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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屆第 19、20 次臨時會 

第一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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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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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代理處長諶松青 、政風處處長 魯志偉、交通處處長蘇先知、產

業發展處處長黃健峰、教育處代理處長杜國正、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劉耀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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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局長

歐秋霞、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市立醫院秘書李茂林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李銅城、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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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會議內容 

一、議長致開會詞 

二、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三、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一案 

案    由: 本市城市博覽會舉辦在即，請市府說明目前各展區交通規劃、參觀動線及相關籌

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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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展區參觀動線以及交通動線、停車、接駁等配套措施為何?另展區公廁數量是否足夠？

是否設置吸菸專區？ 

2. 如何提升本市計程車服務品質及補貼方案供遊客選擇？ 

3. 請觀銷處及文化局說明本市大沙灣歷史場景之兩個服務中心（原公車處及正濱派出所）

改建工程進度，是否能如期於城市博覽會前完竣順利提供服務？ 

報告單位:交通處、觀銷處、文化局 

主席裁示：下午繼續討論 

散會：12: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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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7日（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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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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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代理處長諶松青 、政風處處長 魯志偉、交通處處長蘇先知、

產業發展處處長黃健峰、教育處代理處長杜國正、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劉耀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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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局

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李銅城、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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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會議內容 

報告事項: 

一、報告事項第一案 

案    由: 本市城市博覽會舉辦在即，請市府說明目前各展區交通規劃、參觀動線及相關籌

備情形。 

1.各展區參觀動線以及交通動線、停車、接駁等配套措施為何?另展區公廁數量是否足夠？

是否設置吸菸專區？ 

2.如何提升本市計程車服務品質及補貼方案供遊客選擇？ 

3.請觀銷處及文化局說明本市大沙灣歷史場景之兩個服務中心（原公車處及正濱派出所）改

建工程進度，是否能如期於城市博覽會前完竣順利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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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交通處、觀銷處、都發處、衛生局 

結    論: 

(一) 為避免活動時人潮同時湧入本市造成市區交通壅塞，請市府務必妥善規劃交通維持計

畫(包含交通接駁配套措施及停車空間規劃等)；並請加強本市計程車駕駛人員教育訓

練，以提升整體運輸服務品質。 

(二) 本市城市博覽會舉辦在即，請市府加強宣傳「城市博覽會」活動訊息，並更新相關旅

遊數位資訊，提供民眾貼心服務，以增加旅客前往的意願與便利性，並藉此帶動本地

商機；另為使來訪本市遊客留下美好印象，市府應掌握各項基礎建設進度及加強市容

整頓。 

(三)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市府除可依防疫指引辦理活動與降載外，亦應加強規劃防疫配

套措施。 

主席裁示：明日繼續討論 

散會：17: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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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8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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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張素珍 、工

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副處長謝旻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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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代理處長諶松青 、政風處副處長 馬建新、交通處處長蘇先知、

產業發展處處長黃健峰、教育處代理處長杜國正、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劉耀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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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局

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都市發展處處長徐燕興、政風處處長魯志偉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李銅城、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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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會議內容 

一、報告事項第二案 

案    由:有關市府積極爭取中央經費補助「基隆市智慧公車聯網建置計畫」總經費 3,100

萬，目前契約尚在執行中，但建置之系統顯與基隆市公車之循環線特殊性不相容，自農曆年

假起民怨不斷，包括公車動態顯示、語音播報不清、幹線支線路線編號、起訖站未呈現等。 

1.請公車處、交通處說明計畫期程、工程進度、上述問題之解決方案，與未來上、下車刷卡

機之操作及乘客旅運數據收集間的連動關係。 

2.本市公車及各候車亭整體清潔度不佳，對城市形象有負面影響，請公車處說明如何改善？ 

3.請公車處說明去年 4月間公車營運改革小組開會後所提出四項改革方向：「重複路線整併

與站點檢討」、「精確旅運資料」、「社福卡設定 60次點數上限」、「跨區公車研擬」之辦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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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進度為何？以及公車營運改革小組下次會議的召開日期。 

