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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國市場攤（鋪）位分配公開抽籤實施辦法 

壹、 本作業辦法依據臺中市政府 105年 3月 8日建國市場攤

商有關新市場意見回復說明會、105年 5月 2日至 5日新

建國市場攤（鋪）位參觀暨分配作業說明會會議說明辦

理，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經發局）就新建國市場

攤（鋪）位分配公開抽籤事宜訂定實施辦法。 

貳、 抽籤目的 

以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辦理新建國市場攤（鋪）

位之分配，包括原建國市場攤（鋪）位搬遷及 10席原住

民族特色攤位設置。 

參、 抽籤分配之攤（鋪）位（詳附件 1） 

一、 原建國公有零售市場（含建國臨時市場）： 

(一) 原市場與經發局訂有使用契約之攤（鋪）位共

計 701席使用人（簡稱使用人），依營業類別、

隔間形式、契約面積、臨路條件等因素區分為

29組。其中 5組（組別：7、19、25、26、28）

為依特殊條件設計者，各組僅 1席，無需分配。

爰屬複數席位組別需辦理分配者為 24組，計

696席。 

(二) 經發局同意各組攤（鋪）位使用人可例外以自

行協調方式辦理攤（鋪）位分配，於 105年 5

月 31日前獲致共識結果並報請經發局核可。爰

經前揭協調程序取得分配結果之組別，毋需再

經公開抽籤程序辦理。 

二、 原住民族特色攤位 

(一) 新建國市場規劃有 10席原住民族特色攤位。 

(二) 105年 4月 28日於經發局辦理之抽籤作業，取

得原住民族特色攤位使用正取資格之 10名申

請人（簡稱申請人），經本次抽籤作業確定分配

之實際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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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上開申請人放棄分配之攤位，或逾期未與經

發局訂立使用契約，即由具備取資格申請人遞

補之。 

肆、 抽籤資格 

一、 由本人辦理為原則 

(一) 以使用人（申請人）本人親自到場抽籤為原則。 

(二) 本人抽籤應攜帶以下物品： 

1. 本人國民身分證（或駕照、健保卡）。 

2. 私章。 

二、 委託他人代為抽籤為例外 

(一) 如使用人（申請人）本人當日不克親自到場，

需委託他人，可委由他人代為抽籤；受委託人

之抽籤結果，本人不得表示異議。 

(二) 具抽籤資格之使用人（申請人）不得受同組別

其他使用人（申請人）委託代理抽籤。 

(三) 受委託人應攜帶以下文件及物品： 

1. 雙方已簽章之委託書（附件 2），並依格式黏

貼雙方身分證影本。 

2. 受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 

3. 受委託人之私章。 

(四) 受委託人每場次僅得代理 1人抽籤，如受複數

使用人（申請人）委託者，須擇定 1人代理，

並放棄代理其他人之權利。上開受委託人放棄

代理之使用人（申請人），由本局代為抽籤。 

三、 使用人（申請人）本人或受委託人不得親自抽籤之

情形與處理方式 

(一) 本人或受委託人有以下情形，不得自行抽籤： 

1. 本人或受委託人未到場或逾時報到。 

2. 本人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受委託人未攜帶

符合規定之委託書與身分證。 

3. 違反會場秩序與抽籤公正，經勸阻仍繼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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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 

