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路燈桿懸掛廣告新北市中和區公所路燈桿懸掛廣告新北市中和區公所路燈桿懸掛廣告新北市中和區公所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申請設置表旗幟申請設置表旗幟申請設置表旗幟申請設置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應於懸掛日二週前提出申請）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屬屬屬屬        性性性性    □□□□本市各級機關本市各級機關本市各級機關本市各級機關（（（（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    地方性公益團體地方性公益團體地方性公益團體地方性公益團體    □□□□    營利性單位營利性單位營利性單位營利性單位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或廣告單位或廣告單位或廣告單位或廣告單位））））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負負負負        責責責責        人人人人        

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        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        

公司電話公司電話公司電話公司電話        傳傳傳傳                        真真真真        

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        郵遞郵遞郵遞郵遞區號區號區號區號        

聯聯聯聯    絡絡絡絡    人人人人（（（（受委託人受委託人受委託人受委託人））））        聯 絡聯 絡聯 絡聯 絡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基基基基        本本本本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廣 告 內 容廣 告 內 容廣 告 內 容廣 告 內 容        

活 動 地 點活 動 地 點活 動 地 點活 動 地 點        

主主主主 ////協 辦 單協 辦 單協 辦 單協 辦 單 位位位位        

旗旗旗旗    幟幟幟幟    設設設設    置置置置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申請設置日期申請設置日期申請設置日期申請設置日期    自自自自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以以以以 15151515 日一期為限日一期為限日一期為限日一期為限】】】】    

核准設置日期核准設置日期核准設置日期核准設置日期    自自自自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次延保續掛次延保續掛次延保續掛次延保續掛    】】】】    

申請設置數量申請設置數量申請設置數量申請設置數量                                                            組組組組        核准設置組數核准設置組數核准設置組數核准設置組數                                                            組組組組    （（（（以不超過以不超過以不超過以不超過 200200200200 組為限組為限組為限組為限）））） 

懸懸懸懸     掛掛掛掛     路路路路     段段段段    □     詳詳詳詳如如如如地段表地段表地段表地段表    

設 施 使 用設 施 使 用設 施 使 用設 施 使 用 費費費費    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萬萬萬萬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拾拾拾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依核依核依核依核准組數准組數准組數准組數*200*200*200*200 元元元元））））    

保保保保            證證證證                金金金金    ((((由申請單位申領退由申請單位申領退由申請單位申領退由申請單位申領退))))    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萬萬萬萬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拾拾拾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依核准組數依核准組數依核准組數依核准組數*200*200*200*200 元元元元））））    

核 准 字核 准 字核 准 字核 准 字 號號號號    新新新新    北北北北    中中中中    工工工工    字字字字    第第第第                                                                                                            號號號號                                                                                                                                                                                                        

檢檢檢檢    附附附附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及及及及    證證證證    明明明明    文文文文    件件件件    

        1.1.1.1.□□□□旗幟設計樣張旗幟設計樣張旗幟設計樣張旗幟設計樣張（（（（彩色樣張影本彩色樣張影本彩色樣張影本彩色樣張影本））））            5.5.5.5.□□□□延押保證金申請書延押保證金申請書延押保證金申請書延押保證金申請書（（（（蓋蓋蓋蓋章章章章））））    

        2.2.2.2.□□□□切結書切結書切結書切結書////公司團體委託書公司團體委託書公司團體委託書公司團體委託書（（（（蓋蓋蓋蓋章章章章））））            6.6.6.6.□□□□退保證金申請書及存摺影本退保證金申請書及存摺影本退保證金申請書及存摺影本退保證金申請書及存摺影本（（（（上下聯均需蓋公司大小章上下聯均需蓋公司大小章上下聯均需蓋公司大小章上下聯均需蓋公司大小章章章章章））））    
        3.3.3.3.□□□□懸掛旗幟路段表懸掛旗幟路段表懸掛旗幟路段表懸掛旗幟路段表                                                                7.7.7.7.□□□□非營利團體立案證書影本非營利團體立案證書影本非營利團體立案證書影本非營利團體立案證書影本（（（（公益團體公益團體公益團體公益團體））））****    

