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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制定「彰化縣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附「彰化縣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條  為維護民眾參加彰化縣大型群聚活動之公共安全，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制

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本府各局處之權責

劃分如下： 

          一、本縣消防局：負責受理民眾於私人場地辦理大型群聚活動申請及依本

自治條例相關協調、執行、違反本自治條例之處理及關於消防安全規

劃之審查及稽查。 

          二、本縣衛生局：負責緊急醫療、食品安全、菸害防制與防疫等規劃之審

查及稽查。 

          三、本縣警察局：負責治安維護及交通管制規劃之審查及稽查。 

          四、本府建設處：負責臨時建築物安全、容留人數、無障礙設施規劃之審

查及稽查。 

          五、本縣環境保護局：負責場地清潔及噪音規劃之審查及稽查。 

          六、本府社會處：負責兒童、年長者及身心障礙者服務照顧規劃之審查及

稽查。 

          七、本府其他機關依其目的事業主管事項辦理。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大型群聚活動，係指私法人(公營事業機構及私立學校除

外)、團體或自然人(以下簡稱主辦者)於私有場地或非本府管理之公有場地(以

下簡稱場地)，舉辦每場次聚集或可能聚集人數達一千人以上，且持續二小時

以上之下列活動： 

中華民國106年1月5日 

府法制字第1050460430號 

附件：彰化縣民間辦理大型群聚

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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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體育競技活動。 

          二、派對、演唱會、音樂會或類似之娛樂活動。 

          三、展覽(售)、人才招募會、博覽會等活動。 

          四、燈會、花會、廟會、煙火晚會等活動。 

          五、宗教、民俗節慶、原住民慶典等活動。 

     下列活動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一、體育場館、影劇院、音樂廳、宗教場所、娛樂場所、百貨商場、展覽

場、觀光遊樂業園區等依其原使用用途、營業項目、興辦事業計畫之

範圍內舉辦之活動。 

          二、婚、喪等社交、習俗活動。 

          三、依集會遊行法應申請許可之集會、遊行活動。 

     除第一項規定外，活動有新穎性表演、助興方法致生公共危險之虞，或活

動內容、方法有超出本府應變能力之虞者，本府得指定或公告為大型群聚活動。 

第四條    主辦者辦理指定、公告或三千人以上之大型群聚活動（以下簡稱應申請許

可之大型群聚活動），應於活動舉辦三十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經審查通過並發給許可文件後，始得辦理活動： 

          一、申請書。 

          二、主辦者為私法人、團體者，其組織之登記證明文件或許可文件，及負

責人身分證明文件；為自然人者，其身分證明文件。 

          三、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四、活動方案及說明。 

          五、活動安全工作計畫。 

          六、與場所管理者簽訂之安全約定。 

          七、場地或活動性質應另經許可者，其許可證明。 

     主辦者辦理未達三千人之大型群聚活動，應於活動舉辦十五日前，檢附報

備書及前項第二款至第七款文件向主管機關報備。 

     大型群聚活動有致生公共危險之虞或超出本府應變能力之虞時，主管機關

得限期命令主辦者提出申請許可、調整辦理時間、規模、活動內容或自行增設

應變人力及設備。 

     大型群聚活動性質特殊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二項申請許可或報備時間之

限制。 

     主管機關受理大型群聚活動之申請許可或報備，於必要時，得進行現地會

勘。 

第五條    應申請許可之大型群聚活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駁回申請： 

          一、違反法規規定。 

          二、有明顯事實足認為活動有危害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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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請檢附文件或提出時間不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經限期補正，逾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四、未依前條第三項命令辦理。 

第六條  經許可之大型群聚活動，如有變更活動時間，應於活動原舉辦日期七日前，

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許可；經報備者，應於活動原舉辦日期三日前，以

書面向主管機關報備。但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如期舉辦者，

得不在此限。 

     主辦者變更大型群聚活動之地點、內容、擴大舉辦規模者，或因天災、事

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原活動場地有安全之虞者，應重新申請許可或報備；主

管機關亦得命其重新申請許可或報備。 

第七條    主辦者應依許可或報備之活動安全工作計畫辦理，落實工作人員教育訓練

及器材維護等工作，確實執行安全管理工作。 

     前項安全管理工作紀錄，應備置於現場提供查核。 

第八條    主管機關於經許可之大型群聚活動舉辦前或大型群聚活動舉辦期間，得進

行稽查。 

     主管機關於經許可之大型群聚活動舉辦前，發現其有違反本自治條例相關

規定者，應通知主辦者限期完成改善或補正，逾期未完成者，得撤銷或廢止許

可。 

     主管機關於經許可之大型群聚活動舉辦期間，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

命主辦者改善或停止活動： 

          一、發生重大事故。 

          二、違反公共安全。 

          三、現場活動與申請許可、報備內容或活動安全工作計畫不符。 

          四、違反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 

          五、其他情節重大，非停止相關活動不能確保公共安全。 

     主辦者對第一項之稽查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九條    大型群聚活動主辦者應依活動性質及規模，對所有參與活動人員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 

     前項最低保險金額應依行政院核定之「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

保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辦理。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主辦者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命立即停止活動，未遵行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未經許可、報備或未依命令辦理，

而舉辦大型群聚活動。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或報備，而變更時間舉辦大型群聚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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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未經重新許可或報備，而舉辦大型群聚活動。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主辦者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未落實安全管理，經限期改善，未改善或改

善未完全。 

          二、違反第八條第三項停止活動命令。 

          三、違反第八條第四項規定，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稽查。 

第十一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未依期限申請變更或報備者，由主管機關處主

辦者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二條  違反第八條第三項改善命令者，由主管機關處主辦者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仍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並得命其停止活動。 

第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未於現場備置安全管理工作紀錄，經主管機關

命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處主辦者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彰化縣噪音管制區內禁止從事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行為之時

間、地區或場所」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噪音管制法第八條第四款。 

三、修正草案內容詳如附件，相關內容另刊登於本縣府公報及本縣環境保護局噪音

及監測資訊系統網頁（http://plan.chepb.gov.tw/noise/Law.aspx）。 

四、對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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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稽查科。 

(二)地址：彰化市健興路 1 號 2 樓。 

(三)電話：04-7115655 分機 816。 

中華民國105年12月16日 

府授環稽字第10504134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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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真：04-7114820。 

(五)電子信箱：richie517@chepb.gov.tw。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噪音管制區內禁止從事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行為之

時間、地區或場所」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有效執行本縣噪音污染防制業務，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8 條第 4 款規定修正「彰

化縣噪音管制區內禁止從事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行為之時間、地區或場所」公告。 

  考量現行都會生活型態，洗衣業營業處所多設置於人口居住密集區域，為使本縣

管制項目與鄰近縣市一致，變更原公告事項七內容為：「於本縣第一、二類噪音管制

區內自晚上十時起至翌日上午七時止，洗衣業使用(含提供)動力機械操作從事商業行

為不得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新增公告事項八，係為原公告事項七因應本次修正

草案變更其項次，原內容未作修正；新增公告事項九，因應本次修正草案，故於公告

事項九說明將原本府 104 年 2 月 26 日所辦理之公告內容停止適用。 

 

