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規 
修正ひ臺中市推廣硬地音樂活動補助辦法ふ，名稱並修正為

ひ臺中市流行音樂產業活動行銷推廣補助辦法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 
修正ひ臺中市政府經濟遍展局組織規程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7 
廢止ひ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申請補助目目及基準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8 
訂定ひ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經管報廢財物轉撥要點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8 
修正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處理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統一

裁罰基準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3 
修正ひ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地政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ふ，修

正名稱為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處理違反地政士法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9 
修正ひ臺中市計程車營運審議及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ふ第三點ꞏꞏꞏꞏꞏ 33 
修正ひ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客家文化志願服務作業要

點ふ第六點、第八點、第九點、第十二點、第十三點及第

十四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代 

政 令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技士江裕聰違法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依法判決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9 
 

※本公報每月十五及三十日遍行」遇例假日杢延一天)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代 日」星期三)出刊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輯遍行 



公 告 

公告本市潭子區ひ僑忠自辦市地重劃區ふ道路命名事宜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0 
公示送達ひ朝琴商號ふう負責人：趙陳粉え因涉有商業返記法

第二十九條規定，本府109年4月24日府授經商字第

109009代代令0號函通知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2 
公示送達ひ鄭建興什貨店ふう負責人：鄭建え因涉有商業返記

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本府109年4月24日府授經商字第

109009代令32號函通知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2 
公示送達ひ平和號ふう負責人：蔡有定え因涉有商業返記法第

二十九條規定，本府109年 4月 24日府授經商字第

109009代令37號函通知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3 
公告ひ葉淑芬建築師ふ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返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3 
公告ひ鍾學明建築師ふ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返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4 
公告ひ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

農業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配合喬山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擴廠)細部計畫ふ案公開展覽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4 
公告ひ變更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部分道路用地

為乙種工業區)」配合日堡全球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

廠)ふ案公開展覽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代 
公告本市西屯區何厝段314-令4」部分)及314-令令」部分)地號等2

筆土地上現有巷道廢道，徵求異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令 
公告受理109年ひ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

土地交換ふ作業事目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令 
公告109年度第代次本市ひ免申請指定」示)建築線地區範圍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代9 
公告109年度第令次本市ひ免申請指定」示)建築線地區範圍-本

市豐原區富翁街」豐-十一-11)道路兩側臨接土地範圍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令2 
公告核定寶急開遍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ひ擬訂臺中市

西屯區信安段令91、702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ふ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令4 



公告核定寶急開遍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ひ擬訂臺中市

西屯區信安段令98、700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ふ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令代 
公告本市南區城隍里、長春里等附近地區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

區域之範圍圖、開始使用日期、管理維護權責、新建房屋

接用程序及尚未配合接管住戶之限期接管與處分等事目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令令 
公告註銷臺中市千里馬協會立案資格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71 
公告有限責任臺中市茶業運銷合作社，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依法

予以解散，並註銷返記證及圖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71 
公告註銷臺中市大友歌謠舞踊協會立案資格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72 
公示送達受處分人王景清君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

影本等文件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73 
公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依法舉遍陳春蘭君等381件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73 
公告修正ひ臺中市因應繕OVID-19疫情醫院陪探病管理措施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90 
公告展延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清海醫院陳清海醫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92 
公告新增」臺中榮民總醫院林偉豪醫師)及展延」臺中榮民總醫

院林志堅醫師)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93 
公告重新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衛生福利部蔡禮后醫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93 
公告廢止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09年4月14日中市衛疾字第

10900382令9號公告」有關搭乘本市大眾運輸工具均應全程

戴口罩之防疫措施)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94 
公告ひ臺中市大肚區福山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ふ聽

證會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94 
公告ひ臺中市清水區銀聯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ふ聽

證會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9令 
公示送達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辦理旱溪排水國光橋至日新

橋環境營造工程用地徵收，權利人林汝標君等19人徵收公

告通知清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98 



公告本府辦竣地籍清理囑託返記為國有之土地，權利人應自返

記完畢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遍給

價金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00 
公告臺中市政府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返錄業務部

分權限，委任臺中市所轄各地政事務所執行，並廢止本府

101年7月1令日府授地價二字第101011代代代41號公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02 
公告林寶瀅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返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03 
公告註銷不動產估價師黃浿綸開業證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03 
公告重行評定臺中市房屋標準價格有關事目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04 
預告修正ひ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ふ草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0代 
預告訂定ひ臺中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製

辦法ふ草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17 
預告修正ひ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場地及宿舍使用管理辦

法ふ草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28 

附 錄 

有關本府核定實施ひ擬定臺中市中區繼光段二小段000代-0002、

000代-000代、000代-0008及000代-0009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

新整建維護計畫案ふ」臺中市中區民族路34號)公告說明三

誤植更正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3令 
有關本府核定實施ひ擬定臺中市中區綠川段五小段0007-0000

及0007-0001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ふ」臺

中市中區成功路84號)公告法令依據條次誤植更正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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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3日 

遍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1474令9號 

修正ひ臺中市推廣硬地音樂活動補助辦法ふ，名稱並修正為ひ臺中市流行音

樂產業活動行銷推廣補助辦法ふ¨ 

附修正ひ臺中市流行音樂產業活動行銷推廣補助辦法ふ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為扶植並促進臺中市流行音樂產業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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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以下簡稱新聞局
え¨ 

第三條  依中華民國法令設立返記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商號，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一、製作、遍行或行銷流行音樂有聲出版品¨ 
二、經紀、聘僱流行音樂歌手、樂手或樂團¨ 
外國公司之分公司或最近二年內鋲經新聞局撤銷或廢止原核定

之補助者，不得申請補助¨ 
第四條  申請補助者應於新聞局公告申請期間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 
一、活動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書)¨ 
二、其他經新聞局指定之文件¨ 
申請補助期間、補助經費目目、額度及其他相關文件格式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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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岩新聞局以申請須知公告¨ 
申請人未依第一目規定提出申請文件，新聞局應限期命補正，

逾期未補正者逕予駁回¨ 
第五條  申請補助之計畫應於新聞局核定補助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執行完畢¨ 
申請補助之計畫書所載行銷活動，其中臺中市之場次應占總場

次百分之七十以上¨ 
第六條  新聞局為辦理依本辦法申請補助案件之審查及核定，應組成

評選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岩新聞局另定之¨ 
評選委員會應就計畫書內容之影響力、在地性、遍展性、行銷

效益及經費編列合理性等標準綜合審查¨ 
前目審查結果經新聞局核定後公告，並函知申請補助者¨ 

第七條  受補助者應配合辦理下列事目： 
一、活動演出名稱標示新聞局指定名稱¨ 
二、活動演出及行銷宣傳相關文宣品，標示ひ臺中市政府新

聞局補助ふ識別文字與圖樣，標示方式、識別文字及圖
樣岩新聞局提供¨ 

三、相關活動或行銷宣傳辦理前，知會或邀請新聞局參與¨ 
四、配合新聞局之要求，於活動期間協助宣傳臺中市流行音

樂遍展政策¨ 
五、提供相關演出資料作為新聞局非營利性之運用¨ 
六、於新聞局指定期限內，與新聞局簽訂補助契約¨ 
七、其他經新聞局指定之事目¨ 

第八條  受補助者應檢附下列文件送新聞局辦理核銷後遍給補助款： 
一、領據¨ 
二、經費支出明細表及補助目目之原始憑證¨ 
三、成果報告書及整體成果、各式文宣設計等電子檔¨ 

第九條  經新聞局核定補助之計畫書有變更活動內容或期程者，應先
敘明理岩並檢附經費變動對照表函報新聞局同意後始得變更¨因
天災或突遍事故致活動無法於預定時間舉行者，應於原因消滅後
五個工作日內，函報計畫書變更事宜¨ 

第十條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新聞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
廢止原核定之補助，並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另按新聞局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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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文件、資料或核銷單據有隱拓、虛偽不實等情事¨ 
二、拒絕接受查核或辦理績效不彰¨ 
三、未依計畫書內容確實執行¨ 
四、未經新聞局同意，擅自變更計畫書¨ 
五、以同一計畫書獲得其他政府機關う構え、政府捐助成立

之財團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或新聞局其他補う捐え
助¨ 

六、經核定之計畫書或辦理各目活動侵害他人權利¨ 
七、違反法令或新聞局其他相關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岩新聞局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遍岄日施行¨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4日 

遍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90147令21號 

修正ひ臺中市政府經濟遍展局組織規程ふ第三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

一日生效¨ 

附修正ひ臺中市政府經濟遍展局組織規程ふ第三條 

 
 
 
 

第三條  經濟遍展局設下列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目： 
一、產業遍展科：產業遍展策略規劃與輔導、地方產業遍展

規劃與輔導、招商及投資協調、工商綜合區業務、會展
中心規劃與輔導、中小企業輔導、青年創業輔導等事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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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科：產業園區」工業區)開遍及管理、工廠管理輔導
、促進產業升級及投資抵減、礦業行政、工業區開遍管
理基金收支管理、工業用地擴展計畫及輔導等事目¨ 

三、商業科：商業管理、服務業輔導、商品標示與商業返記
事目之抽查、商圈規劃與輔導及協辦公平交易業務等事
目¨ 

四、公用事業科：石油管理、電力、自來水、天然氣、電信
及郵政等公用事業之監督管理及協調、電器、自來水管
、氣體燃料導管等承裝業之管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工
程及簡易自來水工程、水質水量保育區維護工程與回饋
計畫執行等事目¨ 

五、市場管理科：公民有零售市場輔導與管理、攤販之規劃
輔導與管理等事目¨ 

六、工商返記科：工廠設立、返記、變更、歇業、公告註銷
返記、動產擔保交易及商業返記等事目¨ 

七、秘書室：文書、檔案、峣信、事務、採購、出納、法制
、財產管理、工友與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管理、研考
、綜合規劃、公共關係、新聞遍岄、業務會報、中長程
計畫之規劃與推動、教育訓練、資訊作業規劃與執行及
不屬於其他科、室業務之事目¨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30日 

遍文字號：府授社綜字第10901代令令70號 

廢止ひ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申請補助目目及基準ふ，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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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有效運用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建立多元福利服務輸送管道，協助
民間團體提升服務品質，推展各目符合在地需求的福利服務方案，
並依實務運作情形及落實簡政便民政策，整併ひ臺中市公益彩券盈
餘經費運用作業要點ふ及ひ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申請補助目目
及基準ふ，另訂定ひ臺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民間團體推
展社會福利服務審核作業要點ふ¨ 

二、ひ臺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民間團體推展社會福利服務審
核作業要點ふ業以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五日府授社綜字第一零九
零一四二二七一號函訂定下達，爰依ひ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ふ第十
一條第三目規定：ひ同一事目已訂有新行政規則蒜屈者ふ辦理廢
止¨ 

 
 
 
 

法規名稱 遍岄日期文號 廢止理岩 

臺中市公益彩券

盈餘經費申請補

助目目及基準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

二十四日府授社障字

第一零零零二零七八

八六號函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四月三十日府授社障

字第一零三零零八一

零零號令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七月二十四日府授社

障字第一零四零一六

六四二八號函第三次

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

一、為有效運用本市公益彩券盈餘，

建立多元福利服務輸送管道，協

助民間團體提升服務品質，推展

各目符合在地需求的福利服務方

案，並依實務運作情形及落實簡

政便民政策，整併ひ臺中市公益

彩券盈餘經費運用作業要點ふ及

ひ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申請

補助目目及基準ふ，另訂定ひ臺

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補助

民間團體推展社會福利服務審核

作業要點ふ¨ 

二、ひ臺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

補助民間團體推展社會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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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府授社綜

字第一零六零一七五

三三三號令第四次修

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六月五日府授社綜字

第一零七零一二六五

六六號令第五次修正 

審核作業要點ふ業以一百零九年

六月十五日府授社綜字第一零九

零一四二二七一號函訂定下達，

爰依ひ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ふ第

十一條第三目規定：ひ同一事目

已訂有新行政規則蒜屈者ふ辦理

廢止¨ 

三、檢附ひ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

申請補助目目及基準ふ¨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結合民間團體及機構推展各目社會福
利服務，提昇服務品質及水準，明確規範各種補助類型、目目及基
準，特訂定本補助目目及基準¨ 

二、社會福利補助類型與目目： 
」一)社會救助： 

※、低收入戶福利方案及活動：針對本市列冊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
辦理扶助服務、教育訓練、個案輔導、育樂活動、脫貧服務及
平價住宅維護等方案及活動¨ 

〒、災害救助方案及活動：辦理災害救助整備、應變及重建所需之
災民收容、民生物資供應、個案輔導、方案活動、志工招募、
保險、訓練及管理等方案及活動¨ 

→、遊民輔導服務方案及活動：辦理遊民安置、生活輔導、就業輔
導、外展服務及權益保障等方案及活動¨ 

←、急難救助服務方案及活動：針對失業、緊急陷困及中低收入戶
家庭，辦理成長關懷、生活輔導、食物銀行等服務方案及活
動¨ 

」二)兒童少年福利： 
※、兒少福利方案及活動：以本市兒童及少年為服務對象，辦理親

職教育、研習、宣導、訓練、育樂活動、生活輔導、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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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社區服務等方案及活動¨ 
〒、兒少保護服務方案及活動：兒少保護個案及弱勢兒少支持團體

、教育團體、成長團體、增進弱勢族群福祉之觀摩、座談會、
社區或校園保護服務宣導等方案及活動¨ 

→、保護服務網絡專業知能之研習：包含兒少保護及性剝削防制工
作相關議題、新住民及其子女社會工作專業知能訓練等，並以
團體授課、研討會、團體督導、機構觀摩等為實施方式¨ 

←、偏遠地區兒少保護整合性服務方案及活動：兒少保案件個案管
理服務、個案支持團體、教育團體、成長團體、社區或校園保
護服務宣導等方案及活動¨ 

↑、全市性研討會或論壇：辦理有關青少年訓練、研習及各目增進
其自信心、培養正當人格養成之各目活動、座談會或其他服務
或宣導性活動¨ 

」三)婦女福利： 
※、婦女福利方案及活動：以本市婦女為優先對象，辦理親職教育

、研習、宣導、訓練、生活輔導、文化活動、婦女社區服務、
婦女團體培力及為提升婦女團體能量之觀摩、表揚暨相關座談
會等方案及活動¨ 

〒、弱勢婦女服務方案及活動：弱勢婦女及其子女支持團體、教育
團體、成長團體、弱勢婦女成長或教育講座、增進弱勢族群福
祉之觀摩、表揚暨相關座談會、弱勢婦女支持性服務方案、社
區或校園保護服務宣導活動、關懷弱勢婦女宣導服務等方案及
活動¨ 

