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規 
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

第七點及第八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 

修正「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

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 

修正「臺中市強化社會安全網推動會報設置要點」第八點 ······· 11 

修正「臺中市立圖書館編制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3 

政 令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所屬交通警察大隊警務員吳星叡違法案，業

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判決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5 

公 告 
公告本市霧峰區「乾溪兩岸防汛道路」命名事宜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2 

公告臺中市政府交通局109年1月至3月移置保管道路違停汽、

機車逾期未領回應送達人清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4 

公告「鄭力銘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6 

公告「梁儀全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7 

公告「李國銓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7 

 
※本公報每月十五及三十日發行(遇例假日順延一天) 

中華民國 109 年 6 月 1 日(星期一)出刊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輯發行 



公告核定想空間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擬定臺中市中區繼

光段二小段0005-0002、0005-0005、0005-0008及0005-

0009地號等4筆土地都市更新整建維護計畫案」(臺中市中

區民族路34號)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8 

公告本市南區樹子腳段1644、1669-6、1670地號等3筆土地上

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異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9 

公告本市梧棲區南簡段417地號部分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

求異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9 

公告本市大里區大元段1378地號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異

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0 

公告本市神岡區三角東段898、898-4、898-5、898-6、898-7

及965-2(部分)地號等6筆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異議ꞏꞏꞏꞏꞏ 31 

公告臺中市中區平等段三小段47-7（部分）、47-8（部分）、

47-9（部分）、47-10（部分）、47-31（部分）、47-32

（部分）地號等6筆土地上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異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1 

公告變更烏日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

都市計畫委員會第964次會議決議再行辦理公開展覽）案 ꞏꞏꞏꞏꞏꞏ 32 

公告公開展覽「變更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

業區)」暨「擬定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乙種工業區(供仕興

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細部計畫」計畫書、圖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3 

公告修正「臺中市H5、H7亞型家禽流行性感冒防治措施」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4 

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立北新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ꞏꞏꞏꞏꞏ 38 

公告應受尿液採驗人洪慶益君等9人「應受尿液採驗人通知

書」應受送達人清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8 

公告應受尿液採驗人廖素華君等4人「應受尿液採驗人通知

書」應受送達人清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0 

公示送達受處分人黃氏翠(HOANG THI THUY)及阮國慶(NGUYEN 

QUOC KHANH)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罰鍰案件催繳書函、

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1 



公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依法舉發徐漢焜君等322件違反道路交

通管理事件應送達人清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2 

公告修正「臺中市政府因應 COVID-19 疫情防疫規範」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7 

公告「109年消弭原鄉健康不平等計畫(結核病防治主動發現部

分)」合作事宜，甄選締結行政契約對象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9 

公告新增本市指定精神科專科醫師(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黄威勝醫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9 

公告展延指定精神科專科醫師(詹永騰、許珮珊及林典雍等3位

醫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0 

公告展延本市指定精神醫療機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0 

公告展延指定精神科專科醫師(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賴德

仁、謝明鴻及郭純雅等3位醫師、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興分院廖尹鐸醫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1 

公告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年3月10日中市環水字第

1090021411號公告(有關本市烏日區溪尾北段388地號農地

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1 

公示送達本府辦理龍井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西南向聯外道路工

程用地徵收，應受補償人未受領補償費繳存國庫專戶保管

通知清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4 

公告陳正忠地政士申請變更登記為聯合執業事務所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6 

公告註銷魏展營地政士開業執照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6 

公告不動產估價師吳英德君開業證書換證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7 

公告不動產估價師楊秀鳳君開業證書換證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8 

預告修正「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殯葬設施使用管理辦法」附表

草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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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學字第1090039013號 

附件：如說明四 

主旨：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第7點及

第8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局109年4月21日「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

注意事項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錄辦理。 

二、旨揭規定第8點：「學生於非學習節數活動之參與狀況，不得列入出缺

席紀錄；但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之正向輔導管教措施。」，有關非

學習節數學生之參與情形，不得列入出缺席紀錄及遲到，自應不得列

入學生獎懲規定，爰請各校檢視學生獎懲規定，俾符規定。 

三、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將修正規定登載本府公報；另請本府法制局協助

建置本府主管法規資料查詢系統。 

四、檢附「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第7點及

第8點修正總說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規定各乙份。 

正本：本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本府秘書處、本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本局高中職教育科、本局學

生事務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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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增進師生互動機會，以利班級經營及生活教育進行，學校得於上
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實施非學習節數之活動，其中屬全校集合
之活動，每週以不超過二日為原則；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養主
動學習，於全校集合之活動外，每週得安排部分日數，由學生自主
規劃運用並決定是否參加。 

八、學生於非學習節數活動之參與狀況，不得列入出缺席紀錄；但得視
其情節，採取適當之正向輔導管教措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計字第1090114805號 

修正「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並自即日

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查都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案件，
特依據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規定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行機關為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以
下簡稱都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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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辦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係指下列各款之一： 

(一)經都市計畫劃定為保存區、古蹟保存區者。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古蹟、登錄之歷史建築、文化景觀或

