度為新臺幣二萬元。

（三）安置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長期照護服務）、

護理之家、精神照護機構，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補助標準

依臺中市政府轉介六十五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於各類機構辦理身

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收費及補助標準一覽表（如附表

三）規定辦理。

申請人因特殊情況，經本府社工員訪視評估確有需求，得專案核

定，不受前項補助標準之限制，但補助額度以前項最高補助金額為

限。

四、本要點之補助應由身心障礙者申請；本人為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

者，得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代為申請。但申請重新鑑定或依據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五日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

發辦法修正條文全面施行後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且申請本要點之補

助者，應由身心障礙需求評估單位提出。

本市各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即辦理初審，並於受理申請日起七日內

（不含假日）送本府複評核定之。

本府每年應定期辦理補助資格重新調查，並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完成，分類列冊登記，如有補助資格異動，應隨時變更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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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期間等資訊。

五、本要點之補助，其應備文件如下：

（一）機構出具日間照顧或住宿式照顧證明（尚未安置者免附）。

（二）其他應備文件。

前項第二款其他應備文件，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戶內人口中年滿十六歲至二十五歲在學學生應檢附學生證明文

件。

（二）患有重大疾病者最近三個月內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正本。

（三）教師及職業軍人薪資（餉）證明單。

（四）具領有退休俸人員支領月退休金額明細表或存摺證明。

（五）工作異動時，原離職證明單及現職工作薪資證明單。

（六）本人無法申請時，申請人得委託代理人申請，代理人應檢附委

託書及申請人相關證明文件。

六、申請人自行選擇與本府簽約之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應備齊

證件向本市各區公所提出申請，並經本府核定，自核定日起核給日

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補助期間屆滿前轉至其他機構安置

者，需向本府重新提出申請。

前項補助方式，由與本府簽約之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造冊並

開立明細表、收據等相關資料函請本府核發。

七、申請人對審核結果或經費撥付有異議時，應於接獲書面通知後十五

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

本府受理申復後，必要時得請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提供意

見。

八、本要點所定家庭總收入之應計算人口範圍及計算方式，依社會救助

法相關規定辦理。但非低收入戶及非中低收入戶之申請人其同一

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兄弟姊妹未滿十六歲、因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或

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國內就學且非空中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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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之

學校者，應列入家庭人口計算範圍。

九、本要點之補助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發補助，申請人、法定代

理人或監護人及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應主動通知本府：

（一）戶籍遷出本市或未實際安置於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

（二）受補助人死亡。

（三）家庭經濟狀況改善致未達補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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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期間屆滿。

（五）無故離開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經查核認定。

前項各款情形，自發生日之次日起停發補助，已撥付之補助費用按

比例追繳，其計算方式為扣除申請人當月接受服務之日數，乘以每

月應領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費除以三十日之金額。

十、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之審核權責分工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規劃、督導、考核、撥款、核定及宣

導事宜。

（二）臺中市各區公所：

1、受理申請案件並辦理訪視及個案調查。

2、申請及申復案件之建檔初審及轉送社會局核定。

3、個案基本資料之異動、查報、建檔事項。

4、每年度之定期複查。

十一、本要點之補助經費若因預算不足支應，將採總量控管，以評估結

果依序排列補助優先順序，評估基準由本府另訂之。

十二、申請人依精神病患照顧體系權責劃分表屬第一類至第四類病患性

質者，且於精神復健機構接受服務時，申請補助之月份如同時領

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之健康保險復健治療費用，本要點

之補助僅核發與原核定補助之差額。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者，依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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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一字第1060011089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宗地地價計算原則」，並修正名稱

為「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計算原

則」，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旨揭計算原則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1份。

二、副本函送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秘書處登載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均含附

件)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 
宗地單位地價計算原則

中華民國100年1月24日中市地價一字第10000022062號函訂

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中市地價一字第1060011089號函修訂第五點

一、本原則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訂定。
二、繁榮街道之區段以裡地線為區段界線，裡地線之標準深度為距離臨

街線（包括騎樓地）十八公尺。
三、路角地之範圍以縱橫裡地線與臨街線中間之範圍為準。
四、路角地中第一宗土地正、旁街之認定，以路線價較高者為正街，路

線價較低者為旁街，如兩路線價相等時，以使用寬度較大者為正
街，使用寬度較小者為旁街。

五、各宗土地單位地價視其位置與臨街深度分別依下列方法計算之。
(一)臨街地

臨街深度 指數（﹪）
未達12公尺 110

滿12公尺未達15公尺 105
滿15公尺未達18公尺 100

1、臨街地深度未達裡地線者，依上表所列指數計算之(見圖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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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前開裡地線之標準深度以距離臨街線十八公尺為
準。

2、平行四邊形之宗地以其高度為臨街深度，按臨街深度指數計
算其單價(見圖例二4.)。

3、平行邊與臨街線一致之梯形宗地以其高度為臨街深度，按臨
街深度指數求得其每平方公尺單價，再視其上下兩邊長短之
比例及利用價值增減補正之，其補正之數額以不超過原計
算之單價二成為限；平行邊與臨街線垂直之梯形以兩邊中點
之連線為臨街深度，按臨街深度指數計算其每平方公尺之單
價，不再增減補正(見圖例二5.6.10.)。

4、正三角形(三角形之一邊為臨街線者)之宗地以高度二分之一
為臨街深度，按臨街深度指數計算其單價(見圖例二7.)。

5、逆三角形(三角形之頂點在臨街線者)之宗地，比照袋地計算
其單價(見圖例二8.)。

6、街廓縱深在三十六公尺以下者，應以中間線分前後兩部分，
分別按其深度計算其臨街單價(見圖例三11.)。

7、宗地深度較深超過裡地線者，其每平方公尺之單價與臨街地
單價按面積比例平均計算其單價(見圖例二9.)。

(二)路角地
1、路角地之地價除依正街之臨街深度按臨街深度指數計算其單

價後，並斟酌加計旁街地價。加計之方法以縱橫臨街線之交
叉點起每四點五公尺為一級距依序加計旁街路線價之二成、
一成(見圖例四12.、13.)。
前項路角地加成原則若實際情形特殊，需酌予變更者應擬具
處理辦法，專案陳報本局核定。

