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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更正109年2月12日府授都住寓字第1090025472號公告，有關本

府辦理臺中市109年度原有住宅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公

告事項一、申請資格「住宅法施行前（民國一百零一年十



二月三十日）領有建築物使用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理前

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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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048192號 

訂定「臺中市飲用水水質檢驗收費辦法」。 

 附「臺中市飲用水水質檢驗收費辦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0481923號 

附件：如文 

主旨：訂定「臺中市飲用水水質檢驗收費辦法」。 

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 

三、法規全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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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

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飲用水係指供人飲用之非包裝飲用水。 
第四條  設籍於臺中市之市民得填具申請書、檢附身分證明文件並繳

納檢驗費用，向環保局申請飲用水水質檢驗。 
第五條  飲用水水質檢驗費用，每一案件為新臺幣一千元。 

申請人為水災、風災、旱災、震災及其他天然災害災區之居
民，經環保局認定該天然災害有影響該區水質之虞者，環保局得
於一定期間免收或減收前項檢驗費用。 

第六條  申請人應於申請後六個月內，以環保局提供之指定容器盛裝
下列數量檢驗樣本，並於每週二或週三上午八時至十二時送達環
保局： 

一、檢驗樣本水源為自來水者，應提供三百毫升無菌袋一袋
，及五百毫升塑膠容器二個或一千毫升塑膠容器一個，
且盛裝容量須達各該容器百分之八十以上。 

二、檢驗樣本水源為非自來水者，應提供三百毫升無菌袋一
袋，及五百毫升塑膠容器三個或五百毫升及一千毫升塑
膠容器各一個，且盛裝容量須達各該容器百分之八十以
上。 

前項檢驗樣本採樣地點以臺中市為限。採樣時間以送達環保
局檢驗當日為限，採樣後應立即送環保局，並全程妥善保存檢驗
樣本。 

第七條  飲用水水質檢驗，其檢驗項目依水源種類不同區分如下： 
一、自來水：大腸桿菌群、總菌落數、氫離子濃度指數、導

電度、鐵、錳、餘氯。 
二、非自來水：大腸桿菌群、總菌落數、氫離子濃度指數、

導電度、鐵、錳、氨氮。 
第八條  環保局收受檢驗樣本後，應於十五日內完成檢驗，並提供檢

驗報告。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不得逾十日。 
第九條  申請人不得以未檢出第七條檢驗項目，申請退還檢驗費用。 
第十條  環保局提供之檢驗報告不得作為廣告宣傳或商業推銷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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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環保局編列預算支應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環保局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047202號 

修正「臺中市勞工服務中心場地使用管理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勞工服務中心場地使用管理辦法」部分條文 

 
 
 
 

第三條  本中心場地供辦理勞工教育訓練研習、本局指定之勞工服務
，以及經本局核准之其他項目使用。 

第四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場地辦理活動或展示者，應於使用前七日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計畫書及節目單向本局提出。 

前項申請經核准者，應於使用前三日繳納場地使用費、空調
燈光費、清潔費及保證金後，始得使用。但各級政府機關學校、
本市勞工團體、身心障礙團體及原住民團體得免繳納保證金。 

前項之保證金、場地使用費、空調燈光費及清潔費收費基準
如附表。 

第五條  申請使用場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場
地使用費用及空調燈光費五折優待： 

一、政府機關、學校舉辦各項活動。 
二、本市各總工會及產、職業工會舉辦各項活動。 
三、本市各里辦公處舉辦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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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市議會及本市籍民意代表舉辦各項活動。 
五、本市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團體舉辦各項活動。 
六、公益團體辦理非營利之公益活動。 
基於公共利益之目的者，經本府許可得酌予減收費用。 

第六條    本府各機關、學校辦理有關勞工活動，得免費使用場地。 
          政府機關、學校配合中央政策辦理之活動，經專案核准得依

照中央機關核列之場地費收取相關費用。 
第八條    勞工團體使用本中心場地作為辦公使用，應與本局簽訂契約

並經公證方式辦理。 
第九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予核准使用；已核准使用者，停止其

使用： 
一、違背政府法令。 
二、違背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公共安全。 
三、違反第三條使用規定。 
四、活動項目與申請登記內容不符。 
五、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六、活動項目顯有影響安寧或已影響安寧，經勸導而不改

善。 
七、毀損建築設備或有毀損之虞，經本局認定不宜繼續使

用。 
八、一年內曾借用場地違反本中心管理規定情節重大。 
九、各種政治活動、宗教講座、佈道或法會儀式等。 
十、推銷商品、商業行銷廣告、促銷販售或其他商業行為。 
十一、申請內容顯不適宜在本中心辦理之活動。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申請使用場地經停止使用者，其已繳保

證金不予退還。 
第十四條   使用本中心各場地，同一時間在場人數不得超過該場地最

大容納人數。 
前項各場地最大容納人數由本局另於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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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場所 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售票（每單元） 不售票（每單元） 

活動中心 

場地使用費 六千元 三千元 

空調燈光費 三千元 三千元 

預（排）演（含燈光、空調

費） 
五千元 五千元 

清潔費 一千元 一千元 

教室（小型） 
場地使用費 二千元 

清潔費 五百元 

教室（中型） 
場地使用費 三千元 

清潔費 五百元 

教室（大型） 
場地使用費 四千元 

清潔費 五百元 

會議室（小型） 
場地使用費 二千元 

清潔費 五百元 

會議室（中型） 
場地使用費 三千元 

清潔費 五百元 

會議室（大型） 
場地使用費 四千元 

清潔費 五百元 

簡報室 
場地使用費 四千元 

清潔費 五百元 

戶外廣場 
場地使用費 三千二百元 

清潔費 一千元 

藝文展覽廳 
場地使用費 一千元 

清潔費 五百元 

視聽室 
場地使用費 三千七百元 

清潔費 五百元 

韻律教室 
場地使用費 三千七百元 

清潔費 五百元 

交誼室 
場地使用費 四千元 

清潔費 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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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本中心大型場地為面積超過二百平方公尺者，中型場地為面積超過一百平方

公尺二百平方公尺以下者，小型場地為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下者。 

二、每場次收取三千元保證金。 

三、每單元以四小時為計，未滿四小時以四小時計算，超過一小時另加一單元。

使用時間自上午八時至晚間九時，每日區分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

（一時至五時）、晚間（六時至九時）三單元。 

四、一次申請使用五單元以上場地使用費九折；十單元以上場地使用費八折，並

應在一年內（可跨年度）使用完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047347號 

訂定「臺中市勞工福利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辦法」。 

  附「臺中市勞工福利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第十款、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勞工局（以下簡稱勞工局
）。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勞工福利財團法人(以下簡稱財團法人)，除法律
另有規定外，指捐助章程規定其主要業務或受益範圍僅及於臺中
市，且以從事勞工福利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勞工
局許可，依法向法院登記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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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財團法人之名稱應冠以財團法人臺中市之名義，並註明類別
屬性。但財團法人法施行前已設立登記之財團法人，不在此限。 

第五條  財團法人申請設立時，其捐助財產總額之最低數額為新臺幣
三千萬元。 

前項最低數額新臺幣三千萬元之現金比率為百分之五十，超
過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部分得以其他動產、不動產或有價證券代
之。 

第六條  申請財團法人設立許可，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列文件一式
四份向勞工局提出： 

一、財團法人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九款所規定文件。 
二、財團法人概況表及登記地址文件影本。 
三、籌備會議紀錄及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紀錄。 
四、捐助人名冊。 
五、職員名冊。 
六、員工待遇表。 
七、會計制度。 
八、性騷擾防治制度文件。 
九、辦事細則。 
十、捐助人如係法人或團體者，應檢附該法人或團體捐助承

諾之證明文件、該法人或團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函
影本。 

十一、其他經勞工局指定之文件。 
勞工局受理前項申請設立財團法人文件後，經審查許可者，

發給設立許可書，並將許可書及其附件二份加蓋印信，發還申請
人。 

第七條   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財團法人當年度對
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之一定金額，為新臺幣
五十萬元。 

第八條  財團法人於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年度
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應建立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
，報勞工局備查；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應依勞工
局指導，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前項之金額，係指前一年度之決算財務報表所列金額。   
第一項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應於年度結束後一年內報勞工局

備查，已報備查者，無須再次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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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有關誠信經營規範之指導原則、會計處理準則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預決算相關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項及其他
應遵行事項，由勞工局另定之。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053878號 

修正「臺中市立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第三條附表。 

 附修正「臺中市立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第三條附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0538783號 

主旨：修正「臺中市立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第三條附表。 

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臺中市立仁愛之家院民安置自

治條例第8條第2項規定。 

三、法規全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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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標準依臺中市立仁愛之家院民安置自治條例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中市立仁愛之家自費安置院民收費標準分日間照顧型、受
領日間照顧服務補助型、失智照顧型及養護型四種。 

第三條  前條自費安置院民收費項目及金額如附表。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新臺幣：元) 

照

顧

類

型 

身

分

別 

失

能

程

度 

交通費

(月計) 

收費金額

(月計) 

收退費   

日計金額 
保證金 備註 

日 

間 

照 

顧 

型 

一

般

戶 

輕

度 

2,500 

4,800 240 

免收 

１、日間照顧型(含受

領日間照顧服務補

助型)收費金額含

照顧費及午餐費，

交通費另計；其他

因個人照顧增加之

費用依雙方契約約

定辦理。 

２、照護期間依行政院

人事行政總處所頒

行政機關辦公日曆

表之上班日(上午

八 時 至 下 午 五

時)。 

中

重

度 

6,800 340 

中

低

收

入

戶 

輕

度 
2,800 140 

中

重

度 

3,800 190 

低

收

入

戶 

輕

度

及

中

重

8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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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３、交通接送範圍由本

家視車程及車次辦

理。 受

領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補

助

型 

全

日

托 

依照衛生福利部公告實施之長期照

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

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

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收費 

免收 整

月

全

日

托 

不

分

失

能

程

度 

2,500 6,800 340 

本欄僅適用於中華民國

一百零七年一月十一日

本標準修正施行前已安

置於本家之院民。 

失

智

照

顧

型 

一

般

戶 

  25,000 833 25,000 

１、失智照顧型及養護

型之收費金額含照

顧費、住宿費及餐

費，其他因個人照

顧增加之費用依雙

方契約約定辦理。 

２、照護期間分整月及

未滿一個月兩種。 

３、退費標準：連續請

假五日以上，以日

計算退費。 

中

低

收

入

戶 

  15,000 500 15,000 

低

收

入

戶 

  8,000 267 8,000 

臨

托 
   1,000  

養

護

型 

一

般

戶 

  20,000 667 20,000 

中

低

收

入

  10,000 33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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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低

收

入

戶 

  5,000 167 5,000 

臨

託 
   800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054695號 

訂定「臺中市原創漫畫創作補助辦法」。 

 附「臺中市原創漫畫創作補助辦法」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為推廣漫畫產業，催生原創漫畫，並鼓勵創作者
融入臺中元素，藉以行銷城市形象，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新聞局(以下簡稱新聞局)。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如下： 