        4.4.4.4.□□□□營利事業登記資料或身分證影本營利事業登記資料或身分證影本營利事業登記資料或身分證影本營利事業登記資料或身分證影本                        8.8.8.8.□□□□活動計畫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活動計畫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活動計畫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活動計畫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公益團體公益團體公益團體公益團體））））****    ※※※※1.1.1.1.檢附資料請按順序裝訂於本申請表後檢附資料請按順序裝訂於本申請表後檢附資料請按順序裝訂於本申請表後檢附資料請按順序裝訂於本申請表後，，，，非本人親自申請均須檢付委託書非本人親自申請均須檢付委託書非本人親自申請均須檢付委託書非本人親自申請均須檢付委託書。。。。                                                                                                                20170516201705162017051620170516    ※※※※2.2.2.2.申請懸掛使用費每組兩幅申請懸掛使用費每組兩幅申請懸掛使用費每組兩幅申請懸掛使用費每組兩幅二二二二百元百元百元百元;;;;保證金每組兩幅二百元保證金每組兩幅二百元保證金每組兩幅二百元保證金每組兩幅二百元, , , , 懸掛期間以懸掛期間以懸掛期間以懸掛期間以一期十五日為原則一期十五日為原則一期十五日為原則一期十五日為原則，，，，如因特殊情形而有展延之如因特殊情形而有展延之如因特殊情形而有展延之如因特殊情形而有展延之    必必必必要要要要                        時時時時，，，，應於核准期限屆滿前七日得申請展延一次應於核准期限屆滿前七日得申請展延一次應於核准期限屆滿前七日得申請展延一次應於核准期限屆滿前七日得申請展延一次。。。。    ※※※※3.3.3.3.廣告旗幟正面右下角位置以二公分字格標示核准字號及施作插設廣告旗幟之申請廣告旗幟正面右下角位置以二公分字格標示核准字號及施作插設廣告旗幟之申請廣告旗幟正面右下角位置以二公分字格標示核准字號及施作插設廣告旗幟之申請廣告旗幟正面右下角位置以二公分字格標示核准字號及施作插設廣告旗幟之申請者者者者。。。。另另另另下端應離地面二百五十公分以上下端應離地面二百五十公分以上下端應離地面二百五十公分以上下端應離地面二百五十公分以上，，，，旗旗旗旗                    面與行車方向平行面與行車方向平行面與行車方向平行面與行車方向平行，，，，且不得逾越至車道上且不得逾越至車道上且不得逾越至車道上且不得逾越至車道上，，，，其他相關規定依其他相關規定依其他相關規定依其他相關規定依「「「「新北市路燈桿懸掛新北市路燈桿懸掛新北市路燈桿懸掛新北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廣告旗幟管理要點」」」」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4.4.4.4.【【【【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不需填寫部分不需填寫部分不需填寫部分不需填寫    由審核單位填具由審核單位填具由審核單位填具由審核單位填具。。。。    



