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議會第 19 屆第 22、23 次臨時會議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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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查會（合計 17 案）
本市唯一身心障礙洗車中心於民國 91 年成立至今已 10 年，建請市府應積極規劃
七堵區國有閒置土地再利用籌辦第三處並設立於七堵區以增加身心障礙者的就
業機會。
為提供身心障礙者有安定的工作環境以及穩定的收入，增加身障者就業競爭力，
建請市府積極研擬規劃覓尋適當場地，於每區(本市七區)成立一處身障洗車中
心。
為減少台灣碳排量並提升再生能源之量能，建請市府於興建本市風雨操場時之屋
頂能裝設使用太陽能板，除可供給夜間操場照明之電能外，更可以為能源轉型盡
一份心力。
建請市府於七堵區光明路 70 號對面巷口加裝監視器以防亂倒垃圾維護市容整
潔。
民眾陳情本市七堵區泰安公園為本市唯一自然水源林區且有瀑布，昔日亦有許多
外地遊客因其盛名而到此踏青探訪，但近年來因市府長期缺乏維管，連最基本的
大樹修剪都做不到，大樹茂密遮蔽連瀑布都看不到了，建請市府儘速改善派員修
整步道大樹及雜草還給市民一處休閒空間。
本市中正區行政大樓後方設有機車停車空間，但無遮雨設施，遇雨天洽公民眾停
放機車十分不便，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增建遮雨停車棚及晴雨廊道，以提升服
務場所友善性及便利性。
推動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
推動長照人力資源培育計畫。
建請基隆市政府編列預算補助本市獨居老人或身障人士購置防跌手錶。
建請基隆市議會於新建置之「議案資訊檢索系統」開放查詢議員及市府「提案」
，
讓市民方便了解各議員與市府提案內容，更建立公開透明議會，廣邀市民參與市
政討論。
有鑒於今年為解嚴 35 週年，人民的發聲管道在自詡為城市治理典範的基隆市卻
仍處處受限，敬請市府提供或說明基隆市政府前空間使用管理規範，及市府前空
間是否可供民眾申請集會。若無相關規範即禁止人民集會，爰要求市府說明原因
並檢討相關法規、研擬開放民眾申請集會，讓基隆市政府真正「解嚴」成為友善
多元開放的空間。
目前市府主管之公共運動設施及公園遊憩空間，並未全面設置禁菸標誌，建議全
面補足，並不定期派員稽查，維護市民運動及遊憩空間品質。
為降低工安意外發生率，還給勞工朋友們一個安全的勞動環境，建請確實加強本
市行政管轄區域內建築工地之勞動檢查。
建請市府加強、擴大舉辦「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之宣傳與勞工教育課程。
建請市府研議訂定本市原住民文化會館之管理運用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一次用飲料杯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並自 111 年
7 月 1 日生效，消費者於四大場所「連鎖飲料店、便利商店、速食店及超級市場」
購買飲品時若自行攜帶環保杯，則業者需配合提供至少 5 元價差折扣。敬請市府
說明此案推動與落實情形？是否有安排稽查作業？是否有向列管四大連鎖業者
做法令宣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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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市府調升鄰長事務費比照雙北以保障鄰長權益，同時也能提供市民更優質服
務。
第二審查會（合計 16 案）
中華民國 110 年度基隆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經基隆市政府於 111
年 4 月 29 日以基府主決貳字第 1110219493 號函送達本室，本室於法定期限內完
1 成審核，茲檢送中華民國 110 年度基隆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
告，請審議。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稱環保署)「111 年換購低碳垃圾車補助計畫」乙案，
核定補助本市購置 8 立方米密封壓縮式垃圾車(低碳垃圾車)2 輛」，因重新核定
2 與原編列補助及配合款差額計 60000 元整，因未及纳入 111 年度追加預算建請同
意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編列於 112 年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為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提升道路品質(內政部)2.0」競爭型第二階
段補助案所需經費新台幣 476 萬元(補助款 400 萬元(84%)、配合款 76 萬元
3 (16%))，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
請審議。
為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本府辦理「111 年度社勞政聯合就業服務計