一、中華民國國民。 
二、中華民國公私立各級學校。 
三、依中華民國法令許可、設立、登記之法人，或設有代表

人或管理人之非法人團體。但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
設立之分公司不得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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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補助對象最近二年內曾經新聞局撤銷或廢止補助者，不
得再申請補助。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之漫畫創作類別如下： 
一、紙本或數位原創漫畫創作。 
二、改編臺灣原創影視作品、動畫或遊戲內容之漫畫創作。 
前項漫畫創作須與臺中城市元素具關聯性，且作品未曾發行

或完整公開發表。單行本為首次發行，連載漫畫則為全新回(話)
數且非再版作品。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申請期間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向
新聞局申請補助： 

一、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二、申請補助計畫書。 
三、其他經新聞局指定之文件。 
前項規定之申請對象、期間、補助經費項目、額度及其他相

關文件格式等事項，由新聞局公告之。 
申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文件者，應於新聞局指定期

限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逕予駁回。 
第六條  申請補助案件不符第三條或第四條規定者，不予受理。 
第七條  新聞局應成立評審委員會審查申請補助案件，並將評審委員

名單、評審結果公開於新聞局網站。 
前項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由新聞局另定之。 
第一項審查結果，新聞局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八條  受補助者應與新聞局簽訂補助契約，並配合新聞局指示辦理
相關事項。 

第九條  性質特殊補助案件，經新聞局專案核准者，得不受第三條及
第五條規定之限制。 

第十條  新聞局得依執行進度分期或於結案後一次撥付補助款。 
受補助者應於執行期間內完成計畫並檢具下列資料，辦理核

銷作業： 
一、成果報告書。 
二、領據及原始支出憑證。 
三、經費支出明細表。 

第十一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新聞局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
補助款，並按新聞局撥付補助款當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
告一年期郵政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計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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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提供之文件、資料或核銷單據有隱匿或虛偽不
實等情事。 

二、以不正當手段影響評審委員會之公正性。 
三、申請人拒絕接受新聞局之查核作業。 
四、申請人未依補助契約或補助計畫書執行。 
五、其他違反法令之情形。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新聞局編列預算支應。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新聞局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090019899號 

附件：如說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及公立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補充

規定」第17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說明： 

一、檢附「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及公立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補充

規定」第17點修正總說明、修正對照表及全規定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惠予上載法規資料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立國民中小學(國立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除外)

、臺中市立西苑高級中學、臺中市立忠明高級中學、臺中市立惠文高

級中學、臺中市立東山高級中學、臺中市立大里高級中學、臺中市立

新社高級中學、臺中市立中港高級中學、臺中市立后綜高級中學、臺

中市立長億高級中學、臺中市立龍津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啟聰學

校、臺中市立啟明學校、臺中市立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幼兒教育科、本局國小

教育科、本局特殊教育科、本局秘書室、本局人事室、本局國中教育

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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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補充規定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二條訂定
之。 

二、本補充規定適用於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市立高級中等學校附設
國中部、公私立國民中小學、公立幼兒園、補校及特殊教育學校之
國中部、國小部及幼兒部（以下簡稱各校）。 

三、連續代課、代理期間在三個月以上者為長期代課、代理教師，未達
三個月者為短期代課、代理教師。 

  代理教師應專任，非經學校同意不得在校外兼課、兼職。 
四、國民中小學長期代課、代理教師之公開甄選作業，應依照中小學兼

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有關規定辦理。 
  公立幼兒園長期代理教師之公開甄選作業，應依照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施行細則相關規定辦理。 
五、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之聘期及聘約，由各校在不違反有關法令原

則下依實際需要自行訂定。但出缺職務之代理教師聘期，除法令另
有規定外，以不超過該學年度為原則。 

六、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在聘期內，如兼任、代課及代理原因消失，
學校得視需要終止聘約，不受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
第十一條規定程序之限制，但應於聘約中事先約定。 

七、各校聘任校外現職軍公教人員擔任兼任或代課教師，應經現職服務
單位同意，並檢附同意書。 

八、兼任、代課教師(由校內現職教師擔任)每週兼任、代課時數，除法
令另有規定外，國民中小學以兼任不超過六節、代課不超過五節、
兼任復代課併計不超過九節為原則。但課程不可分割或特殊情形報
經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准者不在此限。 

  兼任、代課時數，日夜及校內、外應合併計算。 
  本校校長、專任教師或代理教師在本校兼任、代課者，適用前二項

之規定。 
九、整學期兼任、代課之教師，按每週排定之兼任、代課節數，每月以

四週，每學期以五個半月計算發給鐘點費；非整學期兼任、代課之
教師，依實際兼任、代課節數發給鐘點費。 

十、本校專任教師（包括兼任行政職者），應以排定之上課週數，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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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排定之超時授課節數計算發給鐘點費；其節數包括國定假日未實
際超時授課之節數及學期始（末）未滿一週之超時授課節數。但擔
任畢業班教師於學校停止上課後之超時授課節數，不包括在內。 

十一、國民中小學代理教師敘薪標準如附表一，幼兒園代理教師敘薪標
準如附表二。 

十二、國民中小學短期代理教師待遇按實際代理日數核支(不含例假日
及國定假日)。其計算方式如下：（本薪＋學術研究加給）÷三十
日=日薪。年終獎金之核發，以實際代理日數依規核計。 

   國民中小學長期代理教師核敘薪給，自開學日或實際到校日起至
上課結束之日或實際離職日為止，按月核支，第一個月於到職日
起三十日內核支，其後各月於當月月初發給。 

   公立幼兒園代理教師之待遇依照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行細則相關
規定辦理。 

十三、兼任、代課及短期代理教師，因故無法按時到校授課或執行職務
者，應事先經學校同意調整授課時間或由學校另遴人員代課、代
理，其鐘點費由代授教師支領。 

十四、長期代理教師之出勤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給假比照行政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理，獎懲比照公立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六條規定辦理。 

十五、兼任、代課、代理教師參加勞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退儲金提
撥，由學校(總務處或相關人員)依有關規定辦理。 

十六、各校聘任代課代理教師，應於聘約註明代課代理之性質；離職或
服務證明文件，除應做相同之註記外，並應加註服務成績是否優
良及是否曾經公開甄選進用。 

   短期兼任、代課、代理教師之聘用，由教務處主辦，人事單位協
辦(就兼代課人員資格、差假時數加以核對)，並依照中小學兼任
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及本補充規定審核，經校長同意聘任後
造具名冊。 

   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如有兼導師或代理導師者，按實際在任日
數比率支給導師費。 

十七、學校聘任退休教師擔任代理、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依
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或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十八、學校得視實際需要在教師編制員額數百分之八內，依下列規定改
聘兼任、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進用其他輔助教學工作
之臨時人員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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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所控留之專任人員經費，應全數用於上開改聘或進用之人
員。 

(二)所授科目與時數，應依教育部訂頒標準辦理，同班同課程以一
人兼授為原則。 

(三)聘用之兼任、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其他輔助教學工
作之臨時人員之鐘點費，採實授實支方式支付。 

十九、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學歷及資格  薪點 

一般大學、學院或

師範院校畢業 

未具擬聘教育階段、科（類）合格教師證書且

未具修畢擬聘教育階段、科（類）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者 

一七○ 

具擬聘教育階段、科（類）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但尚未取得擬聘教育階段、科（類）之合

格教師證者 

一八○ 

持有擬聘教育階段、科（類）臺灣省教育廳教

師證或具有以登記方式取得擬聘教育階段、科

（類）合格教師證書者 

一八○ 

具有擬聘教育階段、科（類）之教育部教師證

者 
一九○ 

碩士畢業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研究

所碩士學位者 
二四五 

博士畢業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研究

所博士學位者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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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１、代理教師未具代理之教育階段、科（類）別合格教師證書者，其學術研究加給

按相當專任教師八成數額支給。 

２、具有職前年資或代理期間經進修取得較高學歷者，不得比照編制內合格專任教

師提（改）敘薪級。 

３、代理期間取得聘任之教育階段、科（類）合格教師證者，得辦理改敘。 

４、曾任教職後再任代理教師者不採認原核定有案之薪級，而依本表規定核敘薪級

，但因實習期滿提敘一級者不在此限。 

 
 
 
 

學歷及資格  薪點 

二專或五專畢，未具合格教師證書，但具教保員資格者 一五○ 

二專或五專畢，具以登記方式取得之擬聘教育階段科（類）合格教師證

書者 
一六○ 

三專畢，未具合格教師證書，但具教保員資格者  一六○ 

三專畢，具以登記方式取得之擬聘教育階段科（類）合格教師證書者  一七○ 

大學畢，未具擬聘教育階段科（類）合格教師證書且未具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證明者 
一七○ 

大學畢，具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者 一八○ 

大學畢，具擬聘教育階段科（類）合格教師證書者 一九○ 

碩士 二四五 

博士 三三○ 

註： 

１、具有職前年資或經進修取得新學歷者，不得比照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提(改)敘

薪級。 

２、曾任教職後再任代理教師者不採認原核定有案之薪級，而依前述規定核敘，但

因實習期滿提敘一級者不在此限。 

３、未具所代理類別合格教師資格者，其學術研究加給按八成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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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勞就字第1090009734號 

附件：如說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勞工局青年創業貸款利息貼補作業要點」第四點、

第五點、第六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臺中市行政規則準則第14條規定辦理。 

二、檢附旨揭要點、修正總說明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三、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本府公報；本府法制局建置本府法規資料庫。 

正本：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臺中市勞動檢查處、本局綜合規劃科、本局勞資

關係科、本局外勞事務科、本局勞動基準科、本局福利促進科、本局

秘書室、本局政風室、本局會計室、本局人事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就業安全科（均含附件）  

 
 
 
 

 中華民國 103 年 3 月 20 日中市勞就字第 1030011617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4 年 3 月 20 日中市勞就字第 1040013861 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02 日中市勞就字第 1040038336 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07 年 6 月 26 日中市勞就字第 1070033089 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09 年 3 月 06 日中市勞就字第 1090009734 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勞工局(以下簡稱勞工局)為協助本市青年創業，減輕創
業貸款利息之負擔，辦理青年創業貸款利息補貼(以下簡稱利息補
貼)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申請人向勞工局申請，依先後順序審核補助，至預算額度用
完截止受理申請。 

三、利息補貼之申請人應同時符合下列資格條件： 
(一)申請人或事業體之負責人設籍臺中市一年以上。 
(二)年滿十八歲以上未滿四十六歲，以核撥貸款之日期為推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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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經營之事業體，營業地址及稅籍設於臺中市，依法辦理登記或
立案。且原始設立未超過六年，以核撥貸款之日期為推算基準。 

(四)通過申貸以下貸款之一： 
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青年創業貸款或青年築夢創業啟動金貸

款。 
２、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青年創業及啟動金貸款。 
３、臺中市政府之幸福小幫手貸款或青年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 
４、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企業小頭家貸款。 
５、原住民族委員會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原住民青年創業貸