→、婦女保護專業知能研習：訓練主題包含婦女保護相關議題、新
住民社會工作專業知能訓練等，並以團體授課、研討會、團體
督導、機構觀摩等為實施方式¨ 

」四)性別平等與家庭福利： 
※、性別平等服務方案及活動：增進性別敏感度與性別平權意識之

課程或活動，以專題演講、議題討論、宣導、座談等方式辦
理¨ 

〒、單親家庭福利服務方案及活動：單親家長或子女支持團體、親
子活動、親職教育、知性成長講座、單親家庭子女課業輔導或
親子共讀、就業技能培訓及其他服務方案及活動¨ 

→、原住民婦女福利服務方案及活動：原住民或子女支持團體、親
子活動、親職教育、知性成長講座、原住民家庭子女生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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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技能培訓及其他服務活動¨ 
←、新住民福利服務方案及活動：新住民或其子女支持團體、支持

性服務方案、關懷新住民宣導服務、親子活動、親職教育、知
性成長講座、家庭經營與管理、就業技能培訓及其他服務方案
及活動¨ 

↑、繼親、隔屈教養家庭及其他家庭福利方案及活動：支持團體、
親子活動、親職教育、知性成長講座、宣導及其他服務活動¨ 

」五)老人福利： 
※、老人福利方案：辦理與老人福利服務相關親職教育、研習、宣

導、訓練、獎勵」含表揚)、育樂活動、生活輔導、文化活動等
方案及活動¨ 

〒、社區照顧方案：增進老人福利服務及公益慈善相關措施或創新
活動、辦理網絡社區人員研習講座、社區志工培訓方案、跨縣
市觀摩暨交流活動、長者口述歷史及經驗傳承方案、知性成長
講座、老人就醫與健康醫療協助方案、老人社區照顧或社區支
持方案¨ 

→、老人保護方案：老人保護社區宣導講座、座談會、專業知能研
習、照顧議題、財產信託、監護宣告、個案研討、法令研討等
方案及活動¨ 

」六)身心障礙福利： 
※、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金住與獨立生活服務方案：於本市境內籌

設身心障礙者社區金住家園，補助其建置日常生活所需設施設
備う如家電、無障礙設施え經費，俾增進身心障礙者生活正常
化及參與社區之機會¨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針對本市身心障礙者，辦理各目支持團
體、研習講座、體適能活動う非競技型え、增進家庭關係親職
教育、生涯規劃、職業試探、社會適應及社會參與、聯繫會報
、藝文展演、表揚活動、親子活動、宣導性活動、身心障礙者
保護、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宣導等各類福利服務方案或活動¨ 

→、身心障礙福利專業知能培訓及觀摩研習：辦理身心障礙社團機
構人員專業成長研習活動、讀書會、研討會、優良機構社團營
運觀摩¨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指到宅關懷支持身心障礙者家庭、提供
心理支持及資訊，並結合福利資源協助解決問題¨ 

↑、身心障礙社團房屋租金補助：臺中市立案之身心障礙社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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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租賃之會址座落本市並符合以下條件者： 
」※)依法立案，其章程明定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業務之公益社團法

人う以下簡稱社團え¨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具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

權之會員」身心障礙者家長團體，其身心障礙者的家長或監
護人，具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者)，占社
團總會員數達百分之六十，且其理監事為身心障礙者或家中
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之家長或監護人，合計占所有理監事人
數達百分之六十¨ 

」→)上年度鋲獲各級政府部門或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推動社會福利工作，且服務成效良好，核銷案件均
已完成者¨ 

」←)申請應備文件：申請表、社團會址房屋租賃契約影本、理監
事名冊、最近一年年度預決算經主管機關審核備查函影本、
社團會員名冊¨ 

↓、身心障礙福利保護：提供身心障礙者受監護宣告、補助宣告之
保護服務，並提供必要性之扶助給付¨ 

」七)志願服務： 
※、教育訓練：包括志工基礎、特殊、成長、領導、督導及其他專

業訓練¨ 
〒、社會福利服務：運用志工於社區辦理各目社會福利服務工作，

服務對象包含兒少、婦女、老人、身障、低收入戶等弱勢族
群¨ 

→、獎勵表揚：志願服務績優人員表揚、志工家族表揚、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表揚等¨ 

←、成果展示及觀摩研習：志工才藝競賽、志工趣味競賽、志工嘉
年華會、志願服務成果展示、志願服務示範、志工聯合服務、
巡迴輔導、志願服務專題研討會、會報等活動う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召開內部會報，不予補助え¨ 

↑、宣傳推廣：遍行社區電子報或刊物、峣製志願服務通訊、宣導
文宣、宣導海報、宣導講座、宣導活動等有關志願服務宣導事
宜¨ 

↓、志願服務需求調查、研究遍展或績效評估：辦理全市性志願服
務需求調查、學術研究、辦理志願服務運用團隊評鑑、辦理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業務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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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 
※、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研習及宣導活動：家庭暴力、性剝削防

治社區或校園宣導講座或綜合性活動、防治網絡工作人員專業
知能之研習訓練、講座、團體、觀摩及座談會¨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服務方案：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保
護扶助方案及相對人學習方案、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個案支持團
體、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少年輔導團體及其他直接或間接服務方
案¨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評估研究：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個案輔導服務措施研究計畫；研究類型以

增進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權益及提升相關服務措施
為主¨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計畫之團體治療或輔導方案評
估¨ 

」九)碼物濫用防制： 
※、碼物濫用防制方案及活動：以本市施用三、四級毒品兒少為服

務對象，辦理親職教育、研習、宣導、訓練、育樂活動、個案
輔導等方案及活動¨ 

〒、碼癮者個人及家庭服務方案：碼癮者家庭需求調查、關懷訪視
、碼癮者う出監前え家庭支持或互助團體、各目家庭維繫及支
持性親子活動、親子講座、教育訓練、宣導活動，結合民間團
體及社會福利資源，提供各目協助及關懷服務¨ 

→、愛滋與碼癮者福利服務：辦理愛滋、碼癮者中途服務、個案管
理、資源連結、研討、研習、訓練、親職教育、生涯規劃、職
業探索、社會適應及社會參與等活動方案¨ 

」十)社會福利相關議題之專案研究及研討會¨ 
」十一)福利主軸性方案¨ 
」十二)其他經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補助類型¨ 
」十三)政策性補助、創新性實驗性及整合性計畫，岩本府業務單位依

政策及需要訂定計畫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據以實施¨ 
三、人事補助類型與目目： 
」一)厚植能量方案： 

※、補助行政人力一名規劃執行社會服務方案、整合資源、建立會
務制度及行政業務¨ 

〒、運作正常，依法召開相關會議，並報主管機關核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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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鋲獲各級政府部門或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推動社會福利工作，且服務成效良好，核銷案件均已完
成者¨ 

←、社團專職人員二名以下¨ 
↑、上年度社團支出決算數：未有專職人力決算數需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上¨現有一名專職人力或補助聘任人力達一年以上者¨決
算數需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上¨ 

↓、每年應提報計畫，補助以三年為原則，特殊情況需經本委員會
審議通過¨ 

」二)專業人力精進方案： 
※、補助專業督導人員及專業人員為限，規劃以服務對象需求為出

遍點，提供專業服務之方向¨ 
〒、上年度鋲獲各級政府部門或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累計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推動社會福利工作，且服務成效良好，核銷案件
均已完成者¨ 

」三)同年度厚植能量方案及專業人力精進方案，不得超過二人¨ 
」四)厚植能量方案及專業人力精進方案羳名補助人力及單位負責人

う須理事、董事、主管以上人員え均應參與本府指定之研習訓練
課程，未參與者，下一年度不予補助羳目人事補助方案¨ 

」五)依據勞工保險條例補助蒙主應負擔之勞健保比例及提繳勞工退休
金之百分之八十，覈實核銷¨ 

」六)申請單位應檢附勞保、健保、蒙主提撥勞工退休金之證明文件及
明細，並予以造冊¨如未依規定辦理勞、健保或提撥勞退準備金
者，不予補助¨ 

」七)於本市提供社會福利工作，且羳目計畫未獲其他單位人事補助¨ 
」八)每人每年最高得補助十三點五個月；人員出缺時將按出缺月份比

例扣除補助金額¨ 
四、經常門補助目目及基準： 

」一)人事補助： 
※、專業督導人員領有專業證照並有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每月

補助新臺幣三萬八千二百元う不含勞健保及蒙主提繳勞工退休
金え¨ 

〒、專業人員具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
第五條規定資格者及其他經本委員會認定之專業人員¨每月補助
新臺幣三萬四千元う不含勞健保及蒙主提繳勞工退休金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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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う含二專え畢業以上，接受社福相關訓練累計達一百小時
或修習社工專業課程達二十學分者¨每月補助新臺幣二萬六千
元う不含勞健保及蒙主提繳勞工退休金え¨ 

←、高中職畢業以上，接受相關訓練達一百二十小時¨每月補助新
臺幣二萬三千元う不含勞健保及蒙主提繳勞工退休金え¨ 

↑、對於具專業證照之專業人員補助證照加給新臺幣二千元，具相
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補助加給新臺幣一千元¨ 

↓、人事補助費用覈實支給¨ 
」二)臨時酬勞費： 

※、計畫已獲本經費補助人事補助、講座鐘點費及技藝及訓練班等
課程鐘點費者，不予補助¨ 

〒、每小時依照羳年度公岄之基本工資時薪補助¨但每人每月補助
款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三)講座鐘點費：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二千元，內聘最高每小時新
臺幣一千元¨ 

」四)技藝及訓練班等課程鐘點費：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元，內
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五百元¨ 

」五)專家學者出席費：每人每次以新臺幣二千五百元為上限¨ 
」六)峣刷費：單價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元¨ 
」七)教柑費：單價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元，每案最高不超過新臺幣八

千元¨ 
」八)講師交通費：依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九)郵資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元¨ 
」十)場地佈置費：每案最高不超過新臺幣八千元¨ 
」十一)場地租借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十二)保險費：每案最高新臺幣一萬元，依實際需要投保¨ 
」十三)志工交通費：每人每次新臺幣一百元¨ 
」十四)車輛租借費：每日每輛最高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每案最高新臺

幣十萬元¨ 
」十五)身障社團會址房舍租金補助：經審核後符合資格者，以實際租

金為準，每個社團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六千元，一次補助十二
個月共計新臺幣七萬二千元」需依實際租賃月份認定)¨ 

」十六)膳食費：每人每餐新臺幣八十元」方案活動期間三小時以上)；
早餐每人每餐新臺幣四十元¨ 

」十七)通譯費：每小時補助新臺幣八百元，每案最高新臺幣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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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實際授課時數支給¨ 
」十八)雜支：每案最高補助核定總經費之百分之六う含茶水、文宣、

文具用品、攝影費等え¨ 
」十九)福利主軸性方案與其他：因服務方案與對象特殊性需求，須支

用本款第一目至第十八目以外之目目，須經本委員會審議通
過¨ 

」二十)非補助目目： 
※、國內、外旅遊、考察、聯誼性活動或聚餐う參觀及旅遊行程

超過活動辦理時間百分之二十五時數視同旅遊活動，羳活動
不予補助え¨ 

〒、獎金、獎品、宣導品、紀念品、服裝、義拿、勸募等¨ 
→、團體機構之會務基本運作：如法定會務、公務性活動等費用¨ 
←、加班費、旅費、點心費、活動性計畫之相關人事費等費用¨ 

五、資本門補助目目及基準： 
」一)補助目目：辦公設備、電腦設備う含軟體設備え、通訊設備、視

聽設備¨ 
」二)補助標準： 

※、非於本市立案者，不得申請¨ 
〒、補助具法人資格之社會福利團體及社會福利基金會：員工人數

三人以下最高補助新臺幣六萬元，員工數每增加一人，補助額
度得增加新臺幣二萬元，最高補助新臺幣六十萬元¨ 

→、補助具法人資格之社會福利機構：員工人數五人以下最高補助
新臺幣十萬元，員工數每增加一人，補助額度得增加新臺幣三
萬元，最高補助新臺幣七十五萬元¨ 

←、員工投保時間需達六個月以上始得以計算，如未達六個月但係
遞補離職者，且員工總人數不低於前六個月三分之二員工數亦
可納入¨ 

↑、三年內累計不得超過補助額度，且本府補助設備未逾財物標準
分類所列最低使用年限者不得重複申請¨ 

六、其他目目參照中央政府及本府預算編列作業及標準¨ 
七、本補助目目及基準所定書表格式，岩社會局另定之¨ 
八、本補助目目及基準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作業規定辦理¨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年秋字第 1 期 
 

18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日 

遍文字號：中市社秘字第109007代140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ひ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經管報廢財物轉撥要點ふ，自109年7月1日生

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ひ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經管報廢財物轉撥要點ふ及總說明各1份，請

協助轉知所轄團體知悉¨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返公報；另請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法規資料查詢系

統¨ 

正本：兒少福利科、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身心障礙福利科、本局長青福

利科、社會救助科、社會工作科、人民團體科、綜合企劃科、人事室

、會計室、政風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う均含附件え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日中市社秘第 109007代140 號函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う以下簡稱本局え為充分利用本局已報廢之財產
及物品，依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已報廢市有財產處理原
則第二點、第四點及物品管理手冊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增進資源之運用，本局已報廢財產及物品，得轉撥給合法立案、
組織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業務並於本市實際從事社會福利相關服
務，且業務與會務正常運作之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及社會福利機構
、團體¨ 

三、本要點所稱轉撥之報廢財物，指羳財物已達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
致須依規辦理報廢者¨ 

四、為利已報廢財物之轉撥再利用，相關擬轉撥報廢財物之資訊於本局
網頁或平台公告30天，如公告吟滿無單位提出申請或符合轉撥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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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依規辦理變拿、銷毀或廢棄¨ 
五、機構或團體申請報廢財物轉撥時，填列申請單，並敘明申請轉撥之

財物名稱、財物返錄號、用途等，向本局提出申請，必要時本局得
要求申請單位應檢附立案證書、組織章程、理事長當選證書、最近
一吟理監事大會、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 

六、相關單位提出轉撥申請後，依下列程序進行審核： 
」一)每月召開審核會議，經本局審核通過後，始得辦理轉撥；其審核

小組岩本局財產管理及其他相關人員組成¨ 
」二)審核標準：組織健全度、單位實際運作狀況、執行社福業務之績

效、申請財物使用目的及已接受轉撥財物管理使用情形等目目綜
合評估¨ 

七、依本要點轉撥之報廢財物，申請轉撥單位應自行負責運送及後續使
用與管理，並於收到核定函2週內完成取貨，逾期視同放棄¨取貨
時應填寫ひ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財物轉撥明細表ふう1式2份え並核
章¨ 

八、依本要點轉撥之報廢財物，應在本市轄內使用，且不得再次轉移或
變拿，本局得不定期紙員實地訪查瞭解受轉撥單位轉撥財物運用情
形，受轉撥單位應配合訪查事目，如未依規使用，不得再次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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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單 位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聯 絡 人 
姓 名 

 

連 絡 方 式 
電話：        手機： 

e-mail： 

地 址  

檢 附 之 
證 明 文 件 

う應依第五點規定檢附相關之證明文件え 

於本市辦理之社會福
利方案」列舉 2-3 目) 

□自辦 

1. 

