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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議會 人民請願案 

受文者：臺中市議會 

1. 人民團體名稱 

   社團法人臺中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青年基金會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中辦公室 

   社團法人台灣基地協會 

   臺中市全面罷免協會 

   綠川工坊 

2. 人民團體地址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 53 巷 10 號 

   台中市西區華美西街一段 137 號 2 樓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 845 號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 28 號 8 樓 

   台中市西屯區至善里 13 鄰至善路 65 巷 12 號 

   綠川工坊為社團，非立案團體，目前無團體地址。 

3. 團體負責人 

   林芳如 

    李宣毅 

   蕭逸民 

   陳延翰 

   黃鈞瑤 

   余 O 萱 

4. 請願人 

   姓名：OOO  性別：O 

   年齡：OO 歲   出生地：OO 

   職業：OO 業 

   住址：OOOOOOOO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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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實理由及願望： 

 

台中市人行地下道現存低度通行利用率、環境及硬體維護不當等問題，多處人行地下道仍有潮濕、通風不良、照明不足、標示不明確且不友善等長期狀

況，導致民眾產生安全疑慮，且缺乏無障礙設施，皆降低不同需求市民的地下道使用意願。 

 

此外，屬公共空間性質的人行地下道，除了多處閒置的現況外，亦不利於民眾、民間團體申請活用。以訴求「公共空間還權於民」、「公民參與空間活

化」的前提下，不論辦理動靜態活動或廣告設置，檢視現行辦法可見僅「認養人」擁有優先使用權利，目前並無明確的管道、方式、格式，供個別公民及

民間團體申請短期或長期使用。 

 

現今市府並無建置開放認養公共空間之公開資料庫，民眾無從得知標的物、申請期程等資訊，亦見《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護辦

法》、《臺中市陸橋地下道管理要點》兩法規充滿限制，無益於鼓勵、促進民間認養風氣，消弭了城市美學培養、城市活動多元發展的可行性。 

 

中部數個民間團體針對地下道空間活化議題，經審議民主式商議後，除指出前述硬體環境維護缺失為使用率低之主因，亦有歇腳概念（地下道空間增設座

椅、書報櫃、公車或旅遊資訊 LED 看板）及視覺優化（融合在地特色，如：南屯地區使用麻芛意象）等創意發想，更形成「公共空間應還權於民」、

「應由公民參與空間活化」的共識。 

 

為使地下道成為市民及民間團體活用公共空間的實踐場域，並建議《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護辦法》及《臺中市陸橋地下道管理

要點》修改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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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護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目 建議修正內容 現行條文 理由 

第五條 認養之標的及範圍如下： 

一、公園、園道、綠地、道路：以道路街廓為單

位。 

二、行道樹：以道路街廓為單位。但個人認養以

株為單位。 

三、人行地下道：地下道本體、出入口階梯及出

入口綠帶區，以道路街廓為單位。 

四、人行陸橋：陸橋本體、二側階梯及基地週遭

之公共設施，以道路街廓為單位。 

五、兒童遊樂場、廣場：以整處為單位。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之認養範圍，得經

建設局核准部分認養。 

認養之標的及範圍如下： 

一、公園、園道、綠地、道路：以道路街廓為單

位。 

二、行道樹：以道路街廓為單位。但個人認養以

株為單位。 

三、人行地下道：地下道本體、出入口階梯及出

入口綠帶區。 

四、人行陸橋：陸橋本體、二側階梯及基地週遭

之公共設施。 

五、兒童遊樂場、廣場：以整處為單位。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之認養範圍，得經

建設局核准部 

分認養。 

一、配合第六條修正明訂認養範圍。 

 

二、人行地下道與人行陸橋以道路街廓

為單位。例如：五權路與台灣大道交叉

路口之人行地下道為認養之基本單位。 

 