款。 
６、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之青年從農創業貸款。 
７、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之青年農民創業及農企業貸款。 

(五)未曾接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創業性貸款補助或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
創業補助者。 

前項申請人申貸第四款第六目及第七目者，所經營事業體依法得免
申請商業登記及免辦稅籍登記。 

四、本要點以補貼第三點第四款所列貸款之利息方式為之，利息補貼二
十四個月，自核准日次月起連續計算，其補貼利率由勞工局按實際
貸款利率計算。 

(一)申請利息補貼之貸款金額以新臺幣三百萬元為限，如有續貸或重
新辦理貸款之需求，得向勞工局重新申請利息補貼，惟每人以一
次且合計貸款金額仍以三百萬元為限。 

(二)以事業體名義申請獲貸者，應以事業體負責人為申請人。 
(三)除第三點第四款第三目之貸款，每人補貼之貸款金額以一百萬元

為限外，其餘每人之補貼總貸款金額以三百萬元為限，且不以申
請人出資額或事業體資本額為利息補貼之限制，共同創業之出資
人符合本要點第三點規定者，得同時申請補貼。同一事業體申請
利息補貼應以二人為限，且補貼總貸款金額以六百萬元為限。 

前項申請人利息補貼於一百零九年一月至十二月，補助達二十四個
月期滿，惟所經營之事業體受新型冠狀病毒(COVID-19)疫情(以下
簡稱疫情)影響者，補貼期限得申請由二十四個月延長為三十六個
月，申請期間自旨揭要點修正公布日起至一百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五、申請本要點之利息補貼應檢附下列文件向勞工局提出申請： 
(一)臺中市政府勞工局青年創業貸款利息貼補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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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三)事業體設立登記或立案之證明文件。但申請人申貸第三點第四款

第六目或第七目，且符合商業登記法第五條規定者，得免附本款
文件。 

(四)可資證明稅籍登記於本市之證明文件。但申請人申貸第三點第四
款第六目或第七目，且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者，得免附本款文件。  

(五)可資證明事業體之合夥人及出資人之文件。 
(六)未曾接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創業性補助或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創業

補助之切結書一份。 
(七)金融機構核准貸款之貸款證明書。 
(八)書面敘明受疫情影響原因及現況，但申請人非屬第四點第二項資

格者得免附本項文件。 
前項文件如有欠缺，經勞工局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不
完全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勞工局得派員訪視確認經營事實，經核符合申請條件後，發給核准
貼補函。 

六、利息補貼經核准後，申請人應於每年四月五日、七月五日、十月五
日前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按季檢具下列文件向勞工局辦理利息補貼
之請款手續： 

(一)核准貼補函影本，初次請領需檢附。 
(二)申請人個人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初次請領需檢附。 
(三)向貸款之金融機構繳交貸款利息收據正本。其補貼之金額為正常

繳息之金額，不含本金、逾期利息及違約金部分。 
(四)領據。 
(五)核准延長貼補函影本，初次請領須檢附。 

前項請款時間逾十五個日曆天未提出申請者，當期不予補助，但有
特殊原因經勞工局同意者，不在此限。申請文件如有欠缺，經勞工
局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不完全者，視同放棄當期補
貼。不予補貼或放棄補貼之當期自原核准補貼之二十四個月內扣
除。 

七、申請人每季請領利息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每季請領利息之憑證負責
，如有不實，應負相關責任。 

八、勞工局得不定期派員查訪申請人之事業經營情形。如有下列情事之
一者，自事實發生日起終止補貼，申請人並應繳回事實發生日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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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之利息： 
(一)戶籍或所經營事業之稅籍遷出臺中市。 
(二)未依原核定之創業計畫執行。但經勞工局核准者不在此限。 
(三)與創業計畫不符。 
(四)經營不善或因其他原因致停歇業、解散。 
(五)以事業體名義申請之負責人變更。 
(六)營業行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七)規避、妨礙或拒絕查訪。 
(八)其他違反本要點規定之情形。 

九、申請人不符合申請之資格條件，於申請時檢具偽造或變造之文件，
勞工局得撤銷其利息補貼，並要求申請人繳回已補貼之利息。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支應。 
十一、本要點所定書表格式，由勞工局另定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勞福字第1090010868號 

附件：如說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勞工局輔導身心障礙者參加公職考試補習學費補助

計畫」，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說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勞工局輔導身心障礙者參加公職考試補習學費補助

計畫」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並請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本府法規

資料庫。 

正本：本局勞動基準科、本局綜合規劃科、本局勞資關係科、本局外勞事務

科、本局就業安全科、本府勞工局人事室、本府勞工局會計室、本府

勞工局秘書室、本府勞工局政風室、臺中市勞動檢查處、臺中市就業

服務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本局福

利促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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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9 年 3 月 11 日中市勞福字第 1090010868 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勞工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勵本市身心障礙者參加國
家考試，增加就業機會及技能，使生活穩定，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補助國家考試係包含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以考選部每年公告之考試資訊為依據）。 

三、申請人資格： 
(一)報名參加課程當時須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且設籍本市六

個月以上，非現任公職。 
(二)年滿十八歲以上，六十五歲以下。 
(三)未曾獲本局、其他機關(構)或團體相關國家考試補習補助者。 

四、補助標準如下： 
(一)第一階段：補助實際學費金額二分之一。面授課程最高補助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函授課程最高補助新臺幣七千五百元。 
(二)第二階段：經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並領有考試及格證書者再補助實

際學費金額二分之一。面授課程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五千元，函
授課程最高補助新臺幣七千五百元。 

前項補助，每人以補助一次為限，且提出申請日期皆需於設籍本市
六個月以上。 

五、申請期限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應於參加補習課程或購買函授教材後一年內，檢附下列文

件向本局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１、申請書。   
２、學員證影本(函授免附)。 
３、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４、學費發票或收據正本。 
５、切結書。 
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申請人經考試錄取並領有考試及格證書者應於一年內，檢附下列
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１、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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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３、切結書。 

六、依申請先後順序審核補助，至本項經費用罄止。申請人如有虛報不
實者經查核屬實，除應繳回補助款外，不得再申請本計畫之補助。 

七、本計畫自發布日實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05499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理實施要

點」第五點、第十點、第十一點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

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料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均含附件） 

 
 
 
 

中華民國 100 年 01 月 28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00013468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28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3024665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年 03 月 10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90054996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
各機關)業務委託民間辦理，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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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要點所稱主管機關，指本府所屬一級行政機關及各區公所。 
三、各機關業務除涉及公權力委託民間辦理案件，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

理外，屬公共服務或執行性質，經各機關評估適合委託民間辦理
(以下簡稱委外)者，得推動委託民間辦理。 
本府各主管機關，應依本要點分別辦理督導、評鑑本機關或所屬機
關委外情形。 

四、各機關業務委外之方式如下： 
(一)整體業務委外：各機關得將屬公共服務或執行性質之整體業務委

外，或將現有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委託民間經營管理。 
(二)部分業務委外：各機關得檢討將下列業務委外： 

１、內部事務或服務：各機關內部事務或對外提供服務之業務，得
委託民間機構辦理。 

２、輔助行政：各機關得視需要將業務委託私人，使其居輔佐地位
，從旁協助執行部分管制性業務。 

五、本府設業務委外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統籌推動業務委
外相關事宜，並由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負責行政幕僚作業。但已列入
本府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列管之案件，由該會負責列
管。 
各機關應組成專案小組推動本機關業務委外事宜，並指定副首長或
幕僚長一人為召集人，負責策劃督導。 
各機關辦理業務委外作業遇有窒礙情形時，得由業務單位循行政流
程陳報主管機關或相關單位核處辦理或提請推動小組協助解決。 

六、各機關業務委外作業程序如下： 
(一)檢討委外項目： 

各機關專案小組應通盤檢討適合委外之業務，評估其可行性及預
期效益，擬訂實施時程，報請各該辦理委外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核定。 

(二)決定委外方式： 
各機關應依據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政府採購法、民法、國
有財產法等規定或配合增修相關法規，評估業務委外辦理之適法
性。 

(三)訂定委託契約： 
各機關委外業務，除遵守有關法令規定外，應與受託者訂定適當
契約或相關文件，並載明雙方權利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必要時
並約定違反義務之責任。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年春字第 6 期 

 

29 

 

(四)監督管理： 
各機關業務委外，應依契約規定及內部控制制度，對受託之民間
機構進行監督及查核，其方式得由各機關於契約中約定實施定期
或不定期之查核（含書面報告及實地查核等方式），相關查核報
告並得要求受託之民間機構提供量化及質化面向評估指標及結
果。 

七、主管機關督導，至少應包含下列項目： 
(一)契約履行情形：確實督導所屬各機關之履約管理情形。 
(二)人力運用狀況：確實檢討委外前後人力消長情形，督導所屬各機

關人力合理配置與運用。 
(三)經費收支情形：評估委外前後經費運用狀況，督導所屬各機關提

升財務運用效能。 
(四)查核報告之複查：視需要複查所屬各機關提供之查核報告。 

八、各機關依本要點推動業務委外後，其相對節餘之人力，除因性質特
殊，專案提報計畫經本府核定者外，應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各機關依其所具資格、專長等條件，予以安置至其他需用之業務
或機關；專長未能符合者，應施予專長轉換訓練後安置之。 

(二)依現職員工優惠退離措施辦理。 
九、各機關於辦理業務時，經依市政發展需要及消長情形，調整所屬機

關（單位）現有人力之配置，或推動工作簡化、業務資訊化等方式
因應後，如現有人力仍無法負荷時，得優先評估委外之可行性；籌
備中之機關，業務性質經評估得委外辦理者，應即檢討規劃委外，
不得再以機關成立之規模請增員額。 

十、本府所屬各級機關屬整體業務委外者，應於每年十二月底前將辦理
情形函報本府；其餘由各機關自行列管；必要時推動小組得要求各
機關隨時提報辦理進度。 
為期瞭解各機關推動業務委外情形，得由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
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及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簡任級以上人員組成本府評鑑專案小組實施
評鑑，必要時得納入本府員額評鑑計畫辦理，其評鑑方式、項目及
結論管考如下： 

(一)評鑑方式：以實地評鑑或書面評鑑為之。 
(二)評鑑項目：評鑑重點項目包含委外專案小組運作情形、業務委外

之適法性、人力配置及經費之運用、委外效益、履約管理及內部
控制制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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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結論管考：由專案小組提出評鑑結論，經本府核定後，送受
評機關據以執行，如有待改進事項，應列為追踪查核事項，以落
實委外監督查核機制。 

各機關推動業務委外情形，列入機關考績及人事業務績效考核之重
要參考。 

十一、各機關推動業務委外成效優良者，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理要點辦理敘獎事宜。 

十二、各機關業務性質如適合以行政法人或財團法人型態運作者，可朝
行政法人或財團法人方向規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0609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軌道建設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

