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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28日 
                                                                 府行法字第 1080059341 號 

 

修正「苗栗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第一條、第七條、第八條、第

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附「苗栗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條文乙份。 

 

      附「苗栗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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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

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

三條規定，設立於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之公立幼兒園及

私立幼兒園。 

第三條    幼兒園收費項目及用途如下： 

一、學費：指與教育及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務）直接

相關，用以支付幼兒園教保及人事所需之費用。 

二、雜費：指與教保服務間接相關，用以支付幼兒園行政、

業務及基本設備所需之費用；私立幼兒園得用以支付土

地、建築物租賃費或其他人事費用。 

三、代辦費：指幼兒園代為辦理幼兒相關事務之下列費用： 

(一)材料費：輔助教學所需之繪本、教學素材及文具用

品等費用；其不得支應於購置才藝(能)教學用品。 

(二)活動費：配合教學主題或節慶辦理活動所需之相關

費用（不含第九目所定項目）；其不得支應團體旅

遊及才藝(能)學習活動等費用。 

(三)午餐費：午餐食材、廚(餐)具及燃料費等。 

(四)點心費：每日上、下午點心之食材、廚(餐)具及燃

料費等。 

(五)交通費：幼童專用車之燃料費、保養修繕、保險及

規費等。 

(六)課後延托費：學期教保服務期間辦理平日課後延托

服務，相關人員加班鐘點費及行政支出等。 

(七)保險費：幼兒團體保險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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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長會費：幼兒園家長會行政及業務等庶務費用。 

(九)其他：代購服裝、書包、餐具、畢業紀念冊及辦理

戶外教學之門票、交通費(租賃車輛或大眾交通運輸

工具)、保險費。 

幼兒園應依前項所定項目收取費用，並得視實際需求減列

收費項目；且不得向家長收取所定項目以外之費用。 

第一項第三款第九目所定項目，應由家長自行決定是否購

買或參加，幼兒園不得強制要求。 

第四條    公立幼兒園各收費項目應收取費用之基準如附表。私立

幼兒園應依前條所定收費項目自訂次學年度之收費數額，並

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報本府備查。 

幼兒園應於招生相關資訊中，載明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

費規定，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公告並登載於教育部全國教

保資訊網。 

第五條   幼兒中途入園，幼兒園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收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

三分之一入園者，收取全額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

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入園者，收取三分之二。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

分之二入園者，收取三分之一。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等相

關規定收取費用。 

三、其他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依幼兒就讀月數比

例收取費用；以月為收費期間者，自入園當月收取費

用，其未滿一個月部分，按就讀日數比例收取費用。 

第六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離園者，幼兒園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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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即提出無法就讀者，全數退

還。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

三分之一離園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

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離園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

分之二離園者，不予退費。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等相

關規定辦理退費。 

三、其他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按未就讀月數比例

退費；以月為收費期間者，按離園當月未就讀日數比例

退費；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發還成品。 

幼兒園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

費項目及數額。 

第七條    有缺額之幼兒園得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提供幼兒

臨時照顧服務，並依幼兒就讀月數比例收取學費、雜費及代

辦費。未滿一個月部分，學費及雜費以一個月計，代辦費則

按就讀日數比例收取費用。 

第八條    幼兒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假日數連續

達五日以上者，按當月未就讀日數比例退還請假期間之點心

費、午餐費、交通費、課後延托費，其餘項目不予退費。 

因法定傳染病、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強制停課連續達

五日(含假日)以上者，按當月未就讀日數比例退還停課期間

之點心費、午餐費、交通費、課後延托費，其餘項目不予退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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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國定假日、農曆春節連續達五日(含例假日)以上，應退

還停課期間之點心費、午餐費、交通費、課後延托費，且採

事前扣除當月未就讀日數比例方式辦理，但須辦理補課之彈

性放假日不予退費。 

第十條    本辦法所稱就讀日數比例，以幼兒當月實際就讀日數除

以幼兒園當月教保服務日數計算；就讀月數比例，以幼兒全

學期實際就讀月數除以幼兒園全學期教保服務月數計算，其

未滿一個月部分，按幼兒就讀日數收取費用。 

第十一條   幼兒園應於收費規定及繳費收據註記收退費基準、幼 

        兒實際入園日及全學期教保服務起迄日，並由園方、家長 

        各收執一份。 

第十二條    幼兒園各項經費收支保管及運用，應依本法第四十條 

        第一項規定設置專帳處理，並依規定年限保存收支憑證。 

        私立幼兒園會計帳簿與憑證之管理，應依相關稅法規 

    定辦理。 

第十三條    幼兒園有以超過向本府備查之數額及項目，向幼兒家 

        長收費之情事者，除依本法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二條規定 

        辦理外，應立即退費。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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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公立幼兒園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 

