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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屆第 2次定期會 

第一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0月 30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呂美玲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一、議長致開會詞 

二、確認本次會議程 

三、市長施政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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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0月 30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呂美玲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一、市長施政總報告 

二、市政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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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0月 31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政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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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0月 31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政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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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報告事項第一案 

案  由：請市府針對市政府各局處業務有異動，未來橫向聯結做更詳細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處 

結    論：下午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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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報告事項第一案 

案  由：請市府針對市政府各局處業務有異動，未來橫向聯結做更詳細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處 

結    論： 

(一)因應社會環境快速變遷，市府進行組織改造，惟外界對市府內部各機關職掌  

    業務分工不甚明瞭。尤其事權應統一，分工宜明確，避免政出多門、多頭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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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影響民眾權益。 

(二)市府各機關遇有業務或事件管轄權之爭議時，應破除本位主義觀念，主動依 

    職權迅速調查確定，避免發生相互推諉情事，落實為民服務工作。  

(三)請市府儘速編製各單位業務手冊及通訊錄加強宣導，妥善規劃組織改造後之 

    業務移撥事宜。 
報告事項第二案： 

案    由:潮藝術活動的船隻是屬於哪一種船舶？其安檢的歷史如何？簽約的內

容和期限為何？ 

報告單位:基隆市文化局 

結   論： 

(一) 本次作為潮藝術活動場域的「龍進號」係為具歷史歲月的遠洋漁船，雖有 

     創意，但因涉及民眾登船參觀，相關安全檢查、緊急應變措施及保險等措 

     施，市府宜訂定相關規範。 

(二) 爾後市府辦理各項活動，於規劃時須考量活動類型與內容，予以妥善因應， 

     避免造成安全事故與傷害。 

報告事項第三案： 

案    由: 目前全國的國土計畫都準備提報中央政府審議，請都發處詳細報告目

前本市計畫與期末報告規畫方向，及未來各區域土地利用規劃為

何？ 

報告單位：都市發展處 

結    論： 

(一) 「全國國土計畫法」賦予本市相當大的自主與彈性，市府應依據地方需求 

      與特色進行規畫，貫徹民眾參與監督機制，儘速完成「基隆市國土計畫」， 

      以促使本市土地利用更趨完善與明確。 

(二)「基隆市國土計畫」涉及本市未來整體發展，市府除應善盡規畫指導開發及 

      保育，以落實各區均衡發展外，更需因地制宜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達 

      到「適地適用」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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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八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08 年 11月 2 日（星期六） 

第九、十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08 年 11月 3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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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4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四案： 

案    由:針對各級學校禮堂與運動場地的使用、租借及其收費標準為何? 

報告單位:教育處 

結    論： 

(一)校園場地對外開放，其使用及租借方式應公開透明，活動時間亦應訂定統一 

    規範，開放活動之場地應分隔教學區，以避免影響學校教學或相關活動。 

(二)有關各學校場地使用及租借方式，請市府教育處綜整設立公開資訊網頁，並 

    研議採線上預約登記之單一窗口方式，其相關收費標準及分配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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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4日（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報告事項第五案： 

案    由: 本市老人獨居老宅居全國第一，且屋齡平均都在 20~40 年之間(長者

若是住在公寓高樓層，也等於是住在偏鄉)，目前內政部獎勵修繕的

方式(原有住宅改善無障設施申請補助作業要點，自 108 年 1 月 1 日

實施至今已經將近一年)，各縣市已經如火如荼辦理中，目前實施情

形為何(申請件數、辦理情形、核發件數總金額、宣導成效等)請市府

具體報告。 

報告單位:都市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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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一) 為加速本市危險、老舊房舍之改善，市府應落實「人本環境」相關計 

     畫，積極推動「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即一般所稱 

     「危老條例」)及「原有住宅改善無障礙設施申請補助作業要點」，輔 

     導老舊住宅社區，改進無障礙設施之公共空間。 

(二)市府應訂定各項計畫推動目標值及績效控管機制後提送本會，俾利 

    本會了解及掌握後續進度事宜。另請檢討現行危老措施及無障礙設 

     施申請補助作業之規定是否過於嚴苛，應予適度鬆綁。 

報告事項第六案： 

案    由：市府目前是否有統計本市人行道上之電桿、路樹及騎樓高低與燈光昏

暗等造成身障人士通行不便之設施數量，以及預計何時能改善或排

除，請市府說明。 

報告單位：工務處、都市發展處 

結    論： 

(一)營造友善的人行環境，對身障者言，有其切身急迫之需要。請市府針對本市 

    人行道(包括路樹栽種、燈桿豎立)及騎樓之改善，建立整合協調機制，排定 

    改善優先次序，並研議劃設「標線型」之人行道及改進身障步道的坡度，以 

    建造民眾「行的安全」環境空間。 

(二) 為達「人本交通」之願景，市府應訂定年度改善目標，建立績效評核機制， 

並將具體措施及時程進度提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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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5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七案： 

案    由：因南方澳橋樑斷裂之鑑，請市府針動本市全面性橋樑檢測結果，做總

體報告。 

報告單位：工務處 

結    論： 

（一）橋樑安全攸關人民生命權益甚鉅，市府除應定期辦理檢測及維修外，更需

隨時對外公布各項數據及結果。此外，並應慎選檢測廠商及研議增加檢測

之頻率，與訂定維修之課責機制，以祛除民眾疑慮。 

（二）另外對於本市轄內高架道路及人行陸橋，市府亦應積極向中央爭取經費，

比照橋樑方式進行檢測與維修，以安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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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5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八案： 

案    由：目前本市地下道使用率非常低如孝一路及忠一路的地下道亦是如

此，其環境髒亂、安全更是堪憂，請市府重新評估全市地下道環境

與安全及存廢問題，請市府報告。 

報告單位：交通處、環保局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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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隆多雨導致地下道溼滑，易對民眾行的安全造成危險與傷害。對於本市

目前地下道的使用管理，請市府務需從其實用性、功能性及安全性的角

度，審慎評估其存廢問題。 

（二）在未決定廢除之前，行人通行地下道，因攸關安全問題，除應力求通道明

亮、美化外，另應增設緊急求救鈴與監視器，及研議增設無障礙設施之可

行性，同時請市府落實環境清潔衛生，加強警務巡邏，以維護市民人身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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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6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警察局局長詹永茂、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政考察第一案： 

和平島台船造船廠。(國防漏洞—私菸走私及船舶污染等問題) 

