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法規名稱 位階

1 臺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2 臺南市公共性紀念墓園設置及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3 臺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4 臺南市特定水域漁筏兼營娛樂漁業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5 臺南市政府委託辦理社會福利服務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6 臺南市計程車駕駛認證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7 臺南市政府委託公辦民營醫院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8 臺南市藝文事業輔導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9 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0 臺南市政府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組織規程 自治規則

11 臺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自治規則

12 臺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自治規則

13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組織規程 自治規則

14 臺南市名勝古蹟停車場管理規則 自治規則

15 臺南市政府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 自治規則

16 臺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自治規則

17 臺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18 臺南市立各級學校暨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研究辦法 自治規則

19 臺南市身心障礙適齡兒童申請暫緩入學實施辦法 自治規則

20 臺南市教育人員研究發表積分審查辦法 自治規則

21 臺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自治規則

22 臺南市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自治規則

23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暨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各項費用收支辦法 自治規則

24 臺南市道路使用費收費基準表 自治規則

25 臺南市博愛服務中心使用管理規則 自治規則

26 臺南市警察局勤務實施細則 自治規則

27 臺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設置運用及管理辦法 自治規則

28 臺南市志書纂修辦法 自治規則

29 臺南市獎勵老舊發展地區整建維護補助辦法 自治規則

30 臺南市區段徵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31 臺南市市地重劃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32 臺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33 臺南市兩性工作平等申訴處理辦法 自治規則

                          原臺南市政府廢止之自治法規

http://www.tncg.gov.tw/law/aat.asp?ID=255


編號 法規名稱 位階

1 臺南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2 臺南縣兒童少年家庭寄養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3 臺南縣遊民收容輔導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4 臺南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5 臺南縣永康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6 臺南縣安定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7 臺南縣管理娼妓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8 臺南縣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及偏遠地區建築管理辦法 自治規則

9 臺南縣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10 臺南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11 臺南縣臺博展場營運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12 臺南縣志續修辦法 自治規則

13 臺南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 自治規則

14 臺南縣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自治規則

15 第十一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臺南縣競選廣告物管理規則 自治規則

16 臺南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 自治規則

17 臺南縣墳墓遷葬補償標準 自治規則

18 臺南縣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作業費標準 自治規則

19 臺南縣政府辦理土地撥用業務作業費標準 自治規則

20 臺南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自治規則

21 臺南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自治規則

22 臺南縣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委員傷亡慰助辦法 自治規則

23 臺南縣托育機構辦理兒童團體保險辦法 自治規則

原臺南縣政府廢止之自治法規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行政管理處/自治條例/臺南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社會處/自治條例/臺南縣兒童少年家庭寄養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消保官/臺南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環境保護局/自治條例/臺南縣永康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環境保護局/自治條例/臺南縣安定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警察局/自治條例/臺南縣管理娼妓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工務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及偏遠地區建築管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工務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工務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經濟發展處/自治規則/臺南縣臺博展場營運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文化處/自治規則/台南縣志續修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主計處/自治規則/臺南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主計處/自治規則/台南縣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民政處/自治規則/第十一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臺南縣競選廣告物管理規則-已廢止.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民政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民政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墳墓遷葬補償標準.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地政處/自治規則/臺南縣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作業費標準.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地政處/自治規則/臺南縣政府辦理土地撥用業務作業費標準.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行政管理處/自治規則/臺南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行政管理處/自治規則/臺南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條文.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行政管理處/自治規則/臺南縣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委員傷亡慰助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社會處/自治規則/臺南縣托育機構辦理兒童團體保險辦法.doc


24 臺南縣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自治規則

25 臺南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26 臺南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自治規則

27 臺南縣家庭暴力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處所設置辦法 自治規則

28 臺南縣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自治規則

29 臺南縣社會救助金專戶管理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30 臺南縣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作為社區公共基金提撥辦法 自治規則

31 臺南縣政府南瀛綠都心公園地下停車場管理辦法 自治規則

32 臺南縣黑面琵鷺保育管理中心視聽會議室使用管理辦法 自治規則

33 臺南縣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 自治規則

34 臺南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自治規則

35 臺南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36 臺南縣公私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 自治規則

37 臺南縣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 自治規則

38 臺南縣立高級中學學生費用收取辦法 自治規則

39 臺南縣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辦法 自治規則

40 臺南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自治規則

41 臺南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42 臺南縣性別工作平等申訴處理辦法 自治規則

43 臺南縣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44 臺南縣醫療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45 臺南縣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自治規則

