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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議會第 19 屆第 7、8 次臨時會 

第一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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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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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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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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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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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 

一、議長致開會詞 

二、確認本次會議程 

三、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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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武漢肺炎各項防疫工作及所造成社會衝擊的因應作為，包括下列

各項，請市府報告。 

1.目前武漢肺炎疫情停損點不明，請市府針對本市各產業目前受

到衝擊狀況，及未來因應措施，以醫療面、產業面之面向提出

報告。 

2.目前疾管署已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公眾集會」，本市衛生局對本市各機關所舉辦的各類大型活動或

室內多人集會的活動，其評估標準、注意或應變的行動、SOP

等規劃為何？ 

3.今年市府很多市政計畫及大型活動是以人數為其評核標準，並

以集會人數作為公務人員績效考核標準，但目前防疫工作繁重

且主要落在民政體系與衛生單位。請市府研議是否要取消或延

期大型集會或室內集會活動，並說明本年度基層公務員績核考

核之評核標準是否有檢討規劃。 

4.請市府報告基隆負壓隔離病房是否足以因應此次疫情發展。 

 

【下午繼續討論報告事項第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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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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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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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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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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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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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 1案 

案由：武漢肺炎各項防疫工作及所造成社會衝擊的因應作為，包括下列

各項，請市府報告。 

1.目前武漢肺炎疫情停損點不明，請市府針對本市各產業目前受

到衝擊狀況，及未來因應措施，以醫療面、產業面之面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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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2.目前疾管署已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公眾集會」，本市衛生局對本市各機關所舉辦的各類大型活動或

室內多人集會的活動，其評估標準、注意或應變的行動、SOP

等規劃為何？ 

3.今年市府很多市政計畫及大型活動是以人數為其評核標準，並

以集會人數作為公務人員績效考核標準，但目前防疫工作繁重

且主要落在民政體系與衛生單位。請市府研議是否要取消或延

期大型集會或室內集會活動，並說明本年度基層公務員績核考

核之評核標準是否有檢討規劃。 

4.請市府報告基隆負壓隔離病房是否足以因應此次疫情發展。 

 

【明日繼續討論報告事項第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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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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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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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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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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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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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 1案 

案由：武漢肺炎各項防疫工作及所造成社會衝擊的因應作為，包括下列

各項，請市府報告。 

1.目前武漢肺炎疫情停損點不明，請市府針對本市各產業目前受

到衝擊狀況，及未來因應措施，以醫療面、產業面之面向提出



 6 

報告。 

2.目前疾管署已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公眾集會」，本市衛生局對本市各機關所舉辦的各類大型活動或

室內多人集會的活動，其評估標準、注意或應變的行動、SOP

等規劃為何？ 

3.今年市府很多市政計畫及大型活動是以人數為其評核標準，並

以集會人數作為公務人員績效考核標準，但目前防疫工作繁重

且主要落在民政體系與衛生單位。請市府研議是否要取消或延

期大型集會或室內集會活動，並說明本年度基層公務員績核考

核之評核標準是否有檢討規劃。 

4.請市府報告基隆負壓隔離病房是否足以因應此次疫情發展。 

 

【下午繼續討論報告事項第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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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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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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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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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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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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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 1案 

案由：武漢肺炎各項防疫工作及所造成社會衝擊的因應作為，包括下列

各項，請市府報告。 

1.目前武漢肺炎疫情停損點不明，請市府針對本市各產業目前受

到衝擊狀況，及未來因應措施，以醫療面、產業面之面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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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2.目前疾管署已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公眾集會」，本市衛生局對本市各機關所舉辦的各類大型活動或

