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議會第 19 屆第 24 次臨時會議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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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查會（合計 19 案）
市民陳情外木山湖海路路段道路標示牌亂象，建請市府檢討改善標誌設置的妥當
性，以利民安。
因應行政院 2021 年拍板定案裁示通過少子女化對策報告，台灣的生育率在全球
敬陪末座而本市人口數亦嚴重減少，建請市府應編列預算補助孕前補助、不孕症
補助、及人工生殖-試管嬰兒補助以提高生育率嘉惠市民。
建請市府積極協助七堵區社區爭取執行中國信託「臺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
畫」(兒少課後照顧計畫)共同照顧社區裡的弱勢學童。
為提升本市長者抵抗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免疫力，促進長者及其家人身心健
康並降低長者因感染肺炎鏈球菌導致嚴重的併發症或死亡及減少醫療費用支
出，建請市府比照台北市「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計畫」65 歲以上長者免費
接種。
為幫助新冠肺炎(COVID-19)染疫康復者能儘早回復正常生活，建請市府應積極協
調本市公私立醫療院所，加開整合醫療門診之診次，以嘉惠市民方便就近就醫。
建請市府應積極推動菸害防制稽查並宣導，營造無菸支持環境清新品質，以維護
國人身體健康。例如部立基隆醫院院區外人行道周邊，許多民眾包括病人常聚集
於室外抽煙造成空氣污染。
為降低空氣污染排放量及確保機車於使用一段時間後，仍能達到排放標準，推動
管制措施，建請市府應開放增設本市「機車行代檢站」登記申請，尤其以設點處
較少的七堵區增設，以便利市民就近檢測。
建請市府研擬「發放敬老物資到府服務」以增加長者幸福感並體恤長者外出領取
之不便嘉惠本市長者。
建請警察局於六堵工建路設置噪音及超速監測器，以取締改裝機車夜間發出極大
噪音以維護市民安全及安寧。
建請市府應補足消防局各隊辦公室冷氣水電費用之不足並以實報實銷方式辦理
以嘉惠消防員。
本市市立殯儀館多個禮廳的音響設備不足建請市府儘速改善禮廳門口對外的擴
音裝置。
建請市府警察局應編列預算核給超時津貼同工同酬留住人力以補足本市員警之
不足。
有鑒於市府業務中有許多與兒童及家庭相關的委外業務（例如親子館、公共化托
育機構、兒童及少年安置機構等），為打造友善市府服務環境，爰建議市府提升
各承辦單位的性別知能，盤點相關委辦業務，評估於契約中訂定從業人員在職訓
練、內外聘督導等相關訓練或研習課程中納入性別平權意識議題。
為促進原住民朋友就業機會及提昇專業技能，建請市府研議辦理甲、乙、丙三種
級別之模板技術士技能培訓課程，輔導取得技術士證照。
在海濱國宅的奇浩部落聚會所，據部落長者轉述早年由慈濟基金會協助興建，目
前由本市民政處原民科負責維管，該聚會所之壁畫已掉漆、剝落，建請市府協助
進行修繕事宜。
建請社會處提出關於照顧服務員之身心障礙支持服務核心課程開辦之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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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社會處說明關於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隨班附讀開辦情形，及研議辦理照顧服
務員隨班附讀課程或其他增加班次之改善方案。
18 建請市府研議規畫設置一區一特色原住民多功能文化傳承場所。
19 為建請中低收入認定標準應排除防疫險理賠之保險金給付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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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審查會（合計 27 案）
為辦理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2 年度流感疫苗工作計畫」所需經費 260 萬
9,000 元整，因未及時納入年度編列預算，敬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
追加減預算時轉正，詳如說明，請審議。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准估列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度基隆市優質公廁及美質環
境推動計畫」
，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1,827 萬元整(環保署補助 1,503 萬元及地方配
合款 324 萬元)，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
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准估列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度向海洋致敬-海岸清潔維
護計畫」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138 萬 6,822 元(補助款 124 萬 8,140 元，配合款 13
萬 8,682 元)，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
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建請市府應盤整全市違規裁罰歲收並分類用途在公益專款專項上，例如亂丟菸
蒂、廢氣污染所得裁罰金就運用在煙害防治上或是肺炎鏈球菌疫苗施打的補助
上，以嘉惠市民健康。
因應本土疫情逐漸進入後疫情時代，建請市府應積極研擬本市減稅的措施並針對
店家小吃業及失業待業人口擬定專案補助、補貼方案共體時艱。
有關內政部補助本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及第二分局安瀾橋派出所耐震補強工程」
計畫經費新臺幣（以下同）898 萬 8,000 元（含中央補助 808 萬 9,000 元、地方