2、路角地如因陸橋、地下道出入口或其他路障而影響其利用價
值時，應依前項標準計算該路角地單價後再酌以減成補正
之；其減成補正乘數以二成為限。

(三)袋地
1、袋地係指裡地線內不直接臨街之土地（騎樓用地與次宗土地

視為第一宗土地）。
2、袋地地價按路線價之百分之六十五計算。
3、袋地地價計算結果低於裡地區段地價者，以裡地區段地價為

其宗地地價。
4、騎樓地已分割者，應併同後面一宗土地計算其臨街深度，且

後面一宗土地應視為臨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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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7360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建築法規小組設置要點」第二點如附件，並自即日

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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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

人事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建築法規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26日府授都建字第099100354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4年3月19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063537號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0日府授都建字第105027647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73609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研訂臺中市建築自治法規及處理建

築法規適用疑義事項，特設臺中市政府建築法規小組（以下簡稱本

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置委員十三人以上，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局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都發

局副局長或主任秘書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派（聘）兼

之：

（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代表一人。

（二）都發局副總工程司以上主管一至二人。

（三）都發局城鄉計畫科、建造管理科、使用管理科及營造施工科等

業務科代表二至四人。

（四）建築師公會代表三至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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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木技師公會代表一人。

（六）結構技師公會代表一人。

（七）學者專家二至三人。

三、本小組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

任者，應隨本職進退。委員出缺時，本府得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

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都發局建造管理科科長兼任，承召集人

之命，綜理本小組幕僚作業，置幹事若干人，由都發局派員兼任。

五、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視實際需要召開之，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及副召

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席。

六、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七、本小組會議開會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

八、本小組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九、本小組委員對於審議之案件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或第三十三條

應迴避事由時，應依法迴避。

十、本小組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為之。

十一、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二、本小組所需經費由都發局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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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7402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

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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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

人事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26日府授都建字第099100354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74027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依據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

例第四十九條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工作，以強化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地區特色，提昇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特設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兼任；副

主任委員一至三人，由主任委員指派；委員十五至二十人，由主任

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都市計畫學者、專家。

(二)建築學者、專家。

(三)造園學者、專家。

(四)環境保護學者、專家。

(五)建築師公會代表。

(六)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代表。

(七)都市設計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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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景觀設計學者、專家。

(九)公共藝術學者、專家。

(十)交通學者、專家。

(十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相關人員。

(十二)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相關人員。

(十三)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相關人員。

(十四)審議案件性質特殊者，主任委員得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地區

性代表列席。

三、本委員會審議範圍包括本市都市計畫說明書載明需經本委員會審查

之地區，及本市有關重大公共工程與公共建築，或依規定需經本委

員會審查者。

四、本委員會之職掌為審議範圍內有關計畫地之都市設計、建築物設

計、開放空間設計、交通系統設計、及廣告招牌、街道傢俱之景觀

設計等審查與研究事項。

五、本委員會置總幹事、副總幹事各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日常會

務工作，幹事六人至十人，協助執行辦理會務，並由主任委員就臺

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等有關機關正式編制人員派兼之。

六、本委員會開會時間視業務需要，簽請主任委員核定，並由主任委員

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

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無法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之。

七、本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但由機關代表

兼任之委員，得指派代表出席。

八、本委員會決議事項經主任委員核定後，以本府名義行之。

九、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之，府內委員之任期隨其本

職異動而改派之。

十、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一、為審查都市設計案，得徵收審查費，並納入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

建設基金專款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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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7657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第五點如附

件，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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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

人事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1月26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01907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76575號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凝聚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經濟發展

共識、整合政策規劃及創造工商發展環境，特設臺中市經濟發展諮

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置委員二十五人至五十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

一人為共同召集人，由市長指派或遴聘專家學者擔任；其餘委員，

由市長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前項委員任期為二年，任期屆滿得續聘(派)或改聘(派)之；任期內

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代表機關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外聘委員單一性別比例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體四分之一為原則；全

體委員單一性別比例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本會開會時，本府下列局(處)首長應列席會議：

(一)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經發局)

(二)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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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四)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五)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六)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七)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八)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九)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十)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十一)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十二)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十三)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十四)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十五)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三、市長遴聘之專家學者，包含政府機關、工商產業及學術研究等各界

人士。

四、本會任務如下：

(一)本府年度及中長程經濟發展政策之諮詢。

(二)本府重大經建投資計畫之諮詢。

(三)營造有利之經營環境，創造商業契機。

(四)整合本府與民間之財力資源，活絡本市經濟活動。

(五)其他與本市經濟發展有關之事宜。

五、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市長指派人員兼任，綜理本會會務；置幹事

二人至三人，幕僚作業由經發局指派人員襄助處理本會行政事務。

六、本會原則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增加或減少會議次數，

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由共同召集人代

理之，共同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由委員推選一人代理之。

本會會議視需要，得邀請本府相關機關派員列席。

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第二點第四項之列席人員，因故不能親自列席會議時，得指派適當

人員代理之。

八、本會會議之決議事項，以本府名義送請本府各相關機關辦理。

九、本會決議事項推動所需經費，由本府相關權責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本會所需行政費用支出，由本府經濟發展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十、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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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77213號

主旨：本府所訂「臺中市政府話務中心管理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自106年4

月21日停止適用，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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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

人事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80949號

主旨：本府所訂「臺中市政府大墩工藝師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自即日停

止適用，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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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

人事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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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經工字第1060016833號

主旨：本局所訂「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服務中心籌備處設置要

點」，自民國106年4月28日停止適用，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園區廠

商協進會、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協助上載法規資料庫)、臺

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75919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一日生效，

並同時註銷本府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十六日府授人企字第一○六

○○三三○○八號令修正之「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編制表」。

附「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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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79446號

修正「臺中市和平區衛生所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一日生

效。

附「臺中市和平區衛生所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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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資服字第1060070949號

附件：如主旨、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應用財稅資料管理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