「彰化縣噪音管制區內禁止從事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行為之

時間、地區或場所」公告修正前後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於本縣第一、二類噪音

管制區內自晚上十時

起 至 翌 日 上 午 七 時

止，洗衣業使用(含提

供)動力機械操作從事

商業行為不得妨害他

人生活環境安寧。 

七、違反本公告者，依噪音

管制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處新臺幣三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其立即改善，如未遵

行者，按次處罰。 

一、內容變更。 

二、為避免民眾於亟需安寧

時段受到噪音干擾，新

增於本縣第一、二類噪

音管制區內於自晚上

十時起至翌日上午七

時止時洗衣業使用動

力機械操作之商業行

為不得妨害他人生活

環境安寧，以使公告內

容更為周延。 

八、違反本公告者，依噪音

管制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處新臺幣三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項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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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立即改善，如未遵

行者，按次處罰。 

九、本公告自公布日起施行，

原本府 104 年 2 月 26

日 府 授 環 稽 字 第

1040043097 號公告，自

本公告生效日起停止

適用。 

 一、本項新增。 

二、說明原本府 104 年 2 月

26 日之公告自本公告

實施日起停止適用。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 105 年 11 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乙份（汽車 2

輛、機車 24 輛，詳如清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 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限自公告日起 1 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洽

領（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 13-6 號、電話：04-7692535），逾期則依廢棄物處理。 

 二、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拖吊費及保管費。 

局 長 江 培 根 
 

汽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1101 EN00CS

-000395 

FORD 汽車 藍 105110711 彰化巿 忠義街  P2717395U 

1102 EN01CS

-000160 

中華 汽車 紅 105111109 彰化巿 永安街 277 巷

32 號對面 

 4G82M090082 

 
機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1101 PN01MS

-IDB-868 

三陽

124 

機車 黑 105110709 彰化巿 文心街24號對

面(延平公園

大門前) 

EH300884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2日 

彰環工字第1050068336號 

附件：105年11月份轄內執行廢棄

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

料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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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1102 PN01MS-

BLH-695 

三陽

125 

機車 銀 105110709 彰化巿 文心街24號對

面(延平公園

大門前) 

 KC242541 

M1103 PN01MS-

TSL-757 

山葉

49 

機車 黑 105110709 彰化巿 文心街24號對

面(延平公園

大門前) 

 3XY-299722 

M1104 EN01MS

-000167 

光陽

49 

機車 綠 105110709 彰化巿 旭光西路90號

前 

 SA50A-115691 

M1105 PN01MS-

YGL-163 

山葉

125 

機車 紫 105110709 彰化巿 卦山路28號前  4TE-527972 

M1106 EN01MS

-000166 

三陽

49 

機車 紅 105110709 彰化巿 長安街56號旁  FK228388 

M1107 EN01MS

-000168 

光陽

124 

機車 黑 105110710 彰化巿 進德路 2 巷與

力行路口 

 ST25BA-219035 

M1108 EN01MS

-000169 

光陽

124 

機車 黑 105110710 彰化巿 進德路 2 巷與

力行路口 

 SA25AX-150649 

M1109 EN01MS

-000170 

三陽

101 

機車 藍 105110710 彰化巿 學士街90號對

面 

 KK005936 

M1110 PN01MS-

TTG-921 

山葉

49 

機車 白 105110710 彰化巿 中 山 路 三 段

512 號對面 

 4DY-054308 

M1111 PN01MS-

SR3-065 

三陽

49 

機車 銀 105110710 彰化巿 陽明公園停車

場旁人行道 

 ER067449 

M1112 EN00MS

-000103 

山葉

49 

機車 藍 105110710 彰化巿 泰豐街(太子

哈佛後門) 

 4DY-026443 

M1113 PN01MS

-KJP-710 

鈴木

99 

機車 藍 105111109 彰化巿 公園路二段 90

號對面 

 XP-328460 

M1114 PN01MS-

UZG-679 

光陽

49 

機車 白 105111109 彰化巿 公園路二段 90

號對面 

 SB10BB-102757 

M1115 PN01MS-

TNN-010 

三陽

49 

機車 灰 105111110 彰化巿 民族路 49 巷 2

號旁 

 GG-018004 

M1116 EN01MS

-000155 

光陽

49 

機車 紅 105111110 彰化巿 中山路二段 356

巷 1 號對面 

 GR1G-109185 

M1117 PN01MS-

KVS-516 

光陽

125 

機車 黑 105111110 彰化巿 金 馬 路 二 段

481 號前 

 SA25BA-102661 

M1118 EN01MS

-000163 

三陽

101 

機車 藍 105111110 彰化巿 長壽街 110 號

前 

 GK04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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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1119 EN01MS

-000164 

三陽

124 

機車 黑 105111110 彰化巿 長壽街 110 號

前 

 FG204615 

M1120 EN01MS

-000165 

三陽

49 

機車 黑 105111110 彰化巿 長壽街 110 號

前 

 FL000893 

M1121 
PN01MS

-SOJ-925 

山葉

49 
機車 黑 105111111 彰化巿 

彰和路與金馬

路口 
 3XG-231070 

M1122 
EN01MS

-000180 

三陽

125 
機車 黑 105111609 彰化巿 

金馬路二段 21

號旁 
 HG044496 

M1123 
EN00MS

-000115 

光陽

49 
機車 黑 105111609 彰化巿 

中 正 路 一 段

447 號 
 GR1B7-136861 

M1124 
EN00MS

-000116 

三陽

49 
機車 紅 105111609 彰化巿 

中 正 路 一 段

447 號 
 GG073685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辦理土壤污染達監測標準之監測場址 105 年土壤定期監測結果。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低於監測標準：立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秀水廠、兆利合成有限公司、彰化市西

門口段 0136-0000 地號、0136-0014 地號(北坵塊、南坵塊)、0544-0003 地號、

彰化市磚磘段 0419-0000地號(北坵塊-2、西南坵塊)、0435-0000地號、0559-0000

地號(南坵塊)、1031-0000 地號、彰化市平和段 0793-0000 地號、彰化市線東段

0048-0000 地號、0052-0000 地號(東坵塊)、0064-0000 地號、0233-0000 地號(北

坵塊、南坵塊)、0235-0000 地號、0292-0000 地號、0752-0000 地號、0855-0000

地號、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20-0006 地號(東南坵塊-2、東南坵塊-3、

西北坵塊、西南坵塊-1、西南坵塊-2、西南坵塊-3)、0175-0003 地號(中坵塊、

西坵塊)、0177-0000 地號、0177-0001 地號、0225-0000 號(西坵塊)、彰化市延

和段 0590-0000 地號(西中坵塊、東中坵塊)、彰化市南興段 0663-0000 地號、

0732-0000 地號、0934-0000 地號、彰化市莿桐段 0065-0000 地號、0444-0001

地號、0490-0000 地號(東北坵塊)、0619-0000 地號、0887-0000 地號、0888-0000

地號、0895-0001地號、0917-0000地號、1922-0000地號、鹿港鎮振興段 0115-0000

地號、0787-0000 地號、1601-0000 地號、鹿港鎮頂和段 0086-0000 地號、鹿港

鎮鹿犁段 0019-0000 地號、0358-0000 地號、0359-0000 地號、0372-0000 地號、

0397-0002 地號、0610-0000 地號、和美鎮大榮段 0264-0000 地號、0521-0000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6日 

府授環水字第1050422572號 

附件：105年定期監測場址定期監

測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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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和美鎮嘉安段 1093-0000 地號、和美鎮柑竹段 1154-0000 地號、1160-0000