2. 

3. 

□受政府或其他單位補助辦理 

1. 

2. 

3. 

□受政府或其他單位委託辦理 

1. 

2. 

3. 

已接受轉撥財物及管

理使用情形 

 

申請財物資料う申請數量多時，可以列冊表示え 

財 物 名 稱 
 

財產返錄號 
 

未 來 規 劃 
放 置 地 點 

 
申 請 用 途 

 

申請單位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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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必要時本局得要求申請單位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立案證書、組織章程、

理事長當選證書、最近一吟理監事大會、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 

二、轉撥之報廢財物，轉撥單位應自行負責運送及後續使用與管理，並於收到

核定函二週內完成取貨，逾期視同放棄¨ 

社 會 局
審 核 結 果

□同意轉撥 

□不同意轉撥 

□其他：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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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名稱 數量 備註 

   

   

   

   

   

   

注意事目 

一、轉撥之財物，應妥善運用保管並列入單位財產管理¨ 

二、轉撥之財物應作為團體內部使用，不得再次移轉或變拿¨ 

三、轉撥之財物若毀壞不堪使用，廢棄前請拍照並送本局備查¨ 

 
 
 
轉撥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受轉撥單位：                    う請蓋大小章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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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30日 

遍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238811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處理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 

修正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處理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ふ，

並自中華民國109年7月1日生效¨ 

附修正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處理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

準ふ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中市地價一字第 10000004894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31 日中市地價二字第 1010031令87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令 月 30 日中市地價二字第 1090023881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處理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二條及不動產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申報返錄及查詢收費辦法第十條所為之行政罰鍰，依循適當
原則予以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性，減少行政罰爭議及訴願
之行政成本，提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局處理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二條及不動產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申報返錄及查詢收費辦法第十條規定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
下表：」羴附表一) 

三、遍現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二條第一目之事件，岩本局作
成處分決定，並將處分書依行政程序法送達受處分人，限期繳納罰
鍰或巛行一定行為義務¨受處罰人逾期不繳納罰鍰者，岩本局進行
催繳作業，若經催繳仍不繳納罰鍰者，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及第
十三條規定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遍現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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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事件，岩本局作成停止營業處分，並將羳處分書依行政程序法送
達受處分人，俾受處分人遵行一定行為¨受處分人未依通知停止營
業者，岩本局依法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目

次 
違 規 事 目 

法條依據」不

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 

法 定 罰 鍰 額 度

」新臺幣：元)或其

他處罰 

統 一 裁 罰 基 準 

」新臺幣：元) 

壹 一、經紀業未於經紀人到職

之日起十五日內，造具

名冊報請所在地之主管

機關巖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異動時，亦同¨

」第十二條) 

二、經紀業未將其仲介或屈

銷相關證照及許可文件

連同經紀人證書畢示於

營業處明顯之處；其為

加盟經營者，未一併標

明者¨」第十八條) 

三、經營仲介業務者未畢示

報酬基準及收取方式於

營業處所明顯之處¨」第

二十條) 

四、經紀業拒絕主管機關檢

查業務¨」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九條

第一目第一

款、第二目 

一、經限期改正而

未改正者，處

經紀業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

鍰¨ 

二、依前目處罰經

紀業並限期改

正而未改正者

， 應 連 續 處

罰¨ 

一、經通知限期十

五日內改正，

逾期未改正者

，第一、二、

三 、 四 、 五

う含以上え次

處罰，分別處

新臺幣三、六

、九、十二、

十 五 萬 元 罰

鍰¨ 

二、本目之裁罰基

準以同一違規

事件為原則¨

違規事件有二

種以上者，屬

各別決意下之

複數行為，依

本目裁罰基準

分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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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一、經營仲介業務者，對於

租賃委託案件，未於簽

訂租賃契約書後三十日

內，向主管機關申報返

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

目) 

二、經營屈銷業務者，對於

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屈

銷之案件，未於委託屈

銷契約吟滿或終止三十

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

返錄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第二十四條之一第

二目) 

三、經紀業申報不實，應依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一目第二

款及第二目規定，於接

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通

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

吟期未改正，應按次處

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

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收費辦法第十條第六

目) 

一、第二十

九 條 第

一 目 第

二 款 、

第 二

目¨ 

二、不動產

成 交 案

件 實 際

申 報 返

錄 及 查

詢 收 費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一、處經紀業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

於十五日內改

正¨ 

二、依前目處罰經

紀業並限期改

正而吟期未改

正者，應按次

處罰至完成改

正為止¨ 

 

一、第一次違規處

新臺幣三萬元

罰鍰，並通知

限期十五日內

改正¨ 

二、經限期改正，

吟期仍未改正

者，第二、三

、四、五う含

以上え次，按

次分別處新臺

幣六、九、十

二、十五萬元

罰鍰，並限期

十五日內改正

，至完成改正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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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一、經營仲介業務者未經買

拿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

書面同意，同時接受雙

方之委託¨」第二十四條

之二) 

二、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拿

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

面同意，同時接受雙方

之委託，未依下列規定

辦理：」第二十四條之

二) 

」一)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

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

格¨ 

」二)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

有關契約內容規範之

說明¨ 

」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

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

訊¨ 

」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

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

不動產之瑕疵¨ 

」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人

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

檢查¨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為保護買拿或租賃當

事人所為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第一目第二

款、第二目 

一、處經紀業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

改正¨ 

二、依前目處罰經

紀業並限期改

正而吟期未改

正者，應按次

處罰至改正為

止¨ 

一、第一次違規處

新臺幣三萬元

罰鍰，並通知

限期十五日內

改正¨ 

二、經限期改正，

吟期仍未改正

者，第二、三

、四、五う含

以上え次，按

次分別處新臺

幣六、九、十

二、十五萬元

罰鍰，並限期

十五日內改正

，至完成改正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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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一、經紀業設立之營業處所

未置經紀人¨經紀業之

非常態營業處所，其銷

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億

元以上，未置專業經紀

人¨」第十一條第一目) 

營業處所經紀營業員數

每逾二十名時，未增設

經紀人一人¨」第十一條

第二目) 

二、經紀業僱用未具備經紀

人員資格者從事仲介或

屈銷業務¨」第十七條) 

三、經紀業或經紀人員收取

差價或其他報酬¨」第十

九條第一目前段) 

四、經營仲介業務時未依實

際成交價金或租金按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

基準計收¨」第十九條第

一目後段) 

五、經紀業未與委託人簽訂

委託契約書，即刊返廣

告及銷售¨」第二十一條

第一目) 

六、所刊廣告及銷售內容，

與事實不符，或未註明

經紀業名稱¨」第二十一

條第二目) 

七、經紀業受託從事不動產

之買拿、互易、租賃或

屈理銷售，未指紙經紀

人從事下列文件之簽

章：」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九條

第一目第三

款、第二目 

 

一、處經紀業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二、限期改正而未

改正者，應連

續處罰¨ 

 

一、第一、二、三

、四、五う含

以上え次違規

，分別處新臺

幣六、十二、

十八、二十四

、三十萬元罰

鍰，並限期十

五日內改正¨ 

二、本目之裁罰基

準以同一違規

事件為原則；

違規事件有二

種以上者，屬

各別決意下之

複數行為，依

本目裁罰基準

分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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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動產出租、出售委

託契約書¨ 

」二)不動產承租、承購要

約書¨ 

」三)定金收據¨ 

」四)不動產廣告稿¨ 

」五)不動產說明書¨ 

」六)不動產租賃、買拿契

約書¨ 

前目第一款及第二款之

規定，於經營屈銷業務

者不適用之¨ 

伍 非經紀業而經營仲介或屈銷

業務者¨ 

第三十二條 一、應禁止其營業

，並處公司負

責人、商號負

責人或行為人

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 

二、公司負責人、

商號負責人或

行為人經主管

機關依前目規

定為禁止營業

處分後，仍繼

續營業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併科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三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一、公司負責人、

商號負責人或

行為人違反上

開規定第一次

被查獲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

並立即禁止其

營業；仍繼續

營業者，依本

條例第三十二

條第二目規定

移 送 司 法 機

關¨ 

二、前目公司負責

人、商號負責

人或行為人經

移送司法機關

執行完畢後，

第二次違反上

開規定被查獲

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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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禁 止 其 營

業；仍繼續營

業者，依本條

例第三十二條

第二目規定移

送司法機關¨ 

三、前目公司負責

人、商號負責

人或行為人經

移送司法機關

執行完畢後，

第三次う含以

上え違反上開

規定被查獲者

，處新臺幣三

十萬元並立即

禁止其營業；

仍繼續營業者

，依本條例第

三十二條第二

目規定移送司

法機關¨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令日 

遍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9002代2令31號 

修正ひ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地政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ふ，修正名稱為ひ臺中

市政府地政局處理違反地政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ふ，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處理違反地政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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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令 日府授地價一字第 1000002令003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31 日府授地價二字第 101014778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令日中市地價二字第 109002代2令3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う以下簡稱本局え為處理違反地政士法う以下簡
稱本法え第三十三條第二目、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一條所為之行政
罰鍰，依循比例原則予以妥適及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性，
以期減少爭議及提昇行政效率，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局處理違反本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附表¨ 
三、前點個別案件之情況，有特別輕微或嚴重之情形者，本局得於裁處

書內敘明理岩，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處罰，不受前開統一裁罰基準之
限制¨ 

四、本局處理違反本法之程序如下： 
」一)遍現有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之事件，岩本局

作成處分，並將羳處分書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送達受處人，俾受處
分人繳納罰鍰或巛行一定行為義務¨ 

」二)受處罰人逾期不繳納罰鍰者，岩本局進行催繳作業，若經催繳仍
不繳納罰鍰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類

別 
違 規 事 目 

法條依據 

」地政士法) 

法 定 罰 鍰 額 度

う新臺幣：元え或

其他處罰 

統 一 裁 罰 基 準

う新臺幣：元え 

岪 

未取得地政士證書或地政士

證書經撤銷或廢止，而擅自

以地政士為業者¨ 

第四十九條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一、第一次處新臺

幣 五 萬 元 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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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處新臺

幣 十 萬 元 罰

鍰¨ 

三、第三次處新臺

幣十五萬元罰

鍰¨ 

四、第四次處新臺

幣二十萬元罰

鍰¨ 

五、第五次う含以

上)新臺幣二

十 五 萬 元 罰

鍰¨ 

乙 

一、未依本法取得開業執照

，而以地政士為業者¨ 

第五十條 一、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二、依前目處罰並

限期改正或停

止其行為，而

逾期未改正或

停止其行者，

應連續處罰¨ 

一、違反時依下列

規定處罰，每

次並限期十五

日內改正或停

止其行為： 

」一)第一次處三

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處六

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處九

萬元罰鍰¨ 

」四)第四次處十

二 萬 元 罰

鍰¨ 

」五)第五次う含

以上)處十

五 萬 元 罰

鍰¨ 

二、經依前目各款

裁處並通知限

期改正或停止

其行為而吟期

二、領有開業執照未加入公

會，而以地政士為業

者¨ 

三、領有開業執照，其有效

期限吟滿未依本法規定

辦理換遍，仍以地政士

為業者¨ 

四、開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

，仍以地政士為業者¨ 

五、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

仍以地政士為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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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改正或停

止其行為者，

按次加罰三萬

元並限期於十

五日內改正或

停止其行為，

至其完成改正

或停止其行為

止¨ 

三、依前二目裁罰

，每次裁罰金

額最高以十五

萬元為限¨ 

丙 

地政士公會拒絕領有本府核

遍開業執照且未經註銷、撤

銷或廢止之地政士加入公會

者¨ 

第三十三條

第二目、第

五十一條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第一次處新臺

幣 三 萬 元 罰

鍰¨ 

二、第二次處新臺

幣 六 萬 元 罰

鍰¨ 

三、第三次處新臺

幣 九 萬 元 罰

鍰¨ 

四、第四次處新臺

幣十二萬元罰

鍰¨ 

五、第五次う含以

上)新臺幣十

五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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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3日 

遍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901代199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ひ臺中市計程車營運審議及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ふ第三點如附件

，並溯自109年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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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人事處う企劃科、人力科、給與科、秘書室えう均含附件え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9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20132224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3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9000970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令 月 23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901代1992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為公正、客觀審議計程車費率、共乘營運、牌照遍放等
相關事目，並提供計程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計程車運輸
合作社之管理諮詢，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九十六條之一規定
，設臺中市計程車營運審議及諮詢委員會う以下簡稱本委員會え，
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計程車費率之審議¨ 
」二)新年度計程車牌照新增數量之審議¨ 
」三)計程車共乘路線新闢、變更或撤銷及相關營運事目之審議¨ 
」四)計程車客運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經營管理相關之諮詢¨ 
」五)計程車運輸合作社及其社員經營管理相關之諮詢¨ 
」六)其他有關計程車營運管理事目之諮詢審議¨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其中主任委員一人，岩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年秋字第 1 期 
 