                                                                           「「「「新北市路燈桿懸掛新北市路燈桿懸掛新北市路燈桿懸掛新北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廣告旗幟管理要點」」」」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管理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以美化市容景觀，維護環境整潔，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為本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及新北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各區公所）。 三、各區公所得核准於道路寬度達十五公尺以上之道路兩旁、安全島或分隔島之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 廣告旗幟之廣告內容不得違反公序良俗。 四、申請懸掛廣告旗幟者（以下簡稱申請者），應於懸掛日二星期前檢具下列文件向各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應敘明申請者、聯絡人之姓名、聯絡電話、聯絡住址與廣告旗幟之懸掛期間、懸掛路段及懸掛數量。 (二) 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資料或個人身分證影本。 (三) 廣告內容並附旗幟設計樣張（影本）。 
 前項第一款懸掛期間以一期十五日為原則，如因特殊情形而有展延之必要時，應於核准期限屆滿前七日申請展延。 同一路段或地點同時有二位以上申請者提出懸掛廣告旗幟之申請時，以政令宣導及公益活動為優先﹔其他以抽簽決定為原則。 前項所稱公益活動，指以公共利益為目的，所辦理之文化、學術、教育、慈善或其他類同之非營利性活動。 五、前點第一項之申請，經各區公所核准並繳費後，由申請者依申請內容自行懸掛設置廣告旗幟。     前項費用之收費標準，依新北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收費標準之規定。 六、廣告旗幟之懸掛方式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型式：每支路燈桿限以一組（兩幅）羅馬旗型式懸掛。 (二)材質：限用布質材料。 (三)規格尺寸：長一百五十公分、寬六十公分。 (四)註記：廣告旗幟正面右下角位置以二公分字格標示核准字號及施作插設廣告旗幟之申請者。 (五)位置：廣告旗幟下端應離地面二百五十公分以上，旗面與行車方向平行，且不得逾越至車道上方，如有損壞申請者應立即修復或拆除（含固定設施）。公車月臺站區內或設有交通號誌之燈桿禁止懸掛。 (六)固定方式：燈桿兩側應同時懸掛旗幟，不得為單側懸掛，每面旗幟上下應以鋁合金橫桿支撐，橫桿兩端並應設置旗桿軟質且不易脫落之套頭，以防止傷人；且以 U  型環、束帶、圓形環等套環方式固定，不得使用膠帶黏貼或有損壞燈桿鍍鋅表層之固定方式，懸掛旗面應與行車方向平行。但寬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分隔島或安全島不在此限，如有損壞，申請者應立即修復或拆除（含固定設施）。 七、懸掛廣告旗幟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申請者應依核准內容、地點及方式設置。 (二)設置期間，申請者應派專人巡查管理，遇有傾斜、破損、脫落及有礙市容觀瞻等情形，應立即派員修復或拆除，並接受執行機關督導。 (三)設置地點如位於陸上颱風警報警戒區或強風特報區時，申請者應於發布後四小時內自行拆除，俟颱風警報或強風特報等解除後，再恢復懸掛。 八、廣告旗幟懸掛期間，因申請者懸掛或管理不當而致人身傷害、財產損害時，由申請者負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環保局並得立即停止其懸掛並予以拆除，且不退還保證金及剩餘期間之使用費。 九、申請者應於廣告旗幟懸掛期限屆滿當日二十四時前，自行拆除完畢。未依期限拆除者，環保局得逕行代為清除，並視同廢棄物清理之，所需費用由保證金中扣抵。 十、申請者違反第七點至第九點之規定者，環保局得代為履行，所需費用由保證金中扣抵。 十一、未經核准擅自設置廣告旗幟、提前設置、設置期滿未拆除或設置期間傾斜、破損、脫落致環境污染者，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處置。 



※                旗幟設計樣張粘貼表            (附件一) 

 

1.粘貼樣張 2.粘貼樣張 

3.粘貼樣張 4.粘貼樣張 

 

 



印 

印 

               切切切切    結結結結    書書書書                  (附件二) 

本本本本                                                                        （（（（人人人人////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因辦理因辦理因辦理因辦理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需需需需設置設置設置設置懸掛懸掛懸掛懸掛    

                                                                    廣告旗廣告旗廣告旗廣告旗幟幟幟幟，，，，向向向向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政府政府政府中和中和中和中和區區區區公公公公所申請所申請所申請所申請懸掛懸掛懸掛懸掛廣告旗幟設廣告旗幟設廣告旗幟設廣告旗幟設