4.另查雙北市領有敬老(一般市民滿 65歲；原住民滿 55歲)、愛心卡、陪伴卡可搭乘本市公

車，請市府說明本市市民領有同樣卡別者是否有同樣可搭乘雙北市公車的方案。 

報告單位：公車處、交通處、社會處 

結  論： 

(一)公車處應加速建置智慧公車聯網應用服務、整合國道客運與本市公車資訊系統，以增進

動態顯示的準確性；並請市府將智慧公車聯網公開資訊，提供產學各界分析運用，以利

推動各項交通資訊整合服務；另請公車處儘速召開公車營運改革小組會議，及研議成立

公車營運審議委員會。 

(二)公車處除應加強公車及候車亭整潔工作外，請研議開放候車亭認養機制，鼓勵企業設置

廣告、牌面或裝置藝術，落實相關設施使用維護機制。 

主席裁示：下午繼續討論第三案 

散會：12: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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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8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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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民政處處長王榆森、財政處處長張素珍 、工

務處處長張元良、都市發展處副處長謝旻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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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代理處長諶松青 、政風處副處長 馬建新、交通處處長蘇先知、

產業發展處處長黃健峰、教育處代理處長杜國正、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劉耀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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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局

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都市發展處處長徐燕興、政風處處長魯志偉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李銅城、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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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會議內容 

報告事項第三案：  

案    由：請市府具體說明本市焚化爐、人均垃圾產出如何有效減量？以及垃圾隨袋徵收可

行性評估目前相關措施及研議結果為何？另天外天焚化爐緊急掩埋區露天堆置

的未破碎磁選篩分的底渣後續處理情形？累月雨勢不斷，該底渣因雨水而溶出之

廢水/滲出水處理狀況如何？監測井/收集井各項數據又如何？下方不透水層是

否有滑動或破損現象？  

報告單位：環保局 

結    論： 

(一)請市府加強宣導垃圾減量及提升資源回收率，持續強化民眾正確之垃圾分類觀念，執

行資源再使用與限塑政策；並請環保局汲取雙北經驗，研議隨袋徵收之可行性，以達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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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與使用者付費之目的。 

(二)有關天外天掩埋場緊急暫置區之焚化底渣，請環保局嚴格督促廠商，儘速完成後續處

理作業，以保障民眾居住環境品質；本次焚化爐底渣無法清運事件，部分原因係契約之疏

失所造成，故請環保局明年招商前，將招標內容向本會報告。 

主席裁示：明日上午繼續市政考察，地點：國門廣場及城際轉運站施工狀況 

散會：17: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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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9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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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觀銷處處長曾姿雯、交通處處長蘇先知、都發處 

              處長徐燕興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市政考察: 

案由一：國門廣場及城市轉運站施工狀況 

考察結果：下午續進行市政考察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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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9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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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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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代理處長諶松青 、政風處副處長 馬建新、交通處處長蘇先知、產

業發展處處長黃健峰、教育處代理處長杜國正、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劉耀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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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局長

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魯志偉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李銅城、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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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會議內容 

一、市政考察檢討報告 

案由一: 國門廣場及城市轉運站施工狀況 

報告單位：觀銷處、交通處、都發處 

結    論： 

(一) 本會既已通過「基隆市國門廣場周邊地區城市景觀自治條例」，市府應儘速

擬定相關景觀計畫方案，以改善都市環境景觀；另為串聯基隆港邊的親水空間，

市府應重新打造沿岸步道，提供市民友善、舒適且安全的人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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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際轉運站完工後，應妥善規劃國道客運、市公車、台鐵及郵輪的旅客候車動線，以

方便旅客辨識及提升轉乘效率；並請審慎評估轉運站區域及港西街交通調整措施，避

免造成交通衝擊。 

(三) 新建的城際轉運站候車頂棚與結構補強後的基隆舊火車站空間銜接部分，應加強防

水工程施作，以提供旅客舒適、安全的候車空間；另請市府研議爭取經費設置轉運站太

陽能頂板，打造低碳城市。 

主席裁示：明日上午繼續專題考察，地點：台灣電力公司協和發電廠 

散會：16:5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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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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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工務處處長張元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會議內容：專題考察－台灣電力公司協和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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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0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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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單位配合出席考察行程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會議內容: 自由考察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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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1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十三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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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工務處處長張元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會議內容: 專題考察－欣隆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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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1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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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單位配合出席考察行程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會議內容: 自由考察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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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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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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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代理處長諶松青 、政風處副處長 馬建新、交通處處長蘇先知、產業發展處處長