聚落所定著者。 
本辦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可建築土地，係指下列各款之一： 

(一)本府中華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二十八日公告都市更新計畫之九處舊
市區更新地區，並經臺中市政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都設會)認定作為開放空間使用可改善都市環境或景觀者。 

(二)經本府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例公告為受保護樹木之必要生育
地環境範圍者。 

四、本辦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私有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係指
下列各款之一： 

(一)公園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人行廣場用地、廣場用
地、停車場用地、排水道用地、溝渠用地、河道用地或其他類似
用地。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兼供其他使用之用地。 
(三)道路用地、人行步道用地或園道用地。 
(四)細部計畫書已有規定或配合本府都市發展政策經公告指定者。 

前項第三款送出基地合計可移出容積不得超過接受基地基準容積百
分之二十。但其劃設年限至申請容積移轉日止已逾二十五年以上者
，不在此限。 

五、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得申請容積移轉之土地，從其規定。 
土地已依前項規定申請容積移轉者，不得同時適用本辦法。 

六、申請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應與接受基地之建造執照或都市設計審
議併同提出申請。 

七、下列各款土地不得為接受基地： 
(一)位於農業區、河川區、風景區、保護區或其他非都市發展用地。 
(二)臺中市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但捷運系統用地，不在此限。 
(三)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原臺中市轄區內之第一

種住宅區。 
(四)臨接已開闢寬度未滿八公尺之道路者。 
(五)臨接已開闢寬度八公尺以上道路之面寬未滿八公尺者。 
(六)臨接本辦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土地。 
(七)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山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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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依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規定辦理補辦建築執照，而
擅自建造之建築物所坐落之建築基地。 

(九)各都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十)因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落、居住或活動人口密度擁擠，經臺中市

都市計畫委員會或都設會決議，並由本府公告禁止容積移轉地區
之土地。 

(十一)其他相關法令規定列為禁限建區域之土地。 
八、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之擅自建造之建築物，現況使用容

積超出基準容積，得申請辦理容積移轉併同補辦建築執照，其申請
容積移轉上限不得超過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前項接受基地應提出結構安全鑑定報告書或建築物補強計畫，且建
築物補強計畫應於領得使用執照前完成施作。 
擅自建造之建築物未列入申請辦理容積移轉併同補辦建築執照之已
施作部分，應於核發使用執照前自行拆除。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三十日前已擅自建造完成之建築物申請補辦
建築執照者，其基地應符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最小建築
面積。但不受本要點第七點第四款、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十四點規
定之限制。 

九、「臺中市都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
畫」及「臺中市都市計畫（後庄里地區）細部計畫」，依本辦法申
請移入容積數量，加計都市更新條例、都市計畫法或其他法規規定
給予之獎勵容積總量，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四十者，應提送都設
會審查通過，始得辦理容積移轉。 
其他細部計畫地區依本辦法申請移入容積數量，加計都市更新條例
、都市計畫法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獎勵容積總量，超過其基準容
積百分之六十者，應提送都設會審查通過，始得辦理容積移轉。 
接受基地之移入容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或整體開發地區各單元細
部計畫區之土地申請容積移轉量達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者，應經
都設會審查通過，始得辦理容積移轉。 
第一項、第二項申請案件總增加容積上限依各細部計畫書中所載相
關規定；未載明者，其總增加容積上限依下列規定辦理，實際核准
許可移入容積總量應以都設會審定內容為準。 

(一)總增加容積上限： 
１、舊市區細部計畫地區C=(40%+C1)×基準容積。 
２、其他地區C=(70%+C2)×基準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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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提出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經都設會審查核可准
予移入後之總增加容積上限容積量，C1最高為20%，C2最高為10%
，其額度得另訂基準表，供都設會審議參考。 

前項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項目不得重複核計其他容積獎
勵規定。 

十、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應就下列事項表明之： 
(一)實施範圍。 
(二)計畫內容及項目。 
(三)鄰地與地區（至少三百公尺半徑範圍）衝擊分析及評估。 
(四)送出基地取得後對都市發展之貢獻度。 
(五)效益分析及評估。 
(六)經營管理計畫。 
(七)其他。 

十一、豐樂里附近地區、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市政中心南側及水湳機場
原址整體開發區等細部計畫地區，接受基地建築物之每一建築單
元(區分所有權之專有部分)樓地板面積應大於一百平方公尺。 
其他細部計畫地區，接受基地建築物之每一建築單元(區分所有
權之專有部分)樓地板面積應大於八十平方公尺。但細部計畫書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除住宅單元外，其他各種建築單元如經都設會審查同意者，不受
第一項至第二項之限制。 
除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及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等二處細部計畫
地區外，接受基地臨接已開闢寬度達二十五公尺之計畫道路，且
臨接該計畫道路之面寬達十公尺，不受第一項至第二項之限制。 

十二、除法規規定之裝卸停車空間外，接受基地汽車停車空間不得設置
於建築物之地面層。 

十三、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方式，以下列各款為限： 
(一)依本要點第三點、第四點規定辦理。 
(二)繳納容積代金。 
前項第二款之容積代金，其金額由本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查估，並經公會協審後採中位數評定；其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
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負擔。 
第二項協審之公會，應將協審人員及機制報都發局備查，異動時
亦同。 