市政考察第二案： 

大基隆歷史場景之要塞司令部、校官宿舍、李宅修復進度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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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6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政考察檢討報告第一案 

案由：和平島台船造船廠(國防漏洞〜私菸走私及船舶污染等問題) 

報告單位：財政處、環保局、警察局 

結    論： 

(一)未稅菸品，存有暴利，促使不法民眾企圖走私謀取利益。為杜絕不法，打擊 

    走私犯罪，請市府協請中央有關單位，督促台灣造船廠加強廠區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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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監管機制，避免形成本市嚴重的治安漏洞。 

(二)對於港區的船舶污染，市府環保局除應積極進行港區內機動性巡查外，並應 

    輔導台船建立自主之檢核機制，避免海洋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對於漏油汙染 

    之船舶，市府更應依相關法令予以重罰，以儆效尤。 

市政考察檢討報告第二案 

案    由: 大基隆歷史場景之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李宅 

          修復進度及狀況。 

報告單位: 基隆市文化局 

結   論： 

(一)「大基隆歷史場景計畫」係屬本市重大市政建設，惟市民對其相關細部內容 

      及歷史，普遍欠缺認識與了解。為提高民眾參與度，請市府善加利用各種 

      媒體通路，廣為宣導，讓民眾了解本市在地的古蹟及相關歷史。 

(二)「大基隆歷史場景計畫」之未來成果，應融入城市行銷中，請市府對於歷史 

      建物的周邊，應建置完善的停車空間與觀光動線，期能藉歷史場景的再 

      現，再次活絡本市文化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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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7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政考察第三案： 

暖江橋(重車流量有無影響橋樑安全及有無建置橋樑安全監測系統)。 

市政考察第四案： 

大武崙石碑斑駁、沙灘觀光產業、湖海路地下電纜舖設進度。 

市政考察第五案： 

高遠新村日式住宅原貌重現及球子山燈塔、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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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次會議記要 
時    間 108年 11月 7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政考察檢討報告第三案 

案    由：暖江橋(重車流量有無影響橋樑安全及有無建置橋樑安全監測系統)。 

報告單位:工務處 

結   論: 

（一）暖江橋除一般車輛行駛外，並增加砂石車等大型車輛的活載重，市府應重 

      新檢測橋樑整體的安全性及加強橋樑振幅監測，儘速公布檢測紀錄結果。 

（二）請市府研議針對行駛暖江橋的砂石車，進行流量管制之可行性，並建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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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監測系統，以消除民眾心中疑慮，為市民通行安全把關。 

市政考察檢討報告第四案 

案    由：大武崙石碑斑駁、沙灘觀光產業、湖海路地下電纜鋪設進度。 

報告單位：觀光及城市行銷處、工務處 

結    論： 

（一）大武崙沙灘是民眾平日重要之休憩活動場域，該景觀工程之施作，請市府

積極配合北觀處儘速完成，同時須注意改善入口意象景觀、夜間照明及停

車空間之不足，並研議建造串連萬里區的濱海道路。 

（二）市府應利用外木山廊帶絕佳的沿岸景觀，與大武崙特有的沙灘地形，積極

營造海洋休憩環境，發展觀光娛樂產業，以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市政考察檢討報告第五案 

案    由: 高遠新村日式住宅原貌重現及球子山燈塔、營區 

報告單位: 基隆市文化局 

結   論： 

(一) 為使高遠新村風華再現，請市府督促基隆港務公司辦理高遠新村歷史建物 

     修復事宜，以利工程早日完工，並打造成為築港文化園區。 

(二) 市府辦理球子山燈塔附近環境整修工程，規劃初期應邀請地方人士參與， 

     深入了解當地民俗風情，利用特殊的地形環境與絕佳的天然景觀，使其成 

     為本市獨樹一幟的觀光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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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8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陳議員明建       08:40--09:40  

何議員淑萍       09:50--10:50 

  韓議員世昱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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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8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市長施政總質詢 

鄭議員愷玲           14:30--15:30 

俞議員叁發           15:4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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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二十二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08 年 11月 9 日（星期六） 

第二十三、二十四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08 年 11月 1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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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1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張議員耿輝       08:40--09:40 

呂議員美玲       09:50--10:50 

  張議員芳麗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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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1日（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副議長林沛祥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蘇議員仁和(書面質詢）14:30--15:30 

張顥瀚議員(書面質詢）15:4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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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2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陳宜+張顥瀚議員  08:40--09:40 

(民進黨團聯合施政總質詢)  

林議員旻勳       09:50--10:50 

  童議員子瑋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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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2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副議長林沛祥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張議員淵翔           14:30--15:30 

莊議員敬聖           15:40--16:40



 28 

        第二十九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3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宋議員瑋莉       08:40--09:40  

楊議員秀玉       09:50--10:50 

莊議員錦田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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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3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副議長林沛祥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江議員鑒育           14:30--15:30 

楊議員石城           15:4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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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4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張議員之豪       08:40--09:40 

(民進黨團聯合施政總質詢)  

張議員秉鈞       09:50--10:50 

(民進黨團聯合施政總質詢)  

鄭議員文婷       11:00--12:00 

  (民進黨團聯合施政總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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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次會議記要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副議長林沛祥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莊議員榮欽           14:30--15:30 

秦議員  鉦           15:4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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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5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警察局局長詹永茂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秘書長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王議員醒之       08:40--09:40  

陳議員薇仲       09:50--10:50 

藍議員敏煌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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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5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市長施政總質詢 

連議員  恩典         14:30--15:30 

林副議長沛祥         15:40--16:40 

蔡議長  旺璉         16: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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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三十六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08 年 11月 16日（星期六） 

第三十七、三十八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08 年 11 月 1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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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8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一、單位報告：財政處、主計處 

二、審查範圍： 

本會第 19屆第 2次定期會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審查會第 1案） 

   一、單位報告: 財政處/主計處報告 

   二、審查範圍: 基隆市議會預算-歲入/歲出計畫   1-8頁~~1-27頁  

                 基隆市政府預算-歲出計畫 2-177頁至 2-209頁 

※ 其中 2-180頁：『綜合發展處』一般行政-行政管理-一般事務費-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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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市政大樓興建案相關行政費用等預算數 50萬元； 

          決議：與 2-209頁公有建築工程-市政大樓新建工程-設備及投資案併 

               同討論其餘預算決議通過。 

         ※下午繼續審議 2-2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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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8日（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預算-歲出計畫 2-209頁至 2-246頁。 

