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議會第 19 屆第 8 次定期會議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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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查會（合計 17 案）
檢送基隆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57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視訊會議作業規定(草
案)1 案，提請審議。
本市消防局配置雲梯車 30 公尺 4 輛、18 公尺 1 輛配置在七堵分隊，建請市府盤
點本市雲梯車之使用年限並逐年編列預算汰舊換新，購置至少為 50 公尺以上之
雲梯車並優先配置於七堵分隊以保障市民財產安全。
請消防局說明本市消防局針對電動車火警有因何措施?建請市府是否有規劃編列
足夠且較新式的救災配備如滅火毯(防火毯)以提升救援效能及減低二次汙染為
環保盡一份心力。
根據地方民情反映，百福地區部分監視器早因設備老舊或故障失去效用成為社區
治安死角，建請警察單位針對七堵區監視器使用況進行清查並積極改善。
建請市府編列預算將七堵區友二里老人活動中心改(擴)建為友二里里民活動中
心供市民活動休閒集會場所使用以符民需。
研勘中正區新豐街 161 巷 122-11 號前廣場，劃規為社區活動廣場，並美化週邊
環境，予以居民休閒活動場地。
建請整修中正區和一路 2 巷 11 之 6 號至和平地區聚會所路面整修，以利民行及
觀光。
建請研勘中正區調和街 290 巷底籃球場，增設遮陽(雨)設備。
研議規劃於各區設置“一區一原住民聚會所”，供作活動及研習場地，編列修繕
及工程預算，並積極向中央爭取經費，儘早規劃完成。
建請研勘七堵區長安街籃球場邊覓地增設公廁，以維護環境衛生。
日前爆發的台南殺警案引起各界關注、哀悼，眼見各種治安數據惡化，市府是否
有關注到本市警察系統長期有人力不足、過勞等問題，建請市政多編列預算，補
足警力缺額及加強員警安全裝備，如電擊警棒、防割手套、強力照明手電筒等，
以提昇本市治安水準，避免再發生因缺乏制度支援而犧牲警察的社會案件。
本市身障者假日欲全家出遊卻礙於無適當之交通工具，建請市府評估復康巴士於
假日開放民眾租賃之可能。
為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為基隆市的進步注入活力，建請市府加速推動「基隆
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之設立，並說明目前進度。
建請基隆市消防局將住警器申請數量上網公開。
建請基隆市警察局於本市中正區北寧路八斗街調和街口增設科技執法設施，以利
交通安全與通暢。
有關本市設立第二座身障洗車中心乙案。
建請市府研議規畫設置原住民傳統射箭場地。
第二審查會（合計 24 案）
檢送本市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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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與都市更新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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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個附屬單位預算案各 100 冊，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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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本府捐助之教育財團法人共 3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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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預算
案（如附件）
，請審議。
檢送「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 112 年度預算」
，請審議。
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土壤液化調查與風險評估計畫」所
需經費新台幣 1,008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1,008 萬元整（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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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辦理衛生福利部 111 年度「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機
構獎勵補助款墊付款案，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並納入 112
年度預算轉正，請審議。
有關行政院核定增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協助本府 111 年度退休人員定期退
撫給與給付金額調整所需經費計新臺幣 1,129 萬 4,000 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
算，請貴會惠予同意墊付，俟 112 年度預算轉正，請審議。
為辦理 111 年度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心理健康組補助本市「增量擴充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辦公空間及設施設備計畫」墊付款案，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
