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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查會（合計 12 案）
1 建請提高績優體育選手、教練獎勵獎金。
2 有關八堵火車站前增設測速照相桿。
3 建請基隆市環保局加強督導民營垃圾車。
安樂區四維里溜冰場旁的遊樂設施區，現由市府拉封鎖線禁止民眾使用，請說明
4
其原因狀況及民眾使用之時程。
正濱、海濱里聯合里民活動中心外側花圃雜草叢生、維管不便，且常遭人棄置垃
5
圾，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移除花圃加以整平，以提升市容及增加巷道通行空間。
為增加真砂里里民休閒運動空間，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於要塞司令部對面休閒
6
公園增設戶外多元化運動器材。
正濱路 116 巷 5 弄 1-24 號(海濱國宅)前方部分地面凹陷，水泥花臺草木雜亂，
7
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整平，除提昇市容觀瞻外，亦可解決里民停車需求。
本市中正區武昌街 104 巷旁港濱段 1107、1107-1、1108 三筆地號土地(目前為市
8 府所有，區公所維管)，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施作簡易綠美化工程，為武昌街
104 巷街弄新增活動空間，以提供里民休憩使用。
建請市府增設基金一路 208 巷長庚醫院情人湖院區至情人湖公園停車場間路段
9
之道路監視系統。
本市防空洞密度為全台之冠亦為本市主要特色之一，為釐清本市防空洞是否有效
10 利用與管理，敬請函覆本會本市具有管理權限之防空洞數量與使用現況及未來規
劃。
有鑒於蔡英文總統於世界地球日宣示 2050 年淨零轉型為執政團隊主張，並表示
能源轉型和淨零碳排都不能只是作文比賽要有實際作為，爰要求市府提出如何協
11 助中央達標 2050 淨零轉型之地方前置作業及初步規劃，並針對過去基隆市溫室
氣體管制執行方案進行檢討，提出 2021 年起之碳排放、溫室氣體減量規劃、目
標與具體政策。
有鑒於本市各局處主辦公聽會之會前資訊公告、會議辦理流程與會後會議紀錄及
各項會議資料公開並無法源規範，爰提案要求市府研擬公聽會辦理法規，並明定
12
會後應將會議紀錄及會中簡報等會議資料公開上網，以符合公聽會辦理要旨，並
發揚林右昌市長倡導之「參與是基隆的基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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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審查會（合計 10 案）
檢送本市 110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100 套，請審議。
檢送本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計 2 家（財團法人基隆市體育
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基隆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之 109 年度決算案（如附件）
，
請審議。
檢送「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 109 年度決算」100 份，請審議。
提送本會「第 19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基隆市政府提案第二審查會第 2 案新北市
金山區金山三段 5、14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擬於完成土地處分程序後辦
理標售乙案，決議付委財政小組」
，經 110 年 4 月 20 日辦理現場會勘結論為「不
同意標售」，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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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本會「第 19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基隆市政府提案第二審查會第 4 案本市中
山區仁德段 31-5、31-8 地號、第 5 案本市中山區仁德段 31-7 地號、第 6 案本市
5 中山區仁德段 304 地號，擬處分出售市有非公用土地三案均決議付委財政小
組」，經 110 年 4 月 20 日辦理現場會勘結論為「同意讓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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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等」，獲獎勵補助經
6 費新臺幣(以下同)50 萬元，須提報獎勵補助計畫，因依補助比例編列配合款計
16 萬 7 千元，建請准予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審議。
為配合經濟部水利署核定補助本市執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110-111 年度
」
，請准予採經費墊付方式動支辦理，請審
7 基隆市政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
議。