黃健峰、教育處代理處長杜國正、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劉耀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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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

醫院秘書 李茂林、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市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政風處處長魯志偉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壹、開會報告 

一、議事主任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審查會主席宣布開會。 

貳、會議內容 

一讀會:一般議案審查 

一、第一審查會: 

   (一)第一審查會審查第 1案至第 14案，議決通過。 

   (二)第一審查會審查第 15案修正本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第一條至第六條照案通過。 

二、主席裁示：下午繼續審查；12:05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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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4日（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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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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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代理處長諶松青 、政風處副處長 馬建新、交通處處長蘇先知、產業發展處處長

黃健峰、教育處代理處長杜國正、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劉耀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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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

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魯志偉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壹、開會報告 

一、議事主任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審查會主席宣布開會。 

貳、會議內容 

一讀會:一般議案審查 

一、第一審查會 

(一)第一審查會第 15案修正本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第九條至第十八條照案通過。 

(二)本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第七條提案人數比例修正為最近一次本市市長選舉選舉人

總數千分之四以上；連署人數應達最近一次本市市長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四以上議

決通過。 

※王醒之、陳薇仲、張淵翔議員保留大會發言權。 

(三)本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第八條文字修正如下： 

公民投票案提案表件不合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未依第六條第四項分區別裝訂成冊

或提案人名冊不足前條規定之提案人數者，本府應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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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經審查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應敘明理由，通知提案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正，並以一次為限，屆期未補正或

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應予以駁回： 

一、提案非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本市公民投票適用事項。 

二、提案有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情事者。 

三、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者。 

前項提案是否屬地方自治事項有疑義時，本府應報請行政院認定之，經行政院認定不符本

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者，本府應予駁回。 

議決通過。 

※鄭文婷議員保留大會發言權。 

二、第二審查會 

第二審查會審查第 1案至第 5案議決通過。 

三、主席裁示：明日繼續審查 

四、散會：17: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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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5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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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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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代理處長諶松青 、政風處副處長 馬建新、交通處處長蘇先知、產業發展處副處

長鄭永陽、教育處代理處長杜國正、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劉耀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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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

立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行銷處副處長王英哲 

市府請假人員：觀銷處長曾姿雯、產業發展處處長黃健峰、政風處處長魯志偉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紀錄:議事組組佐理員張洧絃   

壹、開會報告 

一、議事主任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審查會主席宣布開會。                      

貳、會議內容 

一、一讀會:一般議案審查 

   (一) 第二審查會審查第 6案至第 23案議決通過。 

二、主席裁示: 下午繼續審查 

三、散會：12: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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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5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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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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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代理處長諶松青 、政風處副處長 馬建新、交通處處長蘇先知、產業發展處處長

黃健峰、教育處代理處長杜國正、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局局長劉耀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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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

醫院院長 王慧珺、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政風處處長魯志偉 

本會列席人員：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紀錄:議事組組佐理員張洧絃   

壹、開會報告 

一、議事主任報告出席已達法定人數。 

二、審查會主席宣布開會。                      

貳、會議內容 

一、一讀會:一般議案審查 

   (一)第二審查會審查第 24案至第 31案議決通過。 

   (二)第三審查會審查第 1案至 40案議決通過。 

  (三)第四審查會審查第 1案至 6案議決通過。 

二、主席裁示: 議案全數審查完畢，明日請各位議員自由蒐集資料。 

三、散會：16:5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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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6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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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單位配合出席考察行程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會議內容:自由考察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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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6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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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單位配合出席考察行程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    

主席：審查會主席莊榮欽議員 

紀錄: 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會議內容:自由考察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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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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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駿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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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處長 巫忠信、人事處代理處長諶松青 、政風處處長 魯志偉、交通