地號(東坵塊)、和美鎮嘉詔段 1045-0000 地號、1094-0000 地號、和美鎮嘉慶段

0277-0000 地號、0674-0000 地號、0675-0000 地號、0498-0000 地號(東坵塊)、

0710-0000 地號(中坵塊、南中坵塊)。 

 二、達監測標準：彰化市大埔段 0527-0002 地號、彰化市西門口段 0540-0005 地號、

彰化市磚磘段 0419-0000 地號(東南坵塊)、0559-0000 地號(北坵塊)、彰化市平

和段 0447-0000 地號、彰化市線東段 0035-0000 地號、0076-0000 地號、0233-0000

地號(中坵塊)、0259-0000 地號、0320-0000 地號、0370-0000 地號(北坵塊、東

南坵塊)、0376-0000 地號、0380-0000 地號、0514-0000 地號、0775-0000 地號、

0802-0000 地號、0853-0000 地號、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20-0006 地號

(東北坵塊)、0175-0003 地號(東坵塊)、0176-0000 地號、0225-0000 號(東坵塊、

中坵塊)、0226-0000 號、彰化市延和段 0590-0000 地號(西坵塊、中坵塊、東坵

塊)、彰化市阿夷段柴坑子小段 0702-0000 地號、彰化市南興段 0603-0000 地號、

0605-0000 地號、0606-0000 地號、彰化市莿桐段 0490-0000 地號(西南坵塊)、

0574-0000 地號、0621-0000 地號、0621-0002 地號、0622-0000 地號、0883-0000

地號、1959-0000 地號、彰化市彰興段 0022-0000 地號、彰化市泰和段 0237-0000

地號、0238-0000 地號、鹿港鎮振興段 1633-0000 地號、1638-0000 地號、鹿港

鎮頂和段 0006-0000 地號、0027-0000 地號、0064-0000 地號、0106-0000 地號、

0331-0000 地號、鹿港鎮鹿犁段 0399-0000 地號、0404-0000 地號、0599-0000

地號、0602-0000 地號、鹿港鎮鹿鳴段 0426-0000 地號、0936-0000 地號、和美

鎮大嘉段 1003-0000 地號、和美鎮大榮段 0008-0000 地號、0065-0000 地號、和

美鎮嘉詔段 0358-0000 地號、0391-0000 地號、0732-0000 地號、0998-0000 地

號、和美鎮嘉慶段 0498-0000 地號(西坵塊)、0506-0000 地號、0623-0000 地號、

0710-0000 地號(北坵塊、北中坵塊、南坵塊)、和美鎮柑竹段 1160-0000 地號(西

坵塊)。 

 三、達管制標準：渤鐽國際有限公司、彰化市磚磘段 0419-0000 地號(西北坵塊)、

0533-0000 地號、0539-0000 地號(北坵塊、南坵塊)、0922-0000 地號、彰化市

線東段 0052-0000 地號(西坵塊)、0280-0000 地號、0377-0000 地號、0500-0000

地號、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20-0006 地號(東南一坵塊)、0215-0000

地號、0221-0005 號、0221-0006 號、彰化市南興段 0517-0000 地號、彰化市莿

桐段 1892-0000 地號、彰化市泰和段 0240-0000 地號、鹿港鎮頂和段 0409-0000

地號、鹿港鎮鹿犁段 0659-0000 地號、和美鎮大榮段 0013-0000 地號、1651-0000

地號、和美鎮大嘉段 0901-0000 地號、0992-0000 地號、和美鎮大霞段 1826-0000

地號、和美鎮嘉安段 1076-0000 地號、1118-0000 地號、和美鎮嘉詔段 1086-0000

地號、1087-0000 地號、1103-0000 地號(北坵塊)、和美鎮嘉慶段 0465-0000 地

號、0498-0000 地號(西南坵塊)、0565-0000 地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 期 
 

13 

 

 四、土壤污染達監測標準之監測場址 105 年土壤定期監測結果統計表如附件所示。 

縣 長 魏 明 谷 
 

105 年定期監測場址定期監測結果 

低於監測標準 

序號 土地類型 場址名稱 

1 
工廠 

立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秀水廠 

2 兆利合成有限公司 

3 

農地 

彰化市西門口段 0136-0000 地號 

4 彰化市西門口段 0136-0014 地號(北坵塊、南坵塊) 

5 彰化市西門口段 0544-0003 地號 

6 彰化市磚磘段 0419-0000 地號(北坵塊-2、西南坵塊) 

7 彰化市磚磘段 0435-0000 地號 

8 彰化市磚磘段 0559-0000 地號(南坵塊) 

9 彰化市磚磘段 1031-0000 地號 

10 彰化市平和段 0793-0000 地號 

11 彰化市線東段 0048-0000 地號 

12 彰化市線東段 0052-0000 地號(東坵塊) 

13 彰化市線東段 0064-0000 地號 

14 彰化市線東段 0233-0000 地號(北坵塊、南坵塊) 

15 彰化市線東段 0235-0000 地號 

16 彰化市線東段 0292-0000 地號 

17 彰化市線東段 0752-0000 地號 

18 彰化市線東段 0855-0000 地號 

19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20-0006 地號(東南坵塊-2、東南坵塊-3、 

西北坵塊、西南坵塊-1、西南坵塊-2、西南坵塊-3) 

20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75-0003 地號(中坵塊、西坵塊) 

21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77-0000 地號 

22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77-0001 地號 

23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225-0000 號(西坵塊) 

24 彰化市延和段 0590-0000 地號(西中坵塊、東中坵塊) 

25 彰化市南興段 0663-0000 地號 

26 彰化市南興段 0732-0000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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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監測標準 

序號 土地類型 場址名稱 

27 

農地 

彰化市南興段 0934-0000 地號 

28 彰化市莿桐段 0065-0000 地號 

29 彰化市莿桐段 0444-0001 地號 

30 彰化市莿桐段 0490-0000 地號(東北坵塊) 

31 彰化市莿桐段 0619-0000 地號 

32 彰化市莿桐段 0887-0000 地號 

33 彰化市莿桐段 0888-0000 地號 

34 彰化市莿桐段 0895-0001 地號 

35 彰化市莿桐段 0917-0000 地號 

36 彰化市莿桐段 1922-0000 地號 

37 鹿港鎮振興段 0115-0000 地號 

38 鹿港鎮振興段 0787-0000 地號 

39 鹿港鎮振興段 1601-0000 地號 

40 鹿港鎮頂和段 0086-0000 地號 

41 鹿港鎮鹿犁段 0019-0000 地號 

42 鹿港鎮鹿犁段 0358-0000 地號 

43 鹿港鎮鹿犁段 0359-0000 地號 

44 鹿港鎮鹿犁段 0372-0000 地號 

45 鹿港鎮鹿犁段 0397-0002 地號 

46 鹿港鎮鹿犁段 0610-0000 地號 

47 和美鎮大榮段 0264-0000 地號 

48 和美鎮大榮段 0521-0000 地號 

49 和美鎮嘉安段 1093-0000 地號 

50 和美鎮柑竹段 1154-0000 地號 

51 和美鎮柑竹段 1160-0000 地號(東坵塊) 

52 和美鎮嘉詔段 1045-0000 地號 

53 和美鎮嘉詔段 1094-0000 地號 

54 和美鎮嘉慶段 0277-0000 地號 

55 和美鎮嘉慶段 0674-0000 地號 

56 和美鎮嘉慶段 0675-0000 地號 

57 和美鎮嘉慶段 0498-0000 地號(東坵塊) 