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料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人力科、給與科、秘書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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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年 3 月 16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90060951 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收支、保管及運用臺中市軌道建設發
展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依臺中市軌道建設發展基金收支保管及
運用自治條例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設立臺中市軌道建設發展基金管
理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關於年度概算之審核事項。 
(二)關於融資舉借之審核事項。 
(三)關於自償性債務財源檢討事項。 
(四)對軌道建設財務收支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本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重大事項之審核。 

三、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除召集人一人，由秘書長兼任，副召
集人一人，由市長指派之副秘書長兼任外，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列
人員聘(派)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代表一人。 
(二)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代表一人。 
(三)臺中市政府主計處代表一人。 
(四)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代表一人。 
(五)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代表一人。 
(六)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代表一人。 
(七)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一人。 
(八)具有交通、財務、都市計畫或公共工程等領域專家學者若干人。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人數以不低於全體委員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一項本府各機關代表應由主任秘書職務以上人員兼任。 

四、本會委員任期二年，任期屆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
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任期內委員出缺時，本府得補聘(派)兼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
日為止。 

五、本會視本基金相關審核作業及實際需要不定期召開會議，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不能主持時，由副召集人代理之；召集人、
副召集人均因故不能主持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之。 
委員不能出席時，除專家學者外，得指派所屬機關人員代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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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開會時，得邀請其他領域專家學者或機關派員列席提供意見。 
六、本會會議應有過半數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

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數時由主席決定之。 
本會委員對其本身涉有利害關係之議案，應依行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自行迴避。 

七、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交通局指派主管兼任，綜理會務之推動；
置幹事若干人，由交通局指派現職人員兼任，處理有關幕僚作業及
聯繫協調事項。 

八、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會所須經費，由本基金相關預算支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0645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資訊規劃及資訊安全推動小組作業要點」如

附件，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料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人力科、給與科、秘書室）（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年春字第 6 期 

 

33 

 

中華民國 109 年 3 月 19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90064541 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配合行政院推動電子化政府計
畫，規劃發展本局各項業務資訊化，提高行政效率與作業標準化；
又為推動本局之資通安全相關政策，依據資通安全管理法及臺中市
政府資訊安全管理要點規定，成立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資訊規劃及資
訊安全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資訊系統之發展構想、推行規劃、應用之研議事項。 
(二)各項業務納入資訊作業之審查及研議事項。 
(三)資訊設備規劃、維護與協調。 
(四)本局及所屬機關資通安全事項權責分工之協調。 
(五)應採用之資通安全技術、方法及程序之協調研議。 
(六)其他重要資訊安全事項之協調研議。 

三、本小組成員及任務職掌： 
(一)本小組採任務編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局長指派副局長或適

當人員擔任之資通安全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本局秘書室主
任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局各單位一級主管兼任。 

(二)本小組工作人員置執行幹事一人，由本局秘書室技士兼任。 
(三)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執行幹事之任務職掌如附表。 
(四)本小組兼任人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四、本小組開會及決議方式： 
(一)本小組視業務需要不定期召開會議，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

集人不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不克出
席時，由召集人指定一人代理。 

(二)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不克出席會議時，得指定代表一人出席。 
(三)會議應有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

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五、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六、本小組對外行文，以本局名義行之。 
七、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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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任務職掌 備註 

召集人 督導本局資訊規劃及資訊安全相關業務。 由本局局長

指派副局長

或適當人員

擔任之資通

安全長兼任 

副召集人 (一)總籌本局資訊規劃及資訊安全管理相關業務。 

(二)規劃資訊規劃及資訊安全管理推動小組會議相關

事宜。 

由本局秘書

室主任兼任 

委員 配合本局電子化政府目標，於本局各單位內協助推動

以下業務： 

(一)各項資訊系統之建置與應用。 

(二)各項文件之資訊化。 

(三)資訊安全及個人資料保護相關業務。 

由本局各單

位一級主管

兼任 

執行幹事 (一)資訊系統建置計畫、應用及維護等事項之訂定及

執行。 

(二)辦理各單位業務納入資訊作業之相關事項。 

(三)辦理資訊設備規劃、維護與協調事項。 

(四)辦理資訊輔導教育訓練事項。 

(五)規劃資訊安全宣導與教育訓練。 

(六)辦理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應辦事項。 

(七)其他資訊作業及資訊安全事項之執行與推動。 

由本局秘書

室技士兼任 

備註：本小組成員得依實際需要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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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建字第10900385721號 

主旨：公告石啓緯建築師「不予懲處」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行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9年1月15日中市都建字第

1090007549號續辦理。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石啓緯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157號。 

三、事務所地址：台中市北屯區松竹路2段362-12號。 

四、備註：石啓緯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25條第2款規定，經本市建築師懲

戒委員會決議書中市建懲字第(108)02號，予以「不予懲處」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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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測字第1090000685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梧棲區民族段492地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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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地區現有巷道

廢道改道處理原則第9點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9年3月13日至民國109年4月13日止，期滿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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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告圖說地點：臺中市梧棲區公所(公告欄)、梧棲區草湳里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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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廢止准

否之參考。 

五、旨案倘有供公眾使用之排水設施，應先予以保留使用，且不得束縮其

通水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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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測字第1080218110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北屯區青雲段114地號土地(部分)上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異

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9年3月19日至民國109年4月17日止，期滿30日

止。 

二、公告圖說地點：臺中市北屯區公所(公告欄)、北屯區水景里辦公處(公

告欄)、廢道現場及本局都計測量工程科(公告欄)。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名姓名(或名稱)、聯絡地址、

異議理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利關係，向本局提出異議，供作廢止准

否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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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計字第1090042847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更鐵砧山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依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954次會議審議決議再公開展覽）書、圖」及

「變更鐵砧山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通盤

檢討）書」，自109年3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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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3日起30天。 

二、公告方式： 

(一)書面：本府公告欄(臺灣大道市政大樓)(不含附件)、本府都市發展

局公告欄、本市大甲區公所公告欄、外埔區公所公告欄。 

(二)網路：本府都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各1份（前述計畫書、圖置於本市大甲區公

所、外埔區公所及本府都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 

四、公開說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109年3月30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於本

市大甲區公所6樓大禮堂舉行。 

五、本案主要計畫業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108年9月24日第954次會議審

決，本次通盤檢討超出公開展覽範圍者，依都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

另案辦理公開展覽及說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

見或與變更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

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見與本變更案有直接關係者

，則再提會討論。 

六、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見，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聯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更位置理由、地籍圖說等

資料1式3份，向本府都市發展局提出意見，俾彙整提報都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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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計字第1090043439號 

主旨：「變更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暨變更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自109年3月13日起，辦理通盤檢討前公告徵求意見30天。 

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26條。 

二、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4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說：公告徵求意見範圍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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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本市西屯、大雅、沙鹿、龍井區公所公告欄。 

三、公告期間及座談會：自109年3月13日起30天，並於109年3月26日上午

10時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樓惠中樓301會議室(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

道三段99號)舉辦座談會。 

四、任何公民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見，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單位)、聯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更位置理由、地籍圖說等資料1式3

份，向本府都市發展局提出意見，俾供都市計畫檢討之參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計字第1090048453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更高速公路王田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高速鐵路台中車

站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圖，自109年3月20日零時起生

效。 

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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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府106年10月18日府授都計字第1060224684號函暨臺中市都市計畫委

員會第75次會議決議、本府108年6月4日府授都計字第1080126625號函

暨臺中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94次會議決議、108年12月19日府授都計字

第1080299963號函暨臺中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105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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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本市烏日區公所公告欄(計畫書、圖置本府都市發展局及本市烏日區

公所供各界閱覽)。 

二、公告內容：計畫書及比例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各1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900428341號 

主旨：公告新增「臺中市109年委託辦理動物保護案件稽查業務」委辦團體機

構。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16條、動物保護法第23條第4項及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

例第11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實施日期：自簽約日起至109年11月30日止。 

二、實施目的：結合民間動物保護能量，強化本市動物保護案件之稽查效

能，以行政委託方式，委託本市人民團體協助辦理相關案件稽查。委

託稽查業務分為甲類及乙類，甲類包含證據蒐集、開立限期改善通知

單或4小時以上之協助動物保護教育宣導活動；乙類包含證據蒐集或小

於4小時之協助動物保護教育宣導活動，不包含開立限期改善通知單。 

三、委託事項： 

(一)民眾檢舉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於案件發生地點及相關公私場所進

行訪視及稽查。 

(二)於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進行違反動物保護法之例行稽查。 

(三)動物保護教育宣導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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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入動物比賽、宰殺、繁殖、買賣、寄養、展示及其他營業場所、

訓練、動物科學應用場所，稽查、取締違反動物保護法規定之有關

事項。 

四、新增委辦團體機構： 

(一)社團法人台灣幸福狗流浪中途協會 

(二)臺中市退休警察人員協會 

(三)中華民國法警協會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理處長陳柏宏決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90052358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大甲區太白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行監督辦法第11條及本府109年3月5日府授農輔

字第1090047154號函。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大甲區太白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大甲區太白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太白社區位於大甲區東北角，南濱大安溪廍子堤防北側，東邊

、北邊臨大甲區幸福里，西側與孟春里相隔海線縱貫鐵路，面積約為

459.3公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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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海行字第10900065831號 

主旨：廢止「臺中市漁船(筏)引擎馬力對照基準表」。 

依據：臺中市漁筏監理自治條例第十五條規定辦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90021559號 

主旨：公示送達林俊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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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林俊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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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357****。 

(二)發文日期：109 年 2 月 18 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 1090015546 號。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欄，自黏貼公告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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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行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年春字第 6 期 

 

4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90026901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因應COVID-19疫情醫院陪探病管理措施」，並自即日起

生效。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 

公告事項： 

一、執行時間：即日起至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解散。 

二、實施對象：本市各醫院及進入醫院民眾。 

三、實施範圍：臺中市 

四、各醫院應配合之防疫事項： 

(一)應訂有病房門禁時間，門禁期間僅限持陪病證之陪病者於病室照護

病人。 

(二)應訂定病房探視時段（如早、午、晚時段），每次以 1 小時為限。 

(三)應於入口處安排專人管制出入，專人量測體溫及手部消毒。 

(四)應落實陪(訪)病人員旅遊史(travel history)、職業別(occupation)

、接觸史(contact history)及是否群聚(cluster)調查。留存所有陪

病人員及訪客紀錄，包括姓名、連絡電話及住址等資料，造冊管理。 

(五)應強化陪病人員及訪客健康監測，禁止有發燒（額溫≧37.5 度、耳

溫≧38 度）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症者至醫院陪病或探病。 

五、進入醫院民眾應配合之防疫事項： 

(一)每位住院病人至多以 1 位陪病或 1 位訪客為限，進入病房的陪病人

員或訪客應全程佩戴口罩，並落實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及咳嗽禮

節。 

(二)進入醫院，應提供健保卡或身分證，配合醫院查核。 

(三)進出醫院，應依醫院規定之出入口及動線進出。 

六、拒絕、規避或妨礙上述防疫措施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規定處新

臺幣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令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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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9002690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因應COVID-19疫情住宿型機構訪客管理措施」，並自即