處處長蘇先知、產業發展處處長黃健峰、教育處代理處長杜國正、公車處處長陳新埤、警察

局局長劉耀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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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局長歐秋霞、市立醫院院長王慧珺、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曾姿雯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秘書長李銅城、議事主任黃連茂、法制主任姬長城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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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會議內容 

一、議長致開會詞 

二、確認本次會議程 

議事組報告：本會第 19屆第 19、20次臨時會-聯席審查會審查結果 

審查本市 111年度一般議案 

(一)第一審查會共計 15案，均議決通過。其中，第一審查會第 15案修正 

   本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第七條：「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本市市

長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四以上；公民投票案連署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本市市長選舉選

舉人總數百分之四以上」議決通過。 

※王醒之、陳薇仲、張淵翔議員保留大會發言權。 

    本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修正第八條文字：公民投票案提案表件不合第六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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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二項規定，未依第六條第四項分區別裝訂成冊或提案人名冊不足前條規定之提案人數

者，本府應不予受理。本府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

經審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敘明理由，通知提案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正，並以一次為限，

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應予以駁回： 

一、提案非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本市公民投票適用事項。 

二、提案有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情事者。 

三、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者。 

前項提案是否屬地方自治事項有疑義時，本府應報請行政院認定之，經行政院認定不符本

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者，本府應予駁回。議決通過 

※鄭文婷議員保留大會發言權。 

(二)第二審查會共計 31案，均議決通過。 

(三)第三審查會共計 40案，均議決通過。 

(四)第四審查會共計 6案，均議決通過。 

本次聯席審查會審查議案合計 92 案。 

二讀會 

本會第 19屆第 19、20次臨時會聯席審查會，審查本市 111年度一般議案： 

第一審查會 15案；第二審查會 31案；第三審查會 40案；第四審查會 6案 

合計 92案均議決通過。 

※王醒之議員提請本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第二條文字修正（調整）：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單位為本府民政處。 

※鄭文婷議員提請本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第十四條文字修正（調整）： 

選委會收到連署人名冊後，經審查連署人數不足前條第一項之規定、或未依前條第三項分區

別裝訂成冊提出者，應不予受理；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三十日內完成查對。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一、連署人不合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資格。 

二、連署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不明。 

三、連署人名冊未經連署人簽名或蓋章。 

四、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事。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其連署人數合於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者，選委會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

案成立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並予編號；連署人數不合規定者，選委會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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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三十日內補提，並以一次為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提者，選委會應為公

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議決通過。 

三讀會 

本會第 19屆第 19-20次臨時會，共計審查一般議案:92案 

※均依照二讀會意見通過 

臨時動議：無 

三、主席裁示：下午及明日全日自由考察蒐集資料 

四、散會：10:1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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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7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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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單位配合出席考察行程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會議內容: 自由考察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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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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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單位配合出席考察行程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會議內容: 自由考察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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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次會議紀要 
時    間：111年 3月 18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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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單位配合出席考察行程 

市府請假人員： 

本會列席人員：  

主席：議長蔡旺璉 

紀錄:議事組佐理員張洧絃     

會議內容: 自由考察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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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基隆市議會第 19屆第 19、20次臨時會議案: 

第一審查會（合計 15案） 

1 為本府公共造產「榮華停車場」辦理結束經營一案，敬請審議。 

2 
建請市府積極推動鼓勵市民汰換老舊汽、機車輛，使用電動車，並研擬編列預算補助

市民全面汰換電動機車。 

3 建請市府於殯葬所火化場附近興建環保金爐。 

4 有關碇內派出所遷建事宜。 

5 原住民會館對面壁畫斑駁，建請市府積極改善。 

6 
建請市府於原住民文化會館增設親子廁所及哺乳室，以利更多婦幼及民眾有更好的設
施使用。 

7 
建請市府編列「原民文化健康站」之餐點費、專業加給、行政費用等經費，以資鼓勵

照服員及為長者帶來更加照顧服務。 

8 
本市中正區和平街 29 巷路窄多處空屋，出入不易且環境凌亂堆積雜物，又易孳生蚊
蟲、蜈蚣傷人或生登革熱疾病，建請市府改善環境衛生及清理。 

9 
本市計有七個行政區域而原家中心只有一處，建請市府積極研擬辦理增設第二處「原
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原家中心)」。 