58 和美鎮嘉慶段 0710-0000 地號(中坵塊、南中坵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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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監測標準 

序號 土地類型 場址名稱 

1 

農地 

彰化市大埔段 0527-0002 地號 

2 彰化市西門口段 0540-0005 地號 

3 彰化市磚磘段 0419-0000 地號(東南坵塊) 

4 彰化市磚磘段 0559-0000 地號(北坵塊) 

5 彰化市平和段 0447-0000 地號 

6 彰化市線東段 0035-0000 地號 

7 彰化市線東段 0076-0000 地號 

8 彰化市線東段 0233-0000 地號(中坵塊) 

9 彰化市線東段 0259-0000 地號 

10 彰化市線東段 0320-0000 地號 

11 彰化市線東段 0370-0000 地號(北坵塊、東南坵塊) 

12 彰化市線東段 0376-0000 地號 

13 彰化市線東段 0380-0000 地號 

14 彰化市線東段 0514-0000 地號 

15 彰化市線東段 0775-0000 地號 

16 彰化市線東段 0802-0000 地號 

17 彰化市線東段 0853-0000 地號 

18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20-0006 地號(東北坵塊) 

19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75-0003 地號(東坵塊) 

20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76-0000 地號 

21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225-0000 號(東坵塊、中坵塊) 

22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226-0000 號 

23 彰化市延和段 0590-0000 地號(西坵塊、中坵塊、東坵塊) 

24 彰化市阿夷段柴坑子小段 0702-0000 地號 

25 彰化市南興段 0603-0000 地號 

26 彰化市南興段 0605-0000 地號 

27 彰化市南興段 0606-0000 地號 

28 彰化市莿桐段 0490-0000 地號(西南坵塊) 

29 彰化市莿桐段 0574-0000 地號 

30 彰化市莿桐段 0621-0000 地號 

31 彰化市莿桐段 0621-0002 地號 

32 彰化市莿桐段 0622-0000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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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監測標準 

序號 土地類型 場址名稱 

33 

農地 

彰化市莿桐段 0883-0000 地號 

34 彰化市莿桐段 1959-0000 地號 

35 彰化市彰興段 0022-0000 地號 

36 彰化市泰和段 0237-0000 地號 

37 彰化市泰和段 0238-0000 地號 

38 鹿港鎮振興段 1633-0000 地號 

39 鹿港鎮振興段 1638-0000 地號 

40 鹿港鎮頂和段 0006-0000 地號 

41 鹿港鎮頂和段 0027-0000 地號 

42 鹿港鎮頂和段 0064-0000 地號 

43 鹿港鎮頂和段 0106-0000 地號 

44 鹿港鎮頂和段 0331-0000 地號 

45 鹿港鎮鹿犁段 0399-0000 地號 

46 鹿港鎮鹿犁段 0404-0000 地號 

47 鹿港鎮鹿犁段 0599-0000 地號 

48 鹿港鎮鹿犁段 0602-0000 地號 

49 鹿港鎮鹿鳴段 0426-0000 地號 

50 和美鎮大嘉段 1003-0000 地號 

51 和美鎮大榮段 0008-0000 地號 

52 和美鎮大榮段 0065-0000 地號 

53 和美鎮嘉詔段 0358-0000 地號 

54 和美鎮嘉詔段 0391-0000 地號 

55 和美鎮嘉詔段 0732-0000 地號 

56 和美鎮嘉詔段 0998-0000 地號 

57 和美鎮嘉慶段 0498-0000 地號(西坵塊) 

58 和美鎮嘉慶段 0506-0000 地號 

59 和美鎮嘉慶段 0623-0000 地號 

60 和美鎮嘉慶段 0710-0000 地號(北坵塊、北中坵塊、南坵塊) 

61 鹿港鎮鹿鳴段 0936-0000 地號 

62 和美鎮柑竹段 1160-0000 地號(西坵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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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管制標準 

序號 土地類型 場址名稱 

1 工廠 渤鐽國際有限公司 

2 

農地 

彰化市磚磘段 0419-0000 地號(西北坵塊) 

3 彰化市磚磘段 0533-0000 地號 

4 彰化市磚磘段 0539-0000 地號(北坵塊、南坵塊) 

5 彰化市磚磘段 0922-0000 地號 

6 彰化市線東段 0052-0000 地號(西坵塊) 

7 彰化市線東段 0280-0000 地號 

8 彰化市線東段 0377-0000 地號 

9 彰化市線東段 0500-0000 地號 

10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20-0006 地號(東南一坵塊) 

11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215-0000 地號 

12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221-0005 號 

13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221-0006 號 

14 彰化市南興段 0517-0000 地號 

15 彰化市莿桐段 1892-0000 地號 

16 彰化市泰和段 0240-0000 地號 

17 鹿港鎮頂和段 0409-0000 地號 

18 鹿港鎮鹿犁段 0659-0000 地號 

19 和美鎮大榮段 0013-0000 地號 

20 和美鎮大榮段 1651-0000 地號 

21 和美鎮大嘉段 0901-0000 地號 

22 和美鎮大嘉段 0992-0000 地號 

23 和美鎮大霞段 1826-0000 地號 

24 和美鎮嘉安段 1076-0000 地號 

25 和美鎮嘉安段 1118-0000 地號 

26 和美鎮嘉詔段 1086-0000 地號 

27 和美鎮嘉詔段 1087-0000 地號 

28 和美鎮嘉詔段 1103-0000 地號(北坵塊) 

29 和美鎮嘉慶段 0465-0000 地號 

30 和美鎮嘉慶段 0498-0000 地號(西南坵塊) 

31 和美鎮嘉慶段 0565-0000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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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為本縣公告污染農地和美鎮嘉詔段 1102-0000、1103-0000 等 2 筆地號因污染坵

塊非全地號，爰修正本府 105 年 11 月 21 日府授環水字第 1050390327 號公告。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6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原公告場址及管制範圍：彰化縣和美鎮嘉詔段 1102-0000、1103-0000 地號，面

積分別為 0.218934、0.214715 公頃。 

 二、修正後公告場址及管制範圍：彰化縣和美鎮嘉詔段 1102-0000（部分）、

1103-0000（部分）地號，面積分別為 0.094300、0.084620 公頃。 

 三、餘未修正事項同旨揭公告。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和美鎮嘉詔段 1102-0000(部分)、1103-0000(部分)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6日 

府授環水字第10504334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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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砷 
(一般)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60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pH 2 30 120 175 2.5 300 260 130 

嘉詔段

1102,1103

-S01 

201426 2665566 0.17892 6.3 0.459 8.50 408 339 2.74 54.7 923 418 

 

 A B C D 

X 201413 201441 201448 201420 

Y 2665570 2665571 2665511 2665508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內政部

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彰化縣和美鎮嘉詔段 1102-0000(部分)、 

1103-0000(部分)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農用面積（公頃） 

嘉詔段 1102-0000 0.094300 

嘉詔段 1103-0000 0.084620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本縣龍進鍛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104 家公司工廠登記（如後附清