本府辦理「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基隆市啟動高齡者交通事故防制精
8 進實驗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889 萬元，因未及納入 110 年度預算，敬請同意先行
墊付，俟 111 年度編列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為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府申請 109 年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
作業」─「基隆市安樂區安國段 1-100 地號等 13 筆土地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
9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補助案」(安樂國宅 6 號基地) 所需經費 449 萬 640 元（中
央補助款 449 萬 640 元（100%））
，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
列 111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一案，請審議。
為落實「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實現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及相關
基本權利之旨意，擬函請立法院就「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提案
10 增修第三項，並同時促請財政部增修 108.07.12 台財稅字第 10804507200 號令所
稱「調查作業步驟」應含納有利當事人等事項，以限縮國家課稅權對弱勢創業者
財產權、工作權之過度傷害，是否有當？請公決。
第三審查會（合計 46 案）
有關「基隆市國門廣場周邊地區城市景觀自治條例」（草案）業經本府 110 年 4
月 20 日第 1895 次市務會議審議照案通過一案，詳如說明，敬請審議。
建請依法於學校及純住宅區附近道路，設置相關減速交通標誌，以提醒駕駛減速
2
慢行，確保學童與住民生命財產安全。
建請普查全市道路標線並清楚標示，避免因標示不明損及市民權利；又若路幅足
3
夠應將「道路邊界線」外移，優先完成機車道之設置。
調和街福德宮站牌附近人行道上，靠山邊的擋土水孔及地面冒出之水流，浸濕人
4 行道上路面，除影響美觀外，亦影響行人安全，建請盡速改善，以符合調和街「迎
賓大道」之美名。
祥豐街 505—521 號下方擋土牆外壁龜裂，是否有安全疑慮，建請市府相關單位
5
盡速查明後，做相關安全維護措施，以維市民人身財產安全。
建請依交通部 2005 年 4 月份之解釋，將新豐街 161 巷 6 米私人巷道劃設紅色或
6 黃色交通標線，限制車輛停放，避免影響消防車與救護車出入救災，以維護居民
生命財產安全。
建請基隆市政府於城市博覽會前，將展區周邊之交通動線、調撥式停車空間、城
7
市間植栽及 AC 路面之養護工程儘速執行規劃。
建請基隆市政府與管線公司建立雙方管控平台，透過每周定期會議溝通，並建立
8
管汰工程專線，即時回應解決民眾問題。
9 建請基隆市都市發展處研擬球子山燈塔步道開放時間及安全管制。
10 建請基隆市政府整合評估新興觀光景點串聯之交通網並規劃之。
建請市府於安樂區新西街 141 巷 58-68 號往安中產業道路，路面改善，以維民行
11
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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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八堵火車站對面風雨走廊修建。
有關東碇路、東勢街路口過路溝改善事宜。
有關八堵路、國安路路口優化(天橋、號誌燈)等事宜。
建請專案報告安樂區周邊土地策略整合規劃。
建請增設情人湖後端夜間照明設備。
建請變更安樂區安樂路二段安樂行政大樓旁、稅捐大樓前平面停車場之出入口。
本市安樂路重要行政點位於安樂路二段上，惟於麥金路示範道路更新完成後，卻
顯該區域人行、車行環境更為雜亂且不平整，建請市府以人本、安全通行為基礎，
爭取經費改善安樂路二段之人行步道及車行通道。
請通盤檢討麥金路人行步道上路樹之設立。
建請重新鋪設安樂區麥金路 11 巷路段路面及檢討此巷路燈不足之狀況。
有關本市轉運站進度，請交通處及觀銷處詳述期程。
有關光二路及獅球路 42 巷旁國產署空地，閒置已久，孳生蚊蟲環境葬亂，請市
府研議闢建停車空間。
有關南站廣場候車空間照明設備不足乙案。
有關本市四大創生基地執行進度。
有關本市登山步道之規劃，建請都發處說明是否有規劃。
本市建國里立德路 186 巷公有階梯無設置扶手，年長者及婦幼通行不便。建請市
府相關單位研議安裝扶手，以利通行。
本市建國里祥豐街 177 巷 167 號前路面不平、階梯級高不一，影響民眾通行安全，
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改善，以利民安。
本市社寮里和一路 41 巷 2 弄 15-1 號~24 號排水溝老舊、部分排水不良，建請市
府相關單位研議重新施作，以避免積淹水造成人車通行不便。
本市立德路 63 號旁巷道因早期規劃路幅不夠寬敞，現出入以長者居多，基於通
行安全性考量，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坡道合併(一邊階梯、一邊坡道)，以維通
行安全。
正濱漁港因彩色屋成為熱門打卡景點,惟發展觀光帶動地方經濟之餘，漁港建設
也應該要注意，建議市府儘速推動正濱漁港卸魚棚、港區碼頭及鋪面整修等相關
漁業公共建設，以加惠漁民。
八斗子漁港港區道路多年未刨鋪路況不佳，且部分路段排水不良，建議市府儘速
與漁業署協商維養權責及經費，提供居民良好的車行及生活環境。