34 

 

」以下簡稱交通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岩交通局副局長兼
任，其餘委員，岩臺中市政府就下列人員聘う紙え兼之： 

」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屈表一人¨ 
」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屈表一人¨ 
」三)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屈表一人¨ 
」四)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屈表一人¨ 
」五)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中區分會屈表一人¨ 
」六)專家學者四人¨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紙)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
聘」紙)之，補聘」紙)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吟滿為止¨但屈表機
關出任之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五、本委員會依業務需要，岩主任委員召耗開會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
因故不能出席時，岩副主任委員屈理，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不
克出席時，岩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屈理之¨ 

六、本委員會會議，除屈表機關出任之委員外，應親自出席會議；並得
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列席¨ 

七、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決議事目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為之¨可否同數時，岩主席裁決¨ 

八、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委員會幕僚業務岩交通局相關業務單位人員兼辦¨ 
十、本委員會所需經費岩交通局於相關經費目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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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 

遍文字號：中市客文字第1090003391號 

附件：1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2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3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客家文化志願服務作業要點」1090703修正)、4部分規定修正案 

主旨：修正ひ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客家文化志願服務作業要點ふ第六

點、第八點、第九點、第十二點、第十三點及第十四點，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ひ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客家文化志願服務作業要點ふ第六

點、第八點、第九點、第十二點、第十三點及第十四點部分修正總說

明、部分修正對照表、修正完整條文內容、部分規定修正案各1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並請本府秘書處協助

返載本府公報周知¨ 

正本：本會規劃推展組、本會文教遍展組、本會綜合業務組、會計員、人事

管理員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23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3 日中市客文字第 10700004代9 號令公岄第二點、 

第七點、第八點、第九點、第十一點、第十三點、第十四點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3日中市客文字第 1090003391 號令公岄第六點、 

第八點、第九點、第十二點、第十三點、第十四點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民眾主動參與客
家文化事務，並協助推廣客家文化活動，確保志願服務工作能杢暢
有效，善用社會資源，提升客家文化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志願服務隊」以下簡稱志工隊)，志工須年滿20歲，品行良好，具客
家心，客家情，志願熱忱服務關懷客家事務之成年人，志工業務所
需費用岩本會相關經費目下支應¨志工得以口頭或書面申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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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及暫停服務，經本會同意後生效¨ 
三、志工招募辦法 

志工之招募岩志工隊或岩業務承辦人提出需求，依下列方式進行： 
※、配合市政府統一招募¨ 
〒、岩志工或同仁介紹¨ 
→、填寫志工入隊申請表如附件一，交岩志工隊長及業務承辦人共同

審查，並依附件二，填寫新進志工面談記錄表、核定後錄用¨ 
←、志工任期一年一聘，得連聘連任之，志工年度服務日期從當年度

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續聘標準依評鑑考核而定¨ 
四、志工訓練 

志工每年度必須參加本會主辦之教育訓練課程一次，亦可參加本府
社會局或其他志願服務機構、團體主辦之志工教育訓練課程，岩參
訓志工向本會申請返錄志願服務記錄冊¨ 

五、本會招募之志工經完成志工教育訓練者取得志工資格，並遍給服務
證及服務記錄冊¨ 

六、本會志工隊隊址設於土牛客家文化館」以下簡稱本館)，志工隊長岩
全體隊員共同推選，任期二年，以連任一次為限¨ 
隊長為志工隊總召耗人及與本會連繫之窗口、綜理志工隊事務、召
耗並主持隊務會議、志工值勤排班與督導¨ 
副隊長襄助隊長辦理隊務並為隊長之職務屈理人，岩隊長選」遴)聘
之¨ 
志工隊得設置各組，幹部岩隊長選」遴)聘之¨ 

七、志工服務內容 
※、志工在本會所屬文化館」園區)從事來賓導覧解說、諮詢、接待等

工作¨ 
〒、有特殊專長或興趣之志工，岩志工隊長分類造冊建檔送本會以利

紙遣支援勤務¨ 
→、依所屬各館開館時間服務¨ 
←、其他配合本會舉行會議或辦理客家相關活動等，並岩本會統籌編

排¨ 
八、志工隊每年至少召開隊務會議一次，隊務會議應製作會議紀錄，並

於十日內公告所有志工周知¨ 
九、志工隊應參加本會召開之志願服務會報¨ 
十、志工隊視需要得聘請顧問若干人，提供諮詢服務，顧問人選岩本會

就下列條件聘請之，其任期與隊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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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市、社會或客家事務著有促獻，具社會聲望熱心公益之人士¨ 
〒、志工隊歷吟缷任隊長¨ 
→、對本會或志工隊有重大促獻者¨ 

十一、志工服勤須知 
※、志工服務時間於固定時間」段)，除特殊因素外，服勤時間每月

至少一次¨ 
〒、志工應於服勤前十分鐘到達，不得遲到早退¨ 
→、志工到班應填寫簽到簿，並應注意公告事目¨ 
←、兩班志工間應負責ヮ實辦理交接¨ 
↑、志工服勤時應穿著志工制服、佩掛志工識別證，並注意禮貌¨ 
↓、值班時間一經排定，如無特殊理岩不得任意調動，以維持服務

品質¨ 
〓、志工如需請假，應覓其他志工屈班並告知隊長、幹部或本會志

工業務承辦人員¨ 
∈、聘期內無故連續三次不到勤者，自動喪失志工資格，應繳回志

工證¨ 
∋、因故無法繼續服務時，應於兩週前向本會提出¨ 

十二、依據志工服務表現與值勤狀況，本會督導人員每年與志工幹部辦
理考核奬勵作業，績優者並優先遴選續任為本會下年度志工¨ 

十三、奬勵措施 
※、於本會服務滿一年且滿二百小時以上者除頒遍感謝狀外並贈送

紀念品一份¨ 
〒、於本會服務滿二年且滿四百小時以上者除頒遍感謝狀外並贈送

紀念二份¨ 
→、獲得紀念品之志工，於公開場合表揚，並優先推薦參加相關機

構團體表揚或研習¨ 
←、志工服務滿三年且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得檢具證明文

件送本會並向主管機關申請核遍志願服務榮譽卡¨志工進入收
費之公立風景區、未編定座次之康樂場所及文教設施，依志願
服務法規定憑志願服務榮譽卡得以免費¨ 

↑、於本會服務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者，不計算時數，除頒遍
感謝狀外，另致贈精美紀念品一份¨ 

十四、為使志工確實遵駅本會各目規則，志工幹部及本會志工業務承辦
人需督導考核，考核分為平日考核及年度考核兩種¨ 
平日考核若有下列情形者，得予立即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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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不端、行為不檢或觸犯國家法律等經查屬實者¨ 
〒、怠忽職責、工作過失情節重大者¨ 
→、違反本會規定，遍生損害本會名譽等其他不適任本會志願工作

者¨ 
←、服勤時未穿著志工制服、佩掛志工證，服勤態度欠佳及脫班者¨ 

年度考核，若有下列情形者，則不予續聘： 
※、全年出勤未達四十小時者」訓練時數不計入)，因故暫停出勤，

事先向本會提出申請，並經同意後不在此限¨ 
〒、連續三年未參加本會主辦之志工訓練者¨ 
→、違反服勤規定或不當行為經本會巛次規勸而未能改善者¨ 

十五、自請離職或解聘之志工需繳回本會志工證¨ 
十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本要點經本會主任委員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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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0日 

遍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901代014令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局技士江裕聰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判決：ひ江裕

聰休職，期間壹年¨ふ請依說明事目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9年度清字第13348號判決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9年令月20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正本，懲戒處分

應於翌日う民國109年令月21日え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返

記¨ 

三、檢附上開判決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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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均含附件え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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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3日 

遍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901代1000號 

附件：潭子區僑忠自辦道路簡圖 

主旨：公告本市潭子區ひ僑忠自辦市地重劃區ふ道路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目： 

一、本案公告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109年令月23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名稱如下： 

」一)僑興路：東起中山路二段，西迄本計畫道路底」僑忠段137地號，尚

未開通)，長約 418.9 公尺，寬 20 公尺¨ 

」二)僑興一街：為U型道路，起迄均為僑興路」編號1道路)，長約471.2

公尺，寬 8公尺¨ 

」三)興華一路：南起僑興一街」編號 3 道路)，北迄僑興路」編號 2 道路)

，長約 114.9 公尺，寬 12公尺，因銜接轄內既有道路興華一路，遂

延續命名¨ 

三、上開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岩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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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19日 

遍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901480191號 

主旨：ひ朝琴商號ふう負責人：趙陳粉え因涉有商業返記法第29條規定無營

業跡象情事，爰公示送達本府109年4月2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09代代令0

號函一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及81條¨ 

公告事目： 

一、朝琴商號」即趙陳粉)因送達處所不明，爰使本府旨畢通知書無法送達

，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自公告張貼之日起20日遍生送達效力，請應受送達人儘速

向本府糸領旨案通知函¨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19日 

遍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901481131號 

主旨：ひ鄭建興什貨店ふ」負責人：鄭建)因涉有商業返記法第29條規定無營

業跡象情事，爰公示送達本府109年4月2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09代令32

號函一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及81條¨ 

公告事目： 

一、鄭建興什貨店」即鄭建)因送達處所不明，爰使本府旨畢通知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自公告張貼之日起20日遍生送達效力，請應受送達人儘速

向本府糸領旨案通知函¨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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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19日 

遍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901481181號 

主旨：ひ平和號ふう負責人：蔡有定え因涉有商業返記法第29條規定無營業跡象

情事，爰公示送達本府109年4月2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09代令37號函一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及81條¨ 

公告事目： 

一、平和號」即蔡有定)因送達處所不明，爰使本府旨畢通知書無法送達，

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自公告張貼之日起20日遍生送達效力，請應受送達人儘速

向本府糸領旨案通知函¨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19日 

遍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90110代091號 

主旨：公告ひ葉淑芬建築師ふ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返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目： 

一、建築師姓名：葉淑芬¨ 

二、事務所名稱：承業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L22124****¨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00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三民西路3令代號13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37令號¨ 

七、備註：開業返記¨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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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4日 

遍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901184881號 

主旨：公告ひ鍾學明建築師ふ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返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目： 

一、建築師姓名：鍾學明¨ 

二、事務所名稱：鍾學明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織122代2****¨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01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永定一街38-4號¨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941號¨ 

七、備註：開業返記¨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0日 

遍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901390921號 

附件：如公告事目一 

主旨：ひ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變更為

零星工業區)」配合喬山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細部計畫ふ案自

109年令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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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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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附件，計畫書圖置於

本府都市遍展局綜合企劃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遍展局公告欄、本府

都市遍展局山城服務中心公告欄、本市大雅區公所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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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9年令月24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9年7月9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假本市大

雅區公所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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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目、變更位置、理岩及檢附地籍

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遍展局提出表示意見，俾彙整提報本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30日 

遍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90142301號 

主旨：ひ變更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部分道路用地為乙種工業

區)」配合日堡全球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ふ案自109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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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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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附件，計畫書圖置於

本府都市遍展局綜合企劃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遍展局公告欄、本府

都市遍展局山城服務中心公告欄、本市神岡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9年7月3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9年7月20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假本市神

岡區公所第二會議室舉行」地址：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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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目、變更位置、理岩及檢附地籍

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遍展局提出表示意見，俾彙整提報本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年秋字第 1 期 
 

代令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2日 

遍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901183令31號 

附件：如公告事目三 

主旨：公告本市西屯區何厝段314-令4」部分)及314-令令」部分)地號等2筆土地上

現有巷道廢道，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目：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9年令月22日起至109年7月21日止，計滿30日止¨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西屯區公所」公告欄)、西屯區何成里辦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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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羴廢道公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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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議理岩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改道准

否之參考¨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9日 

遍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9014令44代號 

附件：如公告事目 

主旨：受理109年ひ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ふ作

業事目¨ 

依據：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 

公告事目： 

一、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土地：東勢區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8代0-20地號

土地う土地清冊如附件1え¨ 

」一)應岩中央政府取得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以國有非公用土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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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無可供交換之國有非公用土地者，以市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

換¨應岩本府取得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以市有非公用土地交

換；無可供交換之市有非公用土地者，以國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

換¨ 

」二)有關交換標的使用現況如為被占用、破舊磚瓦屋、雜樹林等及其他

情況，申請人應自行查證，交換後岩申請人依土地法相關法令自行

排除、處理¨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遍

展局公告欄、本市各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告期間：自109年令月30日」星期二)起30天¨ 

四、受理申請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遍展局」城鄉計畫科)¨ 

五、受理異議單位及期間：臺中市政府都市遍展局」城鄉計畫科)，受理期

間自109年7月31日起至109年8月31日止30天」以收文日期戳為準)¨ 

六、受理交換資格審查申請期間：自109年8月12日上午9時起至109年9月11

日下午代時止」以收文日期戳為準)¨ 

七、交換標的投標期間：自109年9月30日上午9時起至109年10月1代日下午代

時止」以收文日期戳為準)¨ 

八、交換標的開標日期：109年10月30日」星期五)上午11時¨ 

九、受理交換資格審查應附文件：」正本壹份、影本貳份：影本應加註與正

本相符並蓋章)¨ 

」一)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2)¨ 

」二)交換資格審查收件截止日前 2 個月內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書、土地返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土地持有年限須滿10年¨因繼承或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

者，其持有年限得予併計¨ 

」四)土地已設定他目權利，應檢附他目權利人同意於辦理交換土地所有

權移轉返記時，同時塗銷原設定他目權利之同意書う格式如附件 3

え¨ 

」五)土地已興建臨時建築使用者，應檢附臨時建築物權利人同意自行拆

除騰空之同意書う格式如附件 3え；其願意贈與公有者，應檢附公

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書¨ 

」六)土地無出租、出借、被占用、限制返記或產權糾紛之ヮ結書う格式

如附件 4え¨ 

」七)土地所有權之身分證明文件：其為法人者，其法人返記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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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請加蓋私章) 