收費期間 備註 
半日 全日 

學 費 
每月 880 元以下 

*學期月數 

每月 1,200 元以

下 

*學期月數 

一學期 

最高上限： 

半日班每學期

最高 5280元 

全日班每學期

最高 7200元 

雜  費 600元以下 600元以下 一學期  

代

辦

費 

材料費 250元以下 300元以下 一個月  

活動費 150元以下 200元以下 一個月  

午餐費 700元以下 700元以下 一個月  

點心費 500元以下 900元以下 一個月  

交通費 單趟：200~600元、雙趟：

400~1,000元 

一個月  

課後延托費 依苗栗縣當年度課後留園實施計畫辦理  

保險費 依統一公告金額辦理  

家長會費 100元以下  

其他 由家長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或參加，幼兒園不得

強制要求 

 

備

註 

本園學期教保服務期間起迄日為○年○月○日至○年○月○日，全學期以○

個月計。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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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5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078607 號 

 

修正「苗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第一條、第三條。 

附「苗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第一條、第三條條文乙份。 

 

      附「「苗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第一條、第三條」。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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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第一條、第三條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便於社區大學營運管理，

保障學員權益，特依據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本標準。 

第三條   社區大學各項費用收費標準如下： 

一、報名費：每期（每次）新臺幣二百元。  

二、學分費：每學分新臺幣一千元。 

三、旁聽費：每門每次新臺幣三百元。 

四、雜費：按實際使用費收取，應載明於選課手冊。 

五、代收代辦費： 

（一）材料費：按實際使用費收取。 

（二）書籍費：按實際使用費收取。 

    前項第四款雜費未使用者不得收費。 

   因情況特殊，經本府核准者，不受第一項第二款收費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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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9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074975 號 

 

修正「苗栗縣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第一條、第八條、第十一

條、第十二條、第十六條。 

附「苗栗縣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部分條文乙份。 

 

      附「「苗栗縣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部分條文」。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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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部分條文 

第一條    本準則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八條    高級中學得置秘書、主任、組長、幹事、技士、技佐、助

理員、管理員、書記。 

          高級中學得置營養師、護理師（護士）等醫事人員，並依

學校衛生法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高級中學教師員額編制如下： 

一、 普通班：國民小學部每班至少置教師一點

六五人，未達 

九班而學生人數達五十一人以上者，另增置教師一人；

國民中學部每班置教師二點二人，每滿九班得增置教師

一人，未達九班者，得另增置教師一人；高中部，每班

置教師二人，每滿四班增置教師一人。 

二、 專業類科： 

(一) 農業、海事水產類：每三班

置教師八人；未達三班 

者，二班置五人，一班置二人。但農業類之農業機

械科每班置三人。 

            (二)工業及藝術類：每班置教師三人。 

            (三)商業及家事類：每二班置教師五人；未達二班者， 

                一班置二人。 

            (四)前三目類，除工業類外，設有五科以上者，每增二 

                科得增置教師一人。 

            (五)綜合高中學程：每班以二點五人為原則。但辦理工 

                業、農業及海事水產綜合高中課程者，每班置三 

                人。 

        三、實用技能學程：日間授課每班置教師一人，每滿四班增 

             一人；夜間授課每班置教師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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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教育班：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 

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規定辦理。 

         五、體育班：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規定辦 

              理。 

         六、專任輔導教師：學校班級數十二班以下者，置一人；十 

             三班至二十四班者，置二人；二十五班以上者以此類 

             推。 

         七、導師：每班置一人，由編制內專任教師兼任，但建教合 

             作班得依需要增置導師員額；特殊教育班導師，依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 

             用辦法規定設置。 

第十二條    學校職員員額編制表由學校擬定，報請本府核定後，函

送考試院備查。 

第十六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本準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準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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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8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073471 號 

 