照。

說明：

一、為規範本府所屬各機關使用經由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取得之財稅資

料，特訂定本要點，以明確規範業務應用範圍、使用者管理、資料安

全管制作業及稽核方式等。

二、檢附「臺中市政府應用財稅資料管理要點」總說明、對照表及條文如

附。

三、敬請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

政府地政局除外)(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應用財稅資料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府授資服字第1060070949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府所屬各機關及臺中市和平區

公所(以下簡稱各機關)人員，確保妥適應用財稅資料，落實資訊安

全，避免財稅資料不當使用或外洩，以保障民眾個人隱私，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財稅資料，指運用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資訊中介服務、

媒體交換、SFTP(安全檔案傳輸網路協定)等方式，經由財政部財政

資訊中心取得之資料。

三、查調財稅資料之範圍及對象，以經財政部核准查調業務項目(附表

一)或民眾依法令或相關規定申辦案件並取得查調對象授權同意書

(附表二)授權查調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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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眾對各機關查調之財稅資料產生疑義時，各機關得向財政部財政

資訊中心申請資料查驗或由民眾自行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據以審查；

如致生爭議或訴訟，由各機關負責處理。

五、申請程序及管理規定如下：

(一)使用者須具我的E政府（http://www.gov.tw）公務機關會員帳

號，並上傳其自然人憑證資訊。

(二)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設總管理者一名，負責本府一級機關及臺

中市各區公所之機關管理者財稅WebIR權限申請之受理、管理及

稽核作業；總管理者如有業務調動、離職情事，須報請電子化

政府服務平臺處理。

(三)本府權限管理採分層負責，各機關設機關管理者一名，由總管

理者配賦機關管理者，再由機關管理者配賦同層級內部使用者

及下一層級管理者，最後一層級配賦內部使用者。

(四)機關管理者新增或異動時應填寫申請書(附表三)，經所屬主管

及機關首長核可後，向上一層級管理者申請設定權限；機關管

理者應保留下一層級管理者申請表單至少一年，以供本府主管

機關稽核使用。

(五)使用者新增或異動時應填寫申請書(附表四)，經所屬主管及機

關首長核可後，向機關管理者提出申請，經核准後設定權限；

各機關管理者應保留使用者申請表單至少一年，以供本府主管

機關稽核使用。

(六)應以本人之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並對其自然人憑證及密碼負

有保管及保密之責，不得使用非本人申請之帳號、帳號不得外

借使用或禁止洩露他人帳號，且不得和他人共用帳號。

(七)密碼應依我的E政府規範訂定適當長度及複雜度，並配合該平台

規範定期更改密碼。

機關管理者應定期辦理該機關帳號清查並建立使用者名冊，檢視使

用者權限，並廢止重複、閒置、職務調整、離職及退休者帳號。

機關管理者其職務有異動時，應將所負責保管之相關使用者名冊及

查詢紀錄文件資料列冊移交予新機關管理者。

六、查詢財稅資料之管制措施及資訊安全管理措施如下：

(一)使用者查詢財稅資料時，應先填寫查調紀錄陳核表(附表五)，

經所屬主管核可後始得查詢，並保留七年作為日後查核依據。

(二)使用者對經授權取得之財稅資料負有保密責任，僅供原申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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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不得任意複印或複製，並應防止財稅資料外洩；其所

屬主管應負監督之責。

(三)於查詢作業完畢或暫時離開座位時，應即關閉系統或鎖定電

腦，防止他人未經授權使用電腦取得財稅資料。

(四)查詢之財稅資料應避免非業務權責人員閱覽、擷取及破壞，並

不得以電話、網路及傳真等方式傳輸財稅資料於非業務相關人

員，有關財稅資料之傳送與處理須採行適當之保護措施，如涉

及個人資料之識別應加密保護。

(五)查詢財稅資料完竣後，如有併案或附卷必要，應妥善保管。紙

本應以密件方式保存；電子檔應有存取權限控管。如可銷毀，

紙本文件應銷毀至無法辨識；電子檔如無保留必要性，應即刪

除。

(六)財稅資料需於嚴密資安管控環境下進行處理；若使用光碟片電

子檔案資料，禁止錄製保存於私人電腦、筆記型電腦或其他儲

存設備內，運用資料時應進行實體隔離，不得與外部網路連

線。

(七)各業務系統之資料庫主機應使用網管設備阻擋非必要的連結，

禁止直接存取網際網路，並關閉USB、序列埠等介面裝置，避免

資料外洩或病毒傳入。

(八)取得財稅資料檔，使用者應自行定期清除，以防範財稅資料被

不當存取。

(九)各機關每年應檢視已申請核准之財稅資訊連結作業之使用情

形，如已無需求者，應函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終止該連結作

業。

七、各機關(含所屬機關)應指定專人依下列規定自行辦理內部查核及稽

核作業：

(一)每季應檢視各單位使用人查詢紀錄與使用狀況，並彙整使用紀

錄，提供業務主管抽查使用情形，每月抽查比率至少為百分之

三，每月抽查筆數不得少於十筆。但查詢總筆數少於十筆者，

應全數查核。

(二)前款查核結果，應保留七年備查，遇有查詢異常現象，由業務

單位會同政風單位及資訊單位共同調查，並作成稽核紀錄。

(三)每半年應辦理內部稽核工作，各機關並應每年辦理所屬機關稽

核工作，所有稽核工作均應作成稽核紀錄，保留七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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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稽核作業應採系統紀錄檔與民眾申請案件逐一比對之方式，其

有缺漏者，應立即改進。

本府主管機關得不定期配合抽查各機關財稅WebIR之使用情形，各

機關應派員配合稽查作業，經查有異常查詢情形時，將送請該機關

查處。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實施稽核時，應備妥使用者清冊、稽核紀錄及

提供相關稽核資料。

八、機關管理者應確實依本要點執行。執行績效良好者，得依臺中市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規定辦理行政獎勵。

九、機關管理者未善盡管理之責，致未經授權之使用者，或因職務調

整、離職或退休等原因已無使用財稅資料權限者使用財稅資料，致

當事人權益受損者，應由其所屬之主管機關議處。

各機關或使用者有違法或不當使用財稅資料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負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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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60029997號