冊），請周知。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 

公告事項： 

 一、冊列公司（廠）經本府 104、105 年辦理工廠校正因歇業逾 1 年、遷止不明或

停工等原因連續 2 年未接受工廠校正，應予廢止工廠登記。 

中華民國105年12月15日 

府建工字第1050425673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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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廢止工廠登記後之廠房，應依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管制規定使用。 

 三、經廢止工廠登記之公司（廠），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者，得於接獲公告廢止函之

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提起訴願。 

縣 長 魏 明 谷 

 
項
次 

工廠證號 工廠名稱 登記地址 負責人 產業類別 公告廢止原因 

1 07000057 
龍進鍛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中庄里彰南路

一段２０號 
胡○松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2 07000624 
林昆達實業有限

公司二廠 

彰化縣彰化市茄南里福馬街

２８號１樓 
薛○鳳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3 99645692 膳旺工業社 
彰化縣彰化市古夷里泰和路

三段３３９號 
黃○錞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4 99646062 
潤達實業有限公

司工廠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

一段５３０巷１４９號 
梁○煒 橡膠製品製造業 歇業 

5 99646177 
藝松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古夷里泰和路

三段３１７之２號 
黃○華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

械設備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6 99646289 君力機電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莿桐里彰水路

１９２之２號 
陳○義 電力設備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7 99646579 
鋒龍電鍍工廠股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中庄里彰南路

一段１００巷４９號 
黃○芬 金屬製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8 99646802 
乙偉精機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古夷里泰和路

三段４８０巷４３號 
林○滿 

機械設備製造業,汽

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歇業 

9 99646867 
伸美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莿桐里彰水路

９９巷８９號 
劉○旺 

家具製造業,金屬製

品製造業,其他製造

業 

原址無該廠 

10 99647011 
唐振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石牌里田坑路

一段５５號 
張○英 

塑膠製品製造業,金

屬製品製造業,其他

製造業 

歇業 

11 99647056 貝馬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磚磘里彰草路

４２１號 
盧○裕 紡織業 歇業 

12 99647134 
禾宙皮件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莿桐里彰秀路

４６、５２號 
林○安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

製造業 
歇業 

13 99647655 裕興印書局 
彰化縣彰化市萬安里建國南

路２７巷２號 
王○周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業 
原址無該廠 

14 99647735 
恒誼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里建文街

４３號 
許○鳳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15 99648124 
長春製藥廠股份

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忠權里辭修路

１００巷２３號 
楊○煜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

品製造業 
歇業 

16 99648544 
彰茂機械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工廠 

彰化縣彰化市茄苳里茄苳路

二段１０２號 
陳○煌 機械設備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17 99648603 
銘鎰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二廠 

彰化縣彰化市茄苳里茄苳路

二段１２１巷６２弄８號 
吳○雲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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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廠證號 工廠名稱 登記地址 負責人 產業類別 公告廢止原因 

18 99648815 群琮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國聖里國聖路

１７５巷１５１之５號 
陳○松 機械設備製造業 歇業 

19 99648857 佑易冷氣行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里林森路

２７０巷３４號 
陳○興 機械設備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20 99650379 
葉和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福山里彰南路

一段３００巷１５號 
葉○每 金屬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21 99651286 椿勝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福山里福山街

１６９巷１８號 
范○鑾 

金屬製品製造業,電

子零組件製造業 
歇業 

22 99651391 高詠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大竹里彰南路

二段１１４巷１號 
簡○玎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23 99651872 
蘇振輝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三廠 

彰化縣彰化市古夷里泰和路

三段３１７號 
蘇○輝 金屬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24 99678027 
彰育機械廠有限

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古夷里泰和路

三段４２２巷２號 
黃○源 機械設備製造業 歇業 

25 99678114 
日日興導線有限

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阿夷里泰和路

二段１８４號 
王○霖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

業,其他運輸工具及

其零件製造業 

歇業 

26 99678179 
台森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茄苳里茄苳路

二段５９４之３號 
林○森 紡織業 歇業 

27 99679114 
仁懋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國聖里國聖路

１７５巷１３５弄１４號 
江○居 

機械設備製造業,金

屬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28 99679505 
上合力鋼鐵股份

有限公司工廠 

彰化縣彰化市忠權里辭修路

１２８巷２４弄５號 
劉○玲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29 99679602 錏奇企業社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里平安街

１５８號 
呂○和 

紡織業,塑膠製品製

造業 
歇業 

30 99679682 
富茂香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大竹里竹中路

９、１１號１樓 
沈○慶 食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31 99679737 昕建興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莿桐里彰水路

１４７巷７弄２４號 
黃○英 金屬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32 99679898 
久寧塑鋼工業有

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里彰南路

三段３０７巷２２號 
楊○陞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

造業 
原址無該廠 

33 99680287 玉彬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福山里山中街

１３３之６號 
王○良 金屬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34 99680739 
臺塑汽車貨運股

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彰化縣彰化市中庄里中山路

三段３５９號 
周○華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35 99681009 
泰溢隆興業有限

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下廍里泰安一

街１號１樓 
楊○強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36 99681298 樺鎂科技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里彰南路

三段４５０巷６０之１號 
黃○傑 

電力設備製造業,機

械設備製造業 
歇業 

37 99647930 程霖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溝墘里鹿和路

三段４９８巷１９號 
陳○莉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38 99649326 勝安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溝墘里棋盤巷

５４之３號 
賴○芩 金屬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39 99651504 益豐油廠 
彰化縣鹿港鎮大有里民族路

２０２號 
黃○卿 食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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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廠證號 工廠名稱 登記地址 負責人 產業類別 公告廢止原因 

40 99679398 
慶泉盛實業有限

公司工廠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三路９號 楊○珠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

業,其他運輸工具及

其零件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41 07000651 
台新環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

路５號 
黃○香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

業 
停工一年以上 

42 99646079 協泰電機廠 
彰化縣和美鎮鐵山里彰美路

二段４４６巷３７號 
林○銘 

機械設備製造業,電

子零組件製造業 
歇業 

43 99647391 
啟耀金屬工業有

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詔安里彰和路

二段４４３號 
陳○雄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44 99648483 昇陽製衣興業社 
彰化縣和美鎮四張里德美路

６４８號 
柯○娟 

紡織業,成衣及服飾

品製造業 
歇業 

45 99647610 
合豐塑膠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線西鄉頂犁村和線路

３７２號 
謝○宏 塑膠製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46 99678333 
基馥紡織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定興村彰新路

七段４５０巷６０之１號 
黃○玲 紡織業 原址無該廠 

47 99678734 
塑紡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山東

路１３２巷３號 
趙○華 

塑膠製品製造業,電

力設備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48 99649341 翊筌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同安村同安巷

４１號 
陳○昌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49 99679592 
金瑞峰玻璃有限

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鎮平村阿力街

３５號１樓 
黃○利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業 
原址無該廠 

50 99679985 朝楊企業社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福興路

６２之１４號 
黃○楊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

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51 99680543 瀚江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福南村沿海路

四段６４８號 
劉○蔚 塑膠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52 99650168 元裕工業社 
彰化縣秀水鄉鶴嗚村彰鹿路

２７９號 
施○瓊 紡織業 歇業 

53 99650323 金超益有限公司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村彰馬街

２３號 
陳○育 

金屬製品製造業,其

他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54 07000137 信浩有限公司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忠孝街

２２８巷２０號１樓 
李○琮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

械設備製造業 
歇業 

55 07000345 強昇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中橋街

５３０號 
林○賞 其他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56 07000654 長鴻鋼構有限公司 
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虎山街