10 
建請多開設原住民專業人才(土木、營建、電腦....)考照輔導班，婦女培力課程及體
育人才培養訓練。 

11 
有關本市信義區公所函報東信里第 8鄰戶數過多擬新增 1鄰併同智誠里減併 1鄰，同
時調整東信里、東光里 2里鄰內戶數案，敬請審議。 

12 
建請環保局研擬本市空氣品質淨化區土地及植栽管理辦法，提出空品區使用變更時，
樹木植栽移植措施。 

13 
為加強原住民族語言之推廣，鼓勵本市原住民說自己的語言，踴躍參加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測驗，再次建請市府研議制定獎勵辦法。 

14 
建請市府研議加強廢棄物稽查科技執法成效方案，評估增購稽查區隊移動式攝影機之
可行性或其他相關措施，以遏止違法清運、棄置廢棄物之行為。 

15 
提案修正《基隆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降低本市公投門檻並補正公投法，以彰憲法
賦予公民之創制、複決精神，落實直接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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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審查會（合計 31案） 

1 檢送本市 110年度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請審議。 

2 

提送本會第 19屆第 6次定期會基隆市政府提案第二審查會第 1案「本府擬處分出售
本市中山區榮華段 915-12、915-13地號等 2筆面積合計 9.4平方公尺市有非公用土
地，請審議」一案，決議付委財政小組，經 111年 1月 21日辦理現場會勘結論為「同
意出售」，請審議。 

3 
鼎峰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申請承購本市所有雲林縣西螺鎮新街段 1620 地號之市私共有
土地合併使用，擬依土地法第 25條規定完成土地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乙案，請審議。 

4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 111年度「基隆市旅遊服務中心營運管理補助計畫」經費
新台幣 360,000元，因未及納入 111年度預算，敬請同意先行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
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5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推動計畫」新建槓
子寮公廁專案，所需經費計新台幣(以下同)500 萬元整(補助款 85 萬元(17%)、配合
款 415 萬元整(83%))，所需墊付金額為 500 萬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6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基隆市文化資產資料數位整合計畫」，所需
經費計新台幣(以下同)117萬 6,471元整(補助款 100萬元(85%)、配合款 17萬 6,471
元整(15%))，所需墊付金額為 117萬 6,471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俟編列 111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7 

為客家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1 年度『共下快樂學客語』計畫」所需經費 37
萬 1,400元（補助款 31萬 9,000元（86%）、配合款 5萬 2,400元（14%）），因未及納
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8 

為客家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府辦理「花現瑪陵，有福桐享－2022基隆客家桐花小旅行
活動實施計畫」所需經費 20萬元（補助款 17萬 2,000元（86%）、配合款 2萬 8,000
元（14%）），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
轉正，請審議。 

9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本府辦理「111年身心障礙者嚴重情

緒行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試辦計畫」(補助款墊付案)，本府無須配合編列自籌款計新
台幣 355 萬 1,693 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本(111)年
度預算追加減歸墊轉正，請審議。 

10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府辦理 110年度「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第 4
期款」，補納預算計新臺幣 1,000 萬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
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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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兒少保護家庭
處遇服務創新方案(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充權計畫)所需經費 175 萬 2，450 元(補助款
140 萬 1，960 元(80%)、配合款 35 萬 490 元(20%)），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
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詳如說明，請審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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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兒少保護家庭
處遇創新服務計畫(兒少保護親屬安置費用補助計畫)所需經費 60 萬元(補助款 60 萬

元(100%)），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 年度追加預算，詳
如說明，請審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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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家庭為中心
之處遇服務創新計畫(6歲以下家庭親職賦能計畫)」所需經費新臺幣 126萬 8,400元
整(中央補助款 101萬 4,720元、本府自籌款 25萬 3,680元），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
請同意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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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為辦理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長照 2.0 整合型計畫所需經費新台幣(以下
同)5,321 萬 4,433 元(中央補助款 5,161 萬 8,000 元及配合款 159 萬 6,433 元)，因
未及納入年度預算，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案，請審議。 

