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 屆第 12 次臨時會 

第一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12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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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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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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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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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駿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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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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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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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議事組專員 呂慶輝 

主席：議長 蔡旺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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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一、議長致開會詞 

二、確認本次會議程 

三、聯席審查會：審查一般議案 



第二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12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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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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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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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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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駿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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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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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記錄：議事組專員 呂慶輝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甲、會議內容 

      下午自由考察 

 

 

 

 

 

 

 

 

 

 



第三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12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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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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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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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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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駿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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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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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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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議事組專員 呂慶輝 

主席：議長 蔡旺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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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專題考察 

 一、海科館 

 二、暖東峽谷(拉波波村) 

 

 

 

 



第四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12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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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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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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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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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駿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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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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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記錄：議事組專員 呂慶輝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甲、會議內容 

      下午自由考察 

 

 

 

 

 

 

 

 

 

 



 

 

 

 

 

 

 

 

 

 

第五次、第六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2 月 5 日 

 

 

第七次、第八次會議紀要 
(星期例假日停會) 

12 月 6 日 
 

 

 

 

 

 

 

 

 

 

 

 

 

 

 

 

 



第九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1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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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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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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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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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駿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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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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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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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議事組專員 呂慶輝 

主席：議長 蔡旺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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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一、三讀會：第二、三讀會 

二、臨時動議 

三、閉會 

 

 

 

 

 



第十次會議紀要 

時    間：109年 1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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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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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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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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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駿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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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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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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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議事組專員 呂慶輝 

主席：議長 蔡旺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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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下午自由考察 

 

 

 

 

 

 

 



基隆市議會第 19 屆第 12 次臨時會議案彙編 
目
錄 

案                               由 

第一審查會（合計 10案） 

1. 七堵區行政大樓兩處閒置空地雜草叢生，請相關單位定期除草。 

2. 
建請市府編列經費，利用各區現有適當的運動空間改設為風雨

運動場，提供市民在雨天時有個安全、完善的運動空間。 

3. 
建請市府編列預算補助各區巡守隊、守望相助隊赴各縣市相互

觀摩案。 

4. 建請市府改善正榮街 112巷 31號排水溝淤積泥沙問題 。 

5. 建請市府改善正榮街 112巷 14-1號環境髒亂問題。 

6. 

建請市府提高婦女生育獎勵金，從 2萬元提高至 3萬元(目前桃

園市、彰化縣、澎湖縣都是 3萬元)，為減輕年輕人的負擔及補

助生育津貼。 

7. 

為維護基隆市城市衛生並維護市民與城市動物之安全，建請基

隆市環保局檢討鼠藥與黏鼠板預算編列，以宣傳與民眾教育來

落實疾病管制署「不讓鼠來、不讓鼠住、不讓鼠吃」等環境清

潔目標，取代無效率且傷害環境與動物的鼠藥預算編列。 

8. 

建請基隆市消防局檢討非《消防法》「為民服務案件」案由、數

量和相關派案基準，並進行市民教育宣導，保障消防員業務內

容回歸《消防法》，以維護消防員的專業與職業安全。 

9. 

有鑒於本市能源轉型相關計畫眾多、相關業務範疇涉及多個局

處單位，為達有效能源治理及擬定最適本市之能源政策，爰要

求市府針對本市低碳永續、節能、溫室氣體控管等與能源政策

相關計畫進行總檢討，全面檢視各計畫中預計在 2020年達成之

目標是否達成。 

10. 

有鑒於本市尚未制定低碳城市、永續發展或能源治理相關的自

治條例，爰要求市府著手評估規劃訂定自治條例，作為推動地

方能源和其他永續政策的法源架構。 

第二審查會（合計 5案） 



1. 

為教育部補助本市新設暖西國小、中山國小、正濱國中、武崙

國小非營利幼兒園等 4 園辦理「建築物裝修及購置教學設備經

費」第 2期經費計新臺幣(以下同)1,956萬 5,100元整，因經費

額度已超過教育部核定本府 109 年暫定數額可容納金額，請同

意辦理墊付，再行辦理 110年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 審議。 

2. 

有關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加速汰換警用車輛案，經費為新臺幣

(以下同)832萬 5,000元，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10年度追

加預算再行轉正，請 審議。 

3. 