置置置置，，，，對於對於對於對於「「「「新北市路燈桿懸掛新北市路燈桿懸掛新北市路燈桿懸掛新北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已充份了解並保證遵守其已充份了解並保證遵守其已充份了解並保證遵守其已充份了解並保證遵守其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如有違反願接受廢棄物清理法或沒收保證金等相關規定處罰如有違反願接受廢棄物清理法或沒收保證金等相關規定處罰如有違反願接受廢棄物清理法或沒收保證金等相關規定處罰如有違反願接受廢棄物清理法或沒收保證金等相關規定處罰，，，，絕無異絕無異絕無異絕無異

議議議議。。。。    

                                倘於旗幟懸掛期間倘於旗幟懸掛期間倘於旗幟懸掛期間倘於旗幟懸掛期間，，，，經查有下列情事發生經查有下列情事發生經查有下列情事發生經查有下列情事發生：：：：        

    ****廣告旗幟未依核准材質廣告旗幟未依核准材質廣告旗幟未依核准材質廣告旗幟未依核准材質、、、、尺寸尺寸尺寸尺寸、、、、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期限懸掛期限懸掛期限懸掛期限懸掛等情形等情形等情形等情形。。。。    

    ****廣告旗幟未依規定位置廣告旗幟未依規定位置廣告旗幟未依規定位置廣告旗幟未依規定位置、、、、樣式樣式樣式樣式不符不符不符不符、、、、固定方式固定方式固定方式固定方式等等等等懸掛懸掛懸掛懸掛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廣告旗幟有傾斜廣告旗幟有傾斜廣告旗幟有傾斜廣告旗幟有傾斜、、、、髒汙髒汙髒汙髒汙、、、、破損破損破損破損、、、、脫落等情形有危險之虞脫落等情形有危險之虞脫落等情形有危險之虞脫落等情形有危險之虞。。。。    

    ****未經核可即逕自懸掛廣告旗或逾期未逕自拆除經通知仍不改善者未經核可即逕自懸掛廣告旗或逾期未逕自拆除經通知仍不改善者未經核可即逕自懸掛廣告旗或逾期未逕自拆除經通知仍不改善者未經核可即逕自懸掛廣告旗或逾期未逕自拆除經通知仍不改善者。。。。    

    

貴貴貴貴所得依相關規定舉證告發所得依相關規定舉證告發所得依相關規定舉證告發所得依相關規定舉證告發或或或或可逕自拆除且保證金可逕自拆除且保證金可逕自拆除且保證金可逕自拆除且保證金不予退還不予退還不予退還不予退還，，，，並列入不予展並列入不予展並列入不予展並列入不予展

延或其他案件新申請之評量延或其他案件新申請之評量延或其他案件新申請之評量延或其他案件新申請之評量，，，，絕對遵從無異議絕對遵從無異議絕對遵從無異議絕對遵從無異議。。。。    

                                                        此此此此                                致致致致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新北市中和區公所新北市中和區公所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切結書人切結書人切結書人切結書人：：：：                                                            （（（（申請單位申請單位申請單位申請單位））））                    

                                                                    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住住住住            址址址址：：：：  

 

中 華 民 國中 華 民 國中 華 民 國中 華 民 國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申請路燈桿廣告旗幟懸掛詳細地點表申請路燈桿廣告旗幟懸掛詳細地點表申請路燈桿廣告旗幟懸掛詳細地點表申請路燈桿廣告旗幟懸掛詳細地點表((((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15151515 米以上道路米以上道路米以上道路米以上道路可可可可供供供供懸掛申請懸掛申請懸掛申請懸掛申請（（（（中央分隔島及兩側有紅磚人行道之道路中央分隔島及兩側有紅磚人行道之道路中央分隔島及兩側有紅磚人行道之道路中央分隔島及兩側有紅磚人行道之道路））））    

    

預計懸掛預計懸掛預計懸掛預計懸掛

優先順序優先順序優先順序優先順序    
懸掛地點 備註 

1                   路  (街)  

2 路  (街)  

3 路  (街)  

4 路  (街)  

5 路  (街)  

6 路  (街)  

7 路  (街)  