室內多人集會的活動，其評估標準、注意或應變的行動、SOP

等規劃為何？ 

3.今年市府很多市政計畫及大型活動是以人數為其評核標準，並

以集會人數作為公務人員績效考核標準，但目前防疫工作繁重

且主要落在民政體系與衛生單位。請市府研議是否要取消或延

期大型集會或室內集會活動，並說明本年度基層公務員績核考

核之評核標準是否有檢討規劃。 

4.請市府報告基隆負壓隔離病房是否足以因應此次疫情發展。 

決議：  

(一)防疫視同作戰，面對嚴峻疫情，市府平時要確實做好各方面之

演練，尤其對於各項防疫措施，應建立完善的防疫體系。 

(二)疫情對本市各項產業（包括交通/觀光/民生)所造成的衝擊及影

響，市府不應僅在消極的從稅賦減免或提供貸款考量，而應更

積極的提出創造性的振興計畫作為。 

(三)市府應善用多媒體功能，對民眾要不斷加強宣導防疫之正確觀

念及作法。另對於人員的教育訓練，亦應透過遠距教學方式來

進行互動與討論。 

(四)對於公眾集會活動，市府要採取適當防治措施，慎防群聚事件

發生。對於年度各項重要活動，市府應視疫情發展情形，審慎

處理。 

(五)請市府將防疫內容放置於市府網站專區，並隨疫情變化更新；

另請市府建請中央修正口罩發放政策，以符民眾需求及提供市

民直接至新冠肺炎篩檢指定醫院採檢，避免因轉診而形成防疫

大漏洞。 

(六)建請中央於不影響隱私下能適時公布確診案例行經路徑，以安

民心。 

(七)本會對於各類第一線防疫工作人員表示敬佩之意，也同時肯市

府團體在這段期間的辛苦與努力，此次疫情嚴峻，且可能是一

項長期抗疫的工作，期盼市府團隊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

本會也將予以強力的支持。 
報告事項第 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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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綜合體育場改建方向、內容、計劃、期程，是否符合民眾真正需

求（網球場是否回復、圓型看台拆除後之民眾雨天如何運動），

請市府報告。 

決議：  

 (一)綜合體育場是本市重要運動比賽場地及市民休憩場所，修建工

程經費爭取不易，為符合使用者參與設計的理念，市府應廣納

各方意見作為規劃參考，並辦理公開說明會，以打造本市優質

運動環境。 

(二)本案修建工程應如期如質完成，施工期間市府須嚴格控管工程

品質，並做好工地安全；同時為因應民眾運動需求，應周詳規

劃運動場地的替代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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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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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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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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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綜合發展處長黃駿逸、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王慧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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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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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 3案 

案由：基福公路通車迄今已超過五年，五年來基隆市／暖暖區長期承受穿

越性交通之苦，日前基隆市政府已取得公路總局路廊改善工程規劃

經費，建請市府跨局處進行「基福公路通車五年總體檢」，分就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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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進行各局處（工務處、交通處、警察局、公車處等）權責業務

及改善方案說明： 

1. 中央 vs地方權管爭議與 0-2.5k長期維護經費來源之規畫 

2. 交通號誌時制重新調整（含部分水源路及源遠路）與穿越性交通

車輛回堵問題 

3. 大卡車、砂石車等大型車輛違規偷跑及夜間超速、噪音擾民問題

（含科技執法、測速照相等方案評估） 

4. 東勢街、東碇路人行道串聯與優化，落實人本道路 

5. 整段路面重新刨鋪與部分路基改善 

6. 暖暖街與東勢街交叉口路面標線調整 

7. 公車站候車環境改善 

8. 東勢街東碇路口轉角路形調整  

 

【下午繼續討論報告事項第 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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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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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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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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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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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綜合發展處長黃駿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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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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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 3案 

案由：基福公路通車迄今已超過五年，五年來基隆市／暖暖區長期承受穿

越性交通之苦，日前基隆市政府已取得公路總局路廊改善工程規劃

經費，建請市府跨局處進行「基福公路通車五年總體檢」，分就以下

事項進行各局處（工務處、交通處、警察局、公車處等）權責業務

及改善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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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 vs地方權管爭議與 0-2.5k長期維護經費來源之規畫 

2. 交通號誌時制重新調整（含部分水源路及源遠路）與穿越性交通車

輛回堵問題 

3. 大卡車、砂石車等大型車輛違規偷跑及夜間超速、噪音擾民問題（含

科技執法、測速照相等方案評估） 

4. 東勢街、東碇路人行道串聯與優化，落實人本道路 

5. 整段路面重新刨鋪與部分路基改善 

6. 暖暖街與東勢街交叉口路面標線調整 

7. 公車站候車環境改善 

8. 東勢街東碇路口轉角路形調整 

議決： 

(一)有關基福公路台二丙線 0至 2.5K路段的養護經費，市府應積極向中央

爭取經常性補助，並儘速釐訂與公路總局間的權責劃分與協調窗口。 

(二)請市府於規劃基福公路路廊改善工程時，應將「電桿地下化」一併納

入考量，並於工程發包後，儘速召開相關說明會，讓當地民眾能了解

並參與。另為保障行車安全，請市府先行辦理東勢街銜接東碇路口之

轉彎空間、路形改善作業。 

(三)請市府儘速辦理基福公路路段的「號誌時制」調整作業，及增購「移

動式雷達測速照相結合噪音偵測設備」，並於年底定期會召開前，分別

提出實施前後「成果對照表」及「績效評估」，供本會參考。 

(四)汽機車排氣管噪音擾人，是市民長期困擾的問題，涉及民眾安寧生活

權益的保障，市府應予重視，並結合相關單位共同努力解決。 

 

報告事項第 4案 

案由：安樂區舊麵粉廠，整地完成是否經市府核准，請市府說明。 

議決： 

(一)本案基地鄰近西定河，若未經申請擅自開挖整地，市府應主動查緝並令

其停工，並依相關法令予以裁罰，避免造成環境及公共安全無法回復之

損害。 

(二)本案請市府政風室專案調查有無人為疏失，並將報告陳報本會。 

 