意辦理墊付，並納入 112 年度預算轉正，請審議。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1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建
構一般候車亭 6 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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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1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市
區汽車客運業車輛汰舊換新─甲類低地板大客車 6 輛」所需經費 1,341 萬 6,000
元（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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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4 萬元整（補助款 1 億 3,737 萬
6,000 元整(90%)、配合款 1,526 萬 4,000 元(10%)）
，尚有 75 萬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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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准估列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環境
保護局辦理資源循環工作計畫」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1,206 萬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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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261 萬元(補助款 217 萬元、
配合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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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循環經濟資收大軍計畫」
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77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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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說明，敬請審議。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准估列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度資收關懷計畫」所需經費
計新台幣 161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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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基隆市推動廚餘回收及提升處理設施效
能補助(破裂脫水設備)計畫」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700 萬元(補助款 588 萬元、配
合款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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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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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稱環保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第
2 期」之「112 年換購低碳垃圾車補助計畫」乙案，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16,000,000
元整(補助款新台幣 8,000,000 元、配合款新台幣 8,000,000 元)，因未及納入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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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估列補助本府辦理「112 年度辦理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
及處理計畫」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118 萬元整(環保署補助款 100 萬元、地方配合
款 18 萬元)，因未及納入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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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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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費新臺幣（下同）143 萬 1,000 元，環保署估列補助計新臺幣