本市義二路地磚汰換工程施工在即，請工務處務必妥善安排施工順序、加快施工
期程並做好與民溝通，減低民怨及交通影響。
本市和平街前段(靠邊坡側)圍牆老舊、破損，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重新施作，
以維護市容美觀。
建請市府公車處研議於中正區正豐街口公車侯車亭增設 LED 智慧站牌，以便等車
民眾掌握公車移動動態，讓大眾交通運輸服務更便利。
台 62 甲快速道路高架橋下(豐稔釣蝦場對面)，該處是民眾早晨登山運動必經之
路段，但邊坡雜草叢生、常遭人棄置垃圾，有礙市容觀瞻，建請市府與相關權責
單位研議美化邊坡，建議種植觀賞用植物(如櫻花)並定期派員管理，以提升周邊
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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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平二路 19 巷道路 20 多年來未曾翻修，後因污水下水道工程開挖作業，路面
狀況更差，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重新施作，提升整體道路路面平整度，以提供
安全又舒適用路環境。
建請市府加強 966 田寮河環狀線接駁公車宣導。
建請市府研議基金一路 349 巷大武崙工業區後門限高設施之必要性或改設「可活
動式限高設施」。
為維護產業道路與山坡地環境清潔，敬請市府說明獵鷹計畫之機制、執行內容和
成效，並提出移動式電眼裝設規劃。
三月至五月為螢火蟲繁殖季節，安樂區四維里周邊螢火蟲生態豐富且遭嚴重低
估，敬請相關局處針對路燈設置之高度、照明範圍與實際需求詳細評估調整。
林右昌市長於 2020 年本屆議會第 4 次定期會大會討論時定調 2021 年城市博覽會
將「呈現過去 400 年的基隆，指向未來 40 年的基隆」
，然本會依據第 4 次定期會
預算審議時附帶決議要求提供整體活動企劃，卻僅收到針對活動形式之簡略說
明，遂提案請市府於本屆議會第 16、17 次臨時會前於本會進行「2021 年城市博
覽會」針對活動內涵深化、活動目標分析與活動辦理後效益等進行專案報告。
基隆市 402 及 406 公車有些老舊，上下車階梯又高對買菜族及長輩民眾造成不
便！慎恐危險！建請市府相關單位重視並改進，以利市民安全。
建請市府於七堵山區早起會旁花草應定期修剪、消毒。
七堵鐵道公園月台火車略顯單調，建請市府應注入新元素，讓民眾散步時有更好
的視覺感。
本市多處水溝蓋腐壞恐有公共安全問題，建請市府應重視定期派人勘查，汰舊換
新。
建請市府於七堵區明德一路 123 號(八方雲集)前公車站牌應增設智慧型跑馬
燈，以便民眾搭車。
第四審查會（合計 7 案）
建請增設四維運動公園內槌球場設施。
請市府說明本市各國中小學，學雜費中收取的家長會費如何運用？是否足夠各學
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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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崙國小所屬位於基金二路三巷之非營利幼兒園新學期即將開始招生，此巷道狹
小且人口住宅密度極高，上下學及上下班尖峰時間如何承受新學期新校區之車流
量，請研擬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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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市國中小學才藝或體育選手，請教育處研究三級制度，將人才留在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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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市智慧教育推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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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將基隆港等處列為審定公告第一批不義遺址，且許多
市民希望了解基隆 308 事件歷史內容及 228 追思會相關資訊，爰提案要求民政處
與本市文化局、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等相關單位合作，針對基隆 308 事件歷史內
容進行文獻與檔案爬梳、整理，並於每年 228 追思會活動現場設置歷史介紹展覽
區域或看板，並製作歷史內容文宣摺頁於現場發放，供無法入場參與紀念儀式市
民深入了解相關歷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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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日前將基隆港、原基隆要塞司令部、基隆八堵車站、
基隆原南榮派出所列為審定公告第一批不義遺址，且許多市民希望了解基隆 308
事件歷史內容，爰提案要求市府與中央相關單位合作，針對四處不義遺址相關歷
史內容進行文獻與檔案爬梳、整理，規劃於現地進行歷史內容呈現或於正在進行
相關工程設計中融入，供民眾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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