15 

為衛生福利部「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第
三期第三階段核定本府「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正義館、暖七館、仁山館與安樂館」採購
設施設備，計新台幣 56 萬元整【補助款 50 萬元(89%)、本府自籌 6 萬元(11%)】，因
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16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1年度考古遺址監管保護工作執行計畫」
所需經費 66萬元整(補助款 56萬 1,000元(85%)、配合款 9萬 9,000 元(15%))，因未
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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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案原核定計畫
總經費新臺幣 3,450萬元。經本府申復後核定計畫總經費為新臺幣 6,360萬元（中央
補助款 5,088萬元（80％）、地方自籌款 1,272萬元（20％））。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
請同意追加 111年度總經費 2,910萬元辦理墊付，並編列 111年度追加（減）預算轉
正，請審議。 

18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辦理「基隆市 111 年前瞻文資守護網絡計畫」，所需經
費 210萬元（補助款 168萬元﹝80％﹞、地方配合款 42萬元﹝20％﹞），因未及納入
111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19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2022 鷄籠中元祭黃姓實錄計畫」所需經費

24 萬 7,059 元整（補助款 21 萬元整（85%）、配合款 3 萬 7,059 元整（15%）），因未
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20 

為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 111年度「地方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補助計畫，所需
經費 250 萬元（補助款 150 萬元（60%）、配合款 100 萬元（40%）），因未及納入年度
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21 

為教育部核定「111年補助公共圖書館『現在開始 說我們的話』響應『世界母語日』
活動實施計畫」，所需經費新臺幣（以下同）15 萬元整(補助款 12 萬元(80%)，配合
款 3萬元(20%))，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 111年度追加（減）預
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22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屬補助本府辦理 111 年度「兒童權利你來發聲-基隆市兒童
權利公約教育訓練與提升兒少參與公共事務計畫」(1111RQ527D)，擬補納預算新臺幣
83 萬 2,076 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 年度追加預
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23 

為客家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府辦理「花現瑪陵，有福桐享－基隆賞桐一期一會活動實施
計畫」所需經費 46萬 5,116元（補助款 40萬元（86%）、配合款 6萬 5,116元（14%）），
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24 

為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府辦理 111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保護服務類計畫「基隆市政
府充實保護性社工人力所需設施設備計畫」所需經費新臺幣 4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32萬元、本府自籌款 8萬元)，因未及納入本年度預算，請同意墊付，俟編列 111年
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25 

為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1 年精進及擴充兒少家

外安置資源」(提升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服務量能計畫，計畫編碼:111NQA01q)所需
總經費為 182 萬 1,250元(中央核准補助款 145 萬 7,000 元；自籌 36 萬 4,250 元)，
其中 85萬元已納入預算，不足額 97萬 1,250元〔中央補助款 77萬 7,000元(80％)，
本府自籌款 19萬 4,250元(20％)〕，請准予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 年度追加預算
歸墊轉正，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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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為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1 年度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家庭暴力一
站式服務方案」(計畫編號:111NQ201n、111NQ202n)所需經費新台幣 113萬 2,320元，
補助款 452 萬 9,275 元(80%)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本府自籌款 113 萬 2,320 元(20

％)〕，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 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
詳如說明，敬請審議。 

27 

為辦理衛生福利部核定 111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回饋金補助「社會救助及社工組」主軸
項目補助計畫-基隆市政府 111 年度提升社工人員執業安全計畫(編號:111BQ178B)補
助經費墊付案，計新臺幣 4萬 1,000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擬請請同意先行墊
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請審議。 

28 

為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府辦理 111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保護服務類計畫「建構性別
暴力領航社區服務方案」，所需經費新臺幣 90萬 5,000元整，因未及納入本年度預算，
請同意墊付，俟編列 111年度追加預算歸墊轉正，詳如說明，敬請審議。 

