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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霧峰區公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沿革表  

序號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修正內容  生效日期  

1 99.12.25 府授法規字第0990000096號 

令 

制定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 99.12.25生

效 

編制人數67

人。 

100.04.14 府授法規字第1000063109號 

令 

1.訂定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 

2.現職霧峰鄉民代表會秘書一人，得繼

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至離職時為

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3.編制人數67人。 

100.10.04 府授法規字第1000190477號 

令 
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部分修正條文 

 

100.12.19 府授法規字第1000244145號 

令 

修正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四條 

101.03.08 府授人企字第1010031907號 

令 

修正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 

 

2 101.07.31 府授人企字第1010132382號 

令 

1.修正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 

2.原臺中縣霧峰鄉民代表會秘書一人，

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至離職

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3. 編制人數：66人，本編制表自一百零

一年八月一日生效。 

101.8.1生

效 

編制人數66

人。  

101.09.18 府授人企字第1010164487號 

令 

101.09.26 府授人企字第1010169080號 

令 

101.11.30 府授法規字第1010212221號 

令 

102.02.25 府授法規字第1020032177號 

令 

102.05.10 府授人企字第1020082389號 

令 

102.05.27 府授人企字第1020094123號 

令 

102.06.06 府授人企字第1020101489號 

令 

102.07.01 府授人企字第1020118538號 

令 

3 101.3.14 霧區人字第1010004969號函 

（區長改為官派） 

本公所A000010區長職務之職務歸系表

溯自民國101年1月31日生效。  

本市霧峰區公所編制表訂定案，前經考

試院民國100年6月14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1.1.31生

效。 

區長改為官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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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384665號函備查。 

101.3.16 府授人企字第10100437481號 本公所A000010區長職務之職務歸系表

溯自民國101年1月31日生效。  

 

101.3.19 部法五字第1013578827號 所送貴市霧峰區公所A000010區長之職

務歸系表，並溯自民國101年1月31日生

效一案，業予核備。 

4 101.10.2 霧區人字第1010019835

（A640040課員職務之註銷） 

本所A640040課員職務之註銷職務歸系

案 

本案溯自民國101年8月1日生效。 

本公所修編案業經考試院民國101年8月

23日考授銓法五字第1013635881號函核

備在案。 

101.8.1生

效 

註銷課員

A640040職

務 

 

101.10.3 府授人企字第1010174374號 核定貴公所A640040課員職務之職務歸

系註銷表1份，並溯自民國101年8月1日

生效。 

101.10.5 部法五字第1013653627號 所送貴市霧峰區公所A640040課員之職

務歸系註銷表，並溯自民國101年8月1

日生效一案，本部業已併原歸系表案核

備。 

5 101.4.19 霧區人字第1010007833號函 本所報送相關表件至市府。 101.4.19生

效。 

本公所選設

農業課，並

將原公用課

改設為公用

及建設課

案。 

 

101.4.27 府授人企字第10100707331號

函 

核定貴公所A620010農業及建設課課長

等15職務之職務歸系註銷表、A620010

農業課課長等15職務之職務歸系表及職

務說明書。 

101.4.27 府授人企字第10100707331號 

（市府函請銓部辦理） 

檢送本市霧峰區公所A620010農業及建

設課課長等15職務之職務歸系註銷表、

A620010農業課課長等15職務之職務歸

系表各1份如附件，並溯自民國101年4

月19日生效，請 核備。 

依據本市霧峰區公所民國101年4月19日

霧區人字第1010007833號函辦理。 

本市霧峰區公所一般人員職務歸系案，

前經大部民國100年9月16日部法五字第

1003480227號函核備。該公所依據「臺

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

選設農業課，並將原公用課改設為公用

及建設課，另「臺中市各區公所分層負

責明細表」業配合於民國10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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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修正。 

101.4.30 部法五字第1013599873號函

（同意核備） 

所送貴市霧峰區公所A620010課長等職

務之職務歸系註銷表及職務歸系表，並

溯自民國101年4月19日生效一案，業予

核備。 

6 102.5.10 府授人企字第1020082442號 「臺中市各區公所編制員額調整表」 102.8.15生

效。 

員額修編調

整案。 

編制人數61

人 

 