46 臺南縣政府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組織規程 自治規則

47 臺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自治規則

48 臺南縣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社會處/自治規則/臺南縣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社會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社會處/自治規則/臺南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社會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家庭暴力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處所設置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社會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天然災害救助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社會處/自治規則/臺南縣社會救助金專戶管理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城鄉發展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作為社區公共基金提撥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城鄉發展處/自治規則/臺南縣政府南瀛綠都心公園地下停車場管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家畜疾病防治所/自治規則/臺南縣黑面琵鷺保育管理中心視聽會議室使用管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財政處/自治規則/臺南縣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教育處/自治規則/臺南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教育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教育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公私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教育處/自治規則/臺南縣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教育處/自治規則/臺南縣立高級中學學生費用收取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教育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教育處/自治規則/臺南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勞工處/自治規則/臺南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勞工處/自治規則/臺南縣政府性別工作平等申訴處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經濟發展處/自治規則/臺南縣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衛生局/自治規則/臺南縣醫療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環境保護局/自治規則/臺南縣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案件獎勵辦法96.2.26修正/臺南縣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案件獎勵辦法960226修正.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環境保護局/自治規則/臺南縣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環境保護局/自治規則/臺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環境保護局/自治規則/臺南縣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49 臺南縣獎勵檢舉環境污染案件實施辦法 自治規則

50 臺南縣一般廢棄物分類回收及清除辦法 自治規則

51 臺南縣關子嶺警光山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環境保護局/自治規則/臺南縣獎勵檢舉環境污染案件實施辦法/臺南縣獎勵檢舉環境污染案件實施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環境保護局/自治規則/臺南縣一般廢棄物分類回收及清除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3臺南縣政府法規彙編/臺南縣警察局/自治規則/臺南縣關子嶺警光山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編號 法規名稱 位階

1
臺南縣仁德鄉懸掛旗幟布條廣告物收費基準暨管理自治條

例
自治條例

2 臺南縣六甲鄉公所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3 臺南縣永康市立托兒所兒童收托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4 永康市公所訂定「張貼廣告牌設置及收費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5 臺南縣永康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6 臺南縣永康市流動廁所車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7 臺南縣永康市清潔車遊動廣告物收費標準暨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8 臺南縣永康市懸掛羅馬旗廣告物收費基準暨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9 臺南縣玉井鄉綜合體育館暨本鄉各公園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0 臺南縣白河鎮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1 臺南縣西港鄉公有廣告欄設置暨收費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2 臺南縣西港鄉懸掛旗幟廣告物暨收費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3 臺南縣佳里鎮公所公有廣告牌設置及收費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4 臺南縣東山鄉社區活動中心場所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5 臺南縣新化鎮清潔車輛游動廣告規費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6 臺南縣新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管理使用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7 臺南縣新營市公所鼓勵檢舉偷倒廢棄物獎勵金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8 臺南縣歸仁鄉懸掛羅馬旗廣告物收費基準暨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19 臺南縣下營鄉公所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規則 自治規則

20 臺南縣下營鄉社區及老人活動中心管理使用辦法 自治規則

21 臺南縣大內鄉婦女生育、重陽敬老及喪葬慰問金發給辦法 自治規則

22 臺南縣山上鄉各村集會活動中心管理使用及維護辦法 自治規則

23
臺南縣仁德鄉垃圾衛生掩埋場代為處理事業廢棄物收費辦

法
自治規則

24 臺南縣仁德鄉鄉立托兒所經營管理辦法 自治規則

25 臺南縣永康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 自治規則

26
臺南縣永康市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三號公園管理辦

法
自治規則

27
臺南縣白河鎮垃圾掩埋場代為處理事業廢棄物收費辦法執

行細則
自治規則

28 臺南縣安定鄉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29 佳里鎮公所清潔隊溝泥車、掃街車商調借用辦法 自治規則

30 佳里鎮公所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自治規則

31 官田鄉事業廢棄物代為清運處理辦法 自治規則

32 臺南縣後壁鄉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33 臺南縣南化鄉績優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 自治規則

34 臺南縣新化鎮立托兒所經營管理辦法 自治規則

35 臺南縣新化鎮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36 臺南縣新化鎮清潔車輛游動廣告物規費收費標準 自治規則