4 畫」經費計新臺幣 30 萬元整，因未納入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
度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為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1 年兒少保護家
5 庭處遇創新服務計畫(兒少保護親屬安置費用補助計畫-第二輪)所需經費 60 萬
(補助款 60 萬元(100％))，因未及納入 111 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請審議。
有關中央協助本市警察局建置 4 處交通科技執法設備經費案，核定中央特別統籌
6 分配稅款為新臺幣(以下同)1,048 萬 3,850 元，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並編列 112
年度預算轉正，請審議。
為辦理衛生福利部核定同意補助本府辦理「111 年度公彩回饋金補助專科社工師
7 督導訓練計畫案」所需經費新臺幣(以下同)18 萬 5,000 元墊付案，因未及納入
本年度預算，擬請同意先行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為衛生福利部及家庭署核定獎助辦理「基隆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老化專區建置計畫」新台幣(以下同)135
8 萬 7,100 元整，另本府配合編列 81 萬 600 元，共計 216 萬 7,700 元整，因未及
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 112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為辦理財政部 111 年度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前置作業費用補助
9 「基隆市博愛停車場 OT 案前置作業計畫」經費共計新臺幣 150 萬元，因未及納
入年度預算，敬請同意先行墊付，俟 112 年度編列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為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因行政院調增 111 年軍公教員工待遇，衛生福利
部重新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充實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 ICF166 人」計畫新臺
10 幣(以下同)201 萬 5,116 元整；新增補助 7 萬 1,046 元整，另本府配合編列 1 萬
7,762 元整；共計 8 萬 8,808 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
112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評定本市 110 年度水污染防治評核評定為『優等』
，獲獎勵補
11 助經費新臺幣 50 萬元(下同)，依補助比例需編列配合款計 27 萬元，建請准予採
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審議。
有關財政部補助本市市立體育場辦理「基隆市立田徑場(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
12 務設施 OT 案前置作業計畫」經費共計新臺幣(以下同)139 萬 5,000 元整，擬請
同意先行墊付，後續再行辦理 112 年預算歸墊轉正一案，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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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 2.0」第二階段，旨
案核定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1 億 8,916 萬元（中央補助款 1 億 3,241 萬 2,000 元（70
％）
、地方自籌款 5,674 萬 8,000 元（30％））
，請同意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1 億 8,916
萬元於 111 年度辦理墊付並編列 112 年度預算轉
正，請審議。
友善青年租屋成家系列提案一：維護租稅公平，並落實居住正義，逐步解決「高
房價、高空屋」之市場失靈窘境，促使基隆市房市正常化，爰修正《基隆市房屋
稅徵收率自治條例》
。
友善青年租屋成家系列提案二：本會修正通過《基隆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
後，除透過合理稅收、釋出空屋，更進一步透過此提案，將囤房稅增加之稅收「專
款專用」於青年及弱勢租屋環境改善政策，落實居住正義。
友善青年租屋成家系列提案三：目前中央住宅基金全額支應內政部社會住宅包租
代管計畫所有經費，該計劃型預算於計畫 115 年結束後，將無法延續政策美意，
建請基隆市政府整合囤房稅新增稅收與社會住宅經費與政策資源，提供房屋持有