日起生效。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 

公告事項： 

一、執行時間：即日起至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解散。 

二、實施對象：本市提供住宿式服務機構及進入機構民眾，包括一般護理

之家、精神護理之家、產後護理之家、榮譽國民之家、身心障礙福利

機構、老人福利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團體家屋、精神復

健機構。 

三、實施範圍：臺中市 

四、機構應配合之防疫事項： 

(一)應訂有門禁時間，門禁期間僅限持陪病證之陪病者於機構照護住民。 

(二)應訂定訪客探視時段（如早、午、晚時段），每次以 1 小時為限。 

(三)應於入口明顯處張貼相關訪客探視規定和疫情警示海報，訪客若有

發燒（額溫≧37.5度、耳溫≧38度）、咳嗽等呼吸道症狀，為保障

服務對象健康，禁止探訪。 

(四)服務對象家屬過去14天內曾至國際旅遊疫情建議等級第一至三級國

家/地區旅遊者，禁止探訪；機構應於入口處詢問旅遊史（travel 

history）、職業（occupation）、接觸史（contact history）及

是否群聚（cluster）等資料，對訪客出入進行管制。 

(五)機構應有訪客紀錄，記載訪視日期、訪視對象、訪客姓名等資訊。 

(六)應於入口處協助訪客進行體溫量測及執行手部衛生，並告知訪客應

全程佩戴口罩，禁止有發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症者進入探訪。 

五、進入機構民眾應配合事項： 

(一)每位機構住民至多以 1位陪病或 1 位訪客為限。 

(二)進入機構的陪病人員或訪客應全程佩戴口罩，並落實手部衛生、呼

吸道衛生及咳嗽禮節。 

六、拒絕、規避或妨礙上述防疫措施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規定處新

臺幣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令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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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7日 

發文字號：局授衛食藥字第10900247651號 

主旨：就「109年度長期照顧藥事服務計畫(弱勢家庭暨獨居老人藥事及全人

健康照護計畫)」合作事宜，徵選締結行政契約對象。 

依據：藥師法第15條、老人福利法第3條第2項、行政程序法第135條規定及

109年度長期照顧藥事服務計畫(弱勢家庭暨獨居老人藥事及全人健康

照護計畫)辦理。 

公告事項： 

一、本案締約內容係執行藥師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之藥事照護相關業務。 

二、應具資格： 

(一)應依法令規定領有藥師（藥劑生）證書並執業登記於臺中市之醫療

機構或藥局。 

(二)需接受並完成本市藥事照護培訓課程(舊生 3 小時、新生 6小時)。 

(三)108 年 1 月 1 日起至提出申請締約之期間，無被依藥師法規定移付

懲戒，及無違反刑責被起訴在案。 

三、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起至109年10月31日止，期間凡有意

願者皆可提出申請，經本市食品藥物安全處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

執行旨揭計畫之藥事照護服務。 

四、意見徵詢期間為：公告日起至109年10月31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

向本市食品藥物安全處窗口-藥政醫粧組吳小姐04-22220655分機3319

諮詢。 

五、需求說明書、契約書及資格審核表，請詳見本市食品藥物安全處網站

之「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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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90029144號 

主旨：公告修正「臺中市因應COVID-19疫情醫院陪探病管理措施」，自即日

起生效。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 

公告事項： 

一、執行時間：即日起至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解散。 

二、實施對象：本市各醫院及進入醫院民眾。 

三、實施範圍：臺中市 

四、各醫院應配合之防疫事項： 

(一)本市各醫院一律禁止探病，惟加護病房、安寧病房等具特殊探視需

求之病房經主治醫師醫療專業同意者除外。 

(二)應訂有病房門禁時間，門禁期間僅限持陪病證之陪病者於病室照護

病人。 

(三)應於入口處安排專人管制出入，專人量測體溫及手部消毒。 

(四)14 天內入境返國之民眾，禁止陪病，應落實陪病人員旅遊史

(travel history) 、 職 業 別 (occupation) 、 接 觸 史 (contact 

history)及是否群聚(cluster)調查。留存所有陪病人員紀錄，包

括姓名、連絡電話及住址等資料，造冊管理。 

(五)應強化陪病人員健康監測，禁止有發燒（額溫≧37.5 度、耳溫≧38

度）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症者至醫院陪病。 

五、進入醫院民眾應配合之防疫事項： 

(一)每位住院病人至多以 1 位陪病為限，進入病房的陪病人員應全程戴

口罩，並落實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及咳嗽禮節。 

(二)進入醫院，應提供健保卡或身分證，配合醫院查核。 

(三)進出醫院，應依醫院規定之出入口及動線進出。 

六、拒絕、規避或妨礙上述防疫措施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規定處新

臺幣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令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七、同時廢止本局109年3月16日中市衛疾字第10900269011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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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900291441號 

主旨：公告修正「臺中市因應COVID-19疫情住宿型機構訪客管理措施」，並

修正為「臺中市因應COVID-19疫情住宿型機構陪住管理措施」，自即

日起生效。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 

公告事項： 

一、執行時間：即日起至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解散。 

二、實施對象：本市提供住宿式服務機構及進入機構民眾，包括一般護理

之家、精神護理之家、產後護理之家、榮譽國民之家、身心障礙福利

機構、老人福利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團體家屋、精神復

健機構。 

三、實施範圍：臺中市 

四、機構應配合之防疫事項： 

(一)本市各機構一律禁止探訪，應訂有門禁時間，門禁期間僅限持陪住

證之陪住者於機構照護住民。 

(二)應於入口明顯處張貼相關陪住規定和疫情警示海報，陪住者若有發

燒（額溫≧37.5度、耳溫≧38度）、咳嗽等呼吸道症狀，為保障服

務對象健康，禁止陪住。 

(三)14 天內入境返國之民眾，禁止陪住，機構應於入口處詢問旅遊史

（travel history）、職業（occupation）、接觸史（contact 

history）及是否群聚（cluster）等資料，對陪住者出入進行管

制。 

(四)機構應有陪住紀錄，記載陪住日期、陪住對象、陪住姓名等資訊。 

(五)應於入口處協助陪住者進行體溫量測及執行手部衛生，並告知陪住

者應全程戴口罩，禁止有發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症者進入陪住。 

五、進入機構民眾應配合事項： 

(一)每位機構住民至多以 1位陪住為限。 

(二)進入機構的陪住人員應全程戴口罩，並落實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

及咳嗽禮節。 

六、拒絕、規避或妨礙上述防疫措施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規定處新

臺幣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令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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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同時廢止本局109年3月16日中市衛疾字第1090026901號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90021411號 

附件：公告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各1份 

主旨：公告本市烏日區溪尾北段388地號農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規定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執行

「107-108年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應變計畫(108年度)」調查結

果。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臺中市烏日區溪尾北段388地號農地。 

二、場址地址、位置、地號：臺中市烏日區溪尾北段388地號(受污染控制

土地面積1187.07平方公尺)，如公告明細表。 

三、場址現況概述：場址為農業使用，目前停耕中。 

四、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概述：臺中市烏日區溪尾北段388地號土地之土壤重

金屬銅濃度達339毫克/公斤，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200毫克/公斤)，如公告明細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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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民權路 99 號，聯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 6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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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900214111號 

附件：公告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各1份 

主旨：公告本市烏日區溪尾北段388地號農地為土壤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

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農地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執行「107-108年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

件應變計畫(108年度)」調查結果，土壤重金屬銅濃度達339毫克/公斤

，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200毫克/公斤)；本局以109年

3月10日中市環水字第1090021411號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為保障

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特劃定該農地範圍為土壤污染管制區，並對區

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進行管制。 

二、管制區範圍：臺中市烏日區溪尾北段388地號農地(面積1187.07平方公

尺)；位置詳如航照套繪圖及公告明細表。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種植食用作物、畜養家禽、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水產動、植

物。 

(五)禁止下列土地利用行為，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行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利用行

為。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行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

項及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理，屬污染行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

污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行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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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查後

，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公告明細表 

編

號 
所屬地籍 

受污染控制土

地面積(m2) 

受污染控制坵

塊面積(m2) 
超過標準類型 

1 烏日區 溪尾北段 388地號 1187.07 1187.07 

重金屬銅超過食用作

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 

總公告面積(m2) 1187.07 11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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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烏日區溪尾北段388地號 

面積：1187.07平方公尺 

座標(TWD 97) 

點位 X Y 

A 212410.70 2660833.92 

B 212414.84 2660814.31 

C 212350.42 2660799.32 

D 212347.87 26608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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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90024584號 

主旨：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行「109年臺中市低碳城市發展管考

暨光電城食森林推動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依行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9年2月17日起至109年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配合本局執行下列業務： 

(一)低碳城市發展策略蒐研，蒐集、彙整及分析國內、外低碳城市相關

政策、法規及策略，持續建立低碳城市法規制度。 

(二)低碳城市管考及協調，彙整及檢討各局處低碳計畫執行情形及績效

，並依據局處低碳計畫成效，修正減量策略方針及改善對策，完善

本府管考機制。 

(三)利用大數據分析探究本市都市熱島成因及熱點分布情形，研擬熱島

降溫策略規劃，並辦理論壇促進公民參與。 

(四)透過公私協力媒合平台，因應本市公私場所節能減碳需求，提供相

關資訊及媒合服務，促進企業及民眾協力建構低碳氛圍。 

(五)辦理國內外低碳業務交流、教育宣導及推廣，辦理國際減煤低碳研

討會議，推廣本市低碳城市政策，並透過媒體，宣傳民眾共同響應

低碳生活。 

(六)以「光電城食森林」概念，推動再生能源及都市農耕示範場所，發

展能源、食物的分散式供應系統，強化社區民眾面對氣候變遷的基

礎設施，提升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知識。 

三、前項公告係依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契約書內容辦理，依

法公告週知。 

四、對前項配合公告事項之疑問，請電洽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或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話04-22289111轉1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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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90024732號 

主旨：本局委託永智顧問有限公司執行「109年臺中市溫室氣體減量計畫」委

辦事項。 

依據：依行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9年3月1日起至109年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永智顧問有限公司配合本局執行下列業務： 

(一)蒐集分析國內外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及管制策略發展趨勢。 

(二)溫室氣體排放量推估、排放源盤查輔導相關工作。 

(三)推動事業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推動微型規模抵換專案。 

(四)本市溫室氣體減量及管制相關法規推動工作。 

(五)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量及人均排放量調查及彙整工作。 

(六)辦理本市社區低碳認證相關作業。 

(七)追蹤歷年低碳設施、省電照明及再生能源設置補助執行情形。 

(八)辦理教育宣導、議題查核及新聞發布等相關工作。 

(九)辦理業務交流/聯繫/研商/說明/教育訓練等相關會議。 

(十)彙整年度(署)績效評比及(府)考核計畫相關成果報告。 

(十一)其他配合工作。 

三、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本局與永智顧問有限公司簽訂契約書內容辦理，依

法公告週知。 

四、對前項配合公告事項之疑問，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

話04-22276011轉6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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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90025038號 