       ※其中 2-209頁『綜合發展處』公有建築工程-市政大樓新建工程預算數 

       1250萬元『提大會討論』；2-180頁籌辦新市政 樓興建案相關行政費 

       用等預算數 50萬元與 2-209頁併同討論。其餘預算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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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9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一、審查範圍：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預算-歲出計畫 2-249頁至 2-254頁『政風處』； 

              2-257頁至 2-280頁『民政處』預算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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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19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預算-歲出計畫基隆市政府歲出計畫 2-283頁  

    ~~2-293頁『民政處』；2-297頁至 2-311頁『地政處』； 2-315頁至 2-341 

    頁『財政處』預算：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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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0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環保局局長賴煥紘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預算-歲出計畫/基隆市政府歲出計畫 2-345頁 

              ~~2-376 頁『產發處』；決議：預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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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0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環保局局長賴煥紘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預算-歲出計畫 2-377頁~~2-404頁『產發處』； 

              2-377頁至 2-398頁決議：預算通過；2-399頁至 2-404頁尚在 

              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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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1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預算 2-399頁~~2-426頁「產發處及都發處」； 

               2-399頁-2-416頁「產發處預算」除 2-401頁委辦費「北五堵 

               國際研發新鎮計畫 2100萬元；『提大會討論』 

               2-403頁「獎補助費」基隆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400萬元『提 

               大會討論』外，其餘預算通過 

               2-415頁說明欄修正為「仁愛、祥豐、七堵、東光、源遠及調  

               和等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 

               第二冊「都發處」2-419頁至 2-423 頁預算通過；2-424頁至 

               2-426頁尚在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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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1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預算 2-424頁至 2-426頁~~ 2-469 頁「都發處」，預 

              算通過其中:2-446頁都市發展業務-一般行政「委辦費」50萬 

              元，說明欄刪除『景觀規劃』。2-448頁都市發展業務-都市發展 

              規劃「業務費」55萬元，說明欄刪除『景觀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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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2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環保局局長賴煥紘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基隆市政府預算 2-473頁~~2-518頁「工務處」預算。 

             其中:2-511頁道路橋梁工程-道路養護工程預算 6300萬刪減 10  

             萬元准列 6290萬元。其餘預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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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八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2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環保局局長賴煥紘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基隆市政府預算 2-473頁~~2-541頁「觀光及城市行銷處」預算。 

             其中:2-523頁觀光與公用事業管理-業務費-一般事務費『預算 

             200萬元』辦理觀光巴士相關業務；決議：提大會討論。其餘預 

             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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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五十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08 年 11月 23日（星期六） 

第五十一、五十二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08 年 11月 2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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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5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財政處處長翁利芳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基隆市政府預算 2-545頁~~2-565頁「交通處」預算。 

             其中:2-558至 2-559頁交通管理業務-交通管理行政-獎補助費- 

             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7600萬元「市區公車營運虧損及偏遠路線營運 

             虧損等補助」2750萬元「市區公車路線優待卡票差補貼」250萬 

             元「市區客運路線優待卡票差補貼」等 3筆預算。 

             決議：提大會討論。其餘預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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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5日（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預算 2-569頁~~第三冊 10-28 頁「社會處、教育處、  

              人事處(公務人員退休給付)、財政處(災害準備金)、主計處(第 

              二預備金)、各區公所（中正、信義、仁愛、安樂、中山、暖暖、 

              七堵）等七區」預算。 

              其中:2-581頁「社會處」社會救濟-社會救濟-以工代賑-臨時人 

              員酬金預算 1008萬 3879元預算通過『說明欄:修正聘雇以工代 

              賑人員計 28名』其餘預算通過。 

       ※主席宣佈:因不及審查預算，明日 11/26上午 9:30 恢復大會， 

         宣佈變更議事日程延長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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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6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環保局局長賴煥紘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一、主席：議長蔡旺璉 

甲、開會報告 

        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變更議事日程：審查會因不及審查預算，本會第 19屆第 2次定期會會 

        期延長 5天，原 10/30-11/28更改為 10/30-12/3。決議：通過。交付 

        審查會繼續審查基隆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二、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甲、開會報告 

        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50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預算 11-14頁~~15-26頁各戶政事務所「中正、信義、 

          仁愛、安樂、中山、暖暖、七堵）等七區)、殯葬管理所、仁愛 

          之家、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動保所預算。決議預算通過 

   其中：1.殯葬管理所 12-19頁一般建築及設備-建築及設備說 

           明欄文字修正「市庫負擔 800,000元，收支對列 

           26,000,000元(其他 26,000,000元)」 

         2.仁愛之家 13-11頁至 13-13頁有關福利園區規劃期程 

           列明(109)年臨時會報告事項。 

         3.動保所 15-17至 15-24頁「動物保護防疫-畜禽水產動 

           物保育及疾病防治」項目，有關說明欄『捕犬隊』均修 

           正為『動物保護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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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6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呂美玲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環保局局長賴煥紘、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預算 16-11頁至 18-42頁稅務局、警察局、消防局預 

              算。決議預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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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7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呂美玲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基隆市政府預算 19-10頁~19-89頁稅衛生局預算。決議預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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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7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呂美玲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 20-14頁-22-18頁環保局、文化局、體育場預算。 

              決議預算通過。其中:20-37頁環保業務-垃圾清運暨環境清潔維 

              護—一般事務費「說明(二)滅鼠毒餌藥劑費及粘鼠板等相關費 

              用」預算通過；陳薇仲議員保留大會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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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8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 基隆市政府主管附屬單位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教育處、家 

          庭教育中心、各高及各國中、小、幼兒園）預算。 

              其中: 1.地方教育發展基金：1-48頁補(協)助政府機關(構)-「補 

              助本市學生搭乘本市公車」。決議：提大會討論，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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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8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審查會議審查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 

    審查範圍:基隆市政府主管-附屬單位預算:公共汽車管理處等八大基金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 

1. 公共汽車管理處：第 13頁勞務收入-客運收入-社福卡-「市政府補助 65 

                   歲以上及身障市民免費乘車」及 

                   第 14頁其他營業收入-政府補助收入，決議：提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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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餘照案通過。 