人相關協助與優惠，讓「房東好、房客好」，以永續社會住宅政策，改善青年與
弱勢租屋環境。
第三審查會（合計 67 案）
建請市府將七堵區明德國中禮堂改建為「多功能活動中心」。
建請市府將七堵區長興公園重新再造，並設置地下停車場，一併解決活動空間及
停車問題。
建請市府將七堵區工建路及工建西路兩側人行道拓寬，串聯基隆河自行車道及台
五線，讓六堵工業區不再只是孤島。
建請市府將共享自行車往北延伸到七堵運用示範道路空間，七堵各地公園以及基
隆河自行車道串連成為自行車路網，一步一步建立綠色運輸動脈。
建請市府積極爭取七堵區捷運站附近地區水與綠環境改善計畫。
建請市府積極爭取本市捷運規劃，應推動捷運沿線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建請市府積極繼續向內政部爭取於七堵區捷運沿線、周遭附近推動社會住宅。
建請市府積極檢討六堵工業區園區轉型並限期提出改進方案以振興經濟。
建請市府繼續積極追蹤規劃基隆捷運整體交通系統規劃列出計畫期程，讓市民了
解基隆捷運進度及未來的走向。
建請市府加速提高六堵、大武崙兩大工業區之容積與建蔽率以吸引招商進而帶動
地方產業發展與就業機會。
請市府研議增設本市電動車充電樁位，並請同時檢討本市「停車管理」與「公寓
大廈」等相關法規是否合宜，以符實際。
苦民所苦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責任，建請市府應嚴正督促台電公
司對本市電線桿電纜線之設置及變電箱之安全性問題作通盤檢討、改善計畫，尤
其是針對七堵區崇智街整條街的老舊線路要儘速更換(新)。
南興路 87 號對面及 84 號前電線杆傾斜有公共安全疑慮，建請市府督促台電公司
立即改善。
有關 6/1 傍晚崇智街、開元路、光明路口電纜線掉落造成附近居民大停電嚴重影
響民生及周邊商家營業，建請市府應重視本市空中電纜如同蜘蛛網之嚴重問題並
要求加速台電公司於七堵區電纜線地下化之進度。
廣告燈箱為都會廣告之趨勢，除可增加夜間照明又可讓廣告更耀眼，建請市府於
百福車站、七堵火車站、八堵火車站及火車站旁之公車站牌處增設以提升公車站
牌功能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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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門廣場及城際轉運站即將完工啟用，屆時通勤族數萬人流眾多，建請市府研擬
燈箱廣告招租(商)規劃以增加市庫財源。
為提升公車站牌功能及服務，改善商圈與學校等周邊候車環境，建請市府交通處
將七堵區舊有站牌翻新，並建置新式智慧型站牌讓民眾候車更加便利及提升友善
服務。
請市府說明七堵區目前下水道汙水道施工的進度，損鄰問題造成居民廁所馬桶不
通生活不便。
建請市府於百福車站周邊規劃增設計程車招呼站以利尖峰時刻民眾乘車之便。
本市七堵區百福車站是百福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鄰近百福社區、長安社區、六
堵科技園區等，然機車族多有抱怨，機車停車位沒有雨遮，讓愛車淋雨，十分不
便。建請市府應比照基隆火車站南站機車停車場，儘速規劃增設置遮雨陽板(太
陽能板)以利民行。
建請市府研擬改善百福車站(前)周邊明德三路交通標線之劃設，設置可迴轉的缺
口，以利市民行車安全。
本市為海洋城市為振興基隆市海洋觀光旅遊，提昇船泊業經濟，建請市府積極輔
導本市觀光娛樂海釣船業者與國民旅遊卡簽約為特約商店並提出補助方案，以鼓
勵國人前來基隆消費。
為改善市容及解決七堵區明德一路 62 號(全國電子)永富路口、光明路口始至明
德一路 225 號對面崇孝街口止，雙邊路段周邊停車亂象及提升路邊停車格使用
率、周轉率增進市庫營收，建請市府交通處儘速劃設汽、機車停車格。
建請市府拆除七堵開元立體停車場後，應儘速整建為光電停車場，民眾停車就不
怕曬太陽跟淋雨，除紓解停車空間不足問題又可為 2050 淨零碳排盡一份心力。
近日流浪犬攻擊傷人事件頻傳，常造成地方民眾的困擾，為解決流浪犬威脅問
題，建請市府應儘速完成設置流浪犬「暫時」安置場所(本市寵物銀行未完工前
之安置地點)並不定時加強派員巡查偏遠區野狗出沒以維民安。
請市府說明本市寵物銀行工程進度(含何時完工啟用)，並建請議會於下次會期安
排市政考察，現場會勘。
建請市府加強宣導寵物飼主之管理，勿讓寵物隨便亂跑隨處便溺及市民勿隨意餵
食流浪犬貓造成環境衛生汙染及野狗追人發生憾事以維護市容及民安。
請市府說明動物保護防疫所預計辦理「基隆市 2 處寵物公園選址設置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委託案」之規劃作業內容並建請市府將「七堵區百福公園」納入選址
預定處。
有關「百福社區百一街 121 號前，新台五路線上往汐止方向，客運站牌設立於(分
隔島上)馬路中間，站牌設置地點之妥當性爭議已登上全國媒體版面且嚴重影響
市民候車安全，經多次邀集市府各單位現場會勘均無法改善，建請市府在無法解
決問題前應予緊急措施並做改善之處置(如說明)。
北寧路、環港街、漁港三街三向路口，建請設置人行道與紅綠燈，以利交通安全。
環港街鄰接北寧路上之風雨走廊人行道遮雨棚已老舊，建請更新，以利市容與人
行安全。
建請於中正區立德路 208 巷 39 之 8 號、29 之 3 號前及廣場增設照明設備。
建請位於中正區新豐街 153 號電信箱(如附圖)遷移，以維車輛行人通行安全。
本市各轄區內早起會運動設施及環山步道多已老舊年久失修，嚴重影響市民早起
運動及平日休閒活動之安全，建請市府編列預算改善其運動設施及步道整建以給
市民一個安全休閒的活動空間。
4