自籌 89 萬 9,000 元）
，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12 年度預算再行轉正，請審議。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准估列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度基隆市辦理推動廢棄物源
頭減量及強化分類回收補助計畫」因財力級次修正須增加配合款，所需經費計
28.3 萬元，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修正再增加墊付 28.3 萬元，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市辦理「112 年度基隆市推動環保許可整合計畫」
總經費新臺幣 46 萬元，建請准予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審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估列補助本市辦理 112 年度「基隆市全國水環境水質改善業務
支援計畫」
總經費新臺幣（下同）240 萬元，環保署估列補助計新臺幣 187 萬 2,000
元、市配合款計新臺幣 52 萬 8,000 元，建請准予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審議。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准估列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度基隆市辦理石綿建材廢棄
物清除及處理計畫」因財力級次修正須增加配合款，所需經費計 16 萬元，因不
及納入 112 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修正再增加墊付 16 萬元，俟編列 112 年度追
加預算歸墊轉正，詳如說明，敬請審議。
為衛生福利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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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新台幣 378 萬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於 112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衛生福利部 112 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計畫」機構獎勵補助款因未
及納入年度預算編列，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並納入 112 年追加(減)轉正，詳如
說明，請審議。
衛生福利部 112 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機構獎勵補助款因未及
納入年度預算編列，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並納入 112 年度追加(減)預算及轉
正，詳如說明，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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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府補助「汙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3,274
萬 3,905 元(補助款 3,162 萬 6,905 元、配合款 111 萬 7,000 元，因未及納入年
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詳如說明，敬請
審議。
為內政部核定增額補助本府辦理「基隆市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 3 期計畫」所需經
費計新台幣 1 億 3,975 萬 9,900 元（中央全額補助）
，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
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度基隆市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
計畫」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210 萬元（補助款 147 萬元、配合款 63 萬元）
，因未及
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本府擬處分出售本市信義區光明段 490 地號面積 24 平方公尺市有非公用土地一
案，請審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估列補助本市辦理「112 年度基隆市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
收查核計畫」因財力級次修正，需增加配合款，所需經費計 12 萬 3,000 元，建
請准予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審議。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
業務計畫｣，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140 萬元整(中央全額補助)，因未及納入年度預
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
計畫」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90 萬元（補助款 81 萬元、配合款 9 萬元），因未及納
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度推動職務再設計
服務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645,800 元(補助款 442,960 元，自籌款 202,840 元)，