報告事項第 5案 

案由：本市麥金路轉運站開發評估報告目前進度為何？請市府報告。 

議決：交通系統建設係落實都市發展規劃，市府既朝擴大區域發展方向辦

理，請著眼基隆市未來整體發展系統性，縮短行政作業流程，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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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案納入安樂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中辦理，並將「安樂區周邊土

地規劃」報告送本會同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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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會議紀要、第八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4日（星期六） 

考察初勘及輿情蒐集 

 

第九次會議紀要、第十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5日（星期日） 

考察初勘及輿情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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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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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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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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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市立醫院代理院長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 

主席：議長    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 陳玟佐 

甲、議事日程 

市政考察： 

一、調和街轉運站現況及未來規劃 

二、舊警察第二分局原址豎梯工程進度(未來營運模式、遊客導覽及相關配

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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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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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醒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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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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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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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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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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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 

市政考察檢討報告 

市政考察第 1案：調和街轉運站現況及未來規劃。 

議決： 

(一)請市府密切關注海科館之水族館工程進度，視其進度發展而掌握調和街

轉運站之興建，既不閒置亦不延宕，以符合營運目標。 

(二) 建請市府研究該轉運站的多功能性，在符合法規之情形下，朝變更使

用方式之目標為之，發揮轉運站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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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當地目前出現的交通亂象，雖與本案無直接關聯，仍建請市府加

強疏導、取締，以維交通順暢。 

 

市政考察第 2案：舊警察局第二分局原址豎梯工程進度（未來營運模式、遊

客導覽及相關配套措施） 

議決：  

(一)豎梯工程進度，請市府隨時以予以掌握，如期如質完工。 

(二)完工後之營運，市府已朝爭取促參之方向為之，本會予以肯定，請加強

與中央之聯絡。 

(三)為因應交通衝擊與停車空間不足，請市府積極爭取經費將義二路底平面

停車場改建成立體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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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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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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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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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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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    蔡旺璉 

記錄：議事組組員 陳玟佐 

甲、議事日程 

市政考察： 

第 3案：姜子寮附近興建集村農舍案有無破壞水土保護區及有無依法申請。 

第 4案：基隆河右岸興隆街懸臂式串連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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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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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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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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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財政處處長翁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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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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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 

市政考察檢討報告 

市政考察第 3案：姜子寮附近興建集村農舍案有無破壞水土保護區及有無依

法申請。 

議決：本案付委建設小組作專案調查，由蘇仁和議員擔任召集人，全體議員

均為成員，在專案小組未做結論前，請市府勒令停工，並請市府於下次定期

會中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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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考察第 4案：基隆河右岸興隆街懸臂式串連步道。 

議決： 

（一）就長期言，「基隆河岸親水串連工程」整體經費龐大，市府應積極向

中央爭取經費施作，以完成大台北地區親水環境之串連。 

（二）就短期言，請市府就本市轄段做分段規劃，並排列其優先順序施作，

逐步完成串連工程，為市民創造優質的休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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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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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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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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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市立醫院代理院長王慧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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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議事組組員 陳玟佐 

甲、議事日程 

三讀程序：第一讀會 

    聯席審查會：審查範圍：審查第一審查會至第二審查會第 10案。 

    決議：第一審查會第二案，基隆市義務役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傷亡撫慰金發給

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款「…受領權人已設籍本市者為限。」 修正為「…受領權

人『以』設籍本市者為限。」,餘案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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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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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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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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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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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議事組組員 陳玟佐 

甲、議事日程 

三讀程序：第一讀會 

    聯席審查會：審查範圍：第二審查會第 11案至第三十案。 

    決議：第二審查會第 18、19、20案，付委財政小組。餘案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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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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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醒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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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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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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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交通處處長李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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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議事組組員 陳玟佐 

甲、議事日程 

三讀程序：第一讀會 

    聯席審查會：審查範圍：第二審查會三十案至第四審查會第四案。 

    決議：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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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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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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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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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交通處處長李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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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議事組組員 陳玟佐 

甲、議事日程 

  自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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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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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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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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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消防局局長陳龍輝、 

       都市發展處處長徐燕興、市立醫院代理院長王慧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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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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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 

一、 三讀議案：第二、三讀會 

◎本會第 19屆第 7、8次臨時會聯席審查會，審查結果如下： 

一般議案：第一審查會20案；第二審查會38案； 

第三審查會38案；第四審查會 4案；合計100案。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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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查會第二案，基隆市義務役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傷亡撫慰金發給自治條例第

二條第三項「…受領權人『已』設籍本市者為限。」修正為「…受領權人『以』

設籍本市者為限。」。 

第二審查會第 18、19、20案，付委財政小組。 

餘案，均通過。 

 

◎二讀會 

議事組報告: 