十四、接受基地應自基地境界線（不含經指定為建築線之基地線）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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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縮淨寬三公尺後建築。 
前項三公尺退縮地除下列設施外，應予淨空，不得設置任何構造
物： 

(一)地下或地面層停車場出入車道。 
(二)設置於建築物第二、三樓層、與鄰地連接並供開放公眾通行之

人工地盤或架空走廊，並經都設會審議通過者。 
(三)依建築基地圍牆設置原則及細部計畫規定設置圍牆。 
(四)高度一點二公尺以下不計入建築面積之構造設施，及距離地界

二公尺以上之地下室進排風口。 
(五)深度五十公分以內之雨遮。 
(六)其他經都設會或臺中市政府建造執照預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設

施。 
第一項三公尺退縮地與建築退縮地重疊者，應以建築退縮地之規
定為主。 
設置第二項第三款之圍牆者，應自圍牆投影線後再退縮三公尺建
築。 

十五、申請容積移轉案件應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乙式二份提出申請： 

(一)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利關係人同意書。 
(二)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 
(三)本府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計算表。 
(四)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

、都市計畫位置圖、鑑界成果圖。 
(六)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七)接受基地之建築線指示（定）圖(或免指示建築線圖位置標示)

及都市計畫位置圖。 
(八)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依本要點第九點規定應檢

附者)。 
(九)送出基地測量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經執業測量技師簽

證，並應檢附輸出圖面及電腦檔案）。都發局得就爭議或抽查
案件，通知申請人與測量單位配合辦理現場勘查。 

(十)送出基地之土地改良物如符合相關規定得予現況保留，應檢附
送出基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十一)其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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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容積代金辦理者，應檢附前項第二款、第七款申請書件及估價
報告書。 

十六、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以能清楚顯示展繪或依原地籍圖比例尺展

繪為原則，明確標示各類基地上土地改良物、固定式占用物。 
(二)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以申請基地位置向外測繪至都市計畫完

整街廓或基地外緣向外延伸至少三十公尺為基本測繪範圍。 
(三)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標示都市計畫位置圖、現行都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都市計畫道路寬度、公共設施類別與範圍、重要
地標及設施、地形地物、圖例(含比例尺)、道路中心樁位、圖
根點、地政事務所鑑界成果界址點或其他承辦人員請求配合加
註事項或說明。 

(四)送出基地地籍套繪圖應明確標示送出基地內各類土地改良物、
固定式占用物之位置及投影面積估算。 

(五)送出基地測量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標示測量單位、測繪
日期，並由執業測量技師依規定簽證；相關測量成果不宜附加
測量成果僅供參考或實際應以鑑界成果為準等備註。 

十七、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量與其臨接道路寬度之規定如下： 
(一)整體開發地區：臨接已開闢八公尺以上未滿十二公尺之道路，

可移入容積量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臨接已開闢寬度十二公
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之道路，可移入容積量為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二十；臨接已開闢寬度十五公尺以上之道路，可移入容積量
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二)整體開發以外地區：臨接已開闢八公尺以上未滿十二公尺之道路
，可移入容積量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臨接已開闢寬度十二公
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之道路，可移入容積量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
十五；臨接已開闢寬度十五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尺之道路，可移
入容積量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臨接已開闢寬度二十公尺以
上之道路，可移入容積量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前項接受基地臨接已開闢道路寬度認定，應檢附道路主管機關函
文或依第十六點規定標示現況道路寬度之測量成果圖。 

十八、經本府審查合格所核發之容積移轉確認函，其有效期間為自發文
日起三個月，申請人應於有效期間內辦畢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之
各款事項，並檢附相關資料申請核發容積移轉許可函。逾期之容
積移轉確認函本府得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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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都設會審查以確認容積移轉數量者，其容積移轉確認函之有
效期間延長為六個月，必要時得申請展延一次，展延期間不得超
過六個月。 

十九、本要點所需之申請書表、C 值額度基準表、估價報告書範本等書
件格式，由都發局另定並刊登於網站。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11614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強化社會安全網推動會報設置要點」第八點如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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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7 年 5 月 25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70117626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9 年 5 月 15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90116142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為積極強化本市社會安全網之建構，並提供相關網絡間諮詢
及業務協調，依據行政院一○七年二月二十六日院臺衛字第一○七
○○○三二五一號函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特設臺中市強
化社會安全網推動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報之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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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建社會福利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福利服務事項。 
(二)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事項。 
(三)整合加害人合併精神疾病與自殺防治服務事項。 
(四)整合跨體系合作機制事項。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市長指派副
市長或秘書長一人兼任，其餘成員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局長。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三)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局長。 
(四)臺中市政府勞工局局長。 
(五)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六)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七)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八)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區長。 
(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一人。 
(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庭長一人。 

四、本會報每四個月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會議
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副召集人亦
不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一人代理主持。 

五、本會報召開會議前，必要時得由社會局邀請相關機關、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代表列席。 