主旨：函轉本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編號第000471

號，因不慎遺失，請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作廢事宜，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106年4月6日大甲小字第1060001682號函

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本局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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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60025124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安徒生大肚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安徒生大肚幼兒園106年3月21日106安肚幼字第

10603221001號函及「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6年2月24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安徒生大肚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高仁昌。身

分證字號：H12491****。園址：臺中市大肚區大肚里13鄰紙廠路53

號。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廢止設

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號：中市教

幼字第1050025859號)。

局長　　彭富源　　出國
　副局長　劉火欽　代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60029033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卡吉雅比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卡吉雅比幼兒園106年3月31日字第1061106001號函及「幼

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6年3月3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該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吳鳳雲。身分證字號：L22480****。

園址：臺中市西屯區福安里4鄰福安路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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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同意廢

止設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號：

中市教幼字第1010035569號）。

局長　　彭富源　　出國
　副局長　劉火欽　代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60030090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天堂鳥幼兒園停辦案，特予公告。

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及臺中市私立天堂鳥幼兒園

106年3月27日天幼字第10603027號函。

公告事項：臺中市私立天堂鳥幼兒園（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黃○美，身

分證字號：E22117****，園址：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崇德八路一

段166號。)自106年3月1日起至107年2月28日止停辦1年。

局長　彭富源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體處字第106006362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為配合臺中市政府運動局成立，原由臺中市體育處制定之自治規則及

行政規則，自106年4月10日起變更管轄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特

此公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條規定。

公告事項：「配合臺中市政府運動局成立以106年4月10日作為新機關組織生

效日之變更管轄機關自治規則條文表」、「配合臺中市政府運動

局成立以106年4月10日作為新機關組織生效日之變更管轄機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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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規則條文表」。

市長　林佳龍

1

§
(1)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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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60015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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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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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吳依聰君等共計1,638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

者，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

地、居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

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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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號 車號(証號) 應受送達人姓名 裁決日

1621 GL0255325 YBE-0** 林億章 1051229

1622 GL0420518 YBN-6** 賴瑪琍 1051201

1623 GL0253468 YHN-4** 姚仲豪 1051201

1624 GL0017019 YHN-4** 姚仲豪 1051201

1625 GL0517053 YHN-4** 姚仲豪 1051201

1626 GL0480932 YT-81** 顏欽堂 1051202

1627 GL0019542 ZTS-7** 張楊 1051214

1628 G5H549755 019-Q** 張玲 1050408

1629 GL0093777 501-E** 吳文瀚 1050617

1630 GK0040332 775-P** 吳禕瑋 1050429

1631 GK0149830 803-L** 孫海紅 1050429

1632 GK0566243 803-L** 孫海紅 1050429

1633 G5H646611 F9R-0** 台中縣私立小叮噹托兒所 1050408

1634 DB5034938 FP5-5** COONEY MYLES T 1050527

1635 G5H786450 G6P-9** 台中市私立日勝課後托育中心 1050630

1636 GI0060751 208-J** 林雨蓁 法定代理人:林德發 1020205

1637 GH0218546 SPM-5** 廖信龍 1040625

1638 GI0513857 HZ5-7** 周雅芬 1051109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0500381號

主旨：公告核准「林一川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林一川。

二、事務所名稱：林一川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138-03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4589號。

五、事務所地址：404臺中市北區館前路19號11樓之1。

六、身分證字號：D12002****。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0565151號

主旨：公告核准「曾令興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及變更印鑑。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曾令興。

二、事務所名稱：泰興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開業證字第M000170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828號。

五、事務所地址：台中市西區向上路1段526號2樓。

六、身分證字號：A12126****。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及變更印鑑。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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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0542111號

主旨：公告「黃俊毅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十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黃俊毅。

二、事務所名稱：沐慕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F12750****。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83號。

五、事務所地址：404臺中市北區忠明七街30號3樓之5。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055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0568671號

主旨：公告「郭凱文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十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郭凱文。

二、事務所名稱：郭凱文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L12051****。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84號。

五、事務所地址：台中市中區三民路2段1號3樓之1。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123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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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60021811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西區麻園頭段17-38、17-60、25-19、27及27-3地號部分土

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4月10日至民國106年5月10日止，期間滿30

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西區公所(公告欄)、臺中市西區忠明里辦公處

(公告欄)、廢道現場、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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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廢道審

議之參考。

五、本府建設局原則同意備查本案專業顧問公司簽證廢溝後不影響周遭排

水，惟後續如因廢溝造成淹水事件，以致第三人損害或國賠事件，概

由申請人及簽證技師負全部責任；另本案若涉及後續廢溝作業事宜，

請另洽本府建設局申請辦理。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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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60061580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西區麻園頭段17-38、17-60、25-19、27及27-3地號部分土

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5月10日至民國106年5月15日止，期間滿30日

（延長公告時間）。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西區公所(公告欄)、臺中市西區忠明里辦公處

(公告欄)、廢道現場、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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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廢道審

議之參考。

五、本府建設局原則同意備查本案專業顧問公司簽證廢溝後不影響周遭排

水，惟後續如因廢溝造成淹水事件，以致第三人損害或國賠事件，概

由申請人及簽證技師負全部責任；另本案若涉及後續廢溝作業事宜，

請另洽本府建設局申請辦理。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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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600704181號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配合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體開發)主要計

畫(部分公園用地兼供水資源回收設施使用為宗教專用區)案」都市計

畫樁位成果及相關公告書件，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西屯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

工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6年4月12日起至民國106年5月12日止，計滿30

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控制測量成

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臺中市西屯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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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更字第10600518161號

附件：「擬定臺中市中區中華段五小段2-53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

事業計畫」書一份

主旨：公告核定柳杉生活創意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擬定臺中市中

區中華段五小段2-53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書，

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臺中市政府105年11月11日「臺中市政府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105年第6次會議紀錄。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4月13日至106年5月12日止，計30日。