主旨：修正公告「109年臺中市淘汰老舊機車及新購低污染車輛加碼補助實施

計畫」附表3。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施行日期:自公告日起實施。 

二、補助方式： 

(一)符合申請資格之補助者需檢齊附表 3 之證明文件，向本府環保局提

出線上申請，不再受理紙本申請，並依申請先後順序辦理。 

(二)本局已受理之案件，當年度補助經費用罄時，得不予補助。 

三、補助辦法:「109年臺中市淘汰老舊機車及新購低污染車輛加碼補助實

施計畫」請至臺中ㄅㄨㄅㄨ網-便民服務-下載專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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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058082號 

主旨：公告廢止徵收本府(改制前臺中縣龍井鄉公所)辦理都市計畫中五九線

(14K+240~14K+972)道路工程，原報准徵收本市龍井區龍津段75-1地號

土地及土地改良物，土地面積0.0063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9年2月15日台內地字第1090260951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例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改制前臺中縣龍井鄉公所)。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類：交通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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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徵收及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省政府81年12月17日八一府地二字第131674號函准予徵收。 

(二)改制前臺中縣政府 82 年 3 月 25 日八二府地權字第 69042 號公告徵

收。 

(三)內政部109年2月15日台內地字第1090260951號函核准廢止徵收。 

四、廢止徵收原因：本案因徵收後都市計畫變更，將部分道路用地變更為

住宅區，致原徵收之土地部分不在工程範圍內，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49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辦理廢止徵收。 

五、廢止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見廢止徵收土地圖、廢止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列於本府地政

局及龍井區公所公開閱覽。 

六、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9年3月17日起至民國109年4月16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9年10月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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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行各

分行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理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不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不得依土地徵收條例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 

十、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22條規定，權利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異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之

徵收價額有異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逾期不予受理；另如不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行政處

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經由內政部向行政院提起訴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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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492151號 

主旨：公告徐梅琪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徐梅琪。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1990號。 

三、證書字號：（8 8）台內地登字第02366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裕田徐梅琪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清水區港新五路217號十五樓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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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500351號 

主旨：公告註銷李政穎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李政穎。 

二、執照字號：（108）中市地士字第001924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信義地政士聯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路239號六樓A室。 

五、註銷原因：自行停止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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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541281號 

主旨：公告林建良地政士申請組織聯合事務所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林建良。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1991號。 

三、證書字號：(108)台內地登字第02853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惠仲地政士聯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沙鹿區正英路11號之14。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 112 年 12 月 12 日止。 

(二)林建良地政士原領有本市「（108）中市地士字第 001980 號」地政

士開業執照，因組織聯合事務所予以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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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555571號 

主旨：公告陳佳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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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宜。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1992號。 

三、證書字號：(101)台內地登字第02688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成宜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美村路二段186號十一樓之2(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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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 112 年 4 月 23 日。 

(二)陳佳宜地政士原領有本市「（104）中市地士字第 0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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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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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086401號 

主旨：公告註銷林建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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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建彣。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87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年3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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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086712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文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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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典。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經紀字第00548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樂活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青海路1段137號1樓。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年3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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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088741號 

主旨：公告註銷詹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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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德宏。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864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年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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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092551號 

主旨：公告註銷林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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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泳蓁。 

二、證書字號：（105）中市經紀字第01693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年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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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09272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瓊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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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瓊瑤。 

二、證書字號：（105）中市經紀字第01688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年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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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096951號 

主旨：公告註銷林永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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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永正。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87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09年3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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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548191號 

主旨：公告不動產估價師趙惠美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不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趙惠美。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27號（印製編號：000270）。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環宇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路185號十二樓之5。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3年4月20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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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0557651號 

主旨：公告不動產估價師黃昭閔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不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昭閔。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29號（印製編號：000271）。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正心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福林路452號。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3年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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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家字第1090059039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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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二、訂定依據：家庭教育法第6條第2項。 

三、訂定「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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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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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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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址：40147 臺中市東區三賢街 245 號。 

(三)電話：(04)2212-4885 分機 212。 

(四)傳真：(04)2212-4685。 

(五)電子郵件：lovecatfan49@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行 

 
 
 
 

  依據一百零八年五月八日修正公布之家庭教育法第六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第一項)各級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機關、團體代
表組成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第二項)前項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之委
員遴選、組織、運作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
之；諮詢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在中央為教育部部長，在直轄市、縣(市)為
直轄市、縣(市)首長。」爰擬具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辦法)草案，其要點如次：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草案第三條) 
四、本會委員之組成、任期及因故出缺之遞補方式。(草案第四條及第

五條) 
五、本會之運作方式。(草案第六條、第七條及第八條) 
六、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草案第九條) 
七、本會所需經費編列依據。(草案第十條) 
八、本辦法施行日期。(草案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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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說  明 

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本自治規則名稱。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第六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 

二、家庭教育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略

以：「前項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之

委員遴選、組織、運作方式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

定之；…在直轄市、縣（市）為直

轄市、縣（市）首長。」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家

庭教育中心。 

明定本辦法主管機關為臺中市家庭教育

中心。 

第三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設

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提供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家庭

教育政策及法規興革之意見。 

二、提供協調、督導及考核本市機關、

團體推展家庭教育之意見。 

三、提供研訂本市實施家庭教育及服務

措施發展方向之意見。 

四、提供本市家庭教育推展策略、方案

、計畫等事項之意見。 

五、提供本市家庭教育課程、教材、活

動之規劃、研發等事項之意見。 

六、提供推展家庭教育機構提高服務效

能事項之意見。 

七、其他有關推展家庭教育之諮詢事

項。 

明定本委員會任務。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市長

兼任，副主任委員二人，由副市長及

本府教育局長兼任，其餘委員十六人

明定本委員會組成編制、任期及續聘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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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府就下列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民政局、教育局、社會局、文

化局、衛生局、勞工局代表。 

二、教育、心理、法律、輔導、社會等

家庭教育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 

三、家庭教育機構、團體代表。 

  前項委員之學者專家、團體代表不

得少於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人數不

得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 

  本會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續聘

(派)之；任期內因職務異動或出缺時，

得補行遴聘(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第五條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本市

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兼任，承主任委員

之命，綜理本會幕僚業務，並置幹事

一人至三人，由本府相關機關派員兼

任。 

明定本委員會執行秘書及幹事。 

第六條 本會每年召開會議二次，並視

實際需要召開臨時會。會議由主任委

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

無法出席，由副主任委員代理之；主

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未能出席時，

由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之。 

  本會召開時，得邀請兒童、少年或

其他相關人員列席。 

一、本委員會每年召開會議二次，必要

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二、明定本委員會得邀請列席人員。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

，不得委任他人代理。但代表機關兼

任之委員不克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

席。 

明定本委員會出席人員規定。 

第八條 本會會議應有委員過半數之出

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

同意始得行之。 

明定本委員會決議事項之條件。 

第九條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明定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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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市家庭教

育中心編列預算支應。 

明定本委員會運作之經費來源。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明定本辦法施行日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更字第10900592601號 

附件：臺中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草案(總說明、逐條說明及全規定)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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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更新條例第65條第3項後段規定。 

三、訂定「臺中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府法制局及都市發展局網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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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府都市發展局網站（網址：http://www.ud.taichung.gov.tw/）

→公告資訊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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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更新工程科。 

(二)地址：403 臺中市民權路 99 號。 

(三)電話：（04)2228-9111-65501。 

(四)傳真：（04)2224-6015。 

(五)電子郵件：b910170b@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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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都市更新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業於一百零八年一月三十日修正
公布施行，修正後第六十五條第三項前段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建築
容積獎勵之相關事項訂定辦法，後段規定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基於都市發展特性之需要，得以自治法規另訂獎勵之項目、計算方式
、額度、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行事項；另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亦
於一百零八年五月十五日修正公布施行，本次修法兩大重點係透過獎勵
標準明確化以降低不確定性、加速都更審議效率及將獎勵項目多元化以
協助達到獎勵上限，增加民眾參與都更意願，爰依循中央修法精神，並
依本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五項規定因素，訂定臺中市之建築容積獎勵項
目。 
  臺中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原係依臺中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以
下簡稱本自治條例）第十三條附表規定申請，其中大部分獎勵項目僅規
定額度上限，未明定計算方式，本次重新檢討本自治條例第十三條附表
，其中「保存經核定具歷史性、紀念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更新單
元規模」與中央獎勵項目重複，「富有地方特色之設計」難以量化評估
，予以刪除，新增「街角廣場」、「縮減建蔽率」、「建築量體與環境
調合」、「規劃夜間照明設施或公共藝術、街道家具」、「提供綠美
化」、「捐贈經費予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及都市發展建設基金」及「策
略性更新地區」等項目，將容積獎勵計算方式明確化，並將本自治條例
第十一、十四條容積獎勵相關規定納入，爰擬具「臺中市都市更新建築
容積獎勵辦法」草案共計五條，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原建築容積之認定方式。（草案第二條） 
三、依本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考量各因素訂定容積獎勵項目、評

定基準、額度，另為配合依本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辦理
者放寬獎勵上限，依附表所獎勵額度二倍核予容積獎勵。授權得於
都市更新計畫中訂定策略性更新地區之時程獎勵。（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舊違章建築戶之認定權責機關。（草案第四條） 
五、本辦法施行日期。（草案第五條） 
六、附表重點： 

依本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五項考量因素訂定容積獎勵項目如下： 
(一)鼓勵規劃延續性之人行空間並配合基地周圍相鄰街廓整體考量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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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塑造人本交通、人本環境。（附表容積獎勵容積獎勵項目 
△F14-1沿街退縮人行步道） 

(二)鼓勵基地集中留設大型開放空間或於道路轉角處設置小型開放空
間(街角廣場)，除提供民眾戶外之休憩活動場所，亦可塑造都市
意象、創造都市景觀。（附表容積獎勵容積獎勵項目 △F14-2留
設廣場、街角廣場等開放空間） 

(三)透過縮減建蔽率，提高建物棟距，以提升建築基地之採光及日照
環境，並藉由減少建築面積，以增加開放空間及建築基地綠化、
保水性、透水性。（附表容積獎勵容積獎勵項目 △F14-3縮減建
蔽率） 

(四)考量建築量體配置對都市環境採光、通風效果之影響，以基地通
風率做為建築量體與環境調合評估指標，藉由提高基地面對「潛
在通風區域」的氣流通過能力，減少建築開發阻擋風道，以維持
都市良好通風效能，緩解都市熱島效應。（附表容積獎勵容積獎
勵項目 △F14-4建築量體與環境調合） 

(五)鼓勵於周遭開放空間規劃夜間照明設施，除可塑造夜間特色景觀
，並可提升環境安全；鼓勵設置公共藝術、具地方元素之街道家
具，除形塑具地域風格之街道景觀，並可促進人與環境之交流互
動。（附表容積獎勵容積獎勵項目 △F14-5規劃夜間照明設施或
公共藝術、街道家具） 