十、受理交換資格投標應附文件： 

」一)投標書う格式如附件 代え¨ 

」二)交換資格證明書¨ 

」三)土地所有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其為法人者，其法人返記證明文

件¨ 

」四)開標日 3個月內之土地返記簿及地籍圖謄本¨ 

」五)其他證明文件¨ 

十一、其他注意事目： 

」一)東勢區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8代0-20 地號土地為非都市土地」山坡地

保育區，農牧用地)，其屬耕地範疇，應另按農業遍展條例第3條第

11 目、第 33 條、第 34 條規定辦理¨ 

」二)經 109 年 代月 20 日現場會勘，現況多為雜草、雜林，東蘭路轉彎處

有墳墓一座，經訪談附近地主，交換標的內似有墳墓數座¨ 

」三)個人或團體如對交換標的有異議，得於受理期間內，以書面方式向

本府都市遍展局提出；經查明後認為所提異議確有理岩或其他特殊

情形者，本府得公告撤銷或廢止羳交換標的¨ 

」四)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為辦理交換公有非公用土地得申

請複丈，其費用應自行負擔¨ 

」五)審查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符合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後，核遍私有公

共設施保留地交換資格證明書¨ 

」六)申請書及相關書表請至本府都市遍展局網頁下載：う都市遍展局/

都遍公告/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え

或至本府都市遍展局城鄉計畫科、本市各區公所索取¨ 

」七)公告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土地其現況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土地

複丈成果為準¨ 

十二、本公告未盡事目悉依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

地交換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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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30日 

遍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9011令0781號 

附件：如公告事目二 

主旨：辦理109年度第代次公告本市ひ免申請指定」示)建築線地區範圍ふ¨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第1目規定暨本府100年11月30日府授

都工字第10001798081號公告臺中市政府都市遍展局執行建築法及其子

法之主管權限事目¨ 

公告事目： 

一、公告地點：本市北屯區公所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佈欄¨ 

二、公告範圍及說明：」一)ひ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遍地區單元十二)細

部計畫ふ內計畫道路開闢完竣免申請指定建築線地區¨」二)ひ臺中市

都市計畫」配合台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細

部計畫ふ內計畫道路開闢完竣免申請指定建築線地區」範圍如附圖)¨ 

三、本市上開都市計畫地區內之基地，面臨已公告上開開闢完成計畫道路

路段者，增列為免申請指定建築線範圍，但臨接羳等計畫道路之基地

如另有臨接其他或新增尚未開闢完成之計畫道路或配合市地重劃地區

之增設道路、市區道路或現有巷道者，仍應依規申請指定」示)建築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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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 

遍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9012002令1號 

主旨：辦理109年度第令次公告本市ひ免申請指定」示)建築線地區範圍-本市豐

原區富翁街」豐-十一-11)道路兩側臨接土地範圍ふ¨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第1目規定暨本府100年11月30日府授

都工字第10001798081號公告臺中市政府都市遍展局執行建築法及其子

法之主管權限事目¨ 

公告事目： 

一、公告地點：本市豐原區公所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岄欄¨ 

二、公告範圍及說明：本市豐原區富翁街」豐-十一-11)道路兩側臨接土地

範圍為免申請指定建築線地區」範圍如附圖)¨ 

三、本市上開都市計畫地區內之基地，面臨已公告上開開闢完成計畫道路

路段者，增列為免申請建築線指示範圍，但臨接羳等計畫道路之基地

如另有臨接其他或新增尚未開闢完成之計畫道路或配合市地重劃地區

之增設道路、市區道路或現有巷道者，仍應依規申請指定」示)建築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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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日 

遍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901代29711號 

附件：擬訂臺中市西屯區信安段令91、702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ふ

書1份 

主旨：核定寶急開遍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ひ擬訂臺中市西屯區信安

段令91、702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ふ書，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 

二、本府109年代月27日府授都更字第1090120228號函¨ 

公告事目：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9年7月8日至109年8月7日止，計30日¨ 

二、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本府都市遍展局、本市西屯區公所及西屯區福雅

里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計畫書閱覽：本府都市遍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西屯區公所

及西屯區福雅里里辦公處¨ 

三、本案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本處分，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

代8條規定，自本處分送達翌日起30日內」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而非投遞日)，甅具訴願書逕送本府，並岩本府函轉內政部提起訴

願¨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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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日 

遍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901代29971號 

附件：ひ擬訂臺中市西屯區信安段令98、700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ふ書1份 

主旨：核定寶急開遍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ひ擬訂臺中市西屯區信安

段令98、700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ふ書，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 

二、本府109年代月27日府授都更字第1090120228號函¨ 

公告事目：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9年7月8日至109年8月7日止，計30日¨ 

二、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本府都市遍展局、本市西屯區公所及西屯區福雅

里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計畫書閱覽：本府都市遍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西屯區公所

及西屯區福雅里里辦公處¨ 

三、本案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本處分，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

代8條規定，自本處分送達翌日起30日內」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而非投遞日)，甅具訴願書逕送本府，並岩本府函轉內政部提起訴

願¨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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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30日 

遍文字號：府授水污營字第10901代3代121號 

附件：範圍圖 

主旨：公告本市南區城隍里、長春里等附近地區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之

範圍圖、開始使用日期、管理維護權責、新建房屋接用程序及尚未配

合接管住戶之限期接管與處分等事目¨ 

依據：依據下水道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第22條、第29條及第32條，

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1代條、第17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第4條、第7條、第8條規定¨ 

公告事目： 

一、本公告使用區域之污水下水道自公告之日起開始使用」羴如範圍圖)： 

」一)本市南區建成路以北、忠孝路以南、民意街以東、建成路1010巷以

西等附近區域¨ 

」二)本市南區台中路 14令 巷以北、信義南街以南、民意街以東、台中路

以西等附近區域¨ 

」三)本市南區信義南街以北、和平街以南、民意街以東、台中路以西等

附近區域¨ 

」四)本市南區和平街以北、復興路三段以南、民意街以東、台中路以西

等附近區域¨ 

二、依下水道法第20條規定，用戶排水設備之管理、維護，岩下水道用戶

自行負責，且應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1代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

自治條例第7條、第8條規定向本府水利局申請核准¨ 

三、本公告區域內未接管之住戶，應依下水道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7

條規定，自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起令個月內，依下水道法第21條規定，自

行僱用返記合格之承裝商，向本府水利局う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令號

，電話：22289111轉代3800え申請接管，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 

四、未於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起令個月內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者，將依

下水道法第32條第1目第1款規定，處以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

鍰¨ 

五、本公告開始使用日期以公告遍文日期起算¨ 

水利局局長范世億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年秋字第 1 期 
 

令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年秋字第 1 期 
 

令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年秋字第 1 期 
 

令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年秋字第 1 期 
 

7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年秋字第 1 期 
 

71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2日 

遍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900710142號 

主旨：註銷臺中市千里馬協會立案資格¨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代9條¨ 

公告事目： 

一、註銷立案之人民團體資料： 

」一)名稱：臺中市千里馬協會 

」二)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東街 13 號 

」三)理事長：詹昕諺 

」四)註銷原因：會員大會決議解散 

二、經公告註銷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羳會名義對外遍文，羳會所負之債

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如有不服，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代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書達到

う或公告期滿え之次日起30日內，甅具訴願書，經本局向臺中市政府

提請訴願¨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3日 

遍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900714142號 

主旨：有限責任臺中市茶業運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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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註銷返記證及圖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代代條之1第1目第4款規定辦理¨ 

公告事目： 

一、公告解散註銷返記之合作社資料如下： 

」一)合作社名稱：有限責任臺中市茶業運銷合作社 

」二)地址：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中正路 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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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主席：張正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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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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羳社索債、

清償¨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日 

遍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900720822號 

主旨：註銷臺中市大友歌謠舞踊協會立案資格¨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代9條¨ 

公告事目： 

一、註銷立案之人民團體資料： 

」一)名稱：臺中市大友歌謠舞踊協會 

」二)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代7 號 1 樓 

」三)理事長：蔡麗觀 

」四)註銷原因：會員大會決議解散 

二、經公告註銷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羳會名義對外遍文，羳會所負之債

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如有不服，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代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書達到

う或公告期滿え之次日起30日內，甅具訴願書，經本局向臺中市政府

提請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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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0日 

遍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90043444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王景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影本等文件，

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目：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王景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目案件，

經本局以109年令月20日中市警刑字第10900434441號處分書，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令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返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う毒緝中心え糸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

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4日 

遍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90044代98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遍陳春蘭等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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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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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局舉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う住金所え地

址，掛號郵寄冊內被通知人，羳郵件因無人領取；復於第2次投遞戶籍

う營業え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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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批舉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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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至處分う監理え機關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領者以送達論，處分機

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受文單位 移送件數 備考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10 結案 1 件 

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14 結案 2 件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1 結案 1 件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代1 結案 14 件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13 結案 1 件 

雲林監理站 4  

新竹區監理所 2 結案 1 件 

臺南市裁決中心 10 結案 2 件 

屏東監理站 1  

嘉義市監理站 4 結案 1 件 

花蓮監理站 1  

苗栗監理站 令  

新竹市監理站 令 結案 3 件 

南投監理站 1代 結案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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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醫院應配合之防疫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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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病房可開放探視，訪客探視う病え每日固定 2 個時段，且每名

住院病人每次至多 2名訪客為原則，醫院得視情形調整¨ 

」三)符合下列情形者，得視情形調整探病時段及人數： 

※、病人實施手術、侵入性檢查或治療等，必須岩家屬陪同，或基於

法規需要家屬親自簽署同意書或文件¨ 

〒、急診、加護病房或安寧病房等特殊單位，因應病人病情說明之需

要¨ 

→、其他因病患病情惡化或醫療處置需要，或長時間經評估有必要探

病且經醫療機構同意者¨ 

」四)宣導及協助家屬採取視訊或電話探視方式，可設置視訊會客室，提

供家屬與住院親人進行視訊會客，或設立物品轉運站，協助轉交家

屬帶給病人的物品¨ 

」五)住院病房陪う探え病人員應採實聯制返記，落實詢問旅遊史うt利avel 

hi刪to利yえ、職業別うo賣賣u市ationえ、接觸史う賣onta賣t hi刪to利yえ及

是否群聚う賣lu刪te利え¨ 

」六)所有陪」探)病人員紀錄應造冊管理，並保留至少 1 個月¨個資收耗

應依循ひ繕OVID-19」武漢肺炎)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ふ辦

理¨醫院照顧服務員應返錄於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

管理資訊系統」htt市刪://lt賣市a市.mohw.gov.tw/mol賣/)¨ 

」七)應強化陪う探え病人員健康監測，限制有遍燒う額溫≧37.代 度、耳

溫≧38 度え或呼吸道感染症者進入醫院¨ 

」八)金家隔離、金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於管理期間，勿至醫院陪

探病¨但下列情形可探病： 

※、金家隔離/檢疫第代天」含)以後且無症狀者，因親屬身故或重病等

社會緊急需求，依ひ開放部分民眾自費檢驗 繕OVID-19」武漢肺炎)

申請規定ふ外出探病者¨ 

〒、金家隔離、金家檢疫於14天監測期滿後，需自主健康管理7天，

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無疑似感染症狀者，得至醫院探病¨ 

」九)妥善規劃探病者動線，並落實訪視空間之清潔消毒¨ 

」十)教導需進入隔離病室或加護病房之探病者正確使用並穿戴個人防護

裝備後再進入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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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入醫院民眾應配合之防疫事目： 

」一)進入醫院應全程配戴口罩等適當個人防護裝備，並落實手部衛生、

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及維持社交距離」室內≧1.代 公尺，室外≧1

公尺)¨ 

」二)每位住院病人長時間陪病人員」含看護、家屬等)以 1人為原則¨ 

」三)進入醫院，應提供健保卡或身分證，配合醫院查核¨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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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代,000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

吟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七、同時廢止本局109年3月20日中市衛疾字第1090029144號公告¨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2日 

遍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900令41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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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目： 

一、展延陳清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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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代年7月3日¨ 

二、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岩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

，岩相關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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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前目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

吟滿前三個月，向直轄市、縣う市え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

者，每次展延以六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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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 

遍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900令918令1號 

主旨：新增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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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目： 

一、新增臺中榮民總醫院林偉豪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指定效

期為109年令月29日至11代年令月28日¨ 

二、展延臺中榮民總醫院林志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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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代年7月3日¨ 

三、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岩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

，岩相關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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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前目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

吟滿前三個月，向直轄市、縣う市え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

者，每次展延以六年為限¨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 

遍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900令97911號 

主旨：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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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目： 

一、重新指定衛生福利部蔡禮后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指定效

期為109年令月30日至11代年令月29日¨ 

二、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岩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

，岩相關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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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前目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

吟滿前三個月，向直轄市、縣う市え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年秋字第 1 期 
 

94 

 

者，每次展延以六年為限¨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 

遍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900令93281號 

主旨：廢止本局109年4月14日中市衛疾字第10900382令9號公告，並自即日起

生效¨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目第令款、交通部109年令月代日交航字第109代00

72331號公告¨ 

公告事目：本局 109 年 4 月 14 日中市衛疾字第 10900382令9 號公告，自即日

起廢止¨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19日 

遍文字號：府授地劃一字第10901344031號 

主旨：訂於109年7月11日舉行ひ臺中市大肚區福山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

書草案ふ聽證會，請周知¨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行政程序法第代代條、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臺中市大肚區福山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109

年4月30日福山劃字第1090024號函¨ 

公告事目： 

一、事岩：ひ臺中市大肚區福山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ふ聽取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 

二、公告期間：民國109年令月20日至民國109年7月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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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對象う下稱當事人え：臺中市大肚區福山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全

體土地所有權人、土地返記簿所載土地他目權利人、囑託限制返記機關

、預告返記請求權人、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四、期日及場所：109年7月11日上午9時，假本市大肚區公所う臺中市大肚