二、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臺中市政府、本局、本市中區區公所及中區中華里里公

告欄。

(二)計畫書閱覽：本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中區區公所及中區中華里

里辦公處。

三、受處分人對本處分如有不服，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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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更字第10600529781號

主旨：公告長生金融大樓管理委員會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中市中區平

等段四小段76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第一次變更)

案」訂於106年5月3日舉行聽證，請週知。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1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1-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聽證舉行事宜：

(一)事由：長生金融大樓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1條規定，本府依據都

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1條於核定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應

舉行聽證。

(二)日期及地點：民國106年5月3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假臺中市工商發

展投資策進會八樓會議室(三民路一段158號8樓)舉行聽證。

二、有關本案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書內容及聽證相關資訊請上局網站

(http://www.ud.taichung.gov.tw/)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blog.

xuite.net/manor3/blog)查詢。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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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071402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干城地區道路系統

除外）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第8案部分工業區為住宅

區）案」及「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干城地

區道路系統除外）（第二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第8案部分工業區為住

宅區）（含西屯區福安段141-1、142、143、146-5、193-3及193-5地

號土地之事業及財務計畫）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自民國106年4

月19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4月19日起30天。

二、公告方式：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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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市西屯區公所。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各1份(如附件)。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106年5月4日下午2時30分假本市西屯區

福安地區各里聯合活動中心（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199號）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

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參考。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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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075763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市73」市場

用地為商業區）案」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西屯地區)細部計畫(配

合原「市73」市場用地為商業區)案」計畫書、圖，自106年4月19日起

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西屯區公所(前述計畫書、圖置本市西屯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

展局城鄉計畫科供各界公開閱覽)。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4月19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106年5月10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假臺

中市立圖書館西屯分館3樓多功能活動室(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66號3

樓)召開。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林佳龍

17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171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60071663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變更潭子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乙種工業區及農業區為河道用

地，部分道路用地為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潭子外圍截水

道）」自106年4月20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府都市發展局山城服務中心公告欄、本市潭子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4月20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6年5月4日上午10時00分假本市潭子區公所

四樓會議室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及檢附地籍

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表示意見，據彙整提報本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172 17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更字第1060060208號

附件：公聽會、聽證議程等相關資料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非凡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定臺

中市西屯區民安段601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訂

於106年4月26日舉辦公聽會，於106年5月18日舉行聽證，請週知。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11條之1。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106年4月20日起至106年5月19日止，計30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西屯區公所、本局網頁及

旨案專屬網站。

三、公聽會舉辦事宜：

(一)事由：非凡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規

定，擬定臺中市西屯區民安段601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提送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前，本局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6年4月26日(星期三)下午2時假本市工商發展投

資策進會八樓會議室(臺中市三民路一段158號8樓)舉辦公聽會，議

程詳附件。

四、聽證舉行事宜：

(一)事由：非凡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22條規

定，擬定臺中市西屯區民安段601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本局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於核定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前，應舉行聽證。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6年5月18日(星期四)下午2時假本市工商發展投

資策進會八樓會議室(臺中市三民路一段158號8樓)舉行聽證，議程

詳附件。

五、有關本案事業計畫書內容、公開展覽、公聽會及聽證相關資訊請上本

局網站(http://www.ud.taichung.gov.tw/)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s://

goo.gl/WNyHwW)查詢。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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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海行字第10600559781號

附件：海瓜子簾蛤禁漁區範圍圖及禁止採捕物種圖示

主旨：公告臺中市大甲區沿岸海瓜子簾蛤禁漁區及禁漁期相關規定事項。

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禁漁期間：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至108年5月31日止，為期2年。

二、禁漁範圍：臺中市大甲區臨江路西勢海堤雷達站處(24°25'00.8"N 

120°36'20.2"E)往北350公尺至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水閘門處

(24°25'06.1"N 120° 36'31.5"E)以及兩座標點間向外延伸至低潮位線

處水域區域範圍內。

三、本公告禁止採捕物種：中文名稱為海瓜子簾蛤，俗名為小眼花簾蛤，

學名為Ruditapes variegatus，屬雙殼綱之貝類。

四、規定事項：禁漁期間禁以任何方式於禁漁區採捕海瓜子簾蛤，違反者

依漁業法第65條第6款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五、基於學術研究、教育或防洪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六、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詢：

(一)承辦機關：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二)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北堤路3號。

(三)電話：04-26566494轉307。

(四)傳真：04-26561777。

(五)電子郵件：ting680720@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農業局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174 175



17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17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176 177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保字第10600686451號

附件：自我評估表

主旨：公告本市106年度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評鑑實施計畫。

依據：臺中市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辦法。

公告事項：

一、計畫目的：為提升本市動物福利，落實尊重動物生命教育及維護動物

保護之立法精神，本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明定得以輔導、協助及委託

各級學校、民間機構、團體辦理動物認養、絕育、救援、收容管理及

動物保護教育宣導等相關動物保護防疫工作事項，並得予以獎勵，以

強化受補助者辦理計畫或委託工作之執行成效。

二、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三、執行機關：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簡稱動保處)。

四、計畫期程：106年1月至12月。

五、評鑑對象：於105年11月1日至106年10月31日期間，依臺中市動物保

護自治條例第11條規定向農業局申請補助或受委託辦理動物認養、絕

育、救援、收容管理及動物保護教育宣導等有關動物保護防疫工作事

項之學校、民間機構或團體。

六、評鑑方式與期程：

(一)本評鑑計畫採書面評鑑方式辦理，評鑑期間自105年11月1日至106年

10月31日止。

(二)動保處於辦理評鑑前1個月，函請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辦理之各學

校、民間機關或團體於106年11月10日前提送評鑑書面資料（格式

及撰寫說明如附件）、受補助或委託計畫工作成果報告書及其他佐

證資料進行評分，活動辦理實況可製作錄影檔提供委員作為評鑑參

考。

(三)動保處於106年11月30日前召開評鑑小組工作會議進行書面評鑑，評

鑑前由動保處擬具計畫活動內容是否具體執行之初審意見供委員評

鑑參考，評鑑之結果簽陳農業局核定後，以書函正式通知各受評單

位評鑑結果，相關評鑑結果並公布於動保處機關網頁。

七、評鑑指標及細項配分：

(一)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之辦理成效：

１、計畫執行：15分。（含計畫行政績效5分、計畫完整創新度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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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計畫成果：25分。（含計畫目標達成率15分、成果報告書完整性