本會第 7、8次臨時會聯席審查會，  

一般議案審查： 

第一審查會 20案；第二審查會 38案；第三審查會 38案；第四審查會  4案  

合計100案。其中，第一審查會第二案，文字修正。第二審查會第 18至 20案，

付委財政小組。餘案，均通過。提請大會確認。 

 

◎三讀會 

議事組報告： 

本會第 7、8次臨時會聯席審查會，共計審議一般議案及墊付款案，共計100案。 

均依照二讀會意見通過。 

議事組以上報告。 

 

二、 臨時動議 

共計 26案，均通過。 

 

三、 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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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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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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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處長      黃蓓蕾 

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    交通處處長        李 綱 

政風處處長     簡正坤    教育處處長        林祝里 

產業發展處處長   林青海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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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局局長     歐秋霞    市立醫院代理院長   王慧珺 

市府請假人員：主計處處長巫忠信消防局局長陳龍輝、 

       都市發展處處長徐燕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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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佐 

甲、議事日程 

自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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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基隆市議會第 19屆第 7、8次臨時會議案彙編（一） 

目錄 案                               由 決議 

第一審查會（合計 20案） 

1. 
為本府公共造產「中山橋下攤販飲食集中場」辦理公共造產事業

註銷乙案，請審議。 
通過 

2. 
有關本府修正「基隆市義務役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傷亡撫慰金發給

自治條例」條文案(如附件 1)，請審議。 

第二條

第三項

「…受

領權人

『已』設

籍本市

者為

限。」修

正為「…

受領權

人『以』

設籍本

市者為

限。」。 

3. 
修正「基隆市議會錄影、錄音管理規則」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審

議。 
通過 

4. 修正「基隆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審議。 通過 

5. 
請檢討有關鑽石公主號於今年 1 月 31 日曾經靠泊基隆港西岸碼

頭，並有 2,694名遊客下船趴趴走問題，是否有防疫漏洞之嫌？ 
通過 

6. 
建請於仁愛區鐵路街現地成立特種行業專區，以加強管理並輔導

該行業，以避免造成環境及治安之不利影響。 
通過 

7. 
建請於彩虹屋附近徵調能提供廁所與垃圾收集點，以利遊客停留

暨環境整潔，並振興地方商機。 
通過 

8. 建請基隆市政府協助中正區中船里清理車輛。 通過 

9. 
建請基隆市政府於中船里里民會堂(中船路 11號 1樓)增設無障礙

坡道設施，以符法令規定。 
通過 

10 
建請基隆市政府為配合全民國防工作，協助本市各區後備軍人輔

導中心設立辦公地點，以提昇後備幹部同仁士氣暨工作環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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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請基隆市政府提供補助孕婦坐月子到府服務。 通過 

12. 建請研議原住民文化會館廣場舞台方向改變及環境改善案。 通過 

13. 研議改善原住民文化會館一樓內部舞台及燈光設備改善案。 通過 

14. 建議於七堵區長安街籃球場公園增設廁所，以維環境衛生。 通過 

15. 

為因應今年一月一日「勞動事件法」開始實施，建請市府於辦理

勞工教育、勞工法律諮詢、勞資爭議案件處理等相關業務過程中，

加強對於處理勞資爭議相關人員，以及勞資雙方進行教育宣導，

並適時辦理一般民眾宣導說明。 

通過 

16. 建請市府研議提高本市里鄰守望相助隊之補助費用。 通過 

17. 

為促進市政公開透明，請基隆市府綜合發展處即刻彙整目前基隆

市內前瞻計畫所有項目、經費與各項進度，並將資料上網公開，

供市民查閱與供基隆市議會問政參考。 

通過 

18. 

有鑒於基隆市議會第 19屆第 2次定期會議決通過「建請市政府於

民眾服務機關提供性別友善相關資訊」之提案，市府刻正請相關

單位研擬製作摺頁，及如有相關性別平等資訊應公告於網路供民

眾運用。爰請市府針對製作性別友善資訊摺頁及性平資訊公告上

網之規劃、期程、預算規劃提出報告。 

通過 

19. 
有關疑似外地或不肖業者違法將大型家俱丟置在本市內各地點，

請環保局提出稽查計畫。 
通過 

20. 

有關基隆市長照福利服務園區 BOT 案的相關資料、評估效益報告

為何？目前預定地在基隆市仁愛之家、恆安養護中心，請問原居

住於此之住民及工作人員有何配套安置措施？ 

通過 

第二審查會（合計 38案） 

1. 檢送本市 108年度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請審議。 通過 

2. 

為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稱環保署)109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

「增購掩埋場特種機具補助計畫」乙案，同意全額補助，其經費

總計 1,825 萬 5,000 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

付，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請審議。 

通過 

3. 

為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辦理本府「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

核定補助亮點計畫-「希望之丘山城社區系統通廊計畫」109年度

所需經費 1 億 6,363 萬 8,738 元「補助款 1 億 3,418 萬 3,765 元

（82%）、配合款 2,945 萬 4,973元(18%）」，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

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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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辦理本府 109 年度「基隆市旅遊服務中

心營運管理補助計畫」，經費 66 萬 8,000 元，因未及納入年度預

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

議。 

通過 

5. 