90 萬 1,000 元、市配合款計新臺幣 53 萬元，建請准予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審
議。
敬請市府針對本市市有閒置房地建置市有閒置空間查詢平台、資訊公開。另外，
目前標租方式無法全面妥善活化利用閒置房地，敬請市府研擬標租以外，利於公
私協力活化並發揮公共性之租用方式、研擬修正《基隆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
為教育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中長程個案計畫」
之 112-113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總館-分館體系計畫」暨「躍升公共圖書館事業
發展及服務品質計畫」所需經費計新臺幣 164 萬 2,857 元整（補助款 115 萬元、
配合款 49 萬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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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1 年度安心幼兒園等 2 園充實
及改善教學環境設施設備案」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923 萬 3,550 元整，因未及納入
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2 年度預算追加歸墊轉正，請審議。
為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 111 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計畫」所需
經費新台幣（以下同）900 萬元整，因未及納入 111 年度追加預算，敬請貴會同
意辦理墊付案，請審議。
內政部補助 112 年「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少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增補人力暫
列補助經費為新台幣(以下同)202 萬元，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並編列 112 年度
追加預算轉正，請審議。
為辦理衛生福利部 111 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計畫」機構獎勵補助
款墊付款案，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並納入 112 年度預算及轉
正，請審議。
第三審查會（合計 56 案）
檢送「基隆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敬請審議。
本府擬廢止「基隆市營業場所歌唱娛樂管理自治條例」一案，詳如說明，敬請審
議，請查照。
本市為多雨城市建請市府研議規劃增設本市七堵區實踐橋至百福車站增設雨陽
走廊以利民行。
建請市府研議規劃七堵火車站光明路至公車候車區間人行道加裝雨陽走廊及公
車候車亭增設遮雨棚以符民需。
為讓民眾便利搭乘公車建請市府研議台北往百福的雙向公車滾動式增加班次以
利民需。
打造以人為本的通行環境，積極打造無障礙通行路廊，建請市府積極遷移現存於
學校週邊人行道上的變電箱，改善長興國小、明德國中、基隆商工、七堵國小等
學校周邊通學廊道讓民眾行走時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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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市府研擬於五堵火車站的橋下、合邦倉儲對面的 seven、七堵火車站、七堵
郵局及七堵停車場等地機車停車點多的地方，為市民爭取 Gogoro Network 智慧
電池交換站。
寵物銀行即將完工，建請市府規劃設計二期工程於寵物銀行周邊增闢寵物墓園植
葬生命園區暨環保又可美化周邊綠地植栽也讓飼主及寵物有記憶留存的地方且
可增加市庫收入。
遛狗為飼主寵物日常生活之一部分，建請市府規劃研擬社區型—小型寵物公園讓
居民得以就近遛狗享受日常生活的親情樂趣。
建請市府研擬規劃爭取明(112)年度日本八代市役所來基隆七堵鐵道公園舉辦物
產展以提升能見度。
建議市府爭取營建署提升道路品質計畫補助經費建置人行道，以維市民通行安
全。
近期基隆市休閒農業區農民經常反映農作物慘遭野生動物嚴重啃食破壞已嚴重
影響農作物收成，建請市府編列預算補償農損以利農民生計。
建請市府應針對七堵鐵道公園之文化歷史背景特質規劃改造，並洽詢相關文創招
商計畫，引進台鐵夢工場創新與築夢的品牌故事廠之可行性方案，推廣當地商機。
建請市府應重視「鐵道公園讓公園活化起來之議題」至少在短期規劃內設置簡單
的廁所方便民眾使用而不是請市民「就近」到瑪陵坑山裡跟農場借廁所或到百福
社區蔡技食品借廁所(請參考說明內容) 。
建請市府應以點-線-面-串聯基隆河自行車步道的思維考量規畫於五堵台鐵舊火
車隧道口、百福公園水尾土地公廟、七堵鐵道公園、七堵火車站、百福社區內等
設「點」「線」「面」成一個自行車道「網」
，建置設 YouBike 租借站(借點/退租
點)，以活絡七堵自行車觀光推展及利民需。
打造人本環境友善行人行走空間，建請市府應針對本市七堵區行人動線狹窄不連
貫、人行道鋪面老舊不平整及照明不足等問題，積極改善。
KEELUNG 地標與太平青鳥之後續規劃，應將所有區域排水溝渠嚴格檢視，並通盤
了解基地面與基地外溝渠通道流向，以排除影響基地面下方之民房邊溝渠水流分
布之水量。
建請市府積極向中央爭取偏遠地區申請 DRTS 計畫(小黃公車)補助，以提升公共
運輸服務品質，並增加郊區經濟發展與推展觀光。
建請市府將七堵區正明里原台鐵宿舍拆除後之土地儘速改建為平面停場以符民
需。
建請市府改善安樂區基金一.二.三路交通雍塞問題，以維民行之安全。
建請市府在不妨礙行人通行下，因地制宜，適度有條件開放騎樓停放機車，以增