六、本會報置執行秘書一人，由社會局副局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
理本會報事務。 

七、本會報得視業務需要，納編臺中市政府相關局、處、會人員成立工
作小組；幕僚作業，由社會局辦理。 

八、本會報召開前，得視需要由社會局辦理幕僚會議，以蒐整強化社會
安全網執行策略、行政措施，由社會局局長或社會局副局長召集相
關局、處、會業務主管進行研議、業務協調及文稿審議。 

九、本會報決議及交付執行事項，以臺中市政府名義行之。 
十、本會報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一、本會報所需經費，由社會局編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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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118968號 

修正「臺中市立圖書館編制表」，溯自中華民國一百零八年一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立圖書館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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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館 長 
薦 任 至
簡 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
等 

一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列。 

二、必要時得比照助理
教授資格聘任。 

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課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四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分 館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十七
(二) 

 

課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六職
等至第七職等 

十  

技 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六職
等至第七職等 

四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 

一  

助 理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 

二十二 內二人得列薦任第六職
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
等 

四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
等 

二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佐理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八十一 
(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列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列等表之十」之

規定；該職務列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零八年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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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90118556號 

附件：如說明三 

主旨：貴局所屬交通警察大隊警務員吳星叡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依法判決：「吳星叡休職，期間壹年陸月。」請依說明事項辦理，

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9年5月14日109年度清字第13380號判決

辦理。 

二、本府於民國109年5月18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正本，懲戒處分

應於翌日（民國109年5月19日）起執行，並請即依權責辦理動態登

記。 

三、檢附上開判決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副本：銓敘部、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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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90114545號 

附件：霧峰區乾溪兩岸防汛道路簡圖 

主旨：公告本市霧峰區「乾溪兩岸防汛道路」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路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例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公告道路命名核定生效日期：109年5月14日。 

二、本案公告道路名稱如下： 

(一)乾溪路：長約 3500公尺，寬約 8公尺，南起中正路，北迄峰堤路，

因該道路銜接轄內乾溪路，遂延續其名稱命名為「乾溪路」。 

(二)乾溪東路：長約 3500 公尺，寬約 8公尺，南起中正路，北迄峰堤路

，因該道路無延續轄內既有道路，並與西岸防汛道路長度及寬度相

同且相互對稱，為利民眾辨識，遂命名為「乾溪東路」。 

三、上開道路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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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行字第1090023401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109年1月至3月移置保管道路違停汽、機車逾期未領回應送達

人清冊乙份。 

依據： 

一、行政程序法第78、80、81、82條。 

二、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85條之3。 

三、臺中市違規車輛移置保管及處理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公有保管場109年1月至3月移置保管道路違停汽、機車逾期尚未領

回，經雙掛號郵寄通知車輛所有權人限期領回，概因查無此人或遷移

不明等原因而無法送達，茲依法辦理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

序。 

二、公示送達自公告張貼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力，前開領車通知單現由本

局保管，請受送達人儘速向本局洽領並依規繳費，逾期仍未領回者將

續由本局依法公告拍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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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建字第10900768151號 

主旨：公告「鄭力銘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鄭力銘。 

二、事務所名稱：鄭力銘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E12322****。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97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市政北一路77號12樓之16。 

六、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973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年夏字第 4 期 

 

27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建字第10900853661號 

主旨：公告「梁儀全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梁儀全。 

二、事務所名稱：梁儀全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M12265****。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98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永南街8號2樓。 

六、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982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建字第10900859921號 

主旨：公告「李國銓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李國銓。 

二、事務所名稱：李國銓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J12162****。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99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天水東一街30號6樓之2。 

六、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570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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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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更字第1090092925號 

附件：「擬定臺中市中區繼光段二小段0005-0002、0005-0005、0005-0008及

0005-0009地號等4筆土地都市更新整建維護計畫案」(臺中市中區民族

路34號)計畫書一份(附件逕向業務機關查閱) 

主旨：核定想空間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擬定臺中市中區繼光段二小段

0005-0002、0005-0005、0005-0008及0005-0009地號等4筆土地都市更

新整建維護計畫案」(臺中市中區民族路34號)，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3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9年4月27日至109年5月26日止，計30日。 

二、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本府都市發展局、本市中區公所及中區繼光里里

辦公處公告欄。 

(二)計畫書閱覽：本府都市發展局(都市更新工程科)、本市中區公所及

中區繼光里里辦公處。 

三、受處分人對本案都市更新事業核定處分其餘內容如有不服者，因免除

訴願及先行程序，請於行政處分達到或公告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

等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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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測字第1090047884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南區樹子腳段1644、1669-6、1670地號等3筆土地上現有巷道

廢止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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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起至109年6月11日，計滿30日止。 

二、公告圖說地點：臺中市南區公所(公告欄)、南區樹德里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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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改道准

否之參考。 

五、旨案倘有排水設施，請先予以保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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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測字第1090036240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梧棲區南簡段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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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至民國109年6月17日止，期滿30日。 

二、公告圖說地點：臺中市梧棲區公所(公告欄)、梧棲區福德里辦公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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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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測字第1090053702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大里區大元段1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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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9年5月15日至民國109年6月15日止，期滿30日。 