為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 109 年度「基隆市政府執行違

法旅宿管理工作」所需經費新臺幣 1,036,000 元，因未及納入年

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追加預算轉正，請審

議。 

通過 

6. 

為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辦理本府「108年度城鎮之心工程計畫-

競爭型後續延伸提案計畫」所需經費 2,500 萬元「補助款 2,125

萬元(85%)、配合款 375 萬元(15%)」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

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7. 

有關衛生福利部 109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基隆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

樓硬體設備修繕（屋簷收邊拆除工程）新台幣 93萬 8,889元（含

本府應自籌款 9 萬 3,889 元）案，敬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

請審議。 

通過 

8. 

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核定補助辦理本府「109 年辦理菸酒檳

榔防制整合計畫」所需經費 180萬元（補助款），因未及納入年度

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請審議。 

通過 

9. 

為文化部核定補助辦理本府 109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博物

館與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補助計畫所需經費新臺幣 448萬 7,500

元(其中陽明文化藝術館補助款 330 萬；基隆中元祭祀館補助款

95萬元(80%)、配合款新臺幣 23萬 7,500元(20%))，請同意辦理

墊付，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10. 

為文化部核定補助辦理本府 109 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

培育計畫「台灣文化節慶升級」補助計畫」所需經費新臺幣 187

萬元(補助款新臺幣 150 萬元(80%)、配合款新臺幣 37 萬元

(20%))，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

請審議。 

通過 

11. 

為文化部補助本府辦理「基隆市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發展計畫」

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950 萬 4 千 651 元(補助款 817 萬 4,000 元

(86%)；配合款 133萬 0,651元(14%))，因未及納入 109年度預算，

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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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教育部體育署（簡稱體育署）補助本府辦理「基隆市大武崙

森林運動公園第一期工程」經費共計新臺幣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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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 

通過 

13.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本(109)年度「育有

未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專業服務與教育宣導計畫」所需經費新台

幣 78 萬 2,000 元（補助款新台幣 78 萬 2,000 元（100%）），因未

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追加預算歸

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14.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補助辦理本府「脆弱家庭育兒指

導服務方案實施計畫」計畫編號：1091MQ027G)所需經費 11 萬

5,750元【補助款 7萬 6,000元（66%）、配合款 3萬,9750元（34%）】，

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追加預

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15.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補助辦理「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中心電梯更新計畫」新台幣 312萬 8，000元，另本府應配合編

列 15%自籌款計新台幣 55萬 2，000元，共計新台幣 368 萬元整，

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辦理追

加預算墊付轉正，請審議。 

通過 

16.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補助辦理 109 年身心障礙者主動

懷服務計畫，核定補助款新台幣 64 萬 7，164 元，另本府應配合

編列自籌款計新台幣 3 萬 2，388 元，共計新台幣 67 萬 9，552

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

辦理追加預算墊付轉正，請審議。 

通過 

17. 

關於行政院補助本府辦理「109 年度基隆市政府執行捕蜂捉蛇為

民服務計畫」，計畫補助款 2,000,000 元，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俟 109年度追加預算再行轉正，請審議。 

通過 

18. 
本府擬處分出售本市信義區福祿段 872 地號面積 3 平方公尺市有

非公用土地一案，請審議。 

付 委 財

政小組 

19. 
本府擬處分出售本市信義區福祿段 776-5 地號面積 7 平方公尺市

有非公用土地一案，請審議。 

付 委 財

政小組 

20. 

本府擬處分出售本市中正區忠義段五小段 11-16 地號面積 9 平方

公尺市有出租基地，擬完成處分程序後，依規定辦理讓售乙案，

請審議。 

付 委 財

政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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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於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109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寶貝內寮濕地推廣計畫」乙案，計畫核定總經費計 580,000 元，

其中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480,000 元，本府配合款 100,000 元，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09年度追加預算再行轉正，請審議。 

通過 

22.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補助辦理「109 年度家外安置兒

少替代性照顧資源強化計畫」所需經費計新臺幣 342 萬 2,000 元

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追

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23. 

為辦理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辦理「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

資制度計畫」所需經費新臺幣 360 萬元整(補助款)(本府免自

籌)，因未及納入本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年度

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24.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補助辦理「109 年度脆弱家庭社

區支持服務方案」所需經費計新臺幣 141 萬 8,008 元整（補助款

計新臺幣 92萬 1,705元整、配合款計新臺幣 49萬 6,303元），因

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 年度追加預算

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25.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2020鷄籠中元祭童姓實

錄計畫」所需經費 25 萬元整（補助款 20 萬元（80%）、配合款 5

萬元（20%）），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26.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辦理本府「基隆市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

心計畫」所需經費 217 萬元（補助款 130 萬 2,000 元（60%），配

合款 86 萬 8,000 元（40%）），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

墊付，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27. 