３６８巷１號１樓 
唐○宏 金屬製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57 99647177 聖發工業社 
彰化縣花壇鄉三春村彰員路

一段６３８巷３１號 
張○山 金屬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58 99651632 東泰皮革有限公司 
彰化縣花壇鄉三春村溪埔路

１１號 
黃○雄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

製造業 
歇業 

59 99679399 秀水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東

街２８號 
張○東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60 99648905 
福帝塑膠企業有

限公司 

彰化縣芬園鄉進芬村中華路

３３２號 
張○來 

塑膠製品製造業,其

他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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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99679660 
台力石油設備製

造有限公司 

彰化縣芬園鄉竹林村彰南路

四段２７４號１樓 
洪○麟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62 99679726 
裕豪金屬建材有

限公司 

彰化縣芬園鄉縣庄村彰南路

二段２９９號１樓 
趙○霞 金屬製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63 07000839 綠田農場行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成功東

路１７６號１樓 
徐○添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64 07000972 
山會通水業科技

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大饒里員集路

二段３８６巷１３９號 
黃○函 食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65 99647236 富盛碾粉廠 
彰化縣員林市振興里山腳路

二段１４０號 
黃○顯 食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66 99647612 金澧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田中央

巷１９之６號 
翁○宗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67 99649209 金乾源造機工廠 
彰化縣員林市南興里南潭路

２６巷３０弄２５號 
張○涓 機械設備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68 99649866 縉億印刷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新生路

１１２號 
卓○華 

紡織業,紙漿、紙及

紙製品製造業,印刷

及資料儲存媒體複

製業 

原址無該廠 

69 99680973 達陽開發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成功路

１７巷３７弄３號 
黃○輝 機械設備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70 99650317 溪湖永興米廠 
彰化縣溪湖鎮湳底里湳底路

１８之１號 
楊○凰 食品製造業 歇業 

71 99650563 
寶島羽毛廠股份

有限公司 

彰化縣溪湖鎮東寮里員鹿路

三段４５２巷７號 
巫○河 其他製造業 歇業 

72 99678617 洽源製油廠 
彰化縣溪湖鎮光華里二溪路

４９號 
楊○雙 食品製造業 歇業 

73 99645305 
創新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田中鎮沙崙里新工一

路２８號 
詹○宏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74 99645340 
六暉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田中鎮沙崙里新工五

路６４號 
吳○鹿 橡膠製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75 99650432 明友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田中鎮平和里山腳路

五段７６號 
楊○丁 

家具製造業,紙漿、

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76 99678504 興南碾米工廠 
彰化縣田中鎮沙崙里中州路

沙崙巷５５之１號 
林○輝 食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77 99679981 
優耐立國際有限

公司工廠 

彰化縣田中鎮沙崙里新工六

路４５號 
江○宏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78 99681198 
啟銓熱處理工業

有限公司 

彰化縣田中鎮中潭里民安街

２１號 
陳○國 機械設備製造業 歇業 

79 99681220 盧新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田中鎮三安里員集路

一段２１６號１樓 
盧○濱 金屬製品製造業 歇業 

80 07000323 正鋒精密有限公司 
彰化縣埔鹽鄉南港村埔菜路

１巷１８號 
楊○明 金屬製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81 99645624 
玉山乳膠廠股份

有限公司 

彰化縣埔鹽鄉出水村埔港路

５８號 
陳○樹 

橡膠製品製造業,塑

膠製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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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99648534 
國光砂輪工業有

限公司 

彰化縣埔鹽鄉豐澤村埔打路

５４號 
章○宏 機械設備製造業 歇業 

83 99649345 
謙鎰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埔鹽鄉埔南村彰水路

一段３６５巷９號 
鍾○嬌 橡膠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84 99649571 久田企業社 
彰化縣埔鹽鄉豐澤村埔打路

２巷１之２號 
曾○津 金屬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85 99649658 
翔閎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埔鹽鄉南港村埔菜路

１巷２０之２１號 
張○民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

械設備製造業,汽車

及其零件製造業,其

他運輸工具及其零

件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86 99649683 高詮工業社 
彰化縣埔鹽鄉南新村好金路

３巷９之３號 
施○華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

械設備製造業 
歇業 

87 99651267 銓盛機械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五汴村五汴巷

１９１號 
陳○儀 

金屬製品製造業,汽

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88 99680833 義成工業社 
彰化縣永靖鄉五汴村松村巷

１８２號 
謝○成 金屬製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89 99648784 
開順針織廠有限

公司 

彰化縣社頭鄉橋頭村員集路

三段２０６號 
劉○鑾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

業 
歇業 

90 99649059 酷襪有限公司 
彰化縣社頭鄉仁雅村社斗路

一段９４９巷７號 
張○暖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

業 
歇業 

91 99678404 
威樂實業有限公

司工廠 

彰化縣社頭鄉仁雅村中山路

一段２２９巷１６號 
陳○民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

業 
停工一年以上 

92 99650108 
彰化縣二水鄉農

會碾米廠 

彰化縣二水鄉裕民村員集路

三段２５３號 
鄭○賀 食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93 07000320 皇傑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北斗鎮大新里四海路

一段５１號 
江○菁 其他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94 99649918 
興學社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彰化縣田尾鄉海豐村中正路

三段３６５號 
蔡○婉 

木竹製品製造業,家

具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95 99679476 
宜金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彰化縣田尾鄉饒平村建平路

一段１６０巷２０號 
謝○沈 電力設備製造業 歇業 

96 99646057 
永銳堅電通股份

有限公司 

彰化縣埤頭鄉崙腳村興工路

８之５號 
朱○貴 金屬製品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97 99680589 
昌成工業有限公

司 

彰化縣埤頭鄉崙子村彰水路

三段８４９號 
吳○哲 

金屬製品製造業,汽

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98 99680880 
東新環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埤頭鄉埤頭村育樂巷

２８６號１樓 
張○卿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

械設備製造業,汽車

及其零件製造業,其

他運輸工具及其零

件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99 99681056 
麗升股份有限公

司工廠 

彰化縣埤頭鄉崙腳村和平路

４４３巷１弄１３號１樓 
吳○惠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

業 
停工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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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99680968 
萬國石材有限公

司彰化廠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和平街

２９號 
黃○翔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

造業 
原址無該廠 

101 07000607 堅達橡膠行 
彰化縣溪州鄉舊眉村胡厝路

２號 
薛○春 橡膠製品製造業 歇業 

102 07001310 宏吉工業社 
彰化縣溪州鄉溪厝村中山路

二段６９４巷１４號１樓 
呂○顯 家具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103 99649445 豫蒙金屬工程行 
彰化縣溪州鄉圳寮村陸軍路

１９號 
黃○香 

機械設備製造業,基

本金屬製造業 
原址無該廠 

104 99681035 宏彬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溪州鄉舊眉村頭前路

８號１樓 
林○遠 食品製造業 停工一年以上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擬定北斗都市計畫（原「公一」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

計畫（依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32 次會議決議補辦公開展覽）」計畫書、

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請公告周知。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 

 二、105 年 5 月 27 日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32 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北斗鎮公

所供公眾閱覽。 

 二、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105 年 12 月 21 日起至 106 年 1 月 19 日止。 

 三、公開說明會：10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整於北斗鎮公所 3

樓會議室。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變更案如有任何意見及建議事項，請於公開展覽期間以