加民眾停車空間。
建請基隆市政府交通處調整本市七堵區明德一路 151 號前(基隆市農會供銷部）
停車格。
建請基隆市政府協助清除本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祥豐校門）
通往祥豐街人行道上的電桿。
建請基隆市政府對於山海觀入口設置觀海街路牌與新豐街 205 巷路牌。
建請基隆市政府交通處協助規劃解決本市中正區北寧路 369 巷通道假日產生嚴
重堵塞問題。
建請基隆市政府交通處協助規劃解決本市正濱路 116 巷通道假日產生嚴重堵塞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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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建請基隆市政府於觀海街兩側道路邊線劃設為紅線。
自 2021 年 5 月全台升級為三級警戒開始，所有餐廳『禁止內用』
，許多民眾也都
待在家裡不敢外出消費，受這波本土疫情影響最大首屬餐飲業者。儘管日前疫情
相對趨緩，仍有許多大大小小餐飲業不敵疫情而紛紛倒閉，為基隆經濟不景氣帶
28
來警訊。建請市府相關單位重視，除積極延攬、吸引連銷餐飲業進駐外，在青年
餐飲創業方面，能提出更好的方案，輔導並協助爭取更優惠的貸款補貼，讓年輕
人有更多機會，實現自己的想法和創意，呈現基隆獨特的山海美味。
基隆港東 4、5 威海營區軍用碼頭，長期將東岸分為兩半，限制了港埠及市中心
的發展，現營區拆除，原址要如何規劃才能為市本帶來最大效益，建請市府相關
29 單位加快速度，與港務局協調未來發展方向、相關都市計畫的變更工作等相關事
項，研議未來設置大型商場的可行性，以吸引外國訪客或遊客，把市中心精華區
域，打造為基隆市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近日中正區海濱社區民眾反映，每逢假日大批遊客行車湧入社區，不僅造成當地
居民進出不便、無車位可停，部分沒公德心的遊客亂丟垃圾，進而衍生環境衛生
30
問題，建請市府相關單位重視、了解並研擬因應對策，在致力發展基隆觀光之餘，
亦兼顧當地居民居住、生活品質。
基隆近期水情吃緊，造成中正區、信義區管線末端住戶水壓偏低，供水出現狀況，
且部分高地社區雖有設置配水池仍無法穩定供水、發揮不了作用，建請市府與自
31 來水公司研議，針對中正區、信義區供水狀況進行全面性檢討及管線檢測，找出
問題改善，並對於周邊新興社區，日後用水量進行超前部署，是否需興建配水池
以因應不時之需。若有停水必要請提早與當地里長聯繫，以便社區公告周知。
民眾反映近期基隆外海常有蚵棚、廢棄漁網等漂流垃圾，形成大型漂流海廢平
台，影響船隻航行安全，也反映強風豪雨後，各個港區及海岸易佈滿枯木及海漂
垃圾等，這些現象不僅對航行的漁船及船舶造成損害、威脅海洋生物也嚴重破壞
32
海岸景觀，建請市府與相關權責單位研議，除呼籲蚵農在豪雨及颱風來襲時，應
綁妥海面蚵棚，以免流失外，也應定期清理本市各漁港港區內飄浮垃圾、沿岸環
境清潔及巡視航道的安全性，以守護船隻安全及提升海岸環境品質。
民眾反映立德路 63 號旁階梯無欄杆，長者行走不便，建請市府相關單位研議施
33
設欄杆，以提升通行安全。
敬請城市及觀光行銷處說明「暖東峽谷環山遊憩步道改善工程」中，百年土地公
34
廟旁之踏石步道之處理方案與後續。
建請市府盡速改善暖暖區水源橋伸縮縫路面高低差問題，研議今年 111 年完成改
35
善之可能。
近期基隆客運營運狀況持續下滑，建請市府持續研議基隆市「台鐵捷運化接駁公
36 車 R86 路線」公車處支援方案，並於明年基隆市議會第 20 屆第 1、2 次臨時會前
提出改善方案。
建請市府全面盤點本市交通號誌、監視器電源系統，設置不斷電之獨立電源系
37
統，降低臨時停電潛在交通、治安危險，強化本市防範停電之配套措施。
敬請市府儘速與公路總局釐清暖暖區東勢街基福公路 0K-2.5K 處東勢街是區段
38
管理權責。
敬請市府尊重民意，落實地方自治精神，出席「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
39 響評估」相關會議時就市府自治事項明確表達市民疑慮，請開發單位提出配套措
施。
建請市府參照外縣市經驗，研議本市公有停車場及公寓大廈社區停車場推動建置
40
電動汽、機車充電樁之規畫方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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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一段單號往自強隧道口前，建議市府劃設禁止停車線(黃
線)。
為增進調和街轉運站使用效率，並服務信義區區民通勤之便，請市府研議加開由
海科館行經南京東路至台北車站之快捷公車。
西定路沿線因排水溝渠老舊，且部分區域溝渠蓋面孔徑過大，易造成孩童長輩行
走上的危險，建請規畫改善。
請交通處評估中山區德安路及復興路口，規劃劃設虛線遵行方向，以利民行。
建請觀銷處於文明路旁之擋土牆，重新規畫整治。
基隆火車站南站中山一路面，人行坡道常有機車闖入，造成行人之不便，建請交
通處規劃臨時停車區及管制方案。
為顧及行人通行安全，建請評估安和一街、安樂路二段路口設置行人專用時相設
置，另加設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並保留原人行道之可能性。
敬請市府說明《基隆市公有空地及公共設施認養維護辦法》草案公告後修正內容
及預計實施之進度規劃。
有關本市首座寵物公園設置評估乙案。
有關暖暖街 63 號後方未開闢之都市計畫道路乙案。
有關八堵 TOD 大眾運輸導向都市發展評估乙案。
有關過港路、源遠路及八堵路，道路品質提升計畫乙案。
有關優化基隆河防汛步道乙案。
有關暖暖區行政大樓更新改建可行性評估乙案。
安一路 176 巷沿線排水系統因承接自來水公司淨水場排出之廢水，長期沖刷下導
致排水系統不堪負荷，多處滲漏形成地底逕流，致使排水系統周遭土壤流失，建
請改善。
建請市府工務處於基金一路公路總局制定之 2 年禁挖期滿後，偕同公路總局共同
召開管線會議，協調各管線單位工期相互配合，避免重複開挖。
第四審查會（合計 21 案）
因應一波一波物價飆漲，建請市府提高學生營養午餐之差額補貼費用，以減輕家
長負擔。
建請市府應逐年編列預算並積極爭取國教署補助經費優先撥補七堵區更偏遠的
瑪陵國小、復興國小(學校類型非山非市)及堵南國小、華興國小、長興國小這樣
的非都市型的七堵偏遠學校。