35 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修改或調整現有調和街轉運站規劃方向。
建請市府相關單位因應颱風季節，盡快施行行道樹防災性減災修剪及加強側溝及
36
洩水孔巡查清理作業。
民眾反映和平島社寮橋，橋樑多處照明燈具損壞，為提昇橋樑夜晚環境的安全
37
性，建請市府相關單位儘快檢視修復，以保障晚上用路人安全。
本市調和街 290 巷 176 號旁邊坡護欄，已嚴重鏽蝕、破損，為避免坍塌造成危險，
38
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重新施作，以保障民眾居住安全。
39 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引進 YouBike，以提供市民與遊客更便利的選擇。
40 有關光華地下道及成功地下道整修改善問題。
41 有關南榮路口公車站改善事宜。
42 建請編列 112 年度四維里安和停車場多功能規劃設計經費。
建請基隆市府盤點機車需兩段式左轉路段，說明設置理由，並設置檢討與取消兩
43
段式左轉之期程。
44 建請在和平橋頭及和平島內相關重要幹道，製作商店及景點綜合指標。
請基隆市政府交通處說明本市 2019 年單向 2 車道取消內側禁行機車清單，並說
45
明各路段事故率增減幅度，並提出本市禁行機車逐步取消之規劃。
建請基隆市政府評估公共自行車系統設置經費與爭取計畫，以及連結本市觀光區
46
自行車道，提供多元綠運輸選擇。
安樂區基金一路 135 巷口右側（基金一路 206-1 號對面）人行道，因密集設置電
47 線桿、電箱及其他設施，導致 135 巷右轉基金一路至公車候車亭間之行人空間斷
裂，造成行人通行不便及安全疑慮，敬請市府評估改善方案。
安樂區武嶺街、基金一路口（基金一路 133-2 號側），因路口號誌設置位置及轉
48 彎車道設計，導致汽、機車由武嶺街轉彎至基金一路時常行駛於人行空間，造成
行人行走及等待通過行穿線時之安全疑慮，敬請市府評估改善方案。
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改善中正區新豐街一帶停車空間不足困境及人車爭道問
49
題。
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於火車站周邊適當地點規劃單車停車空間，以便利通
50
勤、通學單車族。
麥金路交基金一路口上班尖峰時間車流量過大，易造成車輛回堵，建請市府通盤
51
考量交通現況，改善當地交通瓶頸。
52 暖暖區內各道路巡查並改善。
53 建請研議更新本市所屬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及有關限制事宜。
54 建請基隆市政府改善本市中正區調和街 49 號後方排水溝溝壁被侵蝕問題。
55 建請基隆市政府於正豐街雙號側設置人行道設施以維護人車用路安全。
建請基隆市政府針對本市所屬水域之水域遊憩管理編列專案經費以建制相關規
56
範。
57 建請基隆市政府健全調和街轉運站攔截圈功能。
建請基隆市政府編列專案經費評估本市所屬基隆市濱海風景特定區內實施共享
58
機車與共享自行車的可行性。
為維持港區漁業作業功能，建請基隆市政府於本市所轄長潭漁港與望海巷漁港出
59
入口處設置柵欄。
建請市府提供並說明 111 年都市發展與都市更新基金編列之「基隆市暖暖區公所
60
及周邊土地再發展先期規劃」案件辦理進度資料。
5