書面載明姓名或單位名稱及通訊地址，陳明具體意見或建議事項後向本府或北

斗鎮公所提出（意見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北斗鎮公所索取，亦可

上本府建設處網站公告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並供各級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參考。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5年12月16日 

府建城字第1050428486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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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高速公路員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暨

計畫圖重製） 」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請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26 條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 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地點：旨案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溪湖鎮公所、埔心鄉

公所、永靖鄉公所供公眾閱覽。 

 二、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105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106 年 1 月 24 日止。 

 三、公開說明會： 

  (一)106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於埔心鄉公所 3 樓禮堂。 

  (二)106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02 時整於永靖鄉公所 3 樓禮堂。 

  (三)106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整於溪湖鎮公所 3 樓禮堂。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變更案如有任何意見及建議事項，請於公開展覽期間以

書面載明姓名或單位名稱及通訊地址，陳明具體意見或建議事項，並檢附繪有

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後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上開公所提出（意見表請

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上開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公告下

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並供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更正本府 105 年 12 月 7 日府建城字第 1050416913 號公告及公開展覽「變更二

林都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圖，並調整公開展覽及公開

說明會時間。更正後內容如本公告主旨、依據及公告事項。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26 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 條。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 106 年 1 月 3 日起至 106 年 2 月 6 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二林鎮公所供

公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6 年 1 月 18 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二林鎮公所。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提出(意見表請

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二林鎮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公告下

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6日 

府建城字第1050445267A號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2日 

府建城字第10504355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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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舉辦「高速鐵路彰化路段毗鄰地區限建範圍」公聽會暨「高速鐵路彰化路段毗

鄰地區限建範圍圖」公開展覽。 

依據：「鐵路法」第 61 條之 1 及「鐵路兩側禁建限建辦法」第 4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聽會及公開展覽事由：說明高速鐵路彰化段毗鄰地區限建範圍之調整，並聽

取土地權利關係人之意見。 

 二、限建範圍內容要旨：為保障高速鐵路行車及結構安全，高速鐵路彰化雲林地區

劃設限建範圍原為高鐵兩側自路基或結構物邊緣起算 60 公尺，並於 88 年公告

實施至今。因彰化、雲林地區地層下陷問題，毗鄰高鐵設施之地表填土使高鐵

橋墩沉陷有持續嚴重之趨勢，故「鐵路兩側禁建限建辦法」於 105 年 1 月 11

日公布實施，將高速鐵路彰化、雲林地區平原段之限建管制範圍擴大為 150 公

尺，爰重新辦理公告。 

 三、公聽會時間及地點：106 年 1 月 11 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田中鎮公所 3 樓會議

室。 

 四、公開展覽時間及地點：105 年 12 月 27 日起至 106 年 1 月 27 日止，於本府建設

處二樓辦公室。 

 五、高鐵限建範圍內土地權利關係人如有相關意見，請於公告期間逕洽高速鐵路工

程局(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2段 7號 9樓，聯絡電話：02-80723333轉第二組) 。 

 六、公聽會當天如遇天災或人力無法抗拒情事，主辦單位或主持人得終止會議之進

行，並另行公告再行召開公聽會事宜。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通知人越南籍人士 NGUYEN THI NGAN 君（下稱 N 君）之本府 104

年 10 月 28 日府勞外字第 1040333018B 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查駐越南代表處於 105 年 2 月 16 日以雙掛號送交當地由局遞送予 N 君，惟因

無人簽收而無法遞送，爰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同條第 2 項規

定為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 N 君得於 3 個月內至本府勞工處（地址：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1日 

府工運字第1050441123號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2日 

府勞外字第10504446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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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中興路 100 號 8 樓；電話：04-7532452）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勞工 VU VAN THANH 君（以下簡稱：V 君，護照號碼：

B8329777）之本府 105 年 4 月 11 日府勞外字第 1050092368C 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V 君因未經申請許可為雇主王振安 君於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 4 段 67 號從事板

模、水泥及綁鐵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處分，惟

旨揭裁處書因 V 君返回其母國內，經函請外交部協助送達其國外地址，因無人

簽收而無法遞送，爰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同條第 2 項規定為

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 V 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 100 號 8 樓；電話：04-7532458）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番雅溝排水幹線(第三期)排水改善工程」，

奉准徵收坐落本縣線西鄉建興段 2011 地號等 3 筆土地，合計面積 0.099900 公

頃乙案。（案件編號：105A04N0212）。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18 條、第 24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

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水利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 105 年 11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9756 號函。 

 四、徵收之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如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

冊；上項圖、冊均放置本縣線西鄉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自 105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106 年 1 月 19 日止（計 30 天）。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

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

中華民國105年12月19日 

府地權字第1050432258號 

附件：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

償費清冊各1份 

中華民國106年1月4日 

府勞外字第10600024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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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

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

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 

 七、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公

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

利備案。 

 八、本案土地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人等相關人員檢

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逕為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 

 九、關於土地欠稅部分，俟本縣地方稅務局查核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請土地所

有權人先行繳納後再予領取補償費。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據土地徵

收條例第 35 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應領地價補償費

發給土地承租人。 

 十、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被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如有面積過小或形勢

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 1 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

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一、徵收計畫進度及得申請收回土地之條件與期限：本案預定 105 年 12 月開工，

107 年 12 月完工；被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

徵收公告之日起 20 年內，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

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 219 條之規定︰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 3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 5 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二、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2 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

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

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台北市徐州

路五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抄

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

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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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辦理「彰化縣溪湖鎮都市計畫文小五校地工程」，原奉准徵收本縣溪湖鎮

大竹段 444 地號內等 1 筆土地，合計面積 0.043900 公頃，因興辦事業計畫經註

銷，業經內政部核准廢止徵收，特此公告。（案件編號：104T00N0026）。 

依據：  

 一、內政部 105 年 8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7124 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 51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8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教育事業。 

 三、原徵收及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原臺灣省政府 78 年 4 月 4 日七

八府地四字第 37127 號及 78 年 10 月 20 日七八府地二字第 116959 號函核准，

經報奉內政部 105 年 8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7124 號函核准廢止徵收。 

 四、廢止徵收土地之詳細區域：溪湖鎮大竹段 444 地號等 1 筆，詳如廢止徵收土地

範圍圖。 

 五、廢止徵收土地、土地改良物應繳納之價額：詳如廢止徵收土地應繳還補償費清

冊。 

 六、繳回期限：原土地所有權人收到通知函之次日起 7 個月內。 

 七、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員林分行。 

 八、公告期間：自民國 105 年 12 月 22 日起至民國 106 年 1 月 23 日止（計 30 天）。 

 九、逾期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予發還，並不得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申

請收回該土地。 

 十、原土地所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

向本府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於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

址：台北市徐州路五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並將副本抄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1日 

府地權字第10504409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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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地籍圖重測結果（含地籍公告圖及地籍調查表、重測各種清冊），陳列於

鹿港地政事務所。 

依據：土地法第 46 條之 1、2、3 暨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99 條至第 203 條之規定。 

公告事項：  

 一、重測範圍：彰化縣福興鄉新生段等（見重測地籍公告圖）。 

 二、公告日期：30 日（自 105 年 12 月 26 日至 106 年 1 月 25 日）。 

 三、凡重測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公告期間內，攜帶重測結果通知書、國民身分

證、私章等，前往鹿港地政事務所閱覽重測結果。 

 四、土地所有權人，如認為重測結果有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依照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規定，以書面提出異議複丈申請書（可向地政事務所免費索用）向鹿港地