10分）

３、計畫成果運用與貢獻：15分。（含成果後續運用成效5分、成果

貢獻度10分）

(二)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之組織管理：

１、人力配置：10分。

２、業務管理：15分。（含媒體宣傳數量及效果10分、自籌款分配比

率5分）

３、設備配置：10分。

(三)綜合考評：10分。

(四)加分項目：簡報答詢10分。

八、評鑑等次與獎勵方式：

(一)評鑑結果等次如下：

１、優等：總分數達90分以上者。

２、甲等：總分數80分以上，未達90分者。

３、乙等：總分數70分以上，未達80分者。

４、丙等：總分數60分以上，未達70分者。

５、丁等：總分數未達60分者。

(二)獎勵方式：

評鑑結果列優等及甲等者，依下列方式獎勵：

優等：發給獎牌1面及獎勵金新台幣3萬元。

甲等：發給獎牌1面。

九、經費來源：由106年度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動物福利管理計畫－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補貼（償）、獎

勵、慰問、照護與救濟－獎勵費用」項下支應。

十、其他：

(一)有關執行補助或受委託工作計畫之組織管理評鑑項目部份，各申請

補助或受委託辦理之學校、民間機關或團體應提送實際執行該工作

計畫內容中有關「人力配置」、「業務管理」及「設備配置」等項

目之實際辦理情形並據以評分，倘未提送者，本評鑑項目將由評鑑

小組委員依據受補助或委託計畫工作成果報告書內容逕予衡量及評

分，受評單位不得異議。

(二)各申請補助或受委託辦理之學校、民間機關或團體所提報計畫未及

於106年10月31日前全部執行完畢，11月以後完成的工作計畫績效評

鑑將併入次（107）年度一同辦理評鑑，並請學校、民間機關或團體

先行提報評鑑期間已執行完畢部分之「評鑑書面資料」、「工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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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成果報告書」，並由評鑑小組依據計畫執行進度及相關內容辦理

評鑑。

(三)本評鑑小組委員有應迴避情事時，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

規定迴避。

十一、本評鑑實施計畫內容、評鑑指標、細項配分及評鑑書面資料請至動

保處網站(http://www.animal.taichung.gov.tw/)『便民服務』之

相關表格下載區下載。

市長　林佳龍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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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藥字第10600746091號

主旨：公示送達吳曜吉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裁處書。

依據：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吳曜吉（M12147****）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規定，經本府

以106年3月29日府授農動藥字第1060062097號裁處書處以新臺幣9萬元

罰鍰在案，因送達處所不明致裁處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

案，逾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處，得依訴願法

經本府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起訴願。

三、前開裁處書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

段28之18號，電話：04-23869420轉108）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

取。

市長　林佳龍

18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181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033781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縣製糖勞動合作社，並註銷登記證及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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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臺中縣製糖勞動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潭子區祥和路172巷7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縣新字第二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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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所負之

債權、債務悉依合作社法及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上開合作社之債權人、債務人請自行依民法有關規定逕向該社索債、

清償。

局長　呂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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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0375002號

主旨：臺中市太平區新吉社區發展協會因廢弛會務，本局依法予以解散，並

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59條及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22條規定

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臺中市太平區新吉社區發展協會。

(二)會址：臺中市太平區新吉里新吉路42-1號。

(三)理事長：楊子萱。

(四)解散原因：人民團體廢弛會務並經限期整理未如期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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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定辦理。

局長　呂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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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0382792號

主旨：有限責任臺中縣勞工消費合作社因連續二年未召開年度社員大會，經

本局限期改善未如期完成，本局依法予以解散，並註銷登記證及圖

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如下：

社名：有限責任臺中縣勞工消費合作社。

社址：臺中市潭子區雅潭路一段99巷2號。

登記證字號：中縣合更字第4744號。

理事主席：吳添財。

解散原因：連續二年未召開年度社員大會，經本局限期改善未如期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合作社，其登記證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合作社所負之

債權、債務悉依合作社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四、上開合作社之債權人、債務人請自行依民法有關規定逕向該社索債、

清償。

局長　呂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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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040700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登記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91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市新字第279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局長　呂建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60029324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吳承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處分書、繳費單

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未居住於戶籍地及現住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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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係應受送達人吳承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

件，經本局以106年3月13日中市警刑字第10600180881號處分書，裁處

新臺幣2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並已逾罰鍰繳款期限。因應

受送達人行方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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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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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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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陳嘉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29735號

主旨：公示送達何秋金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何秋金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B10044****。

(二)發文日期：106年3月15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23678號。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3170，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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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27879號

主旨：公示送達黃鈺惠君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行政罰鍰催繳通知書。

依據：化粧品管理相關法規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黃鈺惠(身分證字號：M22187****)，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

反化粧品管理相關法規之罰鍰催繳通知書（發文日期：106年3月17

日，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00944號）無法送達，特依法公

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催繳通知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

銷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轉

7705，承辦人：張小姐】

局長　呂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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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企字第10600673921號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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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表

主旨：修訂本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並自即日起生

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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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刪除衛生醫療類別編號56「婦幼健康管理系統使用者申請」及編號57

「出生通報系統使用者申請」，計2項。

二、修正衛生醫療類別編號21「辦理藥物廣告申覆」及編號23「辦理藥物

廣告申請」項目，計2項。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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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60035440號

主旨：公告委託「環醫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106年河川巡守隊經營運作

輔導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環醫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一)輔導河川(水環境)巡守隊組織經營。

(二)輔導巡守隊淨溪及水質監測或其他水環境教育宣導活動、辦理教育

訓練。

(三)參訪優良巡守隊或相關水環境場址活動。

(四)Eco Life(綠網)及志願服務資訊系統維護作業。

(五)輔導本市巡守隊伍執行巡守範圍內水污染源列管社區之法令宣導作

業。

(六)辦理巡守隊績效評比及表揚獎勵措施(年終檢討會議)。

二、自中華民國106年3月23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環醫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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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34。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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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600592291號