29 

為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 111年度「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與查核業務」所需經費新台
幣 125 萬 1，000 元整，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編列 111 年度追加減預算歸墊轉正案，
請審議。 

30 

有關交通部補助本府建置「基隆市加強科技執法計畫(降低愛一、仁二路口違規轉彎)」
案，核定新臺幣(以下同)400萬元，其中交通部補助 350萬元，本府配合款 50 萬元，
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11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再行轉正，請審議。 

31 
建請財政處提供基隆市政府近五年自各事業單位所提供之促協金、回饋金、市政府分

潤金等分配予市府各部門之統計資料。 

第三審查會（合計 40案） 

1 市教忠街 161巷路面嚴重破損，恐影響人車安全，建請市府重新刨鋪，以利人行。 

2 
建請市府於積極於本市，「機關學校停車場及委外停車場」如東岸停車場等地加設電
動汽車充電格位及電動機車充電地點，以利民需。 

3 
基隆河岸目前五堵已與汐止串聯，為一處規劃完善之自行車道，建請市府於「台鐵舊
五堵隧道口」處，儘速規畫增設 YouBike租借站，以利民需。 

4 有關基隆火車站南站廣場停車場出入口易積水乙案。 

5 有關仁愛區劉銘傳路 6巷，巷道昏暗，未設置路燈一案。 

6 

七堵百福地區居民反應本市公車車班及往汐止台北的客運班次超少幾乎沒車可搭，市

公車錯過一班至少等 30分鐘以上，建請市府應積極與客運業者爭取增加班次及加強
管理 402及 406公車之脫班情形。 

7 
有市民反應本市公車外觀老舊，車體亦欠缺維護，基本的輪胎都快沒胎紋還在行駛非
常危險，常拋錨路邊，建請市府應加強公車維修之管理。 

8 

本市基隆七堵-泰安姜子寮登山步道登山為一處五星級熱門的步道，山頂有絕佳的景
觀，唯欠缺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建請市府於該登山口處規劃假日公車班次及評估平日
公車行駛之可行性，以便民眾前往活動。 

9 

近日因地震頻繁及本市豪大雨加上本市下水道已部分完成完工導致基隆市部份道路
及產業道路有嚴重龜裂、破損，已影響到行車安全，請市府立即實施「道路總體檢」，

針對破裂、破損之道路應立即維修，以維護市民行車安全。 

10 
為響應環保並節能減排，推動電動車使用減少環境污染，建請市府積極於七堵火車站
及八堵火車站設置「電動車輛充電系統設置」，以利民需。 

11 
建請市府比照台北市政府積極訂定「停車管理工程處路外立體地下停車場電動車停車
位管理規範」以利民需。 

12 
百福車站機車、自行車停車格嚴重不足且露天終年受風吹雨淋，建請市府儘速編列算
加設遮雨棚並積極與台鐵研擬解決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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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中正區和一路巷底龍目井附近常遭不明人士丟棄垃圾及停車影響行安，建請改
善。 

14 中正路調和街 290巷路燈昏暗、電線雜亂，建請市府相關單位辦理改善。 

15 
本市中正區和一路二巷口狹窄但經常有路邊停車現象，影響車輛、行人通行，建請市
府相關單位辦理改善。 

16 建請市府評估七堵百福實踐橋加裝風雨走廊之可行性方案。 

17 

基隆市中正區富貴市場已鑑定為海砂屋，市府業已決議拆除，自 110 年 3月 1日封閉
市場至今，市府尚未進行拆除作業，附近民眾反映為此帶來環境衛生及安全隱憂。建
請市府相關單位儘速編列預算推動拆除，以利民安。 

18 

本市城市博覽會 4月即將登場，中正路段為本市交通主要幹道，車流量大，然而中正
路 64號至 164號對向人行道長久有下列問題：1.鋪面老舊不平 2.路幅狹窄，影響市
容景觀及用路安全。建請市府研議重新規劃翻新，除利民通行外，亦能提升整體市容，
希望來訪基隆的遊客都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19 
民眾陳情反映正濱國小至海大附中的人行通道佈滿青苔濕滑，學童上下課行走危險易