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敬請同意辦理墊付，俟 112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
議。
為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以下簡稱海保署)估列補助本市辦理「112 年海洋廢棄
物治理計畫」
、
「112 年海洋汙染防治與應處計畫」
、
「112 年海域環境監測計畫」，
共計估列補助計新台幣 423 萬 1,000(75%)、市配合款計新台幣 141 萬 0,334 元
(25%)；有關市配合款部分，請准予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審議。
為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1 年度「借問站」創新旅遊服務推廣計
畫」
，所需經費新臺幣 40 萬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敬請同意先行墊付，俟
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辦理轉正，請審議。
衛生福利部 112 年度「建立優質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計畫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
編列，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並納入 112 年追加(減)轉正，詳如說明，請審議。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府辦理「111 年度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實施計畫」所需經費新台幣(以下同)1 億 9,284 萬元整(補助款 1 億 7,355 萬 6,000
元整(90％)、配合款 1,928 萬 4,000 元(10％))，其中第 3 期補助款 75 萬 2,222
元已送本市議會審議，另惟因第 4 期中央補助款 3,618 萬元採代收代付辦理，爰
自籌款上有 402 萬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為建請市府函請金管會針對未滿十五歲孩童投保壽險設有保險金最高額 61.5 萬
元之限制，導致學童參加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或其他旅遊活動時，無法再另行投保
團體旅遊意外險或旅遊平安險一事，研議改善之道。
有關內政部補助本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正濱派出所及第四分局中華路分駐所耐震
補強工程」計畫經費新台幣(以下同)720 萬 7,000 元(含中央補助 648 萬 6,000
元、地方自籌 72 萬 1,000 元)，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12 年度追加預算再行
轉正，請審議。
第三審查會（合計 39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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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市府將本市七堵區市區道路、人行道上公車站牌旁放置之台電及中華電信變
電箱遷移至「公共設備儲放空間」，降低變電箱對民眾的干擾。
民眾反映七堵鐵道公園的主站體建物體不夠明亮，建請市府於屋頂及四周圍能夠
加裝燈具增加明亮度。
請市府交通處將明年度(112)預計辦理實施之基隆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可
行性評估可以將百福地區、七堵火車站及七堵鐵道公園等串聯點線面網絡納入評
估範圍以嘉惠市民。
市民反映七堵長興隧及七堵靠近鐵道公園 2 座隧道道陰森、髒亂，建請市府以七
堵在風情為主題-彩繪隧道及增添燈光秀以改善隧道照明的情況並增添趣味。
建請市府於長興公園彩繪風雨長廊並推廣七堵苗圃-長暖產業道路提供市民到七
堵半日遊的優質環境清爽的山景路線給提供本市民眾及外地遊客使用。
建請市府積極爭取協調百福車站循環接駁車至六堵里,服務里民上、下班通勤以
利民需。
建請市府應於本市 7 區 157 里,人車來往頻繁適當地點廣設電子看板,宣導政府政
令讓市政資訊透明化以提升市民認同度。
建請市府應積極開發六堵里觀光廊帶並增闢山林步道,河濱步道尾端之貫通以推
展本市觀光並可嘉惠鄰近市民日常運動之地點。
本市七堵區將興建第一座社會住宅-光明安居，建請市府爭取搭配完善社福設施
(多功能里民活動中心)並帶動鼓勵青年世代參與地方事務以永續傳承並達社會
安居之健康生活。
建請市府積極於基隆河暖暖至北五堵段間河域尋覓適當水域施作攔河堰、以便乾
旱時期儲水用在雨量充沛時可做水上遊憩活動並帶動觀光產業發展。
建請巿府積極改善七堵區大德路往百福車站兩邊之人行步道空間、以維護市民行
走安全之空間。
建請市府應儘速訂定適用本市之「基隆市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組織準
則」並成立調處委員會，協助公寓大廈及社區糾紛協調以減少鄰居訴訟減低法院
的負荷減少社會成本。
建請市府於國門廣場適當位規劃設計裝置「鐘樓」報時台之公共藝術。
建請市府於安樂區新西街 141 巷 58 號~68 號往安中產業道路，路面改善，以維
民行之安全。
建請市府改善安樂區基金一路 175 巷 1-17 號道路路面，以維民行之安全。
本市七堵區六堵里停車需求日漸增加，建請市府規劃研擬增設路邊停車格以改善
六堵停車問題。
居民陳情位於友蚋地區 96-0001 地號為舊有的公園，荒廢已久，建請市府研擬相
關方案重建公園，嘉惠當地居民有休憩的地方。
建請市府改善七堵區工建路雙邊路邊停車雜亂無序，缺乏停車規劃交通處研擬規
劃增設汽車停車格以維護市容及方便市民停車。
工建西路雙號單側全段人行步道老舊破損，遇雨溼滑，嚴重影響前往土地公廟晨
間運動行人安全，建請市府儘速修繕行人步道以維民。
中山區通明街 1-1 號至 76 號路面年久失修(近 20 年)已嚴重呈現路面不平且有塌
陷疑慮。
建請美化文明路通往外木山風景區的入口意象設計。
中正區路線的公車到基隆火車站沒有設置停靠站，建請市府在火車站北站的公車
迴轉處，設置 103 等中正區公車搭乘站牌，以便利中正區居民搭乘火車。
4