為客家委員會核定補助辦理本府「2020客家桐花祭」所需經費 59

萬元（補助款 40萬元(68%)、配合款 19萬元(32%)），因未及納入

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

請審議。 

通過 

28.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聚樂社一組保存維護計

畫」所需經費 31 萬 2,500 元整（補助款 25 萬元（80%）、配合款

6萬 2,500元（20%）），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

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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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為文化部核定補助辦理本府「109 至 110 年度基隆市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計畫(基隆潮)」，所需經費新臺幣 350 萬元(其中文化部補

助款 280萬(80%)；配合款 70萬元(20%))，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

請同意辦理墊付，俟 109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30. 

為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與查核業務」核

定全額補助經費共新台幣 171 萬元整，提請先行同意墊付，並俟

110年度預算通過後轉正，請審議。 

通過 

31. 

為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第 2 期核

定經費全額補助新台幣 3,023萬 3,224元整，提請先行同意墊付，

並俟 110年度預算通過後轉正，請審議。 

通過 

32. 

為內政部核定補助辦理本府「109 年度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

補強作業」所需經費 1,164 萬 6,800 元「補助款 1,164 萬 6,800

元（全額補助）」，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

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通過 

33.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改

善停車問題計畫」─「要塞司令部（停六）停車場」案，所需經

費 2億 4,940萬 6,000元（補助款 1億 5,135萬 9,000元（60.69%），

配合款 9,804 萬 7,000 元（39.31%）），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

同意辦理墊付，俟 109年度編列追加預算予以轉正，請審議。 

通過 

34. 

為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市衛生局辦理 109 年度「護理之家機構

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所需經費共計 1,125 萬 1,443

元（補助款），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09年度追加預算，請審議。 

通過 

3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評定本市 108 年度河川污染整治業務考核為

「優等」，獲獎勵補助經費 50 萬元，須提報獎勵補助計畫，因依

補助比例編列配合款計 27 萬元，總經費計 77 萬元，建請准予採

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10年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通過 

36. 

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評定本市 108 年度海洋污染防治業

務考核為「特優」，獲獎勵補助經費 50 萬元，須提報獎勵補助計

畫，因依補助比例編列配合款 12萬 5仟元，請准予採墊付款方式

辦理，並於 110年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通過 

37. 

本府辦理「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基隆交通 AIoT戰情

室系統建置計畫（108年─109年）」總經費新台幣 1,176萬 5,000

元，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敬請同意先行墊付，俟 109 年度

編列追加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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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有關交通部補助本府建置「運用科技分析嚴重不當駕駛行為及提

升行車安全計畫-基隆市台 62 線」案，核定經費新臺幣(以下

同)486 萬 8,000 元，其中交通部補助 400 萬元，本府配合款 86

萬 8,000 元，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09 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

再行轉正。請審議。 

通過 

第三審查會（合計 38案） 

1. 

有關基隆市立各國中、小學大多位於山上或高地，常有高地用水

不易或缺水等問題。請市府普查後，儘速與台灣自來水公司研議，

以解決學校高地用水問題。 

通過 

2. 
請檢討有關基隆觀光景點之標示標誌及指引說明是否明確，以利

基隆觀光發展。 
通過 

3. 
請市府代轉建議八斗子到台北的 1579線快捷公車，增設市府宿舍

站，以利附近居民通勤、通學。 

通過 

4. 
建請永康里崇德路 10巷 40弄加裝反照鏡及「慢！注意巷道人車」

警告標示牌，以利人車安全。 
通過 

5. 
麥金路高速公路涵洞下方，「劉銘傳遂道遺址」社區營造壁飾，原

夜間圖示 LED燈飾損壞不亮，建請整修。 
通過 

6. 
建請基隆市政府於崇慧花園社區增設公車候車亭，俾利市民候車

方便。 
通過 

7. 
建請基隆市政府將快捷公車 2088 線之海生館站移至海科館區域

索館內。 

通過 

8. 
建請基隆市政府將碧砂漁港魚貨直銷中心之指示牌，遷移至適當

位置。 
通過 

9. 
建請基隆市政府於北寧路平浪橋至八斗子公車站(北寧路 325 號)

劃設標線型人行道。 
通過 

10. 建請基隆市政府汰換長潭里漁港外籍漁工衛浴間。 通過 

11. 
建請基隆市政府儘速改善中正區正義路 74 巷 33 號前斜坡陡峭情

況，免滋國家賠償負累。 
通過 

12. 
建請基隆市政府於北寧路環港街口，劃設轉彎指引線及設置相關

標線號誌等，俾確保市民交通安全。 
通過 

13. 