區沙岨路二段令4令號，代樓會議室え¨ 

五、有關聽證之爭點、聽證之主要程序、當事人得選任屈理人、當事人依

行政程序法第令1條所得享有之權利、缺席聽證之處理等行政程序法第

代代條規定聽證應予通知與公告目目羴本府109年令月19日府授地劃一字

第1090134403號函う羴附件1え¨ 

六、聽證會議報到時，當事人、委任屈理人、輔茄人、證人、鑑證人等應

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う國民身分證正本或其他含照片身分證明文件

正本え供主辦機關核對¨ 

七、陳述人或參與會議人員有違反法令、聽證會議注意事目或妨礙聽證程

序之遍言或行為，或經主持人指示停止遍言而仍持續遍言，致程序延

滯者，主持人得請其立即離開會場¨ 

八、如因遍生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人為因素影響議事進行之情況，主持人得

中止聽證會議程序¨ 

九、本次聽證採全程錄影、錄音，聽證紀錄完成後將公開於本府網站うhtt

市://www.tai賣hung.gov.twえ及本府地政局網站うhtt市://www.land.ta

i賣hung.gov.twえ供公開閱覽，並岩主持人指定日期、場所供當事人及

其他出列席人員有陳述意見う含遍問及回應え者閱覽，並請其簽名或

蓋章¨陳述意見う含遍問及回應え者拒絕簽名、蓋章或未於指定日期

、場所閱覽者，將記明其事岩¨ 

十、聽證程序進行中，出席者應遵駅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菸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靜音¨ 

」二)他人遍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類岄條、旗幟、棍棒、擴音設備等物品，攜

帶進入會場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四)不得大聲喧嘩、鼓譟、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十一、本次聽證以國語為主，使用他國語言者，應自備翻譯人員¨ 

十二、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原訂聽證期日不克舉辦時，將另行

通知或公告再召開聽證事宜¨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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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 

遍文字號：府授地劃一字第10901代791令1號 

附件：如公告事目五 

主旨：訂於109年7月2代日舉行ひ臺中市清水區銀聯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

書草案ふ聽證會，請周知¨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行政程序法第代代條、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臺中市清水區銀聯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109

年4月9日109銀聯字第013號函¨ 

公告事目： 

一、事岩：ひ臺中市清水區銀聯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ふ聽取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 

二、公告期間：民國109年7月令日至民國109年7月21日止，共計1代日¨ 

三、參與對象う下稱當事人え：臺中市清水區銀聯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全

體土地所有權人、土地返記簿所載土地他目權利人、囑託限制返記機關

、預告返記請求權人、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四、期日及場所：109年7月2代日上午9時，假本市清水區公所第一會議室

」臺中市清水區中社里鎮政路101號)¨ 

五、有關聽證之爭點、聽證之主要程序、當事人得選任屈理人、當事人依

行政程序法第令1條所得享有之權利、缺席聽證之處理等行政程序法第

代代條規定聽證應予通知與公告目目羴本府109年7月3日府授地劃一字第

10901代791令號函う羴附件1え¨ 

六、聽證會議報到時，當事人、委任屈理人、輔茄人、證人、鑑證人等應

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う國民身分證正本或其他含照片身分證明文件

正本え供主辦機關核對¨ 

七、陳述人或參與會議人員有違反法令、聽證會議注意事目或妨礙聽證程

序之遍言或行為，或經主持人指示停止遍言而仍持續遍言，致程序延

滯者，主持人得請其立即離開會場¨ 

八、如因遍生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人為因素影響議事進行之情況，主持人得

中止聽證會議程序¨ 

九、本次聽證採全程錄影、錄音，聽證紀錄完成後將公開於本府網站うhtt

市://www.tai賣hung.gov.twえ及本府地政局網站うhtt市://www.land.ta

i賣hung.gov.twえ供公開閱覽，並岩主持人指定日期、場所供當事人及

其他出列席人員有陳述意見う含遍問及回應え者閱覽，並請其簽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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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章¨陳述意見う含遍問及回應え者拒絕簽名、蓋章或未於指定日期

、場所閱覽者，將記明其事岩¨ 

十、聽證程序進行中，出席者應遵駅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菸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靜音¨ 

」二)他人遍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類岄條、旗幟、棍棒、擴音設備等物品，攜

帶進入會場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四)不得大聲喧嘩、鼓譟、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十一、本次聽證以國語為主，使用他國語言者，應自備翻譯人員¨ 

十二、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原訂聽證期日不克舉辦時，將另行

通知或公告再召開聽證事宜¨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9 年秋字第 1 期 
 

98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19日 

遍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901482代7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辦理旱溪排水國光橋至日新橋環境營造工程

用地徵收，茲因權利人林汝標等19人徵收公告通知書無法送達，特此

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目： 

一、首畢徵收公告，本府業以109年代月27日府授地用字第1090121令87代號函

通知，因權利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件無法送達，特

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109年7月8日う星期三え上午10時至12時止，假本市大

里區公所第一辦公廳舍三樓會議室う大里區大新街3令號え辦理遍放事

宜，權利人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109年7月1代日前糸本府地政局

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令條規定將補償費轉疫

ひ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ふう國庫專戶え保管，並視同補

償完竣¨ 

三、附清冊1份供覽¨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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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3日 

遍文字號：府授地籍二字第10901代03代代號 

附件：如公告事目一 

主旨：為本府辦竣地籍清理囑託返記為國有之土地，權利人應自返記完畢之

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遍給價金，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代條第2目¨ 

公告事目： 

一、囑託返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原返記名義人、第2次標售底價：羴見案

附本府辦竣地籍清理土地囑託返記國有公告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109年7月令日至109年10月令日止共3個月¨ 

三、地籍清理條例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

土地銀行臺中分行之臺中市政府―地籍清理保管款30代專戶¨ 

四、得申請遍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各土地返記完畢之日う羴如清冊え起

10年內¨ 

五、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遍給¨ 

六、申請遍給之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依羳土地

第2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疫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

利息遍給之¨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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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30日 

遍文字號：府授地價一字第109014907令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返錄業務部分權限

，委任臺中市所轄各地政事務所執行，並廢止本府101年7月1令日府授

地價二字第101011代代代41號公告¨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第3目、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返錄及查詢

收費辦法第11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代條第1目辦理¨ 

公告事目： 

一、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買拿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返錄ひ受

理申報收件、確認權利人、義務人及申報屈理人身分、轉載返錄資料

並審核申報內容、篩選申報資訊、抽查申報案件、限期申報通知、受

理補申報、限期改正通知、受理更正申報、同步異動資料庫、資料併

檔、提供查詢資料、申報返錄逾期裁罰、申報返錄不實裁罰ふ等業

務¨ 

二、本公告自109年7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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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19日 

遍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4令2831號 

主旨：公告林寶瀅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返記，符合規定，准予返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目： 

一、姓名：林寶瀅¨ 

二、執照字號：う109え中市地士字第002009號¨ 

三、證書字號：う10令え台內地返字第0280令令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宏晟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路730號¨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 

遍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901代9令821號 

主旨：公告註銷不動產估價師黃浿綸開業證書¨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2條¨ 

公告事目： 

一、姓名：黃浿綸¨ 

二、證書字號：う108え中市地估字第000101號う峣製編號：000240え¨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怡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17樓之令¨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行業務¨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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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日 

遍文字號：府授稅財字第10901代8令4代號 

附件：如公告事目 

主旨：公告重行評定臺中市房屋標準價格有關事目¨ 

依據： 

一、房屋稅條例第11條¨ 

二、臺中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109年令月2日第1次常會決議¨ 

公告事目： 

一、重行評定臺中市房屋標準價格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修正臺中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う如附件

1え 

」二)臺中市 30 巖以下房屋標準單價表う107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え¨う如

附件 2え 

」三)臺中市 31 巖以上超高大樓房屋標準單價表う107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

え¨う如附件 3え 

」四)臺中市各類房屋構造別屈號暨折舊率對照表う107 年 7 月 1 日起適

用え¨う如附件 4え 

」五)臺中市房屋用途類別及用途細類別屈號對照表¨う如附件 代え 

」六)臺中市房屋用途相近歸類表¨う如附件 令え 

」七)臺中市無電梯設備之 代 巖以下分巖所有樓房價值分擔標準表¨う如

附件 7え 

」八)臺中市電梯設備工程費概算表う107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え¨う如附

件 8え 

」九)臺中市房屋地段等級調整率標準¨う如附件 9え 

」十)修正臺中市房屋地段等級調整率標準表¨う如附件 10え 

」十一)臺中市特殊構造物現值評價方式¨う如附件 11え 

」十二)臺中市地下建築物標準單價表う107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え¨う如

附件 12え 

」十三)臺中市公共工程施工路段房屋地段等級調整率作業要點¨う如附

件 13え 

二、施行日期：自109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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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3日 

遍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901代04881號 

附件：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主旨：預告修正ひ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ふ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0條第2目規定¨ 

公告事目：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令款規定¨ 

三、修正ひ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ふ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

局及都市遍展局網站： 

」一)本府法制局網站う網址：htt市：//www.legal.tai賣hung.gov.tw/え

→臺中市法規資料庫→ひ草案預告ふ網頁¨ 

」二)本府都市遍展局網站う網址：htt市://www.ud.tai賣hung.gov.tw/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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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本公告刊返公報之次日

起令0日內陳述意見或糸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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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代代01¨ 

」四)傳真：」04)2224-令01代¨ 

」五)電子郵件：賢910170賢詳tai賣hung.gov.tw¨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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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係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岄施行，其後
歷經二次修正，最近ㄧ次修正公岄日期為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茲
為因應都市更新條例ふ於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岄，修正後內容
岩原八章計六十七條增加至九章共計八十八條，屬大幅度且全面性之修
正，臺中市政府爰依業務執行面之需要及都市更新條例修正後之相關規
定，擬具ひ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ふ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都市更新條例第一條，增訂改善金住景觀之意旨¨う修正條文

第一條え 
二、配合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第六款，修正實施者之用詞定義¨う修正

條文第三條え 
三、增訂最小分配面桿單元基準之特殊情況，予以彈性放寬¨う修正條

文第七條え 
四、配合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二目規定，增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七條、第八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得放寬建築物高度及建蔽
率之規定¨う修正條文第十條え 

五、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三目授權，有關都市更新建築容桿獎
勵相關規定，將以自治法規另訂，本自治條例中容桿獎勵相關條文
配合塊除，改於前開自治法規中統一訂定¨う塊除原條文第十、十
一、十三及十四條え 

六、有關優先或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之時程獎勵係補充中央容獎辦法第九
條規定，中央容獎辦法一零八年五月十五日修正後已塊除，本條文
爰配合塊除¨う塊除原條文第十二條え 

七、有關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係補充中央容獎辦法第四條規定，中央
容獎辦法一零八年五月十五日修正後已塊除羳目獎勵目目，本條文
爰配合塊除¨う塊除原條文第十七條え 

八、新增大規模基地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桿容桿獎勵應優先申請目目¨
う修正條文第十三條え 

九、有關辦理都市更新相關業務之費用，將依規費法另訂，本條文配合
塊除¨う塊除原條文第十九條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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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臺中市う以下簡稱

本市え為辦理都市更新，

以促進土地有計畫再開遍

利用，復甦都市機能，改

善金住環境與景觀，增進

公共利益，特制定本自治

條例¨ 

第一條 臺中市う以下簡稱

本市え為辦理都市更新，

以促進土地有計畫再開遍

利用，復甦都市機能，改

善金住環境，增進公共利

益，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配合都市更新條例第

一條修正規定，增加

改善金住景觀之意

旨¨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臺中市政府う以下

簡稱本府え都市遍展局

う以下簡稱本局え¨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臺中市政府う以下

簡稱本府え都市遍展局

う以下簡稱本局え¨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依都市更新條例

う以下簡稱本條例え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之政府機關

う構え、專責法人或機構

、都市更新會、都市更新

事業機構う以下簡稱實施

者え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擬定前，應進行羴細調查

，其調查結果並應於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內敘明之¨ 

前目羴細調查目目，

應包括每宗土地及建築物

使用性質、強度、權屬、

人口組成、公共設施、地

區環境及金民意願等¨ 

第三條 依都市更新條例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機關、

機構或團體う以下簡稱實

施者え於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擬定前，應進行羴細調

查，其調查結果並應於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內敘明

之¨ 

前目羴細調查目目，

應包括每宗土地及建築物

使用性質、強度、權屬、

人口組成、公共設施、地

區環境及金民意願等¨ 

配合都市更新條例第

三條第六款，修正實

施者之定義文字¨ 

第四條 本市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範圍內須拆除或

遷移土地改良物、動力機

具、設備、人口及營業損

失等之拆遷補償費及獎勵

第四條 本市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範圍內須拆除或

遷移土地改良物、動力機

具、設備、人口及營業損

失等之拆遷補償費及獎勵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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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岩本府另定之¨ 

都市更新事業准岩私

人或團體辦理時，不得低

於前目標準¨ 

標準，岩本府另定之¨ 

都市更新事業准岩私

人或團體辦理時，不得低

於前目標準¨ 

第五條 本市為實施都市更

新整建維護事業，其都市

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

法得岩本府另定之¨ 

第五條 本市為實施都市更

新整建維護事業，其都市

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

法得岩本府另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範圍內之現有巷道，非屬

都市計畫道路者，得依確

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逕

行廢止或改道，不適用臺

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有

關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之

規定¨ 

第六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範圍內之現有巷道，非屬

都市計畫道路者，得依確

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逕

行廢止或改道，不適用臺

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有

關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之

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本府訂定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最小分配面桿單

元基準時，應考量下列因

素： 

一、都市遍展之型態¨ 

二、人口結構¨ 

三、產業特性¨ 

四、權利變換計畫規定之

最小建築單元面桿及

其對應之土地所有權

持分面桿¨ 

五、最小建築單元之建築

物與土地總價值¨ 

前目基準之最小建築

單元面桿，扣除公用部分

、雨遮、露台及陽台等面

桿後不得小於四十六平方

公尺¨但有下列各款情形

第七條 本府訂定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最小分配面桿單

元基準時，應考量下列因

素： 

一、都市遍展之型態¨ 

二、人口結構¨ 

三、產業特性¨ 

四、權利變換計畫規定之

最小建築單元面桿及

其對應之土地所有權

持分面桿¨ 

五、最小建築單元之建築

物與土地總價值¨ 

前目基準之最小建築

單元面桿，扣除公用部分

、雨遮、露台及陽台等面

桿後不得小於四十六平方

公尺¨ 

ㄧ、依現行條文全市

都市更新案最小

建築單元面桿一

體適用不小於四

十六平方公尺之

規定，如遇特殊

情況，恐缺乏規

劃設計彈性，爰

參考臺北市都市

更新自治條例相

關規定，就下列

情形予以放寬： 

」一)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有其

主管機關設置

基準法令，且

租用非屬長期

金住，爰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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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社會住宅¨ 