61

62
63
64
65
66
67

1

2

台電協和火力發電廠填海造陸計畫為本市所轄「水產動植物保育區」
，查基隆市
政府已於 109 年 9 月 24 日以基府產海壹字第 1090052313 號函覆台電公司「原則
同意開發」。敬請基隆市政府具體說明該函同意之評估依據、所引用之環境調查
資料係開發單位台電提供或貴府調查結果，及請說明此開發案對該水產動植物保
育區可能之影響。第七次定期會提案通過後尚未收到函覆，敬請基隆市政府於提
案通過後三天內提供前揭資料。
再次建請市府儘速完成東勢街與東碇路交叉口至東碇路與源遠路 152 巷交叉口
之行人通行及停車空間改善方案，以保障民眾交通安全。
再次建請市府積極研議暖暖區國道客運（1061、1061A、1062、1088）班次不足、
不穩之改善措施。
建請市府儘速改善源遠路（成發檳榔攤側）至台 62 快速道路匝道口路段行人通
行空間，以保障通勤族及學生步行安全。
建請市府研議暖暖區東勢坑產業道路水溝增設溝蓋，以保障用路人通行與車輛會
車之安全。
建請基隆市政府研擬於義二路底、中船路口及中船路 112 巷，車輛減速相關措
施，維護行人之安全。
請市府於本市樂利三街上方構思覓地拓展停車空間，以維民需。
第四審查會（合計 7 案）
本市正義路 74 巷 30 弄 20 號至 27 號，中正國中校舍已閒置多時，建請市府相關
單位研議改建、活化，可做為里內集會活動場所，或整平綠美化供民眾休憩使用，
以繼續在鄰里發揮功能。
本市多處歷史古蹟、建物，例如：要塞司令部、要塞司令官邸、要塞司令部校官
眷舍、舊漁會大樓等，皆富涵歷史教育意義及建築美感。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
本市小學戶外教育可以多加安排學生參訪，並請文資專員全程導覽解說，引導學
生去學習、觀察、體驗，正所謂「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讓各校師生了解自
己生活的這塊土地的歷史發展並提昇學生建築美學素質。

3

基隆市立田徑場，自 110 年 2 月封閉至今近兩年時間，如今完工日期遙遙無期，
工地長期處於停工狀態，危害市民運動健身之權益甚巨，建請工地設置入口至田
徑跑道之暫時性安全通道，在工地尚未回復施工之前，允許市民前往田徑跑道運
動強身。

4

有關獅球嶺砲台整修改善計畫。

5

建請相關單位研議於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所屬 101 高地平台設置座椅。

6

建請基隆市政府研擬開放國門廣場、大沙灣歷史園區、舊正濱派出所後方平台空
間，讓市民得申請作為街頭藝術展演活動之場域，並參酌台北市街頭藝人登記及
展演場地申請模式，提供表演者完整的場地使用規則、藝術展演類型等資訊。

7

建請基隆市政府研擬於正濱國小校門口至國立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學
前設置遮雨設施，提供學童安全且避雨的通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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