本市舊深澳坑路 31巷之路面，因深溪路開闢而廢止不用，形成空

地閒置，由於現有深溪路車流量十分巨大，建請市府相關單位將

舊深澳坑路 31 巷之路面劃定為深溪路右轉深澳坑路之分流車

道，以利民便。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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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市信義區四叉路口(東光、深澳坑路及崇法街等)，被有關單位

(高工局等)於路口處設置圍籬，而圍籬內又有兩米高雜草叢生，

嚴重影響該四叉路口之行車視線及用路人安全，建請市府交通處

惠轉該管單位，儘速改善處理，以維市民行人行車安全。 

通過 

15. 

本市中正區義二路末端通往中船路之雨陽走廊設施，歷久氧化老

舊破損，影響民眾使用及市容觀瞻，建請鈞府相關單位研議更新

汰換。 

通過 

16. 建請市府研議修復中砂里登山步道，提供民眾健行休憩選擇。 通過 

17. 
本市中正路東 6~東 11 碼頭人行步道老舊不平，建請市府研議規

劃翻新，以利民通行、提升市容。 

通過 

18. 
本市新豐街路段(和豐街口至 303 巷口)，民眾反映該道路路面破

損嚴重、凹凸不平，建請鈞府儘速刨除重鋪，以維民安。 
通過 

19. 

台 62 甲線快速道路高架橋下(豐稔街路段-豐稔釣蝦場對面)，路

側及邊坡雜草叢生，有礙觀瞻，建請市府與相關單位研議改善，

以提高市容。 

通過 

20. 建議於七堵區東新街 153號後方增建檔土牆。 通過 

21. 

建請市府與本會研議每年發送的十二生肖免費燈籠改以利用環保

素材製作燈籠或可印發基隆在地猜燈謎小冊等其他創意文宣品替

代。 

通過 

22. 
建請基隆市政府研議，民眾辦理遭列冊管理之土地繼承登記之優

化、便民程序，以達到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健全地籍管理。 
通過 

23. 
建請基隆市政府協助向中央爭取本市「幸福華城社區」追溯納入

「老舊高地社區用戶加壓受水設備改善計畫」，請審議。 
通過 

24. 
建請市府改善二信循環公車站候車空間，以提供居民舒適友善之

公共空間。 

通過 

25. 
建請市府改善暖暖區東勢街上暖暖聖光堂公車站牌候車環境，以

保障乘客上下車及市民交通安全。 
通過 

26. 

建請基隆市政府增購太陽能警示燈(爆閃燈)，設置於全市道路夜

間易肇事路段（如台二丙線/基福公路暖暖段），以利降低交通肇

事率及減少員警同仁工作辛勞。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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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鑒於本市公車處虧損嚴重，蒐集精確的搭乘資料並調整營運路

線為平衡收益之重要手段，而公車實施上下車刷卡措施方能蒐集

精準之旅運資料，其他縣市(如台北市)已有相關政策經驗並獲成

效。爰建請基隆市公車處針對本市公車加裝下車刷卡機、實施上

下車刷卡政策之可行性提出報告。 

通過 

28. 

有鑒於基隆市公車目前尚未加裝後門刷卡機，且未實施上下車刷

卡政策，而調整路線需要精準的旅運資料以分析營運成本及乘客

需求，爰建請基隆市公車處研擬蒐集各站點上下車及調整路線所

需精確旅運資料之方法。 

通過 

29. 

有鑑於近日污水下水道管線權責調查、繪圖、檢視、維護、清疏、

管理等工作多有經費不足、緩不濟急之案例發生。建請基隆市政

府工務處，參考高雄市政府依照《下水道法》徵收污水費作為維

護費用之開源方案。 

通過 

30. 

鄰里公園與近年特色公園皆有維護經費與人力不足之長久問題，

建請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與民政處、各區公所合作，評估公部門與

民間合作「社區參與式公園」之可能。提供市民參與公園維護的

知識與資源，促進社區凝聚提高公共空間品質。 

通過 

31. 暖江橋通往暖暖街(暖暖火車站平交道)道路優化相關事宜。 通過 

32. 建請市政府定期檢討各區推動都市更新進程。 通過 

33. 
建請市政府針對市區內騎樓進行整修，以利年長者、嬰幼人推車

及殘障人士通行。 
通過 

34. 

本市崇法街位於東岸聯外道路隧道上方處可以遠眺基隆港夕陽、

晚霞等美景，以致於常有大批市民不顧危險攜伴攝影或路旁觀賞

風景，險象環生。建請市府於附近覓地，興建花架、看臺，實為

德便。 

通過 

35. 
建請改善基金三路 122號至 192號前人行道路樹，樹根蔓延凸起，

造成路面破損乙案。 

通過 

36. 建請於安和二街 28~60號增設人行專用步道案。 通過 

37. 建請評估仁愛區光華地下道整修改善案。 通過 

38. 