訂定「苗栗縣使用中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並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一日施行。 

附「苗栗縣使用中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條文乙份。 

 

      附「苗栗縣使用中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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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使用中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
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執行機關為苗栗  

     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有污染之虞之車輛種類如下：  

     一、柴油車輛排煙污染情形嚴重者。  

     二、汽油車輛排煙污染情形嚴重者。  

     三、機車排煙污染情形嚴重者。  

第四條   人民發現有污染之虞車輛，得以書面、網路或電  

     子郵件敘明車號、車種、發現時間、地點及污染事實  

     之照片或影片，向環保局檢舉。  

        檢舉人應自發現有污染之虞車輛日起十五日內提  

     出檢舉，並留下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  

        未依前二項規定檢舉者，不予受理。  

第五條   符合下列規定之檢舉案件，檢舉人每案得領取獎  

     勵金新臺幣三百元：  

     一、檢舉人對同一輛有污染之虞車輛，檢附三張以上  

         可顯示車輛確為行進中之照片，每張照片均可判  

         別拍攝日期及時間，且任一張照片可判別地點、  

         車號及排煙污染情形嚴重供佐證者；或檢舉人對  

         同一輛有污染之虞車輛，檢附五秒以上十五秒以  

         下行進中之影片，且影片可清晰顯示拍攝日期、  

         時間、地點、車號及排煙污染情形嚴重供佐證  

         者。  

      二、前款佐證照片或影片顯示之排煙污染情形經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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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評定達下列不透光率標準以上者：  

        （一）柴油車輛黑煙（不透光率）標準:如附表。  

        （二）汽油車輛、機車粒狀污染物（不透光率）  

              標準：百分之三十。  

      三、檢舉人留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  

      四、檢舉人檢附之照片或影片非於怠速停等、起步、  

         發動、夜間、下雨或路面潮濕時所拍攝者。  

         數人先後檢舉同一車號之案件，於未結案前，視  

      為同一案件，並僅得獎勵最先檢舉者。  

第六條    被檢舉車輛經查證及評定達不透光率標準以上，  確

有污染之虞者，環保局應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通知其至指定地點檢驗。  

          環保局應將處理結果回覆檢舉人。但匿名檢舉  

      或明示無須回覆者，不在此限。  

          環保局對於通知未到檢、檢驗不合格及重複被  

      檢舉之車輛，應加強管理至污染改善完成。  

第七條   環保局對於檢舉之案件經查證係於通知檢驗或改  

     善期限內者，得併案處理。  

         環保局對於檢舉之案件經查證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予辦理：  

     一、被檢舉之車輛已報廢、停駛或失竊等。  

     二、檢舉人提供之車號、車種與監理機關車籍資料不  

         符。  

     三、匿名檢舉者或經查證所留姓名、住址、聯絡電話  

         或電子郵件位址偽冒、虛報或不實。  

     四、被檢舉人提出證明文件係遭不實檢舉。  

     五、不能依行政程序法為公示送達以外之送達。  

     六、經主管機關調查認定無污染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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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局對於前項之案件，應回覆檢舉人並說明原  

     因敘明具體意見及法規依據。但匿名檢舉或明示無須  

     回覆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對檢舉案件之獎勵金核發，每季至少應核發一  

     次。  

第九條   受理檢舉之機關及單位不得洩漏任何可資辨認檢  

     舉人身分之消息或資料。  

第十條   依本辦法核發獎勵金所需經費由本縣環境保護基  

     金項下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一日施行。 

 

 

 

 

附表 

 
 

出廠日期 黑煙(不透光率)標準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出

廠 

百分之四十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至九

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出廠 

百分之三十五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一日以後至一

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出廠 

百分之三十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以後出

廠 

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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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6 日 
府商都字第 1080073265B 號 

 

主旨：公告「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原部份高中用地變更為住宅區、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

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08年 4月 29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條及第 23條規定。 

二、本府 108年 4月 26日府商都字第 1080073265A號函。 

公告事項： 

一、 本計畫書、圖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6年 7月 31日第 269 

次會議審決，並經本府 108年 4月 26日府商都字第 1080073265A

號函核定在案。 

二、 本案計畫、圖自民國 108年 4月 29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

內土地應依本計畫書圖內容、都市計畫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實施建築管理。 

三、 需閱覽本計畫書、圖者，請至本縣頭份市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

（都市計畫科）閱覽（亦可上網閱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5

.aspx）。 

四、 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天。 

 