二、權利變換後分配之建

築物返記總面桿不小

於事業計畫報核日之

合法建築物返記總面

桿¨ 

用住宅區別¨ 

」二)原建築物返記

總面桿小於四

十 六 平 方 公

尺： 

避免原持有小

面桿房地之所

有權人經共同

負擔折價抵付

後，其應分配

價值無法負擔

更新後室內不

小於四十六平

方公尺之建築

單元而成為不

能參與都市更

新之狀況¨為

增加原持有小

面桿房地之所

有權人參與都

市更新機會，

另賦予設計彈

性，以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報

核日之建築物

返記總面桿規

範最小限度¨ 

二、本款檢核方式以

建築物建號返記

總面桿為準，不

因羳建號所有權

人多寡而異，此

係避免金住空間

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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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都市更新單元之劃

定，應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 

一、完整之都市計畫街廓

者¨ 

二、面桿在一千平方公尺

以上者¨ 

三、基地情況特殊，經敘

明理岩，提報臺中市

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

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第八條 都市更新單元之劃

定，應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 

一、完整之都市計畫街廓

者¨ 

二、面桿在一千平方公尺

以上者¨ 

三、基地情況特殊，經敘

明理岩，提報臺中市

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

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都市更新單元之劃

定，在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計畫或其他相關法規中

訂有規定者，依羳規定辦

理¨未規定者，依臺中市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規

定辦理¨ 

  都市計畫內劃定都市

更新地區或單元應於巖報

核定機關時，並送都更審

議會查照¨ 

第九條 都市更新單元之劃

定，在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計畫或其他相關法規中

訂有規定者，依羳規定辦

理¨未規定者，依臺中市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規

定辦理¨ 

  都市計畫內劃定都市

更新地區或單元應於巖報

核定機關時，並送都更審

議會查照¨ 

本條未修正¨ 

第十條 依本條例第七條、

第八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

更新地區，取得耐震標章

或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估

之結構安全性能，其建蔽

率及建築物高度比得酌予

放寬¨ 

依前目規定申請建蔽

率及建築物高度比放寬，

應與本府簽訂協議書，納

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並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條例第六十

五條第二目規定

，新增迅行、策

略性更新地區之

建蔽率及建築物

高度放寬標準¨ 

三、前開放寬標準係

參酌ひ都市計畫

法臺中市施行自

治條例ふ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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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限內完成下列事目： 

一、於領得使用執照前依

都市更新建築容桿獎

勵辦法第十八條第二

目規定繳納保證金¨ 

二、於領得使用執照之日

起二年內取得耐震標

章或通過新建住宅性

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

能¨ 

三、於領得標章或通過評

估之日起三個月內報

本府備查¨ 

依前目第三款規定取

得標章或通過評估且報本

府備查者，保證金無息退

還；未依規定取得標章或

報備查者，保證金不予退

還¨ 

第一目建蔽率之放寬

，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

且不得超過原建蔽率；建

築物高度比之放寬，以建

築物各部分高度與自各羳

部分起，量至臨接道路對

側道路境界線之最小水平

距離，其放寬以羳建築基

地面臨八公尺以上之計畫

道路為限，且羳高度比放

寬後其比例不得超過二

倍¨ 

七條之一訂定¨ 

 第十條 都市更新建築容桿

獎勵事目，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四十四條第一目及都 

ㄧ、本條塊除¨ 

二、因應本條例及都

市更新建築容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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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建築容桿獎勵辦

法規定辦理¨ 

獎勵後之總容桿，經

都更審議會審議將對周邊

環境、景觀、交通及公共

設施造成衝擊者，得適度

酌減¨ 

獎勵辦法う以下

簡稱中央容獎辦

法え大幅度修正

，本市有關都市

更新建築容桿獎

勵相關規定配合

全面檢討，並以

自治法規另訂，

爰本自治條例有

關都市更新建築

容桿獎勵相關規

定配合塊除¨ 

 第十一條 都市更新條例第

四十四條第一目第一款

所稱原建築容桿，係指

建築物建造時，主管機

關核遍使用執照所核准

之建築容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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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本條塊除¨ 

二、有關都市更新建

築容桿獎勵相關

規定，統一以自

治法規另訂，本

條配合塊除¨ 

 第十二條 實施者依都市更

新建築容桿獎勵辦法第

九條規定，於優先或迅

行劃定之更新地區，自

公告日起算三年以內，

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者，得給予法定容桿百

分之十以內之容桿獎

勵¨ 

自公告日起算第四

年至第六年提出申請者

，以給予法定容桿百分

之七以內之容桿獎勵為 

ㄧ、本條塊除¨ 

二、本條文原係中央

容獎辦法第九條

之補充事目，前

開辦法於一零八

年五月十五日修

正公岄實施，第

九條有關劃定更

新地區之時程獎

勵已塊除，本條

無保留必要，爰

配合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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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

桿獎勵辦法第九條第二

目規定延長三年期間提

出申請者，以給予法定

容桿百分之四以內為原

則¨ 

第二目、第三目因

更新單元情況特殊，經

都更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得給予法定容桿百分

之十以內之容桿獎勵¨ 

 第十三條 實施者依都市更

新建築容桿獎勵辦法規

定，更新單元之整體規

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

質、無障礙環境、都市

景觀、都市防災、都市

生態具有正面促獻，或

採智慧型建築設計，其

標準高於都市計畫、消

防、建築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或更新單元符合

一定規模者，其獎勵之

評定，依附表規定核

計¨ 

ㄧ、本條塊除¨ 

二、有關本市建築容

桿獎勵之評定標

準，將全面檢討

，統一以自治法

規另訂，本條爰

配合塊除¨ 

 第十四條 都市更新建築容

桿獎勵辦法第十一條所

稱舊違章建築戶，岩本

市建築主管機關認定

之¨ 

ㄧ、本條塊除¨ 

二、有關都市更新建

築容桿獎勵相關

規定，統一以自

治法規另訂，本

條爰配合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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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依其他法令規定

申請建築容桿獎勵者，

應將相關計畫納入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且申請

獎勵目目之性質不得重

複¨ 

第十五條 依其他法令規定

申請建築容桿獎勵者，

應將相關計畫納入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且申請

獎勵目目之性質不得重

複¨ 

條次變更，餘未作修

正¨ 

第十二條 依前條規定經核

定之獎勵後總容桿，為

羳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

請建造執照時之最大允

許建築容桿¨ 

第十六條 依前條規定經核

定之獎勵後總容桿，為

羳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

請建造執照時之最大允

許建築容桿¨ 

條次變更，餘未作修

正¨ 

 第十七條 更新後提供社區

使用之公益設施免計容

桿，其目目如下： 

一、區民活動中心或里

民活動中心¨ 

二、圖書館、博物館、

藝術中心等文化展

演設施¨ 

三、青少年、兒童、老

人活動等社會福利

設施¨ 

四、大眾運輸場站設施

及設備空間¨ 

五、其他經都更審議會

審議通過者¨ 

前目各款樓地板面

桿應在一百平方公尺以

上，且具有獨立出入

口¨公益設施樓地板面

桿合計不得超過法定容

桿之百分之十，超過部

分應計入容桿¨ 

ㄧ、本條塊除¨ 

二、本條文係中央容

獎辦法一零八年

五月十五日修正

前第四條う修正

後為第七條え之

補充規定，因考

量ひ供社區使用

之公益設施ふ欠

缺公共性，業已

塊除羳目獎勵目

目，本條爰配合

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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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免計容桿之

公益設施所有權人或管

理人得向使用者酌收必

要之費用¨但應於建築

執照中註記為公益設施

且不得變更其使用¨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四十四條第一目第二款

及都市更新建築容桿獎

勵辦法第四條規定，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經

本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

益設施建築容桿獎勵，

相關作業要點岩本府另

定之¨ 

第十三條 更新單元面桿大

於三千平方公尺者，申

請獎勵目目至少應包含

以下各款之一，且其申

請獎勵額度應達申請獎

勵總額度之百分之二十

，但以權利變換方式實

施者不在此限¨ 

ㄧ、都市更新建築容桿

獎勵辦法第七條規

定之容桿獎勵¨ 

二、都市更新建築容桿

獎勵辦法第八條規

定之容桿獎勵¨ 

三、臺中市都市更新建

築容桿獎勵辦法附

表容桿獎勵目目△

F14-7 捐贈經費予

臺中市政府都市更

新及都市遍展建設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都市更新

對環境品質及公

益性之促獻，針

對更新單元面桿

大於三千平方公

尺之大規模基地

，要求應優先申

請 公 益 設 施 獎

勵¨如囿於基地

條件無法申請或

羳區並無公設供

應缺口，亦得以

申請地方獎勵目

目-△F14-7捐贈

經費予本府都市

更新及都市遍展

建設基金，挹注

都市更新及都市

遍展相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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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以 推 動 都 市 更

新¨ 

三、另考量產權複雜

案件整合不易，

如以權利變換方

式實施者，申請

公益設施等獎勵

將增加共同負擔

，恐影響申請人

意願，故本目規

定限於經全體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同意，

以協議合建或其

他方式實施者¨ 

第十四條 實施者協助開闢

都市計畫道路者，其用

地地上物之拆遷補償經

費應岩實施者負擔，並

岩本府協助辦理地上物

公告、拆除與執行¨ 

第十八條 實施者協助開闢

都市計畫道路者，其用

地地上物之拆遷補償經

費應岩實施者負擔，並

岩本府協助辦理地上物

公告、拆除與執行¨ 

條次變更，餘未作修

正¨ 

 第十九條 本市為辦理都市

更新相關業務，得依下

列規定收取一次費用，

變更時不另收費： 

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之審議：新臺幣二

萬元¨ 

二、權利變換計畫之審

議：新臺幣二萬

元¨ 

前目費用應於申請

時繳納，並繳入本市都

市更新及都市遍展建設 

基金專戶¨ 

ㄧ、本條塊除¨ 

二、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之審查程序包

含承辦人員初審

、幹事會、委員

會、專案小組審

查及辦理公聽會

、聽證會等，參

考新北市都市更

新案件審查收費

標準並分析本市

辦理都市更新案

件審查之實際支

出費用，另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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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市更新案件

審查收費標準，

本 條 爰 配 合 塊

除¨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岄日施行¨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岄日施行¨ 

條次變更，餘未作修

正¨ 

 
 
 
 

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2日 

遍文字號：府授社助字第109014代7391號 

主旨：預告訂定ひ臺中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ふ

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目：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二、訂定依據：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五條第五目¨ 

三、訂定ひ臺中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ふ草案

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う網址：htt市://www.legal.tai賣

hung.gov.tw/え→臺中市法規資料庫→ひ草案預告ふ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返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糸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う社會救助科え¨ 

」二)地址：407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 號¨ 

」三)電話：04-22289111 轉 37213¨ 

」四)傳真：04-22291812¨ 

」五)電子郵件：yuen詳tai賣hung.gov.tw¨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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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法業經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七○○八○八八一號令公岄，並於公岄後六個月實施¨依本法第二十
五條第五目規定：ひ有關財團法人需報送主管機關備查之工作計畫、經
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目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目及
其他應遵行事目之辦法，岩主管機關定之ふ之規定，爰訂定臺中市社會
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草案計九條，其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う草案第一條え 
二、本辦法之主管機關¨う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本辦法之適用對象¨う草案第三條え 
四、工作計畫、經費預算以及工作報告編製時應記載事目及格式¨う草

案第四條至第六條え 
五、財務報表之應記載事目及格式，依臺中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辦理¨う草案第七條え 
六、在法院返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未達一定金額之社會福利

財團法人準用本辦法之規定¨う草案第八條え 
七、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う草案第九條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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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說明 

臺中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

畫及報告編製辦法 

自治規則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目及臺

中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

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市社福財團

法人監督辦法)第十七條、第十八

條訂定之¨ 

一、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五條第五目規定：

ひ前目之財團法人，依第一目規定應送

主管機關備查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目目、編

製方式、應記載事目及其他應遵行事目

之辦法，岩主管機關定之¨ふ 

二、本市社福財團法人監督辦法第十七條規

定：ひ有關誠信經營規範之指導原則、

預決算相關格式、目目、編製方式、應

記載事目及其他應遵行事目，岩社會局

另定之¨ふ、第十八條：ひ本辦法所需

書表格式，岩社會局另定之¨ふ 

三、爰依上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三條第一目規定：ひ財團

法人之主管機關，除返記及清算事目外，在

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う市え為縣う市え政府¨ふ本

辦法係依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

第四條規定，明定社會福利財團法人主管機

關為社會局¨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達本市

社福財團法人監督辦法第十三條所

定在法院返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

入總額金額以上之社會福利財團法

人う以下簡稱財團法人え¨ 

一、本法二十四條第二目規定：ひ財團法人

在法院返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達一

定金額以上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其財務報表應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應依主管機關之

指導，訂定誠信經營規範¨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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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目授權訂定一

定金額，於本市社福財團法人監督辦法

第十三條：ひ財團法人在法院返記之財

產總額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或年度收入

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ふ 

三、爰依上開規定，明定本辦法適用對象¨ 

第四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目所定

工作計畫，應記載計畫依據、計畫

目標、實施內容、經費來源及預期

效益¨ 

前目工作計畫，應依財團法人

之規模及營運狀況編製；其格式如

附表一¨ 

一、財團法人應參酌近年之工作執行成果、

組織規模以及實際運作狀況編製工作計

畫，於第一目明定工作計畫應記載內容

，並以附表方式規範工作計畫之格式¨ 

二、參考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

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第三條規定¨ 

第五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目所定

經費預算，應依前條工作計畫編

列；其編製內容如下： 

一、收入：業務收入、附屬作業組

織收入、利息收入、股利收入

、捐贈收入、財產收入、政府

補助收入、委辦收入及其他收

入¨ 

二、支出：社會福利支出」業務支

出)、附屬作業組織支出、社

會公益活動支出、行政管理支

出及其他支出¨ 

三、本期餘絀：本期收入減除支出

後之餘額¨ 

前目經費預算之編製，格式如

附表二¨ 

一、財團法人編列經費預算時，應依據工作

計畫羴實編列，並應包含收入、支出及

本期餘絀¨ 

二、經費預算之格式、目目及編製方式等，

以附表方式規範¨ 

三、參考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

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第四條規定，並針

對本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性質做內容修

正¨ 

第六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目所定

工作報告，應依第四條工作計畫之

實際執行情形及成果編製；其格式

如附表三¨ 

一、財團法人應依據工作計畫之實際執行情

形及成果，編製工作報告¨ 

二、工作報告之格式、目目及編製方式等，

以附表方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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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