8 路  (街)  

9 路  (街)  

10 路  (街)  

 路  (街)  

 路  (街)  

 路  (街)  

 路  (街)  

 路  (街)  

 路  (街)  

 路  (街)  

 路  (街)  

 路  (街)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15<15<15<15 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可供申請懸掛路段可供申請懸掛路段可供申請懸掛路段可供申請懸掛路段    

        路名路名路名路名    可供申請盞數可供申請盞數可供申請盞數可供申請盞數            路名路名路名路名    可供申請盞數可供申請盞數可供申請盞數可供申請盞數    

1111    中山路中山路中山路中山路    70707070    22222222    莒光路莒光路莒光路莒光路    45454545    

2222    中正路中正路中正路中正路    150150150150    23232323    連城路連城路連城路連城路    68686868    

3333    中安街中安街中安街中安街    15151515    24242424    勝利路勝利路勝利路勝利路    8888    

4444    中和路中和路中和路中和路    29292929    25252525    復興路復興路復興路復興路    14141414    

5555    中原街中原街中原街中原街    56565656    26262626    景平路景平路景平路景平路    55555555    

6666    中興街中興街中興街中興街    7777    27272727    景安路景安路景安路景安路    20202020    

7777    民德路民德路民德路民德路    45454545    28282828    景新街景新街景新街景新街    15151515    

8888    民樂路民樂路民樂路民樂路    15151515    29292929    圓通路圓通路圓通路圓通路    20202020    

9999    永貞路永貞路永貞路永貞路    9999    30303030    福美路福美路福美路福美路    5555    

10101010    光環路光環路光環路光環路    15151515    31313131    福祥路福祥路福祥路福祥路    10101010    

11111111    安平路安平路安平路安平路    20202020    32323232    廣福路廣福路廣福路廣福路    10101010    

12121212    安和路安和路安和路安和路    24242424    33333333    德光路德光路德光路德光路    24242424    

13131313    安樂路安樂路安樂路安樂路    10101010    34343434    橋和路橋和路橋和路橋和路    33333333    

14141414    成功路成功路成功路成功路    15151515    35353535    興南路興南路興南路興南路    33333333    

15151515    宜安路宜安路宜安路宜安路    17171717    36363636    錦和路錦和路錦和路錦和路    20202020    

16161616    南華路南華路南華路南華路    20202020    37373737    環河東路環河東路環河東路環河東路    150150150150    

17171717    建一路建一路建一路建一路    25252525                            

18181818    員山路員山路員山路員山路    35353535                            

19191919    健康路健康路健康路健康路    12121212                            

20202020    捷運路捷運路捷運路捷運路    20202020                            

21212121    莒光路莒光路莒光路莒光路    45454545                            

        
    

    
    

        
    

    
    

請自行依需求”路段”參考用免附 

 

 

 

 

 

 

 

 

 



公司團體委託書公司團體委託書公司團體委託書公司團體委託書 

 
 

茲委託茲委託茲委託茲委託                                   （（（（即聯絡人即聯絡人即聯絡人即聯絡人））））全權代表本公司全權代表本公司全權代表本公司全權代表本公司                                                                 

向向向向    中和中和中和中和    區公所辦理申請區公所辦理申請區公所辦理申請區公所辦理申請  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    手續事宜手續事宜手續事宜手續事宜，，，，特特特特 

立委託書如上立委託書如上立委託書如上立委託書如上，，，，如有不實如有不實如有不實如有不實，，，，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貴機關依相關法令處置貴機關依相關法令處置貴機關依相關法令處置貴機關依相關法令處置。。。。 

【【【【受委託人受委託人受委託人受委託人】】】】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新北新北新北新北市市市市       區區區區                    路路路路（（（（街街街街））））     段段段段            巷巷巷巷                弄弄弄弄        號號號號     樓樓樓樓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   