 

縣長  徐耀昌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5.aspx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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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2 日 
府財產字第 1080069496A 號 

 

主旨：為本府辦理催繳縣有土地使用補償金及其遲延利息案，因案內當  

      事人劉紹堂招領逾期退回，致催繳書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 

公告事項： 

一、 本案係應受送達人劉紹堂逾期未繳納土地使用補償金並衍生之遲延

利息，經本府以 108年 3月 12日府財產字第 1080046779號函催繳

通知，因受送達人招領逾期，本府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於本府公報。 

三、 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逕向本府財政處（公有財產科）洽領催繳

書，並於公告之日起 30 日內繳納土地使用補償金及其遲延利息，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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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1 日 
府商都字第 1080063087B 號 

 

主旨：公告「變更竹南頭份都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逾公開 

      展覽期限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編號逾 22案】」計畫書、圖，並自 

      民國 108年 4月 12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條。 

二、內政部 108年 4月 2日台內營字第 1080804634號函。 

公告事項： 

一、 本計畫書、圖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2年 8月 13日第 809

次會議及 104年 11月 10日第 863次會議審決，並經內政部 108年

4月 2日台內營字第 1080804634號函核定在案。 

二、 本案計畫書、圖自民國 108年 4月 12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

圍內依本計畫書圖、都市計畫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

管理。 

三、 需閱覽計畫書、圖者，請至本縣頭份市公所、竹南鎮公所或本府工

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閱覽（亦可上網閱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 

四、 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天。 

 

       

 

縣長  徐耀昌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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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1 日 
府地籍字第 1080068783B 號 

 

主旨：本府辦竣地籍清理第 15批及第 16批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及建 

       物，其權利人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 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 

       向本府申請發給價金，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5條第 2項及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 

      售辦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 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第二次標售底價：詳見

案附土地囑託登記國有管理表。 

二、 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銀

行之苗栗縣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三、 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詳如清冊）

起 10年內。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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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府申請發給。 

五、 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依該土

地第二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

之應收利息發給之。 

 

      附「苗栗縣地籍清理第 15批及第 16批土地囑託登記國有管理表」。 

 

 

縣長  徐耀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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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書函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0 日 
府商都字第 1080063067 號 

 

主旨：有關「變更銅鑼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現行都市 

       計畫圖暨重製後都市計畫圖，並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經苗栗縣銅 

       鑼鄉公所公告在案，茲檢附公告影本 1份，請協助刊登本府公

報， 

       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苗栗縣銅鑼鄉公所 108年 4月 2日銅鄉建字第 1080003649B號

函（如附件）及內政部 107年 1月 22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0103號

函訂定「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第 3條辦 

二、 經查鄉、鎮、縣轄市公所無發行政府公報 ，爰依內政部 106年 8

月 14日內授營字第 1060812397號函文解釋意旨，協助刊登於本府

公報，以加強公告周知民眾參與之目的。 

正本：本府行政處 

副本：苗栗縣銅鑼鄉公所、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附「銅鑼鄉公所公告」。 

 

 

電子公文交換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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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 日 
府環水字第 1080013669B 號 

 

主旨：修正公告本縣西湖鄉新高埔段 1770、1790 及 1807 地號等 3 筆 

      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下稱土污法）第 12條、第 16條規 

      定暨苗栗縣政府地籍圖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結果通知書辦理。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名稱：萬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萬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場址地號：西湖鄉新高埔段 1770、1790 及 1807 地號等 3 筆土

地。 

四、場址面積：15,882.05 平方公尺。 

五、場址現況概述：萬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89年 7月已停工，無運作 

    事實，經本府於 93年 2月 13日公告註銷該工廠登記，廠區內製程設 

    施已拆除，現況為空地。 

六、污染物及污染情形： 

 (一) 西湖鄉新高埔段 1770地號土壤鉻濃度為 596mg/kg，超過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 

(二) 西湖鄉新高埔段 1790及 1807地號土壤二甲苯濃度為 919mg/kg、苯 

     苯濃度為 168mg/kg、乙苯濃度為 353mg/kg、甲苯濃度為， 

      240mg/kg，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準。 

七、土壤污染管制區： 

(一) 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人民健康，特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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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土壤污染管制區。 