二、公告圖說地點：臺中市大里區公所(公告欄)、大里區大元里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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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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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測字第1090050465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神岡區三角東段898、898-4、898-5、898-6、898-7及965-

2(部分)地號等6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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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5月22日至民國108年6月21日止，期滿30日。 

二、公告圖說地點：臺中市神岡區公所(公告欄)、神岡區三角里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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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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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測字第1090060569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中區平等段三小段47-7（部分）、47-8（部分）、47-9

（部分）、47-10（部分）、47-31（部分）、47-32（部分）地號等6

筆土地上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異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9年5月27日至民國109年6月29日止，期滿30日。 

二、公告圖說地點：臺中市中區區公所(公告欄)暨復興里辦公處(公告欄)

、廢道現場及本局都計測量工程科(公告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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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現況如有溝渠應先保留使用且不得縮小其通洪斷面。 

五、廢道後應不得影響周邊住戶通行，並應符合臺中市都市計畫(舊有市區

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範圍內之「第一種商業區」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六、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名姓名(或名稱)、聯絡地址、

異議理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利關係，向本局提出異議，供作廢止准

否之參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計字第1090102304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變更烏日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

員會第964次會議決議再行辦理公開展覽）案，自109年5月15日起公開

展覽30天。 

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09年3月25日內授營都字第1090805597號函送內政部都市計畫

委員會109年3月10日第964次會議紀錄。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9年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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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局公告欄及本市烏日區公所公告欄。 

(二)網路：本府網站及本府都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及計畫圖(比例尺1/5000)各1份，並置於本府都

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及本市烏日區公所供各界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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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開說明會時間與地點：本次說明會共舉辦兩場次如下： 

(一)109 年 5 月 27 日下午 2 時假烏日社區活動中心(烏日區光日路 228

號)舉行。 

(二)109 年 5 月 27 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烏日社區活動中心(烏日區光日路

228 號)舉行。 

五、本案業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109年3月10日第964次會議審決，有關

本案變更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變更範圍部分，請依都市計畫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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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見或陳情意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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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提報內政部都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參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計字第1090112897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公開展覽「變更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暨

「擬定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乙種工業區(供仕興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細部計畫」計畫書、圖，自109年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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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清水區公所(前述計畫書、圖置本市清水區公所及本府都市發

展局城鄉計畫科供各界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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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9年5月20日起30天。 

四、公開說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109年5月29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假仕

興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一樓餐廳(臺中市清水區吳厝一街96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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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草字第1090112098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H5、H7亞型家禽流行性感冒防治措施」(如附件)，並自

即日生效。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例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09年5

月11日農防字第1091471376號函辦理。 

公告事項：修正「臺中市 H5、H7 亞型家禽流行性感冒防治措施」第二點、第

三點、第六點、第九點及第十點。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林儒良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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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15 

一、本措施適用於本市家禽畜牧場、依畜牧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辦理畜
禽飼養登記之畜禽飼養場(以下簡稱飼養場)及其他家禽飼養場所
(以下簡稱飼養場所)。 

二、本措施用詞，定義如下： 
(一)禽場：指飼養家禽之畜牧場、飼養場及飼養場所。但不包括已停

業，且事實上無飼養家禽者。 
(二)陸禽場：指飼養雞、火雞及鵪鶉之禽場。但不包括放山雞場、放

牧蛋雞場及鴕鳥場。 
(三)放山雞場：指符合下列條件之一之禽場： 

１、畜牧場登記證書所記載之飼養種類為放山雞之畜牧場。 
２、畜禽飼養登記證所記載之飼養種類為放山雞之飼養場。 
３、同時符合下列條件之雞飼養場所： 
(１)放牧面積為禽舍面積之二倍以上。 
(２)飼養達十四週齡以上始上市。 
(３)飼養過程全程不修喙(不剪嘴)。但飼養之放山雞為鬥雞者，

不在此限。 
(四)放牧蛋雞場：指符合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第四點所定放

牧雞蛋友善生產系統之設施，並同時符合下列條件之一之禽場： 
１、畜牧場登記證書所記載之飼養種類為蛋雞之畜牧場。 
２、畜禽飼養登記證所記載之飼養種類為蛋雞之飼養場。 
３、前二目以外，飼養蛋雞之禽場。 

(五)鴕鳥場：指符合下列條件之一之禽場： 
１、畜牧場登記證書所記載之飼養種類為鴕鳥之畜牧場。 
２、畜禽飼養登記證所記載之飼養種類為鴕鳥之飼養場。 
３、前二目以外，飼養鴕鳥之禽場。 

(六)水禽場：指飼養鴨、鵝之禽場。 
(七)密閉式、非開放式：指具備遮蔽物或頂棚，以及足以將外界禽鳥

及其排遺隔絕在外設施之式樣。 
(八)防鳥設施：指包圍之圍網或其他足以將外界禽鳥隔絕在外之設

施。 
(九)案例場：指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一月一日起，發生H5、H7亞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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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流行性感冒之禽場。 
(十)一般場：案例場以外，未發生H5、H7亞型家禽流行性感冒之禽