102.5.24 霧區人字第10200010693號函

（本所配合辦理員額調整） 

本所配合檢送編制表、原訂修正對照

表、編制表修正草案、員額配置表及試

算檢核等相關表件。 

102.7.12 府授人企字第1020127384號 市府函「臺中市霧峰區公所編制表」轉

請考試院備查。 

本案前經本府民國102年7月10日府授人

企字第1020124378號令發布在案。 

102.7.12 府授人企字第1020127053號 檢送修正「臺中市豐原區公所編製表」

等區公所令及編制表，請查照。 

102.7.30 府授人企字第1020139355號 有關貴公所編制表修正一案，業經考試

院函復同意備查。 

依據考試院民國102年7月25日考授銓法

五字第1023751342號函辦理。 

102.8.16 霧區人字第1020017306 

（本所配合辦理職務歸系及

職務註銷） 

本所函送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職務歸系

表、職務歸系註銷表、職務說明書等表

件。 

102.8.28 府授人企字第10201618591號

（市府函請銓部核備） 

檢送本市霧峰區公所A150060書記等12

職務之職務歸系註銷表及A150041課員

等7職務之職務歸系表，並自民國102年8

月15日生效，請 核備。 

該公所修編案業經考試院民國102年7月

25日考授銓法五字第1023751342號函核

備在案，並自民國102年8月15日生效，

爰配合辦理職務歸系。 

102.8.29 部法五字第1023763720號 

（銓敘部同意核備） 

所送貴市霧峰區公所A150060書記等職

務之職務歸系註銷表，以及A150041課員

等職務之職務歸系表，並溯自民國102

年8月15日生效一案，業予核備，請 查

照。 

102.8.30 府授人企字第1020163815號

（市府轉知本所銓部業已核

備） 

有關貴公所A150060書記等職務之職務

歸系註銷表及A150041課員等職務之職

務歸系表，並溯自民國102年8月15日生

效一案，業經銓敘部同意核備，請 查



4 
 

照。 

103.01.20 府授人企字第1030012915號 

令 

府授法規字第1020247518號 

令 

修正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 

7 102.12.19 霧區人字第1020026790號函 

（修正民政課A600040里幹事

官等職等為委任） 

檢送本公所辦理民政課A600040里幹事

職務歸系表、職務註銷表及職務說明書

各三份，請 鑒核。 

102.10.15

生效。 

修正民政課

A600040里

幹事官等職

等為委任 

102.12.24 府授人企字第10202489031號 檢送本市霧峰區公所A600040里幹事職

務之職務歸系註銷表及職務歸系表各1

份，並溯自民國102年10月5日生效，請 

核備。 

102.12.25 部法五字第1023798418號 所送貴市霧峰區公所A600040里幹事修

正官等職等之職務歸系註銷表及職務歸

系表，並溯自民國102年10月5日生效一

案，業予核備 

8 102.12.25 霧區人字第1020027373號 

（區長改為官派溯自100.1.1

起生效） 

本所報送相關之職務歸系表、職務註銷

表及職務說明書等表件。本案擬追溯自

100年1月1日生效。 

100.1.1生

效。 

區長改為官

派（由原

101.1.31溯

自100.1.1

生效） 

102.12.31 部法五字第1023799488號函 關於貴市霧峰區公所A000010區長之職

務歸系表，擬更正溯自民國100年1月1

日生效一案，同意照辦。 

惟旨揭職務之職務歸系追溯時間逾2

年，期間如有涉及曾任該職務人員之任

審、考績等銓敘審定案件與本案不一致

之情形，仍請查明依規定辦理。 

102.12.31 府授人企字第1020256704號

（市府來函轉知銓部同意照

辦） 

有關貴公所A000010區長職務之職務歸

系表，更正溯自民國100年1月1日生效一

案，業經銓敘部同意照辦。 

 

9 103.7.2 府授人企字第1030122694號

函 

A600080里幹事歸系註銷及歸系 103.6.25 

103.7.4 部法五字第1033864264號 同意備查  

10 1041209 府授人企字第1040277060號

令 

因生管所改制減書記1人，編制員額總

數共60人 

1050101 

 1050224 考授銓法五字第1054074157

號函 

同意備查編制表修正 
 

考試院或銓敘部歷次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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