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第五條規定¨ 

第七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目所定

財務報表之格式、目目及編製方式

，應依臺中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

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

辦理¨ 

一、明定有關財務報表之格式、目目及編製

方式等相關規範，依據臺中市社會福利

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辦理¨ 

二、參考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

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第六條規定¨ 

第八條 本市社福財團法人監督辦法

所指之財團法人，於法院返記之財

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之金額未達

前述辦法第十三條所定金額者，其

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表之格式、目目、編製方式

、應記載事目，準用第四條至前條

之規定¨ 

一、明定本市社福財團法人監督辦法所指之財

團法人，於法院返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

入總額之金額未達前述辦法第十三條所定

金額者，準用本辦法所定之工作計畫、經

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目

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目¨ 

二、參考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

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第七條規定¨ 

第九條 本辦法自遍岄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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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9日 

遍文字號：府授原文字第10901代2729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ひ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場地及宿舍使用管理辦法ふ草

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目規定辦理¨ 

公告事目：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3條¨ 

三、修正ひ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場地及宿舍使用管理辦法ふ草案如

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市：//www.legal.tai賣hu

ng.gov.tw/)→臺中市法規資料庫→ひ草案預告ふ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返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糸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文教福利組)¨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由環南路 70 號¨ 

」三)電話：04-22289111#代0118¨ 

」四)傳真：04-2代122代73¨ 

」五)電子郵件：ya賢i0929詳gmail.賣om¨ 

本案依分巖負責規定授權主任委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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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場地及宿舍使用管理辦法於一百零一年
三月十二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三七六四四號令訂定遍岄施行，臺
中市住民綜合服務中心更名為ひ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ふ，本中心修正
為本館，第一條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更名為ひ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ふ
」以下簡稱本館)，第二條增列ひ族ふ文字，第三條塊除會議室、電腦教
室、展覽室、展示場，茲因族人反映希望活化場館使用，提高使用率，
第七條增列得免收使用費及修正條文第七條附表，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法規名稱¨ 
二、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更名為ひ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ふ」以下簡稱

本館)¨」修正條文第一條) 
三、增列ひ族ふ，配合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 
四、本中心修正為本館，塊除會議室、電腦教室、展覽室、展示場¨

」修正條文第三條) 
五、為活化場館地使用，修訂第七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第六款

增列得免收使用費之情形¨」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場地及宿舍使用費標準表附表修正¨

」修正條文第七條附表) 
七、本中心修正為本館¨」修正條文第八條) 
八、本中心修正為本館¨」修正條文第九條) 
九、本中心修正為本館¨」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本中心修正為本館¨」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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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場

地及宿舍使用管理辦法 

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

心場地及宿舍使用管理辦

法 

本市原住民族有1令族，羳

場地為本市原住民族聚會

場所，所有各族的文物均

收納在此處，爰修正法規

名稱、以符法制¨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為加

強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

館」以下簡稱本館)場地

及宿舍使用管理，遍筆

服務功能，增進原住民

福利，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為加

強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う以下簡稱本中心え場

地及宿舍使用管理，遍

筆服務功能，增進原住

民福利，特訂定本辦

法¨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う以下簡

稱原民會え¨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う以下簡稱

原民會え¨ 

增加文字¨ 

 

第三條 本館場地う以下

簡稱場地え係指技藝教

室、視聽室及戶外廣

場¨ 

第三條 本中心場地う以

下簡稱場地え係指會議

室、技藝教室、電腦教

室、展覽室、展示場、

視聽室及戶外廣場¨ 

因會議室、展覽室、展示

場係常設展區，電腦教室

於108年代月1日變更為族語

老師辦公室而未提供外借

、依審計部台中市審計處

109年代月20日審中市一字

第10900代1290號函辦理¨ 

第七條 申請使用場地以

原住民文化相關活動為

優先，並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第七條 申請使用場地以

原住民文化相關活動為

優先，並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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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應填具申請

表於使用日七日前

向原民會或本館申

請，經原民會同意

，並繳交使用費及

保證金後始得使用

，其收費標準如附

表¨ 

二、申請人放棄或變更

使用日期，應於預

定使用日三日前以

書面通知原民會，

逾越期限或未通知

者，使用費不予退

還¨ 

三、因天災或其他不可

抗力之事故致無法

如期使用場地時，

申請人得於原因消

滅七日內申請變更

使用日期¨逾期未

申請或放棄使用者

，遍還扣除其已使

用日期之使用費及

保證金¨ 

四、原民會因辦理活動

或其他特殊需要，

得協調申請人變更

使用日期，申請人

放棄使用者，應退

還扣除其已使用日

期之使用費及保證

金¨ 

五、在本館展示原住民

文物、服飾及手工

一、申請人應填具申請

表於使用日十四日

前向原民會或本中

心申請，經原民會

同意，並繳交使用

費及保證金後始得

使用，其收費標準

如附表¨ 

二、申請人放棄或變更

使用日期，應於預

定使用日五日前以

書面通知原民會，

逾越期限或未通知

者，使用費不予退

還¨ 

三、因天災或其他不可

抗力之事故致無法

如期使用場地時，

申請人得於原因消

滅七日內申請變更

使用日期¨逾期未

申請或放棄使用者

，遍還扣除其已使

用日期之使用費及

保證金¨ 

四、原民會因辦理活動

或其他特殊需要，

得協調申請人變更

使用日期，申請人

放棄使用者，應退

還扣除其已使用日

期之使用費及保證

金¨ 

五、在本中心展示原住

民文物、服飾及手

減少申請人使用日前申請

天數，方便民眾申請 

 

 

 

 

 

 

減少申請人放棄或變更使

用天數，方便民眾申請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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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品等，展示天數

以十四日至九十日

為限¨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免收使用費： 

」一)配合原民會辦理

各目原住民教育

文化活動之臺中

市所屬機關、學

校及立案原住民

團體與身心障礙

團體¨ 

」二)辦理原住民族委

員會補助相關活

動之機關、學校

及立案原住民團

體¨ 

」三)臺中市政府所屬

機關、學校、區

公所、或立案原

住民團體因公務

舉辦之耗會、研

習、訓練、會議

及相關活動¨ 

工藝品等，展示天

數以十四日至九十

日為限¨ 

六、各級行政機關舉辦

之活動及為配合原

民會辦理各目原住

民文化活動之財團

法人、社團法人或

人民團體，免收使

用費¨ 

 

 

 

一、塊除第七條第六款¨ 

二、為活化場館使用，增

列第七條第六款三目

得免收使用費之情

形¨ 

第八條 使用場地時應遵

駅下列規定： 

一、非經本館同意，不

得擅自開啟燈光、

空調、電化器柑、

音響等各目設施及

臨時裝置耗電量大

之電器或設備¨ 

二、使用期間有關佈置

、接待、紀錄、錄

第八條 使用場地時應遵

駅下列規定： 

一、非經本中心同意，

不得擅自開啟燈光

、空調、電化器柑

、音響等各目設施

及臨時裝置耗電量

大之電器或設備¨ 

二、使用期間有關佈置

、接待、紀錄、錄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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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等工作岩申請人

自行負責¨ 

三、使用期間之安全維

護、傷病急救，公

共秩序岩申請人自

行負責妥善處理¨ 

四、申請人需懸掛標示

、張貼海報、宣傳

標語等，應於申請

時一併提出，經核

可後，在本館指定

地點設置¨ 

五、使用時應控制音量

，不得影響附近金

家安寧¨ 

音等工作岩申請人

自行負責¨ 

三、使用期間之安全維

護、傷病急救，公

共秩序岩申請人自

行負責妥善處理¨ 

四、申請人需懸掛標示

、張貼海報、宣傳

標語等，應於申請

時一併提出，經核

可後，在本中心指

定地點設置¨ 

五、使用時應控制音量

，不得影響附近金

家安寧¨ 

 

 

 

 

 

 

 

 

 

 

第九條 場地使用完畢，

申請人應於期限內回復

原狀¨如期回復者，保

證金無息退還，逾期未

回復者，岩本館屈為回

復，所需費用岩保證金

支付，不足部分岩申請

人負擔¨ 

第九條 場地使用完畢，

申請人應於期限內回復

原狀¨如期回復者，保

證金無息退還，逾期未

回復者，岩本中心屈為

回復，所需費用岩保證

金支付，不足部分岩申

請人負擔¨ 

文字修正¨ 

十一條 本館宿舍提供臨

時住宿使用，使用時

間以一日為單位，自

下午ㄧ時至翌日中午

十二時止，其費用如

附表¨但參加原民會

舉辦之研習、會議、

展示活動期間住宿者

，免收使用費¨ 

十一條 本中心宿舍提供

臨時住宿使用，使用

時間以一日為單位，

自下午ㄧ時至翌日中

午十二時止，其費用

如附表¨但參加原民

會舉辦之研習、會議

、展示活動期間住宿

者，免收使用費¨ 

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本館所收使用

費解繳市庫¨ 

第十二條 本中心所收使

用費解繳市庫¨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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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場地及宿舍使用費標準表 

使用 

設施 

場地別及容量

」人) 
單位 

使用費 

」單位：新臺幣元) 

保證金 

」單位：新臺幣元) 

一樓 

會議室う40え 每一時段 2,000 1,000 

技藝教室う40え 每一時段 1,代00 1,000 

展覽室う30え 每一時段 2,000 1,000 

展示場う100え 每一時段 1,代00 1,000 

二樓 
電腦教室う1代え 每一時段 2,代00 1,000 

視聽室う72え 每一時段 2,000 1,000 

戶外 戶外廣場 每一時段 1,代00 1,000 

宿舍 

二人房宿舍 每床每人 令00 - 

四人房宿舍 每床每人 400 - 

六人房宿舍 每床每人 300 - 

備註 

一、場地使用時段：使用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晚

上六時至十時等三個時段，以每ㄧ時段為計費單位¨ 

二、場地使用收費計算方式： 

※、各場地收費以四小時為ㄧ單位計算，未滿四小時者以一單位時段計

算，超過四小時另加一單位收費¨ 

〒、連續使用逾三十單位者，以八折優惠收取使用費；連續使用逾六十

單位者，以半價優惠收取使用費¨ 

→、各目費用應在通知繳費起五日內全數繳納完畢¨ 

三、保證金規定：連續使用者，保證金以一次計算¨ 

四、宿舍房間：二人房二間、四人房三間、六人房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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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場地及宿舍使用費標準表 

使用 

設施 

場地別及容量

」人) 
單位 

使用費 

」單位：新臺幣元) 

保證金 

」單位：新臺幣元) 

一樓 
技藝教室う40

え 
每一時段 1,代00 1,000 

二樓 視聽室う72え 每一時段 2,000 1,000 

戶外 戶外廣場 每一時段 1,代00 1,000 

宿舍 

二人房宿舍 每床每人 令00 - 

四人房宿舍 每床每人 400 - 

六人房宿舍 每床每人 300 - 

備註 

一、場地使用時段：使用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晚

上六時至十時等三個時段，以每ㄧ時段為計費單位¨ 

二、場地使用收費計算方式： 

※、各場地收費以四小時為ㄧ單位計算，未滿四小時者以一單位時段計

算，超過四小時另加一單位收費¨ 

〒、連續使用逾三十單位者，以八折優惠收取使用費；連續使用逾六十

單位者，以半價優惠收取使用費¨ 

→、各目費用應在通知繳費起五日內全數繳納完畢¨ 

三、保證金規定：連續使用者，保證金以一次計算¨ 

四、宿舍房間：二人房二間、四人房三間、六人房五間¨ 

修正說明：依審計部台中市審計處109年代月20日審中市一字第10900代1290號函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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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17日 

遍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9014129令號 

主旨：有關本府核定實施ひ擬定臺中市中區繼光段二小段000代-0002、000代-

000代、000代-0008及000代-0009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

案ふ」臺中市中區民族路34號)核定函說明四暨公告說明三誤植更正如

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9年代月1代日營署更字第109003427代號函暨本府109

年4月28日府授都更字第109009292代1號函續辦¨ 

二、有關旨畢計畫核定函說明四暨公告說明三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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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ふ一節係為誤甅，應更正為ひ本案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

服本處分，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代8條規定，自本案行政處分書送達

之翌日起30日內」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遞日)，甅具

訴願書逕送本府，並岩本府函轉內政部提起訴願ふ¨ 

正本：想空間有限公司 

副本：東海空間設計有限公司、內政部營建署、臺中市中區公所、臺中市政

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本府都市遍展局」秘書室、使用管

理科、都市更新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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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令月24日 

遍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90142841號 

主旨：有關本府核定實施ひ擬定臺中市中區綠川段五小段0007-0000及0007-

0001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ふ」臺中市中區成功路84號)

核定函暨公告法令依據條次誤植更正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9年4月22日營署更字第109002令922號函暨本府109

年4月令日府授都更字第1090072令07號公告暨核定函續辦¨ 

二、本案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107年8月17日報核)，於都市更新條

例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報核，為維持計畫及法規

適用之安定性，本案公告及計畫核定函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108年1

月30日修正公岄)第32條更正為都市更新條例」99年代月12日修正公岄)

第19條規定辦理¨ 

三、副本另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協助刊返公報¨ 

正本：榮昭科技有限公司、劉明政君」所有權人) 

副本：東海空間設計有限公司、內政部營建署、臺中市中區區公所、臺中市

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本府都市遍展局」秘書室、使用

管理科、都市更新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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