【【【【委託人委託人委託人委託人】】】】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法人團體名稱法人團體名稱法人團體名稱法人團體名稱：：：：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新北新北新北新北市市市市       區區區區                    路路路路（（（（街街街街））））     段段段段            巷巷巷巷                弄弄弄弄        號號號號     樓樓樓樓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受託人身份證影本正面 受託人身份證影本反面 

印 

印 

印 



                  退還保證金申請書退還保證金申請書退還保證金申請書退還保證金申請書                                ((((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本本本本                                                                        （（（（人人人人////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申請於新北市中和區路燈桿上懸掛申請於新北市中和區路燈桿上懸掛申請於新北市中和區路燈桿上懸掛申請於新北市中和區路燈桿上懸掛

設置廣告設置廣告設置廣告設置廣告----                                                                    旗幟旗幟旗幟旗幟，，，，經核准懸掛自經核准懸掛自經核准懸掛自經核准懸掛自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現已屆滿申請設置期限現已屆滿申請設置期限現已屆滿申請設置期限現已屆滿申請設置期限，，，，已自行拆除燈桿上設置懸掛之廣告宮燈旗已自行拆除燈桿上設置懸掛之廣告宮燈旗已自行拆除燈桿上設置懸掛之廣告宮燈旗已自行拆除燈桿上設置懸掛之廣告宮燈旗幟幟幟幟，，，，

並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並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並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並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請請請請准予准予准予准予退還該項保證金退還該項保證金退還該項保證金退還該項保證金    計新台幣計新台幣計新台幣計新台幣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                    此此此此        致致致致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新北市中和區公所新北市中和區公所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    

                                                                        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會辦單位會辦單位會辦單位                                                                決決決決                行行行行    

                            承辦人員承辦人員承辦人員承辦人員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主任秘書主任秘書主任秘書主任秘書                                                        承辦主管承辦主管承辦主管承辦主管                                                                                                                                                                    副副副副    區區區區    長長長長                                                                                                                                                                                                                                                                                                                                                                                                                                                                                                                                                                                                                                                                                                        區區區區                長長長長        
收收收收                    據據據據    

    茲向茲向茲向茲向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領到退還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保證金計新北市中和區公所領到退還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保證金計新北市中和區公所領到退還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保證金計新北市中和區公所領到退還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保證金計：：：：    

                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萬萬萬萬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拾拾拾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此此此此            據據據據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具領人具領人具領人具領人））））：：：：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中中中中    華華華華    民民民民    國國國國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印 印 

印 

印 



                                                延押保證金申請書延押保證金申請書延押保證金申請書延押保證金申請書                                        （（（（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本本本本                                                                            （（（（人人人人////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向向向向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中和中和中和中和區區區區公所公所公所公所申請於路燈桿上申請於路燈桿上申請於路燈桿上申請於路燈桿上    

設置設置設置設置懸掛廣告懸掛廣告懸掛廣告懸掛廣告宮燈旗期間宮燈旗期間宮燈旗期間宮燈旗期間，，，，設置期間設置期間設置期間設置期間自自自自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止止止止，，，，為避免保證金繳款與退款手續繁瑣為避免保證金繳款與退款手續繁瑣為避免保證金繳款與退款手續繁瑣為避免保證金繳款與退款手續繁瑣，，，，故申請延用故申請延用故申請延用故申請延用前期前期前期前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至至至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止止止止（（（（            次展延次展延次展延次展延），），），），已繳納已繳納已繳納已繳納之保證金之保證金之保證金之保證金                                                        元元元元整整整整，，，，暫暫暫暫

時時時時不予退還不予退還不予退還不予退還俟俟俟俟懸掛期滿懸掛期滿懸掛期滿懸掛期滿後另後另後另後另行申退行申退行申退行申退。。。。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住住住住        址址址址：：：：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承辦人員承辦人員承辦人員                                                                                                                        承辦主管承辦主管承辦主管承辦主管    

    

    

    

    

    

                    中中中中        華華華華        民民民民        國國國國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印 

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