(六)鼓勵基地內全面增加綠化設計，以促進都市內自然生態的涵養與
保育、調節都市微氣候、改善空氣品質、提升市容景觀。（附表
容積獎勵容積獎勵項目 △F14-6提供綠美化） 

(七)透過捐贈經費充實本府都市更新及都市發展建設基金，有助於相
關都市更新事業之實施。（附表容積獎勵容積獎勵項目 △F14-7
捐贈經費予本府都市更新及都市發展建設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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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說 明 

臺中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 本自治規則名稱。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為執行都市更新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以下簡稱容獎

辦法）之規定，並依都市更新條例

（以下簡稱本條例）第六十五條第

三項後段規定，訂定本辦法。 

ㄧ、本辦法訂定之授權依據。 

二、都市更新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第一項建築容積獎勵之項目、計算方

式、額度、申請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基於都市發展特性之

需要，得以自治法規另訂獎勵之項目、

計算方式、額度、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

行事項。」 

第二條 本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一項與

容獎辦法所稱原建築容積，應由依

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簽證，並以建

築主管機關認定為準。 

臺中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第十一條規定：

「都市更新條例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原建築容積，係指建築物建造時，主管機

關核發使用執照所核准之建築容積。其屬合

法建築物而無使用執照者，以建築主管機關

認定為準。」，原建築容積之定義業已明定

於容獎辦法第三條，爰刪除前段文字，實務

執行上係由建築師依容獎辦法第三條定義簽

證，並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爰補充敘明應

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簽證，以資明確。 

第三條 臺中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

勵項目、評定基準、額度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依附表規定辦理。 

  本條例第八條劃定或變更策略性

更新地區，依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方式辦理，且更新單元面積

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依前項附

表所獎勵額度二倍核予容積獎勵。 

  依本條例第八條劃定或變更策略

性更新地區，得於都市更新計畫中

一、依本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五項規定，並考

量對都市環境之貢獻及有助於都市更新

事業之實施等因素訂定附表，以明確獎

勵評定因素、項目、計算方式、額度、

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行事項等。 

二、為配合本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一項但書規

定，針對策略性更新地區，以公辦都市

更新方式實施，且更新單元面積達一萬

平方公尺以上辦理者，依附表一獎勵額

度二倍核予容積獎勵，其上限仍應依本

條例第六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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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自公告日起一定時程內申請實

施都市更新事業者，給予容積獎勵

之規定，其獎勵額度以基準容積百

分之十為上限。 

三、透過更新地區公告日起算一定時程內申

請事業計畫報核之獎勵，有助於推動策

略性更新地區之都市更新事業；授權得

於都市更新計畫中訂定，則可視政策於

不同策略性更新地區訂定不同獎勵標準

，惟不得超出本條上限規定。 

第四條 容獎辦法第十七條所稱舊違

章建築戶，由建築主管機關認定

之。 

臺中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第十四條已明定舊

違章建築戶由建築主管機關認定之。 

第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明定本辦法施行日期。 

 
 
 
 

評定

因素 

容積獎勵 

項目 
評定基準 容積獎勵額度 其他應遵行事項 

一

、 

都

市

環

境

之

貢

獻 

 
 

△F14-1 

沿街退縮人

行步道 

基地自建築線退縮淨寬

四公尺以上人行步道，

獎勵容積核算如下： 

留設淨寬皆達四公尺以

上未達六公尺，給予基

準容積百分之三。 

留設淨寬皆達六公尺以

上，給予基準容積百分

之五。 

以上獎勵容積不得累計

申請。 

基準容積百分

之五為上限。 

１、人行步道之留設，

應自基地臨道路側

全長留設，具延續

性且配合基地周圍

相鄰街廓整體考量

設置，退縮部份需

留設二點五公尺淨

寬供人通行。 

２、除依都市計畫、本

市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及

其他法令規定須留

設供人行走之地面

道路之沿街面外，

應以淨空方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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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申請本項獎

勵。 

３、申請本項獎勵範圍

不得重複申請實施

都市計畫地區建築

基 地 綜 合 設 計 獎

勵。 

△F14-2 

留設廣場、

街角廣場等

開放空間 

基地沿街面設置二百平

方公尺以上開放空間廣

場，獎勵容積核算如

下： 

設置面積二百平方公尺

以上，未達三百平方公

尺，給予基準容積百分

之一。 

設置面積三百平方公尺

以上，未達四百平方公

尺，給予基準容積百分

之二。 

設置面積四百平方公尺

以上，未達五百平方公

尺，給予基準容積百分

之三。 

設置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上，給予基準容積百

分之五。 

以上獎勵容積不得累計

申請。 

基準容積百分

之五為上限。 

１、除依法留設之法定

空地面積外，以另

外增設開放空間廣

場之面積核計。 

２、開放空間廣場應集

中設置，任一邊最

小淨寬度應在八公

尺以上，且長寬比

值不得超過三。 

３、開放式空間廣場應

保持對外開放狀態

，並無償提供公眾

使用。 

４、申請本項獎勵範圍

不得重複申請實施

都市計畫地區建築

基 地 綜 合 設 計 獎

勵。 

５、本款面積與沿街退

縮人行步道面積不

得重複計列。 

基地面積小於ㄧ千五百

平方公尺，於道路轉角

處設置街角廣場，以其

實際設置面積核計獎勵

容積，獎勵額度以基準

容積百分之二為上限。 

１、除依都市計畫、本

市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需

留設之街角廣場及

依法留設之法定空

地面積外，以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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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街角廣場之面

積核計。 

２、須配合周邊無遮簷

人行道整體規劃，

其最小設置面積不

得小於三十六平方

公尺，最短邊長度

不得小於六公尺。 

３、申請本項獎勵範圍

不得重複申請實施

都市計畫地區建築

基 地 綜 合 設 計 獎

勵。 

４、本款面積與沿街退

縮人行步道面積不

得重複計列。  

△F14-3 

縮減建蔽率 

縮減建蔽率達百分之十

以上，獎勵容積核算如

下： 

法定建蔽率－設計建蔽

率(註1)≧百分之十，

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

一。 

法定建蔽率－設計建蔽

率≧百分之十五，給予

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法定建蔽率－設計建蔽

率≧百分之二十，給予

基準容積百分之三。 

以上獎勵容積不得累計

申請。 

註1： 

設計建蔽率計算： 

建築面積／（基地面積－

更新後現有巷道面積） 

基準容積百分

之三為上限。 

 

為降低因縮減建蔽率造

成對狹窄道路側壓迫，

並維持良好街道尺度，

基地臨接道路路寬小於

七公尺側，需自建築線

退縮四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部份需留設二點五

公尺淨寬供人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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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4-4 

建築量體與

環境調合 

基地通風率(SVR)大於

百分之十五，未達百分

之二十，給予基準容積

百分之二。 

基地通風率(SVR)大於

百分之二十，未達百分

之三十，給予基準容積

百分之三。 

基地通風率(SVR) 大於

百分之三十以上，給予

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以上容積獎勵不得累計

申請。 

基地通風率(SVR)= 1 - 

A/ As(如附圖1) 

SVR：基地通風率，基

地面對「潛在通

風區域」的氣流

通過能力，無單

位。「潛在通風

區域」為鄰接道

路 或 永 久 性 空

地。 

A：基地內建築物量體

(含陽臺、雨遮、造

型版等)垂直投影到

「潛在通風區域」

之虛擬面積，單位

為平方公尺。 

As：基地內基準風阻面

積。 

 As=(Hs × Ws) 

Hs：基地內基準建築高

度。 

基準容積百分

之五為上限。 

１、適用於基地內至少

有一棟高度二十一

公尺以上或七層以

上之建築物(如附圖

2)。 

２、基地內建築物鄰棟

間隔(D1)、基地內

建築物與面對永久

性空地之基地境界

線距離(D2)淨寬不

得小於六公尺。且

基地內建築物與鄰

地境界線距離(D3)

淨寬不得小於三公

尺並以淨空設計(如

附圖3、3-1)。 

３、以基地鄰接道路或

永久性空地任擇一

側做為潛在通風區

域。 

依下列原則選擇潛

在通風區域者，得

再加計獎勵額度： 

(1)以基地鄰接永久

性空地側做為潛

在通風區域者，

再加計基準容積

百分之一(如附

圖 4-1)。 

(2)以面臨最寬道路

側做為潛在通風

區域者，再加計

基準容積百分之

零點五(如附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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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1.5×基準容積率 

/ 法 定 建 蔽 率 ) 

×3.5。 

Ws：基地通風寬度。基

地面對「潛在通風

區域」之垂直向最

大投影寬度。 

道路寬度得併計永

久性空地寬度，永

久性空地定義依建

築技術規則設計施

工編第一條第四十

款規定。 

４、建築基地不規則者

之 基 地 通 風 寬 度

（Ws），以面對潛

在通風區域之最大

投影長度計算之(如

附圖5-1、5-2及5-

3)。 

△F14-5 

規劃夜間照

明設施或公

共藝術、街

道家具 

於周遭開放空間設置夜

間照明設施 

基準容積百分

之三為上限。 

都市設計案件不得申請

本項獎勵。 

設置公共藝術 

設置具地方元素之街道

家具 

△F14-6 

提供綠美化 

地面層綠化及各層立體

綠化面積合計達基地面

積百分之四十，給予基

準容積百分之一。 

綠化比率每增加百分之

五，再增加容積獎勵百

分之一，至多給予容積

獎勵上限為百分之六。 

以上獎勵容積不得累計

申請。 

地面層種植喬木數量高

於法定標準一點五倍者

，再加計基準容積百分

之一。 

地面層綠化比率高於法

定標準二倍者，再加計

基準容積百分之一。 

基準容積百分

之八為上限。 

 

１、申請綠建築獎勵者

不 得 申 請 本 項 獎

勵。 

２、各層立體綠化包含

屋頂綠化、各層陽

臺、露臺、花臺等

綠化面積；惟申請

本市宜居建築免計

容積部份不得計入

綠化面積。 

３、綠化植栽應設置自

動滴灌系統，覆土

深度應依內政部營

建署建築基地綠化

設計技術規範之規

定。 

４、地面層綠化需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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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設計，並

視個案情形於周遭

開放空間設置夜間

照明設施、公共藝

術、街道家具等設

施，以提昇開放空

間品質。 

二

、 

有

助

於

都

市

更

新

事

業

之

實

施 

△ F14-7 捐

贈經費予本

府都市更新

及都市發展

建設基金 

捐贈經費予本府都市更

新及都市發展建設基金

（以下簡稱本基金），

獎勵容積依下列公式計

算： 

捐贈經費予本基金之獎

勵容積額度＝（捐贈本

基金金額×建築基地基

準容積）/（都市更新

事業計畫報核日當期之

建築基地平均公告土地

現值總額×一點四） 

基準容積百分

之十為上限。 

 

１、申請本項獎勵應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都市更新事

業計畫。 

２、捐贈經費金額應於

領得使用執照前全

數一次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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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地內建築物量體(含陽臺、雨遮、造型版等)垂直投影到「潛在通風