場。 
三、家禽飼養應符合之生物安全條件： 

(一)陸禽場：家禽飼養於密閉式或非開放式或具防鳥設施之禽舍內。 
(二)放山雞場及放牧蛋雞場： 

１、案例場應於申請復養日起三個月內，將雞隻飼養於密閉式或非
開放式或具防鳥設施之禽舍內，並予維持。 

２、一般場應符合下列事項： 
(１)雞舍為密閉式或非開放式或具防鳥設施。 
(２)三十五日齡以下之育雛期，飼養於密閉式或非開放式或具防

鳥設施之雞舍；超過三十五日齡始開放至停棲場或運動場運
動。 

(３)位於停棲場或運動場之採食區及供水系統，採非開放式（具
圍網及遮蔽物避免野鳥糞便掉落）設計，並加設雞隻進出閘
門。 

(４)全場雞隻採統進統出，自開始抓(賣)雞當日起，應於五日以
內出清，並確實記錄進出場雞隻數量。 

(三)鴕鳥場： 
１、三十日齡以下之育雛期，飼養於密閉式或非開放式或具防鳥設

施之禽舍；超過三十日齡始開放至停棲場或運動場運動。 
２、位於停棲場或運動場之採食區及供水系統，採非開放式（具圍

網及遮蔽物避免野鳥糞便掉落）設計。 
(四)水禽場： 

１、案例場應於申請復養日起三個月內，將水禽飼養於密閉式或非
開放式之禽舍內，並予維持。 

２、一般場應符合下列事項： 
(１)育雛期二十一日齡以下之鴨隻及二十四日齡以下之鵝隻，應

飼養於密閉式或非開放式之禽舍。 
(２)場內飼料桶應採密閉式，採食區應採非開放式（具圍網及遮

蔽物避免野鳥糞便掉落）之設計，並加設水禽進出閘門；採
食儘可能避開候、留、野鳥覓食時間。 

３、全場水禽採統進統出。 
四、禽場出入口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設有人員消毒槽等清洗消毒設施與噴霧消毒設備，供進、出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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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車輛、器械、機具、蛋箱、禽籠等載具及其他物品清洗消
毒。 

(二)人員進出場區應更換工作服、鞋，或使用拋棄式防護衣物及鞋
套。 

五、場區及禽舍周圍環境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場區內辦公室及禽舍等出入口，應設有清洗消毒設施，供人員進

出清潔及消毒使用，並每日或視使用情形定期更換或調整。 
(二)飼料車、運禽（蛋）車及化製車於場區或禽舍周圍行經區域，應

立即消毒。 
(三)保持清潔，定期消毒、驅除野鼠、蒼蠅及其他病媒。 
(四)防止野生動物侵入禽舍。 
(五)場區內設置消毒設施，全場區及禽舍每日或定期消毒，並得視疫

情風險機動調整消毒週期。但每星期三應執行全國同步擴大消
毒。 

(六)禽隻屍體應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十二條
第三項及相關規定，以燒燬、掩埋、化製、消毒或其他適當方式
為之，不得銷售、轉讓或任意棄置，儲放死禽設施或相關場所並
應每日消毒。 

六、禽舍空出時，應澈底洗刷乾淨、消毒及空置十四日以上，並於飼養
前再消毒一次，始得再引進家禽飼養。 

七、依前三點規定消毒所使用之消毒劑，應依病原之特性，選擇有效之
消毒劑種類及稀釋倍數正確使用，並依標籤仿單配製有效濃度。 

八、禽場應設置「畜牧場衛生管理工作紀錄簿」，每日記錄下列事項，
並經執業獸醫師確認簽章，以供動物防疫人員隨時查閱： 

(一)進出場禽隻數量。 
(二)家禽健康及預防接種情形。 
(三)消毒劑種類、禽蛋燻蒸情形。 
(四)第四點至第六點所定措施執行情形。 

九、違反第三點至前點所定措施之一者，依本條例第四十五條第四款規
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令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未來因禽流感遭撲殺之動物及銷燬
之物品，依本條例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不予補償。 

十、動物所有人、管理人或第八點所定執業獸醫師，發現動物因罹患或
疑患動物傳染病或病因不明而死亡時，應向動物防疫機關報告，並
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進行必要處置。動物所有人或管理人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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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本條例第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90054545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立北新國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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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臺中市立北新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北屯區僑孝街 80 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市新字第 175 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不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行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900325061號 

主旨：公告應受尿液採驗人洪慶益等9人「應受尿液採驗人通知書」應受送達

人清冊1份。 

依據：依據行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理。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尿液採驗人因行方不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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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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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90032921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黃氏翠(HOANG THI THUY)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罰鍰案

件催繳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應為送達

處所不明，特此辦理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行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理。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黃氏翠(HOANG THI THUY)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11

條之1第2項案件，經本局以108年12月26日中市警刑字第1080083875號

處分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並已逾罰鍰繳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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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緝中心）洽領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參加毒

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行政執行處強制執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90032921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阮國慶(NGUYEN QUOC KHANH)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罰鍰