有關於基隆市公車民眾反映系統的處理程序、公路客運路線民眾

反映系統及處理程序為何？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建置的進展及計

畫為何？ 

通過 

第四審查會（合計 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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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於中正國小操場旁增設照明設施(感應式路燈)，以利早晚使用

操場運動之學童與居民。 

通過 

2. 
建德國小校門左側圍牆，建請整建步行入口校門，以利學生進出

校園安全管制。 
通過 

3. 

建請基隆市政府依照教育部 108 年七月通過之「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設施設備基準」修正條文，研議本市中小學普通教室全面加

裝冷氣之時程。 

通過 

4. 

有鑑於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上路，高中職提高選修課程比例，大學

入學也將採計學習歷程作為申請入學資料。為減少因城鄉差距、

學校規模或教育資源分配導致多元選修課程資源不均之情形，敬

請教育處針對目前基隆市各高中職選修課程開設狀況進行報告，

另研議跨校選修或補助選修師資費用等措施之可行性。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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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基隆市議會第 19屆第 7、8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彙編 

編

號 
動議人 案                         由 決議 

1 張議員之豪 武聖街 28 巷及武聖街 50 巷路面多處破損，建請改善。 通過 

2 張議員之豪 防疫期間建請公車處統一制定公車內空調設定標準。 通過 

3 張議員之豪 
建請市府加強各國中、小營養午餐供應廠商之衛生稽

查。 通過 

4 張議員之豪 
建請市府以移工母語對轄區內外籍移工宣導等關鍵防

疫資訊。 通過 

5 張議員之豪 
為避免未來社區感染，建請市府提前尋覓可收容或隔

離點超前部署。 
通過 

6 張議員之豪 建請教育處針對各大校園，做防疫物資盤點。 通過 

7 張議員之豪 
建請市府推動各社區及各 C級社區關懷長照站自主消

毒管理。 
通過 

8 張議員之豪 
基金一路 208巷口公車候車亭(往市區方向)，建請後

移至新崙里里民活動中心前方。 
通過 

9 張議員之豪 
防疫期間建請市府與外送業者合作，確保隔離與檢疫

執行完善。 
通過 

10 張議員之豪 建請市府研議「商務型周轉停車位」可行性。 通過 

11 張議員之豪 
防疫期間，建議市府以身作則，本年度相關公開活動，

做出修正調整。 
通過 

12 林議員旻勳 

有鑑於新冠肺炎疫情有趨於嚴重的情形，國內確診數

已突破百例，市府各單位對於疫情掌控的橫向聯繫是

否確實，工作任務分配及處置作為是否確實，請市府

說明。 

通過 

13 
江議員鑒育 

陳 議 員 宜 

本市中正公園網球場旁之公廁未設置無障礙設施，建

請市府儘速改善。 
通過 

14 江議員鑒育 
建請市府社會處對於市民因患「新冠肺炎」造成失能

或死亡者給予提高市民亡故慰問金之補助或救助。 
通過 

15 江議員鑒育 

本市東岸聯外道路，港區貨運車流量大、噪音高，致

使鄰近社區(崇法國宅、大香港社區)因位於該聯外道

路隧道出入口，遭受噪音危害，嚴重影響市民生活正

常作息，建請市府轉知有關單位，儘速改善。 

通過 

16 江議員鑒育 
建請市府對於萬瑞快速道(62甲)路段之照明不足情

形，儘速改善，以維用路人安全。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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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楊議員石城 
請市府於西定路 398巷內與新西街之間之河面設置停

車空間，以解決當地停車問題。 
通過 

18 楊議員石城 

德育段 364地號屬國有財產局土地，長期閒置未利

用，如今雜草叢生，道路破損未處理，請市府邀集相

關單位會勘，請向國有財產局無償撥用，做為環境美

化之用。 

通過 

19 楊議員石城 

請市府辦理會勘，火車站北站對面鐵路局停車場內設

置一條斜坡道，以提供老人家及停車人員進出使用，

嘉惠地方。 

通過 

20 張議員耿輝 

建請市府於中正公園(228)役政公園附近，尋覓適當地

點，製作大型導覽圖，以便來往遊客瞭解周遭地形狀

況。 

通過 

21 俞議員叁發 
建請於 62快速道路，基金端及基金公路沿線，加強科

技執法，取締噪音擾民及飆車情形。 
通過 

22 王議員醒之 

建請市府與台灣電力公司展開協調於臺二丙 OK+000

至 2K+500細部設計工程施作時，一併拔除該路段地上

電桿完成纜線下地工程。 

通過 

23 
林副議長沛

祥 

有關於基隆市公有地之閒置空地、空屋盤整後檢討再

利用，請市府提供相關資料。 
通過 

24 秦 議 員 鉦 
安樂區七賢里安和一街 6巷 33號側，階梯上方遮雨棚

損壞多年，建請修復。 
通過 

25 何議員淑萍 
請於深澳國小旁增設「感應式路燈」，以利夜間使用操

場之學童與居民。 
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