為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稱環保署）110年度補助本市「基

隆市廢棄物循環處理整體園區計畫」乙案，核定補助計新台幣

(以下同)825萬 6,000元整及本市配合款 134萬 4,000元整，合

計總經費 960 萬元整，建請同意以墊付方式辦理，並編列 110

年度追加預算，請 審議。 

4.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府辦理「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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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億 700 萬 8,889

元整(補助款 9,630萬 8,000元整(90%)、配合款 1,070萬 0,889

元(10%)，配合款部份 109 年編列預算足已支應爰無需編列)，

尚有新台幣 260 萬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

付，俟編列 110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 審議。 

5. 

有關海洋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府研提「基隆漁港海洋資源調查計

畫」，計畫總經費新臺幣(以下同)62萬 5仟元整，請貴會同意先

行墊付，俟 110年度追加預算再行轉正核銷，請 審議。 

第三審查會（合計 23案） 

1. 基隆市安樂區建德山莊社區柏油路建議刨鋪。 

2. 
有關本市身障機車格整體數量是否足夠使用？另使用情形是否

符合身障者需求？ 

3. 
國揚大地社區鄰近(安樂區基金一路 119之三號)，每逢下雨時，

雨水流向人行道水溝，導致排水不良狀況，路面積水嚴重。 

4. 有關本市獅球嶺砲台整體環境及建物修復。 

5. 建請本市推動智慧停車之規劃。 

6. 建請明德國中旁應增設遮雨棚。 

7. 
建請市府積極推動大武崙、六堵兩大工業區立體化，以帶動地

方就業機會及政府稅收。 

8. 瑪西富民清水公園路邊雜草叢生。 



9. 八堵涵洞應增設高度限制警示牌。 

10. 

5G 智慧化時代已經來臨，是城市競爭力指標之一，更能透過大

數據應用，有利分析本市推動觀光旅遊、交通、飲食等重要市

政，但本市推動智慧化城市市民尚未有感，請綜發處提出具體

目標及作為。 

11. 
產發處日前舉辦漁夫鍋，其場地設備、食材選用及評審審議機

制，於賽後爭議不斷，有失公正，請產發處研議改善方案。 

12. 
配合總統蔡英文政策，本市社會住宅推動進度如何？是否有盤

整出可行的區域？ 

13. 
位於安樂區基金二路口、萬瑞起點，因經常發生車禍及基金二

路一巷 9 號至 176 號工業區側門每逢例假日、上下班時間，造

成交通打結嚴重影響里民無法出入乙案。 

14. 
建請快捷公車 1579 增停台北市〝南京三民站〞，以利基隆市民

工作搭乘便利。 

15. 新西街 134號前排水溝坍塌、溝底龜裂，建請整修。 

16. 新西街 112號(西定河護岸塌陷)，急需整建，建請整建。 

17. 
建請市府在深澳坑路與崇法街交叉處，在適當地點設置觀景

台，供市民休憩。 

18. 建請市府將中正區長潭里北寧路 446巷劃設為消防巷道。 

19. 建請市府協助漁民申請船舶自動辨識系統（AIS）補助。 

20. 
建請市府研議調整中正區砂子里調和街上「碧砂山水」公車站

牌位置。 

21. 
建請基隆市政府於新豐街巴賽隆納社區前建置候車亭，改善新

豐街居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候車環境。 

22. 
建請基隆市政府加速正濱路電桿地下化，維護居住民安全，並

改善人行及生活環境。 

23. 

建請基隆市政府完善《基隆市政府行道樹及喬木修剪作業規範》

之樹木修剪申請查報機制，並納入更細緻修剪 SOP與專業知識，

供府內指引和大型採購公共工程契約範本，以建立樹木保護基

礎原則。 

第四審查會（合計 4案） 

1. 
建請市府編列預算，重建已邁入近 50年之明德國中老舊之學生

活動中心，改建為具有多功能之綜合體育場館。 



2. 建請普查學校中管樂班隊，樂器損舊之更新。 

3. 
建請市府於中正區八斗國小校外，調和街 1 巷規劃設置通學專

用道。 

4. 
建請市府於中正區中正國小校外，中船路 36巷規劃設置通學專

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