(二) 上開情形由主持人或經發局指定人員代為抽籤，

抽籤結果以書面通知，使用人不得對抽籤結果

異議。 

伍、 抽籤準備 

一、 編造抽籤名冊 

(一) 經發局應依抽籤通知書（函）寄發前 1日之原

建國市場攤（鋪）位使用人名冊及具原住民族

特色攤位使用資格之申請人名單編造抽籤名冊

（附件 3）。 

(二) 抽籤名冊編造後至抽籤當日間，經發局停止受

理使用人變更名義申請，如發生使用人、申請

人改名，請於報到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因

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使用人、申請人無法到場抽

籤又無法委託他人，即循上開經發局代為抽籤

程序辦理。 

二、 抽籤通知及寄發方式 

(一) 抽籤通知書（函）應述明以下事項及文件： 

1. 抽籤日期、報到時間及抽籤地點。 

2. 應檢附文件及物品。 

3. 委託他人抽籤規定及委託書。 

4. 抽籤組別之原市場編號及新市場分配攤位

編號。 

5. 使用人（申請人）中籤攤（鋪）位交換規定

及交換協議書。 

6. 攤（鋪）位分配確定結果公布及訂約期限或

通知訂約方式。 

(二) 抽籤通知書（函）受文者依上開抽籤名冊印製，

於抽籤日前 15日以管理室送達或雙掛號寄至

使用契約或申請書所載住址。 

(三) 如使用人（申請人）有以下情形，經發局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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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於抽籤日前 3日通知： 

1. 使用人（申請人）申請提前辦理抽籤。 

2. 因可歸責使用人（申請人）之原因，致無法

於前揭 15日期限寄發。 

(四) 上開調整通知期間，另須配合其他通知方式辦

理： 

1. 原建國市場使用人：市場公佈欄張貼抽籤時

程、自治會協助轉知、管理室廣播或個別電

話告知等方式。 

2. 原住民族特色攤位申請人：經發局網站公布

抽籤日程、電話通知。 

三、 抽籤作業監證程序 

(一) 經發局政風人員為抽籤作業監證人員，抽籤前

核對籤票內容、清點裝封，抽籤時啟封籤票袋

並核對籤票數量，並監督整場抽籤辦理程序之

公正性。 

(二) 必要時，得邀請第三方公正人士列席監證。 

(三) 抽籤現場應設 2部錄影機同時於抽籤過程全程

錄影，錄影檔案保存期限為使用人、申請人與

經發局訂立攤（鋪）位使用契約後 1個月。 

陸、 抽籤實施 

一、 抽籤人報到及確認身分 

(一) 使用人（申請人）本人報到時應出示以下物品： 

1. 本人國民身分證（或駕照、健保卡）。 

2. 私章。 

(二) 受委託人報到應出示、繳附以下物品及文件： 

1. 雙方已簽章之委託書，並依格式黏貼雙方身

分證影本。 

2. 受委託人之身分證。 

3. 受委託人之私章。 

(三) 本人或受委託人（即抽籤人）報到完成，應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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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抽籤憑條（附件 4），抽籤人須於抽籤過程攜

帶、配合出示，憑其參與抽籤程序。如抽籤人

遺失憑條或不配合出示，即不得親自參與抽籤，

由經發局代抽。另如有辨識抽籤人之需，經發

局得於抽籤人手背蓋立戳記，以利抽籤作業。 

(四) 報到人不得親自抽籤，由經發局代為抽籤之情

形： 

1. 逾時到場。 

2. 本人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受委託人未攜帶

符合規定之委託書與身分證。 

二、 公開抽籤程序 

(一) 抽籤開始，講解抽籤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二) 抽籤人抽攤位籤抽籤順序籤（順序籤）程序： 

1. 開啟順序籤票袋，核對籤票數量。 

2. 唱名。抽籤人應依唱名順序執抽籤憑條、私

章上台；如抽籤人經 3次唱名未到，即由經

發局代為抽籤，亦不得參與後續抽籤程序。 

3. 唱順序籤票。抽籤人將籤票抽出後，交由唱

票員唱出抽籤人姓名及抽出之順序籤號。 

4. 順序籤票處理：工作人員應登記順序籤抽籤

結果於抽籤名冊，並裝訂順序籤紙副聯於抽

籤憑條後，將憑條交還抽籤人。 

(三) 抽籤人依順序籤序號重新就坐（可由主持人視

情形決定中場休息或逕行下一程序。） 

(四) 抽籤人抽攤（鋪）位位置籤（攤位籤）程序： 

1. 開啟攤位籤票袋，核對籤票數量。 

2. 唱名。抽籤人應依唱名順序執抽籤憑條、私

章上台；如抽籤人經 3次唱名未到，即由經

發局代為抽籤。 

3. 唱攤位籤票。抽籤人將籤票抽出後，為求慎

重，請抽籤人將籤紙置於胸前讀出攤位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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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交回唱票員，唱票員唱出抽籤人姓名及抽