    2.醫療作業基金：照案通過。 

    3.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照案通過。 

    4.公共造產基金：照案通過。                 

    5.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特種基金： 

      第17頁「補助本市 65歲以上老人搭乘本市公車及基隆客運」。及 

      第 22頁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辦理補助本市身心障礙者優待搭乘市 

      公車及基隆客運」，決議：提大會討論。餘照案通過。 

    6.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照案通過。  

    7.環境保護基金：照案通過。 

    ※基隆市政府歲入計畫：由歲出刪減數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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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9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陳薇仲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警察局局長詹永茂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一、一般議案審查 

審查範圍: 第一審查會 11案，第二審查會 17案 

第一審查第 1案「基隆市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二款第五目修

正「﹒﹒﹒地面空間」為「﹒﹒﹒地面、空間」；第九條修正「﹒﹒﹒期

限內」 為「﹒﹒﹒15日內」；第十二條修正「應再令﹒﹒﹒」為「得再令﹒﹒﹒」，

修正「﹒﹒﹒先行移置」為「﹒﹒﹒逕行移置」，修正「﹒﹒﹒仍無人認

領者」為「﹒﹒﹒仍未認領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修正「﹒﹒﹒戶

外﹒﹒﹒」為「﹒﹒﹒內外﹒﹒﹒」。 

第一審查第 2案「基隆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修

正「經本府核准設置」為「本府所需政令宣導者」。餘案，均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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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二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1月 29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陳薇仲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翁利芳、工務

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處長蘇昱彰、

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交通

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公車處處長陳新

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文化局局長陳

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警察局局長詹永茂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一、一般議案審查 

審查範圍:第三審查會 20案，第四審查會 3案 

      第三審查會第 2案「基隆市景觀自治條例」決議：不通過，俟辦理說明會 

      後再送本會審議。餘案，均照案通過 

 二、主席宣布審查會完畢，下周一 12/2恢復大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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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六十四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08 年 11月 30日（星期六） 

第六十五、六十六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08 年 12 月 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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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2月 2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俞叁發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一）一般議案 

第一審查會 11案，第二審查會 17案，第三審查會 20案， 

第四審查會 3案，合計 51案。 

第一審查第 1案「基隆市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二款第五目修

正「﹒﹒﹒地面空間」為「﹒﹒﹒地面、空間」；第九條修正「﹒﹒﹒期

限內」 為「﹒﹒﹒15日內」；第十二條修正「應再令﹒﹒﹒」為「得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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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先行移置」為「﹒﹒﹒逕行移置」，修正「﹒﹒﹒仍無人認

領者」為「﹒﹒﹒仍未認領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修正「﹒﹒﹒戶

外﹒﹒﹒」為「﹒﹒﹒內外﹒﹒﹒」。 

第一審查第 2案「基隆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修

正「經本府核准設置」為「本府所需政令宣導者」。 

第三審查會第 2案「基隆市景觀自治條例」決議：不通過，俟辦理說明會

後再送本會審議。餘案，均照案通過。 

（二）基隆市 109年度地方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審議表 

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部分如下表： 

     本會第 19屆第 2次定期聯合審查會，審查結果如下！ 

一、一般議案：第一審查會11案；第二審查會17案；第三審查會20案； 

第四審查會 3案；合計51案；  

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部分如下表： 

 收入原列  222億 6471萬 3000元刪減 10萬元修正為 222億 6461萬 3000元 

（一）歲入 199億 6471萬 3000元        

（二）債務之舉借 23億元刪減 10萬元   修正為  22億 9990萬元 

 支出原列  222億 6471萬 3000元  刪減 10萬元 修正為 222億 6461萬 3000元 

（一）歲出 199億 6471萬 3000元 刪減 10萬元  修正為 199億 6461萬 3000元 

（二）債務之償還  23億元                       

      歲入：由市府依歲出刪減數自行調整【審議表歲出修正部份】 

    宣讀歲出審議表歲出修正部份歲出。 

二、提大會討論共 11案；保留大會發言權共 1案，餘預算通過， 

附屬單位預算： 

1.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3500萬，提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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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汽車管理處：配合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提大會討論。提大會討論。。餘照案通過。 

3.醫療作業基金：照案通過。 

4.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照案通過。 

5.公共造產基金：照案通過。                 

6.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特種基金：提大會討論。 

7.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照案通過。  

8.環境保護基金：照案通過。 

二、討論提大會事項: 

（一）2-180頁「綜合發展處」一般行政-行政業務-業務費-一般事務費預算數 

      50萬。決議：預算通過。 

（二）2-209頁「綜合發展處」公有建築工程-市政大樓新建工程-設備及投資-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預算數 1250萬。決議：預算通過。 

      附帶決議:1.明年底召開定期大會前，市府須向本會提出規畫專案報告。 

               2.本會議員所提各項建議，請市府確實錄案辦理。 

      ※下午繼續討論提大會 2-401至 402頁「產業發展處」-工商業與度量衡 

        管理-招商業務-業務費-委辦費北五堵國際研發新鎮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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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08年 12月 2日（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俞叁發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開會報告 

一、主席宣布開會 

乙、會議內容 

一、討論提大會事項: 

（一）2-401至 402頁「產業發展處」-工商業與度量衡管理-招商業務-業務費-   

     委辦費北五堵國際研發新鎮計畫預算數 2100萬。決議：預算通過。 

         附帶決議: 

         1.請市府 12月底前提供期初報告審議結果（包括區位優勢）之完整資 

           料給本會同仁。 

         2.市府辦理各項地區說明會時，須邀請議員同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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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403頁「產業發展處」-工商業與度量衡管理-招商業務-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基隆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預算數 400萬。決議：預算通過。 

      附帶決議: 

      1.請市府參考南投縣工策會招商之作法，促進本市商業發展。 

      2.明年度審查預算前，請市府將工策會招商引資之績效送達本會供參。 

（三）2-511頁「工務處」-道路橋梁工程-道路養護工程-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 

      及設施費「全市道路維護、巡查修補等工程」預算數 6300萬元。決議： 

      刪減預算數 10萬元，准列 6290萬元。 

（四）2-523頁「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觀光與公用事業管理-觀光事業管理-業 