滑倒。建請市府相關單位儘速予以刷洗並定期清理，以利學童通行安全。 

20 

中正區環港街漁會大樓外，人行通道部分植穴區已無種植路樹，一下大雨易淹水造成
泥水亂竄，影響民眾通行及市容景觀。建請市府相關單位儘速研議重新植栽以利市容
美觀。 

21 建請基隆市政府協助改善和豐街人行道濕滑問題。 

22 建請基隆市政府重新刨鋪基隆市八斗里民活動中心前道路。 

23 建請基隆市政府改善調和街維德醫院斜對面巷口前的標線。 

24 建請基隆市政府改善基隆港務公司前中正路上的「PORT OF KEELUNG」燈具亮度。 

25 

基隆市即將迎來 2022年城市博覽會，是展現基隆觀光行銷的重頭戲，但相關旅遊資
訊並未及時更新，也未完備。建請重新盤點、審視基隆市相關「基本」旅遊資訊內容
（各數位及平面管道），做足基本功。 

26 

暖東峽谷爭取到中央經費進行環區步道修繕與景點設施重整，極為珍貴；惟施工規劃
應以安全為前提，同步考量春夏旺季遊客與山客需求，分區、分段施工，保留一條可
通行的山徑。建請提出旨揭工程案分區、分段施工可行方案。 

27 
請說明「淡蘭百年山徑暖暖行旅遊護照」與「七堵行旅」旅行小手冊進度。此外，因
應亞洲步道大會 11月中旬舉辦，請說明相關行銷配套措施。 

28 
請研議於夏秋兩季辦理產業行銷活動，避免活動擠壓於冬季辦理，因氣候多雨而造成
人潮稀少、效益不佳。 

29 
本市復康巴士預約需下載申請書並傳真始得申請，建請研議建置網路網頁或 APP，方
便民眾進行線上預約。 

30 建請市府研議暖暖區暖暖聖光堂站公車候車亭改善方案。 

31 
建請市府研議東勢街與東碇路交叉口至東碇路與源遠路 152巷交叉口人行道及停車

方案。 

32 

建請市府研議依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110至 113年）」補
助作業，申請基礎公共運輸營運服務（幸福巴士）計畫，以改善基隆市 R86路線運能
不足之現況。 

33 建請市府說明道路臨時刨鋪及坑洞填補之標準作業程序及道路填補改善方案。 

34 建請市府研議改善基隆市東岸地下停車場車格，以供多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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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請市府研議本市公車動態系統語音播報比照其他縣市以多國語言呈現及循環線動
態顯示去程、返程獨列顯示。 

36 建請市府研議實體人行道濕滑問題固定清整方案。 

37 
建請市府於 111年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委託規劃案中，一併評估源
遠路巷道機車強制兩段式左轉必要性。 

38 
建請市府研議八堵路源遠路交叉口至水源路台 62快速道路匝道口路段人行道串聯方
案，以保障行人通行安全。 

39 建請市府研議無障礙空間設施設備採購與補助方案。 

40 

為收集本市市內公共運輸精準旅運資料，公車處推動市公車上、下車刷卡政策，且本
市市公車已安裝下車刷卡機，爰提案要求公車處就市公車實施上、下車刷卡之時程（包
含測試、宣導期、正式實施）及具體規劃內容向議會報告。 

第四審查會（合計 6案） 

1 建請編列體育之栽培營養金。 

2 建請提早規劃明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代表本市之代表隊，以避免爭議、浪費資源。 

3 有關惠明新村是否列為歷史保存建築物進度乙案。 

4 
建請教育處說明 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之本土語文為必修課程，高中為 2學分之選

修課程後，師資招聘情形及招聘不足因應措施。 

5 
建請研議國民運動中心綜合球場籃球、網球使用場地之訂價策略，評估是否有可能設

定尖離峰分時段訂價。 

6 

要求基隆市政府教育處依照 2020年 2月「大武崙森林公園第一期工程委託設計監造

技術服務細部設計圖書審查會議紀錄」中交通處對行穿空間建議，設置完整行穿線，

串連大武崙森林公園一期之人行空間。 

 