案件催繳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應為送

達處所不明，特此辦理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行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理。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阮國慶(NGUYEN QUOC KHANH)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

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經本局以108年12月26日中市警刑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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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0838751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並

已逾罰鍰繳費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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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緝中心）洽領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參加毒

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行政執行處強制執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9003358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徐漢焜等322件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應送達人清冊

1份。 

依據： 

一、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理細則第5條。 

二、行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車籍（住居所）地

址，掛號郵寄冊內被通知人，該郵件因無人領取；復於第2次投遞戶籍

（營業）地址，因無法送達，茲依規定辦理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

達程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第1聯，違規人得至本局領取或

逕至處分（監理）機關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領者以送達論，處分機

關得依法逕行裁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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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辦理應配合之基本防疫措施如下： 

(一)入口處安排專人管制出入，專人量測體溫及手部消毒，工作人員應

配戴口罩。 

(二)事先掌握參加者資訊（包括姓名、服務單位、聯絡電話、旅遊史等）。 

(三)禁止有發燒（額溫≧37.5度、耳溫≧38度）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症者參加活

動，若有相關症狀者，應主動向衛生單位通報進行後續就醫轉銜處置。 

(四)活動場域內空間及用具事先清潔消毒，並提供洗手設備、擦手紙、

乾洗手消毒液及口罩備用。 

(五)於活動會場張貼呼吸道禮節、手部消毒等宣導海報、單張。 

(六)對於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神經、血液

或代謝疾病者(含糖尿病)、血紅素病變、免疫不全需長期治療者、

孕婦等，應避免參與各類型活動。 

五、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協辦、指導或補助民間辦理之活動，應比照本

規範辦理；民間自辦之活動，建議比照本規範辦理，並參照中央公布

之公眾集會因應指引規劃。 

六、訪客、洽公、物流、會議及用餐規範： 

(一)適用範圍：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 

(二)訪客或洽公人員均須實名登記，且應全程戴上口罩。 

(三)物流/外送或郵務人員限一樓交貨。 

(四)對外會議全部全程戴口罩。 

(五)內部會議座位保持 1.5 公尺社交距離或間隔座位安排。 

(六)無法符合上述(四)、(五)規定者，應採視訊會議。 

(七)用餐儘量外帶或限單排座位或設隔板，並禁止交談。 

七、本府109年3月27日府授衛疾字第1090072591號公告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本規範並將依中央規定及疫情變化適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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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90050423號 

主旨：「109年消弭原鄉健康不平等計畫(結核病防治主動發現部分)」合作事

宜，甄選締結行政契約對象。 

依據：本局109年傳染病防治計畫。 

公告事項： 

一、合約資格：依醫療相關法規設立於本市之醫療院所。 

二、公告期間：公告日起至109年6月7日止。 

三、意見徵詢期間：公告日起至109年6月7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向本

局聯絡窗口─04-25265394分機3541疾病管制科蔡小姐詢問。 

四、資格審核表及合約書詳見本局網站公告訊息項下之「其他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900474611號 

主旨：新增本市指定精神科專科醫師。 

依據：依據精神衛生法及指定精神醫療機構管理辦法。 

公告事項： 

一、新增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黄威勝醫師為本市指定精神專科

醫師，有效日期自109年5月5日起至115年5月4日止。 

二、指定醫師應每六年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或經其認可

，由相關機構、團體辦理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療相關

教育訓練課程。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年夏字第 4 期 

 

60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900492741號 

主旨：展延指定精神科專科醫師。 

依據：精神衛生法及指定精神醫療機構管理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詹永騰、許珮珊及林典雍等3位醫師為本市指定精神科專科醫師，

指定效期為109年7月4日至115年7月3日。 

二、指定醫師應每六年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或經其認可

，由相關機構、團體辦理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療相關

教育訓練課程。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

屆滿前三個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

者，每次展延以六年為限。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900500461號 

主旨：展延本市指定精神醫療機構。 

依據：精神衛生法及指定精神醫療機構管理辦法規定。 

公告事項： 

一、展延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為本市辦理精神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

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療指定醫療機構，有效日期自109年7月4日起至

112年7月3日止。 

二、指定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列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療。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療機構轉送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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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理之服務事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900502271號 

主旨：展延指定精神科專科醫師。 

依據：精神衛生法及指定精神醫療機構管理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賴德仁、謝明鴻及郭純雅等3位醫師為本市

指定精神科專科醫師，指定效期為109年7月4日至115年7月3日。 

二、展延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廖尹鐸醫師為本市指定精神科專

科醫師，指定效期為109年7月4日至115年7月3日。 

三、指定醫師應每六年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或經其認可

，由相關機構、團體辦理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療相關

教育訓練課程。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

屆滿前三個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

者，每次展延以六年為限。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90046769號 

附件：公告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各1份 

主旨：修正本局109年3月10日中市環水字第1090021411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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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條第15款第1目、第12條第2項規定及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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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行為人名稱：龍鑽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臺中市烏日區溪尾北段388地號農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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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場址現況概述：場址為農業使用，目前停耕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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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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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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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108872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五 