區域」之虛擬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 

As：基地內基準風阻面積。As=(Hs × 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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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基地通風寬度。基地面對「潛在通風區域」之垂直向最大投影寬度。 

【附圖1】基地通風率(SVR)= 1 - A/ As 計算式說明 

 

 

 

 

 

【附圖2】適用案件 【附圖3】鄰棟間隔及退縮距離圖例 

  

 

 

 

 

 

 【附圖3-1】鄰棟間隔圖例 

 

D1≥6m 

D1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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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潛在通風區域選擇圖例 

 

 

 

 

 

 

 

 

 

 

 

 

 

 

 

 

 

 

 

 

 

【附圖5】基地通風寬度Ws圖例 

 

面前道路寬度計算方式(永久性空地深度+道路寬度)。 
道路邊指定有牆面線者，計至牆面線。 

附圖4-1 以基地鄰接永久性空地側做為潛在通風區域者  

附圖4-2 以面臨最寬道路側做為潛在通風區域者 

附圖5-1 附圖5-2 附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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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檢字第10900346741號 

附件：「臺中市食品衛生檢驗收費辦法」修正草案預告公告、修正草案總說

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及第5條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各1份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食品衛生檢驗收費辦法」草案。 

依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第30條準用第9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規費法第11條規定。 

三、修正「臺中市食品衛生檢驗收費辦法」，修正草案總說明及修正對照

表、修正草案條文，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網站(網址: https://la

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index.aspx)→臺中市政府主管法

規查詢系統→「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有任何意見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陳

述意見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驗組。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路 105 號。 

(三)電話：04-23801182 分機 302。 

(四)傳真：04-238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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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食品衛生檢驗收費辦法」係臺中市政府於一百零三年三月
三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三○○三六二六八號令訂定發布，施行迄今已逾
五年，為持續促進及維護市民健康並基於為民服務理念，乃擴增申請食
品衛生檢驗之申請人範圍；另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兼顧政府服務成本
及民眾權益，爰就物價、辦理費用或成本變動等因素予以檢討，重新評
估調整收費標準及服務項目，使之更臻明確與周延，爰擬具「臺中市食
品衛生檢驗收費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明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用語之簡稱。(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列衛生檢驗之用詞定義，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擴增食品衛生檢驗申請人範圍並明定其資格。(修正條文第三條之

一)  
四、明定不同申請資格者於申請檢驗時所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修正條

文第四條)  
五、增訂不予受理申請之情事。（修正條文第六條） 
六、檢驗報告之使用限制及違反時之處理。(修正條文第六條之一) 
七、食品衛生檢驗收費標準表附表修正。(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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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規費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規費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以下簡稱衛生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用

語於全案中使用三次以上

，爰予明定該用語之簡

稱。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食品：係指供人飲

食或咀嚼之物品及

其原料。 

二、衛生檢驗：以食品

為範圍之檢驗。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食品：係指供人飲

食或咀嚼之物品及

其原料。 

二、食品工廠：係指臺

中市政府核准登記

之食品製造業。 

修正現行條文第二款，就

「衛生檢驗」之用詞予以

定義，以資明確。 

第三條之一  衛生檢驗之

申請人，應符合下列資

格之一： 

一、臺中市市民。 

二、臺中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登記有案之公

司、商業或工廠。 

 一、本條新增。 

二、為持續促進及維護市

民健康並基於為民服

務理念，擴增得申請

食品衛生檢驗之申請

人範圍，並就其資格

予以規範。 

第四條  申請食品衛生檢

驗，每項應依食品狀態

繳交經過完整製造過程

並已完成包裝及標示之

一定數量食品，並檢附

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 

二、資格證明文件： 

第四條  食品工廠申請

食品衛生檢驗，每項

應依食品狀態繳交經

過完整製造過程並已

完成包裝及標示之一

定數量食品，並檢附

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 

配合第三條之一規定新增

，明定不同申請資格者於

申請檢驗時所應檢附之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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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條第一款資格：

身分證影本。 

(二)前條第二款資格： 

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影本或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前項一定數量固體

為三百公克以上、液體

為三百毫升以上。 

二、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前項一定數量固體

為三百公克以上、液體

為三百毫升以上。 

第五條  申請食品衛生檢

驗時應繳納檢驗規費；

其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五條 食品工廠申請

食品衛生檢驗時應繳

納檢驗規費；其收費

標準如附表。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之一

規定新增申請食品衛生檢

驗之資格，又基於使用者

付費原則，凡符合資格者

提出申請時均應繳納檢驗

規費，非僅限於「食品工

廠」，爰作文字修正，刪

除該字樣。 

第六條  申請食品衛生檢

驗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不予受理，並退還已繳

交規費、送驗樣品及文

件： 

一、申請人不符合第三

條之一資格。 

二、依第三條之一第二

款資格申請，申請

檢驗之項目與其營

業項目不符。 

三、申請文件有欠缺或

樣品送驗不足，經

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 

四、送驗之樣品已超過

第六條  申請食品衛生

檢驗不符合前二條規

定者，不予受理，並

退還已繳交規費、送

驗樣品及文件。 

增訂不予受理申請之情事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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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 

第六條之一  申請人不得

以衛生局檢驗報告作為

廣告宣傳或商業推銷之

用。 

  申請人違反前項規

定者，衛生局得通知停

止使用該檢驗報告。 

  前項情形，自通知

之日起六個月內，停止

受理申請人之食品衛生

檢驗申請。 

 一、本條新增。 

二、檢驗報告僅針對送驗

之單一樣品所為之說

明，且食品衛生檢驗

，係以服務市民之需

求為主要目的，故不

得作為廣告宣傳等商

業用途，若申請人有

廣告宣傳、商業推銷

需求，可委託其他經

食品藥物管理署認可

之檢測業者進行檢測

，爰予明定廣告宣傳

或商業推銷行為之禁

止，並就違反者予以

一定期間停止受理申

請之不利益。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

格式，由衛生局定之。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書

表格式，由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行。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行。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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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測一字第109005270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土地界標申購及收費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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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二、修正依據：規費法第10條。 

三、修正「臺中市土地界標申購及收費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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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測量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路 1 段 158 號 5 樓。 

(三)電話：04-22170541。 

(四)傳真：04-22206512。 

(五)電子郵件：f68225@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為規範土地界標申購及收費事宜，於一百年四月二十九
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七六四二七號令發布臺中市土地界標申購及
收費辦法，現經依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檢討收費基準及檢視條文及名稱
之適用性，爰修正之，重點如下： 
一、修正法規名稱。 
二、增列法源依據，配合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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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列執行機關，後續條文並無使用本局簡稱，配合文字修正。（修
正條文第二條） 

四、現行土地界標申購，申請人毋須填具申請書，爰予刪除原第三條、
第六條。 

五、依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檢討收費基準，考量土地界標之成本及因應
不同土地表面適用需求，土地界標種類及收費標準由二種修正為四
種，並新增附表說明規格。（修正條文第四條） 

六、配合原第三條、第六條條文刪除，其後條文條號予以調整及部分文
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五條）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 明 

臺中市土地界標收費標準 臺中市土地界標申購及收

費辦法 

修正法規名稱，以符法

制。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為規

範臺中市土地界標行政

規費之徵收，依規費法

第十條規定，特訂定本

標準。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規範土

地界標申購事宜，特訂

定本辦法。 

增列本標準之法源依據，

部分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執行機關為臺中市各

地政事務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地政局（以下

簡稱本局）。 

增列本標準之執行機關，

配合法制部分文字修正。 

 第三條  申購土地界標，

應填具申請書向臺中市

各地政事務所繳費申

購。 

一、本條刪除。 

二、關於土地界標申購，

申請人毋須填具申請

書，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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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申請土地複丈併

同購買土地界標者，得

申請地政事務所於排定

複丈日期代送界標至會

同地點。 

第四條  申請土地複丈併

同申購土地界標者，得

申請地政事務所於排定

複丈日期代送界標至會

同地點。 

一、部分文字修正。 

二、條次調整。 

第四條  土地界標種類及

收費標準如下： 

一、鋼片界標每組新臺

幣五元。 

二、鋼釘界標每支新臺

幣十元。 

三、小塑膠界標每支新

臺幣三十元。 

四、大塑膠界標每支新

臺幣四十五元。 

前項土地界標種類

之規格如附表。 

第一項收入應依年

度預算程序辦理，並歸

入市庫。 

第五條  依本辦法申購之

土地界標種類及收費標

準如下： 

一、鋼釘界標每支新臺

幣五元。 

二、塑膠界標每支新臺

幣四十五元。 

前項收入應依年度

預算程序辦理，並歸入

市庫。 

一、考量土地界標之成本

及因應不同土地表面

適用需求，種類及收

費標準由二種修正為

四種，部分文字修

正。 

二、詳列土地界標種類之

規格，修正第二項並

新增附表。 

三、原第二項調整為第三

項，部分文字修正。 

四、條次調整。 

  第六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

格式，由本局另定之。 

配合刪除第二條，已無需

相關書表格式，爰予刪

除。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行。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行。 

一、部分文字修正。 

二、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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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標種類 界標外觀 界標規格 適用範圍 

鋼片界標  一、材料：釘子(鋼）、釘套

(不鏽鋼)。 

二、顏色：鐵灰色。 

三、尺寸：不鏽鋼帽厚度二毫

米，孔徑三毫米為原則；

鋼釘長不短於二十毫米。 

水泥或硬質

地面、建築

物或固定工

作物 

鋼釘界標  一、材料：鋼，硬度五七度至

六三度。 

二、顏色：鐵灰色。 

三、尺寸：釘長六十毫米；釘

帽厚度二點五毫米，直徑

二十毫米。 

柏油或硬質

地面、建築

物或固定工

作物 

小塑膠界標  一、材料：PE塑膠。 

二、顏色：紅色。 

三、尺寸：長(三百五十毫米)*

寬(三十五毫米)*高(三十

五毫米)。 

泥土地面 

大塑膠界標  一、材料：PE塑膠。 

二、顏色：紅色。 

三、尺寸：長(五百毫米)*寬

(五十毫米)*高(五十毫

米)。 

泥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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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3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住寓字第1090054957號 

主旨：有關本府公告辦理臺中市109年度原有住宅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受理申

請資格、補助流程、補助項目及補助金額、受理期間等相關規定公告

事項一、申請資格法規誤植，更正如說明二，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府109年2月12日府授都住寓字第1090025472號公告續辦。 

二、有關本府109年2月12日府授都住寓字第1090025472號之公告，公告事

項一、申請資格「無障礙住宅設計基準及獎勵辦法施行前（民國一百

零一年十一月三十日）領有建築物使用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理前已

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應更正為「住宅法施行前（民國一百

零一年十二月三十日）領有建築物使用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理前已

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正本：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

會、台中市公寓大廈管理維護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公寓大廈管

理服務職業工會、台中市物業管理學會、台中市物業管理協會、臺中

市各區公所   

副本：內政部營建署、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秘書室(請

協助修正網頁)、臺中市政府住宅工程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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