23 建請市府於七堵區實踐路 240 號與福一街設置減速慢行標示，以維護行車安全。
24 建請基隆市政府協助本市八斗國小校門右側山丘施作防止落石發生的相關工程。
基隆客運 R66 路線近期天天公告「班次臨時取消」
，建請基隆市政府短期自辦「台
25 鐵站接駁車輛」(如城博會之交通接駁車)，支援中正區到台鐵七堵、八堵站路線
班次。
建請評估東岸商場洗手間（蹲式、座式）加裝安全扶手之可能，以利長者及稍有
26
身體不便市民之使用。
有鑒於基隆市公車民眾使用率高，及仁二路與愛一、愛二、愛三路口交通事故發
生頻率高，為提升改善本市交通及提升市民步行、搭乘大眾交通運輸之權利與安
27 全，爰要求市政府針對二信循環站周邊交通問題進行改善，就交通動線、標線劃
設、行穿線設計、行人庇護設施強化等面向，具體提出改善方案，並於一個月內
向議會報告改善方案及期程規劃。
為結合民間力量打造性別友善城市，爰建議市府發展友善店家認證、製作友善店
28
家地圖。
29 建請評估研擬安樂路一段人行道佔用問題改善方案。
30 建請評估研擬基金一路違停問題改善方案。
建請市府說明八堵車站旁「二層鋼構機車停車場」拆除進度及後續平面空間、周
31
遭台鐵土地持續開放民眾停車使用之評估。
建請市府提供「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劃第一階段路線」之「大眾捷運系統
32
整體路網評估計畫報告書」及「可行性研究報告書」等資料。
自 10 月 3 日起，基隆客運 R86 路線天天公告「班次臨時取消」
，建請市府短期自
（如城博會之交通接駁車）
，支援暖暖區到台鐵八堵站及七
33 辦「台鐵站接駁車輛」
堵站路線班次。
東勢街 26 巷與東勢街交叉路口處（7-11 超商旁路口），民眾易因主要幹道（東
勢街）之車輛車速過快，導致通行上有安全疑慮。建請市府研議該處協助設置閃
34
黃燈，或於地面上進行標示，告知用路人該處為主要幹道路口，須留意路口狀況
或是減速慢行。
暖暖區暖暖街多處有過方正切割之刨鋪，目前新舊柏油交界處已產生裂縫，若至
35 雨季，雨水易於裂縫滲入並影響底層路基。為考慮道路養護，建請市府研議辦理
暖暖街進行全段道路改善或重鋪。
36 本市安樂區樂利二街九如社區後方道路，擬建請裝設路燈案。
有關七堵區明德一路單號單側明德書局前至基隆區農會、七堵郵局前汽、機車格
37
重新調整請儘速完成以利市民停車。
建請市府跨年晚會或元宵煙火節光雕秀能在七堵的舊鐵道公園辦理，以增加觀光
38
能見度。
39 為本市騎樓適度開放可以停放機車乙案。
第四審查會（合計 6 案）
請市府說明六堵工業區內的亞太當代藝術園區預定地內市府所管 5 座物資局舊
1
倉庫之管理用途情形及未來規劃走向。
請市府盤整七堵轄區國中、小學學生活動中心使用報廢年限及提出近四年內學校
2 環境設施體育場館（室內外籃球場 、田徑跑道場地等）之修整項目及經費使用
情形，以作為日後配整維護修繕之參考。
3

建請市府研擬補助本市社區大學免收報名費以鼓勵市民終身學習。
5

4

本市舊深澳國小已閒置廢棄將近八年之久，常年雜草叢生、蚊蟲滋長且時有蟲蛇
出沒，夜晚恐有治安顧慮，嚴重影響周遭居住環境甚鉅，附近社區居民深感恐懼
不安，建請市府應儘速進行環境清理改善，並積極規劃執行舊深澳國小校舍活化
方案，俾利環境改善與當地發展。

5

建請教育處針對暖暖區市屬國中、小學區劃分，邀集各校包含家長會代表進行學
區調整意見彙整，彙整後副知本席，並說明彈性處理原則。

6

本市仁愛區德厚里里內沒有休閒地方，建請市府利用廢除尚智國小校地，變更為
公園用地，以利地方里民休閒運動之用。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