      務費-一般事務費辦理觀光巴士相關業務預算數 200萬。決議：刪減預算 

      數 100萬元，准列 100萬元。 

（五）2-558頁「交通處」-交通管理業務-交通管理行政-獎補助費-對特種基金 

      之補助預算數 7600萬。決議：預算通過。 

（六）2-558頁「交通處」-交通管理業務-交通管理行政-獎補助費-對特種基金   

      之補助預算 2750萬。決議：預算通過。 

（七）2-558頁「交通處」-交通管理業務-交通管理行政-獎補助費-其他補助及 

      捐助預算數 250萬。決議：預算通過。 

（八）1-48頁「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預算數 3500萬。 

      決議：減列 1700萬元。。 

（九）13頁公共汽車管理處-勞務收入-客運收入-社福卡預算數 5656萬 7000元。 

      決議：決議:預算通過。 

（十）14公共汽車管理處-其他營業收入-政府補助收入預算數 1億 5908萬 7000 

     元。決議：減列 1700萬元。 

       附帶決議: 

       1.僅今(109)年度編列並核實支付，明年（110）年度不得編列。 

       2.補助金額細目須送本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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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7頁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特種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預算數 4456 

        萬 7000元。決議：刪減預算數決議:預算通過。 

（十二）22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特種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預算數 1200萬。 

       決議：預算通過。 

（十三）保留大會發言權 20-37頁「環境保護局」-滅鼠毒餌藥劑費及粘鼠板等 

        相關費用，決議：預算 20萬元通過。 

三、附屬單位預算： 

  1.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減列 1700萬元。 

  2.公共汽車管理處：配合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減列 1700 

    萬元，政府補助收入減列 1700萬元。餘照案通過。 

  3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特種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決議:預算通過。 

二、二讀會 

    議事組報告: 

    本會第 19屆第 2次定期聯合審查會，審查結果如下！ 

   （一）一般議案：第一審查會11案；第二審查會17案；第三審查會20案； 

                   第四審查會 3案；合計51案； 

    第一審查第 1案「基隆市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決議:通過。 

    第一審查第 2案「基隆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決議:通過。 

    第三審查會第 2案「基隆市景觀自治條例」決議:不通過。俟辦理說明會後 

    再送本會審議。餘案，均照案通過。 

二、 基隆市政府歲出計畫 

     收入原列222億 6471萬 3000元刪減 110萬元修正為 222億 6361萬 3000元 

   歲入預算數199億 6471萬 3000元。 

   債務之舉借23億元刪減 110萬元修正為 22億 9890萬元 

     支出原列222億 6471萬 3000元刪減 110萬元修正 222億 6361萬 3000元 

   歲出預算數199億 6471萬 3000元刪減預算數 110萬元修正為 199億 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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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3000元 

    債務之償還預算數 23億元。 

（一）2-180頁「綜合發展處」一般行政-行政業務-業務費-一般事務費預算數 

      50萬。決議：預算通過。 

（二）2-209頁「綜合發展處」公有建築工程-市政大樓新建工程-設備及投資-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預算數 1250萬。決議：預算通過。 

      附帶決議:1.明年底召開定期大會前，市府須向本會提出規畫專案報告。 

               2.本會議員所提各項建議，請市府確實錄案辦理。 

（三）2-401至 402頁「產業發展處」-工商業與度量衡管理-招商業務-業務費- 

      委辦費北五堵國際研發新鎮計畫預算數 2100萬。決議：預算通過。 

      附帶決議: 

     1.請市府 12月底前提供期初報告審議結果（包括區位優勢）之完整資料給 

       本會同仁。 

     2.市府辦理各項地區說明會時，須邀請議員同仁參加。 

（四）2-403頁「產業發展處」-工商業與度量衡管理-招商業務-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基隆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預算數 400萬。決議：預算通過。 

      附帶決議: 

     1.請市府參考南投縣工策會招商之作法，促進本市商業發展。 

     2.明年度審查預算前，請市府將工策會招商引資之績效送達本會供參。 

（五）2-511頁「工務處」-道路橋梁工程-道路養護工程-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 

     及設施費「全市道路維護、巡查修補等工程」預算數 6300萬元。決議：刪 

     減預算數 10萬元，准列 6290萬元。 

（六）2-523頁「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觀光與公用事業管理-觀光事業管理-業 

      務費-一般事務費辦理觀光巴士相關業務預算數 200萬。決議：刪減預算 

      數 100萬元，准列 100萬元。 

（七）2-558頁「交通處」-交通管理業務-交通管理行政-獎補助費-對特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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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補助預算數 7600萬。決議：預算通過。 

（八）2-558頁「交通處」-交通管理業務-交通管理行政-獎補助費-對特種基金 

      之補助預算 2750萬。決議：預算通過。 

（九）2-558頁「交通處」-交通管理業務-交通管理行政-獎補助費-其他補助及 

      捐助預算數 250萬。決議：預算通過。 

（十）1-48頁「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預算數 3500萬。 

      決議：減列 1700萬元。。 

（十一）13頁公共汽車管理處-勞務收入-客運收入-社福卡預算數 5656萬 7000 

        元。決議：決議:預算通過。 

（十二）14公共汽車管理處-其他營業收入-政府補助收入預算數 1億 5908萬 

        7000元。決議：減列 1700萬元。 

       附帶決議: 

       1.僅今(109)年度編列並核實支付，明年（110）年度不得編列。 

       2.補助金額細目須送本會備查 

（十三）17頁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特種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預算數 4456 

        萬 7000元。決議：刪減預算數決議:預算通過。 

（十四）22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特種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預算數 1200萬。 

       決議：預算通過。 

（十五）保留大會發言權 20-37頁「環境保護局」-滅鼠毒餌藥劑費及粘鼠板 

        等相關費用，決議：預算 20萬元通過。 

歲入由市府依歲出刪減數自行調整 

 （十六）附屬單位預算： 

  1.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減列 1700萬元。 

  2.公共汽車管理處：配合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減列 1700 

    萬元，政府補助收入減列 1700萬元。餘照案通過。 

  3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特種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決議:預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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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讀會： 

議事組報告： 

本會第 19屆第 2定期會聯合審查會，共計審議： 

（一）本市 109年度地方總預算案共 5冊暨附屬單位預算綜計表，連同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等 8個附屬單位預算案。 

         歲入、歲出部份均依照二讀會意見通過。 

（二）一般議案共計 51 案，均依照二讀會意見通過。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69 

第六十九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8年 12月 3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俞叁發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會議內容:自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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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次會議記要 
時    間：108年 12月 3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十七時 