主旨：為本府辦理龍井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西南向聯外道路工程用地徵收，

茲修正地價補發差額補償費應受補償人因受領遲延、拒絕受領或不能

受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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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4月10日府授地用字第1090082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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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170776)洽辦。 

五、附清冊1份供覽。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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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051181號 

主旨：公告陳正忠地政士申請變更登記為聯合執業事務所。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正忠。 

二、執照字號：(109)中市地士字第002004號。 

三、證書字號：(83)台內地登字第01217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王道地政士聯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光華路88號。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 111 年 4 月 23 日。 

(二)陳正忠地政士原領有本市「(103)中市地士字第 000921 號（換發

）」地政士開業執照，因變更登記為聯合執業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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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051381號 

主旨：公告註銷魏展營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魏展營。 

二、執照字號：（108）中市地士字第001953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王道地政士聯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光華路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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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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079051號 

主旨：公告不動產估價師吳英德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不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吳英德。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28號（印製編號：000280）。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捷丞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新平路三段42巷13號。 

備註： 

(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及配合防疫政策，原估價師開

業證書有效期限為 109 年 4月 1日至 109 年 8月 31 日者，得免經申

請程序繼續合法執業至 109 年 9 月 1 日，並應於上述期限內完成換

證。申請換發開業證書時，其核發證書之有效期，應回溯自現有開

業證書效期截止日翌日起算。 

(二)因有效期限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 113 年 4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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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080841號 

主旨：公告不動產估價師楊秀鳳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不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秀鳳。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1號（印製編號：000281）。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捷丞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新平路三段42巷13號。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3年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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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生墓字第1090106857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殯葬設施使用管理辦法」附表。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第9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修正依據：臺中市殯葬管理自治條例第24條。 

三、修正「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殯葬設施使用管理辦法」附表草案如附

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

g.gov.tw/）－＞臺中市法規資料庫－＞「草案預告」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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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 

(二)地址：臺中市北區崇德路 1 段 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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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話：04-23801137。 

(四)傳真：04-23808176。 

(五)電子信箱：cwt660077@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行 

 
 
 
 

  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殯葬設施使用管理辦法經臺中市政府以一百零
九年一月七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九○○○一一一三號令訂定發布。為使
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合法啟用之墓基及中台福座合法啟用之櫃位，於本
辦法施行日起六個月內未申請登錄優先使用部分，開放未持有墓基使用
證明書及納骨櫃位使用憑證之一般民眾申請使用，並使收費規範更為明
確，爰修正本辦法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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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收費表（單位：新臺幣/元）修正草案 

殯葬設施名稱 類別 金額 備註 

中台福座 

骨灰櫃位（本辦法施行

後啟用之新櫃位） 
三萬元 

雙櫃位加倍收費 

骨骸櫃位（本辦法施行

後啟用之新櫃位） 
四萬元 

本辦法施行前已經公告

啟用且已保留優先使用

資格之骨灰櫃位 

一萬元 

本辦法施行前已經公告

啟用未保留優先使用資

格之骨灰櫃位 

二萬元 

本辦法施行前已經公告

啟用且已保留優先使用

資格之骨骸櫃位 

一萬五

千元 

本辦法施行前已經公告

啟用未保留優先使用資

格之骨骸櫃位 

三萬元 

榮美殿 

骨灰櫃位（本辦法施行

後啟用之新櫃位） 
三萬元 

雙櫃位加倍收費 
骨骸櫃位（本辦法施行

後啟用之新櫃位） 
四萬元 

墓區骨灰格位

單人位 

已保留優先使用資格之

骨灰格位 

一萬五

千元 
面積零點三六平方公尺 

未保留優先使用資格之

骨灰格位 
三萬元 面積零點三六平方公尺 

墓區骨灰格位

雙人位 

已保留優先使用資格之

骨灰格位 
三萬元 

面積零點七二平方公尺，僅保留單

人優先使用資格者，收費一萬五千

元。 

未保留優先使用資格之

骨灰格位 
六萬元 面積零點七二平方公尺 

墓區墓基 已保留優先使用資格 
一萬五

千元 

面積八平方公尺，家族墓以實際申

請使用之亡者數目，再另加計一萬

五千元。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年夏字第 4 期 

 

73 

 

二萬二

千五百

元 

面積十二平方公尺，家族墓以實際

申請使用之亡者數目，再另加計一

萬五千元。 

三萬元 

面積十六平方公尺，家族墓以實際

申請使用之亡者數目，再另加計一

萬五千元。 

未保留優先使用資格 

十萬元 

面積八平方公尺，家族墓以實際申

請使用之亡者數目，再另加計一萬

五千元。 

十五萬

元 

面積十二平方公尺，家族墓以實際

申請使用之亡者數目，再另加計一

萬五千元。 

二十萬

元 

面積十六平方公尺，家族墓以實際

申請使用之亡者數目，再另加計一

萬五千元。 

多元葬法 樹葬、植存及灑葬 三千元 以亡者數目加計 

備註：本附表所稱「已保留優先使用資格」，係指依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登錄

者；「未保留優先使用資格」則指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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