附件：古蹟指定公告表、建物測量套繪地籍圖

主旨：公告變更本市市定古蹟「聚奎居」保存登錄範圍，擴大指定位置及其

所定著土地之範圍，並自106年4月12日生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4條

規定暨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105年度第3

次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古蹟名稱：聚奎居。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烏日區學田路405巷36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建築本體：聚奎居正身及左右護龍。

(二)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烏日區成功嶺段330地號。

(三)周邊應保存範圍(詳地籍套繪圖):本案前於101年11月14日府授文資

字第1010197493號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原公告範圍為臺中市烏日

區成功嶺段330地號1筆土地，共計1,328.97平方公尺，嗣經本次擴

大指定，周邊應保存範圍擴大臺中市烏日區成功嶺段344、345地號

等2筆土地，共計207.94平方公尺，納入保存範圍，俾利未來全區整

體規劃，納入後周邊應保存範圍共計1,536.91平方公尺。

五、擴大指定理由:本市定古蹟「聚奎居」建築約於日治時期大正9年(西元

1920年)創建，三合院二層樓型式，屬洋樓性質。正身為RC加強磚造，

護龍為磚造，正身二層洋樓式，山牆花綵紋飾，中有堂號，女兒牆起

落有致，線條流暢，護龍則為平房，立面拱圈、柱廊，洗石子與紅磚

交織出溫潤視覺景觀，在現存傳統民宅已屬少見。以三合院傳統配置

融合洋式建築風格與工法，深具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

展現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並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

及潛力。本建物之建築樣式精美，屬本地區精美建築之一，表現地方

營建技術，具稀少性，不易再現之特色。全區應保存範圍包含臺中市

烏日區成功嶺段330、344、345地號，經全區完整保存，以維護古蹟

之完整性，俾利建物空間使用配置、生活形制與內、外空間之景觀完

整。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於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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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56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

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

定期間內向本府遞送，並將副本抄送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以實際收

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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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073583號

主旨：為本府辦理國道四號神岡系統交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西側南向聯絡道

路工程用地徵收，茲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

不能領取，已依法存入「臺中市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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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業經本府106年2月7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023086號函通知應受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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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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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專戶」內保

管，視同補償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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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領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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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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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725301號

主旨：公告王瑞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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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鴻。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59號。

三、證書字號：（100）台內地登字第02648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王瑞鴻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西勢路253巷12號1樓。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791441號

主旨：公告温揚彥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温揚彥。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63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7858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千富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祥順路二段500之17號1樓。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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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751131號

主旨：公告張宛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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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宛欣。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60號。

三、證書字號：(98)台內地登字第02605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定家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進街100號。

備註：原開業執照於106年2月18日因有效期限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

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783251號

主旨：公告鄭瑞玲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鄭瑞玲。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62號。

三、證書字號：(84)台內地登字第014387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鄭瑞玲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梅川西路4段279號。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4月23日。

(二)鄭瑞玲地政士前於106年3月13日申請自行停止執業，並經本府以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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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5日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521401號公告註銷開業執照。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762601號

主旨：公告邱韋綺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邱韋綺。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61號。

三、證書字號：(9 9)台內地登字第02641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葆謙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青島東街7號8樓之6。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12月7日。

(二)邱韋綺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82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因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茲予以換發。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198 199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0012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佩芬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佩芬。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091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正傑專業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忠勇路49之6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2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0042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怡甄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怡甄。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089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昇永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北區德化街37號7樓之4。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1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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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0102號

主旨：公告註銷賴仁蒞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仁蒞。

二、證書字號：（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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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區太平路631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逾有效期限（106年3月27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012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筱涵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筱涵。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09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2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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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0131號

主旨：公告註銷賴錦隆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錦隆。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099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3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549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淑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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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貞。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05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6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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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5501號

主旨：公告註銷洪其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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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其財。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08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6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5591號

主旨：公告註銷賴貴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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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貴鶯。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42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6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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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7281號

主旨：公告註銷莊環求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莊環求。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0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8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7331號

主旨：公告註銷許拱立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拱立。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629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9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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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8811號

主旨：公告註銷邱琬婷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邱琬婷。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1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10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28881號

主旨：公告註銷簡明城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簡明城。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1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10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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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30911號

主旨：公告註銷沈慧冬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沈慧冬。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114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11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137331號

主旨：公告註銷方振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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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宏。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63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4月16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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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稅財字第1060200035號

主旨：公告本市106年房屋稅開徵日期及繳納須知。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2條、臺中市政府105年9月19日府授稅財字第

1050200215號函。

公告事項：

一、開徵日期：自106年5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止。

二、課稅所屬期間：105年7月1日至106年6月30日。

三、繳納方式：各縣市之代理公庫及代收稅款銀行（庫）、農會均可繳納

（郵局不代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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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6666/412-

1111，電話6碼地區請撥41-6666/41-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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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便利

商店（限稅額新臺幣2萬元以下，且為統一、全家、萊爾富、來來OK等

4家）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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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

（6月2日）24時前。惟106年6月1日至同年6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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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或已完成

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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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31日24時前預

留應納稅款，以便106年6月1日扣款，於轉帳納稅完成後，另行寄發轉

帳納稅證明書，請納稅義務人收執，作為完稅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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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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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夏字第　2　期

206 207



全民健康保險卡，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網址:https://net.

tax.nat.gov.tw)查詢。

八、106年住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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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區）、大智分局（東、南區）、民

權分局（中、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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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區）、大屯分

局（烏日區、霧峰區、太平區、大里區）、東勢分局（東勢區、石岡

區、和平區、新社區）查明申請補發，依限繳納（本局免費服務電

話：0800-086969）。

十一、逾繳納期間繳納者，每逾2日加徵1%滯納金（最高加徵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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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陳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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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生綜字第10600765731號