出席議員：蔡議長旺璉、林副議長沛祥、連恩典、藍敏煌、陳薇仲、王醒之、秦

鉦、莊榮欽、張耿輝、張秉鈞、張顥瀚、楊石城、江鑒育、莊錦田、楊秀玉、張

淵翔、莊敬聖、宋瑋莉、俞叁發、張之豪、蘇仁和、童子瑋、林旻勳、張芳麗、

呂美玲、陳宜、鄭文婷、鄭愷玲、韓世昱、何淑萍、陳明建 

請假議員：俞叁發議員 

市府列席人員：市長 林右昌、秘書長 李銅城、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

翁利芳、工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處徐燕興、社會處處長吳挺鋒、地政處

處長蘇昱彰、綜合發展處長 黃駿逸、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政風處處

長 簡正坤、交通處處長李綱、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青海、教育處代理處長陳淑貞、

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詹永茂、消防局局長陳龍輝、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文化局局長陳靜萍、環保局局長賴煥紘、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葉景棟、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范麗萍    

甲、會議內容: 

    自由考察 

乙、閉會 

 

附表一: 

基隆市 109年度地方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審議表  108年 12月 3日 

※本會第 19屆第 2次定期會審查 

第一審查會 11  案，第二審查會 17 案， 

第三審查會 20 案，第四審查會 3 案，合計51 案。 

第一審查第 1案「基隆市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二款第五目修正「﹒﹒﹒

地面空間」為「﹒﹒﹒地面、空間」；第九條修正「﹒﹒﹒期限內」為「﹒﹒﹒

15日內」；第十二條修正「應再令﹒﹒﹒」為「得再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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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移置」為「﹒﹒﹒逕行移置」，修正「﹒﹒﹒仍無人認領者」為「﹒﹒﹒仍

未認領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修正「﹒﹒﹒戶外﹒﹒﹒」為「﹒﹒﹒內外﹒﹒﹒」。 

第一審查第 2案

※ 本市 109年度總預算案部分如下表： 

「基隆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修正「經

本府核准設置」為「本府所需政令宣導者」。 

第三審查會第 2案「基隆市景觀自治條例」決議：不通過，俟辦理說明會後再送

本會審議。                 

餘案，均照案通過。 

     收入原列 222億 6471萬 3000元刪減 110萬元修正為 222億 6361萬 3000元 

  歲入預算數 199億 6471萬 3000元。 

  債務之舉借 23億元刪減 110萬元修正為 22億 9890萬元 

    支出原列 222億 6471萬 3000元刪減 110萬元修正 222億 6361萬 3000元 

  歲出預算數 199億 6471萬 3000元刪減預算數 110萬元修正為 199億 6361萬 

  3000元 

  債務之償還預算數 23億元。 

  歲入：由市府自行調整。 

  歲出：刪減、修正部分： 

 

編

號 

預算書

頁數 
承辦單位 用途別科目 預算數 刪減數 修正數 說明 

1 2-180 綜合發展處 

一般行政-行

政業務-業務

費-一般事務

費 

           

500,000  

 

0  

           

500,000  決議： 

預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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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09 綜合發展處 

公有建築工

程-市政大樓

新建工程-設

備及投資-房

屋建築及設

備費 

      

12,500,000  

 

0  

      

12,500,000  

決議： 
預算通過 
附帶決議: 
1.明年底召
開定期大會
前市府須向
本會提出規
畫專案報告。 
2.本會議員
所提各項建
議，請市府確
實錄案辦理。 

3 

2-401 

至 

2-402 

產業發展處 

工商業與度

量衡管理-招

商業務-業務

費-委辦費 

      

21,000,000  

 

0  

      

21,000,000  

北五堵國際
研發新鎮計
畫 
決議： 
預算通過 
附帶決議: 
1.請市府 12
月底前提供
期初報告審
議結果（包括
區位優勢）之
完整資料給
本會同仁。 
2.市府辦理
各項地區說
明會時，須邀
請議員同仁
參加。 

4 2-403 產業發展處 

工商業與度

量衡管理-招

商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4,000,000  

 

0  

        

4,000,000  

基隆市工商

發展投資策

進會 

決議： 

預算通過 

附帶決議: 

1.請市府參

考南投縣工

策會招商之

作法，促進本

市商業發展。 

2.明年度審

查預算前，請

市府將工策

會招商引資

之績效送達

本會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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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415 產業發展處 

一般建築及

設備- 

市場設備-設

備及投資-房

屋建築及設

備 

27,849,000 
 

0  
27,849,000 

決議： 
預算通過。 
說明欄：文字
修正，其中
「 … … 仁
愛、祥豐、七
堵、東光及源
遠公有零售
市場建築物
耐震補強工
程……」修正
為「……仁
愛、祥豐、七
堵、東光、源
遠及調和等
公有零售市
場建築物耐
震 補 強 工
程……」。 

6 2-446 都市發展處 

都市發展業

務-一般行政

-業務費-委

辦費 

           

500,000  

 

0  

           

500,000  

決議： 
預算通過。 
說明欄：文字
刪除「景觀規
劃」。 

7 2-448 都市發展處 

都市發展業
務-都市發展
規劃-業務費
-按日按件計
資酬金 

           
550,000  

0 
           

550,000  

決議： 
預算通過。 
說明欄：文字
刪除「景觀諮
詢」。 

8 2-511 工務處 

道路橋梁工
程- 
道路養護工

63,000,000 
程-設備及投
資-公共建設
及設施費 

           
100,000  

 
62,900,000 

決議： 
刪減預算數
10萬元，准列
6290萬元。 
全市道路維
護、巡查修補
等工程 

9 2-523 
觀光及 

城市行銷處 

觀光與公用
事業管理-觀
光事業管理-
業務費-一般
事務費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決議： 
預算刪減 100
萬元，准列
100萬元 
辦理觀光巴
士相關業務 

10 2-558 交通處 76,000,000 

交通管理業
務-交通管理
行政-獎補助
費-對特種基
金之補助 

 
0  

76,000,000 

決議： 
預算通過。 
市區公車營
運虧損及偏
遠路線營運
虧損等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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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558 交通處 27,500,000 