(二) 管制範圍：西湖鄉新高埔段 1770、1790及 1807地號等 3筆土地。 

(三) 管制事項：管制區內之管制事項依土污法第 17條及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管制區管制辦法相關規定辦理，若有違反，依土污法第 40條或第 

     41條規定裁處。 

八、其他重要事項： 

(一) 管制目的：本場址因辦理地籍圖土地重測，苗栗縣政府 106年 9月 

     21日以通知書（編號 785）通知土地所有人，原高埔段 125-17、 

     125-40、125-64等 3筆地號，變更為新高埔段 1770、1790、1807 

     等 3筆地號。 

(二) 原本府 98年 8月 20日環水字第 0987801711號公告及 98年 8月 25 

     日府環水字第 0987801739號公告廢止。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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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 日 
府地籍字第 1080061927B 號 

主旨：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 

      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 

      週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4條第 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 

      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已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土地代為標 

    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台灣銀行苗栗分行之苗栗縣地籍 

    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三、申請保管款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2樓（本府地政處）。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存入專戶起 10年內(如清 

     冊)，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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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苗栗縣政府辦理地籍清理第 15批(第 2次)及第 16批(第 2次)土

地代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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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 日 
府財產字第 1080062487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19條第 2款第 4目、第 26條。 

三、「苗栗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財政處公有財產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554。 

（四）傳真：037-361003。 

（五）電子郵件：mlh260@ems.miaoli.gov.tw。 

 

      附「附件」。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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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 

苗栗縣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7 日 
府人考字第 1080069238 號 

 

主旨：有關通霄鎮公所前秘書鄭惠琴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判決：「鄭惠琴記過壹次」，請查照。 

說明： 

一、 貴所前秘書鄭惠琴因案移付懲戒，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8年 4

月 10日 108年度清字第 13223號判決「記過壹次」。 

二、 旨揭判決書業於 108年 4月 12日送達本府，依據公務員懲戒判決

執行辦法第 3條規定，懲戒判決於判決書正本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

關之翌日(亦即 108年 4月 13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請貴所依

銓敘部 104年 5月 4日部銓四字第 1043972291號函規定，將鄭員

之懲戒處分執行情形表及動態登記書送銓敘部辦理登記。 

三、 依前開同法第 4條規定本案副本轉知銓敘部，另請本府行政處將旨

揭判決書登載於本府公報。 

四、 檢附旨揭判決書影本及懲戒處分執行情形表各 1份。 

 

正本：通霄鎮公所 

副本：銓敘部、行政處、政風處、人事處 

 

      附「公懲會判決書」。 

 

電子公文交換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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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2 日 
府主總字第 1080069606 號 

 

主旨：檢送「苗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會計制度」乙份，並自即日生

效， 

      請查照。 

說明： 

一、本制度業於 108年 4月 10日簽報縣長核准在案。 

二、依會計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頒行，自即日生效。 

三、本會計制度檔案公告於苗栗縣政府主計處公告資訊網頁，請自行下載 

    運用。

（網:https://www.miaoli.gov.tw/accounting/index.php）。 

正本：本府地政處 

副本：審計部臺灣省苗栗縣審計室、本府行政處(文檔科，請刊登縣政府

公報)(含附件)、本府主計處 

 

 

 

電子公文交換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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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0 日 
府人考字第 1080062658 號 

 

主旨：有關大南國民小學代理教師兼教務組長傅淑琴違法兼職，業經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傅淑琴申誡」，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8年度 3月 27日清字第 13215號函辦

理， 

並檢附原函影本 1份。 

二、 旨揭判決書業於 108年 3月 29日送達本府，依據公務員懲戒判決

執行辦法第 3條規定，懲戒判決於判決書正本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

關之翌日(亦即 108年 3月 30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請貴校依

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之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三、 副本轉知本府教育處及行政處，請行政處將旨揭判決書登載於本府

公報。 

 

正本：苗栗縣大湖鄉大南國民小學 

副本：教育處、行政處 

 

      附「公懲會判決書」。 

 

 

電子公文交換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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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所：苗栗縣政府                                                     編輯：苗栗縣政府行政處 

機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一○○號                 電話：(037)559981 

傳真：(037)37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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