附件：自治條例草案對照表、自治條例草案條文、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修正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3條第2項第2款第10目。

三、修正「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

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規

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次日起7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6樓。

(三)電話：04-22334145轉352。

(四)傳真：04-22334665。

(五)電子信箱：shangweiliu@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下稱本條例)於一○一年六月十二日以府

授法規字第一○一○○九九八七七號令制定公布，並於一○五年四月

十二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五○○六六五八四號令修正發布，茲因臺

中市政府於一○四年十二月一日修正「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組織規

程」，名稱修正為「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組織規程」，自一○五年一

月一日生效，及配合區公所業務調整由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辦理，爰

修正本條例，其修正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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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組織規程規定，將本條例所訂「臺中市生

命禮儀管理所」修正為「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並刪除區公

所部分，明定本條例之執行機關簡稱為「生命禮儀處」，並為文字

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至第七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

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

二、本市殯葬業務由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並統由臺中市生命禮儀管

理處執行，爰依殯葬管理條例修正相關權責。(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參考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七點規定，增訂第七條第四項規定。

(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增

訂公墓、公立殯儀館、火葬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附設之公共衛生

設施應設置身心障礙設施。(修正條文第九條至第十二條)

五、增訂停柩室規定最小面積之要求。(修正條文第十條)

六、為符合環境保護理念，冥紙、殯喪雜物焚化設施已非火化場之必要

設置設施，爰列為得設置設施。(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七、調整、修正相關用字。(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十五條)

八、增訂公立殯葬設施之管制事由及相關罰則。(新增條文第十五條之

ㄧ、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九、依據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二項授權，放寬本市既存未

規劃墓區及墓基之公墓墓基面積限制。(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十、為解決實務工作需求及避免民眾觸法增修相關條文。(修正條文第

二十條)

十一、刪除骨灰(骸)逾期未移出，已繳規費不予退還之規定，改為應重

新申請許可。另增訂無主骨灰(骸)於存放期限屆至後由生命禮儀

處逕行處理前之公告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十二、增訂本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規則之授權規定。(修正條文第

二十四條)

十三、因應業務調整修正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條文規

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十四、修正本市違法殯葬設施設置、擴建、增建、改建或經營殯葬設

施、違法從事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等之查報機關。(修正

條文第二十九條)

十五、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檢附文件增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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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為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十六、應行遷葬墳墓之墓主應於公告期限內，檢附文件辦理認領登記。

(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十七、民眾自行起掘仍應負擔清運廢棄物責任，且墳墓遷葬後之櫃位及

清運應由需地機關負擔。(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十八、連棺遷葬補償費之認定方式。(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十九、墳墓遷葬補償費應以墳墓為單位而領取及合葬者之補償方式。

(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二十、墓主未於期限內清運由生命禮儀處所繳保證金代為清運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二十一、墳墓修繕時不得再規劃為家族墓或增放骨灰(骸)罐。(修正條

文第三十九條)

二十二、造墓工作者之罰則。(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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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工字第1060080944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修正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7條第4項。

三、修正「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

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規資

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地址：403臺中市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64245。

(四)傳真：(04)22207199。

(五)電子郵件：swlee43@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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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改制為直轄市後，為建構一套完整之建築物施工管理制度，

本府業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七日府授法規字第一０一００七三０三一

號令訂定發布施行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惟本

辦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迄今，經檢討仍有精進空間，

為維護本市建築物施工安全及規範相關作業規定，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

文規定，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加強對發生重大影響公共安全之災害工地之管理，增修發生重大

影響公共安全之災害經都發局勒令停工者，需提出諮詢意見後，向

都發局申請復工。（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

二、因部分大型工地施工門寬度影響施工車輛進出，增修因施工需要而

須加大施工門寬度，可向都發局申請核准。（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四款）

三、為加強工地對施工架、固定式起重機等假設工程之管理，增列工地

負責人或工地主任或專任工程人員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對

假設工程進行查核。（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四、為維護受損戶權益，增列損鄰事件會勘後，起造人或承造人應於七

日內與受損戶進行協商並作成紀錄。（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五、為維護雙方權益，修訂鑑定單位得由雙方合意後為之。（修正條文

第三十ㄧ條）

六、針對於連續性或有迫切性工程之工時管制，爰修正但書規定。（修

正條文第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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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水規字第1060078227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二、修正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12條至第22條。

三、修正「臺中市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

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

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水利規劃科)。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6樓。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53402。

(四)傳真：04-25252317。

(五)電子郵件：bbbb345tw@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水利局局長周廷彰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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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一○三年

十月一日訂定，經濟部一○五年四月十二日經水字第一○五○四六○

一二五○號令修正發布「排水管理辦法」，關於區域排水集水區域內之

土地開發利用案，於享有土地開發利益之同時，應另負起舒緩開發所增

加逕流量之責任，增訂應提送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明確規範其應

受審查之項目及程序等。

茲配合前開修正發布「排水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至第二十二條，特

修正本辦法，以期能減輕土地開發或使用變更所增加之淹水風險，修正

重點如下：

一、增修本辦法包括排水規劃審查(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增修需提送排水規劃書或排水計畫書之情形(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修涉及中央管區域排水集水區域者，由水利署會同其他管理機關

審查核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增修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應載明事項(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增修排水計畫審查費依臺中市排水計畫審查收費標準繳納(修正條

文第七條)。

六、增修排水規劃審查得通知限期補正時機(修正條文第八條)。

七、增修得駁回排水規劃申請時機(修正條文第九條)。

八、增修得設審查委員會審查排水規劃及排水計畫(修正條文第十條)。

九、增修排水規劃經審查通過後發給許可證明文件、排水計畫經發給施

工許可證明文件後始得據以施工、排水工程施工期間得實施檢查、

撤銷或廢止排水規劃及排水計畫許可時機(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增修應重新提送排水規劃書審查之情形(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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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77728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編制表」發布令勘誤表1份，請查照更正。

說明：本府中華民國106年3月31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69274號令文字誤繕，

爰予更正如勘誤表所示。

正本：臺中市議會、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

庫)、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

中市政府資訊中心、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人事處(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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