3

有關本市德和國小中山區文化路大門乙座「未達使用年限建物報廢拆除」1 案，
請審議。

4

近年少子化又遇經濟蕭條，為鼓勵生育，政府應負起與家長共同分攤育兒的責
任，建請市府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應全部免抽籤入學，以減少市民經濟負
擔。

5

請市府說明本市目前各級學校強迫入學中輟生輔導成效。

6

有關本府擬廢止「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自治條例」
一案，詳如說明，請審議。

6

7

暑期結束，本市各校已陸續開學並迎接新生入校，但近日有民眾在臉書社團分
享，在某校接送孩子的時候，看到行為詭異的男子在校園附近徘徊、找學生問路。
為維護孩童們的安全，避免不法侵害，建請市府相關單位於近期加強校園內外人
身安全宣導及校園周遭巡邏，提醒家長和學童保持警覺，不要隨便與陌生人交談
來往，不收取不明的食物、禮物，以免受騙遭受危險。

8

沙灣歷史文化園區內的古蹟屢次遭到民眾破壞之情事發生，文化局除表示遺憾、
痛心及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究責開罰之外，如何避免古蹟屢次遭到破壞之情事發
生，讓民眾能夠在現場清晰、明確接收到訊息，應為維護古蹟的基本工作，建請
文化局應有更加積極保護古蹟之作為。

9

為鼓勵本市教育創新，保障本市學生學習及受教權益，增加教育選擇權之機會，
促進本市教育多元化發展，建請教育處盡速研擬訂定基隆市市立學校辦理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辦法。

10 有關本市設立第二座國民運動中心乙案。
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自去年成立至今，僅有一名專責行政庶務之專員，建
11 請市府比照屏東、高雄、台南、雲林、宜蘭等縣市增編一名教學員額，負責原住
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之課程教學組之相關業務，以利各項計畫之執行。
物價通膨影響食材成本，以目前基隆市校園午餐每生 39.1 元，恐影響校園午餐
12 之品質，為求本市學童用餐品質及提高在地就學率，建請教育處研議提高本市學
生校園午餐餐費。
13

為促進本市特殊兒童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平等權益，增進其福利，建請教育處
於行政權責之下盡全力協助本市特教班課後照顧穩定開辦。

14

建請市府教育處依法落實基隆市教育審議會之任務，且應秉持透明公開之原則並
受公眾之監督，公開歷年教育審議會之會議紀錄。

「以校園為社區核心」的理念之下，建請教育處進行全市各校通學步道、家長接
15 送區、學生專車及校園開放使用辦法進行總體檢，納入社區使用者意見及需求進
行檢討改善，確保學生上放學安全順暢，社區學校化之效益。
16 為建請研議針對身心障礙者全天候全時段免費使用國民運動中心健身房乙案。
根據《教育基本法》及《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規定，市府應設置教育審議委
17
員會並定期召開會議，爰要求教育處公開教育審議委員會會議記錄。
基隆市文化中心因整修工程導致開館時間不斷延宕，工程期間除影響文化局工作
人員、洽公單位人員辦公之安全，開館時間延宕更嚴重影響排定於原預計開館時
18
間於演藝廳演出單位之權益，爰要求文化局說明目前工程進度、預計開館規劃、
人員安全措施，及受影響演出單位之協助方案。
建請文化局於劉銘傳隧道照明與光環境及入口意象設置計畫中，以照亮地面、降
19 低頂部光照範圍為主，凸顯隧道歷史文化，降低光害，打造低汙染觀光，兼顧在
地需求與生態。

7

為打造安全通學路、保障本市各級學校學生步行上、下學之安全，並避免發生因
交通設計不良、標線不符規定等問題導致的交通事故傷亡憾事，爰要求市府針對
20
本市各級學校通學路徑進行體檢，並就相關問題諮詢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促進委員會之兒少諮詢代表。
21

因鄰近居住區域，民眾使用該場地時，使用球場時音量可能對於民眾生活起居略
有影響，建請評估增設隔音措施或延後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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