出之攤位籤號。 

4. 攤位籤票處理：工作人員應登記攤位籤抽籤

結果於抽籤名冊，並裝訂攤位籤紙副聯於抽

籤憑條後，將憑條交還抽籤人。 

5. 抽籤人需依登記人員指示於攤位抽籤結果

公示圖上之中籤攤位編號圖示上親自簽名

及蓋章確認攤位位置。完成後由工作人員告

知抽籤程序結束，抽籤人可選擇至參觀席或

逕自離開抽籤場地。 

6. 上開程序如屬主持人或經發局代抽者，抽籤

結果應以雙掛號將上開憑條寄至使用人（申

請人）契約或申請書所載住址，並於抽籤日

後 3日內寄出。至於攤位圖示之確認則由登

記人員註記中籤人姓名及加蓋經發局相關

戳記。 

(五) 10名原住民族特色攤位申請人之抽攤位籤抽

籤順序已經 105年 4月 28日使用資格抽籤之中

籤序位決定，爰申請人無需抽順序籤，逕行抽

攤位籤程序。 

三、 後續作業 

(一) 抽籤完畢後，立即將攤位籤票正聯按順序整理，

經會同政風人員、主持人及市場管理科主管、

承辦人核對無訛裝袋密封並蓋章後，籤票由市

場管理科保管至使用契約訂立後 1個月。 

(二) 抽籤日後1日（如遇例假日、國定假日則順延），

經發局應彙整抽籤人中籤攤位結果公布於市場

公佈欄或經發局網頁，供查對抽籤結果之需。 

(三) 抽籤人未到場，或因故無法親自抽籤者，經發

局於抽籤日後 3日內以管理室送達或雙掛號書

面通知抽籤結果，並將已填寫並裝訂順序籤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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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聯、攤位籤票副聯之抽籤憑條連同寄予抽籤

人。 

柒、 使用人（申請人）協議交換中籤攤（鋪）位辦理方式 

一、 抽籤完畢後，同組別之使用人（申請人）可經共同

協議更換中籤之攤（鋪）位。 

二、 上述協議需經參與協議人同意，簽立經發局訂定之

「新建國市場第○組使用人（申請人）攤（鋪）位

交換協議書」（附件 5），於其上蓋定經戶政事務所

登記之印鑑章，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印鑑證

明，於經發局所定限期內，繳至建國市場管理室。 

三、 協議互換之期限為抽籤日後 15日內（含例假日、國

定假日），逾期不再受理。 

四、 原建國市場之組別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發局得

調整上開互換攤位期限為抽籤日後 7日內： 

(一) 使用人因希冀儘早確定攤位分配，自願縮短交

換期限者。 

(二) 因可歸責使用人（申請人）之原因，須縮短互

換期限，以配合訂約及搬遷期程者。 

五、 協議互換為使用人（申請人）自願辦理，提交市場

管理室後即不得異議。 

捌、 攤（鋪）位分配結果公告及訂定使用契約程序 

一、 上開協議交換期滿，經發局應於 105年 8月上旬彙

整完畢抽籤結果及使用人自行協調分配結果，以公

佈新建國市場整場攤（鋪）位分配結果。 

二、 後續原建國市場攤（鋪）位使用人及原住民族特色

攤位申請人應依經發局所定期間訂定使用契約。 

玖、 本辦法如有不足或變更，以經發局對外說明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