三、餘條文未修正。 

第六條 申請認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認養計畫書，向

建設局提出，經建設局審核通過後簽訂書面契

約。 

建設局得視認養計畫及認養標的，要求認養者繳

交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額應依下列方式收取： 

(1)認養範圍以本法第五條規定之範圍為基本單

位。 

(2)認養期程，以年為計算之基本單位。 

(3)保證金額以每單位每年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方式

收取，認養期滿無應辦事項後，應退還保證金。 

申請認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認養計畫書，向

建設局提出，經建設局審核通過後簽訂書面契

約。 

建設局得視認養計畫及認養標  的，要求認養者

繳交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額為新臺幣六萬元，於認養期滿無應

辦事項後退還保證金。 

一、為減少認養人之負擔，擴大市民參

與認養公共空間之意願，特修正第三項

之規定，調整保證金之額度為每單位每

年一萬五千元整。 

 

二、認養範圍以本法第五條之範圍為基

本單位；認養期程以一年為基本單位。 

 

三、認養時間多於一年者，保證金應於

認養時一次繳足。例如：認養一單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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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者，應於認養時繳納三萬元之保證

金。 

 

四、為確保保證金確實歸還予認養人，

第三項第三款修改為「認養期滿無應辦

事項後，應退還保證金。」 

 

五、餘條文未修正。 

第八條 認養者於認養期間為加強市容景觀或提升安全而

需增改設施者，應提出具體計畫，報經建設局核

准後設置。其費用由認養者與主管機關共商負擔

比例。 

前項增改設施涉及結構改變時，應檢附安全鑑定

報告。 

依第一項增改之設施其所有權屬於臺中市，認養

終止後，認養者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認養者於認養期間為加強市容景觀而需增改設施

者，應提出具體計畫，報經建設局核准後設置。

其費用由認養者全額負擔。 

前項增改設施涉及結構改變時，應檢附安全鑑定

報告。 

依第一項增改之設施其所有權屬於臺中市，認養

終止後，認養者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一、於第一項增加認養者得因為提升安

全而需增改設施時，得提出具體計畫，

報經建設局核准後設置之規定。 

 

二、為增加認養者參與公共空間之能動

性，第一項之增改設施費用由認養者全

額負擔之規定修訂為由認養者與建設局

共商負擔比例。 

 

三、餘條文未修正。 

第九條 認養者不得變更認養標的之使用目的與方式。  

認養期間建設局或經建設局同意之機關、團體或

個人，需使用認養標的時，認養者不得拒絕或妨

礙。  

認養者在不損及認養設施、公共安全及都市景觀

原則下，得舉辦下列活動： 

1. 靜態展覽。  

2. 行動藝術。  

3. 其他非商業性之公益活動。  

認養者不得變更認養標的之使用目的與方式。 

認養期間建設局或經建設局同意之機關、團體或

個人，需使用認養標的時，認養者不得拒絕或妨

礙。 

認養者在不損及認養設施、公共安全及都市景觀

原則下，經建設局許可，得舉辦非商業性之公益

活動。 

一、為避免損及認養者權益及其原認養

計畫目標，原條文之第二項規定應刪

除。 

 

二、原條文第三項規定改為第二項，並

增訂例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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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者得舉辦商業性活動，活動之申請程序及相

關規定，由建設局會同相關機關另訂之。  

認養期間，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需使用受認

養之標的時，應向建設局提出申請，建設局應於

受理申請二十日內召開會議進行協商。於經協商

程序並經認養者同意後，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

方得使用受認養之標的。 

三、增訂第三項規定，認養者得舉辦商

業性活動，惟申請程序及標準由建設局

會同相關機關另訂之。 

 

四、增訂第四項規定，明訂認養者以外

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使用受認養標

的，以及建設局受理申請時之行政程

序。  

第十一條 經認養者同意後，建設局應於認養標的設置認養

銘牌，以表彰認養者服務公益之精神。 

建設局得於認養標的設置認養銘牌，以表彰認養

者服務公益之精神。 

一、為增加認養誘因，修訂為建設局應

於認養標的設置認養銘牌。 

 

二、為避免有個人認養者（非團體）因

隱私顧慮，不願公開個人資訊，須取得

其意願簽署文件，始可設置。 

第十二條 建設局對於第七條認養者之應辦理事項，應於認

養期間內每年辦理至少一次定期考核檢查，並得

不定期考核檢查。 

認養維護績效優良者，建設局應報請本府獎勵並

公開表揚。表揚方式如下： 

1.於市政府網站專區公開表揚。 

2.於市政新聞掛名表揚。 

3.其他有效公開表揚之方式。 

將認養權利之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認養維護

績效不彰者，或違反本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經建設局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建