政事務所繳費申請複丈，逾期不受理。重測期間未依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

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3 規定，不得申請異議複丈。 

 五、重測結果，經公告期滿土地所有權人無異議者，即屬確定。地政機關依法據以

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並將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限期申請換

（註）書狀。 

 六、重測地籍圖經公告期滿確定後，原地籍圖即停止使用。 

附記：下列土地無重測成果，正依法處理中。 

福興鄉新生段 1680、1681、1700、1700-1、1700-2、1700-3、1700-4、1700-5、1700-8、

1700-9、1700-10、1700-11、1700-12、1700-13、1700-14、1700-15、1700-16、1700-17、

1700-18、1701、1701-1、1701-2、1701-3、1701-4、1701-7、1701-8、1701-9、1702、

1705-12、1747-14、1752-5、1760-7、1760-26、1761、1762、1788-5、1788-9、1788-10、

1788-11、1811、1811-1、1811-2、1811-3、1811-4、1811-5、1811-6、1812-18、1812-19、

1812-20、1812-21、1813、1814、1843、1844、1845、1846、1852、1859-3、1859-4、

1859-7、1859-8、1946、1947、1956、1956-5 地號等 65 筆土地。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黃紅微地政士開業執照[（83）彰地登字第 000390 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 15 條及第 10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註銷名冊。 

 一、姓名：黃紅微。 

 二、證書字號：（80）台內地登字第 007625 號。 

中華民國105年12月19日 

府地測字第1050441712號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6日 

府地籍字第10504466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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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執照字號：（83）彰地登字第 000390 號。 

 四、事務所名稱：黃紅微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 485 巷 52 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148 線 9K+646-11K+566.50 段道路工程」，奉准徵收坐落本縣

二林鎮挖子段 216-173 地號等 323 筆土地上之土地改良物，合計面積 1.072163

公頃乙案。（案件編號：105G02N0001）。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5 條、第 18 條、第 24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 105 年 11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9548 號函。 

 四、徵收之土地改良物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如徵收土地改良物範圍圖、徵收

土地改良物清冊包括建築改良物、農林作物、人口及傢俱遷移費、公司及店鋪

營業損失、水井設施、加油站營業損失等補償清冊及動（電）力設備遷移、經

營設備遷移、機械設備遷移、加油站設備遷移等補助清冊；上項圖、冊均放置

本縣二林鎮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起至民國 106 年 2 月 2 日止（遇假日順延

4 天計 35 天）。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

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

登記者外，不得移轉或設定負擔。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土地使用人並不得為

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

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 

 七、被徵收之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

但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8日 

府地權字第1050444250號 

附件：徵收土地改良物範圍書圖、徵收土地改良

物清冊包括建築改良物、農林作物、人口

及傢俱遷移費、公司及店鋪營業損失、水

井設施、加油站營業損失等補償清冊及動

（電）力設備遷移、經營設備遷移、機械

設備遷移、加油站設備遷移等補助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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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備案。 

 八、本案土地改良物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人等相關

人員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 26 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九、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被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如有面積過小

或形勢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 1 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徵收計畫進度：本案預定 105 年 12 月開工，107 年 12 月完工。 

 十一、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2 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

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

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台北市徐州

路五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抄

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

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

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彰化縣田尾鄉光復路(彰 154 線)拓寬工程」，奉准徵收坐落本

縣田尾鄉福新段 624 地號等土地上之土地改良物（詳如複估 2 之人口及傢俱遷

移費清冊、建築改良物補償異動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5 條、第 18 條、第 24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 105 年 4 月 28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3556 號函及

105 年 7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1050049432 號核准更正徵收函。 

 四、徵收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費額：詳如建築改良物補償異動清冊、人口及傢俱遷

中華民國106年1月5日 

府地權字第10600005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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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費清冊；上項清冊放置本縣田尾鄉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 106 年 1 月 6 日起至民國 106 年 2 月 6 日止（計 30 天）。 

 六、本案土地改良物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人等相關

人員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 26 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七、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2 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

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

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

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處以下列未依規定繳存營業保證金之不動產經紀業停止營業處分。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7 條第 3 項、第 8 條第 4 項、第 29 條第 4 項規定。 

公告事項：詳如彰化縣政府公告停止營業處分不動產經紀業清冊。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公告停止營業處分不動產經紀業清冊 

編
號 

登錄 
號碼 

經紀業名稱 負責人 許可日期 公司所在地 

1 N1-0049 福德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陳○合 91 年 4 月 29 日 
彰化縣北斗鎮文昌里中興

街 238 號 

2 N1-0056 
隆成不動產仲介經紀有

限公司 
賴○輝 91 年 6 月 5 日 

彰化縣員林鎮三條里大同

路 1 段 36 號 1 樓 

3 N1-0058 
廣和不動產仲介經紀有

限公司 
張○琇 91 年 6 月 14 日 

彰化縣員林鎮三和里合作

街 83 號 

4 N1-0081 星瑞建設有限公司 李○綺 92 年 8 月 21 日 
彰化縣員林鎮三和里三民

東街 293 號 

中華民國106年1月5日 

府地價字第1060003613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公告停止營業

處分不動產經紀業清冊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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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登錄 
號碼 

經紀業名稱 負責人 許可日期 公司所在地 

5 N1-0128 
欣彰不動產經紀有限公

司 
劉○明 95 年 3 月 16 日 

彰化縣彰化市大智路4巷6

號 

6 N1-0141 金寶不動產實業社 江○銘 96 年 4 月 17 日 
彰化縣員林鎮東和里萬年

路 2 段 95 巷 13 號 

7 N1-0165 
李春天不動產經紀有限

公司 
李○連 97 年 8 月 11 日 

彰化縣員林鎮信義巷 7 弄

31 號 

8 N1-0202 
真美滿不動產經紀有限

公司 
林○婷 99 年 5 月 4 日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

路 475 號 

9 N1-0215 
忠央不動產開發有限公

司 
顏○乘 100年1月17日 

彰化縣員林鎮惠來里光明

南街 2-1 號 

10 N1-0232 
丞信不動產仲介有限公

司 
蕭○章 100年10月11日 

彰化縣社頭鄉仁雅村中山

路一段 508 號 

11 N1-0259 華源建設有限公司 蒲○源 102年3月29日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南路

219 號 1 樓 

12 N1-0267 廣聯房屋仲介行 陳○忠 102年7月10日 
彰化縣員林鎮三條里成功

東路 282 號 1 樓 

13 N1-0285 尚楨有限公司 林○諭 102年12月31日 
彰化縣彰化市興北里三民

路 297 巷 29 弄 1 號 7 樓 

14 N1-0287 慶達地產有限公司 賴○益 103年1月13日 
彰化縣員林鎮三多里大同

路 2 段 310 號 

15 N1-0293 大安開發企業社 賴○璨 103 年 3 月 3 日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275 號 

16 N1-0303 
鋐陽不動產股份有限公

司 
黃○洋 103年6月18日 

彰化縣員林鎮新生里莒光

路 281 號 1-2 樓 

17 N1-0311 保護傘不動產有限公司 賴○亮 103 年 9 月 1 日 
彰化縣員林鎮南平街 19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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