37
臺南縣新化鎮廚餘堆肥廠製成物(堆肥物)以物易物處理原

則
自治規則

原臺南縣各鄉鎮市廢止之自治法規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仁德鄉/臺南縣仁德鄉懸掛旗幟布條廣告物收費基準暨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仁德鄉/臺南縣仁德鄉懸掛旗幟布條廣告物收費基準暨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六甲鄉/台南縣六甲鄉公所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永康市/22-托兒-台南縣永康市市立托兒所兒童收托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永康市/10-清潔-永康市公所訂定「張貼廣告牌設置及收費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永康市/14-清潔-臺南縣永康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永康市/13-清潔-台南縣永康市流動廁所車使用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永康市/11-清潔-臺南縣永康市清潔車遊動廣告物收費標準暨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永康市/12-清潔-台南縣永康市懸掛羅馬旗廣告物收費基準暨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玉井鄉/台南縣玉井鄉立綜合體育館暨本鄉各公園使用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白河鎮/臺南縣白河鎮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西港鄉/臺南縣西港鄉公有廣告欄設置暨收費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西港鄉/臺南縣西港鄉懸掛旗幟廣告物暨收費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佳里鎮/佳里鎮公有廣告牌設置及收費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東山鄉/臺南縣東山鄉社區活動中心場所使用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化鎮/臺南縣新化鎮清潔車輛游動廣告規費自治條例--095.11.02核定.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市鄉/臺南縣新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管理使用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營市/04新營市公所鼓勵檢舉偷倒廢棄物獎勵金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歸仁鄉/台南縣歸仁鄉懸掛羅馬旗廣告物收費基準暨管理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下營鄉/台南縣下營鄉公所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規則.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下營鄉/臺南縣下營鄉村、社區及老人活動中心管理使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大內鄉/台南縣大內鄉婦女生育、重陽敬老及喪葬慰問金發給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山上鄉/臺南縣山上鄉各村集會活動中心管理使用及維護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仁德鄉/台南縣仁德鄉垃圾衛生掩埋場代為處理事業廢葉物收費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仁德鄉/台南縣仁德鄉垃圾衛生掩埋場代為處理事業廢葉物收費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仁德鄉/臺南縣仁德鄉鄉立托兒所經營管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永康市/15-工務-台南縣永康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永康市/16-都發-臺南縣永康市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三號公園管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永康市/16-都發-臺南縣永康市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三號公園管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白河鎮/台南縣白河鎮垃圾掩埋場代為處理事業廢棄物收費辦法執行細則.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白河鎮/台南縣白河鎮垃圾掩埋場代為處理事業廢棄物收費辦法執行細則.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安定鄉/臺南縣安定鄉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佳里鎮/佳里鎮公所清潔隊溝泥車、掃街車商調借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佳里鎮/佳里鎮公所獎助學金申請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官田鄉/官田鄉事業廢棄物代為清運處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後壁鄉/台南縣後壁鄉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化鎮/臺南縣新化鎮立托兒所經營管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化鎮/臺南縣新化鎮公共造產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化鎮/臺南縣新化鎮清潔車輛游動廣告物規費收費標準.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化鎮/臺南縣新化鎮廚餘堆肥廠製成物(堆肥物)以物易物處理原則----099.01.22核定版(修正版).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化鎮/臺南縣新化鎮廚餘堆肥廠製成物(堆肥物)以物易物處理原則----099.01.22核定版(修正版).doc


38 新市鄉資源回收分類場及垃圾轉運設施營運提供回饋辦法 自治規則

39 臺南縣新市鄉中興社區活動中心租用辦法 自治規則

40 臺南縣新市鄉立托兒所經營管理辦法 自治規則

41
臺南縣新營市天鵝湖公園及四十米蓮海棚架場地收費暨使

用管理辦法
自治規則

42 臺南縣新營市垃圾場代為處理事業廢棄物收費辦法 自治規則

43 臺南縣新營市流動廁所車收費暨使用管理辦法 自治規則

44 鹽水鎮老人文康中心場地（所）借用規則 自治規則

45 鹽水鎮垃圾場代為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收費辦法 自治規則

46 臺南縣大內鄉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自治規則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市鄉/新市鄉資源回收分類場及垃圾轉運設施營運提供回饋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市鄉/台南縣新市鄉中興社區活動中心管理使用自治條例.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市鄉/台南縣新市鄉立托兒所經營管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營市/07新營市天鵝湖及40米蓮海地收費暨管理辦法94.7.1.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營市/07新營市天鵝湖及40米蓮海地收費暨管理辦法94.7.1.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營市/09新營市垃圾場代為處理事業廢棄物收費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新營市/10新營市流動廁所車收費暨使用管理辦法.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鹽水鎮/鹽水鎮老人文康中心場地（所）借用規則.doc
../台南縣法規清冊/直轄市改制列管各鄉鎮市公所之法規/鹽水鎮/鹽水鎮垃圾場代為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收費辦法.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