交通管理業
務-交通管理
行政-獎補助
費-對特種基
金之補助 

 
0  

27,500,000 

決議： 
預算通過。 
市區公車路
線優待卡票
差補貼 

12 2-558 交通處 2,500,000 

交通管理業
務-交通管理
行政-獎補助
費-其他補助
及捐助 

 
0  

2,500,000 

決議： 
預算通過。 
市區客運路
線優待卡票
差補貼 

13 2-581 社會處 

社會救濟-社
會救濟-以工
代賑-業務費
-臨時人員酬
金 

10,083,879  

 
0  

10,083,879  

決議： 
預算通過。 
說明欄：文字
修正為28名。 

14 

13-11 
至 

13-14 
仁愛之家 

福利業務-福
利業務 

16,331,000 
 
0  

16,331,000 

決議： 
預算通過。 
附帶決議：有
關福利園區
規劃期程列
明(109)年臨
時會報告事
項。 

15 

15-17 

至 

15-24 

動物保護 

防疫所 

動物保護防
疫-畜禽水產
動物保育及
疾病防治 

13,923,000 
 
0  

13,923,000 

決議： 
預算通過。 
說明欄：文字
「捕犬隊」均
刪除並修正
為 「動物保
護小隊」。 

16 20-37 環境保護局 

環保業務- 
垃圾清運暨
環境清潔維
護-業務費-
一般事務費 

        

200,000  
0  

      

200,000  

決議： 

預算通過。 

附屬單位預算： 

1 1-48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教育處 

補 (協)助政

府機關(構) 
35,000,000 17,000,000 18,000,000 

決議：預算減

列 1700萬元 

附帶決議: 

1.僅明(109)

年度編列並

核實支付，次

（110）年度

不得編列。 

2.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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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目須送本

會備查 

2 14 
公共汽車 

管理處 

其他營業收

入- 159,087,000 政府補助

收入 

17,000,000 142,087,000 
決議：預算減

列1,700萬元 

 

附屬單位預算： 

1.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減列 1700萬元。餘照案通過。 

2.公共汽車管理處：配合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減列 1700萬元，政府補助收入減列 1700萬元。餘照案通過。 

3.醫療作業基金：照案通過。 

4.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照案通過。 

5.公共造產基金：照案通過。                 

6.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特種基金：照案通過。 

7.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照案通過。  

8.環境保護基金：照案通過。 

 

附表二: 基隆市議會第 19屆第 2次定期會議案彙編 

基隆市議會第 19屆第 2次定期會議案彙編（一） 

目錄 案                               由 

第一審查會（合計 11案） 

1. 
為有效處理本市之廢棄車輛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市容觀瞻，本府制定「基隆市廢

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乙案，請審議。 

2. 

檢送「基隆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基隆市廣告物管理自治

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基隆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

乙式，請審議。 

3. 
建請基隆市政府比照台北市及新北市政府發展行動支付相關應用計畫，共同打

造北北基行動支付生活圈。 

4. 

有鑒於《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之實施及《性別平等教育法》實

施十五年，為提升本市性別平等意識，共創尊重、包容的友善都市，爰建請市

政府於民眾服務機關提供性別友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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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鑒於《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已實施，各級單位皆有機會服務

到同志及其他多元性別族群(例如：戶政、社政與勞政單位)，為使各級單位執

行公務及服務民眾時能更加順暢，並提升服務品質，避免發生因歧視、刻板印

象或誤解造成民眾被歧視或不適的可能，爰建請市府於 2020年及未來的公務人

員訓練課程中加入相關主題之培訓課程。 

6. 

有鑒於消防人員長期人力不足、裝備缺乏，嚴重影響公共安全及救災人員的生

命安全，107 年度審計部基隆市審計室之審核報告指出本市消防裝備達使用年

限者占比 56.74%，比例甚高，若無完善的裝備使用狀況之檢測與評估標準，恐

有影響救災安全之虞。建請消防局彙整相關資料，並提交改善報告。 

7. 
建請市府研議，假日期間於和平島觀光漁市加派警力，加強取締違停車輛，以

維護公車及民眾出入便利。 

8. 
本市中正區中濱里民活動中心部分窗戶遇大雨嚴重滲水，入口處大門上方雨遮

鏽蝕、老舊，建請鈞府修繕，以維里民進出安全、及里內活動順利辦理。 

9. 
敬請研議市府各局處約聘僱及臨時人員於辦理退休時，當年度年終奬金依比例

發給。 

10. 
建請市府研議提供照顧服務員支持心理服務之因應對策或相關紓壓課程，並落

實納入相關服務機構之評鑑事項，以維繫居家照顧系統的長久穩固發展。 

11. 
為保障食物外送員勞動權益，及輔導食物外送平台業者善盡雇主責任與社會責

任，建請勞動抽檢本市食物外送平台業者，並輔導改善。 

第二審查會（合計 17案） 

1. 

檢送本市 109 年度總預算案 100 套（每套 5 冊）暨附屬單位預算綜計表，連同

公共汽車管理處、醫療作業基金（慢性病防治所、衛生局所屬各區衛生所、市

立醫院）、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公共造產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特種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等 8個附屬單位預算案，

請審議。 

2. 

檢送本府捐助基金之教育類財團法人共 3 所(財團法人基隆社區大學教育基金

會、財團法人基隆市體育發展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基隆市教育會文教基金會)109

年度預算案(如附件)，請審議。 

3. 檢送「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請審議。 

4. 

為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 108年度「基隆嶼遊客遊憩步道改善工程」，

所需經費 2,400萬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敬請同意先行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辦理轉正，詳如說明，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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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獎助本府 108 年度「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設備費整合型計畫」新台幣 350 萬 8,000 元案，敬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請審議。 

6.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社家署）補助本府辦理「108年度育有未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實施計畫」第 3 次新增補助款新台幣 645 萬 2,000 元整，請貴

會同意先行墊付並於 109年度預算轉正，請審議。 

7. 

為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 108 年度「基隆市社區式身心障礙服務銜接長照專

案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108 萬元(補助款 108 萬元，無須自籌)，因未及納入年

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 109年度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8. 

為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就學生活補助、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醫療補助暨低收入戶健保病患住院膳食費及住院看護補助

經費」計新臺幣 285萬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於 109

年度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9.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地方清潔同仁作業環境改善--重大專

案計畫」所需經費 673 萬 4,700 元，因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

付，俟編列 109年度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10. 

為交通部核定全額補助辦理本府「108 年度通用計程車申請補助營運計畫」所

需經費 224萬 5,000 元（補助款），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

編列 109年度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11.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助辦理本府「108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

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既有路線）」所需經費 1,900 萬元（補助款），

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請審

議。 

12. 

有關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本府研提「基隆市地方發展永續海岸管理計畫」，總

計畫經費新臺幣 240萬元整，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09年度預算轉正核銷，

請審議。 

13. 
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市「國定古蹟槓子寮砲台園區修

繕計畫」，共計新台幣 269萬元整，俟 109年度預算再行辦理轉正乙案，請審議。 

14. 