設局得終止認養契約。 

建設局對於第七條認養者之應辦理事項，得不定

期考核檢查。 

認養維護績效優良者，建設局得公開表揚獎勵，

績效不彰者，得通知認養者改善或終止認養。 

認養標的因可歸責於認養者致生損壞，經通知認

養者改善而不予改善者，建設局得動用保證金逕

為修復。  

一、第一項修訂建設局應定期辦理考核

檢查。 

 

二、原第二項之認養績效獎懲制度，拆

分為兩項分別規定，並詳述獎懲事由及

方式。 

 

三、原第三項規定移至第四項。 

 

四、為使考核事項及績效標準公開且透

明化，新增第五項為定期考核事項及績

效標準，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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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標的因可歸責於認養者致生損壞，經通知認

養者改善而不予改善者，建設局得動用保證金逕

為修復。 

定期考核事項及績效標準，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第十三條 建設局應於認養標之認養期屆滿前三個月，公告

即將屆滿之訊息，並公開受理認養申請。 

公民團體，為公益使用目的，而為認養申請者，

得優先認養，有兩個以上符合條件之認養申請

者，由建設局召開會議與符合條件者協商決定

之。 

如未有符合前項條件之認養申請者，經建設局依

本辦法第十二條十二項規定公開表揚之過往認養

績效優良之認養者，或於認養計畫中載明將與公

民團體協力，或開放公益使用者，得優先認養。 

認養者於認養期滿前三個月得申請繼續認養；經

建設局認定認養績效優良者，得由其優先認養並

續訂契約。 

一、為擴大台中市民及公民團體參與認

養公共空間之意願，修訂第一項規定，

建設局應將認養期屆滿之訊息公告之，

並公開受理認養申請。 

 

二、增訂第二項規定，公民團體為公益

使用目的，得優先認養申請。 

 

三、增訂第三項規定，如無符合前述條

件之認養申請者，則由經公開表揚之績

效優良認養者，或於認養計畫中載明將

與公民團體協力者，或開放公益使用

者，得優先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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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陸橋地下道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目 建議修正內容 現行條文 理由 

第五條 人行陸橋或人行地下道設置廣告，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建設局提出申請： 

（一）計畫書。 

（二）廣告型式、格式及內容。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由養工處會同警察局及相關管理機關

審查後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始得核准設置，

設置地點由養工處指定。 

第一項之申請人以認養人行陸橋或人行地下道

者為限。但本府及所屬機關辦理政令宣導或民

間捐贈之公益性廣告，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應由建設局於受理申請三十日內，會

同相關機關及認養者召開會議協商後，始得核

准設置。 

本辦法之認養者以認養人行陸橋或人行地下道

者為限。 

承包商在廣告揭出期間內擬變更廣告設置形式

及內容者，應以書面依第一項程序向建設局提

出申請，核准後始得變更。 

廣告物揭出期間由本府隨時檢查。違反本要點

規定者，依《廣告物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

定處理。 

人行陸橋或人行地下道設置廣告，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養工處提出申請： 

（一）計畫書。 

（二）廣告型式、格式及內容。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由養工處會同警察局及相關管理機關審查

後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始得核准設置，設置地點

由養工處指定。 

第一項之申請人以認養人行陸橋或人行地下道者為

限。但本府及所屬機關辦理政令宣導或民間捐贈之

公益性廣告，不在此限。 

  

一、修訂原條文第一項與第二項規定之申請

程序，申請者統一向建設局提出申請，由建

設局會同相關機關審查後，始得核准設置，

並經主管機關備查。 

 

二、為避免損及認養者權益及其原認養計畫

目標，原條文之三項規定應刪除。 

 

三、增訂第二項規定，明訂建設局受理申請

時之行政程序。 

 

四、新增第三項規定為認養者以認養人行陸

橋或人行地下道者為限。 

 

五、新增第四項規定，明訂變更廣告及違反

本要點規定之程序。 

 

六、新增第五項規定，主管機關得隨時檢

查。 

 

（註：此檔案不含簽章頁面及日期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