有關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市衛生局辦理 108 年度「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案，所需經費共計 1,192 萬 6,926 元（包含衛福部核定

補助費用計 1,188萬 2,616元及本市配合款 4萬 4,310元），因未及納入年度預

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並於 109年度納入預算轉正，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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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官網智慧客

服採購計畫」，計畫金額新台幣 66 萬 5,178 元，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09

年度預算辦理編列轉正，請審議。 

16. 

有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補助本府辦理「109 年度推動身心

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實施計畫」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98 萬 4,643 元整(補助

款計新台幣 67萬 2,280元整、自籌款計新台幣 31萬 2,363元整)，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提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俟 109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歸墊轉正，

請審議。 

17. 

教育部補助本市辦理「國民中小學設置半戶外球場計畫」經費共計新臺幣(以下

同)7,630萬元整，擬請同意先行墊付，後續再行辦理 109年追加預算歸墊轉正

一案，請審議。 

第三審查會（合計 20案） 

1. 檢送本府制定「基隆市違章建築強制拆除收費自治條例」(草案)一案，請審議。 

2. 有關「基隆市景觀自治條例(草案)」乙案，請審議。 

3. 
情人湖公園周遭缺乏大型車輛(遊覽車)停車空間，建請於情人湖公園周邊增設

大型車輛停車格。 

4. 
大武崙澳仔漁村及附近大武崙沙灘區為基隆重要觀光景點，唯「大武崙澳仔漁

村」景觀地標碑體及周遭護欄年久失修，有損整體風景區形象，建請修復。 

5. 

基隆為重要國際郵輪母港，唯基隆對外籍遊客整體觀光環境軟硬體建設不足，

建請觀光及城市行銷處針對市區店家進行輔導，共同營造基隆整體外籍遊客友

善觀光環境。 

6. 

七堵區大華橋歷史悠久，貨櫃集散中心幾乎都集中在七堵，因此貨櫃重車使用

率相當高，會造成橋樑壽命減短，居民擔憂南澳橋事件發生，希望能重新整修

改建，以確保人民的身家安全。 

7. 
汐止銜接基隆自行車道至北五堵後標線不明、無完善規劃、貨櫃車多等，建議

市府能重新規劃。 

8. 
本市公園及行道樹周圍環境雜草叢生毫無美感，建議市府多編列預算修剪、養

護美化市容。 

9. 

建請交通處就人本交通之概念，重新檢視基隆市重要道路如安樂區麥金路、基

金一路、安樂路、仁愛區忠一路、愛一路等，人行道完整性與穿越線設計之安

全性，並提供改善方針，提升行人行走、穿越馬路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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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請市府產發處重視市場之管理規劃，重新檢視樂一路一帶暫准設攤攤商的設

攤資格，在《基隆市攤販輔導管理自治條例》之基礎上，訂立該處攤販擺攤規

則、責任義務、清潔收費等之標準，配合警政單位，嚴加管理。根據《基隆市

攤販輔導管理自治條例》第 18條評估基隆市樂一路在特定時段作為觀光市場之

可能。 

11. 

有鑒於本市環境敏感地區分布約占陸域 97%，且過去欠缺相關環境敏感等資訊，

造成部分都市發展用地位於難以開發區位或有超限利用的情形，另外，住商分

區於高坡度地區有超限利用之虞，爰此，建請市府檢討土地使用分區、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建構完善環境敏感地區及山坡地利用管制及規範。 

12. 
建請交通處協調首都客運業者於 1579 快捷公車沿線停靠站劃設乘客排隊候車

線。 

13. 
本市武昌街 70 巷 23 號前邊坡女兒牆斑駁、老舊、護網嚴重鏽蝕，建請鈞府維

護修繕。 

14. 
本市漁港一街路段，民眾反映該道路路面破損嚴重，遍布坑洞、凹凸不平，嚴

重影響行車安全，建請鈞府刨除重鋪，以維民安。 

15. 
本市因基隆港而發展較早，市區臨港建築物已顯老舊，市府應就本市門面，即

臨基隆港建築物之都市更新或整建維護之推動列入重點施政。 

16. 

本市北寧路 446 巷路段(維管權屬海科館)，民眾反映該道路路面破損嚴重、凹

凸不平，嚴重影響行車安全，建請鈞府與海洋科技博物館研議，北寧路 446 巷

全路段道路重新刨鋪，以利海科館周遭休閒觀光發展及維護住戶出入安全。 

17. 
建請市府權責單位與基隆客運研議，1051路線能於北屋新城站牌增設簡易候車

亭，以讓民眾候車時免於風吹日曬雨淋之苦。 

18. 
建請市政府儘速協調台灣鐵路管理局研議暖暖街與源遠路交叉路口處（銜接暖

江橋頭）行人、行車交通動線優化方案，以保障市民交通安全。 

19. 

行政院去年核定之淡蘭國家級綠道的北路、中路起點皆為基隆暖暖，惟北路第

一哩路(暖江橋-興隆街銜接碇內吊橋段)尚未與整體路網銜接，以致遊客目前多

以新北瑞芳起程，敬請 市府加速辦理。另，新北市宣傳淡蘭古道已如火如荼，

本市針對淡蘭古道之觀光行銷推廣計畫為何？ 

20. 

為逐步改善本市公車處之財務困境，建請市政府跨局處（公車處、交通處、主

計處等）依據「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 9 條規定研議相關計畫，積極向交通部

爭取經費補助。 

第四審查會（合計 3案） 

1. 
2014 年迄今各出版社共計出版 95 本基隆相關書籍，唯基隆公共圖書館尚未完

整添購上述基隆相關書籍，建請新增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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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隆市各級學校校園場地租借現由各學校自行訂定收費標準並自行辦理租借，

建請由市政府主導訂定統一收費標準，並研擬統一申請租借系統。 

3. 

有鑒於本市多所國中及國小，於晨光活動等非正式課程時段，有非本班家長之

校外團體或志工入班帶動或進行課程。各校針對非正式課程時間之運用，各有

相關規定或審查基準，為維護學生權益，並格遵《教育基本法》及《性別平等

教育法》規定，本市國中、國小之主管機關，應針對非正式課程時間非本班家

長之校外團體、志工入校情形等相關資訊進行彙整。 

 


	案　　由：請市府針對市政府各局處業務有異動，未來橫向聯結做更詳細報告。
	案　　由：請市府針對市政府各局處業務有異動，未來橫向聯結做更詳細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